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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老祖
母讲给我听的。而老祖母的故事呢，是当她还
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老祖母讲给她听的。

这是老祖母的老祖母讲的故事，当然是发
生在很久很久以前啦。

在很久很久以前，当魔法还起作用、所有
的愿望还能实现的时候，有三个姐妹，她们虽
然长得一样漂亮，但性格各不相同。大姐喜欢
安静和沉思；二姐活泼好动；最小的妹妹因为
年纪最小，总是跟着两个姐姐，有时候文静，
有时候活泼。

那时候魔法还起作用，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有一天，家里来了个魔法师，魔法师问三

姐妹有什么愿望。大姐和二姐说：“我们希望
能长生不老。”魔法师说：“我可以满足她们的
愿望。”他又问最小的妹妹：“你呢？小不点
儿，你有什么愿望？”小妹妹说：“我还没有想
好呢。”魔法师说：“看来你错过了机会。因为
我不会来第二次。你以后只能做你自己，成为
一个普通人了。”

魔法师对大姐说：“生命在于静止。你看
乌龟几乎不动，寿命最长。你可以通过静修长
生不老。”

于是，大姐出门去静修。
大姐爬上高山，在山顶静修。那座山非常

高，除了飞来的鸟雀和飘浮的云雾，再也没有
人来打扰大姐。大姐修行的时候，总是迎风站
立，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因为只有闭上双
眼，才能更真切地看见自己的内心，才能更好
地摒除杂念，增进定力。大姐站立的时间越来
越长，她的定力也越来越强，鸟儿飞来落在她
的肩膀上，她也能一动不动，让鸟儿误以为她
是一棵树。随着大姐定力的增强，大姐的脚在
山顶上生了根，大姐的身躯变成了树，手臂变
成了树枝，头发变成了树叶，她内心的思想就
成了叶脉和年轮。虽然大姐的思想越来越敏
锐，对世界的感觉越来越精细，但她的定力也
越来越增强，树根在地下扎得越来越深。许多
年过去了，大姐从小树变成了大树。一千年之
后，大姐将变成树化石，真正长生不老。

魔法师对二姐说：“生命既在于静止，也在于
运动。你看流水不腐，你看日子每天都是新的。
你可以通过不断的变化，让自己长生不老。”

于是二姐让自己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
不断变化。她不停地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
个地方。因为去的地方多，见的世面广，她在
旅行途中很喜欢和人交朋友，把自己的见闻告
诉别人。她也爱搞恶作剧，爱和别人捉迷藏。
总而言之，她无时无刻不在动，要让所有人都知
道她的存在。她在大地上飞快地跑，跑过村庄，
跨过河流，翻山越岭。她跑得像风一样快，从
来不知道疲倦。奔跑的时候，她会张开双臂，
感觉自己被风托起来，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随风
飘荡。慢慢地，她的身体越变越轻，她的脚步

越来越快，最后，她和风融为一体，变成了风
的一部分，再也分不清哪是风，哪是她。

当两位姐姐出门的时候，大姐对最小的妹
妹说：“你在家等着我，当我静修成功的时候，我
就会回来，我还会把静修的心得告诉你。”二姐
对她说：“你在家里等着我，等我在外边累了、倦
了的时候，我就会回来，把我的见闻都告诉你。”

于是，最小的妹妹就在家里等着两位姐
姐。她把房子修好，加固，把菜园打理好，给
家里的仓库装满粮食。可是，许多年过去了，
两个姐姐都没有回来。

有一天，小妹妹看到了一只流浪狗。流浪
狗因为到处流浪，身上的毛又脏又乱，头被人
打破了，四肢上有多处旧伤，有的正在流脓，
有的结了痂。小妹妹把这只流浪狗领回家，喂
它吃东西，为它洗澡，给它头上和四肢上的伤
涂上药膏。流浪狗默默地接受小妹妹的照顾，
眼睛里流出了眼泪。

