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說到珠海，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一條沿海岸從南到北貫穿全長二
十八公里的情侶路。

我不知道情侶路是誰起的名？我認為她代表珠海人的浪漫、閒情、
世俗的一面。

每當我從倥傯的深圳或香港、澳門進入珠海，踏足情侶路的那一
刻，都市灰頭土臉的心情滌蕩一新，可以放慢步履，甩開車水馬龍的
繁囂，扣開緊繃的神經線，靜看珠江口湧出濁黃的海浪、翩躚的海鷗
及天邊的霞彩，還有伴情侶路另一邊廂的花圃、綠草地、雕塑。這
是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在建築森林邊緣的一框真實的人間外景。

我很喜歡矗立香爐灣畔的那一座高聳珠海漁女雕像──她披是燦
爛的珠光和擁有海洋的襟懷：剛健婀娜，雪白細緻的脖子戴一圈採
自大海的項鍊，身掮漁網，雙手高高擎一顆巨型剔透晶亮的珍珠，
微帶羞澀的表情，向眼下的旅人致以大海問候。

每趟到珠海，我喜歡下榻面向情侶路的酒店，下瞰酒店的前沿的景
緻，越過馬路，是婆娑的棕櫚樹和一路奼紫嫣紅織錦的花圃和一色的
海天。

有了情侶路，珠海在繁忙的都會添上一份恬適、怡靜。夜幕低垂，
情侶路是情侶別有的天地，儷影雙雙，喁喁的細語，熱火的擁吻，恣
情地和海浪一道蕩漾。那是都市人翹期大隱隱於市的一簾綺夢！

在這裏，詩人盧衛平才有詩情抒寫一框大都會背後的風景：「站在
小羊羔身邊／看牠吃草／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盛祥蘭寫出「神秘
的事情」、在「旅途」走進白雲的故鄉；耿立才能勾起對童年螢火蟲
的回憶：「牠到哪裏，夢就到哪裏」；劉鵬凱動情地與阿美去看被朦
朦朧朧大霧裹的山巒，去體味「活的自然」；唐不遇情難自已莊
嚴宣告：「詩人必須對過去的天空說話，／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
流星。」

…………………………………………
由上可見珠海作家大都可以在繁囂的市聲中，抒發個人幽微逸致的

情懷，在世俗中另闢途徑，別饒風光。
郭海軍說得好：「 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打工文

學』、『底層寫作』的空前盛況，也少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

風頭，珠海文學疏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的

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

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

城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於表達關涉人類命

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

更具探索性。」
無他，因為珠海有情侶路。我相信，文學是閒出來的！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

因為珠海有情侶路 ●潘耀明

從母親的墳頭下來
我聽見一片草叢中
有人在叫媽媽
我順叫聲走進那片草叢
沒看見人影
只看見一隻小羊羔在叫
牠剛學會吃草
牠的媽媽應該不會走遠
應該就在我上山時
碰見的那群羊中
牠的媽媽應該能聽見牠的呼叫
我第一次聽見
一隻小羊羔的叫聲
像一個孤兒在天黑前叫媽媽
小羊羔不認識我
但我決定晚一點下山
站在小羊羔身邊
看牠吃草
陪牠等牠的媽媽回來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常務理事、廣東省詩
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作家協會主席。
出版有《異鄉的老鼠》、《濁酒杯》、《瓷上
的火焰》等詩集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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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必須對着過去的天空說話，
必須寫下幾顆看不見的流星。
而在他的腳下，流沙正在聚集，
就像不知從何處而來的一群螞蟻。

（作者為粵東客家人，二○○二年畢業於中
央民族大學，現居珠海。作品收入《中國新詩
百年大典》等多種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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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3 . 23 星期四 C9 明月灣區 主編：潘耀明 執行編輯：張志豪 隔星期四出版

