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德令哈的外星人 

       

            （一） 

 

 那年我高考失利，聽說她在西藏，就跑上了去往拉薩的火車。我第一次聽說德令哈

有外星人，也是在那趟車上。 

 我從沒去過西藏，她已經住了一個月了。我用傷痕累累的諾基亞給她發短信，希望

她告訴我西藏的一切。一路上發短信，等短信，手都腫成了高原紅。她在那裡玩攝影，我

找她要照片，她說彩信太貴，描述起來費墨，於是索性只告訴我每天去的一些地點。我把

它們都記下來，寫在我高考複習用的筆記本上。寫第一行的時候，我看到地理的知識點，

名山大川的名字赫赫在目，很是羞愧，於是用鉛筆認真的塗黑，確認已經清除乾淨之後，

我寫下：布達拉宮。 

 我想認真和她說話，但常常幾天只收到一些藏語詞彙，用逗號分隔。上車之後，我

坐在窗邊。我僥倖地看著每一位乘客向我走來，又匆匆離開，目光無處安放。行李架下

方，總有很多人坐錯位置，而那些找對座位的人，卻也一副走錯了的神情，反覆確認號

牌。 

 我起身望盡了車尾的人流，秩序開始混亂。轉身坐下的時候，感到目光灼熱。那是

一個清瘦的年輕人，穿著洗到發白的襯衫，頭髮油膩，呆滯的看著我。“你要不要下

棋？”我看著他孑然一身的模樣，好奇他會從哪裡拿出棋盤。他從窄小的左口袋掏出一塊

鼓鼓的破布，然後逐個撈出了藥丸大小的棋子。他又從同樣的地方摸出一團草紙，皺皺巴

巴，打開是一張掉色的棋盤，有橘子的味道。我看了看手機，它的沈默讓人煩躁。於是我

和他下棋。他很快把我打敗，“你為什麼一直盯著手機呢，你明明可以挑戰我的。”我不

想回答，繼續下棋，又是一輪，“啪”的一聲，他的“兵”扣在我的“將”上，敗局又

定，但那兩顆藥丸的碰撞，清脆響亮，像一記耳光。毫無懸念，我並不擅長這項運動。火

車前進了，搖晃得有氣無力，棋盤也被推亂，再無輸贏。他不露喜色，也毫不烦躁，目光

在我和棋盤間來回。我想檢查手機，但他突然拉高了嗓門，說“你和我講講你要去哪吧，

不然。”他目光灼熱，我在劫難逃。 

 “我去拉薩。” 

 “你去拜佛嗎？” 

 “不，有朋友在那，我去找她。”我感覺自己像喪家犬。 

 “你知道海子為什麼去了兩次西藏？”火車滾過這個名字，发出巨響。 

 “不知道，純粹因為喜歡？”我想掩飾聲音裡的激動。 

 “你去了就懂了。我也沒去過。”我失望地握緊了拳頭，但余光觸及手機的剎那，

我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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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好像震動了，像將死的老人突然動了身子。伸長了脖子看，玻璃窗映出一個老

人的陽物，緩慢又興奮，仿彿醞釀已久。 

 “外面什麼也沒有，到黃土高坡啦，”他又說。 

   出於禮貌，我終於回問，“你去哪？”我相信他已自感無聊，並會竭盡全力，給

出一個比窗外的風景，更加平淡的理由。 

 “我到處找人下棋，除了西藏，其他省份沒人下贏我，我想和活佛下棋。” 

 我其實有些吃驚，甚至高興，這個回答送來了一陣意外的舒適感。但我要去找的，

並不是活佛。我冷冷答道，“活佛才沒時間和你下棋，但祝你好運。”我轉過頭再次打量

了他，不知何時，棋盤已經不見了，他的口袋依然又黑又窄。 

 “你和你的朋友也好運。”他也這樣回答我，敷衍得我想笑，但握緊的拳頭，卻在

口袋裡越藏越深。那裏有一個橘子，我順手摸了出來，“我多帶了個橘子，你吃吧。” 

  

 這樣的對話不必再多，我趴在桌上，裝睡。我瞇著看他，有些後悔，但橘子被他拿

在手裡，來回撫摸，沒捨得吃。我回想著那幾盤棋，悵然若失，再看一眼窗外，他說的黃

土高坡，一塊塊也像棋盤。睡吧，睡吧，我安慰著自己，胸口狠狠的疼了一下，還好這疼

痛來得快，也去得快。根據那人的說法，我後來很快睡著了。 

 

         （二） 

 

