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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浪人劇場為配合 「《雕刻城市》——劇場與香港文學連結計劃」 及新作《裸 「言泳」 無邪》（改編自陳冠中《香港三部曲》）的上演，上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於香港文化
中心劇場舉辦了 「講述城市的身世」 對談，分別邀請了香港城市書寫者陳冠中、學者朱耀偉及作家鄧小樺三人就主題作交流。撰稿人參與了該場對談，並撰寫了報道。

●譚以諾

▲對談嘉賓（左起）鄧小樺、陳冠中、朱耀
偉。

〔陳詩歷攝〕

從哭辮子談起
看完早年內地電視劇《末代皇帝》，陳寶

琛因溥儀剪掉了長辮子痛哭流涕的鏡頭後，
心裏實在茫然、悽愴，悲哀得很。

中國幾千年的奴化教育、愚民統治，高壓
政治，已經完全改變、扭曲了人們的本性，
完全泯滅了人的自我價值觀念以及民主抗爭
意識， 「忠君、孝君」、 「皇帝至上」、
「最高指示」、 「人民救星」等愚忠心態頑

固地如毒菌一般吸附在人們思想深處。
歷史上，一個扼殺民主、文明給民族帶來

災難的暴君死了，人們失聲痛哭，哭他們失
去了 「聖上」，失去了 「偉大領袖」，擔心
從此 「國將不國」， 「國無寧日，民不聊
生」。 「五四」運動革了長期傷害婦女身心
健康的裹腳布的命時，那些被解放的女性竟
哭了，哭自己失去了 「三寸金蓮的美的象
徵」；被北洋運動剪掉了封建主義的尾巴
——長辮子的愚夫們哭了，哭從此失去了
「國粹」。最近還有人哭，哭《紅高粱》不

該在國際上獲獎，哭 「偉大的中國遊客不該
在國外境外受歧視」等。我相信，在一些光
線不太強的地方也有人在哭泣，哭 「改革開
放」哭 「大老虎被抓」，哭 「不能任擺官威
為所欲為」……

這些 「龍的傳人」究竟在哭什麼呢？是哭
自己的瘡疤、污斑被曝了光、亮了相？還是
哭幾十年的 「紅色革命」的偉大虛榮心以及
「偉大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衝擊、挑戰？

還是哭 「資本主義徹底復辟了」？還是哭自
己靠諂媚奉迎好不容易巴結到的官系因反貪
斷線了，升官發財無望了？

有人說， 「同世界先進國家相比，我們不
僅硬體落後，軟體也落後。」這軟體自然包
括國民素質。倘若國民素質都退到 「陳寶
琛」的愚昧程度，我想，魯迅筆下的 「阿Q」
便更 「普及」了。

講起中國人的奴性愚昧與愚忠，不要以為
有文化有知識的大文豪都像魯迅一樣，站在
時代與歷史的高度，能夠理性地加以批判與
譏諷。事實上，與陳寶琛一樣食古不化的人

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一樣有。遠的不說，
就拿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的一件件事情來說
吧，手握生殺大權的 「偉大領袖」一次次發
動的所謂革命運動，令多少人無辜成了反革
命、右派、牛鬼蛇神而遭誅殺，面對這些令
人髮指的行為，有人不但不反對，還為之歌
功頌德，三呼萬歲呢！最慘的是上世紀六十
年代初，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因缺糧活活
餓死，而當局放着一個個官辦糧倉卻不開倉
救民，創造了人所不齒的慘劇，事後竟有人
為之辯護，說中國人民聽話愛國。愚忠到了
何種地步！

說到這裏，我同時想起了中國近代另一位
與魯迅齊名並學貫中西的大文豪——辜鴻銘
老先生，他曾當過清末兩湖總督張之洞的高
參，並以怪誕見稱。辜老一生熱愛中國傳統
文化。維護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自當可
理解，但在溺愛祖宗文化的同時，過分而不
加批判地宣揚中國文化的一些糟粕，便不能
令人尤其是令當代人認同了。

