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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圖 1：《十五槍⋯⋯從 1989 到 2003》行為，2003 年 10 月。（攝影：李松松）

2004 年 4 月 12 日，中國北京最大的現代藝術網站「美術同

盟」，在「新聞」一欄裏，刊登肖瀟的新作品《十五槍⋯⋯

從 1989 到 2003》，主編吳易加以「編者按」：

 通過肖瀟的新作《十五槍⋯⋯從 1989–2003》，再聯
繫她在「89 現代藝術大展」上那著名的一槍，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帶有女性主義特點的作品是如何被社會、時代
所「誤讀」的過程⋯⋯

 關於作品「十五槍⋯⋯從 1989–2003」

   愛，
    天知道。
     恨，
      地知道。
       無愛，
        無恨，
         鬼知道



4 對話

 十五年前，當我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打了那兩槍之後，
我和他；從北京東城區拘留所出來，一種無形的力量吸
引我，從 1989 年到 2003 年，我們整整走過十五年。

 今天，我又一次舉起槍，面對自己，一年一槍，整整
打了十五槍⋯⋯我們結束了。

 我不善理論闡釋，更無從談論藝術，我只知道真實地
生活着。作為一件作品，其表現形式對我來說，它的存
在只是一種內心需要。它可以是一幅畫，也可以是一首
詩，或者說，它需要的是用一把槍⋯⋯，這一切的一切，
取決於你在特定狀態下的心理走向。它不是用「藝術」
這個詞所能解釋的，是一種求生的本能，是你的生命之
所在。　

肖瀟
2003 年 12 月 23 日於北京

圖 2：《對話》裝置 / 行為。1989 年 2 月 5 日上午 11 點 10 分左右，肖瀟
在北京中國美術館「中國現代藝術展」 上，槍擊自己的作品《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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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女人，在 1989 年冬天，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在「中國

現代藝術展」上，打響震撼世界的一槍。

 槍聲之後，中國美術館被關閉四天半 1，世界四大通訊社美

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共同社立即報道該消息，國內媒體也爭

相報道。一時間，這成為當時轟動國內外的新聞。

 就在這一時刻，一個男人走進她的生活。一個偶然的錯誤，

一個女人的恐懼，一個女人的幻覺，一個女人沉愛的為默，使這

個男人成為作者之一。

 還是這個女人，在 2003 年秋天，又一次舉槍，她對準她自

己的作品，整整打了十五槍。

 她對世人說出：「我是這件作品的唯一作者。」一場關於這

件作品作者權的爭議，引出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就從這一

槍說起。

 四月的江南是女人的天，陰風細雨，纏纏綿綿。中國南方，

在天堂的城市杭州，我住在一棟靠近茶山的農家小樓。時鐘剛過

正午，我懶懶的起床，拉起落地窗簾望出去，天下起濛濛細雨，

傷感和陰雨，宛如一個憂怨的女人，在沒完沒了地哭訴無以名狀

的悲哀。

 「這鬼天氣，雨老是下個沒完，人都快發黴了。」我大聲抱

怨起老天爺。

 活的不耐煩了，放點音樂提提神。爵士樂帶着悠悠的節拍，

在空氣中慢慢擴散開來，我把音量調到最大聲。

 走進浴室，打開淋浴房水龍頭，水「嘩嘩」的從頭上往下流，

低頭望自己略帶鬆弛的肌膚，長歎一聲，「老了！」一腦門子的

怨氣，怎麽沖也沖洗不掉。

1. 中國美術館「中國現代藝術展」閉展：1989 年 2 月 5 日下午至 1989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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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開淋浴房，披上浴袍。耳邊響起「咯蹬咯蹬」的聲音，盜

