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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右栏这位没自由文笔好——人家当时是个初中生啊……



左：《画尸者》By Freedom Koo
http://scp-wiki-cn.wikidot.com/florence01

右：《画尸者》By 殒心

https://tieba.baidu.com/p/3028543401?see_lz=1
https://tieba.baidu.com/p/4753816024?see_lz=1

第一章 佛罗伦萨

（前略）

天还没亮，走廊昏暗一片，只有拐角处的

一根蜡烛正燃烧着微弱的火光，我绕过它，

迷迷糊糊地朝黑暗探手，拿出我藏在墙砖

后的纸张和铅笔，然后溜上了通往阁楼的

楼梯。我的想法不很单纯。据我所知，今

日清晨将有不速之客来访，院长虽明令禁

止我们靠近，但阁楼正好在院长室上方。

我掀开地摊毯，趴在木板的缝隙上向下望

去。果不其然，下方光亮闪烁，隐约可听

到交谈和金属碰撞的声音，只是似乎已近

结尾，也无法完全听清，令我揪心不已。

几分钟后，我听到门打开又闭合，然后再

无声息。

我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交涉过后这位女院

长会如此沉默，当我为隐蔽等待了几分钟

才站起身来时，却正对上一双深蓝色的眼

睛。其实我也没看清楚，还没反应过来腿

就已经软了，差点瘫倒在地，手里的画纸

撒在地上。那位黑袍蓝瞳者低头抓住了一

张，粗略地扫了一眼：“这是你画的？”
“嗯，是我。”我直愣愣地点头，他的声音沙

哑低沉，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

“你看到了什么？画的是谁？”他又拿起另

一张纸。

虽然对这种不经过主人同意就乱动东西的

行为颇有微词，但考虑到双方力量和处境

的差距，我还是明智地回答道：“是赫里斯

阿姨，平时照顾我们，总是板着脸，她的

儿子欠了黑帮的钱，被丢进阿诺河，她就

把自己挂到房梁上去了。”
他探寻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好了，孩子，

没事了。现在还不到起床时间吧？快回去，

小心被发现受罚。”
我懵懵憧憧地点了点头，转身向门外走去。

我趁无人发觉返回自己的床铺，顺路藏好

余下的画作，等到赫里斯女士敲门时恰到

好处地起身，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这位

黑袍人也没有向院长告状——事情本该如

此顺利，但是我那该死的走路不看路的毛

【六】

（注：因顺序是倒错的，右栏只标注章节数）

我总是期待着发生些什么。

一些能激起人某种激烈的心情的事情。

比如老师来孤儿院把我领走。

比如听老师讲起那件他被食死徒跟踪的事情。

比如，那个只在传记上出现的哈利·波特，出现

在眼前。

（注：这段话出现在左栏第七章）

肯定有什么准备发生了。

我开门的手都在颤抖，心吊在胸腔，仔仔细细

地观察身边的情况。平时熟悉的一砖一门，都

莫名地渲染上一层令人激动的阴森感。

收拾好房间之后，我并没有立刻回到自己的房

间去，尽管我知道老师的意思。平时有巫师来

“做这种交易”的时候，老师都要求我到走廊尽

头的房间，那里远离他们交流所在的书房，几

乎什么也听不到。

但是阁楼正好在书房上方。

我屏着呼吸弓得像个虾米，掀开了房间的地毯，

贴在木地板上，透过木地板的缝隙可以看见书

房里模糊的紫光，似乎是交谈的声音从下面传

上来。

雨声淅淅沥沥，我什么也听不到，偶尔有一些

金属物件的碰撞声，差点让我在紧张中尖叫起

来。但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不知

道我在期待什么，总之期待肯定落空了。

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半了，悻悻地溜回房间。

对于低声商量不知什么秘密的人来说，这个夜

晚还很漫长。也许白天我可以从各个细节中了

解一些什么？

在对照片人物的猜测和参与未来自己假想的现

象中，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尽管神经过度兴奋，

我还是留意到，魔法部长并没有到阁楼的房间

里去。

至于他有没有离开书房，或者谈话到底结束了

没有，我醒来的时候还在猜。

两个小时的浅眠后，突然听到雨声变大，我想

起屋顶上有个地方没有修补，担心漏水，还没

想好对策，人就已经自己蹦起来冲出房门，跑

了好几步，才反应过来自己正朝着浴室奔。

https://tieba.baidu.com/p/3028543401?see_lz=1


病搞砸了一切。

我不幸一脚踩空，从台阶顶端摔了下去。

之所以我在此后的八年时间中反复怀疑那

是否是一场梦境，正因为当我再度睁开眼

睛，滴答的雨点与敲门声交织回荡着惹人

烦。我迅速跳起来，检查自己周身上下——
没有伤痕和淤青，连一点疼痛都没有，这

令我很是困惑。

“海拉，谁是海拉？”那是一张陌生的面孔，

同样严肃刻板，但不是赫里斯女士。她的

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院长找你有事。”
一定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我的心砰砰