 醒來已是深夜，飢餓戰勝了睡眠。手機收到了“羊八井溫泉，”從眼睛開始，身體

也興奮起來。我四處張望，過道已黑得陌生，除了閃爍的信號，沒人注意到我。我閉上

眼，努力浮現她的樣貌，月光亮了起來，但湖面卻總是泛著波浪似的，看不清細節。過道

傳來嘆氣聲，輕得無法分辨，鼾聲打著節奏，像一陣蟲鳴。我睜開了眼。 

 我第一次感到了旅途的疲憊。夜晚如此漫長，遠處農家的燈火灑在窗上，帶著生活

的餘溫。像一陣雨，燃盡生命的液體，每每不及被目光捕獲，便重歸黑暗，令人惋惜。車

窗外一幀幀黑白交替，隧道嘶吼著，在一段漫長的黑暗過後，橘黃色燈光刺入眼簾，車窗

停在了一個明亮的車站，玉門。我這才想起前一站是敦煌——她說過，我注定做不成詩

人。車門大開，空氣中混入了泡麵的香味。 

 報站聲起，充滿活力的聲音，顯得有些刺耳。煙民的味道在過道裡匯成一股，魚貫

而出。他們熟練地互相借火，開始吞雲吐霧。對於他們來說，該擔心的並不是此站不停，

而是來不及上車，遺留在此。但有時，也會有乘務員找他們湊火，煙抽到一半就趕人上

車，臉色變得很快。 

 我的興趣隨著煙頭一一熄滅。乘客陸續上車，車站裡的燈壞了一隻，努力照亮四

周。光亮盡處，下棋的鄰居就坐在我對面，不知是否入睡。桌子太小，整張棋盤只剩一

“將”壓在“田”字格一邊，而棋盤被他壓在身下。我想起了她曾向我描述的一幅畫，那

是西班牙浪漫派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紅衣男孩。”而我唯一記得的是喜鵲嘴裡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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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上面分明寫著戈雅的名字。而此時，畫框動了，愈來愈快，火車震響了大地。一群鳥

從山腰飛起，天有些白，山腳的湖泊曖昧的眨了眼。車開始加速，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最後

哨所。 

 他沒有睡，或剛被搖醒，一眼看到我。我表情僵硬，倒吸了大口濁氣，“我不找你

下棋了，”我才緩緩吐氣。泡麵味在嘴裡憋足了勁，現在吐出來，很是舒暢，五湖四海的

醬料，五花八門的品牌，幾秒內在我的鼻腔口腔胸腔，翻滾，交配，腐敗，最後炸開，泡

麵裡的酸菜更酸了。我失去了對泡麵的所有慾望，低頭一陣噁心。我很慶幸他看不清我的

表情，“我馬上就要在德令哈下車，”我看著我愚蠢的手機，問：“你不去拉薩找活佛下

棋了嗎？” 

 “不去了，我聽說德令哈有外星人，我去找外星人下棋。”又是一陣意外的舒適

感，“外星人”聽起來和“活佛”並無區別，甚至讓我興致盎然。我很想看一場外星人的

棋局，以此鑒定一些偉大的事情。  

 我相信，如果我告訴她外星人的事情，她一定會聽我多說兩句。我拿起了手機，撥

通了號碼，等了很久的機會，耳朵害怕，交給嘴巴：“跟你講個好玩的事情，我聽說德令

哈有外星人。”幾乎沒有停頓，耳朵拒絕了嘴巴，她說，“你有病吧。” 電話掛斷了，

但我很開心，因為聽到那邊好像有水聲，淅淅瀝瀝，那一定是羊八井的聲音。 

 我後來夢到這個聲音，一滴一滴，落的很慢，冒著熱氣，我去摸它的時候，卻被凍

得縮回手來。我到處去找這個溫泉的開關，卻濕得更厲害了，狼狽不堪。直到早晨看清，

原來這溫泉根本沒有開關，很久前就在那了。 

 

      （三） 

 

 我對早晨總是期待著，這麼多天，從未失望。如果把手機比做一隻母雞，夜裏下了

蛋，早晨就是兌現期待的時候。但唯獨今天，它守護著最後的尊嚴，不打算給我任何希

望。一條短信也好，我看著它，想到昨天的棋局，更加惱火。“他還在找人下棋嗎？破手

機害我好輸兩局，”我突然想找他下棋，但仍不確定，掃了眼對面的桌板。 

 那裡只有一叢頭髮，像夜裡長出來的盆景，隨著火車搖晃。棋盤被緊緊壓住，他雙

手盤結，不肯放鬆，像把根札在了棋盤裡。只有三根手指，緊緊攥著那顆將棋，像寄生盆

景的藤蔓，提醒著行人，這裡有一顆會下棋的腦袋。我感到安慰，他終於睡著了，並且睡

的比我還好。我暗想偷偷拿掉那顆棋，也許可以叫醒他，和我再下一盤。但廣播響了，

“旅客朋友，列車運行前方到站是德令哈車站......” 