版碟就是這樣，我走過去關掉音響。緊接着，「霹靂啪啦」的雨

聲在房頂上響起來，重重地打在頭頂上，心悶悶地往下沉。

 泡上一杯濃濃的咖啡，走到書桌前，打開電腦，視屏上顯示

出 4 月 16 日，「天啊！今天是我四十二歲生日，我都忘了！」

只見右下角跳出一封來信提示，打開郵箱，是高天宇從美國發來

的。我一口氣讀完它。

 他在信中寫道：

 ⋯⋯

 我非常支援你將事實講出來。我也非常理解為甚麽在
15 年以後你開口說出真實的經過。不論甚麽原因，都不
能遮掩事實。事實就是事實。對歷史負責是對一個人的
人格的考驗。而這一解釋者必須是你，因為你是最直接
的當事人。儘管這裏可能有個人的感情等問題的介入，
但是還歷史真相不是個人的事，是中國當代藝術本身的
事。這件事也並非只是你和藍軍兩個人關於作者問題的
糾葛問題，而是說明了在歷史發生的時刻，常常會有各
種偶然的因素扭曲歷史，包括個人利益驅使下的改寫、
媒體的渲染和塑造以及大衆的流言等。正像一些歷史學
家所講的，法國大革命中充滿了謠言。從這一角度講，
你的沉默是有價值的，因為它使那麽多人共同創造「流
言」的現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今天你對事實的揭露是
對這一現象的最大諷刺。它也使我們這些「搞歷史」的
人得到警訊。從個人思考出發的藝術作品和社會的解讀
常常出現巨大的差距。在你開槍之前，作品是屬於你的，
它是個人化的，但是當你打完槍並引起了社會的震動後，
它的解釋權就不屬於你了。所謂的「打槍事件」，是打
槍之後的事，打槍之前包括打槍本身應當稱為作品，而
非事件。因為，據你講，你沒有考慮更多的之後的事，
你也沒有設計之後的事。你只是想到你的作品本身的完
整的問題。「事件」的作者很多，包括藍軍，但是根據
你的描述，你是作品的作者，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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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作為一個女人會為感情付出自己的名譽。正如你
在信中所說，這件事也是一件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特別
是中國女性的故事。我很能理解你所說的，作為中國的女
性你可能更能理解歷史創造的本質。

 ⋯⋯

 高天宇是 1989 年北京「中國現代藝術展」展覽籌委會負責

人。為澄清 1989 年作品《對話》作者權，從今年二月初，我分

別給高天宇和宋力威寫信，一直在等待他們回覆。沒想到，在我

生日這天，先收到高天宇的回信。

 「非常高興收到您的來信，這是我四十二歲最好的生日禮

物，今天是我生日。」我寫了這段話發過去。

 窗外茶山上，隱約可見幾個茶農的身影，頭頂上的雨突然停

了，周圍一片寂靜，我站起身，推門來到曬台上，對着遠方大叫

一聲「耶！」
 4 月 20 日，北京「美術同盟」網站，在吳易的編者按下，

公開發表我與高天宇的通信。緊接着 4 月 23 日，網上出現兩篇

文章，〈複製「槍擊事件」 ── 女性主義的誤會〉，〈「槍擊」

已矣，歷史已矣，於今何思 ── 澄清，在於事實，情感還是美

術史〉。

 人們在發問，1989 年 2 月 5 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在「中

國現代藝術展」上，那震驚中外的一槍，到底是怎麽回事？電話

鈴在不斷地響，許多人打電話詢問此事。

 「是不是藍軍和你分手，你用這種方式來報復他？」

 「既然當年你就知道這件作品是你的，為甚麽當時不說

話？」

 「愛情真有這麽大力量，讓你將這麽大一個名聲與他人共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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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連串的「為甚麽？」都不知如何招架。去衛生間，用清

水抹一把臉。就在這個時候，接到北京王銳電話，他邀請我參加
2004 年大山子 798 藝術節「越界語言 2004『音量調節』」展覽。

展出我剛剛複製完成的，在 1989 年 2 月 5 日「中國現代藝術展」

上，槍擊作品《對話》的那件電話亭裝置。另一件作品是《十五

槍⋯⋯從 1989 至 2003》。同時，還要現場做一個行為。王銳在

電話中說道，「肖瀟，這麽多年，你沒有公開說過《對話》這件

作品。在這個展覽上，你要發出你自己的聲音。」

 「好！我馬上去北京。」匆匆收拾行裝，我踏上去北京的旅

途。

 計程車從龍井村下滿覺隴，途經南山路往飛機場方向行駛。

在經過南山路浙江美術學院 2 教工宿舍大院高牆的一刻，我突然

叫住司機，「停下來！停下來！」他一腳急剎車，我的頭往前一

衝，重重地撞到前面座位上。「你不要命了！⋯⋯」司機在罵罵

咧咧，我好像甚麽都沒聽見。右手把車窗搖下來，望着眼前這個

非常熟悉，與藍軍共同生活過的地方，一陣胃酸往上湧，「快

走！」司機沒反應過來，我大聲提高了嗓門，「趕快離開這鬼地

方！」

 風透過窗戶「呼呼」直撲進來，渾身上下的燥氣直衝腦門。

頭隱隱作痛，一摸撞出一個大包來，我使勁地揉，盡力抹去一些

不愉快的記憶，可滿腦子的思緒，像一匹脫繮的野馬，拼命往相

反方向跑，怎麽拉也拉不回來。

 和藍軍十五年的同居生活結束了。就在半年前，在南山路

上，藍軍以一種非常得意地口吻對我吼叫：「老子不需要你了！」

他高高的仰起頭，揚長而去。

2. 浙江美術學院，1993 年改名為中國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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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路，長着茂盛的法國梧桐樹，樹枝橫跨寬敞的路面，透

