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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初中以前，曾祖父曾经对我

说过，他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总爱抱

着一只大公鸡，在乡下老家长满包谷和

葵花的土院子里与两只大白鹅捉迷藏；

祖父曾经对我说过，他和我一样大的时

候，最喜欢在曾祖父的菜园子中寻找能

变蝴蝶的菜青虫；父亲曾经对我说过，

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经常为曾祖父和

祖父给他讲小时候与小动物一起玩的

故事而着迷。如今我也长到了他们所

说的那么大的时候，于是我就带着他们

的基因，独自一人钻进了家门前那片厚

厚的芦苇荡。

——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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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才刚落下，月亮却早已升起。天空中

没有绚丽的晚云，唯有明媚的淡蓝。一对野鸭

如箭一般划过长空，疾速降落在大河平原的这

片湿地上。相比双鸭齐飞掠过新月的壮美，一

只戴胜不疼不痒地轻轻飞过。它表现出一种

柔美。这种美是悄无声息的，温馨而恬淡。

小男孩正在耐心地等待一只夜鹭的归

来，看它掠过湿地上空的圆月，或是水中的

倒影。他不止一次见到过这样的景象。他

看到月亮升起，徐徐缓缓，黄昏的天空一尘

不染。他想一幕夜剧即将上演，演员还在各

自排练，一会儿就要陆续登场。先是青蛙奏

起了合唱，呱呱呱呱，清脆而响亮，然后是各

种昆虫的演奏，有些像雨丝的声音，还有夜

鹭优雅地滑翔，时而发出“哇—哇”的叫声，

宛若湿地响起的暮鼓。

现在天空变得越来越蓝，月亮变得越来

越黄，像是蓝色天幕挂着一张锃亮的大铜

锣。小男孩感到，无论走到哪里，月亮都在

跟着他看着他，躲也躲不开，绕也绕不过，如

影随形，恍若夜灯。黄昏的圆月金黄可人，

好像十五的月饼。

终于一只夜鹭从天边出现。它没有将

圆月捕获，或衔住那块月饼，而是矜持地从

月亮上空悄然掠过。似乎圆月有情，鹭鸟无

意。只见它飘然划过蔚蓝的天空，与明月擦

肩而过。月儿渐渐远去，鹭儿徐徐归来，彼

此作别漫漫长天。

小男孩发现，月亮和他的家，还有那夜鹭

藏在水边的苇巢，恰好是三点一线。夜鹭就沿

着这条大约四十五度角的斜线一直向下滑翔，

有些像飞机，又像是风筝，温柔地降落在黄昏

的湿地。它的舞姿轻盈飘逸，转身自在优雅，

动作娴熟流畅，如高山落水轻风浮云，似嫦娥

舞袖仙女下凡，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妥帖。

此时青蛙已经开始歌唱，鸣声响彻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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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对岸是一大片绿色的湿地。月光下，