 從這一刻開始，我逐漸明白了，這一切都不過是暗示，連這個報站，也帶著誘惑的

語調。包括戈壁，梵文一般的疤痕，一道一道，在我面前瘋狂的草書。沙漠和戈壁串通好

了一場巨大的陰謀。 

 一切景象都是真實而又不可信的。依偎在鐵軌旁的沙丘，溫柔起舞，而地平線上，

海嘯正在沸騰，就要吞沒太陽。我想，她如果看到這景象，會明白我沒有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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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忍不住了，給她發短信：我明天就到拉薩了，去哪裡找你？寫完最後的問

號，改成逗號，多加了幾句，刪回原位，又改成句號，才按下了發送。 

 我非常滿意，跑去車廂連接處抽煙，列車員也在那裡點火。我找不到打火機，“借

個火吧。” 

 眼看煙頭就要吻上親愛的火苗，被我打斷，強行分開，煙頭說，“你是這個車廂的

嗎？” 

 我指了指他身後，然後掏出了已經潮濕的香菸。他遠遠地伸出打火機，點了三次，

故意沒著，“他媽的，”他罵道，終於點著了，有一股汗被蒸發的味道。他的皮鞋上都是

煙灰和燙痕，擡起來，踩滅了半隻香菸，抽完了。這畢竟不是他的地板，也不是他的皮

鞋，連制服也不會是他的，他會每天掛好，然後下車，火車走完一圈，又會帶著他的皮鞋

和制服來找他。只有他的眼睛是他的，他看著外面的戈壁，顯得很空洞。我突然慶幸，摸

了摸手機。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搞攝影的。”我沒有騙他，我和我爸學過一些攝影，經常用閃光燈拍他睡

覺。 

 他突然離開，回來的時候拿了一沓照片，拍的都是沿路的風景。我假裝很感興趣，

一張一張的看拍攝日期，有時候他一天拍很多張，有一年他只拍了兩張，直到最後一張，

是三個人站在拉薩車站的合影，沒有日期。他拿出另一根煙，背著照片點煙，這次一次就

著了，“那是我老婆孩子，我跑青藏線第二年跟人跑了。孩子很喜歡火車。” 

 那孩子的確抓著一個過時的火車模型，輪子是上發條的那種。孩子笑的很開心，我

無法繼續，“我看完了。” 

 “攝影好啊，解悶。”他仔細地掐滅了大半根煙，摁在鐵箱上磨擦，火星都滅了，

才輕輕推入箱口。最後他展開手掌，在褲子兩側蹭汗，用鼻子確認，沒了煙味，才接過了

照片。他將照片重新整成一摞，夾在腋下，然後看了看手裏的煙盒，還有一根，於是他把

菸盒連同那根煙都給了我，連同火機，轉身走入了車廂的人群。我仔細合上了煙盒，卻忘

了問他到德令哈還有多遠。 

 

      （四） 

 

 我並不打算在德令哈下車，我蹲在車門前抽菸，繼續看著戈壁上的那些符號，反覆

揣摩。我漸漸覺得自己聰明絕頂，直到煙頭燒到了手指，像被狠狠咬了一口。我罵了一

句，將它對準了車門的裂縫，一口氣扔去。煙頭奇蹟般的穿過了裂縫，消失於鐵軌。我高

興的站了起來，覺得自己很像那個列車員了。 

 手機震動，我收到了她的短信，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句子：“你別來拉薩找我

了，明天我在納木錯拍片。”我有些惱火，但還是打電話確認。她竟然很快就接了， 

 “我說過了，我明天在納木錯拍片，你別來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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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去納木錯找你。” 

 “納木錯那麼大，你去哪找我？” 

 “我就繞著湖走，總能遇到你。” 

 “你別傻了，你見不到我的。” 

 “你什麼時候回拉薩？” 

 “後天深夜了。” 

 “那我和你吃個夜宵吧。” 

 “再說吧。” 

 我走回車廂的時候，有些失神，天色已經暗了，不知道踩了多少隻腳，他們在身後

咒罵著，讓我很有成就感。最後回到座位，想到納木錯離拉薩不遠，還有一絲希望，於是

開心起來。我聽說納木錯租一匹馬只要二十塊，我可以邊玩邊找她，這樣想著甚至興奮起

來。我對著鄰座傻笑，但他睡得很死，手裡那顆棋子，像一個奇蹟。 

 這時候有列車員來兜售零食，一雙雙手像是從牢房裡伸出來，向她有氣無力的招呼

著。在知道價格之後，他們不知道是從哪來了一股憤怒，一雙雙都高高揚起，前後問著礦

泉水的價格。幾個回合之後，他們往往像勝利了一般，丟下奇形怪狀的紙幣，再次叫罵一

陣，才悻悻離開。她也發現了我。我盯著她深藍色的制服，像是這野蠻世界裡唯一的文

明。 

 “你要什麼嗎？” 

