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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泪 

瑞涯 ⼀边在百叶窗后偷看那男⼈，⼀边⽤⼤⽑⼱拼命擦⼲头

发。 
她焦急得快要尿裤⼦了，同时又为⾃⼰这急相懊恼。她⽆法

相信⾃⼰躲在窗后偷看⼀个陌⽣男⼈⾜⾜三天，还为他痛哭了两
个晚上！更离谱的是，观察了五⼗多个⼩时，她连⼀点苗头也没
有看出来，却单凭直觉知道⾃⼰正处⼀个极重要的⼈⽣交叉点。
过去的⼀切都已经不重要，未来从这刻开始，要好好把握，半点
不能放过。 

他今天看来好多了，但仍然满怀悲伤。'⼀个伤⼼的⼈是不会
伤害别⼈的，对不对？' 瑞涯喃喃⾃语地问⾃⼰。 

问题毫⽆逻辑，答案却很肯定：'对！'  
到了这个地步，不对也得对。迷迷糊糊地偷窥了⼏天，她已

经难以⾃拔。失去了这个陌⽣⼈，她没有信⼼可以再⾯对外⾯的

凄凉死寂。她现在连维持呼吸的意志也好像有了依赖。他⼀旦离
去。。。她不敢想下去。 

在他出现之前，她每天都听着⼤海重复不断的节奏，跟它⽐
赛耐性。海浪⼀个接⼀个冲上滩头，瑞涯⼀⼜⽓接⼀⼜⽓地呼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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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惊破寂寥之余，还为单调重复的昼夜加添了⾊彩，甚⾄引

发激情。这两天，瑞涯的世界重新有了⽣命内容。她觉得迷惘，
甚⾄害怕，但久违了的活⼒在回荡，提醒她仍然活着；不单只活
着，还充满了好奇，希望，幻想，和⼀种轻飘飘的实在。 

* * * 
瑞涯⼼情兴奋，患得患失，像个超龄怀春少⼥。失控的脑

袋，不停围绕着这个陌⽣男⼈胡思乱想。两天来，她⼀直担⼼他
会在两⽚⽊窗叶的视野中⾃杀，死在她的眼前。但今天的他浑⾝
活⼒，半点也不像会寻死的⼈。不过此⼈的精神状态明显不稳
定，这⼀分钟的正常并不保证下⼀分钟不会突然崩溃。想到这
⾥，瑞涯连忙在⼼中替他辩解：唉，活在今天的⼈，有谁不精神

仿佛呢？精神不仿佛才不正常，所以他很正常。不单只正常，还
给了她⼀分安全感。他绝对不是危险⼈物。 

他 。 。 。 
' 他什么啦！' 瑞涯⼀下⼦清醒过来，轻声责备⾃⼰：'瑞涯！

寂寞把你搞疯啦！瑞涯呀瑞涯，你现在不⽌发姣发骚，还发了神

经啦！' 

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神经病可怕得多。 

明天⼀觉醒来，可能⼈去滩空， 

只剩下⼀⽚⽩沙和海浪，与⾃⼰打成死结。。。 

* * * 
他两天前的出现，打乱了外⾯的重复秩序。 
他远看很年轻。可能⽐瑞涯更年轻。这不⼤可能吧。。。天

未⿊齐，他便开始⽣⽕做饭，似乎很享受⼀个⼈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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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涯正在考虑如何⾃我介绍：也许先点⼏枝洋烛，让他知道

崖上的屋内有⼈，有了⼼理准备，才下去打招呼会⽐较恰当。正
当踌躇之际，他突然哭了起来，有如⼭洪暴发，震荡了整个滩
头，惊破了向来⽆动于衷的死寂。瑞涯从未听过如此震撼的嚎啕
⼤哭，凄凉得毫⽆保留。她感到⽑⾻悚然，全⾝发冷，呆呆的站
在窗后发抖，吸收着骇⼈的哭声。 

过了不知多久，哭声停了，跟开始时同样突然。他随⼿拿⼏
把沙扔到⽕堆，跟住倒下便睡。⾝旁的死灰泛着疲乏的红光，不
消⽚刻也被熟悉的⿊暗吞噬了。 

刚才屏了息的海浪，像看完热闹的乐师，各⾃返回岗位，咝
咝沙沙地继续那永恒乐章。瑞涯发觉⾃⼰⼿中拿着⼀根未点的洋

烛。她把洋烛放下，梦游似的把门窗例外地上锁后，不梳洗便上
了床。 

瑞涯伏在床上，满脑袋都是他的哭声。是回响？还是他在死
灰旁的啜泣声呢？⼈怎可能伤⼼到这个地步，流那么多的眼泪
呢？他究竟睡了没有？ 

她把头夹在两个枕头中间，失控地放声⼤哭。她也哭得很彻
底，很尽情，很伤⼼，却没有⼀个说得出的原因。 

* * * 
她⼀醒来，便匆匆蹑脚到窗后窥望。 
淡薄的晨曦⼀如既往，在⽔平线上为新的⼀天布置序幕。营

⽕ 旁 的 ⼈ 不 见 了 ， 只 留 下 背 囊 ， 压 在 ⽑ ⼱ 上 。 难 道 他 已
经。。。？ 

熟悉的沙滩今天变得很陌⽣，甚⾄虚幻。昨天的情景，会不
会只是⼀场怪梦呢？⼤约过了⼆⼗分钟，他顺着清晨的潮⽔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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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瑞涯留意到他裸露的健硕⾝躯。'果然是个年轻⼈。' 不经

意的⼀句，竟然令⾃⼰⾚红了脸。 
她真希望有具望远镜，看个清楚。 
兀⽴悬崖，俯瞰海滨，却没有望远镜的别墅，可能只有两

家。别墅的前主⼈—— 瑞涯的外公外婆 —— 从不往窗外看，因
为⼀看便⽓。公公平⽇由早到晚在外忙，回家时那价值连城的⽆

敌海景已是⼀⽚漆⿊。公公婆婆也讨厌沙滩，潮湿的海风粘粘的
怪难受，沙在脚下也不舒服，在鞋⾥更不⽤说了。 

公公有的是钱和地位，没有的是喘息和⾃主。他不须要做的
事情很多，通通都放不下。他厌恶社交应酬，却甚少错过。⼀辈
⼦的习惯改不了，也不敢改。⼈家说到了⼀把年纪改变习惯会送

命。他甚⾄越⽼越忙，以证明⾃⼰未⽼。每到周末，除⾮天⽓很
差，沙滩上会密⿇⿇的布满了吵闹的泳客，讨厌得要命。公公在
家的话，会把百叶窗关上。他不想看到'这些⼈'。 

