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说我们的眼睛会适应黑暗的环境，但在这里，在地下室角落里的

这间小屋子里，空气是漆黑漆黑的。上次我大声地数了数，当时数到了好

几百，但始终还是没有被准许出来，因此我现在再也不做那些事了。

我不怕。 我大声地说这句话时，我被自己的声音吓坏了。 我不害怕

，因为我已经九岁了，因此已经长大了，而大姑娘不应该被惊吓。 现在再

也不会持续很久了。妈妈很快地会来到楼下把我放出来。我会说对不起，

并且承诺永远再也不会那样做。

我不是听话的孩子。亚历山大倒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妈妈经常这么说。

她叫亚历山大 我的宝贝儿 。这不是真正的名字，而是她专门为我小弟弟

发明的。尽管如此，他有时是非常讨厌并且很卑鄙的。例如，有一次他毁

掉了我的小油画，因为他把三条厚厚的瓦斯科牌彩笔线条涂在整个油画上

。当我把此事告诉妈妈时，妈妈说谁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孩子，而且他还

太小，不懂得自己干错了某件事。可是，你应该看看当他涂了最后一条油

彩时他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他毕竟也六岁了，早就不是一个小娃娃了。亚

历山大还用很恶毒的话咒骂了我，并且打了我的脑袋，我当然是不痛的，

过来让我吻你吧



 
 
 

 
 

但打我还是件不好的事呀。当然啦，当妈妈在场时他从来不做那样的事情

，因此她当然也就不会知道那些事情。

当我听话时，妈妈叫我小莫娜。当我帮助妈妈洗盘子或者擦洗厨具或者

摆桌子时，我是可爱的，当我收拾东西和在吃饭前洗手时，我是可爱的，

当我因为爸爸要求大家安静而保持安静时，或者当我从学校带回来一份好

的测验成绩时，或者在做我其他一些事情时，我是可爱的。然而，有时我

忘记了自己必须是可爱的，那不是故意发生的事情。这时我比如说是在画

画，而我无意中用彩色笔在桌布上写了字。或者，我在园子里跟亚历山大

玩耍，而因为我选择了太野蛮的游戏使亚历山大跌倒了。或者我说了看来

是我不应该说的话。或者我从学校回家时，裙子被撕坏了，而我不知道这

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时妈妈确实不得不买件新的裙子给我。好像我们家挣

钱挣得很日益似的。有一次，当妈妈不准许我拿糖果时，我曾经从柜子里

拿了糖果。这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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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偷东西。当我被当场抓住时，我说自己不知道拿糖果是不准许的，因

此这也是说谎。上个星期我对我班里的索菲非常坏。然而，是呀，她设想

了确实不符合我们玩的游戏的一些规则，使得我的一队输了，所以我就说

她是一只坏猪。我当然知道那样做不可爱，但那句话是我无意地一下子说

出来了的。妈妈说，我必须学会在干件事情之前先进行思考，而妈妈的话

的确是正确的。我并不总是善于思考。索菲哭了，并且把事情告诉了老师

说，就是关于猪的那句话，于是老师对我非常生气。我担心她会告诉妈妈

，但她并没有那么做。那就是我有了好运。

我把拿着一把小尺子的手放在眼睛的前方，试试自己能不能看到它。或

许还能看一点点？还是说这仅仅是因为我知道那只手就在那儿？我坐在地

上了，因为没能找到本来应该摆在这儿某处的小板凳。地板又硬又冷，我



 
 
 

 
 

的屁股已经开始感到痛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屁股紧贴在地面上，因

为我知道这里悬挂着蜘蛛网，如果我站起来它们会黏在我头发上。假如我

有只手帕，我就要擤鼻涕，但我没有手帕，所以我只好把鼻涕吸进鼻腔里

。只要从鼻子吸入空气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妈妈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是很肮

脏的，不过，是呀，她现在反正听不见我这样做。 一个不懂礼貌的女孩子

，不会有出息， 她也经常说。

我试图不去听自己听见的声音，它们是一些古怪的哒哒声音和轻柔的哼

哼声音。我不知道它们是哪儿来的，于是我开始想屋子里有只怪兽或者其

他怪物。我确实知道怪兽不真正存在，但有时候，就在这间小屋子里，我

有点忘记了这一点。当然啦，我不是真正地忘记，而是我的脑袋好像停止

工作片刻似的。我是个胆小鬼，妈妈说，我应该变得更坚强。她说得对，

当然啦，但我并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应该变得更坚强，我的意思是，这是对于一个九岁的人来说的坚强。