第十九期

主辦機構：

【專 題】■

明報特輯部製作

珠海文心珠海文心
編按：珠海有百島之城的美譽，城市與小島都有屬於自己的別樣風情。沿珠海的海岸線行走，藍天遠洋，海風裏夾帶人文氣息，心裏有種莫

名的激動，也許在高壓忙碌中生活久了，對這種慢活情懷有種不一樣的憧憬。今期一起走進珠海的文學之海。珠海文學研究專家郭海軍，分析探究珠

海文學邊緣化下的前衛性、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主題表達的跨越性，以至珠海文學從「城市文學」向「新市民文學」跨越的歷程與展望。珠海市

作家協會主席盧衛平詩作內容生活化，而個性強烈，更每每寓意深刻。唐不遇則把流星化成詩篇。創意寫作教授耿立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

樣作別故鄉的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灌滿房間……城市人平日裏大多把自己關在門裏面，劉鵬凱以小說啟導大家不妨多到山野走走或展開真

切的接觸，享受山野裏的新鮮、活的自然美好。盛祥蘭詩歌自然景物與人生道理互相襯托，描寫細膩。《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對情

侶路有嶄新的演繹，帶出珠海文學的浪漫與幽微逸致。

一九七九年，珠海撤縣建市，「 珠海文學 」由
此發端。若以期刊發表、評論裁定、評獎表彰三
位一體的評價標準衡之，「 珠海文學 」業已成為
一個成績不俗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遠離國家政
治與文化核心地帶（首都）的「 邊緣 」特性，內
蘊的是和文學中心區域寫作景況既呼應追隨也盡
顯特質的寫作狀態。而在相對固定的地理空間
內，為一個大致趨同的精神目標或基本一致的題
材對象進行文學書寫的特定人群，可稱作「 寫作
共同體 」。當我們談論「 珠海文學 」時，就是在
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談論屬於珠海市行政區域內的
文學書寫情狀。這與談論「 深圳文學 」、「 廣東
文學 」相同，並沒有命名邏輯上的區別。

珠海文學書寫的先鋒性

然而，在諸多的邊緣性寫作共同體中，珠海文
學又獨具特殊性。一方面，珠海文學與深圳文學
均屬於「 特區文學 」；另一方面，珠海文學又在
特區文學裏呈現出別致的樣態和風貌。因為不論
怎樣鈎沉歷史來鍛造城市的文化內涵，我們看待
珠海如看深圳一樣，都是從改革開放之後的「 經
濟特區 」予以定位。雖然只有四十多年的歷史，
這兩座城市卻是中華民族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
工業社會轉型的前沿和窗口，一個時代的清晨就
此開始。但比之深圳文學，珠海文學顯然沒有
「 打工文學 」、「 底層寫作 」的空前盛況，也少
見緊隨時代脈動而發聲的矯健風頭，珠海文學疏
離於文壇熱點的邊緣化狀態尤其顯著。這種狀態
的另一面，則是邊緣化具有的少約束和自由感，
孕育助長了珠海文學書寫的前衛性或先鋒性特
徵。不同於大多數深圳作家對社會現實與現代城
市發展過程的寫實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歡聚力
於表達關涉人類命運和個體生命既宏大又幽微的
主題內容，在藝術品質和寫作技術上也更具探索
性。

以小說為例。曾維浩在筆耕八年的長篇小說
《弒父》裏，以豐沛恣肆的想像和繁複多變的結
構，採用寓言與象徵的體式宏觀地寫出了人類文
明的尷尬困境。作品主題涵蓋人類生存的不同境
遇，涉及到人類學、社會學、哲學等諸多學科要
面對的共同課題，這在一九九八年的中國小說版
圖上價值殊異。十年後他的另一部長篇《 離
騷》，則借助「 身體寫作 」外殼把筆觸伸向具體
人物的內在情感世界。主人公「 雖九死其猶未
悔 」的傾心愛戀，歷經了半個世紀的痛苦磨難，
生動及物地展示出人性的豐饒和溫潤。作者在
《離騷》中表現的是對人類生存處境持續一貫的
關注，但卻一改《弒父》處處隱喻象徵的表現手
法和否定性的主題指向，開始堅實地站在現實的
地面，以民族化的立場和形式真切肯定。陳繼明
在長篇小說《七步鎮》裏，試圖讓東聲通過「 尋
找自我 」來治療回憶症這一精神疾患。東聲「 尋
找 」自我的曲折腳跡，已經在現代和傳統、個體
和社會、「 我 」和自我既闊大多維也具象錯綜的
歷史時空中，繪製出一種讓讀者既陌生又似曾相
識的精神圖譜。這圖譜既屬於東聲自己，也屬於
我們每一個人。類似的小說創制，還有李遜的
《在黑暗中狂奔》、劉鵬凱的《白太陽》、韋馳