公公在不远的浅⽔湾有座相似的别墅。当初是买来投资的。
后来市场不顺，便索性也⾃住算了。两座别墅相距不够⼗五分钟

车程，都没有望远镜。 
* * * 

他⼲了⾝，穿上短裤，然后拿了两罐罐头挖着吃。严重过期
的罐头⼲粮，在很多地⽅都可以找到。不怕死的经常拿来吃。瑞
涯从来不碰这些⽅便⾷物。 

吃过早餐后，他踱步到沙滩尽头。消失了两个⼩时才再出
现，迳⾃⾛到瑞涯脚下的崖底，但没有往上爬。最接近的时候，
他们相隔只有五⼗⽶左右。她在窗后按着⼜⿐，不敢呼吸，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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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跳。他看上去真的只有三⼗左右！她很久很久没有见过

⽐⾃⼰年轻的⼈了。更出奇的是：他也是个混⾎⼉。 
整个下午，他好像开个⼈游艺会，负责多项活动。⼀圈太极

没有耍完，便改做瑜伽。做不了⼏个姿势，又坐下来冥想。屁股
未坐热又蹲起来看书。看不了两页便掉下书去游泳，转头又上岸
散步。散不了⼏步又躺下来休息，休息不⾜五分钟便又起来看

书。他虽然⼀表⼈才，但明显有过度活跃症，⽆法集中精神。
哎，真可惜。 

潮⽔抢了⼀天滩，开始半拉半扯地撤退，周围逐渐归于恬
静。绚烂的晚霞也开始褪⾊，让沙滩回复朴素的⾯貌。不消⼏分
钟，瑞涯公公那价值连城的漆⿊海景又重临⽯澳，如常地笼罩⼀

切。在这黄⾦海景中长⼤的瑞涯，早已视之⽽不见其壮丽。想不
到今天因为他，会站在窗后欣赏⽇落，有种久别重逢的感慨。 

滩上的⾝影渐渐模糊，融⼊暮⾊。他安静地盘腿⽔边，与早
前判若两⼈。瑞涯⼼想：是否应该趁机打招呼呢？犹豫之际，那
令⼈⼼寒的哭声又突然爆发，吓得她打了个很⼤的冷颤。 

哎 。 。 。怎么搞的 。 。 。你怎么啦 。 。 。 

他哭得⽐昨晚更凄厉，连正在撤退的潮⽔也被乱了节奏，顿
了⼏拍。这不是⼈的哭声。这是⼀头离群野兽的哀嗥。这是肝肠

撕裂的声⾳，绝望的呼叫，毁灭前⼀刻的呐喊，寂寞的哀鸣，愤
怒的咆哮。 。 。  

瑞涯⼼想：换了我，会带着伤⼼跑上⼭，找个洞⽳躲起来
哭。沧海⽆情；对着它哭是⾃讨没趣。海浪在旁边照样起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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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根本不当⼈间的悲欢离合是⼀回事。通通都是⼩题⼤做！⼭

洞起码懂得共鸣，予⼈以回⾳的安慰。 

海浪不听你，我来听。我来 。 。 。 

她颤抖着转⾝⾛到床边，扑下便把头埋在枕头下放声⼤哭。

她不想停，想⼀直哭到明天，后天，⼤后天，把⼏年来的寂寞⼀
次过倾倒出来，哭个清光。也不知哭了多久，她才朦朦胧胧地睡
着了。不过眼泪并没有停，继续在空洞的梦中流淌，渗⼊枕头。 

* * * 
Che bella cosa e' na jurnata 'e sole, 

n'aria serena doppo na tempesta! 
Pe' ll'aria fresca pare già na festa 
Che bella cosa e' na jurnata 'e sole!  . . . 

如此晴朗的⼀天，实在太美丽了 

风⾬过后，空⽓又回复祥和 。 。 。 

⼀⾸以那不勒斯原⽂唱出的 '我的太阳'，把瑞涯从半睡半醒中
唤醒。她多余地蹑脚⾛到窗前，把红肿的眼睛贴在两块百叶之
间。半透明的晨曦还在做梦。他站在梦境中央，靠近⽔边，⾯向

⼤海，⼀丝不挂，双⼿两腿张开成⼤字型，拥抱着刚冒起的太
阳，引吭⾼歌。 

瑞涯双⼿捧着⾃⼰的脸庞，说了句：'有⽆搞错！' 然后忍不住
捧腹⼤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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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昨天相⽐，他今天判若两⼈。 
整个上午他都在看书，还做笔记。午饭后，他⼤睡了两个多

⼩时。起来后竟然从沙滩的⼀边打跟⽃到另⼀边。黄昏前畅泳了
⼀个⼩时，才⾃得其乐地弄晚餐。如果他不是陶醉在新⽣的轻
松，便是精神彻底崩溃了。⽆论如何，今天的他令瑞涯感染到⼀

阵冲动，也想⾼声唱歌，或者尖叫。 
整个下午，她不停跟⾃⼰激烈辩论，是否应该去⾃我介绍： 

当然应该啦！你有选择的余地吗？！ 

废话！下去就是⾃⼰丢脸，说不定还会惹祸上⾝。 

就剩下⼏个⼈，还来⾯⼦这⼀套？ 

你混混沌沌地发了两天遐想，现在下去⾯对⼀个有精神病的

男⼈，肯定会失望得哭了出来，又何苦呢？还有，他现在⾚条条

的，明显没有打算再把⾐服穿上，你又怎样去⾃我介绍呢？ 

瑞涯！机会⼀过，永不回头。 

好吧好吧。去，去就去！ 

她的⾐帽间是个名牌森林。但她左翻右抄，竟然找不到⼀件
适合这个特殊场合的⾐服。最后勉强找到⼀条在印度买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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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松⾝长裙。配上她的⿊长发，在沙滩上应该挺好看。但这裙⼦

很透光，戴胸围嘛，好像⼟了点，不戴又露了点。。。哦！来条
披肩！进可攻，退可守。 

死啦！我的头发！ 

两天来她只顾窥视，忘记了梳洗冲凉，连⽛也没刷。她匆匆
跑到后园的露天泳池，来不及像平时⼀样打⽔洗头，以免污染池
⽔，耸⾝便跳了进去。 



出⾛ 

宋笙陪⽼马往浅⽔湾探⽼婆回来，看见爸爸⼼爱的⽟麒麟独

坐在饭桌中央，下⾯压着字条。他⼀⼜⽓看了⼏遍，仍然不⼤相

信内容：'就这样？'  
他把字条放回原处，然后开始收拾背包：五条胡萝⼘，两个

⽣番茄，两条⽼爹⽤鸡油保存的法式炸鸡腿，三个红番薯，⼏个
⾯饼，⼀个露营⽤的⼩锅，⼀⼤瓶⽔，还有⼀罐古董⾖豉鲮鱼。
加件衬衫，短裤，打⽕机，⼤⽑⼱，笔，记事簿，还有本关于狼

的书。野狗就是狼，也是⼈类在蛮荒都市中最有威胁的竞争对
⼿。对它们多⼀点了解不会错。 

他的单车孤零零地停在门⼜。爸爸的不见了。他背上包，开
步便跑。他没有⽬的地，只想跑，不停地跑，让强健的双腿把⾃
⼰带⾛。他不打算去找⽼爸。经宋焕策划的出⾛，肯定天⾐⽆