直跳，推门的手颤抖不已，周围的一切，

破旧的石砖墙缝，青绿色的霉菌，昏黄摇

曳的灯光都染上了某种令人振奋的阴森

感。我将门推开一条缝，磨磨蹭蹭地挪了

进去。院长目光呆滞地坐在她的扶手椅上，

我望着她的眼睛，怯怯地挤出一个微笑。

“海拉，”她神情不变，脸色却越发惨白，招

了招手，示意我到她跟前来。“这位……呃，

先生，希望能收养你……他从事艺术方面的

工作。”说着，她从抽屉中抽出一张白纸，

草草书写着字句。

我向侧面偏头，院长室内角落里端坐着一

位老者，头发皆已花白，戴着水晶眼镜。“先
生？”我试探着叫道。他目不斜视地点了点

头。“你可以称呼我为‘老师’。”
也许是院长当时实在身体欠佳，连带头脑

也不太清醒，也许是那袋少说二十枚西班

牙双柱银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她没有询

问老师的姓氏和来历便一纸决定了我的去

留。我转身离开时，看到她摊开紧握的左

手，和着唾液，全都是血。

当我后来询问老师能否将那些画作还给我

时——造纸术刚刚传入意大利，仅有的几张

也是我煞费苦心搜罗而来——他没有回答。

那个梦境在我听说赫里斯女士因独子坠河

而上吊自尽之后，便被我视作未来的预兆，

渐渐的抛诸脑后了。

对啊，先拿水桶。

我迷迷糊糊朝黑暗探手，凭着记忆想拿门后的

水桶，没想抓了空，整个人向前倾，栽在地上，

咚一声响。

两眼直冒金星，心里把鲁莽的自己骂了无数遍，

但是头疼得厉害，一时爬不起来。在这个漫长

的瞬间，我呼哧呼哧喘气，感觉到空气里有股

异味。

那是腥臭味。

浓烈的腥臭味。

院长有次请我到她的办公室，我推开门，看见

她目光呆滞地坐在那里，我望着她的眼睛，怯

怯地挤出微笑。

她的表情不变，脸色惨白，无力地挥挥手，示

意我出去。

“您没事吧？”
她皱皱眉，慢慢地站起来，来不及做她要做的

动作，咚一声就栽在了地上。

顺着她的手往下望，一大滩混杂着唾液的血在

地面上，已经快干了。

黑暗中，我的面前有一双绿色的眼睛直勾勾地

盯着我，目光呆滞，但是我的直觉让我感觉有

些害怕。

有另一个人在喘气，气流就打在我的额头上。

血腥味从那人身上散发出来，适应黑暗之后，

我看见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高大的男人，弯着

腰扶着洗手池，一条足有我手臂上的伤痕从他

的右边肩胛骨一直延伸到腹部。

伤口是新的，而且有两指宽，血慢慢但不停地

从断口涌出来，他手里攥着魔杖，尝试了好几

次，伤口没有愈合，反而越张越开，血腥味几

乎把我熏得晕死过去。



（前略）

雷鸣打断了我的思绪，由佛罗伦萨返回的

当夜又是一场滂沱的大雨。老师坐在壁炉

旁的安乐椅上，脸上浮现出超然物外的平

静。我的眼睛转向窗外，注视着暴风雨中

飘摇的树林，漆黑的夜色中仿佛孕育着某

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之物，巨兽正在暗处注

视着我，等待我心甘情愿地走出小屋，将

我拖走撕碎。

“老师，你为什么不愿意到佛罗伦萨去？”
我问道，“您的绘画水平那样高超，那些贵

族一定会排着队请您去画礼拜室的湿壁画

的。”
我把话说完，接着便是长久的寂静。

事实上，老师并非与世隔绝，从不与人交

流，这点从他耐不住寂寞而到孤儿院挑选

一个孩子陪伴便可看出。大概每隔半个月，

便会有一两位体面的先生风尘仆仆地穿过

树林，扣响林中小屋的大门，出重金请求

