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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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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说这孩子美丽是不够的。更确切的说，他美丽得怪异、令人难以置信。他母亲

看见他第一眼就晕过去了：这孩子没有肉身，他是一块人形的水晶，包括他的头

发、眼睛、指甲……好像曾经有一把最灵活尖削的刻刀在这水晶上雕琢出哪怕是最

细微的线条。他安静地从母亲的腹部滑落下来，在没有别人在场的一个午后。他没

有像其他孩童一样啼哭，只是静静地躺在昏厥过去的母亲身边，透明而柔和。 
 
当他的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看到这个水晶的婴孩安静地躺在藤床上，睁着眼睛。他

是如此的美丽，却又令她难以置信。她一点也不觉得这个孩子和她自己有任何的关

系，好像别人将这个东西放在了她的肚子里，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她又恐慌又茫

然，突然她哭叫着跑到院子里，大声喊着丈夫的名字。她的呼喊很快通过一张又一

张的嘴传遍了小镇，正在某一个杂货店搬运货物的丈夫就一路跑回了家。到了傍

晚，他们的屋子和院子挤满了人。有的人高声谈论着这个小镇有史以来发生过的奇

怪的事情，有人在打听着婴孩的样子，有人抱着饭碗，睁大眼睛倾听着。聚在一起

商谈的老人们关于这奇异孩童的由来一筹莫展，只能确定这是个史无前例的怪事。

可这男孩实在美丽，他的非人间的美丽使那些能够挤到床前看见他的人一时间沉默

无语。一直到深夜，人们才肯散去。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镇上的人乐此不疲地去观看这个水晶孩童，很多人走了又来。

对于一些清闲的妇女和儿童来讲，去看水晶男孩几乎已经变得像清晨把家禽从笼子

里放出来、午后吃一片蛋糕、晚饭后到镇街上找人闲聊一样日常而自然。她们挽着

手，走着、赞赏着，眼睛忍不住往天空或是远处望去。然而，一天又一天过去，这

些非同寻常的人群也会慢慢稀疏。 
 
季节已从夏天转向初秋，凉风里偶尔裹挟着几片斜落的叶子。他的父母看他时，眼

里仍然充满着茫然和不信任。这个孩子和他们看不出一点关系，更不像是他们血肉

之躯的结晶，他不知从哪里来，突兀地降临在他们家。女人一再说起她竟然没有感

到分娩的痛苦，他就那样自己从她身体里滑落下来。她一再向别的女人说起这一

点，带着烦恼和困惑的神情，好像没有经历到生育的痛苦乃是她最大的遗憾。但她

还是把母乳奉献给这个陌生的孩子。当他用他凉丝丝的嘴吸吮她的乳头时，她似乎

能隐隐感觉到什么，就将他抱得紧一些。但她很快又松开了，他的美丽显然令她害

怕。她把他放回到藤床上，自己坐在床边发呆。然而女人还是坚强的，有一天她终

于决定这就是她的孩子，并且亲吻了他。而他的父亲在大部分时间避免看到他，他

有些害怕，甚至暗地里有些恨他，因为他怀疑这个孩子夺走了他真正的孩子，一个

可能会非常像他的活泼的孩子。当人们来来往往进出他的家，他感到侮辱，没有人

相信这是他的孩子，他自己也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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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个老人偶尔回忆起的故事改变了做父亲的对待这孩子的态度，悄悄地抹去了