缝，要找也不知道从何开始。 
不理，先跑！ 

 * * * 
他跑得⽐平常快，体内有股⽕在推动，双腿像识途⽼马。今

早刚由浅⽔湾踩车回来，现在又沿路跑步回去。 

满脑⼦都是爸爸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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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多想，只管活着。不要忘记：适者⽣存 

我⾃⼰⼀个⼈终⽼是好事，不是伤⼼事哦！ 

这个情势，理智重于⼀切 。 。 。 

⽼⼈家的屁股要擦多少年，谁也说不准 。。。特别臭。 

万⾥晴空，连⼀朵云也没有，蓝得有点⼉不真实。宋笙越跑
越起劲，除了补充⽔壶稍停，没有休息⽚刻。 

我们要理性，看清现实。 

理性  理性  理性。。。 

现实  现实  现实 。 。。 

你会希望我快点死去。。。你的⼼会伤透。。。 

痛⼀辈⼦。。。 

何必呢？ 

不知不觉，已经跑到浅⽔湾。 
海边有⼏位⽼⼈家在开⾳乐会。⼀个满脸长须的⽼头，精神

矍铄，拉着⼆胡。幽怨的⼤漠弦声，在他⼀把年纪的⼿⾥竟然活
泼起来。歌星是位七⼗来岁的婆婆。她⼿扣胸前，⼀本正经，像
个在模仿⼥⾼⾳表演的⼩⼥孩，嘹亮的歌声并未在海风和浪涛声

前认⽼。她温馨地望着乐师，沉醉当年。 

在那遥远的地⽅， 

有位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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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过了她的⾯前都要回头留连的张望 。。。 

观众席上的两个⽼头和⼀位婆婆，唯⼀⽼太太没有打瞌睡。
她默默地跟着唱，⼿打着拍⼦，但节奏未有跟上。⼈类在更恶劣
的环境中，也懂得找空隙⾃娱；这⽅⾯跟猴⼦很相似。 

⽼太太边唱边向宋笙招⼿。遇着平时，他肯定会跟⼏位⽼⼈

家聊上半天，唱唱歌，把外⾯什么都没有发⽣的新闻带给他们。
他现在没有这分⼼情，于是⼤动作地热情挥⼿，脚下却毫不热情
地继续南奔。想不到平⽇⿁影不多⼀只的浅⽔湾，今天会如此热
闹。 

到了⽯澳，他⾸先参观超市，意外地发现了两罐午餐⾁和⼀

罐⾹肠。这区的富贵⼈家果然有风范，宁死不吃午餐⾁。市区的
超市，⼀倒闭便即时被清仓。连他住的半⾼档半⼭区内，平时说
话有⽓⽆⼒，中英夹杂的中产街坊，也⼀夜间露出⼋国联军的嘴
脸，争先闯店，⽆意识地抢掠。能搬动的，不理合⽤与否，拿回
家再算。但⼤部分⼈眼宽肚窄，⼿快命短，⾟⾟苦苦夺来的东

西，⼤多成为陪葬品。宋笙⽆聊的时候，会四处逛空宅，搜刮剩
余物资，打发时间，就像以前的⼈逛商店⼀样。不过逛空宅是有
附带风险的。偶尔碰上了腐烂的屋主在家中发臭，好⼏天都会失
去胃⼜。 

由于没有运输⼯具，偏远的⼤型货仓并未遭到⼤规模洗劫，

仍然堆积了不少难降解的现代杂粮。平时养⽼⿏，必要时还可以
应⼈类之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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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澳滩，吃过晚餐，宋笙忍不住⼤哭了⼀场。 

他累得要死，还未哭完没倒下⼤睡。天未亮便醒了。他平常
最怕在⿊暗中游泳，今天却想也不想便跳了进了漆⿊的⼤海，拼
命往外扒。 

别多想，只顾勇往直前。 

在⿊滑的海⽔中没有远景，⼀切就在眼前。宋笙不但不害
怕，还觉得被暗⽆边际的海⽔包围着很有安全感。⼿脚⼀起⼀
落，激起点点磷光。⽿边的⽔声轻漾，把他引⼊凌波仙境，暂时
忘却伤⼼。他越游越远，直到右脚抽筋才仰卧休息，随波漂荡，

把整个⼈交托给破晓的天空，和⼏颗留连不去的晨星。 
回程时，太阳才在背后缓缓升起。 
⽩昼的沙滩被照得通透死硬，⼀粒沙也难以遁形，反⽽没有

⿊夜中的海⽔真实。疲乏的脑袋又再迷糊。⼀⽣的回忆同时涌
现，千丝万缕，混为⼀⽚。凌乱的过去互相交织⼲扰，抵消内

容，变成空⽩。 

妈最喜欢沙滩 。 。 。 

很久没有想起过妈妈了。她死时宋笙只有⼗⼋岁。年少丧

亲，⽐较容易忘记。瘟疫反正要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亦可
能同归于尽。电视不停地报导最新死亡⼈数，有少许世界杯⾜球
决赛周的⽓氛。死不去的⼈为了⽣存，必须适应，与现实保持距
离，尽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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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要想妈妈 。 。 。  

但要做到不想，谈何容易？宋笙于是尝试静坐，看书，游
泳，希望打灭念头。⽆奈念头还是东⼀个西⼀个地浮现，像沼泽
的⽓泡。 

到了黄昏，他终于撑不住了。 
他把⼼门⼤开，不再设防，⼀切要来便来，去便去，来了不

⾛也可以。他⾯对⼤海，好像舞台上的伤⼼⼈，⾼声问'为何'？
为何妈妈要死？为何爸爸要出⾛？为何命运要他⼀⽣寂寞？他越
问越伤⼼，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啕。他全情投⼊地哭了不知多久，

才有如从⼤病甦醒，觉得⾃⼰很荒诞滑稽，禁不住⼤笑⼀番。笑
罢望着⼤海，又再痛哭⼀轮。 

眼泪原来真的可以流⼲的。宋笙流⼲眼泪后，意犹未尽，便
断断续续地呜咽着。他从未如此哭过，也未见过别⼈这样哭过。
现在⽆保留地哭了⼀⼤场，才知道痛哭的疗效。他的内⼼本来像

淤塞了的下⽔道，随时有被迫爆的危险。现在经⾼压通渠，抑屈
⼤减，还有种暴风⾬过后的清晰。满⽬疮痍的背后透露着新希
望。 

劫后重⽣的思维⽐较冷静成熟，充满信⼼，没有应付不来的
事。被压抑了的过去，遗忘了的往事，⼀幕幕重现眼前。 

⼩时候与⽗母在芬兰的渡假屋过暑假最温罄。很久没有胆量
回忆了。⼀家⼈在湖边的桑拿房：妈妈抱着他，爸爸⽤⽩桦树枝
沾⽔泼洒⽕炉上的⽯头，阵阵热⽓送着树⾹扑⿐。幸福就是这么
简单 。。。这么脆弱。 