過陽光折射，將光影散落在灰色馬路上。這路上每一棵樹，都記

載我的青春與滄桑，同時也承載我的痛苦與回憶。

 在南山路上，有一所全國享有盛譽的浙江美術學院，我父母

都在這所學院工作。父親曾是這所學院的院長，母親是一位受人

尊敬的油畫系教授。當年，我曾經是這所學院驕傲的公主，整個

大學生涯就在這裏度過。

 計程車把我送到機場，時間晚了，我幾乎一路小跑的上飛

機。這次去北京心情和以往不同，我怎麽也輕鬆不起來。

 在機艙一個靠窗位子坐下，我繫上安全帶，飛機穿過厚厚的

雲層上了天。透過窗戶，雲海在一團一團的騷動，像在吞噬甚麽，

又像在預示甚麽。雲端之上的天空，藍的那麽純粹，這是人間見

不到的藍，深邃而廣袤，沒有一絲雜質。想起李白詩句：「素手

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天上真的有仙境嗎？人們常說的天堂真的存在嗎？要能坐上

太空船，到星河去看看有多好。所有的煩惱，穿越時空，全都消

失在天邊的銀河裏。我閉起眼睛，癡癡地想，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小姐，你笑甚麽？」臨座乘客的問話。

 「哦！沒甚麽，做了個夢。」

 「對不起，把你的夢打斷了。」

 我深深歎口氣。無論自己在飛機上，還是甚麽別的地方，要

想完全擺脫他人干擾是不可能的。這個世界就是一個人與人共存

的空間，想超然世外，那是做夢。

 經過近兩個小時飛行，飛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我上一輛計

程車，對司機說道：「到大山子。」

 「大山子？等半天，就拉你這麽近一個人，算我倒楣。」出

租司機沒好氣地瞪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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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機場高速，過五環，從大山子路口出去，穿過大山橋，

計程車把我送到「798」工廠區，我暫時和一個叫趙曉樹的朋友，

合租一間二百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這是通過舊廠房改建的畫室。

 「798」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北京一座軍工廠的番號，它

是當時東德人的援建設計，典型的包豪斯式建築。歷經四十年

的風風雨雨，它從繁榮逐步走向衰落。九十年代以後，大批工

人下崗，許多廠房閒置。在這個時候，一批藝術家進入，使這

個幾乎瀕臨倒閉的工廠有了生機。北京「798」藝術區就在這個

破舊的廠房中誕生。

 放下行李，來到「星星」工作室。推門進去，一些人正聚

在一起聊天，「星星」工作室主人王銳，微笑地站起來，向我

介紹另外兩位展覽策展人：Thomas 和光羽。

 在一個由原木劈開製成的條凳上，王銳示意我在他身邊坐

下。一塊水磨雪花石板做成的長方形桌子，大家面對面坐在兩

旁。視線一下子集中到我身上，他們在朝我笑。

 「你們笑甚麽？」我在問。

 「沒甚麽，在網上看到你與高天宇的通信，覺得這事兒有

點意思了。」 一個叫 Thomas 的外國人先開口，「是嗎，有點

意思？！」我接他的話岔子，「哦！是嗎？」

 「這件作品變得和以前不一樣了。」王銳邊說邊給我倒上

一杯白葡萄酒，我舉起酒杯，透過玻璃杯，看到對面的男人在

向我微笑，他們在衝着我笑。恍惚中，笑聲變得荒誕而怪異，

笑得我心裏發毛。我坐不住，起身想走。王銳示意我坐下，「別

急，咱們還沒說正事兒，你在展覽開幕式上做一個行為，怎麽

樣？以甚麽形式你自己決定，想排在第幾個做。」

 「最後一個吧。」我本能的向後退。

 「排在第一個吧！」

 「好，隨你們安排，我先走了！」

 匆匆逃離「星星」工作室，逃離那些怪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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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人在廠子裏蹓躂，沿廠區小道，來到「At Coffee」咖