的「 存在三部曲 」、唯阿的《 不可能有蝴蝶 》
等。

概言之，四十年來的深圳文學更多專注於描述
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通人的現實生存狀態，並以
「 打工文學 」、「 底層寫作 」、「 城市文學 」的
遞進性文學表達，刻畫出當代中國第一座真正意
義的現代工業城市的精神成長史。而珠海作家在
感受現代都市生存觀念變化的同時，也深切體會
到城市化的快速進程帶給傳統中國人生活方式與
生活節奏的巨大衝擊，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搖撼
和心理落差，促使他們對現代城市文明作出深刻
思考與自覺反省。不僅是小說，盧衛平、唐不
遇、胡的清、唐曉虹等人的詩歌，耿立、盛祥
蘭、鍾建平等人的散文等，其主題涵蘊都關涉到
這樣的思考與反省。整體而言，創作視野寬闊高
遠，文學風格豐富多變，不拘泥時代和現實的既
有境況，凝神潛心於個體化的藝術思考與探索，
已然成為珠海作家的共通屬性和不約而同的美學
追求，也鑄造了珠海文學的獨特質地。晚近三十
年，珠海作家的寫作空間寬闊而不逼仄，寫作姿
態優渥而不慌張，寫作體式工致而不粗放。特區
珠海的文學書寫，散淡、從容，也精雅。

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

進一步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以移
居作家為主創力量的珠海文學，已經顯露出當代
中國文學史上一種新的思想內涵和藝術品質。包
孕這種內涵與品質的各類文學體式，其主題指向
正在由現代城市文學發展為新市民文學。如此定
位的現實理據在於：

一是主體寫作意識的超前性。隨着工業化社會
轉型的逐步深入和漸趨完成，移居經濟特區的新
移民經歷了四十年的心理與情感的蛻變，與也在
轉變中的原住民在新的現代城市文明空間裏融
合，形成發端於深圳、珠海等特區城市，進而擴
展到廣東全境乃至全中國的新市民階層。這是一
個正在成長中的城市社會階層，也將成為建立在
物質、知識和制度現代化基礎上的文化現代化的
最直接表徵，即「 人的現代化 」。從新移民到新
市民的成長過程，幾近同步地反映在深圳文學書
寫的各類文本中，具體表現為「 打工文學 」、
「 底層寫作 」、「 城市文學 」到「 新市民文學 」
的階段性形態演進。同期的珠海作家則直接站在
現代城市的立場上，以新市民的寫作姿態冷靜地
審視時代，從人類生存的更廣闊視界思忖和描述
「 鄉土中國 」到「 城市中國 」的人性人情。

如王海玲以一九九五年的中篇小說《 東撲西
撲》為起點，描寫移民特區的年輕知識女性在前
所未有的時代變遷中找尋自我精神定位的心路歷
程。直到二○○八年的中篇《無法閃避》，王海
玲小說在人物形象和主題意蘊上不斷延伸並互為
補充，形成特區知識女性移民的形象系列，進而
構成了一種整體上的文學表達，力求探尋社會轉
型期內生活既有的諸多可能性，以及這些可能性
的邊界。這種基於人生實相冷靜客觀的寫作意
識，顯然超前於打工文學及底層寫作。耿立的
《暗夜裏的燈盞燭光》、《向泥土敬禮》等則把
激情和童真蘊蓄於雄渾、沉鬱的散文表達中，力

圖穿透漫漶歲月的層層積塵，為現代城市裏的新
市民找尋並打造幾近於無的精神棲息地。作品主
題的另一側，則是對快速城市化進程的深刻反
思，藝術質地遠高於許多當下的所謂「 歷史散
文 」。