我的老师作画。可每到这时，老师便会像

那位女院长一般将我赶至较远的房间。我

虽然也可以故技重施，但不免总有些阴谋

曾被撞破的心虚，因而从未踏足阁楼。

（注：右栏第 1 页红色字体）

“海拉。”
我以为老师要回答我的问题，略略欣喜，

然而他却陡转了话语：“有客人。”
我无精打采地应了一声，慢吞吞地向玄关

走去，心中不免怨忿，猜测这不合时宜的

来访者究竟是何身份。

我将大门打开，只见一个身着贵族礼服的

中年男人站在门口，没有撑伞，浑身湿透，

脸色苍白，褐发软踏踏地搭在前额，碧绿

眼眸微微眯起，显得极为阴冷，偶然的目

光碰撞令我脊背发凉，很不舒服。我后退

了一步，手指由门框滑落。

【四】

二十年后，一声雷鸣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的老

师停止了叙述，眼睛转向窗外。他已白发苍苍，

脸上是一种超乎物外，与世无争的平静，跟刚

才在记忆中老人惊慌失措的脸形成鲜明对比，

尽管是同一张脸，但我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窗外大雨滂沱，又是一个暴风雨夜。

“有客人。”老师简单地说道。

我满不乐意地站起来，慢腾腾地下楼，这人来

得真不是时候，跟老师相处三年以来，我还没

有听他认真讲讲他之前的经历。像今天这样的

机会，错过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上。

老师一向沉默寡言，也许是独居太久，他有点

儿无法跟人正常交流，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用

他的话来说，这是梅林的指引和宿命。

他是一个“画尸者”。
每当一个巫师死去，有条件的亲属都会请“画尸

者”作画，将死者的模样，神态，动作定格在二

维的画布上，画像中的“人”甚至可以跟画外的

人交流，一举一动跟活人无异。

这样，似乎就能短暂地减轻亲属的痛苦。

但是，这种画作需要画家极高的能力，想象力

是必须的，抗压能力更是重中之重，“画尸者”
的模特们是腐烂的骸骨，笔下画布上的却是鲜

活美丽的生命，并且要将画像立体化，赋予模

特们已经几乎不可察的个性。

与其说是在画人，更像在用另一种形式重新造

人。

对于麻瓜画家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

巫师来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而我的老师，就是所有“画尸者”中最出色的，

没有之一。但是他跟所有的“画尸者”一样，名

字从不被人提起，只用职业称呼。

矛盾的巫师们，将我们和死亡不幸划在一起，

再用这种蹩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厌恶与无

奈。

（注：这段话出现在左栏第七章）

不过，每次死神降临人间，总有巫师会跋山涉

水，不远千里来到这里，用尽酬劳请我的老师

作画。

我闷闷不乐地想，这个不合时宜的客人，又会

是哪个面容凄惨的巫师呢？

我将大门打开，吱呀一声，透过门缝看去，一

个身着奇怪黑色服装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外，没



有撑伞，淋得浑身湿透，黑色的短发软塌塌的

垂下来，鹰一样的绿色眼睛因为近视，微微眯