辜老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在談到
中國婦女的偉大品德時，極力歌頌早被批判
的 「三從四德」具有獻身與犧牲精神，認為
是 「真正的女性理想——一切具有真正而非
華而不實文明的人們心中的女性理想，無論
是古希伯來人，還是古希臘和羅馬人，本質
上都與中國人的女性理想一樣，即真正的理
想女性總為Hausfrau（家庭主婦）。」

辜老既然已經將理想的女性定位為Hausfrau
（家庭主婦），他筆下的 「三從四德」必然
是這樣的： 「何為三從四德呢？它們是：首
為女德，次為女言，三為女容，最後為女
工。女德的意思是指婦人不要求特別地有才
華和智慧，但要謙遜、快活、純潔、堅貞、
整潔乾淨，有無可指責的品行和完美無缺的
舉止。女言的意思是指不要求婦人有多麼雄
辯的口才和才華橫溢的談吐，不過要小心仔
細地琢磨用詞，不能使用粗暴和激烈的語
言，要知道什麼時候當講，什麼時候該住
嘴。女容意味着不要求婦人太漂亮或太美麗

的容貌，但必須收拾得整齊乾淨，穿着打扮
恰到好處。最後女工意味着不要求婦人有專
門的技能，但要求勤快而專心於紡織，不把
時間浪費在嬉笑上。要做好廚房裏的事，要
把廚房收拾得乾乾淨淨，並準備好食物。」

如果說辜老對中國理想女性的標準從男人
的角度還較為理想化且有小小本性化的話，
那他對待女性的 「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
死從子」的三從，便不那麼人性化了，而是
與當今社會觀念格格不入的自私自利大男人
主義。他認為三從是中國女性的一種偉大的
犧牲，一種其他民族婦女所沒有的美德。他
認為一個婦女 「不應該為自己活着，而是為
社會而活，不是去做什麼改良或者什麼女性
社團的會長；甚至不去做什麼聖徒或給世界
行善，而是做一個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

他更怪誕地認為，中國男人之所以納妾

「是因為中國婦女的無私無我，才使得納妾
成為可能，並不是什麼道德問題。」他甚至
認為 「中國理想女性並不要求一個男人終其
一生去愛撫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
絕對地，無私地為丈夫活着，因此當她丈夫
病了或因操勞過度而身心疲憊，需要另一個
女人服侍時，無我的妻子便給予他一切。」

他不但為納妾的男人尋找合理的藉口，更
為封建皇帝後宮三千，荒淫無度的奢侈生活
辯護，他的理由是皇帝或國王為全國百姓操
勞最辛苦，貢獻最大，所以應該盡情享受，
難怪一些中外風流士人稱讚辜老先生 「學貫
中西，理曉男女」。

當今最流行的口號是中國夢，但願中國夢
沒有奴性、愚昧與愚忠的成份。

（作者是香港自由撰稿人。）

對於香港文學的劇場改編，浪人劇場可算是
多有嘗試，繼早前改編董啟章、韓麗珠、謝曉
虹、李維怡、舒巷城等人的小說作品，今年的
重頭劇就是改篇陳冠中的短篇小說集《香港三
部曲》。

這個 「《雕刻城市》——劇場與香港文學連
結計劃」，除了改編陳冠中和董啟章這兩位作
家的作品外，還特別舉辦了一系列的公開講
座，從去年十一月的 「陳冠中《香港三部曲》
與我」算起，這次的 「講述城市的身世」對談
已是第五個相關活動。如此，我們看到浪人劇
場除了對改編的嘗試外，還想把實驗帶到劇場
的空間外，透過講座、導讀和作品徵集，延展
劇團的可能。這次 「講述城市的身世」對談，
適逢陳冠中回港，成就了 「陳冠中X朱耀偉X
鄧小樺」這陣容，既有文化人，也有公共知識
分子；既有上一代，也有新生代；既有小說
家，也有學者，更有詩人。不同範疇的人聚在
一起，細談他們心中香港這個城市的身世。