主題表達的跨越性

二是主題表達的跨越性。起源於深圳的「 特區
文學 」，因與社會轉型實驗的同步，表現出較為
完整的連續性和階段性紀實特徵。就像早期的
「 打工文學 」演變為「 底層寫作 」，無非是轉型
之初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轉型陣痛階段，普
通人包括「 打工 」群體生存境遇、心理狀態與情
感世界的形象再現，區別在於人物書寫從特區城
市的「 農民工 」擴大到農民、工人等更廣大人
群，敍事空間則從深圳一城拓展到全國其他城
市。但珠海文學的主題表達甫一面世，就越過
「 打工 」和「 底層 」的揭露、譴責與批判，站在
了「 城市文學 」的寫作起點上。即珠海作家多
從人類生存的大坐標出發，以現代城市新市民
的視角，摹現中國人從傳統鄉土進入現代城市
的心理悸動和曲折精神路徑，以及現代城市市
民的多維生活狀態。如盧衛平〈我拿着一把鐮
刀走進工地〉所寫：

秋天了，金黃的穀物／像一個掌握了真理的

思想者／向大地低下感恩的頭顱／我拿着一把

沉默的鐮刀走進轟鳴的工地／這把在老槐樹下

的磨刀石上／磨得閃閃發光的鐮刀／這把溫暖

和照亮故鄉漫長冬夜的鐮刀／一到工地就水土

不服，就東張西望／一臉的迷茫，比我還無所

適從／我按傳統的姿勢彎下腰，以牧羊曲的／

節奏優美地揮舞鐮刀／但鐮刀找不到等待它收

割的穀物／鋼筋水泥之下，是鐮刀無比熟悉的

土地／從此後只能是咫尺天涯／鐮刀在工地

上，是一個領不到救濟金的／失業者，是工業

巨手上的第六個指頭／但我不會扔掉它／……

是它把一個異鄉人的思念寫在臉上／是它在時

刻提醒我，看見了它／就看見了那片黃土地

在傳統鄉土社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工業化的過
程中，緣起於經濟特區的現代城市文化也正全
方位地影響和改變着當代中國。第一代特區移
民盧衛平以新市民的清醒目力，發現了「 沉默
的鐮刀 」與「 轟鳴的工地 」的不可融合，形象
客觀地寫出了新市民的精神來路和時代發展的
必然趨勢。這已成為盧衛平詩歌現代性表達裏
最重要的主題蘊含。當然，在表現新市民的精
神故鄉和「 進城路徑 」的同時，珠海文學書寫
的主題也指向進行時態中的現代都市生活，和
由此生成的種種個體精神遭際，譬如楊雪萍、
裴蓓的小說。

「新市民文學」的跨越

既有的寫作實績已經表明，珠海文學因從疆
域闊大的「 城市文學 」向「 新市民文學 」的跨
越，正顯現着不同格局和獨特魅力。但新的問
題是，面對中華民族雙腳踏進工業化社會門檻

的「 新時代 」到來，對應「 人的現代化 」發展現
實的「 新市民文學 」，應該如何超越改革開放以
來傳統鄉土與現代城市之間二元對立的思維壁
壘，以更前瞻的姿態、更高遠的視界和更寬厚的
情懷與時俱進，描畫出中國人走向民族復興的情
感際遇和心路歷程。顯然，近於功利的一城一地
的區域化文學定位，其品牌價值在新的時代演進
面前很難有更大更多的增值空間。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在嶺南歷
史與文化的大背景下，「 珠海文學 」的區域性文
學書寫，也必將成為「 大灣區文學 」整體中的有
機組成部分，繼而抵達一個更高的文學目標。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師、中國文
藝評論家協會會員、珠海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
席。著有《星空下的潮湧— 一九八○年代以來
的珠海小說》、《改革開放城市新移民文學書寫
研究》、《珠海特區文學創作散論》等。）

