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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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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个太阳相遇

    然后两个世界   

                永远联合。 海豚和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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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我的姨父……

         文本：三月－六月
    图片：七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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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太阳落下，他正在独自飞翔。

他正在独自飞翔，翅膀大大地张开，使身体缓慢升
起，在他的天空世界里这毫不费力。

他长久地凝视着，忘记了今晚云朵的聚集处，那仿
佛向他展开的深红色—是从已经消失的太阳那儿借来
的。

远远的下面，在云朵之下，是大海。起伏的，依次
反射着天空的那些很深的颜色，羞怯地变换它们，因此
再也不可能区分是否变得更红还是更紫。

突然，令人难以理解地，他把他的小身体转向水
面，几乎合上了他的灰翅膀。

在他合上眼睛之前，在他消失在它的不发光的怀抱
里之前，他能看见它旋转得越来越快，危险地扩展。

......

在他的突然俯冲之后，他在飞翔，仍旧湿着。

他在独自飞翔，在一个熟悉的世界，在一片未知的
海上。 

一片海仿佛在召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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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亮微弱地升起，夜晚很快来临。

……有什么你所缺少的而我不知道的吗？告诉
我……

他们几乎是盲降的。然而他的妈妈毫无困难地认出
了他们。她“无声”地朝着他们过来，在她经过之处唤
醒了一半的领地。

这将是，真正的，一个困难的夜晚。

* * *

不管他做过多少次，他一直感到一样的热忱。
热忱来自于用不断加快的速度撕开海水的感觉。如

果他在水下消失了一会儿，不久就会再次出现做一个控
制完美的跳跃。

他的同伴们跟随在他身后。
他也许是群体中最快和最灵活的海豚，捉鱼最能干

的，还有那原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跳跃。

那时他们注意到右边的鸟群。
一只在最前，然后所有的都转向它。

* * *

—亚历山大！

转过头去他看见另一只海鸥在接近他。他没有意识
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鸟不在黑暗中飞，你知道的……
—是，爸爸。我太专注了。

他们开始慢慢地朝他们出发的岛折返回去。
—我的儿子，我看到你现在长大了。过一阵子你将

离开我们去自己生活。但是我们仍将担心。

—是妈妈让你来的吗？
—是，她告诉我，如果找到了你，要教你懂道理。
—还是老一套……

他们现在更近了。海鸥的领地已经模糊可辨了，展
开在海滩附近。在半明半暗中岛上几个地点的岩石仿佛
更粗糙，更难以抵达。

—她是对的，亚历山大。你好像什么都不关心。
你一直飞翔，但是没有目的。你俯冲入海，但是你

不寻找食物。你一点也不考虑，你就快到成立你自己家
庭的时候了。

当心，我的孩子。当心你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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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又在观察日落，毫不费力盘旋在水面之上。

像一个巨大的蛋黄，太阳慢慢地向大海移动。每天
的结束也许是它最美丽的时刻。

于是，为了流逝的一天悲伤在减少。有时是感谢，
对你不能忘记的那个特别的日落。

......

水溅了起来，好像什么重物掉落水中，突然引起了
他的主意。

在他左侧的远处，他辨认出平静海面上的一圈圈的
水纹的开口。

几乎同时，一只海豚高高跃起，在大概同一个地
方，他用背做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旋转，使同样的声
音传得很远，很远，肯定传到了他的岛屿，也许远至陆
地，谁知道呢。

突然，像是他习惯的，也许不合道理的，他开始朝
单个的意外访客飞去。

他所有的想法立刻消散了。

—哎！海豚！

一些已经散开去努力地包围鱼。
它们反应得比较慢。除了逃走，没有其他的选择，

它们转向圈子中唯一的开口，只是向饥饿的、毫无疑问
更快的海豚投降。

再一次，作为“小鱼”屈服于自然的不公平法则，
他想知道是否他在消灭比他自己更好的生物。

剩下的这天，他们继续他们之前的游戏，休息了
几次。这样，当夜晚来临，他们聚集一起溶入傍晚的宁
静。

然而，有一只，不在群里。然而，没有谁担心。
他们从现在开始知道了他奇怪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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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不过，到处都是黑暗。没有光……

—真的吗？
在你的世界里甚至没有月亮？
至少有星星吧？

它消极地用摇头来回答。

远在西边的太阳即将触碰到海面。
它转向海鸥。

—飞……请飞起来，告诉我现在从上面看起来是什
么样。

他飞上天，过一会儿再次去接近不耐烦的海豚。

—从上面看，好像有两个太阳相遇在地平线的边
缘。有一个你看得很清楚，另一个，很相似，深红色，
在水面上漂浮了一会儿。

随后看上去几乎溶入到大海的颜色之中。

海豚开始跳得尽可能的高，寻找“另一个”太阳。

—我看不到它……我完全看不到它……

他等着去叫它—几乎确定它将再次出现—当它
做下一个跳跃的时候。

海豚，眼睛转向火一样的球体，吓了一跳。它快速
转向亚历山大。

那个俯冲一定不是它的所有本领中最厉害的……

“是”，当它在水面上闪烁地出现，简单地说。

亚历山大笑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吓你。我看见你的俯冲，想要靠近你，

跟你说话……

—但是我想，海鸥在这个时间是不飞的，在远离他
们的岛的地方！

他温和飞下去到海豚旁边。
它轻微偏向一侧，这样它能更容易听见。

—我喜欢独自飞翔，看太阳落下。
—高处那儿一定很美。
—是的，确实是……

他看着水。
—……在深深的下面，正在发生着什么？是不是到

处都那么暗?
沉下去的太阳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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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观察一个生物，试着用他看世界的方式来看。
一个生物所看到的世界，他看不到。

“别担心”，当时他跟它说。
“我将告诉你我看到的东西。”

“我将为你而飞……”

安静的时刻来临了。在两个合并的太阳前面，在它
们消失之前，水面上的圈圈慢慢地开花。

—而且我将为你而游……

那儿，当这个太阳正在越来越多地穿透另一个，在
两个世界的历史上，最美丽，最奇怪的承诺正在作出。

现在出现了一个新太阳，一个意外相遇的产物。
两个部分适合彼此的样子，你不再能肯定地分清哪

一个属于天空，哪一个属于大海。

哪个太阳反射了哪个……

......