小男孩正躺在草垫子上，听着蛙叫，望着天

空，数着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那是猎户

座，好凶，不看它了。北斗星，它可以指引方

向，像个勺子，挺可爱的，喜欢，喜欢。蛙声

阵阵，响声连片，很像乡下老家海边潮水的

声音。趁着月光，小男孩沿着一条苇间小

路，漫漫移向苇丛深处。

这是一片浅水湿地，泥水刚好没过脚

踝，类似种水田的稻地。小男孩在茂密的苇

间行走，仿佛来到了原始森林。他深一脚浅

一脚地向前走着，耳畔不时传来雏鸟的叫

声，听上去像是那种向妈妈求食物的叫声。

还有黑水鸡的叫声，尖而短促，时断时续。

是求偶，捕食，还是遇警，小男孩分不清楚。

但如果有人要问，这里的鹭鸟有多少种，那

他可比谁都分得清。

比如苍鹭，它的脖子弯又长，像一个大

写的“S”。比如夜鹭，它又叫夜游，最爱在黎

明和黄昏出行。比如池鹭，它全身有好几种

颜色，总是喜欢探着身子，时刻准备去战

斗。再比如白鹭，它身着一套白色羽衣，住

在河那边的大树上，早上爱到这里来捕鱼，

最常见的是黑嘴白鹭。

小男孩不想再往前走了。他感到可能

会打扰这些小伙伴儿。他想起了一只刺猬

从身旁漫漫爬过的情景。他仔细观察了那

只刺猬。尖尖的头、圆圆的眼、柔软的身子

和毛茸茸的刺，这让他好不欢喜。

绿苇旁边一处高地上，蜀葵花静静开

放，彩色的花朵装点着这片绿色。迎春花

下，蟋蟀在月光中欢快地唱着，蝲蝲蛄正在

泥土中打着洞，油葫芦正寻找着它的爱情。

轻柔的月光映在水面上，泛着微微的涟漪。

不远处的构树林中，青竹蛉在憨叫。那声音

空灵而悠长，像水乡吹来的洞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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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感觉有些累了困了。他独自沉