他的敌意，使他决心接受作为父亲的责任，接受上天所赋予的命运。老人回忆起的

故事来自于他许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故事里有一个处女怀孕了，那个孩子跟别的

男人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神的孩子，神使那个女人生下了一个非人间的男孩，来拯

救世人。老人所讲述的故事在镇上流传，人们从那里揣测着模模糊糊的启示。男孩

的美丽与人们印象中的怪胎和妖孽无法对应，那么说他是神送来的似乎更为合理。

但是这小镇向来安稳，人们认为他们并不需要救赎。也许神会赐于财富和丰收，这

是隐藏在每个人心里的秘而不宣的愿望。孩子的父亲因为这隐密的愿望而受到人们

的尊敬和优待。 
 
在那一段时间里，突然降临的启示使人们因期待而焦躁不安，有些人简直睡不着

觉。大家显得过分快乐而容易冲动，他们反复地走进男孩的家，提着各种礼物。当

他们看着他，他们希望发现隐藏在他面容之下的启示，他们仔细察看他的眼角、鼻

翼的轻微扇动、嘴唇上的细纹、甚至将眼睛贴在他的耳朵眼里朝里看。人们在这孩

子的面容里寻找答案，充满疑问和焦虑。连女人们都发现吸引她们匆匆赶来的的不

再是孩子的美丽，而是依托在这小人儿身上的她们秘而不宣却几乎要涨破的愿望。

人们忍受着等待和不停猜测的煎熬，日子简直长得疯狂。有人建议剥去孩子的衣

服，仔细检查他的身体。老人们被这种渎神的语言激怒了，他们说，神的启示不是

像金子一样掖在身上。人们只好按捺着自己，他们整天呆在家里，突然地大声咒

骂、发脾气、过一会儿又似乎满怀期待地等着。在秋天即将过去的时候，人们突然

发现他们更贫穷了：庄稼因为缺乏料理几乎失去了一半收成，铺子里完全没有进新

货，散发着食品变质的臭味，女人们习惯了四处走动几乎不照顾家，家里像猪圈一

样凌乱肮脏，孩子们的头发丛里爬满虱子。当然，还有更多被掩盖起来的秘密：一

个女人毁掉了所有她认为丑陋而粗糙的衣服，因为她确信很快可以到城里为自己买

一批新衣服；一个男人在在他的几个情妇肚里播下种子，因为他确信很快他将一掷

千金，养活几个老婆根本不成问题。总之，这个镇子突然之间变得肮脏邋遢、伤风

败俗。 
 
这个冬季异常寒冷而拮据，人们蜷缩在自己的屋子里，计算着剩余的囤粮。他们异

常失落，但不敢抱怨。很多人还是迷信的，尽管他们的行为看不出一点对神的敬

意。他们不敢将怨恨说出来，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如何失望、如何早就预料到那个怪

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曾有的热烈愿望像炉膛里烧尽的炭，偶尔爆出一星火

花，随即又熄灭了。在这些沉默而漫长的冬日里，那个为大家讲述故事的多知识的

老人被大雪埋葬了。对于老人的过世，怀想最多的大概是水晶孩童的母亲，她隐隐

感到那个老人带走了什么，让她心里不安。其他人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盘算着明年

春天的计划。 
 
 

2 
 
他像正常的孩童一样慢慢长大，这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人们忙于收种、忙于生意和

债务的事情，妇女们发现家务事越来越多，已让她们分不了身。只有零星的几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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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仍然坚持着他们的热情，尽管他们不时被孩子的父母亲训斥和驱赶，他们一有机