—我还没有问过你的名字……
—我叫亚历山大。你呢？
—杰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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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新一天的破晓，他飞向东面的海角。
在岛的那一面，杰森已经在等着了。他在慢慢地游

泳，几乎触到水面。

—早上好。
—早上好，亚历山大。
昨天晚上你回去得顺利吗？

—是的，到目前我已经习惯了夜间飞行……
月光对我足够亮了。

一片安静。

—好像有太多的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终于还是开口了。就这样，开始了一场没完没
了的谈话。

当亚历山大把翅膀并在一起成了一个新奇的形状，
杰森听到一个他从不能想象的世界。

关于茂密的森林，关于风车、房子和道路，关于生
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关于巨大的多彩的田地……

相应地，亚历山大从未想象过在大海深深的下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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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空中俯冲，他是怎么看它旋转的；当他温和
地减速，微微张开翅膀，他是怎么感觉的；当他升起一
点儿随即俯冲之前几乎碰到水是怎样的。

他连续说着，对于飞翔的感觉，有着不寻常的热
情。

他跟他解释，当你高高地在那儿，当你离得远，东
西就显得小，弱。而且细节显得不重要了。

你在上面感觉更大，更强。

距离消失后，你又变成另一只海鸥……

他重复着，当你飞得高，细节显得不重要了。
当你飞得高，万物显得像细节。

杰森，在他的旁边，随后闭着眼，试图从上面看
自己，从上面看岩石，岛很小，微不足道，海卷起了
它—最初是绿的，之后是深蓝的……

......

然后不停说话的人变成了他，对于游泳的感受，有
着不寻常的热情。

他描述当他移动到海的深处时他是怎么感觉的，当
他逐渐开始加速时又是什么感觉，他怎样突然转身朝向

着一个多彩的世界，有着海绵、珊瑚和海草，丰富的生
物，大的小的，无害的和危险的……

......

然而，似乎最令他们高兴的是当亚历山大为杰森
而飞翔。在某些地方，如果他是一只海鸥，他会想要飞
翔。

或者当杰森为亚历山大游泳，在某些深度，如果他
是一只海豚，他会想要潜水。

最后他们分享各自的经历、各自的感情。

......

他现在看着他为了他飞翔在小岛之上。在他的两个
倾斜的黑眼睛里，只有一只海鸟高高飞翔，它的翅膀大
张着。

一会儿以后他听他带着同样的奉献精神，描述他怎
么看岛屿，包括连到沙滩的岩石，那儿的海水最初是绿
的，然后是浅蓝和深蓝。

那时他感到风在用力刮，但是这没有使他离开；那
个时候他保持静止，不费力地，在空中。

他一次又一次地问，没有停顿。

当亚历山大远远飞离它，它变小了，他一次又一次
告诉他，大海看上去好像被土地和地平线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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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在平静的水面上一动不动。
他在看杰森为他游泳，在他不能企及的深度慢慢漂

走，变成了海水的颜色。
距离，这儿也是，在改变现实。

他在等待，不耐烦地看着水里。
直到他出现。

好像一个影子穿进光里，他一点点看清了一些形
状。然后他看到他在口鼻部托着什么东西。那是他第一
次看到那样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他朝着岛内飞了。

作为一只海豚，他从未见过一朵花。
因此，当亚历山大持续观察一只躺在附近的一块岩

石上的贝壳，他第一次拉海里的某个如此纤弱、如此易
碎的东西……

......

同样的，那天剩下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平静地，
在对话和故事中，在两个精彩的游戏之间，在分享他们
的感受、情感的努力间，时间消散了。

现在他们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彼此，他们也能看
见他们自己的世界更美。

发现它新的面貌。
观察那些之前被忽略的东西。

水面，在他最后跃向空中之前，看云越来越快地变成各
种形状。

亚历山大一次又一次问他。

一次又一次杰森告诉他，当你在水中，当你在其中
某处感到“悬浮”，你的每一个动作变得缓慢。每一个
时刻都好像在持续。

而且时间好像不再重要了。

之后亚历山大闭上了眼睛，他试着感觉，即便是一
小会儿，迷失在海底深处的某个地方，在一个不同的世
界里。

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都无限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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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在空中转了一个小弯。 他的爸爸和兄弟们正在向
着岛飞回去。

他的妈妈之前已经跟他道过别。她是如此精疲力
尽，飞不动了。

他决定不跟任何人谈论杰森的事。
他没有对妈妈说，也许只是因为起不到任何安慰作

用。一只海豚在任何事情上支持他，在他需要帮助的时
候去帮助他，是不可能的。

对他父亲，他只是提过一只也将去陆地的海豚将跟
他一起旅行。仅此而已。

“它会耽误你，你该知道……”
“没关系，父亲……”他说，“我会有一个同伴。”

对于其他的，那些刚好看到他离开的，只是一个巧
合。那只海豚游得很快，间或做些小跳跃，跟亚历山大
去往同一个方向。

他们两个少年只是渴望发现更多的事物。两个少年
渴望学习。

渴望，如此，生活。

现在，一个通过另一个的眼睛看，带着研究、探索
的精神，他们再次意识到他们对自己的世界了解得多么
少。

在地球上他们所依附的只是一个无限小的部分，小
得几乎不值一提。

决定已经做出。
明天他们一起离开。
他们朝大海边缘的大岛前进。那个岛叫做大陆。

那个晚上整个海鸥的领地保持着不眠不休，因为一
个妈妈“沉默”地哀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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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这样的天气里，他们需要至少两天才能抵达陆
地。如果他们俩都能飞，就能差不多早到一天。

他们连续地前进，只是偶尔停下来，多半是杰森因
为他游泳的速度而疲惫的时候。

就一只海鸥来说，飞得比较慢的话也许更累。但是
他不想要飞在前面。他喜欢去观察他的朋友游泳。

他喜欢他们在一起的感觉。

......