 “有煙嗎？”我看見她領口處的熨痕。 

 “沒有，只有吃的喝的。”她快速檢閱了那堆礦泉水。 

 沒有煙，吃喝也難以為繼。於是放她過去了。制服之下，她的屁股留著深深的摺

痕，像擺著一張苦臉，嚴肅地審視著我。趁她還沒走遠，我真想撕開那制服，狠狠扇它兩

巴掌，彷彿只有這樣，那張臉才會一改常態，笑出聲來。果然有人笑了，列車員放了一個

屁，並不再停頓。我也笑了，廣播再次播報了那個地名，德令哈不遠了。 

 又有人上車，我發現對面坐了一胖一瘦的兩位中年男人，穿著沖鋒衣。瘦沖鋒衣遞

給我一隻煙，他的手和臉一樣瘦，“小夥子，少抽點，青藏線不賣菸。”胖沖鋒衣看著那

隻煙，好像看著他的陽物。我趕緊接過來，道謝，夾在了耳梢。那是萬寶路，我記得語文

老師桌上常放一包。他只用芝寶打火機來抽萬寶路，否則就不抽。這時，胖沖鋒衣拿出了

芝寶。 

 “謝謝，我現在不抽。”他把打火機放在了小桌擺上，隨著火車，滑來滑去。瘦沖

鋒衣見狀，趕緊拿回手裡，小心放回了口袋，像一隻袋鼠。 

 “去拉薩嗎？”胖沖鋒衣看見了我的鬍鬚。這讓我很不自在，於是伸手摸了摸它。 

 “嗯，終點站。” 

 “我們也正好去拉薩。”我放過了我的鬍鬚，扯掉了一小根。我開始揉搓這根倒黴

的鬍鬚。 

 “你是幹什麼的？”我差點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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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搞科學調查的。”我沒有騙他們，此刻的我腦袋裡只有德令哈。 

 胖沖鋒衣又看向我的鬍鬚，問我，“你搞什麼調查？” 

 “我調查外星人。”我突然後悔。 

 “調查到什麼了嗎？”他們壓抑著笑容，好奇又可笑。 

 “沒呢，這不是，下一站要到德令哈了嗎？”  

 “德令哈有什麼可調查？” 那位語文老師也常問我類似的問題，我只好沈默。 

 “那裡有外星人，我也是剛聽說。”  

 “他們天天說到處有外星人，可是我都不在乎。”瘦沖鋒衣看著自己手上的青筋，

好像輕輕劃開，就會有血液噴湧而出。胖沖鋒衣有些驚訝，我挑釁地等另一人抬頭。 

 “那你在乎什麼？” 但我根本不好奇他為什麼在這個車上。 

 “我在乎我還沒死，他們就覺得我死了。我得去趟拉薩。” 胖沖鋒衣眼中飄過一

絲害怕，但很快化為一片曖昧的模糊。 

 我沒有問下去，列車突然猛烈搖晃了一下。我想到了我的語文老師，他在我畢業後

自殺，留下芝寶火機， 個個閃亮如新，不染煙塵。我有些害怕，“德令哈要到了，我得

下車了，再見。”  

 逃跑瞬間，我更加害怕，如果被那雙瘦手抓住，我預感到，回頭只見兩件空蕩蕩的

衝鋒衣，落在地面。我趕緊抓起了書包，一路逃到車尾，和搞攝影的列車員換了座位。 

 我經過了我的鄰座，低頭檢查了那顆頑固的棋子，它還在那裡。我安心了許多，再

次坐下了。 

 列車開始減速，搖晃得心不在焉。我不會在德令哈下車，但瘦子說不定還會來找

我。我四處摸不著手機，懷疑落在了原位。我一邊到處亂摸，一邊四處張望，就怕瘦子來

尋。手機在書包一側震動了，是她。 

 “你別來找我了。我和你說過多少回了，這樣沒用的。”  

 “你怎麼知道沒用，我還沒到拉薩呢。” 

 “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因為你不相信我，我說德令哈有外星人。” 

 “你到底為什麼要來找我？”她有點著急。 

 “我說德令哈有外星人，你就是不相信。” 

 她突然沈默，“你這樣我更不想見你了。” 

 “你還沒答應我吃夜宵的事情。” 我誇張的笑出聲。 

 “我得見攝影師呢，晚上得陪他們，他們挺煩的。” 我想像出一堆長髮青年，笑

著從餐館出來，一直想摸她的手，因為她很漂亮。 

 “我等你吃完，我們再吃點。” 

 這次她沈默了很久，“我，其實不在拉薩，我根本沒來西藏。” 

 “我等你和他們吃完，真沒事的。你今天在納木錯拍片，晚上回拉薩。” 

 “我根本沒在拉薩，你別來找我了。” 這一次她說的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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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給你打電話，是為了給你聽整點教堂的聲音。”那是她家門口的教堂，我

不能更熟悉。 

 鐘聲響起，像是有人敲門，越來越響。我感覺喉嚨乾澀，一股血味襲來，直衝腦

門。在教堂敲到第七下的時候，我掛斷了電話。 

 我抽完了瘦沖鋒衣給我的煙，向著門口走去，向攝影的列車員告別，告訴他我不再

去拉薩。有一個長髮青年在彈琴，被我撞到，琴聲停在 G調。我笑著罵了一句，不知向

誰。最後經過我的鄰座，我記起他要在德令哈下車，打算叫他，但他手上的那個顆將棋，

不見蹤影。琴聲又響，我回頭見到那顆棋子，一路斜著腰，在過道裡滾著。我把它撿起

來，放在他面前。我沒有叫他。 

 

          （五） 

 