「薄情」 的小說家
事有湊巧，浪人劇場演出《香港三部曲》之

時，正值陳冠中出版新小說《建豐二年》，如
此情境，很難不聚焦於新小說的答問。就陳冠
中近年三部關於中國的小說──《盛世》（二
○○九）、《裸命》（二○一三）和《建豐二
年》（二○一五）──不得不從他二○○○年
左右進入內地時談起。眾所周知，陳冠中七十
年代中創辦《號外》，其後一直是香港文化評
論重要的人物，另一位對談嘉賓香港大學現代
語言及文化學院朱耀偉教授也提及，當年讀
《我這一代香港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指出他
那一代人少有如他般，不要下一代人學習他們
的模式，且說他們不過是 「好運」而已。

陳冠中談到小說創作時，說自己對小說是
「薄情之人」，並未以寫小說為志業，除了

《香港三部曲》中的三篇短篇外，幾十年來只
寫過幾篇短篇，不算是全情投入創作小說的
人，更多時間花在寫文化評論式的散文和論
文。然而，陳冠中卻慢慢感到散文和評論文章
的局限，特別是要寫當下中國的各種複雜情況

時，發現小說或會是更好的形式。 「面對中國
當下的複雜，單篇的文章難以寫得全面，難以
同時論到各方情況。而小說恰恰能盛載多重聲
音。如此，小說反而更能處理複雜的社會問
題。」陳冠中如此論到小說的優勢。

陳冠中不諱言，自二○○○年到北京居住
後，所寫評論文章和小說創作，對應的讀者是
內地的知識分子。然而諷刺的是，他新近的三
本小說（《盛世》、《裸命》和《建豐二
年》），因題材關係，未能於內地出版，只能
於港台出版。如此，反倒成就陳冠中與香港另
一段的因緣。

小說比現實更真實
陳冠中的新作《建豐二年》是寫 「新中國的

烏有史」，設想的是，如果一九四九年打勝仗
的是國民黨，如果往後三十年內地都是國民黨
執政的話，歷史會如何發展呢？鄧小樺指出在
香港的小說創作中，不少作者也以小說寫史，
以虛構寫實。當中為人熟悉的當然有西西和陳
慧，知識分子味濃的有董啟章，黃碧雲也有
《 烈 女 圖 》 以 三 代 女 性 來 寫 另 類 的 香 港
「史」，連最為超現實的韓麗珠，也有《灰

花》這類似以三代人虛構來寫 「史」的結構，
近作《失去洞穴》中，有比以往更貼近香港城
市身世的創作。如此她拋出問題︰ 「為何香港
多有以小說寫史的情況呢？」

朱耀偉卻對 「史」這個字甚有戒心。他受後
現代理論的影響，總認為虛構比現實更真實，
這多少呼應了陳冠中對小說的肯定︰小說作為
虛構，更能處理現實中多重複雜的關係。朱耀
偉繼續謹慎地對 「史」作出批評︰ 「歷史中的
『史』這個字太重了，對於接觸過後現代和後

殖民理論的人來說，我們會貶抑大敍事，高舉
小敍事。小說之好處在於，它能讓讀者從另一
面看香港這個城市。」

然而鄧小樺卻發現，在《建豐二年》這 「新
中國的烏有史」的 「小敍事」中，主要的篇章
都是寫歷史上的大人物，如蔣經國、董浩雲
等。陳冠中卻說，小說成為現在的樣貌，其實
是有其偶然性的。 「我本來也有想過寫其他題

材，與大人物無關，但寫着寫着，就變成現在
的模樣。」陳冠中繼續說，他之所以寫新中國
的 「烏有史」，是源於二○一四年在嶺南大學
和浸會大學的兩場講座，講題是 「從烏有邦
Utopia到烏有史Uchronia」。所謂 「烏有史」
Uchronia，就是想像歷史中某重大事件不是如
現在般發生，然後設問往後的歷史發展會有什
麼不同和變化。他說在講座後，便想不如自己
也寫一本這樣的烏有史，於是就有了《建豐二
年》。

香港的潛流與動能
近年，不少人討論 「香港模式」，以探詢城

市當下與未來出路，呂大樂近月出版的書，更
不諱把書命名為《香港模式：從現在式到過去
式》。對談談到城市的身世，自然避不開 「香
港模式」的討論。陳冠中指出，所謂的 「香港
模式」，其實也是 「東亞模式」，是東亞各小
國和地區現代化的軌迹，亦即從輕工業起家，
發展轉出口業，然後變成金融城市這種 「成功
模式」。