亚历山大去过陆地，不记得确切是什么时候，那时
年纪小多了。

那时，跟他的父亲和兄弟，当他在虚弱的时刻向他
们许诺过这个。

从那些少数狂热的日子里唯一留下来的，是一些已
褪色的影像，没法分辨哪些是他自己看到的，哪些是听
年长的海鸥描述而存在他的记忆里的。一个传说说过岛
在大海的边缘。

到了他自己来看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的时候了，从
别人的真相中去区分他自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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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线？来自大海和天空的颜色？

—……

亚历山大，看着知道地平线的水面，微笑着，同意
了。

这样他们继续前进。
他们向着那条线平行地移动，划分开他们和他们的

世界。
对着蓝线平行着。

也许既然他们已经命名了他们的界限，现在他们知
道哪个是，也许现在他们有能力打败它。

杰森，从他那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已经习惯了
游泳，在远海，远离陆地和居民。

这是第一次他随着大海如此接近人类。

......

他们在无云的晴空下肩并肩停留。

当触到水面时他们很累，那道阻碍他们旅程的分界
线，明确了他们能力的程度。

那条线他们不能只是穿过一会儿。然而，只要需
要，就去尝试未知。

希望这是他们不曾拥有的。

如果像岩石那样坚硬和难以通过，像土和沙一样不
透明，他们也许从来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从不想要
学得更多。

因此，这个共同的边境，应该以某种方式命名。
但是每个他们能想到的名字好像都不合适。一个

所提议的，总被另一个否决。最后他们没有达成任何结
果。

“为什么不简单地叫线？”过一会儿杰森问。
—这个太简单了……

—分界线？
—这个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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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改变了气氛，介于一层奇怪薄雾中的斜坡之
间。

在里面，颜色和声音在消散，动作变缓，万物变成
一道微不足道的阴影。

只有他的身形凸显出来，飞翔在小房舍上。

他的啼叫因周遭的宁静而被意外地放大。

传播到各处，淹没了这个地方，像一波大浪击中周
围的岩石，在回到它的源头之前，在被束缚和消亡在那
层薄雾的平静之前……

他随后飞回平缓的顶峰。

......

当太阳落下之后，他们朝岛的另一边前进。
他们在黑暗中抵达了小港湾的尽头。

在那儿，在村子前，在半开的窗户透出的暗淡的光
线中，他们疲惫地睡去。

* * *

他们很幸运。
他们一直按着走的大致路线—几乎感觉不到地更

靠右边—一座岛现在能看到了。
当太阳向着大海下落，为了即将来临的夜晚，那将

是一个安全的避难处。

当他们接近时，看到巨大的岩石雄伟地耸立着。
还有金色的、彩色的光线。

在不受阻碍地升起到岛屿的平缓的顶峰之前，陆地
开始从海上突然出现，边缘是破损的，然后继续平坦。
亚历山大现在朝着它。

他看着他飞翔。
一个小白点在风中滑行，向多石的凸起挑战。
他越飞越高，穿过起伏的高地，突然耸立的岩石，

平静的顶峰。

 他消失在山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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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那些教堂……
然后他消失去探索他的世界了。不过他没有走近渔

船。

......

他在鸟群后面飞得远一点，也没有比鸟群高多少。
对他来说似乎很奇怪，海就在周围，这些海鸥却如

此为食物争斗。因此他带着复杂的情绪站着看它们。
然后，出乎意料地，其中一只从鸟群中离开，开始

朝着他飞。

“早上好”，来到近前时，不知名的海鸥有礼貌地
说。

—你也早上好！
“你是这儿的吗？”他随后问。“我想以前我在岛上

没见过你……”

—只是路过。我们来自一个很远的岛。
我们要去陆地。

—“我们”？你和其他的海鸥吗？

亚历山大不由自主地微笑。
—不是的。

* * *

他们被渔船收网的声音唤醒。喘息着的移动的声
音，强力地传播到大海和天空。

在后面，来了一群海鸥。
在啼叫和拍打声中—从其他海鸥的路线来确定他

们的路线—他们饥饿地对着海面上浮现的小鱼或者被
渔船上的人扔掉的那些没用的海产俯冲。

在杰森刚一出现在蓝线处，他就去靠近他。
这一天已经开始了。

......

他们看见村庄散布在山坡上，白色的，充满阳光。
他们随后沿着多石的港湾边上前行，在那儿岩石让

位于沙滩。一切都显得很平静，因为还是清晨。

在飞向船和海鸥群之前，亚历山大再次飞翔在小房
舍上。

杰森，相反，在村庄附近的水面上停留了一会儿，
看着花盆和绿化妆点的房舍，有着蓝色的窗户和有艺术
感的阳台。看着有着石阶的小街，有着高高钟楼的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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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海鸥之神或者海豚之神”他跟他们平静地
说。

“甚至没有人之神。只有一个神。不管名字叫什
么。

这些大白房子是他的房子。”

“他住在其中一个吗？”亚历山大坚持问。

彼得理解地微笑了。

—他住在万物里。在那些里面和在我们里面。他住
在云里。在海里。在沙子的最小颗粒里。

他创造了万物，你看。我们周遭所有的一切。
他知道所有的事。过去，现在，将来……
我们在生命中做的所有坏事，我们都会得到惩罚。

我们做过的好事，我们会得到奖赏。
他将在我们离开时审判我们……

他大睁的眼睛里是同样的平静，那也存在于他的话
语里。

......