 車駛進了一個無名車站，停了個穩。月台鋪著一層土灰色的碎屑，均勻地散落著，

黯淡著。下車的人走在上面，發出很舒服的聲響，像是成熟的麥粒，在腳下依次爆裂。一

直到水泥柱的暗處，野草長的旺盛——這是草原兇悍的示威。 

 我停在最後一級台階上，看了一眼金色的字體，開始呼吸——空氣裡瀰漫著清冷的

草味和溫熱的炭味，慢慢平息了我的喉嚨。我跟在幾個蛇皮袋後面，它們像生出了觸角，

自己在動。草味更濃了，我走出車站，放下了瘦小的行李，很快又拿起。我有些後悔，但

並不是因為沒人接站。我走過了老舊的花壇，看到幾個人影歪成一排，靠在摩托車上小

睡。花壇中野草氾濫，勉強維持著設計初的陣型。只有一隻蟋蟀醒著，高聲喚著那些人

影，卻好像自己也要睡著。 

 我一直走到了大街上，有一位中年女人醒了，踩了幾次發動機，摩托車才醒。她把

車停在我一側，問我是否需要住宿，我說不需要，但願意付錢讓她載我去市區。我還沒問

價格，就把二十塊塞給了她，她有些驚訝，但只是默默開動了摩托。她一路上都在勸我去

她那入住，我裝作沒有聽到的樣子，只是重複問她一個問題，“德令哈有外星人嗎？” 

她終於不耐煩，回頭說出了一個地址。女人又告訴我，我要去的地方離她的酒店並不遠。

我只好說已經有朋友負責安排住宿，她便沈默起來，在路上被汽車阻攔，會小聲罵一句髒

話。我看到她的指甲塗滿亮色，但指甲裡都是油污，一直延伸到指紋。我有些後悔，但周

圍喧鬧起來，我們經過了夜晚的小吃街。那裡的桌子常常和草一樣高，人們就坐在草裡吃

飯。 

 “你和那個人的頭髮鬍子一樣長。” 女司機突然說話，嘗試一種她自己都覺得陌

生的口音。 

 “誰？” 

 “寫詩的海子。” 

 我不知道這個女人為什麼知道海子，她又為什麼最後在這裡開摩托車，我不知道她

何時讀過海子的什麼作品，但我都沒有問下去，此刻我只想見到德令哈的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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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托停在一個十字路口，電線桿上拴著一匹馬，好像已經睡了。我想起來馬就是站

著睡覺的。我讓女人把車停在馬的屁股後面，我趕緊下車去看它。女人有些不耐煩，我只

好說，“就到這了，剩下的距離我走路過去。”它被突然發動的馬達聲吵醒，開始不安地

搖動尾巴。我向它伸手的時候，它突然轉頭，狠狠地踢我。我跑得快，它無法掙斷繩索，

任由我在路對面看它。樓上一間窗戶突然打開，罵了一句，不知是對我，還是對它，又狠

狠關上了。我注意到窗戶下方有詭異的字體寫著一些東西，“包小姐，＃＃＃＃＃＃＃＃

＃＃＃。” 

 自從戈壁上的符號，我就再沒見過任何暗示了。這位神秘的包小姐只留下了她的姓

氏和電話，在這德令哈的市中心，她希望我找到她。她是我找到外星人的關鍵。 

 我撥通了電話，幾次都按錯號碼。終於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好像剛被吵

醒，有些惱怒，但很快變成綿羊一般的語氣，“你好，先生，您需要什麼服務？” 

 我有些失望，因為包小姐沒有親自接電話，“我不要服務，但我找一位姓包的小

姐。” 

 電話那頭突然警惕起來，“我們這裡沒有服務，你應該打錯了。” 很快掛斷。我

更加惱火，但更加堅信包小姐一定是我要找的人，因為他試圖隱藏了一個巨大的秘密。 

 我找到了一家酒店入住，用酒店的電話再次打給那個號碼。這次我說著陝西話。 

 “你好，請問先生需要服務嗎？” 這次他好像清醒了許多。 

 “對，我需要服務。但我想找一位包小姐。” 

 “嗯—我們這邊有陳小姐，王小姐等等，有其其格小姐，還有卓瑪小姐，但好像沒

有包小姐，請問您有什麼特殊要求呢？” 聽到這裡，我的腦海裡又出現了鐘聲，一會變

成了敲門聲，每次都是七下，我數過了。“喂？先生？喂？” 我顫抖接過電話，問到，

“那你們有外星人的服務嗎？” 