起，在发下闪烁着。

——

第二章 洛伦佐

“我希望先生为我故去的兄弟作画。”美第奇

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来意。

“朱利亚诺。”老师微微颔首，仍坐在安乐椅

中，一手拿起水晶眼镜，银白发丝在壁炉

火焰的跳跃照射下金光闪闪，亮红与暖橙

色交相辉映，使他周身笼罩了一层淡淡的

光晕，同时令脸庞隐没在阴影之中。

大约是不满老师直呼他弟弟的名字，我看

到美第奇先生皱起了眉头，但没有发作。

其实我这时也很不乐意，因为雨水正沿他

的发梢滴落在地，弄脏漂亮的波斯纹地毯，

门口更是有一大片飞溅的泥浆点亟待处

理，而那正是我的工作。

但我明智地没有开口——哦，这不是出于畏

惧，他只有一个人，即使传闻中的洛伦佐

精通马上长矛比武和狩猎等活动，童年时

便被父亲“痛风者”皮耶罗一世委以重任，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儿又不是佛罗伦

萨。

（后略）

第二天，打理小礼拜堂的管家向他禀报老

科西莫的画像不知为何从悬挂处坠落损

毁，洛伦佐什么都没说，只吩咐他将残骸

收好，挂上另一幅戈佐利所著的圣像画《麦

琪之旅》。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情，”老师指出，“后来

发生了什么？”
“说来话长。”美第奇先生语调生硬地答道。

【五】

“我请求先生为我的故人作画。”
波特先生简洁明了地说道，他神情平静自然，

祖母绿一样的眼睛在雨中熠熠生辉。

“请进。”我偷偷扫了他一眼。

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便跨进门内，全身都在

滴水，我的老师在安乐椅上倾身，拿起他的眼

镜。

“晚上好。”老师不冷不热地说，“在这么大雨滂

沱的晚上光临，想必是非常紧急的事情，大名

鼎鼎的魔法部部长。”
“但是也只是一件小事。我只为两幅画而来。”
沉默了一阵，我看见这两位我都十分佩服的人，

不约而同抬起头，交换了一个我看不懂的眼神。

我怎么感觉这气氛跟那群食死徒来要画那么

像？不知那个食死徒是谁，最后又有没有把画

拿走呢？

如果波特没打断，我想我应该会知道的，我无

奈地扫了不速之客一眼。他正坐在桌子对面，

两手交叉，看样子得折腾好久。

“不知是哪两位？”

【十七】

“那么后来发生什么呢？”老师自然地望向波

特先生。

“后来？”波特先生生硬地回复，“说来话长。”

第三章 那不勒斯

（前略）

“没有人向我委托韦斯普奇夫人的画像

——海拉，去把我书房书架第五层的画册拿

来。”这是明显的托辞了，虽有万般不情不

愿，我还是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关上门

的刹那，我以最快的速度一跃而起，冲上

二楼老师的书房——那里当然没有什么画

册，甚至没有什么书架第五层，真是大意

——我返回一楼正厅，推开门，告诉老师我

【五】

魔法部长掏出一沓被水淋湿的照片，照片是黑

白的，上面有一个男人，而且在不断运动着。

“小天狼星·布莱克？”老师随手拿起其中一张扫

了一眼，“1981年因故意伤害麻瓜罪被捕，阿

兹卡班的囚徒，哈利·波特的教父？”
波特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我似乎看见他嘴角不