出⾛                                   15

他⼤概五岁吧，坐在爸爸的肩膀上看⼤坑区的传统中秋⽕

龙。龙⾝插满⾹⽕，烟得他眼睛刺痛，不住流泪。他低头避开烟
⽕，看见爸爸妈妈⼿拖⼿相视微笑。他感到莫明其妙的很开⼼，
也笑了。 

他⼀⼜⽓跑上⼭顶。爸爸的晨运之友都在⿎掌。 
瘟疫把妈妈杀了。爸爸也失了踪。 

他在家⾥等，⼗分耐⼼。他觉得可以等很长的时间，甚⾄越
长越好。只要还在等，⼀切坏消息尚有待确定。只要还在等，便
暂时不须⾯对相继⽽来的考验。等，原来也可以是⼀种逃避。 

爸爸现在究竟在哪呢？孤零零⼀个⼈，⼀个七⼗多岁的⽼
⼈，能够去哪呢？ 

⼤滴⼤滴的眼泪从⾯额滚下，暖暖的，⽐刚才的温和，没有
哭声，也没有怨忿， 只有默默的伤悲，挂念，祝愿。就这样，
宋笙在海边坐了⼀晚上，看着思潮进进出出。 

来吧！你不来，我不能把你释放。 

三岁多，⽗母才让他尝第⼀⼜冰淇淋。他打了个巨冷震，差
点⼉从凳上掉下来，吓得妈妈要死。爸爸⼀边拍摄录像，⼀边笑
得喘不过⽓。 

他⼩时候从不游公园。记忆中⼀次意图闯公园，遇到⼤批'粉

丝'要跟他拍照。 。 。他从未见过妈妈如此凶猛对待陌⽣⼈。 
零碎的⽚段，点点滴滴，像⼀斑⼏⼗年不见的⽼友，陆续出

现在爸爸的丧礼。眼泪又流了，但⽐较温和，不再汹涌。 
屁股却痒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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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过去两天，沙蚤把他咬满了⼀屁股，他也没有知觉，现

在才觉得痕痒难当！ 
太阳刚升起。真漂亮！真伟⼤！真了不起！ 
他吸⼜⽓，跳起来为太阳⾼歌：O Sole Mio . . . 

爸爸，你是对的 。 。 。 



邂逅 

宋笙 ⼀丝不挂，蹲在沙滩⽣⽕。⼤扫除后的⼼境很单纯，只

想着晚餐。 
真正的平静确实难得，能够清楚⾃⼰正在享受简单平和的⼀

刻，也算⼀种福⽓。⼈⽣到此，夫复何求呢？想不到宋笙在这⾝
在福中知福⾜的半禅悦中，眼⾓外围突然出现了⼀个⼥⼈，斜眼
骤看还是个年轻⼥⼈呢！她⾝穿雪⽩松⾝裙，围上橙红帔肩，在
⼣阳的夸耀下，鲜艳得有些不真实。她背向⽇落，⾯对⼤海，避

开正视⾚条条的宋笙。宋笙顿时⼼跳加速，激素剧增，准备应付
这可能是疲劳过度所产⽣的幻觉。哎，平静的⼀刻，竟然如斯短
暂。 

他急忙拿起⽑⼱往腰间围住，然后跪在地上，⼼不在焉地继
续煽⽕。假如来⼈是位阿公阿婆，他肯定会⾼声招呼，遇见同类

毕竟是开⼼⼤事。但眼前是个年轻得令他愕然的⼥⼈，⾃⼰又没
有穿裤⼦。。。可怜宋笙疲累的脑袋，像个筋疲⼒竭的⼠兵，刚
躺下来休息了⼏分钟，战⿎又咚咚乍响，还响得挺急。 

他围上⽑⼱，瑞涯才施施然向着他踱步进发。他迷迷糊糊地
觉得，这个⼥⼈正⼀步步⾛进⾃⼰的⽣命。如此过⽕的反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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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鲁莽？寂寞的后果？还是崩溃的前奏呢？他暂时⽆暇研

究。她⼀步⼀步⾛近，好像⾛了很久，很久，很久。。。 
永恒的⼀刻也会过去。宋笙的时空终于解冻。 
'你好！' 他暂停煽⽕，满额⼤汗地说：'请问⼩姐是⼈是⿁？' 
'暂时还勉强算⼈吧。' 她笑了⼀笑，⽤⿐尖指出在崖上俯瞰的

别墅：'我就住那⼉。去了地⽅⼏天，回来看见你，便下来打个

招呼。这沙滩很久没有见过泳客啦。' 

哎呀哎呀！⼩姐呀！现在还有⼈'去地⽅'的吗？但话已出⼜，

收不回来。算啦算啦！ 

'希望没有把你吓着。我在这呆了⼏天，欣赏⽆敌⽇落。' 宋笙
未说完已觉得⾃⼰的声线过分油滑。他及时调整了⼀下，才⾃我
介绍：'我是宋笙，宋朝的宋，吹起来噼⾥啪啦的笙。' 

'我叫瑞涯。⼈瑞的瑞，天涯的涯。'  
他还蹲在地上。⼤家没有握⼿。 

'有⼈姓瑞的吗？' 
'有，我。' 瑞涯顽⽪地⼀笑：'我爸是希腊⼈，姓 Rhella。不知

怎的翻成了瑞。我的名字 Rhea 变成了涯，有点苦味吧？' 
'苦？好苍凉⾼傲的⼀个名字，怎会苦呢？' 
瑞涯看着余辉勾画的⼭影，上⾯抛了⼏缕彩云，并未回答。

早已视⽽不见的景⾊，今天特别漂亮。她转过头来，望着宋笙
道：'常来看⽇落的吗？怎么以前没见过你？' 

'很多年没有来过了。'见瑞涯没有反应，他便笑着道：'今早我
看到了平⽣见过最漂亮的⽇出。留下来吃个便饭怎么样？'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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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煽起了。宋笙吸了⼀⼜⽓，把⽬光转移到瑞涯的眼睛上。瑞涯

感到⾯额⼀阵炽热。 
'敢问今天烧的是什么拿⼿好菜式呢？' 她把帔肩拉紧，眼睛摆

脱了宋笙，俯⾝检视⽕旁的晚餐材料。 
'本来有两条法式鸡腿的，可惜我昨天吃了。告诉你的原因，

是不想你以为我每餐都吃这个。' 宋笙举起两罐罐头，尴尬⼀

笑，在⽕光前细阅招纸。'这午餐⾁据说在2071年2⽉前状态最
佳。⾹肠则是73年5⽉作废的，⽐较新鲜。你是客⼈，你来吧！' 