醉于这大自然的美妙中。恍惚中，他看到前

面有一个大草堆，想着要到上面去休息。他

知道，今晚可能要在这里过夜了。他一个人

躺在月光中，情不自禁，喃喃自语：

我就这样在芦苇荡中穿行，穿过苇草和

香蒲，也穿过黄昏和黎明。我的胳膊和腿上

已经被芦草划出了许多断断续续的小红道，

但我丝毫没有疼痛的感觉。

我看到许多青翠的水葱结了饱满的果

实，看到成群的香蒲已经开始成熟。那蒲棒

就像一只只棕红色的烤香肠，它们如此生鲜

可人，甚至还让我流下口水。我抵挡不住心

中的喜悦，这喜悦让我更加兴奋向前。

我必须沿着浅水区的边界一直向前走，因

为水一旦没过我的膝盖，前路会变得更加艰

难。我总是用左脚探着前路，而后右脚再跟上

左脚，如果脚下发软便绕开那里，这一切看上去

都很自然。我甚至从未想到过黑夜即将来临。

我看到苇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有些像老

家的麦浪。它们飞速生长，生长的速度远比我

要快得多。我开始上学那年就已经喜欢上了

芦苇。我会折断苇尖，抽出苇心，做一管芦笛，

吹一支小曲。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甚至还

有些后悔。那曲子似乎也并不那么好听。我

四周现在都是芦苇，我被它们包围了，说好听

点儿叫拥抱。然而这拥抱并不令人感到温暖，

而是干干的，枝枝棱棱的，并且还有些凉意。

不久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仿佛来

到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回头望望来时

的路，我才发现走过之后，这也确实成了一

条路。我确信我走的方向是正确的，正是向

着那条大河的方向。我相信走到大河便能

找到回家的路，那大河通向大海。在即将完

成这次快乐而又神奇的旅行时，我转身看着

自己走过的足迹，感到我的脚印在这片苇荡

中画了一个圈。这个圈更像是一枚鸭蛋，一

头大，一头小。我饥肠辘辘地在这一望无际

的芦苇荡里转了一个晚上，可是还没有找到

大河，更没有爬上大坝。

我走了这么久，在这漫无边际的苇塘湿

地里，离家越来越远。我开始还有些兴奋，

可是现在一点兴奋劲儿也没有。因为如果

再兴奋下去，我可能会朝着与家相反的方向

越走越远。当然我也许会走到那条大河边

上，然后爬上大坝，沿着河边去寻找那个小

小渡口。只要找到那个渡口，我就能找到回

家的路。那是父亲曾带我去过的地方。

现在我有些后悔，后悔不该不听父母亲

的话，自己出来玩，还跑这么远。要知道兴

奋劲儿一过，我的两只腿就不听使唤了。我

凭着兴奋劲儿走过来，却再没有体力走回

去。我走得太远了，父母亲一定在为我担

心。我真有些后悔，有生以来我还没有这样

后悔过。在这没有人迹的郊野荒园，深不可

测的苇塘湿地，我只能靠着仅有的一点微薄

之力，度过这漫长的夜晚。虽然有无数异类

正陪伴着我，但我仍然感到孤独。

终于奇迹发生了。芦草变得越来越稀

少，前面可能有一块较为空旷的地带。我发

现有人的声音，但糟糕的是还有狗叫声。这

声音好像离我越来越近，让我既紧张又兴

奋，还有些胆怯。我的心怦怦直跳，像是小

锤儿在敲鼓，速度越来越快，逼迫我在苇草

中寻找。也许他们会把我带上，带我走向大

坝找到回家的路。也许他们会给我一些压

缩饼干，还有一小瓶矿泉水。我做着异想天

开的美梦，可是我并不认识他们。为了安全

起见，我还是稍安勿躁，以免打草惊蛇。

我感到今晚已无力走出这湿地，我进一步

确认了自己的体力。我告诉自己干脆死了这

条心，直到看见前面有一段残墙断壁和一堆干

草。我相信我睡醒后一定会体力恢复并且精

神充沛，能靠着直觉找到家的方向。可现在四

周尽是芦苇和水塘，回家的路又在何方？

我想和那些人打个招呼，可是看到大黄

狗我就不想了。万一他们没听到我的呼喊，

狗可比人对声音更加敏感，还有他那敏锐的

鼻子和高超的嗅觉。看样子他们怕天气变

化影响进度，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干完这

活。现在我渴望一场暴风雨的到来，老天您

现在能下点雨吗？这样就能解芦苇荡的燃

眉之急，我宁可浑身湿透也不要让这苇荡消

失，我和我的小伙伴不能没有这绿色家园。

我从小到大还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被

雨淋过。我想如果是曾祖父带我出来玩，他一

定会用双手为我撑起一把小伞；如果是祖父，

他会脱下T恤套在我头上；如果是父亲，遇到水

坑他还会将我抱起。当然，他们都不会诅咒这

样正义而又神奇的雨。可是现在周围一个人也

没有，不论是前行还是后退，都要靠我自己。

我躲在这残垣破壁前，趴在一堆渐湿的

干草上，就这样远远地望着那些人。我看到

他们用镰刀斩断芦苇向我走来。我感到他

们好像发现了我。我不敢跑，我担心只要一

跑就会惊动那只金色的狗。他要是真的发

现了我，会一口气儿追上我，然后咬住我的

脖子，咬住我的腿，咬住我的胳膊，把我撕

碎。那将不堪设想。

我感到那只金色的狗正在瞪着我，时刻

准备扑过来。其实同类我并不怕，我最怕的

是异类。但如果同类通过异类来侵犯我和

湿地的朋友，那我将奋不顾身生死与共。毕

竟那是一条狗，是一条只会听主人话的狗。

老天好像看到我已经成了一只落汤鸡，便收

起了它的那把大喷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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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渴望呼喊，却又不能出声，那会是

多么焦急。小男孩在睡梦中惊醒。他站起

来，朝四周望了望，然后又弯下腰，蹲下来闭上

眼睛，使呼吸变得更加均匀，以此缓解心中的

烦躁。他并没有被那条金色的狗吓倒，他还要

继续向前，独自一人走出这片沼泽和湿地。

他虽然没有笔没有本，但他可以把这个

奇特的梦写在眼里记在心上。眼和心是他

湿地生活的百宝箱。眼中看到的和心里想

着的，谁也抢不走，谁也夺不去。他想不久

以后会把这些故事写在作文里，或许长大后

能写成一部小说。当他长到父亲、祖父和曾

祖父那样年纪时，也可以讲给他的孩子们

听。想到这些他并没有脸红，而是浑身激动

不已，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

高高的苇子足有他两个人那么高，脚下的

苇根交错相连，不知什么时候，小男孩的一只

青绿色塑料凉鞋丢了。那是他九岁来到这座

城市时，妈妈为他新买的。每只鞋面上还印着

一只可爱的小鸭子。他索性将另一只凉鞋脱

了下来，挂在左手腕上。两只小脚丫在水中并

不感觉到凉，相反，却觉得水是温的，泥是软的，

苇根像游乐园的蹦网一样，完全能把他托住。

黄昏吹来的风有些变大，天空中布满了

又低又厚的云层，湿地渐渐被阴霾笼罩。小

男孩孤独地站在苇野中，两耳聆听着风声，

目光坚定，身姿挺拔。如那青青黄黄的苇穗

一般，他的每根汗毛都在温暖潮湿的风中摇

曳。此刻他看到了鹿角漆树火红的锥形花

序，还有谷桨树的球形花果，他正与这片沃

野湿地互通心语，他想这里的一切生命包括

大河都属于谁，甚至还有他自己。

他曾不只一次地漫步在这片沼泽湿地，

四处寻找那颗尘封已久的湿地之心。他在

这片湿地中行走时，突然发现了一颗心在颤

抖，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

原来是大黄蜂在木槿中筑起了一座“心”