流浪狗留了下来，成为了小妹妹的伙伴。
有一天，小狗领回了一个流浪汉。这流浪

汉原本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因为他生下来
的时候，巫师在他的心里放了一朵云，因此他
不得不像云一样飘来荡去，四处流浪。说来奇
怪，小伙子来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想流浪
了。于是，小伙子留下来，和小妹妹结了婚，
他们还生了许多孩子。他们一家人一起生活，
一起等两个姐姐归来。可是，一直到他们的孩
子们长大又结了婚，为他们生了许多个小孙
子，两个姐姐还是没有回来。

最小的妹妹现在成了很老很老的老祖母。
她已经头昏眼花，脸上的皱纹像刀刻出来的一
样又深又密，两只手干枯得像鸡爪。有一天，
她突然特别想念自己的两位姐姐。于是，她拄
着拐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屋子，来到院子
里。当年她就是在这儿和两位姐姐告别的。她
看见屋后的山顶上有一棵挺拔的树，树的身姿
非常优美，她一眼就看出来，那正是她的大姐
姐。她知道，大姐已经变成了一棵姿势优美的
树，永远长在山上了。这时一阵轻风吹过来，
拂在她的脸上，她感到了二姐的气息和二姐柔
软的手指。当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二姐经
常恶作剧，趁她睡觉的时候在她的眼睛上吹气，
或者用手指像弹琴一样在她的额头上弹着玩儿
……她明白了，这是她的二姐，她的二姐已经变
成了风，顽皮的风——有时温柔，有时狂暴，这
恰恰像她的性格。

不管是山上的树还是原野上的风，她们都
比她活得长久——她们的愿望实现了，她们真的
会长生不老。但她知道自己没有这个幸运，她现
在老了，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婆——她一
天天感到自己的衰老，感到生命的活力正从她
的身上离去。她的丈夫，也就是当年那个流浪
的小伙子在多年前已经去世了。她明白自己也
快要死了，快要到另一个世界去和自己的丈夫

团聚了。
于是，她把自己最小的孙女叫到跟前，对

她讲了一个故事——关于她的两个姐姐的故
事。她告诉小孙女：“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变
成了无处不在的风，一个变成了山上的树，她
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长生不老！”

最小的孙女听了她讲的故事，说：“奶奶，我也
给您讲一个故事吧！”

小孙女说：“从前，有一个英俊的小伙
子，当他生下来的时候，巫师就在他的心里放
了一片云，让他从小就不得不追着心里的云，
在大地上四处流浪。他流浪了一年又一年，他
的衣服变得又旧又破，他的双脚走出了血泡，
可是，因为心里的云飘泊不停，他的脚步总也
没有办法停下来。有一天，小伙子遇到了一条
狗。那条狗告诉小伙子，从前，它的心里也有
一片云，它也喜欢到处流浪，是一只流浪狗。
可是有一天，它遇到了一个女孩，女孩用温柔
的手抚摸它挨过打的伤口，它就不觉得痛了；
女孩照顾它，喂养它，它就再也不想流浪了，
于是，它有了一个家，成为了女孩的狗。小狗
还告诉流浪汉：巫师放在他们心里的云，一旦
遇到爱的魔力，就会变成幸福的眼泪流出来。
流过了这种幸福的眼泪，心里的云就消失了，
你就像我一样想要一个家，想要幸福了……于
是，年轻的流浪汉跟着小狗来到女孩的家里，
当流浪汉看见女孩的那一瞬间，流浪汉心里就
像有闪电闪过，他心里的云果然变成了幸福的
眼泪，从眼眶里溢了出来。从此以后，流浪汉
不再流浪了，他和那个女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
起，快乐地过了一辈子……”

听了小孙女讲的故事，老祖母觉得非常快
乐，因为老祖母知道，小孙女儿讲的正是她自
己的故事。但老祖母还是问：“这个故事是谁
告诉你的？”

“是祖父告诉我的。”小孙女说，“我很喜
欢这个故事。等我将来做了祖母的时候，我要
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小孙女听。”