瑞涯⼀幅惊讶的表情：'古董罐头？你保重哦！' 
'没那么严重吧。' 宋笙说罢，从背囊掏出三个番薯。'差点⼉忘

了红番薯三个，还有通⼼粉，不过⽤这⼩锅煮通⼼粉⽐较⿇

烦。' 
'我最喜欢吃烤番薯。那我不客⽓啦！' 她说完，把凉鞋脱了，

盘腿坐下，隔⽕⾯对宋笙。'很久没见到⼈了，感觉有些古怪。' 
'没错。⼏天来我⼀个⼈，像只野⿁孤魂。' 
'野⿁孤魂的⽇⼦我过惯了！' 说毕，瑞涯觉得对着陌⽣男⼈埋

怨孤单有点不恰当，连忙⽤轻松的⼜吻补充说：'不是吗？现在
所有⼈都变了野⿁孤魂。你不看⽇落的时候住哪？' 

'罗便⾂道，近兵头花园。' 
'哇！坐巴⼠来的吗？' 
宋笙笑道：'这段距离我平常要跑四个⼩时，今次有特别能

量，三个半钟就到了。我不戴⼿表，但跑步时⼼⾥有数，很准
的。' 他打开罐头，嗅了嗅，说道：'还未发臭。表⾯滑滑的⼀
层，似乎发⽣过某种⽣化变异。但经⽕⼀烧，保证百毒全消！' 

瑞涯做了个感觉呕⼼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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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她从未吃过这类先民遗留的 '低降解度，呈⾷品状的罐头

物体'，也不会到荒废了的商店或住宅搜集过⽓⼲粮。别墅的⾷
物储藏室，⾯积六⼗多平⽶，堆满了整条的云南⽕腿，从意⼤利
空运，砧板般⼤⼩的乳酪，精装⼩瓶咸鱼，和各类⾼级烟⾁。虽
然不少已经发霉变坏，甚⾄⽣⾍，但挖掘⼀下，不难找到⼀两块
局部可吃的，⾜以满⾜偶尔爆发的怀旧朵颐。还有数不清的各国

佳酿，⾜够⼏个酒⿁醉上三五辈⼦。再者，瑞涯连这个私家粮仓
也甚少帮衬。她⽇常主要吃朱姨在⾼尔夫农庄出品的⽠菜鲜鸡。 

朱姨六⼗来岁，是顺德⼈，来港替瑞家⼯作了三⼗多年，把
瑞涯从⼩看⼤，当是⾃⼰从未有过的⼥⼉。她告诉瑞涯⾃⼰⼀早

梳起不嫁的原因，是不要男⼈折磨和家庭负累。 
社会解体后，朱姨和两个在附近当⼥佣的⽼乡搬到⽯澳⾼尔

夫球会，把第⼗⼋洞果岭前的⼤⽚球道改成耕地，又把富有殖民
地⾊彩的会所变成农庄，养了些鸡。本来连马铃薯在地下⽣还是
树上长也搞不清的瑞涯，现在已是个得⼒的农场助理。她经常去

球场帮⼿，甚⾄住上三两天。朱姨虽然是她剩下的⾄亲，但⼤家
毕竟来⾃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朱姨简单纯朴的⼼满意⾜，⼤声
⼤⽓的开⼼欢乐，令瑞涯认识到⽆求的幸福。不过⼏天下来，她
便会感觉窒息，必须逃回别墅喘⽓，单独歇息。 

朱姨和姐妹们曾经在⽯澳村找到⼀头猪，⼤概是⼈家以前养

来玩的。⼏位⽼太太把它养在⼗⼋洞的沙坑。过了⼏个⽉，够肥
了，便鸡⼿鸭脚地把宰了。瑞涯没有参加，但宰猪的声⾳连别墅
那边也可以隐约听到。为了那头猪的垂死尖叫，瑞涯⼀个多星期
没有去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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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跑了半天就是为了看⽇落？中环的⽇头不下⼭吗？'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标，只想不停地跑。可能是⼀种逃避

吧。反正不敢停，怕停下来会被现实抓住。' 
'听起来有⼏分像我公公的⼈⽣呢！但终归。。。' 
'对，终归也得停下来⾯对。' 

'不介意我多事问句，什么事逼得你哪么紧，要跑个不停呢？
⽋了⼈家赌债？' 

'我爸爸出⾛了。' 
'哦。。。其实我的⽗母⼀早也⽆声⽆息地消失了。' 
'不过我爸出⾛是有原因的。' 

'你没有去找他？' 
'没有。找不到的。' 
'你妈呢？' 
'死了⼗多年了。瘟疫。' 
'哦 。。。' 

 * * * 

'你以前有没有参加过那些 ‘种籽派对’？' 
'种籽派对？你指政府为 Z壹族搞的那些聚会？' 
'没错。' 

'很⼩的时候好像去过⼀两次，没什么印象。我爸妈不喜欢政
府那些装摸作样的吵闹搞作。' 

'所以养成了阁下的孤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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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姐，别挖苦我了。我的孤僻是命运逼成的，不是培

养的。我爸认为我须要学的是⽣存本领，不是⼀般的数理化，以
应付今天的洪荒世界。他们也顶讨厌当时的⼈当我明星般看待。
所以经常帮我逃学，把我留在家⾥⾃⼰教！' 

'你太幸运了！但如果你有参加，我们⼩时侯可能见过。不过
我会跑会跳的时候，你还在穿尿布呢！' 

'呃，我的尿布都是专为我设计的名牌，上⾯都印有我的⼤名
呢！' 

'失敬失敬！⼏乎忘记了宋先⽣是当代名⼈！' 

* * * 

'你也是混⾎⼉吗？' 
'你看得出来吗？我妈是芬兰⼈。但我的样⼦像纯种中国⼈。' 
'谁说的？' 
'都这样说。' 
'我⼀眼便看出你是百分百的混⾎⼉。' 

'混⾎也有百分百的吗？' 
'当然有。' 
'两个混⾎⼉在今天的⽯澳碰上，你说有多⼤机会？' 
'现在说起来也是百分百了，对不对？' 
'Rhella 是希腊姓？' 

'我爸是希腊⼈，不过嬷嬷是阿尔及利亚⼈，也是很混乱的⾎
统。我有时候希望体内那么多的不同的⾎统，会像异花传粉⼀样
令我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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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望如是。⽼实说，任何能够帮助我增强意志的借⼜，不论

有道理没道理，我都会深信不疑，全⼒⽀持！' 
* * * 

'他们真的13岁便送你去瑞⼠寄宿？' 
'真的。' 
'你在⼤学修国际关系？' 

'够枉然吧？' 
'我没有那个意思。只不过。。。的确是有点另类。' 
'你就⽼实说吧。神经病就是神经病，另什么类。不过当⾝边

所有⼈都神经的时候，⼤家都不觉得有问题。' 
'你会法⽂吗？' 

'当然啦！还有德，意，希腊，英语和中⽂。' 
'哇！都流利？' 
'都可以说得很快，但不⼀定准。' 
'我只会中⽂，英⽂，芬兰话，实在惭愧！' 
'到你挖苦我啦？我什么都不会，就是会很多语⾔。' 