▲懷抱幽微逸致的人文珠海。（資料圖片）

珠海文學：邊緣的前衛 ●郭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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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是土地的夢，牠不喜總是呆在某一地
方，一到晚上，牠就會扔掉鐐銬，把翅膀打開，
沒有路徑，沒有羈絆，忽南忽北，忽上忽下，牠
到哪裏，夢就到哪裏。那夜好像就比原來厚了兩
倍，河也深邃了兩倍。

如果站着不動，屏住吸氣，螢火蟲就會把你當
成一捆玉米桿高粱秸，一點生分也沒有。你的衣
服是玉米或高粱紛披的葉子，牠們可以駐足停在
上面，或者牠把你的臉頰當作凹凸不平的起飛場
地，你覺得是螢火蟲增加了夏夜的精神，有次父
親到城裏為供銷社送貨，返回時，天已近黃昏，
這條路父親不知走過多少次，哪裏有岡哪裏有
凹，哪裏轉彎哪裏抹角，有幾片樹林，有幾座水
泥橋木橋，都清清白白。父親不慌不忙地走着，
他拉着空了的車子，車子上躺着我，慢慢走進黃
昏，走進草木散發的暮靄。

這是麻雀趕着歸巢的時分，牠們知道引力在屋
簷下是不缺席的，牠們的翅膀由酡紅而淺紅，刺
蝟開始在路邊的草叢裏咳嗽，咯咯咯，是什麼卡
住了嗓子？一詠三歎。雜草間的螞蚱聽到腳步聽
到人聲，翅膀是交錯着呼啦啦地沒有隊形沒有方
向亂扎。

父親不是詩人，甚至連字都不認一個，那時我
才小學五年級，只是覺得這樣的夜來臨給人的是
無數可以複製的夜的樣子，看父親慢慢踢踏的腳
步，好像夜在叫：客官，不急，前方有店。

是的，家就在十多里處，再過一條河就到了。
但我看到父親卻像鄉村好酒的人在鎮上酒館灌了
一杯燒酒，腳步踉蹌，回家早一點晚一點沒關
係，享受的是微醺的感覺，這路太熟悉，閉着眼
就能摸到家門。

父子倆，一輛地排車，走在平原深處的寧靜
裏。暮靄與夜色如水漫上來。

陡然，我的眼睛一驚，有星星點點的光在水聲
中裝點那條河流和夜了。在這個平原的夏夜，父
子拉着地排車為生存奔波，這是那個時代無數的
苦難的一種，但那艱苦的時代，依然有詩意的東
西不因苦難而缺席。

是螢火蟲。

那河裏，滿滿一河的螢火蟲。
螢火蟲結隊地從河的這岸飛過那岸，這些小傢

伙挑着燈籠，如走夜路的孩子，臉上帶着鬼笑，
向着這土路飛了過來，路轉牠們也轉，路高牠們
也高，滴滴答答，如作文本上的省略號，有膽大
的竟然落在地排車的車轅上、車廂裏，甚至父親
的身上。父親全然不知似的，螢火蟲可謂是「 亂
陣 」，不講一點章法，隨意的飛，像老師在寫毛
筆字時候，那些墨花一樣，是的，天幕是藍紙一
張，前方的家和胡同是鎮紙，這些螢火蟲，如老
師懸腕揮灑出的墨點子，有的飛到紙的中心，有
的飛到紙的邊緣，還有的飛到紙張外，那是一種
翻出的新意，也許到了天上的那些星子，也是螢
火蟲的骨骼變成的，一道白線亮亮的劃過了，天
上的星星太擁擠了，有的星星一不小心滑倒了，
就打着燈籠退場了。

「 螢 —— 螢 —— 螢 —— 」我叫着。
父親如土路一樣緘默，他還是匍匐着拉着車

子，河水在身旁嘩嘩流動，河水更加的蒼鬱，是
暮色與夜色加進了流水，有風過來了，那螢火蟲
更加的凌亂，亂是一種味道，雖是少年的我，說
不出螢火蟲的那種美。

童年的夜行，和螢火蟲的相遇使我知道了土地
是有靈魂的，也許誰都不在意牠。等牠消失了，
鄉村也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是的，當我後來再回到那片土地時，在我揮手
作別童年，再回到村後那條被我稱之為「 泥之
河 」的河時，我有點悲憤，沒有了蘆葦，沒有了
蛙聲，河道是一片的惡臭。夏天的泥之河給我的
只是黯然神傷。