啡館。要上一杯特濃義大利咖啡，一塊巧克力甜點，坐下來定定

神。

 牆上掛着部分廠區內展覽的招貼廣告。舊廠房遺留下來一塊

當年的毛主席語錄，紅底黑字，透着時代痕迹，被原封不動地保

留下來。這是個藝術家喜歡呆的地方。

 咖啡館進進出出的人羣，認識不認識的，似乎都挺忙碌。我

毫無目的地注視着遊蕩的人流，在心裏琢磨；這些人都在忙些甚

麽？他們坐在這兒，叫上一杯咖啡，喝着酒精或飲料，隨體內，

也不清楚是從那個部位發出的信息，那種自我陶醉的神態，就像

彌漫在咖啡館裏的氣味，有一種讓人銷魂的魔力。

 它是無形的，感知的，游離的，具體的，抽象的，盲目

的⋯⋯，一切的一切，都在於每個人對生命未知的感悟。這是些

活在非現實裏的精靈，有着超凡脫俗的慾望，「藝術」只不過是

一個說辭，其真正的意義，就在於那些生命中；可見或不可見，

理性或非理性，說不清道不白的自然存在。

 有人看到我，大聲地對我說，「咳！在網上看到你的信，寫

得挺好的。」

 「哦，是嗎？」還沒回過神來，又一個聲音，「整個一怨

婦！」

 ⋯⋯

 我坐不住，起身離開「At Coffee」。

 下班時分，廠子裏工人正成羣結隊地從車間出來，一個個急

匆匆地往外走。迎面見一女工，我湊上前去，「咳！你好，看上

去好像有點面熟，你認識我嗎？」

 「這兒的藝術家，看着都有點面熟，就是分不清誰是誰。」

 「沒甚麽！」我自我介紹着，和她套近乎。女工的腳步走的

特快，我緊趕慢趕的跟上她。

 「你有甚麽急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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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事兒？趕回去接孩子，給老公和孩子做晚飯，這就是我

每天的急事兒。我們的生活那像你們藝術家那麽自由，成天不着

四六的。」

 「你結婚沒有？」女工冷不丁地問我。

 「沒有！」

 「那肯定也沒孩子了。」

 「是⋯是的。」我被她問的自慚形穢。女人生命中兩件大

事，我一樣都不沾邊，眼下連男朋友也沒了，這日子真是過的有

點暈。

 「藝術家就是和我們活的不一樣，挺瀟灑的。」

 「甚麽？瀟灑！」

 「生活狀態呸！想怎麽着就怎麽着。那像我們，柴、米、油、

鹽的。藝術家有點怪怪的，和我們常人不太一樣。」

 「其實都一樣。」

 「怎麽可能？就說你們弄的那些叫甚麼現代藝術，亂七八糟

的，我根本看不懂，還有那麽多人說好，聽說還能賣出大錢。這

東西，真是白給我都不要！」

 「你說的對。這叫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那我是青菜還是蘿蔔？」

 「你是青菜，我是蘿蔔，都是些維生素元素，沒甚麽兩樣。」

女工被我的話逗樂了，我們總算找到共同點。邊走邊聊，我們一

同走出廠區。

 在酒仙橋大街上道聲「再見！」越過天橋，我一頭鑽進一家

「美美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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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了理髮店，對站在櫃枱後面的小姐說，「找人洗個頭，手

重點，我有點兒頭痛。」

 「沒問題，給你找個年輕小夥子。」

 在一面鏡子前的轉椅沙發上坐下，瞧瞧自個兒那熊樣，塔拉

着腦袋，神色暗淡。一個年輕男理髮師走到跟前，一大桶簡裝洗

髮水，放在鏡前玻璃几案上。他用掌心按幾下桶上的壓力閥，手

心握一掌洗髮液，右手拿一瓶塑膠瓶裝水，洗髮液和水在頭上一

抓，立即生出白白的泡沫來。

 「頭髮挺長的，留幾年了？」

 「嗯，嗯，有個年頭了！」我漫不經心地敷衍他。記得十七

歲那年，我到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上學，班上十個女生。有一

天抽瘋，女生都去了家理髮店，「哢嚓」一下，全剪成短髮。第

二天早上出操，清一色短頭髮站在操場上，把我們班男生給弄傻

了。

 「有二十多年沒剪了。」我脫口而出

 「二十多年沒剪過頭髮？」理髮師吃驚的口氣。

 「只是偶爾修修分叉，把頭髮剪剪齊就是了。」

 「這麽多年不變髮型，看來你是個保守的女人。」

 「保守？你說我是個保守的女人。」我琢磨理髮師這句話，

覺得有那麽點道理。「這麽重可以嗎？」理髮師問我。

 「再重一點，我的頭是很吃力的。」他使勁的又抓了幾下頭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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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樣，有點感覺。」我深深吐出一口氣。