'你太谦虚啦！' 
'啊，不只不只！我以前还会逛街购物和弹琴。现在还会耕⽥

种地。' 
* * * 

'你有这样的⽗母真幸福。我妈以前很少在家。间中出现，也
不过是从巴黎之类买完春装，往上海途中路过歇脚。她进门⼜第
⼀件事是吩咐佣⼈如何如何处置她的东西，然后才找我出来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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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声叫我 Love 或达令。她连我们的哈巴狗也叫Love 或达

令，不叫名字。' 
'你爸爸呢？' 
'他更不知所谓。我懂事以来见哈雷慧星⽐见他多。他⼀天到

晚全世界飞，在国际情妇们⾯前扮重要忙⼈。⼀看见我的影⼦便
逃。我和公公婆婆⽐较有缘分。基本上是他们带⼤的。他们对我

很好，也肯花时间，可能当我是⼀种隔代弥补吧。但他们很不开
⼼，什么也看不顺眼。都是钱作怪。' 

'我们穷等⼈家，做梦也想不到钱可以是这么⼤的负累。' 
'的确是。。。说句真⼼话，钱太多不单是负累，简直是折

堕。' 

* * * 

'我真佩服你，吃这午餐⾁可以吃得哪么⾹！' 
'我受过专门训练的，每⼀餐都当是最后晚餐来吃。这样味道

⾃然好，⽆需精⼼烹调，省时省⼒。' 

'赠你⼋个字：似是⽽⾮，胡说⼋道！' 
'那么我们从另外⼀个⾓度再看看：东西吃了下去，有机会变

成⾃⼰的⼀部分，今⽣不再分离。现在有短短的⼀刻，可以看
见，甚⾄尝到⾃⼰的本质，是不是很难得的缘分交叉点？' 

'我看这东西，吃下去都变屎！' 

'呃，屎也是我的⼀部分呀！当你说⼤家交个朋友时，我肚⾥
长长的⼀条粪便，只要⼀天未钻出来，也算是你的朋友呀！' 

'哇你这个⼈很呕⼼哦！' 
* * * 



邂逅                                   25

'⼀个三⼗五岁的⼤男⼈，⼜中还经常挂着爸爸妈妈，真难
得。' 

'是吗 。 。 。？' 
'我不是取笑你，不要误会！只是有⼏分羡慕！' 
'这⼏天也⽐较特别，满脑⼦都是他们。其实我⼀⽣⼈没有什

么朋友。同年纪的更不⽤说了。⽗母是我的整个世界，我的⼀
切，直⾄ 。 。 。。不好意思，我这⼏天感情⽐较波动 。。。真
不好意思。' 

'我了解。我这⼏天也在哭。' 
'你？' 

'嗯 。。。' 
'其实掉眼泪并⽆不妥。我妈 —— 看！三⼗五岁的⼤男⼈又提

妈妈啦！——  我妈最不相信喜怒不形于⾊，⽼把感情抑压的绅
⼠作风。她说流⼀滴眼泪便急忙道歉是伪君⼦所为。不论男⼈⼥
⼈，伤⼼便得哭，对不对？' 

* * * 

'如果有神仙下凡，给你⼀个愿望，你想要什么？' 
'⼀个长长的热⽔淋浴！' 
'嗯，也好，就算短的也可以。' 

'咱们⼀起冲，既节省⽤⽔，又可以冲久⼀点，怎么样？' 
'哇，想不到你的嘴那么坏！⼤家才认识了⼏个钟便占便宜。' 
'冰淇淋？' 
'冻⽜奶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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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喝奶，但来桶冰块我倒不介意。' 

'就这样？神仙给你⼀个愿望，你就花在冲凉和冰块上？' 
'其实我⼀向都要求不⾼，像个圣⼈。你呢？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个孩⼦。' 
'你说认真的？' 
'还有假的？这是⼥⼈的天性嘛。' 

'呃，不过你不应该在⼀个认识了只有⼏个⼩时的陌⽣男⼈⾯
前如此坦⽩呀！' 

'哎哟真不好意思哦宋先⽣，⼩⼥⼦失⾔啦。你给我的烤番薯
加了些什么药？' 

'好，就算有奇迹出现，上天给你个⼩孩，但他长⼤后，整个

世界就只有他⼀个⼈，不觉得很恐怖吗？' 
'到时⾃然会有其他的⼈。' 
'涯姑娘，你别跟我开玩笑吧！' 
'真的。到时会有其他的⼈。' 
'你怎么知道？' 

'⼥⼈的直觉。' 
'好，又算你对，真的有其他的⼈。世界那么⼤，他们怎么碰

头？' 
'就像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 

* * * 

'有件事我想剖⽩⼀下。' 
'那么⾔重？说来听听，我最喜欢听⼈家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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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答应不会⽣⽓。' 

'应该不会吧，但也得看看是什么。' 
'我⽆意中在窗后偷看了你两天 。 。 。' 
'嘿！我其实也猜到了⼏分！好看吗？' 
'嗯，⽼实说，很⼀般。' 

* * * 

'你平常⼀个⼈在这古堡内，怎么打发时间？' 
'造造⽩⽇梦，弹弹钢琴。但我差不多⼀半时候都在⾼球场跟

朱姨们种菜。' 
'你钢琴⼀定弹得很好吧？' 

'可以。以前经常在公公的宴会和什么慈善晚会助兴，反正从
来没有⼈够胆批评过⼀句，都对公公说我是天才！' 

'你看，钱多也有好处的，可以做天才！' 
'呃，天⽣的，你恨不得哪么多。' 
'好啦好啦，天⽣多钱⼈。我虽然不懂⾳乐，但觉得这东西挺

奇妙。' 
'为什么呢？' 
'不是吗？⾳乐跟语⾔不同，并⾮必需，但每⼀个⽂化⾓落都

有⾳乐，你说奇不奇怪？' 
'有什么奇怪？因为⾳乐是必需的，就这么简单。' 

* * * 

'⾹港最少有整整⼀个世纪看不到这样的繁星晚上。' 
'繁忙的⼈，连⿊夜也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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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漂亮。' 

'你信不信星座？' 
'嗯，好的预⾔我通通信，不好的通通不信。但我们⾝体上的

每⼀根汗⽑，每⼀颗细胞，地球上的⼀切，都是从外太空来的，
倒是事实。我们与星体之间会不会保持了某种神秘联系呢？这就
难说了。' 

'呃，我的太极师傅是个科学家，他也是这么说。不过他说⼀
切东西都是借回来的，早晚要还！' 

'试想，我们两⼈⾝上可能有⼏颗分⼦，⼏⼗亿年前在⼀个遥
远的星球曾经相识，共分⼀颗电⼦呢？' 

'机会极微！但想法⽞妙，也很富挑逗性。不错，不错。' 

'哈哈，想不到宋先⽣还挺会做梦的哦！' 