会还是会围在他周围，突然地摸他一下。而那孩子呢，他喜欢观看周围的一切，每

一张围在他周围的脸都被他细细地看过。他那一双眼睛似乎天生为了观看，天真而

专注，从来不会显出一丝疲倦。而当疲倦突然降临他的身体时，那双眼睛就紧紧闭

拢，立即地沉入它自己的梦境去了。 
 
有一天，这孩子抚摸了另一个孩子的胳膊，因为在他逐渐清晰的意识里，它和他的

看上去是不一样的。被抚摸的孩子跑掉了，所有的孩子都大惊小怪地散去了。小人

儿坐在床上，回想着一下子的触觉。当他转过头看着他母亲的时候，她相信他的眼

睛告诉她他发现了这个秘密：他没有其他孩子那样的柔软的肉身，他们和他不一

样。 
 
他开始蹒跚学步，他母亲一刻也不敢放松，因为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重重地跌倒就

等于破碎和死亡。脱不开身时，她就用一条带子把他绑在床腿上，一开始他试图挣

扎，但很多东西会突然把他的注意力分散，有时候是摇晃在窗棂外的一条绿色的树

枝，有时侯是投射在屋子里的一道阳光，有时侯是某种声音。他的眼睛似乎在不断

寻找，而同时，他也仿佛在倾听着某些幽微的声音。当她看到他安静而专注的样

子，可能会吓一跳，但是，慢慢地，她感到神奇，她会从屋里的某个角落偷偷看

他：这个从天而降的孩子，她看不出他身上秉承任何人的痕迹。可是他却有最完美

的人的面孔，一切竟然都在她的子宫里孕育而成。 
 
父亲几乎不想看他，他像命运一样来历不明、让人无力。那个冬天他和别人一样吃

了苦头，他的好运气荡然无存，现在人们仍然躲避着他，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疏远

他，似乎他们从来没有尊敬过他、对他亲热过。他们曾经送来过各种礼物，现在他

们以千奇百怪的借口想向他讨还。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有时侯

他劳累了一天回来看见他妻子搂着那孩子的腰在院子里教走路，他简直想揍她一

顿。为什么她能够亲吻他，将他搂在怀里，好像他真的是他们的孩子！她镇定自若

地做着一切女人应该做的事情，镇定得让他害怕又嫉妒。 
 
这孩子终于可以自由地在院子里行走，于是人们看到在篱笆缝隙间露出的那张脸，

带着热忱向他们张望，这唤醒了已被他们埋在日常生活的尘土里的关于水晶婴孩的

记忆。水晶人竟然像正常人一样行走、长大，这就像当初他突然闯入他们的世界一

样令人不安。人们回避着他的眼光，可那双眼却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因过分清澈而

显得虚无缥缈。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脸平庸而丑陋，还有一些灰印子，他们的衣

服也太脏了，蒙着灰尘和油腻，他们脚步匆匆，而他却躲在篱笆后，放肆地观察他

们。谁也受不了这种注视，因为它使我们注意到自己。 
 
阳光和热风使夏天白而干燥，在好几轮季节的变化之后，水晶孩童坐在屋檐下，观

看着似乎凝止又充满变幻的景色。天空在树枝围成的框子里流淌，云絮像流水冲击

产生的洁白泡沫。他相信天空和河流其实是相同的东西，有时侯风从天际吹过来，

它其实是急流中的一朵旋涡。如果有机会，他希望母亲再带他走出镇子，他们走在

开阔的田野里，她和他走在深深的草和花之间，他也能够看见更大片的天空和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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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云。可是他也怕那样的情景：当他拽着母亲的衣角走在镇街上，每个人都停下