 髮廊裏播放着不知是誰的歌曲，一個女人的聲音，斷斷續續

聽出一些癡情話語。

 「啊！情是甚麽？來時也苦，去時也苦⋯⋯」歌詞像咒語，

聽得我腦袋更加痛了。

 「誰的歌？」我問。

 「蔡琴的。」 

 情歌牽動我感情生活最初的記憶。失戀，一切都變得模糊

了⋯⋯。

 那年我十八歲。在上海的江寧路上，一個和我從小一起長大

的男孩羅安，陪我走過記憶中，最最殘酷的一段路。

 羅安對我說，「我和你同桌的女同學阿梅好了。」

 「甚麽叫好了？」

 「就是和她發生關係了。」

 「甚麽叫發生關係？」

 「就是發生男女關係。我以前從來沒有過，不知該怎麽辦？」

 「那你告訴我，讓我怎麽辦？」

 「你能原諒我嗎？」

 「原諒！？」我原諒他甚麽？自己都搞不清和他到底是甚麽

關係，只有那句「我們發生了男女關係」，讓我渾身的不自在。

 羅安望了我一眼，不再說話了。他默默的推着自行車往前

走，我低頭跟着他。我們誰也不說話，可怕的沉默。

 「你回去吧！」我終於開口了。

 「你沒事吧？我覺得你有點不對勁兒。」

 「你走吧！！你對我說這些幹甚麽？！」我大聲的叫起來。

男孩顯得有些窘迫，低聲說了句，「我走了！」匆匆騎上自行車

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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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傻地站立在大街上，身體在發抖，發冷，發顫。周圍一

切似乎都變了。在那個盛夏的夜晚，我哭了，我第一次哭得那麽

傷心，抽泣的身體，在一團空白的記憶裏，第一次感到甚麽叫心

痛。在還沒明白愛情和肉體之間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失戀的滋味

開啓我情感生活的大門。那句「我們發生了男女關係」，像一支

毒箭，深深刺向我的心。

 「小姐，請到那邊把頭髮沖一下。」理髮師的聲音打斷我的

思緒。我跟他走到一個連水池的斜躺式沙發，仰面躺下，水流聲

就在腦後，

 「要護髮素嗎？」

 「當然。」

 沖洗完頭髮，回到原先位子上，理髮師從抽屜裏拿出一把梳

子，邊吹邊梳理我的頭髮。從鏡子裏看，的確比剛才亮麗許多。

 「下面給你做頭部按摩，你不是頭痛嗎？」理髮師將沙發後

背調節到一定的斜度，我順勢躺下。一雙手在我眉眼之間推揉，

是異性的手感。

 「再重一點。」

 「已經很重了，看來你頭痛的不輕，剛才洗頭時，看你閉着

眼睛，眉頭也皺的那麽緊，一定在想甚麽心思？」

 「都是些過去的事兒。」

 「過去的就讓它們過去吧，別再想了。」

 理髮師的手指按住我腦門兩邊的太陽穴，順勢揉捏着，「放

鬆點，甚麽也別想，要徹底地放鬆。」

 我默默念叨理髮師的話，盡力不去想甚麽，可爆竹聲又在耳

邊響起來了。

 過年了，小時候最喜歡過年。每年春節，我們家都和戚阿姨

家一起過，從九歲那年起，年年如此。羅安就是戚阿姨家的大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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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打我，讓我在你們家躲一躲。」十五歲的羅安跑到