但是，让我呆在这间乌黑的小屋子，我有点受不了，另外这里还有蜘蛛，

我觉得很可怕，老鼠和大狗也让我觉得害怕。只有真正大的狗我害怕。我

喜欢小的狗。小的狗总是显得很快乐。好像它们不知道什么是悲伤似的，

除非他们的小主人给他们表演的话。这种情况我曾经看见过的，当时我最

好的女朋友艾伦生了病，而她的小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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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地躺在了她身边。一般来说它不停地向空中跳跃，摇摇尾巴，还汪汪

叫，因为它很高兴见到艾伦。当它在她身边在沙发旁边的地毯上躺着时，

我认定了狗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跟小白兔一样，那种很小的白兔

，还有小羊羔，像学校带我们去参观的儿童农场里的羊羔那样。如果我有

一只羊羔的话，我会叫它亚历山大，为了作弄我弟弟。我觉得鹅也可爱，



 
 
 

 
 

但爸爸曾经告诉我对它们要小心，因为它们会咬人。这一点我感到奇怪，

因为鹅没有牙齿。当时爸爸说它们是用嘴巴咬人的，但我觉得这是很愚蠢

的故事，因为咬人就是用牙齿干的，如果不是这样的，怎么能够叫作咬人

呢？

我不知道自己在小屋子里呆了多久了，我想有一个钟头，或者可能四个

钟头吧，我不知道。等下我还会因为总是感到无聊而死去。我试试把我的

手指一只一只地掰得咯咯作响，这是爸爸不准我做的，他说因为这样做将

来会患上风湿病，但我觉得这声音很好玩儿。我也不可以把手插进超级市

场里装豆子的箱子里，但有时我还是那么做，因为那种感觉非常舒服，而

且事后我的手上有盐，我可以把它舔掉，妈妈认为这是很肮脏的。

我听见有人走下楼梯。好了，她来了，我从她的鞋跟的哒哒声听出来的

。我不由地开始微笑了，因为我非常高兴处罚结束了。要做到在妈妈见到

我时，笑脸已经消失了，否则她会认为我没有后悔。我听见她清清嗓子，

就像当她生气时，她常常这样做的那样。门被打开了。

怎么样？

因为妈妈把地下室的灯打开了，我的眼睛自动地关闭了。

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做了。

还有什么？

对不起妈妈，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做。 我用双手拥抱她的腰。

她轻轻地敲了敲我的左肩膀。 是的，是的，这就好了。上楼吧。

我非常高兴妈妈总是原谅我。只有妈妈才会是这样的，我想，

（ ）



 
 
 

 
 

不管你做了什么，她们总是会再次原谅你的。当我来到了楼上阳光充足的

地方时，我的眼睛还需要适应一下。

爸爸正好走进厨房： 你们好，小伙子们， 他向我和亚历山大喊叫

。 你头发里怎么会有蜘蛛网呢？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敢。

不听话的孩子，要尝尝我的厉害， 妈妈说。

爸爸没有做出反应。他看着我： 一切都好吗？

当然， 我说，同时我走到沙龙去。我去看书，我想，因为那是很

好的书，看了它我会快乐的。爸爸从我身边走开，他回到自己的诊室，看

来是这样的。

有病人吗？ 我问。

没有啊，我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去诊室，在你那儿看书吗？

啊呀，小莫娜， 爸爸说。

在他完成他的句子之前，我趁机喊叫： 我会很安静的，我承诺，我

不会跟你讲我书里的内容，或者说别的事情，因为书的内容很扣人心弦，

所以我只想把它一下子读完。

那好吧， 他说，并且敞开着诊室门。

我不可以经常来这里，但我觉得爸爸的诊室超级棒。这里能够闻到

各种古怪的东西的气味，它们是用来治疗人们的牙齿的。诊室里挂着一幅

画，它向你展示牙齿的样子，我觉得它有点单调，但我没有说出来。诊室

里有一种特别的沙发，爸爸能够用一台马达让它上下移动。我很乐意躺在

那儿。沙发上方有一盏很亮很亮的灯，如果调整好光线的方向，坐在这里



 
 
 

 
 