對於這種所謂 「成功」的 「香港模式」，對
談的三位都予以質疑，首先反對的是朱耀偉。
他直接指出，這種 「香港模式」不可能複製下
來， 「不論是黃霑論及香港流行曲鼎盛，還是
陳冠中述說他們那一代人的 『成功』，都說
『好彩』成分很高，當中有很多歷史轉折的偶

然。」朱耀偉回到他研究的老本行——香港粵
語流行曲歌詞——說若要尋問城市的去向，或
許需要探問城市的 「勢」。 「若我們談及傳承
與開創，不能走尋 『根』的老路。對於熟讀後
現代和後殖民理論的人，一般都會對 『根』有
所質疑。 『根』（root）太固定；後現代的學
者因而提出 『路徑』（route）這個概念來與
『根』作對應。而我近年則多循王德威教授的

說法，尋找香港文化的 『勢』。」朱耀偉繼續
解說，尋找 「勢」，就是尋找香港文化中的
「動能」（momentum）；有了動能，才能探

問城市的去向。
陳冠中也很認同香港這個城市中有很多潛

流，在各個藝術範疇中，香港人過去曾做了不

少的嘗試。他笑言，曾對要到香港自由行的內
地學生說，來香港不要只購物逛街，可以嘗試
另類的旅遊， 「例如到香港找一些以往或現在
還創作的藝術家，與他們聊天，尋問他們創作
的軌迹，這就會發現另一個香港，會發現香港
曾經出現過很多精彩的事物，會發現當下香港
還有很多精彩事情在發生。」陳冠中這番對內
地學生的建言，其實也可以讀成是對香港人的
建言︰去探問身世，並不是去探問根在何處、
來源何方，而是透過不斷地拉線，找出香港發
展的動能，或潛流，以發現香港精彩的一面。

面對香港當下政治議題高溫的處境，陳冠中
不無感歎說，他在不少場合中都被問及對香港
未來有什麼方向和建議。 「其實這類問題把當
下情況簡化，被問者被迫作簡單的回應，甚至
不少時候是在詢問講者的立場，沒有空間可以
仔細梳理香港這城市的來龍去脈。」這是陳冠
中所不願面對的情況。若果可以的話，我想他
更在意的反是仔細梳理、尋索香港文化的暗
流，多於給出一個對香港未來簡便的建議。

（撰稿人是香港作家、評論人。）

〔此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協助統籌，該會由專業藝評人組成。

網址：www.iat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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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訊

「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 及
倪匡與陶傑 「小說金庸」 講座

今年是金庸武俠小說創作六十周年。
一九五五年查良鏞先生以 「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發表了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

錄》，聲名大噪，此後陸續創作《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及《笑傲江湖》
等作品；至一九七二年，他完成《鹿鼎記》後封筆，十七年間共創作了十五部膾炙人口的武俠
小說。他橫溢的才華，飛揚的文采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風靡全球的華文讀者。

有見及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計劃於二○一六年底於香港文化博物館成立永久的金庸展廳。
與此同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藝術發展局及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聯合主辦 「我與
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是次活動陣容盛大，尚有四大合辦及十六大協辦單位，籌委
顧問二十三人、委員五十人、終審評委二十一人、支持媒體二十七個，皆是世界華文著名學
者、作家、文化人、機構。歡迎世界各地華文愛好寫作人士參與，詳情請見《明報月刊》今年
第九至十一期及各大報刊、網站。

而徵文獎首場講座，有幸邀得著名作家倪匡先生及陶傑先生主講 「小說金庸」，並由《明報
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主持。講座於十一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至傍晚六時三十分
假 「創 Bookcafe」（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號中商大廈二樓）舉行。留座及查詢請致電：
2138 7812與羅小姐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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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報特輯部製作

支持機構：

《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明報》網站：www.mingpao.com>新聞>昔日明報（選擇日期）>文化力場