我多次尋找童年的螢火蟲，但每次都是失望，
牠們被風吹走了？我三十年未見的那些小傢伙
們，牠們到了哪裏？明明滅滅在歷史深處在鄉間
在童年的小幽靈呢？

這曾是我童年月亮的備份的蟲子，這是有道德
潔癖和靈魂潔癖的蟲子。

是因為地上的螢火蟲的丟失，天上的星宿也無
處落腳了？

現在的夜空不能再被稱為夜空，沒有了黝黑，
也沒有了點亮黝黑的星亮。無星的夜不配稱為
夜，沒有螢火蟲的夜空也不配稱為夜空。

星星和螢火蟲，就是造物主為人類的遐想而
設，牠們給人以遼遠、衝動和憧憬。

這些物件使我們知道了遠方，知道了神秘，也
知道了敬畏。

螢火蟲比鄉村走的遠。這是一個有精神潔癖的
蟲子，當一個地方髒掉了，牠會掉頭去別的地方
落腳，這點使我十分的敬重，不是以所謂的故鄉

為念，哪裏有自由，哪裏有潔淨，哪裏就是自己
的安身之所，我的故鄉再也載不動這個小精靈，
故鄉已經被所謂的GDP壓得氣喘吁吁，江河斷
流，霧霾四伏。

「 輕羅小扇撲流螢 」，那小扇，杜牧的小扇怕
是連星光也撲不到了；我曾幻想《詩經．豳風．
東山》裏的場景：「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町
疃鹿場，熠耀宵行 」，戍邊的男子在夜裏回家，
古代沒有手電筒，如果沒有月亮，有哪個精靈為
思家心切的男子照耀呢？路轉溪頭忽現，原來漫
山遍野的是螢火蟲，一個個舉着小燈籠在小路上
為還鄉的人照明。我如是那男子，一定會匍匐在
地，對那些小生靈納頭便拜，說聲謝謝了。

在不知螢火蟲作別故鄉多少年後，我也作別故
鄉，義無反顧地來到珠海，在一個近山靠海、校
園裏滿是蘆葦的地方棲身。

那時我吃驚於天空的星辰的明淨，我像第一次
看到那樣的夜一樣驚訝，在這個時代，在斯地還
有如此的夜。

那年的夏日，隨幾個朋友在小酒館喝酒，到了
夜半，大家睏意襲來，我把飯菜打包回家。

在快到住處的時候，突然發現天地一片漆黑，
斷電了。

那夜是那樣的黑，沒有渣滓，沒有水分，一
會，星斗出來，好像是回到了史前。

這時好多的星星竟然如魔術師一樣，飄動起
來，忽上忽下。哦，是螢火蟲。那些螢火蟲在我
前面的蘆葦裏，一邊一閃一閃地閃着光，一邊向
着我飛了過來。這時，我突發奇想，何妨不用帽
子撲捉一隻這小精靈。

只一下，那小精靈就納入我的帽子，我隨即把
打包的飯菜倒掉，用塑料袋把螢火蟲裝下。記得
有藝術細胞的隋煬帝楊廣在東都洛陽也幹過這勞
什子：「 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
光遍岩谷。 」李斗《揚州畫舫錄》中有螢火蟲燈
的記載：「 北郊多螢，土人製料絲燈，以線繫
之，於線孔中納螢。其式方、圓、六角、八角及
畫舫、寶塔之屬，謂之『 火螢蟲燈 』。 」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找到了當時的記錄，那是
一首詩，並且前面還有一段序言的文字，轉錄如
下：