来，看着他们。 他母亲走得越来越快，几乎在跑，他快要跟不上她，又有孩子跟

在他的后面，越跟越近，嘻笑着，他们的脸几乎碰到他的脸，他们又伸手触摸他，

母亲不断朝他们怒喝，而那些观看的大人也开始嘻笑。他们的笑声和目光让他害

怕，感到寒冷。当他们终于逃出来，身后不再有尾随者，当她摘了一朵野花让他闻

时，她不是哭了吗？ 
 
母亲当然了解这个掩藏起来的愿望，她甚至一再对自己说“我要带我的孩子出去走

走”，可她战胜不了心里的怯懦，她无法忍受人们的围观、嘲笑、一群脏孩子的追

赶。她隐隐察觉到人们恨这个孩子，他们曾经以为他是神，如今却放肆地嘲笑他，

仿佛他是个再滑稽不过的怪胎。而那坐在屋檐下什么也不说的孩子，他几乎具有

一切最纯洁美丽的孩童特征，但是脆弱，脆弱得毫无用处。他甚至不会说话。有

时侯，在她怜悯的心中会突然涌起一阵厌恶的冲动：那个孩子就像她丈夫所说的那

样，是个“一脸呆像”的废人。难道他不是吗？他几乎毫无用处，不能在土里滚

爬，不能摔倒，更不用说让他去赶牛、搬运货包，为什么他不能像那些长相粗野的

孩子一样能干？他像个甩不掉的包袱！每当她千方百计地把这厌恶的冲动压制下去

之后，她心中就充满恐惧，害怕有一天它们会控制她，使她背叛她的孩子。她安慰

自己她的孩子是世上最美丽的孩子，可是连她自己也明白，她孩子的美丽日复一日

地在她眼中模糊，渐渐的等同尘土。美一旦背上了“无用”的罪名，是比丑陋还会

遭人冷落的。坐在屋檐下观看天空的孩童不知道这一点，他那双清澈眼睛看不出这

样的真理。他只是坐在一团如水雾般轻柔的水晶光晕中，陷于他所描绘给自己的那

个世界。在他身上笼罩着一股似乎可将一切沉淀的安静，这安静说明他还不曾恨过

任何人。 
 
当人们看到水晶男孩第一次出现在镇街上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不舒服，甚至

恼火，这种情绪很难解释。最后，在人们互相倾诉、交换意见之后，他们发现了共

同的担忧：这种奇怪的东西在镇上招摇过市可能带来不祥。于是他们选了代表通知

孩子的父母：孩子不能再出现在镇街上，否则将像关牲畜一样用笼子把他关起来。

孩子的父母当然无权反对全镇人的决定，他们已失去了反对任何东西的力气。送信

人要求当面告诉这个孩子，他相当权威地警告他，试图展开一场小型的审讯。但

是，他很快放弃了。然后他出现在茶房、酒馆、广场、每一个人们聚集的场所，用

难以抑制的激动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那男孩是个哑巴。每个人都仔细地搜索他的

记忆，确定没有听到那男孩嘴里迸出一个字。这一次，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感到轻松

而快乐，却露出一致的感叹神情。 
 
在男孩的家里，谁也没有谈起这件事。他的母亲在厨房准备晚饭，决心以麻木来对

待一切。男孩的父亲相当无动于衷，他已对别人的白眼和侮辱司空见惯，反而因此

培养出了对待命运的带有悲壮意味的坚忍情绪，至少他自己相信他已准备好忍受一

切。可是，当那孩子怯懦地看着他时，他却忍受不住心里的厌恶：他像个破坏一切

的小无赖，一个只会闯祸的废物，却还装作什么坏事都没干。他厌恶地转过头，以

便将这孩子排除出视力所及的范围。母亲大声地洗菜、泼水、把勺子掉到地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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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她看见那男孩光洁的、没有一点暇疵的脸，他正透过窗户看着她。那张脸使她

迷惘，因为她其实早就厌倦了，可她仍然得顶着这一切。要不然任由人们将他关进

笼子里，或是交给他冷漠软弱的父亲？他是多么陌生啊，她怎么会把这样一个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她理解不了这一切，因为困惑而淌着泪。 
 
男孩现在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他发现父亲和母亲这段时间都不想和他说话，他们似

乎避着他，不愿意看他。像小时候那样，他从篱笆缝里向外面看，他看到别家房子

雕刻着鸟或动物的檐角、贴在窗户上的花纸，他看着街道延伸到远处去，到他看不

见也无法去的地方。他非常怀念他和母亲曾去过的那个地方，绿草和细杆子的野花

几乎漫过他，他看到蝴蝶停留在白色的花瓣上，天空同时掠过好几种飞鸟。人们不

允许他再去那个地方。甚至当他站在篱笆后向外看时也得小心，有的人看见他会朝

他脸上吐唾沫，当他来不及躲闪时，吐他的人就大笑着离开了。很多时候，他在地

上画那些记忆中的花儿、蝴蝶和飞鸟。他有可能把鸟的翅膀赋予了蝴蝶，也可能把

蝴蝶的色彩赋予了某只鸟，这一点，他可永远无法验证。当他父亲看见这满地的奇

怪图案时，他对这孩子的厌恶简直无法抑制，他走过去，用脚迅速涂抹掉这些怪玩

艺儿，把它们统统埋葬在尘土中。所以，连画画也得秘密进行。不过至少他还不用

担心母亲，她看见这些东西只会诧异地看他几眼 — 她越发觉得不了解这孩子心里

想些什么，而她忍受这种不解，像忍受人们把唾沫吐在她孩子的脸上。 
 
 