《明藝》前期內容可瀏覽：

隔代隔海的回聲 ●羈 魂

城中詩

去年中，陳智德主編的《香港文學大系．新詩卷》面世， 「選
錄一九二五至四九年間在香港發表的新詩作品」；前月，黃燦然
主編這城中詩專頁，作者則全屬 「十分新和十分年輕的詩
人」——無論作者、作品，橫跨幾近一世紀！原來香港新詩已走
過這麼長的路，也開過這麼多的花，可靜待有心人重整啊重認？

這一期的 「城中詩」，作者卻是介乎二者間，來自不同年代，
也身處不同地域的本土詩人——從台灣鳥倦知還的盧文敏，五十
年代已是香港新詩闖將，六十年後仍能借《電燈柱》發出： 「一
棵棵鐵樹長出會發電的詩朵」的呼號；六十年代文社運動中堅的
柯振中，儘管旅美數十年，對我城仍念念不忘，坦然抒述 「持傘
人恆比側伴雨濕更易」的感慨；至於從 「藍馬」到《詩網絡》與
我曾並肩達五十年的路雅，重拾詩筆後，佳作紛陳，如今更寫出

教人 「傷感」的《巷貓》： 「夢因爭吵咬死了陋巷」，豈僅 「傳
說」？直是當前 「斑斑」 「血迹」的現實！

七八十年代曾是香港詩社詩刊的蓬勃期，《詩風》、《羅
盤》、《焚風》、《新穗》等，也曾是令人緬懷的名字。溫明、
胡燕青、秀實，便是那段時期相識的詩友；創作不輟的中生代，
此刻又可為新世紀的香港新詩，注入怎樣更新的元素？是 「生命
／僅不過是一件／無端的郵品」那種沉鬱的 「無奈」？是 「必須
在這一生完結之前／再說一次謊」那份沉重的 「輕嘲」？還是
「鋒利的廚刀埋藏在屋後」那點沉痛的 「怵惕」？雨後的傘，縱

然強合，淌流的，仍是點滴難以釋懷的心血汗淚！
九十年代至今，更多新銳的聲音此起彼落，而官辦民辦的詩作

坊、詩講座等也彼落此起。我忝為導師講者，也因而有幸認識一

些較年輕的詩友。相對近年崛起的詩群，他們也許不算多產，作
品卻大多可讀。與我在港大合作教詩多年的林浩光，可尚存 「把
衰老的天空／燒成了黎明」那 「不滅」的雄心？顛沛半生的伍國
山，可還流離於 「日子以後，最逗人的是／還是日子」那 「煦
麗」的 「晨曦」？負笈英倫樂而忘返的洛謀，於截稿前終能交出
「熟手熟腳／推翻廚餘桶，找尋剩下的愛」那道逼狹的《愛情

巷》。素未謀面的魏鵬展， 「麻木」以外 「還有點痛」的反應，
可就是更年輕一代面對未識前路時的吶喊？

隔代也好，隔海也好，不同的題材、風格，盼能為此地此時，
發放陣陣真切而深刻的回聲！

（本期《城中詩》特約編輯，香港詩人，
近年熱衷粵劇創作。）

在最小的空間裏吸一口煙 魏鵬展

溜到最小的空間裏
偷偷吸一口煙
感覺到麻木的身軀
還有點痛
不論黑夜還是白晝
天花板上的一排燈
都是那麼刺眼
輕輕抹去玻璃上的一粒塵

恢復整齊劃一的乏味
坐在最髒的位置
偷偷吸一口煙
拉水沖走
都市的疲乏

（香港詩人、《小說與詩》主編。）

三生石 柯振中

給你一塊石頭
請投向我湖心
在宇宙深處遇見妳
我紅樓夢中的三生石
不在葬花與焚稿章節

藏心坎那條玉嬌龍
化幻人間的太陽花
朝向妳地老天荒撐開若傘
若瀑布，挺空壯觀因沒退路
而持傘人恆比側伴雨濕更易

（筆名小清江。六十年代曾創辦 「風雨文
社」 ，著有詩集《行矣！流浪客》，現居

美國。）

那個政治從業員
夜深的時候，那個政治從業員泡進熱水裏
且看他的憤恨從眉頭擴散至全身
眼睛合不攏，因他堅持自己的視野
從灰色西裝滑出的身體
小於他的皮膚。小得多了。這時你要問他
為什麼說謊，而他為了回答你
還必須在這一天完結之前
再說一次謊