形的巢。木槿隐藏在苇丛中，迎风开着粉色

的花。大黄蜂的黄黑色螺纹衣裳是那样漂

亮，它们真不愧是技艺精湛的建筑师和艺术

家，分秒不停地用生命雕琢着这颗苇野之心。

小男孩环顾四周，除了近处有一小片奇花

异草之外，周围尽是苇野湿地。水中的一块大

石头上，几乎布满了举着双钳的中华小长臂。

这种小虾通常躲在水中的石缝里，只有在月光

朗朗的夜晚才成群地出游和嬉戏。不远处，有

两只河狸在水中栖戏，一只蜥蜴从苇草中蹿了

出来，黄鼬一蹦一跳地甩着长尾巴，见有人来，

一下子就钻进了芦苇荡，逃之夭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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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在太阳的光芒照射到这片湿

地之前，月光几乎已经消失。驻扎在这里的

夜鹭早已在苇根处醒来。一只戴胜从空中

掠过，布谷鸟的歌声吹散了晨雾。几只黑嘴

白鹭如约而至。它们从河对岸的高空飞来，

与骨顶鸡一起在这里共进早餐。

在震旦雅雀急促而美妙的叫声中，小男

孩渐渐睁开了迷蒙的双眼。他隐约看到一

群浑身长满黑色绒毛的幼鸟，大概有十三只

左右。它们一起从水中爬上那个大草堆，然

后又纷纷下到水里，像下饺子似的稀里哗

啦，如蚂蚁一般成群结队。

小男孩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一只大鸟从

草堆中蹒跚而来。原来这是野鸭的领地。他

感到很惊喜，一觉之后，竟然来到了野鸭的村

庄。他似乎觉得已经清醒，全身元气恢复满

满，于是准备起身继续前行。他伸开压在背后

的左手，摸了摸身下的草堆，那只凉鞋还在。

他又下意识地摸了摸旁边，好找一些支撑的地

方准备起身。除了苇根、泥和水之外，他还摸

到两个圆圆的东西，能装进凉鞋的鞋穴。

蛋，蛋，是鸭蛋！这样大小一定不是蛇

蛋，尽管这里会有蛇。他先前从苇边的草垫

子上见到过。红与黑相间纹理的鳞羽，短小

细长的“水上飞”。虽然它会出现在水中，但一

般情况下，它是不咬人的，见了人就往草里躲。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心想可千万

不要把蛋弄碎，不然母鸭肯定饶不了他。为

防止脚下打滑，他还用手抓住旁边的芦苇。

以他现在的力量，还不足以悍动那几棵粗粗

的苇秆，何况它们脚下还根连着根。在这个

窝中的母鸭还没有回来之前，小男孩必须尽

早离开这里。他选择绕道而行，凭借天上那

隐约闪烁的勺星，他找出了走出湿地的方向。

走了几步之后，小男孩感到有些口渴。

据说苇根的汁液是甜的，富含丰富的维生

素，既可充饥，又能解渴，涂在身上亦可驱

蚊。他没有刀，又无力气，也不想弄断长得

结实的苇根。他从水中捡拾了一段粗壮而

又不太长的，在那甜蜜记忆的驱使下，用自己

那颗锋利无比的小虎牙撬了开来。鲜甜的汁

液伴着泥土的芳香，沿着舌的两边、牙龈漫延

向舌根。舌头下面滋生出甜美的津液。

小男孩不小心被一段粗壮的苇根绊倒

了。他回眸一望，竞望见了野鸭的窝。借着

微弱的月光，还有那几乎看不见了的勺星，

他用心观察了一下这座筑造精美的巢穴。

这个鸭窝，风水不错，坐西北，朝东南。

厚厚的碧绿的苇丛前，是一片挂着果的青翠

水葱，跟前是一座用干树枝编织而成的梯形

圆巢，南侧是一片较为宽阔的水域。由远及

近，从高到低，错落有致。除建筑材料和入

口方向不同之外，这个鸭窝大致与老家村子

里位置最好的房子没什么两样。

前方是一丛碧绿的香蒲。蒲棒丰盈，不

久后就会长成。小男孩发现，一张和自己脑

袋差不多大的蛛网粘着蒲草撒在半空。那

只蚕豆粒大小的黑毛蜘蛛正盘在网的中央，

静候着它的美食。透明的丝网在月光和水

的作用下散发着金色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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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要亮了，似乎下起了太阳雨。几只

黑翅长脚鹬在空中盘旋，不停地尖叫着。这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声音让人隐隐感到