我們家，氣喘吁吁地對我說。 

 「別怕，在我們家，你是最安全的，我爸爸媽媽從來不打

我。」那天，戚阿姨把羅安領回家，再也沒打他。

 戚阿姨家，住在上海江寧路胡同裏的一幢舊樓上，他們家有

三個兒子。歲月的痕迹，如同一張褪色的黑白照片，一切都變了

色，發了黃，影像漸漸淡去，但它們依舊存在。

 農曆大年三十，總在戚阿姨家過。兩家人聚在一起包餃子，

已成為習慣。而每年包餃子，總有一個小插曲：放一枚硬幣和一

粒花生米，和着餃子餡，包到兩個餃子裏去。誰要吃到那枚硬幣，

來年就有財運，誰要吃到那顆花生米，明年就有好運氣。

 人就是一個「念想」，一個簡單的遊戲，把人們對未來的希

望，都緊緊拴在那兩個小小的餃子上。記得有一年，小我九歲的

妹妹歌歌，看大人們爭吃餃子，急的直跺腳，她大聲嚷嚷，「你

們慢點吃，等等我！」最後，她乾脆站到凳子上，左右手開工，

雙手去抓那些餃子，咬一口，沒見到錢和花生，就放在眼前盤子

裏，接着繼續抓吃。那急不可待的樣子，真把大家逗樂了。

 吃完餃子，大人們圍坐在一起，磕瓜子，吃零食，觀看一年

一度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他們在一起嚼舌許多大人

們關心的話題。而兩家的孩子，在這個時候，就衝下樓去，在一

樓和二樓之間的亭子間，盤腿坐在那張大雙人床上，擺開陣勢開

始打牌。甚麽「四十分」、「拱豬」⋯⋯，年年玩同樣的牌，年

年為瞬間的輸贏，興奮不已。

 戚阿姨家的家教特嚴，三個兒子被打是家常便飯。我們家比

較自由。但在那天晚上，兩家孩子不管怎麽胡鬧，大人們都不會

管。所以戚阿姨家的小三子烽烽說過，「我一年中，最盼望的就

是這一天，沒人管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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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又在想心思，臉上堆着笑，一定有甚麽好事兒。」

理髮師的聲音把我從過年的喜悅中喚醒，他的手停住了。

 「你別停下來，我正舒服呢。」

 「小姐，已經做完了。」

 「甚麽？這麽快就完了。」我躺在那兒不想挪窩，還沒過癮。

 「要是你願意，再給你做個全身按摩，只要多付三十塊錢。」

 「好！我願意。」

 「請跟我來！」我被理髮師領到一間裏屋，只見六張單人床

位，我脫下鞋，在其中一張床上躺下，理髮師順手拉上布簾子，

他的手開始順着我身上穴位，緩慢而有節奏地推捏，「放鬆點，

你肌肉有些緊張。」

 呼吸隨身體微微起伏，我慢慢體味「放鬆」這兩個字的含義。

放鬆，能徹底放鬆的日子，實在是太遙遠了。

 小學二年級那年，我父母從杭州浙江美術學院調到上海油畫

雕塑院工作，我跟他們來到上海，在上海復興中路一幢法式花園

洋房的三樓，一住就是八年。那是一段我最最放鬆的日子。

 上小學的日子，我迷上跳舞。三年級，學校舞蹈組要排練演

出《白毛女》中的一場戲，喜兒這個角色是由一個和我同音不同

名的女孩擔任，我跳羣舞。有一天，跳喜兒那個女孩突然生病，

急需有人臨時頂替。我向老師提出能不能讓我試試，她看我一

眼，「好吧！」就這樣，我真的演了一場《白毛女》中喜兒的角

色。雖然只演一場，可當時甭提多高興。

 北京中央芭蕾舞學校到上海招收學員，到我就讀的小學挑選

舞蹈苗子，那個女老師看上我。她和我父母商量，要帶我去北京，

要讓我去學芭蕾舞。父親有些猶豫，母親堅決不同意。

 「我給你們一個星期時間考慮。」舞蹈學校的老師在懇求。

母親一口拒絕，「我一分鐘都不需要考慮。」母親當時一句話，

決定我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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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麽你不跟我商量一下，我那麽喜歡跳舞。」

 「孩子，你還小，許多事情你不懂，跳舞的藝術生命太短，

練功又很苦，你這麽小就出去，讀書都荒廢了。跳舞的人，都是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我不解的望着母親，覺得這些話也許是

對的。

 在那個年紀，我非常聽話。在家是個乖乖女，在學校是個典

型「五分加綿羊」的好學生。記得母親有一次對我說，「你這個

人怎麽沒脾氣，甚麽時候發個脾氣給我看看。」那時候，我純淨

得像一汪清水。

 我的舞蹈夢一直做到小學五年紀，一次意外，使我不得不放

棄跳舞，開始學畫。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院子裏幾個孩子在跳高，我從樓上窗戶

往下看，他們在叫我，「下來吧！」

 我跑下樓去。幾塊石頭疊放在凳子上，一根竹竿放在石頭

上，大家跳的很輕鬆，「再疊高一點，太低了。」加了幾塊磚，

跳了幾輪，又加上幾塊磚，該我跳了。一陣小助跑，一躍，腳被

甚麽絆住，一頭栽倒在地上，右腳頓時失去知覺。大家把我扶起

來，只見右腳在來回晃悠，「天啊！肖瀟的腳摔斷了！」大院裏

的孩子們驚慌地大叫起來。我父母被叫喊聲招呼到樓下。父親一

看，二話沒說，背起我就往醫院跑。

 「你女兒的骨候是粉碎性骨折，需要立刻上石膏。」當天晚

上，我整條右腿繃上白色石膏。醫生對我母親說，「你女兒骨折

的位置不好，正好是長個兒的地方，將來弄不好，兩條腿會一長

一短的。」

 我問母親，「我再也不能跳舞了？」

 「那當然，沒準兒，你還會瘸的。」

 「我將來會是個瘸子？」

 母親看看我，摸着那條上了石膏的腿，「你還是學畫吧，如

果將來真的瘸了，也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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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街上，母親開始注意起櫥窗裏，為瘸子特製的加厚鞋跟的