* * * 
'你相信命运吗？' 
'我相信每⼀样东西，甚⾄每⼀个细胞，都在遵循着⼀种既定

⼒量运⾏。' 
'真看不出你会是个宿命论者。' 
'你觉得我不似吗？' 
'你刚才不是说你从⼩受训，只管向前看，往前⾛的吗？' 
'对呀，那是命中注定，我也没办法呀？' 

'假如⼀切既定，不能改变，⼈⽣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有！明天的⽇出我们肯定不能影响，但也可以⼗分欣

赏，对不对？注定了的东西究竟如何演绎互动，是个很神秘奇妙
的因果现象。留⼼观察的话，仍然⼗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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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你原来是个哲学家，失觉失觉！' 

'还有，假如我们不认同命运，又那来同情⼼可⾔呢？' 
'倒没有听过这怪论，愿闻其详。' 
'不是吗，假如⼈⽣⼀切⾃主，那么所有不幸的⼈都属咎由⾃

取，不值得同情，对不对？' 
'不对。有同情⼼的表现可以讨好上帝，搏升天堂！' 

'这⽅⾯的战略因素我倒未曾考虑过。涯姑娘你以前是就读天
主教学校的吗？' 

* * * 
  

营⽕的余烬热烘烘地透着残红，依稀散发着烤番薯的余⾹，

像难舍的回忆。沙滩被湿暖的海风纠缠着，⽣不起半点清凉。 
'你喜欢⼲⾢⽩兰地吗？' 瑞涯问。 
'我最近才学会欣赏⽩兰地。由于都是免费的，所以品尝过的

都是上乘货⾊。有真货五粮液的话，我也喜欢。' 宋笙平淡的回
答，背后其实收藏了两分紧张。第⼀分紧张是他知道⼀个关键时

刻，可能随时来临，⽽他正处被动状态，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
过分扮酷，以免不觉意冷却了热情。 

第⼆分紧张是由于刚才⼀时忘形，吃了太多。加上第⼀分紧
张所造成的⽣理反应，肚⼦在酝酿⼀场极之不合时的风暴。他⼀
⾯尽⼒保持外表镇定，⼀⾯意守丹⽥，希望增强耐⼒，以捍卫这

重要关头。谁料意到丹⽥，触动了的不是⽓机，⽽是⼤肠，令蠕
动加剧。整个⼩腹上了膛，如箭在弦，⼤有⼀触即发之势。由于
肛门告急，宋笙才想起⾃⼰⾝上只不过围了条⽑⼱。哎！还是条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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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我不会喝，不过公公的酒都是⼀流货⾊。还有——' 

宋笙忍不住打断了瑞涯的话，⼀脸痛苦地说： '瑞涯，不好意
思，我要失陪⼏分钟。' 

'你OK吗？' 
'OK OK！给我⼏分钟。' 宋笙的声⾳开始微弱，已经有⽓⽆

⼒。说罢，他弯着腰，像钟楼驼侠⾛难似的，⼀步⼀跨地向⾝后

的⼀块⼤⽯跑过去。跑不了⼏步，便又跨回来，⼀⾔不发，⼿忙
脚乱地翻背包，找到了⼀包纸⼱，才匆忙地跨回⽯后。 

哎呀！裤⼦！这是⼤好机会，若⽆其事地穿上裤⼦。错过

了。算啦算啦！ 

* * * 
当宋笙从⽯后现⾝的时候，瑞涯已经站了起来。她⼀只⼿把

披肩抓紧在胸前，另⼀只⼿挽着凉鞋，望着灰烬⼊了神。最后的
⼀点余辉，隐约勾画出她的轮廓。复杂的⼥性本能，正在专⼼处
理⽬前这⼀刻。她要⽐他更⼤胆，但不失矜持。她⼀⽅⾯果断：

机不可失，但同时必须谨慎，步步为营。她现在⼀呼⼀吸，都带
着放任的分⼨。天性催促她去爱，放胆地爱，⽆私地爱，不择⼿
段地爱。⼥⼈的机会⼀去即逝；⼀刻犹豫可能导致幸福流产，⽐
⼀时失⾜的千古之恨更折磨，更悔恨，更难启齿。在洪荒世界，
男⼥之间的天⽣不公更加明显。 

宋笙的感受相对单纯。他看着瑞涯，脑袋⾥只有⼀个讯息，
⼀个惊叹：漂亮！她实在太漂亮啦！ 

他扮狗⽤脚把沙往后踢了⼏下，对着瑞涯傻笑。 
'洗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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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妈说为流泪道歉是伪君⼦所为。那么当街⼈有三急也是⾃
然需要，又何必道歉呢？' 

'抱歉要你等嘛。' 
'要不要浇点⽔？' 瑞涯对着刚熄灭了的⽕堆说。 
'要，⽐较保险。' 

宋笙⽤⼩锅打了海⽔，把沙滩上最后的⼀点红光彻底熄灭，
只剩下淡淡新⽉和繁星，为这对新相识的情⼈引路。 

'⾛吧。' 宋笙若⽆其事得有点不⾃然。 
瑞涯没有作声，看了他⼀眼。 
宋笙把她搂在⾝旁，两⼈踱步⾛向别墅。⽉⽛⼉在天边给他

扮了个⼤笑脸。⽉影中恍惚有宋焕的笑容，也有他⾃⼰的笑容。
今天他第⼀次感觉到⽗母确实活在⾃⼰⾝上。没错，只要留⼼观
察，⾃⼰的⼀举⼀动都带有遗传的影⼦。所有⼈都是他⼈的延
续，也都是盘古初开时⼀堆氨基酸的延续。⽣命的继往开来，每
分每秒都是魔术，⼈认为不可能发⽣的事，不断在发⽣。宋笙做

梦也想不到，这刻竟然会有⼀个如斯美貌的⼥⼈倚在怀中，他浑
⾝感觉到⼀阵暖流。  

瑞涯正低头数着两⼈的脚步，突然看到宋笙在⽑⼱后⾯呈现
了兴奋状态。哎呀，男⼈不穿裤⼦实在不成。 

'我想说⼀句话。' 

宋笙过分温柔地'嗯'了⼀声。  
'呃，怎么讲呢。。 。我们认识了才⼏个钟头。我从来没有这

样邀请过任何⼈回家的，我想你明⽩。'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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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 。。。？' 

'从你的眼神，我看得出来。' 
瑞涯⼼想：这么⿊你也看得见？但她抬头看了他⼀眼，又好

像真的看得很清楚。在此情此景，更⽼实的男⼈也会吹⽜，⽽更
精明的⼥⼈也会相信，但瑞涯深信他们不是⼀般的男⼈和⼥⼈。 

宋笙⽑⼱下⾯那⿁东西，越来越放肆。瑞涯再低头的时候，

看在眼⾥，不好意思笑出声，又不想多猜测，破坏了这美好的⼀
刻。 

突然间，宋笙戏剧性地放开瑞涯，然后打开⽑⼱，把它搭在
肩膀上。他⾚裸裸地⼤步往前踏，像个刚搞完⼤屠杀，凯旋归来
的希腊战神。他边⾛边⾼声唱起 O Sole Mio 来。澎湃的⼩弟

