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迟子建 !!"#$ 年元宵节出生于漠

河"%"&' 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

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 出版有八

十余部单行本"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 %$额尔

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

小说集 $北极村童话 %$白雪的墓园 %

$向着白夜旅行 %$逝川 %$清水洗尘 %

$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 %$世界

上所有的夜晚 %!散文随笔集 $伤怀之

美%$我的世界下雪了% 等& 曾获得第

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第七届

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

奖)等文学奖& 作品有英'法'日'意'韩

等海外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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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的勇敢
迟子建

!

早来的春风最想征服的!不是北方

大地还未绿的树!而是冰河"那一条条被

冰雪封了一冬的河流的嘴! 是它最想亲

吻的"但要让它们吐出爱的心语!谈何容

易" 然而春风是勇敢的!专情的!它用温

热的唇!深情而热烈地吻下去!就这样一

天两天!三天四天!心无旁骛!昼夜不息"

七八天后!极北的金瓮河!终于被这烈焰

红唇点燃!孤傲的冰美人脱下冰雪的衣

冠!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久违的吻"

连日几个摄氏零上十三四度的好天

气!让金瓮河比往年早开河了一周"所以

清明过后!看见暖阳高照!金瓮河候鸟自

然管护站的张黑脸! 便开始打点行装!

准备去工作了" 而他的女儿张阔!巴不

得他早日离家"她怕父亲像往年一样!十

天半月地回城剃头! 又会神不知鬼不觉

地现身家里! 带来意想不到的尴尬和麻

烦!所以特意买了一套剃头工具!告诉他

可以让管护站的周铁牙帮他剃头"

#剃头得去剃头铺! 周铁牙又不是

剃头的" $张黑脸拒绝把剃头用具放入

行囊%

&那就让娘娘庙的尼姑帮你剃 !反

正她们长出头发也得剃!又不差你这颗

头' $张阔说%

张黑脸把手指竖在嘴上!轻轻嘘了

一声!对女儿说(#轻点!让娘娘庙的听

见!可了不得% $

张阔撇着嘴!腮边的肉跟着向两边

扩张!脸显得更肥了!她说)#隔着一百

多公里呢!她们要是听得见!阎王爷都

能从地下蹦出来!上马路指挥交通了' $

#嗬! 哪朝哪代的尼姑给酒肉男人

剃过头* 那不是肮脏了她们吗! 使不

得" $张黑脸咳嗽一声!把剃头工具当危

险品推开"

张阔急了 ! 她喊来七岁的儿子特

特!让他背朝自己!给父亲演示如何剪

头" 剃头推子像割麦机似的!在特特头

上&咔哒+++咔哒+++$走过!特特的头

发!便秋叶似的簌簌而落!她一边剪一

边高声说)&瞧瞧呀老爹! 就这么简单!

傻子都会用'周铁牙和尼姑不能帮你的

话!你对着镜子!自己都能剃' $

张阔没给特特罩上理发用的围布!

剪落的头发茬落入他脖颈!扎得慌!他就

像被冰雹拍打的鸡鸭!缩膀缩脖的" 他

不想受这折磨!抖掉发屑!溜出门外" 太

阳正好!泥泞的园田中落了几只叽叽喳

喳的麻雀!正啄食着什么" 特特觉得它

们入侵了家里鸡鸭的领地! 十足的小

偷" 反正爱鸟的姥爷在屋里与母亲说

话!目光没放在他身上!特特便捡起房山

头的两块石子!撇向它们!教训这群会

飞的家伙" 受惊的麻雀噗噜噜地飞起!

像一带泥点!溅向那海蓝衬衫似的晴空"

"

张阔见父亲不肯带剃头用具!不再

强求" 自打十一年前他被老虎吓呆后!