二○一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點四十二分

寫，昨晚在珠海的校園，我捉到一隻螢火蟲，放

到我的臥室，看牠在天花板上打着燈籠舞動，四

周岑寂，我像看到了唐代的秋夜之美。

把一隻螢火蟲放入透明的

塑料袋，匆匆

我走在夜裏，往

我的七十坪的家趕

像提着一首詩

從唐代的那些句子裏走出

我有時停下來，想仔細看一下詩歌的臀部

那麼的螢亮，用手摸一摸

好像導電

讓我的手心發麻

我提着塑料袋裏的螢火蟲

如打着燈籠

此時的家，開關靜默

正等着牠

我呵護着燈籠

像懷抱着一個嬰孩

我想讓他做我的兒子或閨女

讓牠們有我的姓氏

有共同的DNA的浪漫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走過圖書館

走過實訓室，走過湖水

我和我的螢火蟲好像一幕童話

賣的小女孩和火柴

我和我的螢火蟲

夜色越來越濃，腳步卻更加的急促

我提着一隻螢火蟲，很像

冬天在老家的夜裏，懷裏抱着為奶奶

暖被窩的火盆

為老寒腿送去溫暖

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
蟲，但是牠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
發生了化學的反應，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
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

沙河的水還是那樣明淨地在夜幕下流下。
那時，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美與疼痛，久違了

的精靈和逝去的父親。
如今的城市只剩下霓虹燈在閃爍麼？有高速公

路和巨棟樓宇的城市，連地下和天上都被螢光燈
點亮的城市，能給螢火蟲一席之地麼？

那夜我臥室裏的螢火蟲們，開始衝破窗戶，向
外朝着天上飛去了，我推開窗子，滿天的星斗，
好像是滿天的螢火蟲幻化成了滿天的繁星。

（作者為散文家、詩人、創意寫作教授，中國
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協散文創作委員會副主
任、廣東省秦牧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散文集《向
泥土敬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提名，《遮蔽與
記憶》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前十。）

編按：「是的，那天在我的臥室，雖然只是一隻螢火蟲，但是牠卻灌滿了整個房間，螢火蟲的光像是發生了化學的反應，

我的臥室到處都是那螢火，還有父親，還有地排車，還有沙河和蛙聲。」作者離開故鄉後去到珠海，竟見到同樣作別故鄉的

螢火蟲，隨即將牠帶回家。螢火蟲雖只隻身，螢火卻灌滿房間，將作者帶回古代，帶回沙河，最後幻化成星。

回到螢中間 ●耿 立

【專 題】■

▲星星和螢火蟲，就是造物主為人類的遐想而
設，牠們給人以遼遠、衝動和憧憬。（明報資料
室）

辦公桌前的窗玻璃從來沒擦過，那上
面有很多雨滴濺下的斑痕，我突然聯想
到馬蜂窩。哦！原來我們是一群馬蜂。

對面桌上的阿美看了我一眼，偷偷地
笑。我知道那是在譏笑我，可我已經習
慣了，不予理睬就是，畢竟是現在的年
輕人。再過一段日子，她就會在不知不
覺中改變的。我替她這樣想。

窗外有幾棵不知名的花樹，在這乍暖
的時節，每片綠葉都蒼翠欲滴，許多花
苞好像會在你一眨眼就綻放色彩似的。
太陽很溫暖，鳥兒們落在花樹上，清亮
地鳴叫。阿美看到了那幾隻鳥，她用手
中的筆敲着窗玻璃，嘴裏呼呼地吹着，
一雙大眼睛這樣一來瞪得更圓。

那幾隻鳥沒理睬她，依舊在繁枝茂葉間輕巧地
跳躍，停下來，便認真地梳理羽毛。阿美對鳥們
的無動於衷有點上火，手中的筆使勁地敲在玻璃
上，屁股也離開了椅子，徹底趴在了窗台上，擺
出和鳥們對陣的姿勢。可是，鳥們仍然滿不在
乎，鳴叫着到了一塊，極快樂地嬉戲。

「 它知道我們把自己關着！ 」阿美終於洩氣
了，重新跌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道，又像是在
對我說。