这个故事就这样留传了下来，一代又一代，
绵延不绝，成为了一个真正长生不老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前，我基本就是一个顽劣儿
童。口袋里装满小石子躲在暗处袭击人；玩斗
草游戏作弊偷往自己篮子里多加草；同村里孩
子一起偷邻村地里的瓜果蚕豆玉米；爬树捣鸟
窝偷走鸟妈妈的蛋；讲鬼故事吓唬人却把自己
给吓着了；在青水河里摸蚌壳螺蛳差点被漩涡
卷走……顽劣事情一桩桩。

有一次和姐姐怄气，我抓起剪刀剪手边的
袜子，姐姐一把抢过剪刀也乱剪一气，好端端
一双尼龙袜成了姐妹俩的出气筒。和姐姐的怄
气升级，有一回两人又拌嘴，不管不顾在上学
路上丢了问同学借来的一个闹钟和父亲新买的
一件衬衣，忘了是她丢我折回去捡还是我丢她
跑回去捡，总之再也没找到，就那么几分钟时
间，新衬衣和闹钟就长脚跑了。我和姐面面相
觑一下愣在原地，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和同学
交代？两件一模一样的新衬衣，突然少了一
件，又怎么跟父母解释？姐姐垂头丧气，我也
偃旗息鼓，脚踩棉花一前一后去了学校。傍晚
回家，两个人谁也没得着便宜，母亲把我俩痛
扁一顿，父亲默不作声不再从旁相劝。那时候
生活拮据，我和姐赔不出一个新闹钟，亏这个
同学宽宏大量，不要我们赔钱赔闹钟，此事算
了了。

除和姐拌嘴怄气，我还特别馋，为解馋可
是想尽办法——比如我用糖精泡开水灌在玻璃
瓶里提去学校喝；大冬天，我把母亲做的萝卜
咸菜干偷藏在棉衣口袋里当零嘴吃；我还偷过

父亲喂食给长毛兔的麦乳精和奶粉，奶粉受潮
结块，我就整块整块往嘴里塞；家里有一个很
老的五斗橱，最大一个柜子玻璃缺了半块，母
亲把过年时迎来送往接的礼物锁在这个柜子
里，我偷偷撬动玻璃后的那块挡板，小手伸进
去把母亲藏着的纸盒饼干一点一点地抠出来吃
个精光！等母亲发现为时已晚，母亲冲上来要
打我，我早有准备，跑得比兔子还快……

童年的那些糗事，如今想起来竟也不可思
议地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镜中对话：“那是我
吗 ？ 我 怎 么 是 这 个 样 子 的 ？”“ 那 不 就 是
你！”——镜中的我不客气道：“你还做过更多糗
事……”“还有？”我喏喏地表示抗议。“你自
己想想。”镜中的我态度冷然。

于是我又想。想起一个大冬天，父亲好不
容易搞到两张戏票，小镇电影院上演舞剧《小
刀会》。晚饭时，父亲跟姐姐交代：饭后他和
母亲要去镇上看演出，晚上和妹妹早点睡，关
好门……姐姐还没应答，我却哭将起来，说什
么也要跟着去，姐姐来解劝也不管用，我放下
碗筷哭闹着跑出门。冬天的傍晚黑得快，外面
风呼呼响，我不管不顾一根筋地哭着跑着。父
亲出来追，母亲和姐也紧跟着跑出来。我索性
围着稻草垛兜圈子，跑太远我还怕赶不上去电
影院呢。一个跑，一个追，父亲跟在后面好言
相劝，“妹妹、妹妹”地叫，我仗着父亲疼
我，跑得更起劲。母亲一下子光火了，说谁都
不要去了，戏票撕了算。父亲又去安慰母亲，
说一起去，妹妹也去，我来想办法……