人字拖童年像一條彩虹線
把金碧樓和金漢樓穿成一長串
他替阿媽落街買叉燒
卻為自己留下一點錢
冰棍吃完了才回家
褲袋裏，留下棍一條
他的人生就此有了新方向：公義
就是四份叉燒，一份工資

但他沒有忘記，叉燒他有權吃一份
給家用的老爸一份，但煮飯的老媽呢
則因少做一味菜，只應得半份
嫲嫲和弟弟本來就不該吃

如此想好之後他急急起箸吃了三大份
父親把餘下的夾了給細佬
從此他就有了所謂童年的陰暗
他要所有的份

夜深的時候，把那個政治從業員泡進熱水裏吧
且看他的衰老從眉頭擴散至全身
眼睛合不攏，但也不能完全打開
從灰色西裝滑出的不安
小於他的謊言。小得多了。這時你還是要問他
為什麼說謊，而他為了回答你
還必須在這一生完結之前
再說一次謊

注：我以彩虹邨為意象，不是因為這個人真的
住在彩虹邨，而是因為彩虹邨的名字，而且它是
香港的第一個新型屋邨。

（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詩風》、《詩雙
月刊》及《詩網絡》編委，著有詩集《驚蟄》、

《地車裏》及《無花果》等。）

灰 伍國山

有些日子，人自然會
垂頭 替周遭拍上一輯黑白照片

一張接一張
反映鏡像的玻璃幕牆上 水珠
晶瑩剔透地扭曲四圍八方
各式交通工具拼湊規律繁榮
公車車廂內懷舊且擠擁
乘客們側着不同方向的面容
光暗對比強烈
駐守郊區的候車站牌
緊靠樹蔭相互鏽蝕 而葉瓣
隱現金屬紋理的鋒利
山路盡頭，就剩下夕陽一片空洞的白
背影都拉得繃緊
海水墨化，沙灘上腳印很重

日子裏頭，總有一個

晚上 將積累的相片換成幻燈片

一張疊一張
以粗顆粒的影畫慢動作 歸納
再壓縮 成一幕陰深得不能再深的幽黑
號稱夜空，沉默寡言
卻喜歡聆聽，時而靜思
又無意間會一棒喚醒
竊笑：幸虧底片裏未嘗自拍
要不然挑一張大頭人像放上車頭

日子以後，最逗人的是
還是日子
抬頭 又一朝煦麗晨曦

（筆名念形，九十年代因參加 「新詩創作班」
開始創作，與人合著有詩集《九三詩絮》。）

愛情巷 洛 謀

狐狸離開了墓園
在深夜的薄雪留下腳印
成冰，轉進愛情巷
微斜的坡上，街燈依舊照不到
前院，牠卻熟手熟腳
推翻廚餘桶，找尋剩下的愛
匆忙跳過花叢，逃離
夜歸人的對望

像蟑螂無法和熟睡的人對望
竄於老旅社的夾板牆
他離開房間，在大門
聽沙啞的電視劇
那屬於另一個島嶼的大時代
愛情巷上再沒有紗籠
空餘泊滿一巷的摩多
天花的吊扇依舊緩緩轉動
恍如時鐘，記下
暫借的愛

（本名岑學敏，九十年代因參加 「新詩創
作班」 開始創作，曾創辦 「星期六詩社」 ，
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及《島嶼之