—为什么？

......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一对！”彼得承认在开
玩笑，在两个朋友间游泳。

—你住在这儿还是你也来自其他地方?
—我出生在这儿，而且在这儿几乎住了一辈子。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岛。我不时飞去陆地，但是我总

会回来。
我的朋友们、我的亲戚们在这儿。

他们避免问关于陆地的任何事—可能不知道原因
是为什么……

“这些大白房子到底是什么？”杰森随后问，稍微
一下改变话题。

他们看着村子。
亚历山大觉得很奇怪，他的同伴观察到他自己迄今

为止没有从上面注意到的。

“你不知道吗？”
“这些大房子，每个都是上帝的房子”，彼得回答。

一个困惑的时刻来了。
—海鸥之神的房子？
“或者可能是海豚之神的？”海豚补充。

他看上去一直在等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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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想要我们一切都好……”亚历山大怀疑地
重复。

“我的父母一直也是这样。”

“然而，也许，他们从不知道那是什么。”

......

他们离开前往远海。
在他们身后，船正在码头上停泊。

“你问为什么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转过来看着
杰森。

—他为什要审判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我们属于他。
他创造了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相信他的人不问为什么。

—为什么？

“但是因为他知道，不是我们！”他说，很吃惊他居
然不得不跟别人解释世上最简单的事。

“对不起”，他补充，“但是我现在得走了。”
拍打着他的翅膀，他飞到两个旅行者的上面。他再

一次宁静地看着他们。

“相信他，我的朋友们”他跟他们说。
“他一直想要你一切都好。”

木船，收了网，在接近村边的码头。
他再次朝那儿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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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下降得快多了，可能看上去他轻微地转动了
他的半开的翅膀。

在继续他的飞翔以前—通常是再次，他开始于一
个持续很久的转弯以一个完整的圆圈为结尾。

杰森尝试了类似的。他在空中跃起，做了一个转
体，他又跳入海中。

......

他们现在肩并肩漂浮着，独自在蓝线。

他们一定很疲倦，他们的游戏，不管他们持续了多
么短暂，却使他们更疲惫。在开始前他们就知道，但这
没能阻止他们去做。除此以外，这样他们能在旅途的单
调动作中得到休息。

他们肩并肩漂浮着，独自在蓝线。一个灰色画刷的
两划，遗留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

“你听见什么了吗？”杰森问，打破了寂静。

—没有，听见什么？
—好像有从远处来的轰鸣。

他刚说完，同样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次亚历山大也
听见了。

* * *

他们遇到的岛现在已经消失，陆地看上去不那么遥
远了。

他们上面的天空到处被各种灰色的云所遮盖。大海
很平静，也很灰色。

他们两个，两个身影迷失在玻璃世界里，在这样一
个安静的无色的日子里。天空和大海的边界看上去消失
了的一天……

他们并排前行。在无限的蓝线的镜子里，好像它们
是彼此的反射。

他们在一起。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将并排存在；
他们将一齐前进，在两个世界里，在大海和天空里，作
为一个生物，作为一个整体。

他们同时是原型和映像。他们像这样住在镜子的两
面。

......

他跳得很高。 
尽可能得高。
他停在空中，开始下落，最后尾部朝下落入水中。

在那个时刻，亚历山大飞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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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跳起，跳得尽可能的高，在同样的海浪上滑
动。希望闪电再次照亮大海。

......

陆地现在很近了。风终于转向了对他有利的方向。
但是雨一直在增大。而且他的翅膀背叛了他……

他精疲力尽掉入水中。

他很快地飞上了天空。云朵很远，靠近陆地，变得
厚重，甚至变深了。

“暴风雨要来了！”，当他朝着杰森移动时，大叫
着。“我必须朝前移动……”

他看上去甚至更担心。
“快点飞！不要等了……现在就走！走！”

......

他贴着水面低飞，灵巧地移动他的翅膀，不断加
速。海面被新生的涟漪渐渐打破。

他飞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快。虽然风好似有不同的看
法。

当海浪开始变大，他被迫往高处飞。风力继续增
大，不时改变方向。雨的气息现在包围了他。

傍晚变成了黑夜。
夜晚被闪电的亮光变成了白天。
他将继续，不顾像海浪一样倾泻的雨。

......

他在海面上游泳。一只海豚对抗着布满泡沫的大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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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见一个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微弱得仿佛是他想
象出来的。他几乎停止了呼吸，听着寂静。然后他听见
了同样的声音。

像一声口哨，在晚上，能被远远听见，飘荡在蓝线
上。有人在叫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回答得足够响。他只知道他又开
始游泳了。撕开海水再一次获得了意义。

那就是他再次为他游。

* * *

太阳现在照着平静的天空。海很平静，突然宁静好
似从未醒过来。

但是岩石显露出前一晚有什么事发生了。
土还能闻到雨的味道……

一整天他在叫着他的名字。一整天。

他小心地查看着岩石。他估摸着自己不应该离他搜
寻的地方太远。所以他继续寻找。

他问遇到的海鸥，是否见过他。他恳求他们跟他一
起去寻找，去留心，去帮助他。

但是他们有其他的事要做。他们不久放弃尝试，去
外海寻找食物。

早上变成了傍晚。傍晚也在继续。
然后黑夜回来了。

当月亮投影在海面上，他依旧在独自看着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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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变得汹涌的日子里，他笨拙地爬上高处的岩
石。在海平息的日子里，他笨拙地掉进水里游泳。

他们边往上移动边说话。
他们缓慢移动，累了的时候，他停下来在附近光滑

的岩石上休息。

后来杰森给他带来海床的碎片。
他给他带来他发现的最美丽的贝壳，大的小的，硬

的脆弱的，小心地用他的长鼻子顶着。他给他带来各种
形状的海绵、各种颜色和形状的珊瑚。

把他们留在水边的岩石上，在那儿海很容易把属于
它的东西带走。

然后他们继续移动，与岸平行。

......