这场戏对一个幼童来说，简直是瞎子点灯
白费蜡，白白辜负了一场哭闹——我已经记不
清父亲是出钱买了半票呢，还是托人情悄悄放
我进的影院。如今还依稀记得舞台上的一幕幕
场景：城墙，大炮，火光冲天的码头，码头上
顶着烈日弯腰驮粮的苦力工人。有一天，劳工
里站出一个人，一声长啸，工人们集结一起跟
清兵作战……也是因为得了这样一层印象，读
书后上历史课，提及太平天国，洪秀全，清政
府腐败……我就记得特别牢，《小刀会》 里有
这些影子。没记错的话，爷爷大屋里还有“太
平通宝”的旧钱币，一枚一枚扔在一个碗碟

里，爷爷用它来刮痧，有时也用它刮老黄瓜的
瓤，手起瓤落，干脆利落。这旧铜钱据说是小
刀会起义军转入上海时铸造，也在松江、青
浦、宝山一带流通……历史虽说在遥远的远
处，有时也会灵光一闪跳将出来，噌噌噌给你
一记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谢谢你，让我回到另一个童年。”我对镜
中的我说。镜中的我淡然一笑：“一个作家的
写作，最终要回到他的童年。”“……”我看着
她，回味再三。“别那么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
镜中的我粲然一笑：“把功劳记在老托尔斯泰身
上吧。”说完阖目，隐身不见。我怔怔地望向白
茫大镜，眼前仿佛浩渺烟波，横无际涯。

我究竟是谁？我和镜子里的我是一个人
吗？我怎样认识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人的童年
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换个说法，一个人
在童年里所有的意识和无意识，都会在某一天
某一刻发酵、点醒，成为这个人性格组成、命
运轨迹的一部分？就跟一条河一样，任它浩浩
汤汤、蜿蜒曲折，汇合、伸展或消隐在某处，
总有一个起始的源头。

是不是我把童年看得太重了？或者老托尔
斯泰只想强调，当你有机会成为作家——一个
以文字为业的人，你该有能力回到自己的“童
年”。这个童年也就是你的赤子本心。童年时
我们眼里的一切，大抵是见什么是什么，及至
长大，目迷五色，烦恼心起，我们眼见和闻说
的，太多我们的偏执和偏见。——偏执偏见未
必不是我们的正见，可是终究，因为羁绊太
多，不再矫捷的身心难免负重。好累啊！我的
身体里咔哒咔哒发出这样的声响，连我自己都
惊异，明明就在昨天，我还猴子一样灵巧爬树，
还天不怕地不怕，还耳聪目明眼望千里……唉，
我悲哀地想到，我的身体里住着的那个小孩在
渐渐离我远去！——如果老到白发苍苍，反而
就好了，那个小孩又会回来，我这样以为。所
以，一个人无论长成什么样，如果有能力看得
见自己的童年，也能够聆听到别人的童年，更
能够创造一个个不一样的童年，那么我觉得这
个人肯定是诗人。我努力去做这样一个诗人。

（本版配图均来自网络）

自打从老家搬到北京，有一件小
事，夏夜已经问过快10遍了。

“我能不能养只猫？”
“就养一只小小的，好不好？”
“我保证自己喂它，照顾它，行不行？”
可是，无论他怎么问，无论他问爸爸

还是妈妈，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不能，不好，不行。
夏夜每次都接着问：“为什么呀？”
为什么就不能养只猫呢？
在老家，夏夜不仅有一只猫，还有

两条狗，一窝鸡，一个大院子。
现在，他没了院子，没了鸡和狗，

难道还不能有只猫吗？
爸爸和妈妈的回答就像是在给气球

打气，每回答一次，夏夜心里的气球就
更鼓胀一点。

他踮起脚尖，扒着19楼阳台的窗户
边往外看，外面是一栋栋肩并肩站得整
整齐齐的大高楼，每栋高楼都长着无数
只方眼睛，也在看着夏夜。可谁也没看
到，夏夜心里有个被一天天吹鼓起来的
大气球，堵在他的胸口，让他有点喘不
过气来。