3 
 
风和日丽的天气，孩子们在街道上疯跑追逐，当他们觉得一切不再新鲜时，他们会

想到被关在院子里的水晶男孩。在好奇心和创造力方面，他们永远胜于大人，他们

可不想像大人一样像那孩子吐唾沫，他们心中藏着问题，最后解答的方式通常是游

戏。在大人们午睡的时候，孩子们聚在一个拐角处，他们等待着那男孩从篱墙的缝

隙中露出脸来。 
 
午后是如此沉寂，男孩从缝隙间张望着空荡的、白而发亮的街道，这个时候虽然寂

寞却不必担心什么。他向上看到那些错落重叠的屋顶，漆着各种颜色，可他从来没

有经过这些陌生的房子，看看它们有怎样的门，房子前种着怎样的树和花草。有些

夜晚或早上，他曾听到从某座房子里传来的歌声，或是某个窗檐下悬挂着的风铃，

他倾听并想象出房子与风铃的样子、唱歌者和将风铃挂上窗棂的人的样子。他倾听

着这小镇最饱满和最微弱的声音、最沉寂与最骚动的时刻。在他的耳朵里藏着小镇

最丰富细致的生活史，只不过这生活史是以声音来编撰。至于他，他一个字也不肯

说。 
 
孩子们看见那张脸出现在墙缝后面，正朝外呆望。于是他们走出来，脸上带着形态

各异的笑。男孩看到他们走过来，温和地朝他笑着。他回想起当他很小的时候，那

些围在他床边的孩子们的脸，所以他虽然胆怯，却没有退回去。当然这些面孔确实

曾经围绕在他周围，好奇地观看。但时间加之于这些孩子身上的变化远远超出男孩

所能有的想象。当他们再度围在他前面，他们其实早已厌倦于观看了。有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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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想不想和他们玩，他肯定地点点头。另一个孩子拿出一条绳子，说这是个游

戏，要把绳子系在他的手腕上才能开始。当看到男孩有些犹豫时，第一个孩子解释

说，因为他无法出来他们只能在他手上系根绳子，把他和他们连起来。孩子们都热

情地劝说男孩伸出他的手腕，然后他们帮他把绳子系上，一个非常粗壮的孩子拉住

绳子的另一头。水晶孩童纤细的小臂从篱笆缝隙里伸出去，被一根绳子紧紧地系着

悬在空中。一个孩子卷起他的袖子，露出一节晶莹剔透的手臂。孩子害怕了，他感

到这游戏似乎非常危险，他想蜷缩回他的手臂，但绳子绷得很紧，那个粗壮孩子显

出决不放松的表情。然后第一个说话的孩子拿出一把小刀，他先让旁边的孩子猜测

小哑巴会不会感到疼，孩子们都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他又说，按道理来讲应该不

会，石头会觉得痛吗？水晶也是一种石头。当他说这些话时，他手里的刀一直在阳

光中闪着光。男孩脸上露出极度恐惧的表情，可是这时候谁也不去看他的脸，他们

都注意看着那一节手臂，在绷紧的圈套中抖动。 
 
孩子们的实验开始了，刀刃在手臂上飞快地划下去。伴随着一道有些晃眼的光，他

们还听到了极为刺耳的响声，然后那条手臂剧烈地抽动起来，一些闪烁的粉尘飘散

在空中。他们盯着看了一会儿，发现没有血流出来。男孩紧咬着嘴唇，他已经不知

道怎样来看待他的敌人了，他们抱着认真的科学态度，却对他做着残暴的事情。其

实，孩子们的残酷恰恰在于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残酷。当孩子们观察到男孩脸上痛苦