脑子就与以前不一样了"他感知自然的

本能提高了!能奇妙地预知风雪雷电甚

至洪水和旱灾的发生!但对世俗生活的

感受和判断力!却直线下降!灵光不再"

父亲以前性格开朗!桀骜不驯!而现在

话语极少!呆板木讷 !似乎谁都可对他

发号施令"像今天这样能与女儿争执几

句!在他来说已属罕见"

张黑脸带的东西! 是换洗衣物!狍

皮褥子 !锅碗瓢盆 !洗漱用具 !常用药

品!蜡烛火柴!各色菜籽!手电筒!望远

镜!刮胡子刀!雨衣!蚊帐!烟斗!军棋!

渔具等往年用的东西"张阔发现父亲没

带黄烟叶! 就说)&带了烟斗不带烟叶!

你吸什么* 西北风吗* $

张黑脸有些慌张地说)&可不是!我

咋忘了烟斗的口粮呢" $

张阔灵机一动!对父亲说)&老爹啊!

其实你不带剃头推子也行" 现在男人都

爱留长发!有派头'这两年来咱这里的游

人!我没见一个男人是秃瓢!他们的头发

大都到耳朵边!有的留得更长!还有扎成

马尾辫的!看着可潇洒呢" $

张黑脸一边用旧报纸包裹黄烟叶!

一边&哦$着!似在答应"

张阔备受鼓舞!说)&老爹要是能把

头发一直留到秋天!一定比电视里那些

武林大侠还帅' $

张黑脸&嘿嘿$笑了两声"

张阔凑近父亲!推进一步说)&到时

好莱坞电影明星也比不上你' $

女儿这一凑近!张黑脸闻到她身上

一股达子香的气味! 他抽了抽鼻子!嘀

咕道)&你上山采花了* $

#

没等女儿解释!电话响了 !张阔忙

着接听!是周铁牙打来的!他说)&告诉

你那呆子老爹!今年开河早!让他赶紧

收拾收拾东西! 明天一早我开车接他!

去管护站了' $

&他都收拾好了 ! 现在走都没问

题' $张阔说"

周铁牙说)&给他多带几包卫生纸!

这呆子不舍得用纸!老用树叶和野草擦

屁股!也弄不干净!跟他在一个屋檐下!

就像住在茅房里' $

&管护站又不是没钱! 您也不能抠

门到连几卷卫生纸都不给买吧*才几吊

钱啊" $张阔毫不客气地说"

周铁牙说)&那钱都是给候鸟买粮

用的!谁敢乱花* $

张阔嘻嘻笑了!说)&周叔!谁不知道

您当了管护站站长后! 烟酒的牌子都上

了一个档次*您捏脚的地方!也不是街边

小店的了!是大酒楼的豪华包间了' $

&谁他妈背后瞎传的* $周铁牙不耐

烦地说)&我得修修车去! 不跟你啰嗦

了" 你要是不给你爹带卫生纸也行!让

他今年在家呆着吧" 反正这城里闲人

多!找个喂鸟的还难么' $

&老爹爱鸟! 咱这半个城的人都知

道吧* 您想找比老爹呆的!听话的!懂行

又敬业的!好找吗* $张阔带着威胁的口

吻说)&站长呀!这几年里!您偷着从管护

站带出来的野鸭子! 卖给了哪家酒楼和

饭庄!我都知道!虽说您有后台!但这事要

是被捅出去!您这候鸟管护站成了候鸟屠

宰场!滥杀野生动物!都够坐牢的啦' $

周铁牙在电话那头恨得直咬牙 !

说)&谁他妈这么栽赃我*老子还要告他

诬陷罪呢" 候鸟那都是我的亲爹娘!我

恭敬还来不及呢" 我带回的野鸭!都是

病死的!有林业部门证明的" 不就几包

卫生纸吗! 瞧您当闺女的这个小气!不

用你买了!我给你老爹备足了!够他擦

三辈子屁股的' $

&周叔!这就对了么" $张阔眯着眼

乐了"

张黑脸把黄烟叶捆好后!想着烟斗

对应的是黄烟叶! 自己都给落下了!别

再忘带啥东西 ! 所以他在打点的物品

中!一样样地找对应点!他自言自语道)