唉。
六月底，阳光正浓。这个 8 岁的小

男孩放下踮起的脚尖，从兜里摸出一块
他最爱吃的小鱼饼干咬了一口，然后叹
了他在新家里的第一口气。

要是能养只猫多好。
在去新学校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

暑假。要是有只猫，他现在就有个能天
天一起玩的朋友了。

唉，唉，唉。
爸爸和妈妈眼睁睁地看着夏夜变成

了一个爱叹气的小孩。
妈妈问爸爸：“这可怎么办？”
爸爸挠挠头：“没办法呀，租房的

时候桂奶奶说了，高楼里不准养猫养
狗，要养就得搬走。”

妈妈托着腮想了想说：“我去跟她
商量商量。”

等妈妈回来，给夏夜带了一个圆圆
的玻璃鱼缸，里面有白色的小石子，绿色
的水草，还有两条红色的鼓眼睛小金鱼。

金鱼们游来游去，不会说话，也不
可以摸。

但养金鱼好玩的是给它们喂食。大
金鱼贪吃，每次放鱼食的时候，它都抢
在小金鱼前面。小金鱼抢不过它，夏夜
就多抓一点鱼食放进去。

它们吃鱼食，夏夜就在鱼缸边吃他
的小鱼饼干。

这样喂了几天，忽然一天早上，两条
金鱼都翻了肚皮，漂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哎呀，是吃多了撑死的。”妈妈说。
夏夜红着眼圈看着爸爸把金鱼捞出

来。爸爸想把它们扔进马桶里冲走，妈
妈拦住了他，找出一个小纸巾盒，把金
鱼放进了小盒子里。

眼泪汪汪的夏夜捧着小盒子，妈妈
带着他乘电梯去楼下，打算把金鱼埋到
花园里。

就在电梯里，夏夜见到了桂奶奶。
桂奶奶干瘦干瘦的，个子比夏夜高

不了多少，一头花白的卷发，左手拎着
一个大大的彩条布口袋。

妈妈让夏夜跟桂奶奶问好，夏夜盯
着手里的小盒子，一声没吭。

“这孩子怎么了？”桂奶奶问。
电梯停到一楼，夏夜往花园走去，妈

妈却在他身后，跟桂奶奶嘀嘀咕咕。
那天晚上，夏夜躺在床上，床边放

着没了金鱼的玻璃鱼缸。
他一翻身，望着有水草，有石子，

装满了水，却仿佛空荡得无边无际的鱼
缸，忽然有点想家了。

尽管他就睡在自己家里。可他想他
的那只猫，还有那两条狗，那窝鸡，那
个大院子。

要是能养只猫多好啊。
唉。
关上灯，他小小的叹息浮在深灰色

的暗夜里，像一炷香头火，闪了一下，
很快又熄灭了。

谁能给他一只猫呢？
谁也没想到，给他猫的，竟然会是

桂奶奶。
桂奶奶来到夏夜家，向夏夜招招手，

问他：“小哭包，你的鱼缸在哪儿？”
夏夜转过身子，没理她。
桂奶奶却不管他愿不愿意，走过

来，凑到他耳边说：“猫来了。快带我
去找鱼缸。”

猫、来、了！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有用。夏夜乖乖

地带桂奶奶走进他的小屋，玻璃鱼缸就
在他的床头边上。

猫是要喝水吗？
桂奶奶看看鱼缸里的水，转身掩上

了夏夜的房门。
夏夜眼都不眨地盯着桂奶奶，看着

她从手边的彩条布大口袋里掏出了——
一个蛋。

一个可以打开的扭蛋。
“猫呢？”夏夜还盯着桂奶奶的彩条

布大口袋，猫肯定还在里面。
“在这儿。”桂奶奶举起手里的扭

蛋，在鱼缸边轻轻一扭，打开了。
一团小小的橙黄色的东西“咕咚”