自然地抽搐了一下。

老师漫不经心地翻动着照片，照片很快摊满了

桌子，但是都是一个黑色头发，灰色眼睛的男



什么都找不到。但这时他正一手扶着镜片，

仔细端详面前纸条上的内容，明显是美第

奇先生刚刚写就，打开的钢笔正在他手边，

他的指尖沾了点墨汁。

“除了朱利亚诺先生之外的另一个委托，您

确定是这个人吗？”老师问道。

“是的，”美第奇先生僵硬地点头，注视着老

师的双手，仿佛那是西蒙奈塔的嘴唇般恐

怖。“报酬……”
“不必由您亲自支付，”老师郑重地放下纸

条，“您可以委托值得信任者，我将在适当

的时候完成您的要求后向他索取。”
“但愿如此。”美第奇先生抬起双手，十指相

扣撑起下颔，碧绿眼瞳空旷如不可见底的

汪洋大海，嘴角的弧度略微扩大，我怀疑

那是否是个冷笑或者别的什么。“那么，请

恕我失陪。”
老师看向我，这是让我代为送客的意思了，

而我正伸长脖子想偷眼看下纸条上的内

容，目标却被老师啪的一下揉成纸团，准

确无误地丢入背后的炉火。 我瘪了瘪嘴，

只得认命地上前打开厅门，等待美第奇先

生从我面前走过，投下并不高大挺拔的阴

影，然后跟上前去。他正中年，不过半百，

对于一个男人来讲，还远远未至前途的终

结，然病痛已夺去了他的健康，像打败他

的父亲一般将他击倒在病榻之上。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执念令他独身穿过

暴风雨的树林，他为什么急于返回，老师

也不肯留他住宿呢？二楼是有几间客房

的。我突然有些伤感的想到，他这辈子大

概再也没有机会踏出美第奇宫了。

“先生，天很黑了，还下着大雨，一路小心

啊。”走至玄关，我一边客套送行，一边拿

起备用的雨伞。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言不

由衷，但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不要出什

么意外或者迷路。

“谢谢，海拉。”他颌颔首致意，没有把我刚

刚的失礼举动放在心上，绿眸微黯，显得

疲惫无比。面对我递过的雨伞他摇了摇头，

转身走入漆黑的雨幕之中。我呆呆地站在

门口，望着他的背影，直至如一滴水般融

化在深林之间。

巫，从蹒跚学步的婴儿到英俊挺拔的青年。

要收集这么多这么全的照片真的不容易，但是

还不够，照片只是“画尸者”所需的信息的一种，

它也在二维平面，无声而狭隘，除了帮助我们

了解被画者的模样，别无他用。

我记得老师说过，我们不仅仅要画人。显然老

师对这点照片一点也不满意，而且被拿开的照

片越多，剩下那个也要被画的人剩余的信息就

越少。

最后只剩下两张照片了，当骑着扫帚在空中乱

飞的布莱克被拿走的时候，我的老师搭在一边

的大腿突然颤抖了一下。

这动作立刻让我提起精神。

他猛然低下头去，眼镜挂在鼻梁上，夸张地弓

起身子，阴影把那张照片上的人盖住了，他眉

毛狠狠一挑，鼻翼翕动，呼哧呼哧的，好像在

克制自己某种表情。

莫非上面是伏地魔在救助麻瓜伤者？

我一直觉得老师似乎是在笑，感觉非常好奇，

我本以为他是个戴着看不见的面具的老头子，

个人感情都不在脸上，能让他笑起来的，估计

只有这种颠覆观念的东西了。

正想伸长脖子来偷偷看一眼，结果他啪一下就

将布莱克先生拍在了那“神秘人”的脸上，布莱

克先生正张狂大笑的脸把我吓了一跳，心想不

好，赶紧憋住气缩到一边。

老师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一边侧过脸摘眼

镜，一边装出平淡的语气说道∶“你确定是这两

位？”
“我当然确定。”
“那将是一场非常大的工程，我们需要你的全力

协助。”
“那当然没有问题。至于酬劳……”
“我不需要了。”
老师没有理会波特疑惑的眼神，他突兀地转向

我，说了一句他从来都没有说过的话。

“去收拾阁楼上的房间，我想客人不会介意在这

里呆几天的。”