看书是很舒服的。因为我不想打扰爸爸，我立刻跳到沙发上，没有要他帮

忙。沙发背调整得正好。爸爸到他写字桌后面坐下来，然后从他的公文包

里取出文件，然后开始翻阅它们并不时地做些笔记。

我很喜欢坐在这里，就这样，他在工作，我在看书，我们一句话也

不说。爸爸很喜欢工作，他非常讨厌波罗门参和新邮差，因为他有时送来

报纸时只把报纸的一半插进信箱里，另一半露在信箱之外，使得在下雨时

爸爸不能看那份报纸。当爸爸看电视时，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些话。我的

爸爸很聪明，因为当他填写字谜游戏时，他玩的都是五星级的游戏，而星

级更高的游戏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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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烧了自己屁股，谁就得坐在伤口上。 这是妈妈经常说的话。妈妈

有很多她经常说的警句。它们的用途是为了记住和学习一点知识，这是她

曾经向我做的解释。

我希望我们能够永远这样地呆在这诊室里，让我永远再也不必上学

做愚蠢的算术题，永远再也不必失眠地躺在我的床上，永远再也不会做可

怕的噩梦，永远再也不要去地下室那间小屋子里，还有永远再也不必让什

么人生气，以及让我获得世界最可爱小姑娘的奖项。走廊里的钟表大声地

响起来了，响了九下，好像有人敲打一个铜锣似的。我不喜欢它的声音，

爸爸也不喜欢，他说，但是它曾经是属于爸爸的父母亲的，因此他认为必

须保留它。

快到睡觉时间了， 爸爸说。

是的， 我说。说这句话时，我努力掩饰我悲伤的心情。

（ ）



 
 
 

 
 

（二）

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本来是不准我做的，因为我还没有十岁，而且

还要横穿大马路，但谁会发现呢？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我们家一直是人满

为患。而且他们都在喝啤酒。

我去站在后门旁边，然后张望周围，确认了没有人看见我。我拉了

门把，把后门关上，接着跑到车库，把我自行车捡起来，然后动身。

我猜测我要一刻钟之后才能到达目的地。今天很美：兰兰的天空，

零零散散的几片温馨的白云，多得引人注目的鸟。从下面看所有的鸟好像

是黑色的，而从近处看它们根本不是黑色的，反正大多数不是黑色的。黑

乌鸦的确是黑色的，黑鹂也是，反正公的是黑色的。在英文里它们甚至被

称为 黑鸟 ，这是我从爸爸学到的。

我想：我喜欢骑自行车，尤其当阳光明媚和热空气迎着你飘来时。

这是我在脑袋里想的。想有趣的事情是很好的。

我骑车经过面包店，在那儿，柜台后面的女人有时给我一粒糖果，

完全是免费的。当我对她说 谢谢您，太太 很礼貌地，因为妈妈说了，

礼貌总是会使你在生活中取得进步 时，她会对我笑，而当她笑时，你就

能够看到她的金牙。我觉得那颗金牙有点可怕，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其实

不想看见它，我当然会看得更仔细。这样做好像是当你知道不可以吃薯片

时，硬试图不去想薯片，以致更加想吃薯片那样。

我也经过索菲的家，她确实是很可爱，但身体有点臭。她散发的体

味有点像夏天的垃圾箱里的垃圾的气味，有时像很久再也没有人去过的楼

阁里的气味。当老师在上一个学年里让我们在班里坐在一起时，我的确是

觉得有点不高兴。但图尔叔叔说，按照科学的说法，如果一个人坚持一百

八十秒钟深深地吸入一股臭气时，他就会适应臭味并再也不觉得被骚扰。



 
 
 

 
 

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些话是真正从科学知道的，还是他仅仅是为了安慰我而

说的，但这些话还真地帮助了我。每天开始上课时，我会坐得额外地靠近

索菲，然后我会数到一百八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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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得不太快，同时用鼻子深深地吸气。于是我在那一天就能够更好地应对