一声掉进鱼缸里。
“我不要……鱼……”夏夜的话还

没说完，眼睛却停在鱼缸里的东西身
上，再也移不开了。

那是一只鸡蛋大小的猫。一只在水
里的猫。

它橙黄色的毛发极其轻微地在水里
拂摇着，尖尖的耳朵，圆圆的眼睛，细
细的胡须，还有一根和身体一样长的大
尾巴。它的四条腿轻盈地在水里摆动
着，在鱼缸里游过来，又游过去。一张
嘴，一串小水泡从它嘴里冒出来，居然

“咕嘟嘟”的响。
“这是水猫。你听，它说它的名字

叫咕嘟嘟。”桂奶奶轻轻地说。
“水猫？”夏夜把脸贴到鱼缸的玻璃

上，水里的小猫咕嘟嘟竟然一下子把它白
白的肚皮也贴到玻璃上，吓了夏夜一跳。

“看，它喜欢你。”桂奶奶笑起来，
满脸的皱纹好像在跳舞。

“怎么会有在水里的猫？”夏夜睁大
眼睛，把手指轻轻探进鱼缸的水里，咕
嘟嘟马上凑过来，用它柔软的身体蹭着
夏夜的手指头。

凉凉的，有点痒。
咕嘟嘟的嘴里又吐出一串小水泡，

这次是“卟卟卟”地响。
夏夜转过头来看桂奶奶，桂奶奶点

点头说：“它跟你说话呢，时间长了你
就懂了。”

“它吃什么？”夏夜问，“猫粮，还
是鱼食？”

桂奶奶摇摇头：“它爱吃小鱼饼
干。一天吃三块。”

“和我一样！”夏夜兴奋地说。他飞
快地从床头柜里取出一小包小鱼饼干，
小心地扔了一块进鱼缸。

咕嘟嘟立马仰头顶住小鱼饼干，嘴里
吐出一长串“卟嘟卟嘟”的小水泡。

这回夏夜听懂了，它一定是在说
“谢谢”。

桂奶奶走后，爸爸和妈妈看着咕嘟
嘟，惊讶不已。

妈妈说：“这样的扭蛋，我在桂奶
奶的大布包里见过好些。”

爸爸说：“这么一说，虽然她是一个
人住，可她家里鱼缸有好几个呢。”

夏夜什么也没说，用手指在鱼缸里划
过来又划过去，小猫咕嘟嘟追着他的手
指，在水里游得正欢呢。当夏夜的手指一
停下来，咕嘟嘟就黏着他的手指头不放。
夏夜弯弯手指头，咕嘟嘟就趴在他翘起的
指头上，吐出一串又一串的水泡泡。

虽然隔着玻璃和水，但夏夜总算有
一只猫了。

一只可以和他一起吃小鱼饼干的猫。
一只可以摸的猫。
一只会用小水泡说喜欢他的猫。
没了鸡和狗，没了大院子，但他有

了这个小小的奇迹：水猫咕嘟嘟。
这是独一无二的，夏夜的猫。
有了咕嘟嘟，漫长的暑假一转眼就

会过去。
等新学校开学，夏夜就会快快活活

地上学去，认识新同学和新朋友了。
夏夜在电梯里再碰见桂奶奶，想说

什么，桂奶奶却做了个“嘘”的手势，
只对夏夜用力地眨了眨眼睛。

夏夜知道，桂奶奶是在说：有只
猫，真好，不是吗？

这一天晚上，19楼的阳台上，夏夜的
猫在鱼缸里翻着跟斗，小男孩夏夜看着阳
台外面亮起来的数不清的方眼睛，笑了。

在这些“亮眼睛”背后的房间里，
也许还会有另一只鱼缸里的猫，或者鱼
缸里的河马——毕竟，这是个有奇迹的
地方，谁又能说得准呢？

卟嘟，卟嘟。

长生不老的故事（童话）

□ 汤素兰

另一个童年
□ 陆 梅

另一个童年
□ 陆 梅

夏
夜
的
猫
（
童
话
）

□

左

昡

六一儿童节之际，让我们跟随三位女性儿
童文学作家的笔触，寻找内心的童真，并祝孩
子们节日快乐！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