第四章 维克多（上） 【九】



老师用他同样安静的深蓝眼睛注视着我，

好一会儿才用他那种四平八稳的语气说

道：“海拉，记住他的样子了吗？”
我点了点头，当然，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到

一个活生生的美第奇贵族，跟他说过话，

他还记住了我的名字呢。

“从明天开始，我会绘制朱利亚诺先生的画

像，”老师吩咐道，“大约需要一个礼拜，你

不用向我汇报功课。海拉，你已经十三岁

了，该学些别的东西了。”
我竖起耳朵，感到既荣幸又担忧，该不会

是些女孩子的必修课吧？事实早已证明，

我毫无音乐天赋，舞步像大象，唱歌难听

地跟乌鸦一般，不过我可以还阅读希腊诗

歌……
“我会教你修习美术，这个礼拜你可以先进

行一些试验性的练习，比如尝试绘制一幅

洛伦佐的素描肖像。”老师扭头瞥了一眼壁

炉上放置的机械摆钟，我也下意识地顺着

他的视线看了过去，已经很晚了，早就超

过了我平常的入睡时间。但突然间，我因

狂喜而战栗，不敢置信地回望着老师。“我
可以学画画了？”我激动地大喊大叫。

我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求知欲旺盛，偶

尔我会庆幸老师收养了我。我从他人口中

听说过妇女所谓的美德，以男子的强权控

制她们的虚荣和脆弱，如果我在一个正常

的家庭长大，或者被正常的家庭领养，等

到适龄时被当做交易似的张灯结彩地送

出，成为妻子与母亲，在面粉飞扬中操持

着炉灶和柴米油盐。这本是我们应有的品

性，但闭门不出的生活只能与孤独和虔诚

作伴，我已习惯了张牙舞爪，抛头露面，

身处那种境况必然比孤儿院可怕万分，使

我不寒而栗。

老师几乎从不限制我的行动，除了离开树

林，到城市中去。可这已经是足够的自由，

这里有无数藏书和文献，令我得以消遣。

但我本以为他不会将得意的画技传授于

我，这个时代还没有女人投身艺术家行列

的先例，因此当他告诉我会教我画画，我

的激动可想而知。

“好……我，谢谢老师。”我有点语无伦次。

“慢慢来，不要心急。”老师慢腾腾地整理衣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老师的语调出人意料地温和，我心口上压抑的

感觉顿时减轻了不少，不过，今天是什么日子

呢？

对我来说每一个日子都是差不多的。我想着便

摇了摇头。

“是你的生日，阿蕾莎。”
啊？生日？

我愣住了，生日是什么，只是一个没用的年份，

我的生日在档案上还没精确到月份，说不定是

院长随手写的。

“每个生日都应该有一份特殊的礼物，今年你正

好十三岁。”
我抬起头来看老师，他的书桌上多了一支普通

铅笔，还是那种刻着 2B字样的。

“十三岁，意味着你可以开始——”
“也就是说，我可以开始，嗯……学习绘画了？”
我一时忍不住，急急忙忙地问。

老师没有生气，只是笑着摆摆手。

“意味着你有机会真正探索和了解这个世界。”
“真正？”
我有点失望，大人怎么总是喜欢说这些抽象的

概念啊，再说世界不都是这样的么，难道明天

起来我会看出其他感觉？

“不管怎么说，生日快乐，阿蕾莎。”
我两颊酸酸的，一下子不知道往哪边看或者说

什么好了，埋怨自己的懦弱羞怯，明明难得有

人给自己庆祝生日，而且还是平时那么严肃的

老师，怎么我就表现不出自己内心真实的高兴

或者感谢呢……
“从今天开始，我会给你布置作业。”老师轻咳

两声，我回过神，他的声音又变得严肃了，“等
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可以真正开始绘画。”
“那么，今天的作业是什么？”我望了望那支 2B
铅笔，该不会是叫我填答题卡吧？万恶的考试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不如逃出去当野人。

“用这支笔，表达你对一个人物的看法，我们刚

好有一个现成的素材……”
我看见老师拿出了那一沓波特先生拿来的，湿

漉漉的照片。

难道是那个我没看到他脸的仁兄吗？

但是老师将一整沓照片递给了我，我看着布莱

克英俊的脸庞晃悠来晃悠去，感觉有点迷惑。

“小天狼星·布莱克？画他？”