鞋。她就是不甘心，自己的女兒真的會變成殘廢。她到處打聽可

能醫治的方法，最後找到一位老中醫，「我有一個偏方可以試試，

但必須把石膏表面打掉，敷上中藥。你可千萬不能告訴西醫，他

們絕對不允許這麽幹的。」

 「西醫都說治不了，如果你能使我女兒腿不瘸，只要有一絲

希望，我就聽你的。」日復一日的敷藥，也不知是否有效，好在

後來我還真長了點個兒。母親一個果斷決定，保住我的腿。

 平時沒覺得甚麽不對勁，後來到北京上學，體育課去北海溜

冰，右腳踩着溜冰鞋往冰場上一滑，人立即摔倒在地。我右腳根

本支撐不住身體的重量，只能靠左腳單滑。

 那次骨折，在家呆了三個多月，不是在床上躺着，就是拄着

拐杖在房間裏轉，悶的心裏直發慌。有一天，我突然說道，「爸

爸，我想學畫！」

 「太好了！我女兒終於想學畫了。」父親高興的拿出一本蘇

聯畫冊讓我臨摹，記得那本畫冊是蘇聯畫家謝洛夫的。在打發腿

傷的無聊日子裏，我開始學畫。

 周末，妹妹從福利會幼稚園回家，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從小

她就愛美，每次畫速寫，她總要說上一句，「畫得好看一點。」

歌歌對美的敏感是天生的。記得在她很小的時候，我們一起去看

電影，散場後，我問她電影裏講些甚麽？她說不清楚，「姐姐，

我畫給你看。」回到家，她一張張的畫，嘴裏還念念有詞的說個

不停，「⋯⋯這件衣服我最喜歡，就是顏色太豔了。」

 「請問你是做甚麽的？」 理髮師的突然發問，讓我一愣。

 「甚麽？你問甚麽？」

 「小姐，你是做甚麽行業的？」

 我一時無從回答，「我⋯⋯，我不知道。」理髮師的手停住

了，然後非常肯定的說，「我知道，有個好老公養你。」我真是

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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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麽？老公？」多陌生的詞兒，這輩子都沒跟它發生過

關係。本想去爭辯，可一轉念，還是不去說的好。誰能理解我這

種生活狀態，沒有老公，沒有孩子，沒有家庭，沒有工作，沒

有⋯⋯。

 我敷衍他，「小夥子，你說的對，我有一個好老公養着。」

理髮師讓我翻過身去，開始捶打後背，兩隻手像在案板上剁菜，

快速地敲個不停。「我怎麽看你都不像那種被老公養的人。」 

理髮師又在發問，他對手下敲打的這個女人，充滿好奇。

 「我是畫畫的，在學校裏教書。」我想用一種常人的思維來

回答他，省得他問個沒完。頭頂上的天花板，一盞昏暗的黃燈泡

在晃動，光線透過竹編的燈罩，照在灰暗的牆壁上，恍恍惚惚的

光影彌漫開來。

 思緒又回到從前。

 那年我十七歲，從上海市第二中學，考上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附屬中等美術學校，而戚阿姨家的大兒子羅安，在北京讀完中央

音樂學院，分配到北京兒童藝術劇院，在樂隊裏拉小提琴。

 在我去北京上學之前，和戚阿姨家的大兒子去了一趟杭州。

我至今還記得那次旅行，自己和羅安，被安排在一輛完全封閉的

小型軍用卡車後面，而羅安的父親則坐在駕駛室裏。車子啓動

了，厚厚的軍綠色帆布掛下來，汽車一顛一顛地往杭州方向開，

偶爾透過的光線，照在我和這個男孩的臉上，時明時暗的，該不

是個好兆頭。

 也不知是不是大人的特意安排，將這對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

命運，強行安排在一輛完全封閉的軍車裏。

 汽車從上海到杭州要坐三個多小時，好像就在那次，我第一

次感到和眼前這個從小一起長大，非常熟悉的人，有些不自然。

平日裏，大人們總在暗示我們的未來，但這個未來究竟是甚麽？

結婚這個具體而又抽象的詞，到底意味着甚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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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說，在我真正對異性產生好奇與好感的年紀，和羅安並