 他像位魔術師般，輕聲一笑，“有啊，您住在哪個酒店？” 我應付了事的報完了

住址，就掛斷了電話。 

 任務完成，我終於躺下，對接下來的一切毫無興趣。窗外車來車往，馬路像一條寬

厚的琴弦，微微抖動。我好像再次聽見了馬的嘶鳴。 

 我慶幸地看著窗外，天空異常明亮，月亮撕開了夜幕。這個發光的天體巨大而又陌

生，它看著我，就像我看著那匹馬，看著那顆象棋，被牢牢抓在手裡。這一刻彷彿野草又

在生長，很快淹沒我的房間，也淹沒了整座城市——我終於成了那些被遺忘的煙民。敲門

聲響了，這是一陣非常怯懦的敲門聲。我去開門。 

 “您好，先生，我是卓瑪，今天為您服務。”我一下子注意到她的頭髮，清醒過

來。那些頭髮黑得發亮，每一處彎曲都恰好得當。我著了迷，一直跟在她後面走著，回過

頭來，才看清她的臉蛋。和她的頭髮相比，她長得非常普通，但膚色健康，有著高原的質

地。她廉價的香水味，並不妨礙我盯著她，直到她低下頭，從包裡拿出一團綠色的塑膠，

說：“這是您要求的服裝，您等我進去換一下。”她的頭髮依然閃爍，但腳踝也一路抖動

著，光滑的像曬紅的卵石。這兩股飽滿的肌肉，被過時的鞋帶束縛著，隨時都要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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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出來的時候，換上了塑膠的綠色太空衣，連她的頭髮也被包住，頭上露出兩根像

是觸角的東西。“這是您要求的外星人服務。” 我讓她坐在我身邊，她毫不反抗。我玩

著她的兩根觸角，拉拉扯扯，並不想碰她。我從不去看她的眼睛，她看我的時候，我儘量

避開，繼續玩弄她的觸角，一直到我的耳朵裡嗡嗡聲清晰，再次響起了鐘聲，連同火車也

開進了腦海，塑膠被越拉越緊，我一下子拔掉了她的觸角，正好七聲。“對不起，”我終

於意識到我在做什麼。 

 我退後一步看清了她的穿著，好像一尊被潑漆的雕像。 

 “這下，沒了觸角，只是半個外星人了。”她說。我突然狂笑起來，這仿彿是我聽

過的最好笑的笑話。我抱著她的身體，瘋狂抖動著，並開始拍打她的後背，像打一面鼓，

也打了七下。最後我把頭靠在了她肩膀上，一言不發。我撫摸著她的頭髮，感受著每一處

彎曲，不再出聲。笑過的整個身體都在抽搐，可是我再也不覺得這笑話好笑了。 

 “先生我們開始吧。” 她突然撫摸我的後背，我想哭。 

 “那你不要看著我，等會也不要。”我說。 

 “好。”她答的好像很輕鬆。 

 開始後，我任由她擺弄我，我的腦海裡只有她的腳踝。我的大腦有些暈眩，幾次想

說話，直到我說：“你能過來讓我摸著妳的腳踝嗎？” 她有些驚訝，但沒有反對，轉而

坐在了我身上，並慢慢伸出了右腳。我一把抓過她的腳踝，就像一個孩子終於得到了心儀

的玩具。這時候，她的手機響了，沒有去接，一共響了三次，她突然不動，趴在我的懷裡

哭了起來。 

 “那是我的男朋友。” 她說。 

 她蜷縮在我懷裡哭。我無處落手，只能任她發洩，輕微震動著我的下體。我竟有些

興奮，但很明白這是一團塑膠。它有著自己的脈搏，不時發出嘟噥聲，重複著我完全不

懂，又好像完全能懂的內容。我摩挲著她的後背，塑膠刺耳，轉而撫摸她的頭髮。我感到

她的頭髮軟了下來，那些彎曲的地方，也好像被淚水打濕，慢慢地失去了力度。我的左手

拿起了煙頭，一直沒有點火，直到我的陽物也和這根菸頭一樣，慢慢耷拉下去，不再威

風。 

 哭聲小了，她悄悄移到床的一角，斜躺著，淚水像陣雨般，只下在頭髮一側。我第

一次看清她的眼睛，有些腫脹，躲在瀏海裡，沒有看我。我伸手，她的眼睛閃爍起來。

“怎麼了？”她有些驚訝，自己撥開了瀏海。我讓她躺平，並用簡單的藏語告訴她，“睡

下吧，沒事。”她看向我，我不再迴避，只是沈默。 

 與那位鄰座不同，她的目光是溫暖的，寬容的，默許我的進入。在她的眼睛裡，我

的目光像一艘小船，駛入了一片海灣。當我穿越淚水的厚度直望向她的心底，彷彿回到子

宮的內部，四處漂浮著倒影。我的鬍子長了不少，有些羞恥。我繼續下沉，經過了列車員

的相機，膠片像海帶，一截截搖擺不定。相機繼續滾落，三口之家破成氣泡，上浮。太陽

越來越遠，氣泡小成了佛珠，排成階梯。光源盡處，衝鋒衣點了根煙，轉身走向淨土。和

溺水者不同，我的耳畔不斷響起火車的轟鳴。一聲聲，近得像呼吸的起伏，最後輾過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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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現在我的神智十分清醒。海子，89.3.24，夜 5點。”她對我說完了這麼一串咒