摆，站起身来，“这是他留下的信，那位维

克多•美第奇的语法和文笔都还不错，你可

以把这当做游记阅读。”
又一个惊喜，我如沐天恩，晕乎乎地站在

原地，望着桌上那摞信封，直到老师走至

门边，作势咳嗽一声方才回神。我赶紧吹

熄蜡烛，四周一下子被黑暗笼罩，那只模

糊巨兽得意洋洋地将利爪伸至我面前了。

壁炉下的火堆不知何时已彻底熄灭，零落

的火星点缀在灰烬之中，二月末的寒冷一

点一滴侵袭而来，我打了个哆嗦，赶紧跑

出厅门，回房间去了。

“没错，限时五天，用你喜欢的任何方式，不仅

限于绘画，要求表现出他的所有特征，突出的

性格。”
我拿着那支 2B 铅笔走出书房，翻了翻照片，

原来的最后一张已经被抽走了，我把那二十几

张照片摊开，二十几个布莱克在眼前不断移动

着，我大脑乱糟糟的，暂时想不出怎么办。

第七章 画中人

（前略）

“那你知道画尸者吗？”
我再次摇头。

“天哪……天哪，雷克斯什么都没有告诉过你

吗？”维克多先生微微扶额，在他坦率直白

的注视下，我拘谨的扯了扯面部肌肉，露

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画尸者，

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提

醒世人，画中的人已经死去。”
这句话中有着太多意义，我一瞬间没有反

应过来。当我终于逐字逐句地理解了维克

多先生所说的意思之后，仍然傻愣愣地问

道：“是替人画遗像的工作吗？”
我总是期待着发生些什么。一些能激起人

某种激烈的心情的事情。比如老师来孤儿

院把我领走。比如从托斯卡纳的乡下乘坐

马车到佛罗伦萨去。比如在雨夜中见到绝

无可能的来客、那个只存在于传说当中的

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先生。或者再不

济，听老师讲些他从前——年轻时的事情。

老师一向沉默寡言，也许是独居太久，他

有点儿无法跟人正常交流，跟老师相处八

年以来，我还没有听他认真讲讲他之前的

经历。而现在，从旁人的口中，我似乎得

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那时的我没有想到，十三岁以前老师不曾

允许我接触画笔，虽把我从孤儿院领走却

从未想过让我继承他的职业，为何在洛伦

佐先生到来后改变了主意，为何仍旧把我

独自留在房间当中——在维克多先生令人

避无可避的清澈目光当中，我的胸口被名

【十二】

我松了口气，大概算是看懂了？于是我自然而

然地笑了一下回礼，也许是和救世之星交换了

一个小秘密的关系，我不由得有些得意洋洋。

“在什么情况下，先生会拒绝订单，将画作交由

其他信任的人，以其他方式创作？”
“很少这种情况啊……”波特先生突然说了一句

这么长的话，还主动提问，我高兴又紧张得没

来得及消化问题，下颌骨一松，就扔出了一句

答非所问的话。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赶紧打住，接着大脑立

刻真正开始思考问题。

老师拒绝订单？

“画尸者，存在的意义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为

了提醒世人，画中的人已经死去。”
老师的原话，我试着整理了一下这段话所指向

的事件，然后赶紧把刚才的失言之过补救起来：

“目前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嗯……当被画者

还在世，老师认为折腾一幅肖像毫无意义的时

候。”
【六】

我总是期待着发生些什么。

一些能激起人某种激烈的心情的事情。

比如老师来孤儿院把我领走。

比如听老师讲起那件他被食死徒跟踪的事情。

比如，那个只在传记上出现的哈利·波特，出现

在眼前。

【四】

我满不乐意地站起来，慢腾腾地下楼，这人来

得真不是时候，跟老师相处三年以来，我还没

有听他认真讲讲他之前的经历。像今天这样的

机会，错过了，可能这辈子都不会遇上。



为命运的力量恶狠狠地撞了一下，心脏为

即将接触真相的狂喜而更加有力地跳动，

血液奔涌，我现在一定脸通红了吧——我仰

起脸，用热切的目光盯着维克多先生。

（中略一段）

“每当一个人死去，有条件的家属会请画尸

者为死者作画，所需要的报酬当然是高额

的，甚至是天价，因此一般的家庭绝不可

能负担得起，”维克多先生说道，“画尸者的

画作可将死者的模样，神态，动作定格在

画布上，画像中的‘人’甚至可以跟画外的人

交流，一举一动跟活人无异。”
“这应该是很有压力的事情吧，”我说，“不
论是对死者家属，还是对作画的人来说，

这都太过残忍了。”
维克多先生惊讶的望着我，似乎没有想到

我能以这种年龄说出这样的话来。

“没错。”他最终说道，“与其说是在画人，

更像在用另一种形式重新造人。而你的老

师，就是所有‘画尸者’中最为优秀的。矛盾

的人们，将我们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将我

们视为带来厄运的象征，因此我们几乎从

不到城市中去。”
啊，既然如此，那谜底可以猜出了。不过

我敏锐的察觉到了他话语中的字句。“你说

了‘我们’，你认识老师吗？你也是一位‘画尸

者’吗？”我问。“等等——你刚刚告诉我你已