像亚历山大俯冲入海时有时会旋转一样，他在他前
面游泳，不断转动他的身体。

其他时候他惊人地几乎完全停留在水面之上，只用
他的尾巴支撑。

或者，相反地，他把全身藏起来，只留下尾巴去通
过蓝线，跟他的朋友打招呼。

当他让他做，他高高跳起—尽可能的高—在大
海再次把他拉下来之前。

* * *

新的一天开始了……

游近他躺着的岩石，他看着他睡觉。
海浪 冲洗了他的翅膀。盐分对他的伤口很有好处。

他张开他的眼睛。只有在那时他接近他。
—你疼吗?
—不太疼。

他的身体被擦伤。在海浪终于有一次把他冲上岸之
前，很多次把他击打在岩石上。

他想要张开翅膀，但是他停下了，因为他右边翅膀
的剧痛。

—翅膀断了吗？
—我不觉得……我根本不能动。
也许骨裂了。或者某个骨头错位了。或者只是因为

被撞疼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能飞。

—别担心，亚历山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接下来的几天过得比预料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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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他们从不是两个相异的生物，他们只是
有着同样意愿的两面。

去探索眼睛能够抵达之外的世界的意愿。

......

他再次张开翅膀飞翔，对增大的风力漠不关心……

他现在能伸展他的翅膀，上下移动，没有特别的疼
痛。

......

从岩石到岩石，他听杰森不停说着海里的生活，让
他更多地告诉他在陆地上的生活。

从岩石到岩石，他听杰森跟他描绘他不能看到的深
处的那些事。

在深水中的沉船，有损坏的桅杆和腐烂的龙骨。有
着恐怖的黑暗开口的小洞穴内部。直接开口到海里的裂
缝—巨大，满是黑暗。

在几乎他所有的漫游经历中，杰森都找到不同的东
西带回给他的朋友……

之前从未有一只海鸥学习到这么多关于星球上的这
个巨大蓝色的部分。

也许从未有一只海豚知道这么多关于大海的每个细
节的美。

......

有一段时间，亚历山大持续地吃杰森用头突然摆动
而撞上岸的鱼。或者他从他朋友口中取小鱼。

没有什么羞耻的。没有义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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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们在大河的河口分开了。
如果你愿意，从上面看你就能相信，那不是流出来

进入大海的河，那是深入陆地分裂陆地的大海。

亚历山大将沿着河到它的源头。杰森将继续游到陆
地和大海的边界，一直到距离他们很远的每晚点亮的灯
塔。

在灯塔他们将再次相遇。

......

靠近那个古老的灯塔，亚历山大会描绘他自己在刚
才第一次面对了什么。

一条蓝河流入绿色的植物中。
一条白色的喧哗的瀑布把彩虹藏在薄雾中。

他会描绘云朵落入湖的镜子中。 
雪留在了冰封的群山中。

靠近古老灯塔的某个地方，两个旅行者将再次互相
交换他们的知识。他们将告知他们的感觉。

因此，他们将分享同样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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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见过他们！

他们在海中伸展开他们苗条的身体。
但是他们无疑是最危险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们

是隐形的。而且他毫不警惕地笔直朝着他们移动。

他的感官突然敏锐起来。

他让自己的身体在空中落下。等降到了足够低的高
度，他减慢了速度，灵巧地转动翅膀。

......

他现在飞在杰森后面一点。他现在叫着他的名字。
但是在水下面游泳的影子以同样的速度前进。

他把身体降得更低，这样他的翅膀几乎接触到蓝
线。他仍旧飞在杰森远远的后面。他一次又一次叫着他
的名字。

通常他会现在升起来呼吸。但是他不能再等了，网
看上去已经非常近了。

他开始飞得更快，超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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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天，亚历山大以为杰森的父母在是他们群体
里的其他海豚。

“那时我太小了，我记得……”
“我们在靠近岸边一起游泳，但是我在后面远一点

的地方待了一会儿。当听到他们的声音时我正在跟一只
很大的棕色水母玩……”

“他们都被困住了……彼此离得不太远。离水面也
不太深。

他们试图离开。用嘴咬网。”

“当他们看见我，他们又开始叫。他们叫我停下
来。

当我最后停下时，他们叫我走。走得远远的。不要
回来。不要往回看。就转身走开，越快越好。”

“我站在那里僵住了。”
“然后我转身离开。

没有回头看。”

......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接近过岸边。我从不接近
人。

我去了外海。在那儿我发现了其他的海豚。在那儿
我长大了……

在大海和海鸥的岛屿。”

然后，没有减速，他升高了点儿，立即转过身体，
并且笔直俯冲入水。

......

收起他开始的弧线以便避开他，他再次接近他的朋
友。

吓了一跳。他们几乎撞上。

在距离它只有几米远的停下了，他们安静地观察
它。

杰森先开口了。

—谢谢你。
亚历山大，还在心烦，大大地微笑了。

“你看”，他说，“一只海鸥在你上面看你是什么感
觉？”

“我看……”他回答，也在微笑。

“……很遗憾，一些其他的没有……”

把目光从网上移开，他转过去看着他。他回了一个
内疚的眼神。

“确实”，他承认，“我从没跟你说过我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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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如果我离开了。也许我永
远不属于任何地方。我从来没真正感觉我属于我们的群
体。我属于某个地方……

......

那个早上没有刮风，然而水看上去在悸动，好像它
是活的。

—……也许大海该被谴责。它属于每个人，但你永
不能独自拥有。

—谁知道，杰森……
也许这样最好……

他们在一起很自由。一起继续他们的永恒的旅程。

“我记得，他们过去常常告诉我，我的父母没有
死，他们还在大海的某处生活着。”

“我记得我那时相信了他们，亚历山大。”
“也许，他们仍旧相信……”

“不管怎样”，他随后说。
“没有人永远活着。我早一点明白也许更好。”

......