的表情时，他们得出结论切割使他疼痛。接着，一个孩子拿出藏在身上的火柴，男

孩又一次挣扎着要缩回他的手臂，立刻有人帮忙去拽住绳子。他们开始用一簇细微

的火苗炙烤他已经被划破的手臂，从某个时候，孩子们听到模糊的声音，那个声音

好像不是从喉咙发出来，而是从身体里发出。接着，他们看到从他的眼睛里滚落下

来一些水滴一样透明的东西，这些东西落在地上，立刻变得坚硬，它们四处滚动，

在在尘土里闪闪发光。然后，那孩子发出他一生中最响亮的一次叫喊，仿佛他那坚

硬而脆弱的身体崩裂粉碎了。叫喊声惊醒了他的母亲，她从屋子里跑出来，看见那

群被惊呆的孩子和他们手里的绳子、小刀和刚刚熄灭的火柴。她怒骂着，随手拣一

根棍子准备追打他们。可当她打开门冲出去，所有的孩子都跑散了。她气冲冲地回

来，看见那孩子倒在地上，他的手臂终于缩了回来，手腕上系着一根象征科学热情

与残酷的绳子。可惜她没有看到滚落在墙角外的珠子。到了夜里，孩子们偷偷溜回

来，捡走了这些不会融化的、坚硬的泪滴。 
 
当他母亲把他抱回来时，发现他整个身体都湿透了。他躺在床上，因疼痛而不时地

抽搐颤抖。但他手臂上仅仅留下了一道白印和一块熏得发黄的斑点，以至于他父亲

无法理解那种疼痛，没有殷红的血，没有撕裂开的鲜艳的皮肉，他无法感知到这样

的痛苦。可是，他知道那孩子不好受，因为他的眼睛像临死的人那样塌陷无光。有

一下子，他突然涌起巨大的悲伤，差点掉下泪来。可他随即转身走了，让那紧抓住

他的手松开。母亲不知道该怎样来治疗孩子的伤口，他的身体冰冷，她就抱着他，

用体温使他暖活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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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去泪珠的孩子们把它当成弹子使，在他们玩耍的时候，不幸被大人看到，这些亮

闪闪的珠子就被陆续没收了。女人们发现这些形状完美、像被雕琢打磨过几百次的

珠子做项链再合适不过。于是，她们在珠子上打洞，把它串起来带在脖子上。男人

们虽因忙碌而昏愦，可他们也马上发现了珠子的价值。他们开始劝说男孩的父亲，

希望用杂货、谷物向他换取一些珠子。 
 
那父亲有些受宠若惊，人们突然用谄媚的声音和他说话，他们的脸上又浮现出温暖

的笑容。可他觉得难以置信，他手里握着一颗“泪珠”掂量着，难道真的有这样沉

重的泪珠？回到家里，他把珠子拿给妻子看，向她说起人们要和他交易这件事。女

人用诧异的目光盯住他，好像她从来没有见过他。可他为什么要羞惭呢，那只是一

滴泪而已，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流泪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吗？ 
 