沒有在一起。那時他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上學，而每年春節、寒

暑假的偶爾見面，也是和戚阿姨家三個兒子一起玩。要說真正讓

我接受的，還是對戚阿姨這個家的親近。

 有一個和自己一起畫畫，叫曉強的，還真的讓我曾經有過一

種莫名的惦念。我們在一起畫畫，讀書，談天。漸漸地，我開始

期盼窗下他的叫聲。每當我聽到他呼叫自己的名字，就會興奮地

衝下樓去開門。現在回憶起來，那種感覺還在。記得就在我將要

去北京的一個夜晚，曉強非常靦腆地對我說，「你要去北京上學，

我想每個月給你寄點生活費。」

 「為甚麽？」

 「因為我喜歡你。」

 心裏一陣慌亂。這是在我生命中，第一次一個異性對自己這

麽說，既興奮又突然，既羞澀又不知該怎麽辦？我把這件事告訴

母親，「孩子，你現在年齡還小，考慮這個問題還太早。如果將

來結婚，婆家最重要。戚阿姨對你那麽好，跟她的兒子好，聽媽

媽的話，沒錯！」

 結婚，婆家，這麽具體的未來，一時無法給自己下決斷。

曉強在等待答覆，我必須做出選擇：是戚阿姨的大兒子？還是曉

強？在對自己未來沒有判斷力的時候，我把自己的命運，完完全

全地交給對母親的絕對信賴上。就這樣，我拒絕了曉強。

 那是一個發夢的年紀，對愛的幻想處在朦朧的游離狀態，一

下子具體到一個活生生的男人身上，真有些害怕和膽怯。青春期

的夢想，就是在不確定的關係中，去體味一種抽象的浪漫。

 軍車在往杭州方向行駛，我和羅安面對面坐着。他戴一副眼

鏡，斯文中帶些靦腆。氣氛有點沉悶，我心裏直犯嘀咕，這就是

母親說要結婚的那個男人。想着想着，我不敢再看他了，慌忙從

包裏拿出一本英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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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甚麽呢？」

 「《新概念英語》。」我低着頭。

 「車裏光線太暗，你看的見嗎？」

 「我視力是 2.0 的。」

 我們相對不語。他望着車外，我低着頭，眼皮底下的英文字

母變得模糊不清起來，腦子裏開始漫無邊際地遐想。甚麽「青梅

竹馬」、「兩小無猜」的詞出現在眼前，這種感覺從模糊到真實，

又從真實變得遙遠不可及。思緒飄呼不定的遊蕩起來，兒時的記

憶引導我，陷入一個自己編織的夢裏。

 「你怎麽不說話？」羅安問我。

 「我⋯⋯」抬頭看他一眼，又趕緊避開。

 那次旅行，在我的記憶中並沒有多少浪漫，但有一種焦灼的

情緒，在等待未知的未來。

 從杭州回到上海，戚阿姨要我和他們全家去一家照相館，我

們拍了一張非常正規的家庭式「全家福」。當看到自己站在那張

「全家福」照片中間，心裏頭怪怪的。

 從形式上，我已經走進他們家。

 理髮師的手沿大腿往下走，伸向我雙腿之間，隔着單薄的褲

子，重重推捏女人最敏感的部位，用他的手指，「別，別這樣！」

我用力阻止他的繼續，翻過身去。

 「你怎麽了？怕甚麽？」

 理髮師用力把我身子舒展開來，透着單薄的衣服，從上到下

撫摸我，嘴裏輕輕地說道，「放鬆一點，放鬆一點，你會很享受

的。」我屏住呼吸，閉上雙眼，我感到一陣快感。

 胸口一陣說不出的噁心，我猛地坐起身，再也不敢去看理髮

師的臉，我驚慌的穿上鞋子，衝出那間屋子，匆匆來到櫃枱，付

了四十塊錢，頭也沒回地推門走出理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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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着回到畫室。

 夜，寂靜無聲的夜，空蕩蕩的大畫室，無法言說的情緒壓得

我喘不過氣來。我進了浴室，打開淋浴龍頭，拼命地沖洗自己的

身體。我哭了，我放聲大哭起來。不知為了甚麽，是那段初戀的

回憶，還是為理髮師那雙手？我哭的好傷心，抽泣的身體，根本

無法控制自己。

 那一夜，我只知道哭，沒完沒了的哭，沒有人在我身邊，只

有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哭着哭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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