他们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感情常常想要用言语
表达出来……

—你有没有后悔过你离开了？我们离开了？

没有等着答案，他又问。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离开？

杰森出乎意料地反问。
—你呢？

“我不知道”，亚历山大回答。
“我肯定不知道。”
“我知道得这么少……那么多要学的……但是其他

的海鸥不理解我。
我想某天这些会发生的……我某天会离开的，甚至

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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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白吗？
海鸥。”

“在这些垃圾上饱腹。在肉块和丢弃的面包。在人
类的剩菜上……”

“海鸥不在乎那个气味。不再在乎无尽的垃圾堆。
已经学会那样生活。

已经学会低飞，远离天空。海鸟飞离了大海。现在
已经忘记海了。

只是食物的来源。他们在这儿能很容易吃饱肚
子……”

他的眼睛流出了眼泪。

“有一会儿我在他们当中飞，大量的海鸥准备好俯
冲向即将到来的垃圾。

在那个时刻，当他们渴望地期待新的垃圾，都一
起冲向新运来的垃圾，抢先拿到一些食物……在那个时
刻，我感觉渺小。极小。简直不存在。

不能言语。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

突然他的脸平静下来。激动情绪不见了。他的眼睛
好像哪儿也没看，他的声音变得空洞单调。

“我从不能说服他们，杰森。我感觉。我知道……

* * *

他在海湾的沙滩边缘待了一会儿。直到最后他看到
他来了。

他落下来在他旁边。
他看上去很心烦。他好像藏着心事。
“这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一天”，他低声说，他的

眼睛突然模糊了。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亚历山大？”

有一会儿他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始。

“在山后”，他终于说，“在那些山后面很远的地
方，几乎很难找到的一个地方，然而离海很近，有一个
垃圾场。都是垃圾。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今天，我在那
儿……

“然后呢？”
在用同样的激动情绪继续讲述之前，他停下来喘了

口气。

“最糟糕的部分，比所有的垃圾、比腐肉的臭味更
糟糕的，是海鸥住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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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爱在小岛上高飞。
当你飞得高，所有的东西好像琐碎。
最重要的好像只是飞得高，我的朋友。飞得尽可能

的高。”

“如果有什么我能为他们和我自己做的，如果我最
后选择做什么，杰森，那只是做我自己……

不是假装我是别的什么人。
敢于生存。”

“但是我永不能说服他们。不仅是他们，而且还有
垃圾场的海鸥。

他们会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怎么向好
像已经忘了他们有翅膀的海鸥描述飞翔的感觉。徒劳寻
找在其他地方的翅膀。

他们会问我意见相左的理由，我不能描绘你挑战着
风、不被风击退的时刻。

最后他们会问我剩下什么，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最后
没有什么留下，杰森？

怎么能告诉他们没有回报？”

我能看到我的每一次尝试会没有用。已经毫无用
处。

即便我如此想要去帮助他们看……
看他们自己。
提醒他们只有吃，是不够的。只是去生存是不够

的。能再次生活。重新开始生活，杰森。
再次开始想着周遭的世界……
关于他们自己……”

 “但是我安静地站在那儿。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
永远也不能说服他们。

说回到那时……
在我出生的岛上。我一起长大的海鸥。

我不能，我试着不用语言说服他们。那不是能被证
明的事。不能用动动你的嘴和翅膀来解释。”

他在说，好像是自言自语……

“对他们来说，我一直是个奇怪、孤独的海鸥，杰
森。

他们从没感觉我只是想要学习怎么思考。他们追逐
食物。他们追逐今天，忘记明天。

但是我不能那样生活。我得了解我自己。关于天空
和大海。

所以我独自离开去飞翔。独自，即便我从未想要这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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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紧紧地拥抱了他的同伴，轻轻地把身体浸入水
中。

“我很幸运有你”，他静静地说。“能遇到会思考的
太少见了。对别人曾经告诉他的会感到怀疑。”

眼泪从他们的眼睛里滚落。
“在我遇到你之前，我以为我在世界上很孤独。我

感觉很孤独，但是我不得不做自己……
我们不得不做自己……
所以，我们也许某天将会相遇。”

他们在一起，恰好在蓝线，对抗两个无尽的世界的
孤独。

他们不是在为他们自己哭。不再是。
他们在为那些也许不能哭的而哭。当你学会没有束

缚地思考，你就能无限制地去爱。

你能为他人哭泣。你甚至能为他人而飞翔，或者游
泳。你能感受他们的感情。

而且你不再只为你自己存在。你为每个人而存在。
为了那些你不认识的，为了那些也许永远不知道你

的。
当你爱的时候。

杰森安静地站了一会儿。他听到的话让他想起了在
日落时一只海豚看着太阳。当周遭都是黑暗一只海豚寻
求着光。

因此当他说话，他的声音中有着同样的悲伤，在他
的眼中有同样的空洞的影像。

“我们永远也不能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
也许，如果我们有一千条生命……如果我们有一千

种思考方式……
如果有一个办法在每个人内心让他们开始。这个世

界将会变得更好。海鸥和海豚，所有的生物，将会从第
一天开始生活。

生活将不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从来不去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
你和我永远不能说美丽的谎言。而且对于真话的恐

惧存在于每一个人。但是，观点是不能教会的，我的朋
友，我们知道这点。观点永远不能转让。

这只是天生的，也许像一个火花，我们内心的一个
时刻。我们让它闪耀，或者我们用灰埋上它……”

“也许任何人没有必要去说服任何人，亚历山大。
我们自己说服自己。”

亚历山大张开他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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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条分界线，亚历山大。没有一条蓝线。
有许多。它们禁锢了我们。然而，我们看不见它

们。我们不想面对它们……”

......