于是他来到他的孩子面前，第一次，他请求他，希望他流一些泪。那孩子看到父亲

手中的珠子，模糊的痛苦和恐惧在他心里聚积起来，就像风雨前灰色的云在天空聚

积起来。他的眼睛却始终是干涸的，即使父亲摇晃他、恐吓他，他也不能流一滴

泪。然后他看见站在角落里哭泣的母亲，她似乎在用通红的眼睛乞求他，他不得已

哭了。泪珠滚落到地上，他的父亲趴在地上捡四处滚落的珠子。 
 
男孩的眼泪变成了轻易得来的财富，人们开始交换这些珠子。他看见人们在院子里

走来走去，把珠子摊在破布上，或是捏在手里掂量着它的重量和形状，为之讨价还

价。他被迫流泪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他毫不痛苦地流下泪来。第二

天，这些泪照例被摆放在市场之上，被一双双精明的眼睛审视着。可这些眼睛中最

聪明的一双也无从分辨出这泪珠是否真正缘于痛哭。 
 
男孩在消瘦，变得孱弱，在他身上笼罩的那层晶莹的光晕在渐渐暗淡下去，而没有

人注意到这些。有一天，他母亲看见他呆坐在院子里，她突然发现那张面孔像一块

破旧的布，她想到他已很久没有像以往那样注视天空、枝条或屋顶，他的眼里再也

没有思索和好奇的熠熠闪光，像是两眼干枯的泉。他发现她在盯着他看，站起身走

开了，他蜷缩到屋子里最昏暗的角落里，从那里，他看见一束苍白的、卷满灰尘的

阳光穿过天窗射进阴冷的屋子。他感到内里有某些东西在涣散坍塌，他虚弱得浑身

发抖。他瑟缩着爬上床，如同他来到世界的那个下午一样，他安静地躺在那张藤床

上，睁着眼睛。他听见母亲在院子里走动的声音，还有风穿过树梢发出的低语，在

他空洞的眼睛里，屋子充满了灰尘和光线。没有任何人在，死亡悄然地覆盖在他冰

凉的身上，一阵巨大的疲惫使那双美丽的眼睛终于闭拢了。 
 
起初，人们因为争论尸体该如何处理而喧嚣了一段时间。最后，那孩子的母亲把尸

体埋在自家的院子里。她镇日呆在院子里，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和路过的人。女人对

谁也不说话，人们远远看见她头发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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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溽暑渐渐消散，在初秋的天气里，断续的马铃声带来一个长相奇特的外乡

人。他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在酒馆里，常常有很多人围住他，向他打听外面

发生的事儿。有人向他提起了怪胎的故事，想趁机兜售给他一些水晶珠子。后来外

乡人不再出现在酒馆里，人们看到他时常徘徊在那个院子外面。终于有一天，院门

向他打开了，他走进去，院门又紧紧关上了。 
 
隔着篱墙，有人看到他们在夜里掘出了孩子的尸体。外乡人仔细擦去覆盖在尸体上

的厚厚的泥土，那美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男孩还如同处于熟睡中，许多年深埋于尘

土没有蚀掉他丝毫的光彩，他身上散出的洁白光晕使院子如同沐浴在月光中。 
 
外乡人在男孩家里住下来。他每天对着尸体发呆，有时候沉思，有时候嘴里嘟哝

着，激动地走来走去。一天夜里，在零星的蚊蚋唱叫中，银河高远而明澈。他和那

母亲坐在院子里，沙沙的叶声就在头顶。外乡人终于说出了他的请求，他想带这孩

子去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那女人问。像宫殿一样的地方，每个看见

他的人都会由衷地赞叹他的美。外乡人只能这样说。然后他又说，如果有一天你不

在了，这里的人可能会毁了这尸体，而在那里，他永远都是完整的，是供人瞻仰

的、受保护的“艺术”。什么是“艺术”？孩子的母亲不可能明白。可她隐隐感

到，这和那孩子短暂而痛苦的生命有关，和他久久停驻在某个地方的眼睛、和他涂

画在地上的飞鸟、蝴蝶都有关。 
 
秋意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听说外乡人买走了那块水晶，甚至他骑的那匹栗色小马

也留给了孩子的父亲。他把水晶孩童用一个背囊背在身上离开了这镇子。人们疑惑

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镇街上，揣测着那笔据说可买下半个镇子的钱的数目。他们

想不出来有什么原因促使这陌生人如此着迷于一块水晶，可是隐隐地感到那不会腐

朽的、在背囊里晃动的尸体掩藏着某种参透不了的玄机。人们想起外乡人提起的那

两个字 —艺术。什么是艺术？艺术也许是外乡人为死去的孩子所起的名字。而在

“艺术”死亡之前，谁也没有猜出他真正的价值。 
 
在最初的喧嚣之后，空洞和疑惑如云层般笼罩住这个镇子。秋雨终于从厚厚的云层

里飘洒下来，洒落在那些白色蓝色和灰色的屋顶上，敲打在向上翘起的檐角上，滑

过紧闭的玻璃窗扇。某一个窗棂上悬挂的风铃仍然发出断续而忽远忽近的声音。云

层似乎覆盖了整片大地，在无穷无尽的秋雨声中，人们会回忆起一张面孔并发现它

渐渐清晰，难道他们真的见过这美丽的东西吗？有些女人取下了挂在脖子上的水晶

珠子项链。那些像被细细打磨过的、剔透的珠子使她们感到寒冷。然后她们往外看

去：秋雨浸泡着窗台、屋角、街道和孤零零竖立着的店铺招牌，并将一切都涂染成

腐烂的落叶的颜色。 
 
 
（总字数：9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