悲伤，甚至有些凄凉，像一把发钝的小刀，一

下一下刺痛着小男孩的心。接下来小男孩

听到了狗的叫声，还有人在说话，话音中夹杂

着南方或是北方口音，听不清他们在说什

么。小男孩扒开苇丛，隐约看到一个红色的

家伙，有履带，有烟囱，还有一个长方大铲顶在

头上，铲边有一排铁牙朝天放着，闪闪发亮。

突然，那烟囱的弯头冒出一股黑烟，化

作一团不祥的云，一股脑冲向天空，恰好碰

到一只黑色长脚鹬。那群鹬的叫声更加撕

心裂肺了，它们在空中急切地盘旋着。那只

大黄狗在前面跑，不时嗅着地上的什么。一

个瘦瘦的女人跟在它身后，时而转身向机车

上胖胖的男人做着手势。

咔嗒，咔嗒，履带一响，机车动了。履带

上的每一个铁块都绷得紧紧，发出金属传递

和摩擦的声音，那个顶在头上的长方大铲瞬

间滑向前方，随着向后喷射的一缕缕黑烟不

断向前。红色机车停在一片碧绿的芦苇前，

它伸出长方大铲轻轻扫了扫茂密而又青涩

的苇尖，像是在抚摸小男孩的头，随后便将

这片芦苇、水和泥土一齐推向前方。所过之

处，草木尽毁，土地变得十分坦平，只剩下那

铁牙犁出的印痕，零星的淡黄色的苇根和浅

浅的带着些白色泡沫的水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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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绿色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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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看到那女人有气无力地扔给大黄狗

半块馒头，大黄狗熟练地抬头接住。那只吐着

一片红色舌头的嘴向上哆嗦了两下，就把馒头

吞了下去。大黄狗低着头，继续摇着尾巴带着路。

在那个瘦女人的指挥下，机车即将逼近

远处的深水区。小男孩知道，那是鹬的家

园。在那宽阔水域南侧的草间石缝，有很多

黑翅长脚鹬的巢穴，很可能还有小鹬在里

面。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爸爸曾经带他到过

那里。为了不打扰小鹬，以后再也没有去

过，只是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过鹬妈妈和小

鹬的生活。深水区再往前，是一片平展展的

草地，那里遍地是野花和蝴蝶。

“不，不要，不要再推了！”小男孩不敢大

声呼喊，生怕被那大黄狗发现，直奔自己扑

来。可他还是大声喊了出来。或许是距离

太远，或许是机车声音太大，或许是那两个

人压根就没想到。男人和女人，还有那只大

黄狗，根本没有听到小男孩的呼喊声。只见

红色机车连续冒出一串串黑色的烟，同时发

出轰隆声，苇草和泥土一齐被推向水塘。雄

鹬和雌鹬在空中盘旋着，它们时而围绕着那

机车急速地打着转，时而俯冲向大黄狗，发

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鹬巢被毁了，鹬蛋、小鹬，还有……小男孩

不敢再往下想了，他也不想再看了。他闭上眼

睛，长长的黑睫毛变得有些湿润。他的小心脏

一个劲地跳个不停，好像马上就要跳出来似的。

汪，汪，汪汪，汪汪汪……大黄狗仰着头，

向空中的鹬吼叫着。狗和鹬，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它们发生了争执，产生了对

抗，吵个不停。一时间搅得水塘鸡犬不宁。

最终，狗拿天上的鹬没有办法，鹬对狗

也无可奈何。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狗

声和鹬声，都悄然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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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有些渐大，太阳雨变成了蒙星雨。两