经死了。那么我现在岂不是在——”
维克多先生轻轻点了点头，我的心情忽而

沉重了下去。

老师一向沉默寡言，也许是独居太久，他有点

儿无法跟人正常交流，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用

他的话来说，这是梅林的指引和宿命。

他是一个“画尸者”。
每当一个巫师死去，有条件的亲属都会请“画尸

者”作画，将死者的模样，神态，动作定格在二

维的画布上，画像中的“人”甚至可以跟画外的

人交流，一举一动跟活人无异。

这样，似乎就能短暂地减轻亲属的痛苦。

但是，这种画作需要画家极高的能力，想象力

是必须的，抗压能力更是重中之重，“画尸者”
的模特们是腐烂的骸骨，笔下画布上的却是鲜

活美丽的生命，并且要将画像立体化，赋予模

特们已经几乎不可察的个性。

与其说是在画人，更像在用另一种形式重新造

人。

对于麻瓜画家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

巫师来说，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而我的老师，就是所有“画尸者”中最出色的，

没有之一。但是他跟所有的“画尸者”一样，名

字从不被人提起，只用职业称呼。

矛盾的巫师们，将我们和死亡不幸划在一起，

再用这种蹩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厌恶与无

奈。

第八章 艺术家们

（前略）

“你就是在那时认识老师的吗？”我问。

“之后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不过，说来话

长。”维克多先生说这句话的神态让我想起

了洛伦佐先生，不愧是同姓美第奇的亲人，

就连敷衍的语气都是那样相似。

“那么，话说回来……原来大名鼎鼎的达芬

奇……是女性吗？”
“‘在真正的天才前，性别亦或年龄都毫无关

系。’你若是像我当年一样，怀揣同样疑惑

发问的话，大概也只会得到那样的回答吧。”
维克多先生冷冷道。

（注：我不需要借助搜索引擎也知道这句

【十六】

“那么，话说回来，卡洛斯•迭斯是什么人……行
为艺术家吗？”
又开始下雨了，我坐在门前，伸直腿，弓下腰，

看见雨滴一点点往上升。

“你不知道？”老师坐在安乐椅上，摇得椅子嘎

吱嘎吱响。

“那个人很出名吗？”
我回想一下，没印象，再想一想，还是加了一

句。

“他跟我们……是同一类人吗？”
“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画死人，他把人弄死了

画。”
我的腰不自觉地颤抖起来，于是我盘起腿直接



话出自 FGO 达芬奇的语音。）

我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话：“那她……跟你们，

不，跟我们是同样的人吗？”既然老师说我

可以学习绘画，应该也认可我可以习得同

他一样的技艺了吧。

“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画死人，她把人解

剖了画。”
一阵寒意再次沿着我的脊背滑下，我觉得

心脏砰砰直跳，内脏都哆嗦了起来。“她她

她，她会杀人吗？”
“解剖只是一种说法。她掌握了人体解剖知

识，从解剖学入手，研究了人体各部分的

构造。她最先采用蜡来表现人脑的内部结

构，也是设想用玻璃和陶瓷制作心脏和眼

睛的第一人。对她来说，人体解剖是了解

人体动态的钥匙。而对我们画尸者来说，

意义又有不同，不论怎样栩栩如生的相貌

和动态都只是绘画者所需表达的一个侧

面，最重要的是赋予画作灵魂。”维克多先

生说道，“列奥所拥有的那种解剖刀般精准

的目光，无声而狭隘，除了帮助我们了解

被画者的模样，别无他用。”

躺在地上，这样刚好可以看见老师，而且可以

感受大雨时地板的寒气。

“他……杀人吗？”
“不，不，‘死’有很多含义，有时不仅是失去生

命，有时可以是人性。”老师若有所思地说道，

“他在人体上作画，而一个人要成为完美的画

布，必须先催眠自己，自己只是一个物件，没

有生命的物件，然后再表现出画家要表达的东

西。”
“我听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皮肤上画画，虽然匪夷所思，但是也不是没

有见过，在朦朦胧胧的童年记忆里面，似乎孤

儿院待客室里就有一两个全身赤裸的女人，身

上花花绿绿地画着图案，站在那里，或是像普

通人一样坐着喝茶，有时还会跟人说话。有个

女人的肚皮上画着一朵妖艳的蓝色妖姬从肚脐

里探出来，枝叶的图案随着呼吸耸动延伸，栩

栩如生，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气。

一不留心走了神，等我回过头来的时候，老师

似乎讲完了什么。

“绘画不只是绘画……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没有你

想得那么单纯，有时即使有对艺术的一腔赤城

也不能接触纯粹的艺术，等你慢慢去了解，你

就会明白的。”
（暂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