後來，阿美經過深思熟慮似的，將頭探向我，
問：「 喂，張老師，明天我們到郊外的山裏去玩
玩吧，去野餐…… 」她似乎已經在野遊之中了，
並且吃到了野餐。

我愣了一下，馬上擺着手說：「 不去，不去，
我不去，你再問問他們幾個去不去吧！ 」

阿美毫不顧忌地送我一個白眼，離開椅子去找
熱情的劉大姐，一陣無聲的嘀咕，她取得了一人
支持，接着一個又一個地響應了。

「 明天一起去吧！老張，反正明天是星期天，
和年輕人一起去快樂快樂。 」劉大姐端一杯茶水
過來勸我。

我沒吭聲，實際上我是很想去的，只是害怕別
人不去。唉，今天這是怎麼了？

星期天，我和大家騎車去了郊外。清爽的風吹
來吹去。我們沿山路一步一步往上爬去。有一種
風一樣的聲音在遠處沉悶的晃蕩，這是從城市裏
傳來的聲音。我感覺到那種煩悶在這一剎那消失
了。

山野裏很靜。阿美觸景生情，就對着山唱起
來。我也跟着哼哼呀呀地唱道：

山裏的黃草雪蓋了，

野雞娃沒處臥了；

尕妹妹的莊稼上場了，

二阿哥沒處坐了。

大家看着我的樣兒，都哈哈大笑，一個個前俯
後仰，我自己也近乎笑出了眼淚。

阿美這時一動不動地坐在山坡上，靜靜地想着
什麼，她到底在想什麼呢？我沒去驚擾她，繼續
和大家聊着天。

「 我發現我們太保守了。 」劉大姐不無感慨地
說：「 平日裏自己把自己關在門裏面，不漏一絲
縫隙，今天看來，還是出來走走好啊！ 」

我明白了阿美為什麼提議大家出來郊遊。
我帶頭向着更深的山野裏走去。越往深處走，

越是寂靜無聲。這寂靜顯示出山裏的一切都在寂
靜中等待。抬眼遠眺，遠山是黑濛濛的，在白色
的霧裏蠕動。其實，那是霧在飄。霧愈積愈厚，
裹了許多山，山便顯得朦朦朧朧。

「 這都是活着的自然。 」阿美甩一下長髮，將
一個小石子瀟灑地踢下山去。回來的路上，阿美
給大家講了許多新鮮事。和着這山野裏的新鮮，
山裏便有了一種很新鮮的聲音。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來到編輯部，將所有的窗
子都打開了，然後打水，掃地，擦桌子，最後把
窗玻璃也齊齊地擦了一遍。和煦的風透過窗紗吹
進來，房子裏便明亮了許多。

阿美他們陸續來了。
「 今天怎麼和平常不一樣了？ 」阿美笑着對大

家說。
辦公桌前的幾塊窗玻璃上沒有了那馬蜂窩似的

斑點。穿過透明，我發現碧綠的樹葉間，那些花
苞在陽光的溫存中毫不客氣地綻放了。

（作者為珠海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說集《白太
陽》，散文集《心靈的邊緣》、《左邊狐狸右邊
葡萄》，詩集《憤怒的蝴蝶》等。）

窗

外

●

劉
鵬
凱

神
秘
的
事
情
︵
外
一
首
︶

●

盛
祥
蘭

神秘的事情

花園裏
一道日光從蘋果樹上掉下來
在這一瞬間
一隻蜜蜂的嘴和白杜鵑的腹部
有過短暫的接觸
一隻蟋蟀的前腳
剛從雞冠花色情的嘴上抬起
它們下面的覆盆子
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

彷彿風和雲的關係
也是這般神秘
沒人知道，是風吹着雲走
還是雲推着風跑
所有的秘密都在風聲裏

旅 途

白雲往白裏飛
雪花也往白裏飛
它們向不確定的命運飛去

它們背道而飛
它們永不相遇
但它們都屬於白，屬於人間

我走在白裏
走在白雲與白雪中間
像是它們用白製作的一個替身
像是剛誕生的一個叫白的物種

我要趕往一個叫北崗的地方
我朝白雲相反的方向移動
在白消失前
我們要趕到各自的故鄉

（作者為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現居珠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