弟，像战船头的⼩跳板，兴奋地打着拍⼦。 
瑞涯笑得弯了腰。她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听起来很陌⽣。

她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笑得这样尽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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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脚坐在六楼天台的围墙上，双脚吊在墙外，对

失去平衡的后果毫⽆顾虑。 
她幽幽地再点上⼀根⾹烟。缕缕蓝烟穿过⿊暗，升向淡黄的

⽉光。天边的⽉⽛⼉，弯弯的像只鱼钩，耐⼼地等待着猎物投
怀。她深深的又吸了⼀⼜烟，继续找寻吞云吐雾的乐趣。 

她没有吸烟经验。油迹斑斑的发霉⽼烟的味道，对她来说没
有分别。不外是⼀吸⼀吐，⼀吐⼀吸。⼀枝接⼀枝，陈年烟转眼

给她抽了半包。⾆头被烟油刺激，好像发胀了，填满⼜腔。她感
觉轻飘飘的，被头上的夺命鱼钩招引着。沉重的⾆头暂时把她锚
定。。 。 

她突然想到⼀个问题：⽣命究竟在⾥⾯，还是在外⾯呢？她
从来没有想过这古怪问题，现在也不打算去想，瞬间的念头⽽

已。对她来说，不论⾥外，⼀切都已经没有⽣命。哈！从来未燃
亮过的东西，居然也有熄灭的时候。这点，她也没有想过。 

六⼗年的⼈⽣，就像从前她⽗母⼭顶家⾥的抽湿机群整天努
⼒抽取的⽔分，没有杂质，没有味道，没有⼒量。凭空⽽来，随



笙歌                                         34

⼿倒掉。但抽湿机⽐她幸运。抽湿机的噪⾳，隆隆隆隆，单调⽼

实，可以引⼈⼊睡。 
她脑袋⾥的噪⾳复杂得多，绝对⾮同凡响，都⼤有来头。贝

多芬，莫扎特，圣桑，⼀⼤堆天才就在她⾥⾯，咿咿啦啦，叮叮
咚咚，停不了，赶不⾛。 

⼤师们，我要睡觉啦，停⼀停好吗？！好吗！！！ 

都不理睬。还变本加厉。⼤师风范嘛。 

好！随你们喜欢！尽管来吧！ 

哈！ 莫扎特。又是他。好⼩⼦。 

安魂曲。又是那安魂曲。 

主呀，让他永远安息 。 。 。 

写得好。哪我呢？我呢？谁来让我安息？ 

主！你说！为何偏偏是我不能享有⽚刻安息？！ 

莫弦⾳跟莫扎特同姓，也是从⼩便中了⾳乐毒。年纪渐长，
中毒越深。跟莫扎特⼀样，她对⾃⼰的⾳乐很⾃信。不同的是莫
扎特有天分，莫弦⾳没有，起码没有死后被世⼈认同的天分。因

为世⼈都已经早她⼀步死光了。 

她⽗亲是个⼋分成功的投资银⾏家。在当年的投资⾏业，⼋
分成功便有⼗分能⼒住⼭顶的次档洋楼了。⽗母最初要⼥⼉学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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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只不过希望她掌握些少⾼格调把戏，洗洗铜臭⽽已。⼀台名

贵钢琴花不了多少钱；放在客厅中央，上⾯放块⽹眼⼩垫，摆个
花瓶，插上七彩假丝花，挺有贵族⽓质吧！他们似乎早有预谋，
给她起了个蛮有⾳乐味道的名字。 

谁料弦⾳对⾳乐⼀听钟情，再听迷溺。整天只想听，学，
弹，其它的什么都没有兴趣。她宣布长⼤后要做个演奏家。'做

不成怎办呢？' ⼤⼈逗着她问。'不会的，我有天分。' ⼤⼈们都说 
'哎呀，这⼩弦⾳太好玩啦！'  

她的确有些天分，可惜不够，又或许是未有配上天时地利。
其实天分这东西，与幸福没有必然关系。最倒霉是有⼏分，但不
多，飞不上云端，接不上地⽓。她过分的努⼒，结果把这⼀点点

天分给弄僵了。 
岁⽉把天分和期望逼迫成焦急和失望。想放弃已经太迟。不

知什么时候开始，⾳乐变成停不了的声⾳。她会失惊⽆神失聪，
什么也听不到。⽿朵被各位⾳乐⼤师即兴绑架，开演奏⼤会。死
⼈的调⼦和猛⿁的乐章，不停地在她的脑袋回响。 

听着哦！听着哦！ 

好听吗？很轻松对不对？对！对我们来说⼗分轻松！ 

对你呢！唷，哪就不好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她再抽出⼀根霉烟，尝试点着。不知什么时候，外⾯起了
风。早些时满布天上的星星，给⼀堆堆零散乌云遮得七七⼋⼋。
她的长发，本来灰⿊参半，今早第⼀次给染⿊了，随着阵阵热风
在脸上飘扫，散发着刺⿐的氨氮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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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嚓！在风⾥，这打⽕机没有丝毫屁⽤。 

'废物！废物！废物！！' 她⽤⼒把⽕机扔掉。⼜⾥叼着的烟也
掉了，堕⼊了脚下的漆⿊。 

脑⾥的乐章刚好进⼊⾼潮，突然紧凑起来。 
她闭上眼睛。想像打⽕机在空中翻跟⽃，最后嗒的⼀声落在

⾏⼈道上，动也不动，碎了。多安详。 

主呀，让他永远安息 。 。 。 

莫弦⾳很羡慕那碎了的⽕机。 

* * * 

'呀！你吓死我啦。我差点⼉掉了下去！' 
'对不起 。 。 。' 
'你⼀个⼩⼥孩在这⾥⼲什么？' 

'我住这⾥。' 
'就你⼀个？' 
'还有我的弟弟东东。' 
'为什么我从未见过你？' 
'平常我们躲起来。' 

'你家⼈呢？' 
'都死了。' 
'哎，真可怜！' 
'你做我们的妈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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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哇，⼩甜⾖。我来做你妈妈。' 

'妈妈你刚才扔的是什么呀？' 
'没什么，是个打⽕机。现在死了，安息了。' 
'这是什么声⾳呀，妈妈？' 
'是⾳乐，我头⾥⾯的⾳乐。' 
'我害怕这⾳乐！' 

'我也不喜欢，但没有办法。' 
'你的头会不会唱［⼀闪⼀闪⼩星星］？' 
'会，但我拿不了主意唱什么的。' 
'是那个⽩发⽼头拿主意的吗？' 
'⼤概是吧。' 

'他样⼦也很古怪，很吓⼈！' 
'不要理他。来，跟妈妈聊天。'    

* * *  第四章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