索菲的臭味。我自问下个学年我会坐在谁的旁边。下个学年很快就要到来

了。我希望能坐在艾伦旁边。艾伦是我最好的女朋友，而我是她最好的女

朋友。她讨厌蚊子、蜜蜂和扑克牌游戏，她喜欢黄颜色和冰棍，她甚至在

冬天也喜欢吃冰棍，而如果她必须打喷嚏，她总是会打的，真的总是会的

，至少三次，有时甚至更多得多。

我来到了十字路口，路灯是红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天，马路上开得

汽车不多。我注意到了，多数的汽车是蓝色的。我们家的汽车是绿色的。

太阳照射的水池的绿色。当我父亲第一次开着它回家时，大概在四年前左

右，我觉得那个颜色很难看。我感到失望他为什么没有选择红色的，或者

起码是黄色的汽车。但它是一辆雪铁龙牌汽车，我爸爸自豪地说，是辆旧

车，比今天的汽车漂亮得多。我不得不同意他这一点看法。这两汽车的前

灯很像眼睛，好像它不是一台机器而是一个人似的，这点我觉得很好笑。

他是从一个病人那儿买来它的，他说，所以没法选择颜色。这一点我还是

明白的。

此外我觉得不能选择也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例如在学校里那样，那

儿是老师总是说我们又该干什么。有时我希望我永远再也不用上学。但这

时我总是想起了假期，于是我就不能肯定不上学是不是会好得多。



 
 
 

 
 

我快到达了目的地。我知道汽车墓地在哪儿，因为当我们去拜访奶

奶时我们总是路过那儿。这是很幸运的事。阳光照在我眼睛里，不过我还

能受得了。能够在生活中承受很多事情是件好事，我妈妈说。再骑一会儿

车，我就到了。我下车，把自行车支起来，然后沿着建筑物走。那是一栋

难看的灰色四方形建筑物，它有一扇门、几个窗户、一扇大门和一个平顶

。一切都是封闭的，当然啦，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我正因此等到了星期天

。我不希望有闲人看我来这里。我知道我能够随便地走进那个场地，在它

的边缘上只有一些矮墩子，用于防止你偷车，这一点我早就看见过。

汽车残骸摆在后面，在靠近杨树的一块地那儿。坚硬的沙壤盖上了

一层灰尘，因为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雨。这里地上布满了小石头，小

小的、尖尖的那种小石头。现在已经有一粒进了我的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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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应该娇气。如果我站住并把它掏出来，保证在没有走十步之前又有

一粒新的石头进了我的拖鞋。我继续向前走，同时很仔细地张望四周。多

么混乱的货场：到处是汽车残骸和松散的汽车零配件，而在一个角落里是

一座古怪的汽车大山，一些人随便地把废汽车在那儿堆放在一起，好像它

们是乐高积木似的。

突然间我看到它了，它就在那锈迹斑斑的黑车的左前方：我们的水池绿

色雪铁龙 型汽车。起初我停步从一定距离看它，我试着很仔细地看清这

个景象。我数到六十，这已经足够长久了。它被撞得好糟糕呀。两个左轮

被卸掉了，前面的挡泥板丢失了，整个车鼻子被压扁了。它再也没有窗子

了，当然啦，车顶还掉了一块，主要是在副驾驶位的一侧。我靠近它迈了

几步，然后又几步。我想往汽车里面看看。在爸爸坐的一侧没有太多东西

可以看，除了一切都坏了，而且很脏，只有方向盘还保持完好。然后我去



 
 
 

 
 

看妈妈坐的一侧，那儿的情况很不一样。在仪表盘上方那条古怪的铁杆上

和在椅子上有凝固的血迹。很多的血迹。椅子包装物上的血迹不是红色的

，而更像是褐色的。我走得更近一些，我的脑袋几乎伸进汽车里头。汽车

里散发着汽油和燃烧掉了的排骨和油漆的气味儿。我看得更加仔细，看见

了一小块的皮肤残片。还有头发，是我妈妈的黄色头发。我站住了。我在

这里站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看这里的情况。有时你必须仔细地看这样

的场面。

当奶奶昨天深夜里把我们叫醒时，我们 即亚历山大和我 也明白了家

里出了事情了。我们是小孩子，你不会随随便便在五点差十二分钟时把我

们叫醒的。奶奶没有进屋看我们，而仅仅说我们必须去楼下，爸爸要立刻

来看我们，然后她就下了楼梯。亚历山大和我跟着她下楼。他口渴，他说

。我的奶奶要拿点东西来，叫我们去坐在长沙发上，爸爸会立刻来看我们

。完全一样的那句话，我感到很奇怪。亚历山大得到了可乐，我立马感到

后悔没有要求给我喝点东西。只有在欢乐的时刻才可以喝可乐。现在已经

来不及了，我不能叫奶奶再次去厨房，那样做是不礼貌的。

奶奶的所谓的立刻，好像是永远也不到来似的。我看了看电视机上面摆

的照片，一张是我和亚历山大的照片，是我们一起在园子里

（ ）

的塑料游泳池里拍的照片。当时他还是一个婴儿，我还是一个小姑娘。在

为这张照片摆姿势时，我笑得不自然。妈妈说，照片上我的样子有点怪，

我曾经听到她对图尔叔叔这样说过，而且我觉得他说得对， 不过亚历山，

他可太甜美了，让人想立刻吃掉他。 她是这样说的：让人想立刻吃掉他。



 
 