 “我们一直看见我们想看见的，我的朋友。如果我
们想看见，我们就什么都能看见。

在任何时候……”

“或者我们一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的眼睛清晰了，当他们的眼泪落入大海。

亚历山大看着海面。

“我怎么能跟他们说，杰森？我怎么能告诉他们这
些在他们周围的是垃圾，既然他们自己叫这些是食物？

既然‘垃圾’这个词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既然，即
便它存在，他们早就已经忘了它的意思。

既然，那么简单的，他们替换了它。用刚好相反
的……”

他对着水中他的倒影尴尬地笑了。

“也许在我长大的岛屿，和那个我们相遇的有白房
子的岛，和海鸥追逐的木头渔船…… 也许它们都是垃圾
场。

但是我们没有看见。”

杰森继续说话，不应该结束在那儿。

“也许甚至现在我们在一个类似的垃圾场，亚历山
大，然而不想睁开眼睛……”

他们的视野如此模糊，海好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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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岁月平静地过去了。

亚历山大和杰森不再是曾在海中那个多石的岛屿上
的他们了。他们变了很多。

他们变了很多，从少年变成了成年。

然而你能辨别出他们以前的一些特征。而且他们的
眼睛里仍旧有着同样的探索精神。

然而，那儿，没有其他的海豚像他知道得那么多。
关于水果，树和花。关于湖泊和河流。关于瀑布，

火和火山，悬崖和峡谷。关于季节，雨和雪。关于云。
当你飞得高，关于陆地，岛屿和海洋。关于飞行的感
受。

没有其他的海鸥像他知道得那么多。
关于海绵，珊瑚和贝壳。关于海底。关于漩涡和海

流。关于鱼和鲸类动物。关于沉船。关于洞穴和裂缝。
关于游泳的感觉。高高在空中跃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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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的海豚，也没有其他的海鸥对他们自己的
世界了解得这么多。他们在试图了解彼此的世界时已经
了解到这点。

没有其他的海豚，也没有其他的海鸥，对他们自己
了解得这么多。

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他们是谁，他们以前在哪
儿。他们在地球上所依附的那一小部分。小得几乎不值
一提。

但是他们现在骄傲于他们生活过。他们知道他们顽
强地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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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们不确切知道什么，但是某事把他们的注意力引
到了那个小小的、空着的海鸥岛。离大陆那么的远。

它肯定不像他们曾遇过的任何一个。所有之前的岛
屿好像漂浮在海上，但是这个……

从侧面看它，一部分像被锋利地切割了，落入水
中。其余的很长的一部分在缓慢下降，直到消失，最
后，在蓝线之下。

这个岛不像其他的岛，它看上去好像正在海中沉
没。

或者好像曾经开始沉没，直到触到了海底，停留在
哪儿，在两个世界之间。

永远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属于它们两个，不再属于
它们中的任何一个。

......

他站在它的唯一一个山峰上，在这个干燥的岛屿的
顶端，海中、地球上和天空中的某处。当杰森在附近叫
他，他正在看着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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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右翼因为疲倦和结霜而疼痛—毕竟，有些伤口不
能愈合。

如果他不现在停止，过一会儿他将根本不可能移动
他的翅膀。如果这样，也许他将不能控制他的坠落。

......

他们再一次互相挨着。他们旁边的岛屿一直在那
儿。

他已经几乎垂直向蓝线俯冲，比以往更深。如果
他没有停止下落，也许他将不能返回。海在坠落，暗淡
的，越来越深……

他们最后一次看了这个小孤岛。他们不知道是什
么，但是那儿有什么吸引了他们。

也许只是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一个岛。

“你是否曾想过我们的世界正是两个连续的世
界？”他问他。

“一个在另一个之上？”

他从未想过这个。因为有那么多事你从未想到过。
也许因为那些不重要。

“它们好像是那么不同，亚历山大”他继续，“但是
它们是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世界。”

“它们只是两个世界，一个在另一个之上。用水代
替了空气。用鱼代替了鸟。

它们只是同一个世界的两面。”

—……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天空上面有别的世界呢？或者
海底下面也有世界？我们的视野到不了那儿？

......

从海中、地球上和天空中的某处开始，他张开他的
翅膀进入他最了解的世界，他自己的世界。

他几乎垂直地飞向蓝线。比以往都飞得高。
比云高得多。他能看到低处的云把影子投射到海面

上。他出发的小岛看不见了，好像已经最终沉入水中。

他感觉冷。然而他继续升高。他呼吸有点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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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每一天他都感觉越来越累。现在甚至游泳对
于他也很累了。他出水上岸，坐在温暖的鹅卵石上。

杰森徒劳地试着说服他吃东西。徒劳地试着安慰
他。

然而，当他们在一起，当他们谈论着天空和大海，
所有的事好像都跟以前一样。须臾之间，他张开翅膀，
旅途从最初的开始启程。

一个新的旅程，好像他们迄今还什么都没看到……

......

他又在搜寻。叫来海鸥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是否
有什么他能为亚历山大做的。然而没谁知道。

只有一个跟他提了老海鸥。

* * *

在他们穿过这个奇怪的岛之后的一会儿，亚历山大
生病了。跟以往一样又是突然的。

当他接近杰森并让他停下的时候，他们从陆地已经
走了很远。他感觉很累了。

因此他们休息然后继续。尽管不久亚历山大又累
了。第二天他们决定必须找个地方停下看看情况。

......

最后他们站在一个满是白色和灰色鹅卵石的海滩
上。

在一边，是大海。
在另一边，鹅卵石让位于岩石，岩石越来越大，末

端是峭壁。

亚历山大从下面往上看那个高度。

就在昨天，对于他来说，它应该很渺小。他能立刻
飞上顶端。

但是，今天，他怎么能依赖自己的虚弱的翅膀？

他怎么能再次为杰森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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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开始上升。爬上更大的石头，从一块跳到另
一块。用尽了剩下的力气。

......