只鹬徘徊在那履带碾压过的水洼旁，那曾经

是它们美丽的家园。从头顶的羽毛可以清

晰辨认，一雄一雌。这是一对鹬夫妻。它们

站在那里，默默地，彼此相望而又无语，依依

不舍，难以离去。

不远处，一辆小轿车开了过来，停在了

红色机车旁。一个穿着黑色西服、打着灰色

领带、戴着深色墨镜的中年男子走下车来。

他右手从左怀里掏出一打钞票，交给从机车

上下来的那个穿着灰色T恤的年轻胖子。胖

子连数都没数，就将钞票交给了那个瘦女人。

小男孩感到那机车像打了鸡血一般，动

静更大了，正在朝自己奔来。于是他开始大

步流星地跑起来。他顾不上脚下的水深水

浅，也顾不上踩到小鱼小虾，更顾不上撵到一

两只老蟾蜍什么的。他用尽浑身气力，扒开

一层层芦苇，强行在厚厚的苇间穿行，恨不得

马上跑去告诉野鸭赶快撤离，甚至想到要用

自己的天蓝色白条T恤兜住那蛋，帮助野鸭

妈妈搬到安全的地方。他一口气跑到了野鸭

的村子，竟然没有见到一只野鸭。没有窝，更

没有蛋，只剩下高高的苇子和青翠的水葱。

这时，小男孩感到水在上涨，而自己却

深陷其中。周围的泥和水好像都向这边聚

拢过来，沿着小腿、膝盖、大腿、肚脐一个劲

地往上走。他那绛绿色太阳花短裤已经被

淹没，仿佛这片浅水沼泽一下子变成了深水

池塘。一只带着排牙的锈色长方大口从空

中向他扑来。其中一颗铁牙上还挂着他丢

失的那只塑料凉鞋。

“凉鞋，凉鞋，我的凉鞋！那是妈妈给我

买的！”

小男孩顾不得那许多了，他一下子使出

了全身的力气，闭上眼睛，纵身一跃，去够那

只丢失的塑料凉鞋。接下来的一幕简直令人

难以置信。小男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只硕大

的野鸭突然出现，横空出世般托住了他，嘴里

衔起那只挂在铁牙上的塑料凉鞋，越飞越高。

牛毛一般的细雨滋润着一望无际的苇

野，一阵阵青草香味缓缓地弥漫过来，驱赶着

小男孩身上散发的热气。此时的小男孩感

到，湿地的上空格外清凉。他趴在野鸭坚实

的脊背上，慢慢睁开双眼，透过浮云在空中俯

瞰。整片湿地荡然无存，昔日那片绿洲已被

夷为平地，只有远处的大河依然向海的方向

流淌。不远处的小河汇入这条大河。河口处

密密的芦苇荡中，藏着他的小伙伴儿。白鹭、

夜鹭、苍鹭、池鹭，野鸭、斑鸠、戴胜、白头翁、

布谷鸟，红骨顶、白骨顶、黑水鸡，棕头鸦雀、

震旦鸦雀、东方白鹳，还有黑翅长脚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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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起床，快起床！今天是开学第一

天，别迟到！”突然，小男孩听到一个熟悉的

声音正在呼喊着他。

“妈妈，我，我要回乡下老家！”他睁开朦

胧的双眼，下意识地摸了摸身后，仿佛又摸

到了那片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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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闹了，石头！班主任黎明老师刚发

来微信，今天的语文课要点评你的作文，赶

快打开电脑！”

小男孩连忙打开写字台上的平板电脑，

语文老师陈曦正好开讲：

“同学们好！今天，我们继续上网课。

请大家设置好背景，打开麦克风，调好摄像

头，露出你们可爱的小脑袋瓜儿。现在开始

点名……”

小男孩立刻打开麦克风和摄像头，然后

转身迅速拉开了阳台上挂着的那两片绿色

落地窗帘。

背景是窗外。一片无比广阔的苇塘和

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