 

 
 

当时我不得不想起一只吃小孩子的怪物，我很快地试图把我的思想转向另

外的一个问题去。

突然间爸爸来了。他是从园子里来的，我想。他穿着自己的漂亮的套服

，因为他们昨晚去了一家酒楼。他的套服被弄脏了，这我还是看到了。妈

妈肯定会不高兴的。在他前额上贴了巨大的一块胶布。我看见爸爸在打量

自己的衬衫，好像他猜到了我的思想似的。 我立刻来看你们， 他说，同

时他上楼去了。是呀，是呀，立刻，肯定是这样的，我想，但我立马觉得

自己很不好，因为我的一方竟然有了这样不可爱的想法。爸爸不是随随便

便为了自己快乐而叫人在三更半夜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的，因此他肯定有

很好的理由首先再去一会儿卧室。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开着他的红色小汽车在沙龙桌子腿之间开来开去，

好像它们是高速公路似的。他难道还没有明白家里出了事情吗？或许他就

是简单地因为得到了可乐和火柴盒而高兴罢了。如果确实如此，我认为这

是件好事，因为他刚六岁。我相信，当我六岁时，我确实已经比他更能干

，但妈妈说那是因为他是最年幼的。她认为，最年幼的孩子可以比别的孩

子更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幼嫩。

我们从来不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酒楼，因为在那儿吃饭是大人的

事情，妈妈说。当他们去酒楼时，他们总是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妈妈

佩戴着奶奶给她的耳环，它们是样子像一个大水滴的某种白色珍珠。那时

她还会给自己打扮，并且为此在头发上喷大量的发蜡，以致整个厨房散发

酸性药水和肥皂的臭气味儿。

当爸爸回来时，他穿了别的衣服。这套衣服不肮脏。爸爸的前额出

汗，在夏天他经常这样，但现在是夜里，而且并不那么热。他在我和亚历

山大之间坐下来了并说： 你们要好好听着，因为爸爸有事要告诉你们。

然后他沉默了。他沉默了很久。亚历山大甚至停止玩耍了，而跟我一样聚



 
 
 

 
 

精会神地看着爸爸。我们俩谁都不敢说什么，或者问起他脑袋上的胶布是

怎么回事。爸爸随便地凝视着远方，好像忘

（ ）

记了我们在等待他说点什么似的。他把一只手捏成拳头。

奶奶拿来了一把椅子，然后把它摆在沙龙里在我们的旁边。 说说吧，

她说。我看着奶奶，突然间她的脸蛋看上去是灰色的。我觉得她哭了，因

为她的脖子和脸上有红色斑点。当妈妈哭泣时，她脸上也总是会有红斑的

。不过，她几乎从来不哭。妈妈是一个能够承受很多困难的女人，她有时

也对爸爸这样说： 嘿，去做你一定要做的事情吧，文森特，我能够承受一

切。 因为有我们和其他的许多事情，妈妈的日子不容易呀。

我听见爸爸深深地吸气。 小伙子们啊， 他总是这么说，虽然我的

的确确是一个女孩子， 我有不好的消息：今夜发生了一起事故，而且是很

不好的事故。 然后他又沉默了。奶奶开始大声地哭起来，她流着眼泪和鼻

涕。她走开了，可能是为了拿只手帕来，因为流着鼻涕的鼻子的确太难看

了。接着亚历山大也开始哭了，可能就是因为他不习惯看见奶奶哭起来。

我把我的手放在爸爸的胳膊上，因为这样可能会帮助他讲完自己的故事。

看来他没有感觉到我的动作。沙龙里一直很安静，很安静。

当奶奶从厨房回来了时，她已经停止哭了，她的样子重新是完全整

齐的。她最终说： 你们的妈妈没有能坚持下来。 因为没有人做出反应，

她补充说： 她去世了。

亚历山大抽泣着并且大口大口地吸气： 她死了？妈妈死了吗？

是的， 爸爸说。简单的 是的， 此外没有别的话。他一直凝视着

门旁边的墙壁，好像那儿能够看到什么东西似的。



 
 