語，於是我開始上浮，越來越快，飛過了所有的氣泡，重回水面。我回到了她面前，繼續

對視。她有些走神，不敢閉眼。我重複了唯二的藏語詞彙，“睡下吧。”她終於閉眼。 

 她留給我了一個謎，一串咒語，一些倒影。如果不藉由那些倒影和浮力，我看不見

淚水的厚度。對於那些倒影，和突如其來的浮力，我不能說它在卓瑪的眼中，但也肯定不

在別處。它讓我想起那串咒語——她莫不是也看穿了我？ 

 我看著她翻身，像一條擱淺的魚，不斷嘟噥著模糊的詞彙。我不再好奇，幫她解開

了塑膠衣，一層層，連同那雙高跟鞋落了一地。她終於入睡，不再掙扎。腳踝平放，像一

對卵石。 

 第二天一早，她爬下床，用被子裹住身體，向我道歉。我給了她錢，她推辭，我

說，“收下吧，我弄壞了妳的塑膠衣，”她這才收下。最後我向她問路，再次確認了中年

女人的信息。但這次更為具體，她拉開了窗簾，指向了一條青灰色的河流。 

 陽光兇猛，我感到一陣眩暈。那就是巴音河。 

 

          （六） 

 

 我沿著巴音河，朝和她相反的方向走。我餓了，需要一些食物。這時看到一個早點

攤，蒸汽繚繞。我走過去，想順便問怎麼去外星人遺址。路邊擺的幾張小桌上，還不見食

物殘餘。我要了一份稀飯，就高興的坐了下來，坐在草裡。草葉上盡是露珠，讓我想起她

的睫毛。卓瑪已是前晚的事情，月亮還未退，星星亮著，像她的身體部位。 

    我又要了份抄手。 

 “老闆，請問你知道去找外星人的路線嗎？” 我嘴裡還嚼著。 

 “你去那裡幹啥？” 老闆攪拌著那一鍋稀飯，頭也不回。 

 “我聽說那裡有外星人。” 我吞下了那個抄手，燙到喉嚨。 

  她輕輕一笑，“那裡沒有外星人，都是騙你們外地人的。現在連外地人也不去

了。” 

 “沒事，我就去看看。”  

 “那你去對面坐去托素湖的大巴。” 她微微擡手一指，右手仍在攪拌稀飯。我看

著她一直攪拌的稀飯，於是又要了一碗。馬路對面，一對學生模樣的情侶在小心翼翼的等

待綠燈。這時酒店裡走出來一位身穿絲襪的女人，緊裹皮衣，與一輛摩托差點相撞。年輕

司機罵了一句，繼續往前，不久停住，回頭看這女人，一會又繼續往前，不再回頭。她的

眼睛裡都是霧氣，空空如也，沒有看見我，坐在了另外一桌，也點了抄手。我看清她也有

兩朵高原紅。我的舌頭再次感到寡淡，只好將那碗辣油一飲而盡。 

 女人突然轉過頭來問我，“你剛才為什麼看我？” 

 “我沒看你，我在看紅綠燈。” 我真的正看著紅綠燈。 

 “紅綠燈有什麼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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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好看的，這裡的綠燈長得很。”我沒敢看她。 

 “你看到我差點被撞，你看熱鬧。” 她的語氣突然變了。 

 “沒，我覺得是那個司機的錯。他開車不看人。” 我往馬路盡頭看去，再也看不

見回頭的司機。 

 “那我過馬路也沒看車，你只是狡辯罷了。” 我突然看到稀飯裡的倒影，就像辣

油裡的抄手。  

 老闆突然走過來，拉高了分貝說，“來，先吃飯吧，” 那一碗抄手扣在桌上，清

脆一聲，像是在下棋。 

 女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抄手，於是掰開了木筷，有一邊被掰掉了大半，於是她又

拿起一對木筷，從下往上，這次，對半分開。她把絲襪晾在桌角，好像那是一件藝術品。 

 “如果你覺得我看你熱鬧的話，我向你道歉。” 我對著空空的一碗抄手說。 

 她認真的吞下一個抄手，擡起頭，“你真他媽有意思。” 

 她又喝下一口辣油，問我，“你是幹什麼的？” 

 這次我有些憤怒，但回答道，“我是寫詩的。” 我沒騙她，我背包裡還有一本詩

集，曾準備帶到拉薩。 

 “所以你剛才想寫我是嘛？” 她突然笑了。 

 我這時終於擡頭看到她的眼睛，霧氣還沒消散，但太陽好像升起了。 

 “沒，我有一段時間沒寫了。” 

 “你的頭髮鬍子和那個人一樣長。” 她認真的說。 

 聽到這裡，我像一頭剛睡醒的牛，被狠狠的抽了一下。 

 我低聲說，“去他媽的海子吧。” 

 我看到對面停下一輛大巴，於是起身離開。身後聽見她笑著說再見。我知道她會看

著我走遠，我也學著她橫跨馬路，差點撞到另一輛摩托。摩托車開過，沒有罵人。剛才的

那對情侶又在等紅綠燈，只是女孩手裡多了一串肉，冒著熱氣。 

 我走上車，看到一位戴墨鏡的司機。他的鬍子剃的很乾淨，留下大塊烏青。我聞到

一股很濃的煙味，於是在副駕駛坐下了。我掏出昨晚那根從沒點著的煙。 

 “借個火吧。” 

 “你去哪？” 