他没有停顿地游，直到夜晚来临。他决定休息了一
会儿。然后他继续游，在黑暗中。

如果只有老海鸥能帮助他……如果能做些什么……

当他在接近全是绿色的岛时，天已破晓。这正是他
们所告诉他的。但是白海鸥在周围飞。

他叫其中一只旁边的。他请他去告知老海鸥。

他吓了一跳。老海鸥从不去找谁。都是他们去找
他。

当然，直到那时，只有海鸥请求他。

因此，他开始走向岛上最高峰的小洞穴。

他在海滩一边收集了一些鱼。
他用头突然摆动把鱼撞上岸，即便他担心也许他的

朋友什么也不吃。

亚历山大让他不要离开。

但是他不能停留。看着他受苦而什么也帮不了。

经过了所有这些没有理由可以担心。对一只海鸥来
说这只是一天的路途。但是他游得很快。他能在第二天
傍晚回来。

而且他会小心。只要亚历山大也会保重。
他对他道别。然后他离开了。

* * *

他一感到已经走了足够远就开始加速。他想要尽早
回去。所以他得早点抵达老海鸥那儿。

那个跟他交谈的海鸥告诉他老海鸥是海鸥中最聪明
的一个。他一定懂得疾病。但是他不想要再飞了。

他要在他的岛上才能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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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白色和灰色鹅卵石的海滩后面一点。
他得抵达它……

......

他有节奏地摆动他的尾巴，在水中快速推进。他只
在需要呼吸时才浮出水面。

太阳在天空中缓慢地上升。云白白的，在海的边缘
的某处。

这是一个好天。

他慢慢地飞向杰森。在他后面，左边和右边，还有
两只海鸥跟着。

他对他那边低下身。两只海鸥随后也低下身。

他的样子就像一个确实懂很多的海鸥。一生见多识
广。没有人能质疑他的话。

当他听说这只海豚为了一只海鸥千里迢迢来到他的
岛时很惊讶。

但是他没有多问。他建议了他该怎么做。
然后，告诉两只白海鸥留下来，准备他的食物，他

回去了，开始独自朝着岛上最高峰的小洞穴飞去。

......

他没有学到什么必不可少的东西。海鸥只是告诉他
他的朋友应该休息，好好吃东西，恳求海鸥神帮助他。

然而他很高兴，因为他离开了这个这个岛，因为他
在朝着亚历山大游。 

......

他从悬崖后面上升。从岩石被切割前的缓慢升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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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只是普通的一天。

大海好像在召唤你。太阳在高处闪耀。

他的翅膀经受住了。在落到岩石上之前，他滑入
了风中。他把他留在海滩上跟白色和灰色的鹅卵石一
起。他再次飞翔。他再次飞翔，在蓝色的水之上的几米
处……

当他的翅膀看上去断了，太阳依旧在闪耀。

当海终于把他吸引过去了。

* * *

他在鹅卵石上寻找他。但是他不在那儿。他又仔细
看了看。

一阵颤栗穿过他的身体。
好像是直觉，他朝着峭壁抬起眼睛。

他看见他缓慢地张开他的白灰的大翅膀。
翅膀在颤动。

他对着他叫。
他叫得尽可能的大声。
但是他不能回答。他用尽了最后的力气保持着张开

的翅膀。

但是他懂了。他一直都懂他……

因此，他跳下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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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们缓慢地下沉，沿着低处入海的山的斜坡。

鱼群移到旁边。像射线一样的花朵，好像是活的，
拉着自己回到它们的白色居所内。贝壳都在合上。

新的群体将出现。它们将移到旁边。
它们藏在珊瑚和海草间。岩石后面有很多生命……

但是压力一直变得更强劲。天空对他叫着他属于
它。

......

转头向水面，他能看见他最后的呼吸正在回它自己
的世界去。

颤抖地出现，穿过晃动的紫外线。穿过困住的脆
弱、可视的光束，在液态元素，光线逃脱了时间的漩涡
一会儿。

他完全虚弱了，一点儿也不能动。
他把他的口鼻置于头下面。他轻轻地从水中抬起

来，以便能呼吸。

“我要死了，杰森”，他咕哝。
“不……不……”

“请，把我放在……”
“放在哪儿？”
“在……
在蓝线下……”

眼泪出现在海豚的眼睛里—水滴消失在海中。

“你会死，亚历山大……”

“没人能永远活着……记得吗？”

......

他只是让他深呼吸。然后他用他的鼻子轻柔地抱着
他。

他们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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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海豚与花朵和树木，与金色种子的田地和土
路，与充满了云彩的河流和湖泊，沉入一个世界。

而且一只海鸥就会跟着大海……

......

一只海鸥在永远闭上了眼睛之前，看过了地平线之
外的世界。

打破他的透明镣铐。
真正自由地飞。

一只海鸥不能或者永不曾 
凋谢……

将会永生……

        ……至少只要一些海豚
                                将会在深处飞翔。

杰森张开他的鼻子。

在水面下很深处，一只海鸥也开始上升，翅膀大大
张开，当他旁边的一只海豚在连续的圈子中游。

他们肩并肩行进。
通过晃动的紫外线，通过脆弱的光束，他们缓慢地

浮现，逃脱了时间的漩涡……

* * *

他再次带着他，远远地在无限的大海中。

在那儿，在蓝线，一只海鸥翅膀依旧张开着漂浮。
一只海豚用他的鼻子触碰着白色和灰色的没有生命的身
体在哀悼。

在那儿，在蓝线，在他们曾经相遇的地方，海浪开
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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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那儿，迷失在宇宙中

         被禁锢因为他们好像在不同的世界，

         太阳很多，被距离分隔

         太阳被无限的线分隔……

         但是，你记得吗？

      我们的头脑中总是有难以置信的小部分

      永远不遵循自然法则。

         现在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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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包含在书中的文本）

海豚和海鸥的最后一个振翼 
  是蓝蝴蝶。

他们的分界线融化
是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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