 

 
 

我没有开始哭起来，自己觉得这有点不好。我试图把眼泪挤到我眼

睛里，但它们不听话。因此我只好低下了头，下巴几乎贴在了我胸腔上，

我的样子有点像看自己肚脐眼似的，像悲伤的人们所做的那样。奶奶纹丝

不动，爸爸站起来了，走进了他的诊室，然后把诊室的门关上。

我们 奶奶、亚历山大和我 就这样一起坐着。外面没有任何动静。里

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周围非常安静。我听见了冰柜发出的声音，那是轻

轻的蜂鸣声。还有钟表的嘀嗒声。还有亚历山大抽泣的声音。我想到妈妈

，想到她在出去之前是怎么样对我说了： 在奶奶

（ ）

家要听话啊，如果我听到你们没有听话，你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其实听

起来她预先有点生气了，而我们在奶奶家几乎总是表现得很礼貌。后来我

也不得不想起了她穿的黑色服装：一条黑裙子和一条红色的腰带和一件黑

色衬衫。妈妈穿这套衣服非常漂亮。当她下楼梯时，我这样对她说了，当

时她微笑了。我知道妈妈喜欢别人赞赏她穿的衣服好看。当她笑时，我很

高兴。她现在还在穿那套衣服吗？它有没有被弄脏了？很可能是弄脏了，

跟爸爸的衣服一样。要不要在葬礼前把它洗干净，还是要简单地给妈妈穿

别的衣服带进棺材里？她自己最喜欢的是黑色的那套衣服，这一点我能够

确定。我想，或许我应该把这件事告诉爸爸。因为爸爸对衣服一窍不通。

妈妈也总是这么说的。我自问亚历山大在想什么。他在地毯上坐着，膝盖

向上弯曲着，流满泪水的脸蛋面向着客厅。实际上我很想给他说点话，但

不知道该说什么。因此我干脆呆在我所在的地方。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最好

的办法。



 
 
 

 
 

正当我在曾经是我们家的雪铁龙 号汽车前站着时，我意识到了，

关于妈妈的衣服，我还没有跟爸爸谈过。我必须回家。要不然来不及解决

那些衣服的问题。

我看到的东西，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因为亚历山大还太小，而所有

的大人只会对我生气，因为我做了一件我其实是不可以做的事情。

当我回到家里时，大家或多或少跟以前一样在家里坐着。没有人注

意到我没有在。奶奶端来了咖啡和啤酒，到处都是互相交谈和喝咖啡的人

们。不了解情况的一个人，会认为今天有人过生日。

奥利弗叔叔看见我并向我微笑。

您能够告诉爸爸，妈妈肯定喜欢穿她的黑色衣服，就是事故发生的

那个夜晚里她穿的穿的那一套吗？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如果那套衣服弄

脏了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洗干净。

好的， 奥利弗叔叔说。他环视房间各个角落找人。我纳闷着他到

底有没有听见我对他说的话。 要不然，你到亚历山大那儿去

（ ）

看看吧，我想他是在外面跟他的堂兄弟们玩耍的。 他们更希望我走开。

也许我还得亲自跟爸爸说那件事啊。

现在不要打扰他一会儿。 奥利弗叔叔把他的手放在我背上，起初

是温柔的，但后来有点像把我推到园子方向似的。我挣脱了，然后看着爸

爸。他在窗户下面的沙发上坐着，两个姨妈和邻居围着他，而他在不停地

说话。爸爸就是这样干的。在昨夜的沉默之后，他在第二天做了完全相反



 
 
 

 
 

的事情。他像一台不停地运转的机器一直说话，但我不可以听他说的是关

于什么的话。当我靠近他时，总是有一个人叫我走开。

昨天晚上睡觉前，爸爸来到了我的房间。他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

他在我床边停步了。 睡个好觉吧， 他说。

我等待更多的话，我尽可能温柔地看着他。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但

不知道提出什么问题。

他吻了我的左面颊。 睡个好觉吧， 这次他的声音更轻一些。

是的， 我回答说。当他出去并把门关上了和房间里变成黑暗了之

后，我自问自己能不能入睡。或者自己能不能哭泣，我想，那样也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