&锅碗盛的该是米面油盐!哦!这个归周

铁牙置备(钓鱼得有鱼饵!管护站那儿

的曲蛇多!一锹挖下去!总得有一两条

吧!不愁(雨衣和蚊帐是盾牌!要抵御大

雨和蚊子这些长矛的! 现在花儿还没

开!不急呢+++$他的话说得有条理!又

有兴味!把女儿逗乐了!她放下电话对

父亲说)&刚才来电话的是周铁牙!他让

你准备好东西!明早接你去管护站了' $

张黑脸说)&这么说他也听见候鸟

的叫声啦* $

张阔没有好气地说)&他哪像你!把

长翅膀的!都当成了祖宗!他是听见银

子的叫声了' $

金瓮河候鸟自然管护站的管理方

是瓦城营林局!按照规定!只要开河了!

候鸟归来! 自他们进驻管护站那天起!

就会下拨第一个季度的管护经费!周铁

牙瘪了一冬的腰包!又会像金鱼的眼睛

鼓起来了'

!"候鸟的勇敢#迟子建$著$人民文学
出版社 "%!& 年 ' 月版%

后 记

去年夏秋之际!我在哈尔滨群力新居!住
了四个月" 其中大半精力!投入到了#候鸟的
勇敢$的写作上%

这套可以远眺松花江的房子! 面向群力
外滩公园" 每至黄昏!天气允许!我总要去公
园散步一小时" 夏天太阳落得迟! 也落得久
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霞!忽而堆积
起来!像一炉金红的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
泣血的泪滴%

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 常被它晃得睁不
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样&而与它背行时!

夕阳就是架在肩头的探照灯! 照得脚下金光
灿灿%

夕阳中总能看见各色鸟儿!在树林和滩
地间!飞起落下% 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白修
身衣的长尾巴喜鹊 ! 还有就是相貌平平的
麻雀了 % 麻雀在此时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
上 !热烈地叫 !好像开会讨论着什么 % 有时
我起了顽皮 !会悄悄走过去一摇树身 !让它
们散会%

我散步的时候! 脑海里常翻腾着正在创
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鸟管护站!金瓮河!

娘娘庙!瓦城的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
我黄昏散步经过的场景! 有一种气氛上微妙
的契合% 不同的是!小说故事由春至冬!而创
作它历经夏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无论文本内外!都
是波澜重重% 夕阳光影下的人!也就有了种
种心事%

我写得最令自己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

两只在大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 没有逃脱
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人!在获得
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不到来时的路%

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 而最值得我
个人纪念的! 当数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
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
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岸散步!走着
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
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
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

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 可是
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
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

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儿! 她说她在此地生活
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
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

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
不吉 !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 !时间长短
而已% 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
一瞬%

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
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

中!将它拉入画框+

从 ;<=> 年我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
篇*北极村童话$!到 ?@;= 年第二期*收获$

杂志刊登了这部 *候鸟的勇敢$!A@ 多年中!

我发表了 B@ 多部中篇! 它们的体量多是三
五万字!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我中篇
里篇幅最长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
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它完美!而
是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是这样的长度吧%

这也使得我有机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新的一年! 能够奉献给亲爱的读者一册小
书%我不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山间河流!自
然冲积出的八九万字的小小滩地! 其景其情
能否吸引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验%

让我再一次回望夕阳吧! 写作这部作品
时!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散步时!感觉夕阳
那么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完成!夕阳因为
雄浑!显得无比大!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
离我很近的样子%

这时我喜欢背对它行走! 在凝结了霜雪
的路上!有一团天火拂照!脊背不会特别凉%

()!& 年 ! 月 * 日于哈尔滨

作家迟子建中篇小说新作& 故事
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
小城里的浮尘烟云$既触及东北根深
蒂固的社会问题$如人情社会与体制
迷思$又将'有情(藏匿在东北严峻的
社会现实背后)))红尘未了的德秀师
父*老实憨厚的张黑脸$他们因孤独与
善良而相拥的情感& 这些人*情*心融
汇到东北的莽林荒野中$汇聚成作家
独特的文字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