 “借個火吧。” 他轉頭看著我，我已經伸出了手，看到他臉上的慍怒一閃而過，

轉而低頭尋找火機，脫下司機手套，為我點著了那根不爭氣的香菸。 

 “我去托素湖。” 我吐出幾個不連貫的煙圈。 

 他把臉側向另一邊，說，“抽完扔到外面。我正好去托素湖。” 

 我沒有找到我的錢包，只好說，“我錢包被偷了。但我今天就得去看一個東西。我

把手機押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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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的青下巴突然抽搐了幾下，他狠狠捏住了方向盤，像看見了一個路障。他突然

鬆手，一把拍在了我的座位上，“你給我滾吧，年輕人。” 最後的那個“年輕人”說的

非常輕。 

 我摸了摸我的手機，表示歉意。我走下車，早點攤上的女人已經不在了，那堆情侶

坐在了早點攤上。 

 我走到馬路中央，把書包裡所有的東西都抖落，包括那本詩集。我找到詩集裡夾著

的一百元紙幣，背好書包，走向了剛才那車。司機在車門那裡站著，看著我，一動不動。

而我揮動著手裡的鈔票，像揮舞著一面紅旗。 

 “把煙熄了再上車。” 他接過鈔票，沒有看我。仍在車門處等待。 

 我一屁股坐在副駕駛上，司機回頭看到我，一副大難臨頭的表情，轉過頭繼續站在

那裡。他掏出了一盒香菸，拿出半根煙又塞了回去。把煙盒的四角都摸遍之後，把煙盒放

回了口袋。  

 車上的人漸漸變多，隨著最後兩個畫家模樣的老人上了車，司機狠狠關上了門，跨

進了駕駛位，一眼都沒有看我。他用力的推動把手，踩下油門。有些遲鈍，車開動了。 

 車的第一站到達了克魯克湖。乘客都下車拍照。我看見他們經過我的車窗，向著一

大片湖水走去。年輕男人敲打我的車窗，一臉疑惑的表情，但很快被女人吸引。一對女人

披著還帶標牌的民族披肩，走進了一叢高高的水草，一隻水鳥飛了出來，瘦女人嚇了一

跳。胖女人安慰著她，開始擺弄起相機的角度，最後胖女人皺了皺眉，把相機給了瘦女

人。瘦女人對著畫家模樣的老頭笑了笑，伸出相機，指了指鏡頭。老頭像被風吹起來般一

路小跑，捧住相機，然後小心翼翼地後退。照片拍完，老頭笑著給瘦女人看，三個人於是

都開始笑，遠處又有一隻水鳥飛起。他們一起向前走，女人們的披肩在湖邊飄著，像經幡

一般，塑料標牌閃閃發光。 

 乘客不久都陸續回來，司機最後上車，看到我，臉色又緊繃起來。他一言不發地坐

下，再次發動了汽車。他呼出一口氣，結在玻璃上，但很快消散了。那是一口很長的氣，

帶著煙味。 

 車之後在托素湖的一處停下。我走下車，赤腳在碎石灘上走。身後有人走來，讓我

協助拍照，我從不拒絕。我和他們分享著照片，但相機最後都歸還他人。我把腳沒入托素

湖的水，往湖的深處走去，直到感到強大的浮力，身後有人尖叫，我才回頭一笑，用手撥

起一陣水花，往回走去。我看到司機直楞楞的看著車前方的湖水，揉搓著方向盤的膠皮。

他的墨鏡被映成了深藍，波光蕩漾。等走回車上的時候，只有畫家模樣的老人和我了。司

機檢查了車廂，看到我，轉而問那兩位老人，“你們都還要去最後一站嗎，一般遊客都不

去了。” 

 “是啊，難得來一趟。” 靠窗的老人說。 

 車再次發動了，我覺得四周的聲音清晰了許多，景色也明亮了不少。我第一次打開

窗戶，想看清外面的托素湖。車開入了托素湖最荒涼的一側。我聽到了兩位老人突然激動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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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景色，我找了好多年了。之前天天在那種地方，怪不得啥都畫不出來。” 

 窗外的景色越來越荒涼，有時閃過大塊的巖層，露出一些植物的根系，早已乾枯。 

 “我真後悔年輕的時候沒來這兒，我聽老李說，他插隊的時候就在這裡。” 這是

靠窗的老頭的聲音。 

 “那他年輕的時候太走運了。他現在畫的遠不如從前了。我要是也在這，肯定也畫

大西北了。” 另一個老人說。 

 “我覺得這是天意，我們就在這畫，畫蒙古人騎著馬，跑進了滾滾黃沙，再畫一隻

老鷹在天上飛. . . . . .” 

 “天意啊。” 

 這時，一塊孤零零的石頭出現在了地平線上，刻著些字。 

 我好像在路中央看到一個清瘦的身影，穿著洗到發白的襯衫，頭髮油膩。車已經來

不及減速。我早已打開了車窗，向路邊跳了出去。 

 我躺在地上的時候，他們都向我跑來，嘴裡嘟噥著什麼。我還能看清石頭上那幾個

紅字呢，“德令哈外星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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