北》。現留學英國。）

蛇的歲月悄悄咬噬
我們的記憶
貓頭鷹搧動了
熄滅燭光的風

誰的謊言如藤蔓
伸延
荒原上，曾有英雄逐日
血色的桃林隱沒
四周滿是風沙

鳳凰的圖騰
在最後一線光的掙扎中
升起
戰鼓
在心裏敲響

燃燒吧
不滅的火焰
把衰老的天空
燒成了黎明

（八十年代開始創作，先後創辦 「香港文
藝社」 及《圓桌詩刊》，著有詩集《琵琶
行》、《逐日與飛翔》及《新祭典》等。）

蛇的歲月 林浩光

線球般綿柔的子宮
一個貓兒似的臨盆小生命
在不知地厚天高的世界之間
頑皮地玩耍着
母懷內
那份貼身的母愛
隔世無助一個小小的秘密
在高掛的隆隆肚皮上

試用牙牙的腹語
與沒有立體面客的父母親
進行一次最後的溝通
明白所謂生命
僅不過是一件
無端的郵品
選擇無論空郵或是海運
付不起郵費
總都要退還原地

後記：生命本就是一種無奈。但中國人的生命就使
人感覺更加無奈。一名南下佛山打工的湖北籍臨產孕
婦，因為負擔不起昂貴的住院生產費，日前讓她完全
不懂醫術的丈夫在家中代為接生。結果，嬰兒出現缺
氧，並因搶救不及而夭折。故事，在中國，會有終結
的一天嗎？

（筆名黑教徒，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詩風》、
《詩雙月刊》及《詩網絡》編委，著有詩集《送女

帖》及《青山粉絲廠》。）

生命退郵事件 溫 明

一棵棵鐵樹長出會發電的詩朵
不像燈塔會眨眼挑逗
卻另有人約黃昏後的魅力
樹幹傳遞 「中通外直」的電子密碼
蓮荷的俏麗外裝死亡於黑呀黑
竹子般的清樸內涵消失於白呀白
猶如椰樹直探蒼穹陰霾穿破烏雲太黑
而白色的椰果卻結出一顆圓大發亮的北斗太白
更有數不盡的詩果星斗遍灑滿空
敢問誰的詩會發電、發情、發光？
可否塑造另一顆挑戰北斗的南斗
像桄榔詩人一心一樹一橙柱
最後成為只是近黃昏
仍然像初戀一樣會笑着等你，愛你
開出變黑又變白的詩朵
更想跟你一起變成一棵
唯一合體通電又通靈
聚焦黑白於一身的鐵樹

（本名盧澤漢。五十年代開始創作，旅居台灣多年；
曾創辦 「縱橫詩社」 及《文藝沙龍》，著有詩集《燃

燒的荊棘》。）

電燈柱 盧文敏

讓夜流浪
讓深宵歸來的鞋聲叩響
迴廊的靜寂
是誰用探戈的猶豫
埋下疲倦的私語？

偷窺別人的夢
一如輕觸的傷感
傾向失意的候群
當眾人都在鼾聲中睡去
你深如潭底的綠瞳
閃亮着幽幽的光
在沒有盡頭的時間之河
伸向無盡的憂傷

後記：魚和老鼠之間，
我最後揀了黑夜，因為夜
是一個伴着我睡覺的啞
巴。傳說中夢因爭吵咬死
了陋巷，還留下斑斑的血
迹。

（本名龐繼民。六十年代
開始創作，曾加入 「芷
蘭」 及 「藍馬」 等文社，
並為《詩雙月刊》及《詩
網絡》編委，著有詩集
《活》及《秘笈》等。）

巷 貓 路 雅

屋前隔着一道小溪，對岸是城池的朱雀門
高聳的城牆內是一個天朝大國，但與我無關
為了理想，推辭厚重的官銜和俸祿
流放到這裏來，搭建小屋。小溪彎曲處
建一座筒車，聽旱季時咚咚的水聲
雨天時沙沙潺潺，窗外天昏地暗
城內那些賑災的官媒與貪婪的官函
料想都給毀滅在洪水之中

我想豢養一頭小猪，優雅的品種
開始時牠不胖，喜歡整潔，並在房內

東跑西跳作出煩擾的聲音和動作
我不忍責罵牠，我疼牠給牠無數的吻
或許牠是共產黨員，或許不是
我餵飼牠以最好的時光，牠會逐漸長胖
我把那柄鋒利的廚刀埋藏在屋後
然後在昏暗的燈下撫摸着我這畢生的事功

（七十年代開始創作，曾為《焚風》及《新
穗》編委，現為 「香港散文詩創造社」 社長
及《圓桌詩刊》主編，著有詩集《紙屑》、

《福永書簡》及《荷塘月色》等。）

我想豢養一頭小豬 秀 實

胡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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