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笼事

台北元宵多阴雨，年年不例外。中午天还晴着，黄昏

时又满城飘起雨丝。每年在烟雨蒙蒙中点灯、祭拜、烧

纸、吃元宵。衬着雨丝，一切都幽幽。

也因为是这样湿冷的天，每年的户外大型灯会活动

像是强颜欢笑，意欲遮掩台北的灰与寒。白日里那些大

型花灯极萧索，天光下丑态毕露，拙劣、僵硬、呆板，死寂

样。湿嗒嗒淋着雨，很是凄清。妖异的是，晚上一点灯，它

们便五彩斑斓活了过来，像是谁向这些大型物体吹一口

妖气，它们得了这气，就机械式地绕圈、转动、欢欣翻滚，

有音乐有灯光变换，可是无灵魂。有时一想起它们白天

的模样，便不免对眼前这绚烂欢乐感到些许恐怖了，几

乎是三昧水忏，莫忘诸相无常。

但元宵雨确实另有悠远意境，倒不一定要朗朗明月

高高悬才是正月十五的气象。烟雨中看见小孩挑竹棍子

拎小红灯，圆球样，绿玉小流苏一摇一摇，远远走过来，

雨淋淋，那灯火分外楚楚可怜。我实在说不清，雨中的灯

火为什么特别清亮又特别孤独，也许因为那是众水包围

的一点火苗……

元宵黄昏，老庙里的人忙着搬大供桌和金纸炉，摆

置牲礼，堆放金纸，悬光明灯，也有人扫地、排椅子。庙口

搭了台子，背景是荧光绿荧光粉红荧光橘的山林景色，

还镶了闪闪烁烁的小霓虹灯泡，这实在让人摸不透它即

将上演的戏码。有个烫电棒头看起来很佻挞的男子在台

上试音，各种可能的气音都一再对着麦克风测试，认真

得令人讶异他竟对一台戏这么讲究。

庙的另一面墙上悬满已经猜过的灯谜。这些灯谜非

常文雅，都是适可而止的传统幽默。灯谜是一次性的游

戏，满墙的机锋机智像免洗碗筷，一旦谜底揭露，就全都

宇文正，本名郑瑜雯，东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南加大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所硕士。现任《联合报》副刊主任。著有短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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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引起它们的兴趣。他说有的海狮喜欢在水里游戏，

有的迷恋飞盘，有的爱玩空心棒球；如果在它们面前摆

上一堆鱼和空心棒球，它们总是急着跑过来跟你玩球。

海狮是最优秀的深海潜水员，美国海军把“海狮兵”

正式编入近海作战部队，专司潜水打捞，据说他们有一

头训练有素的海狮，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取回沉入海底的

火箭。还有海洋实验室正在训练海狮，要它们背上复杂

的摄影装备潜入海中，替鲸鱼、海豚这些海洋生物拍照、

录像呢！

嗨！聪明的胖家伙，这一切在你们的眼中，都是游

戏，都是在玩，对不对？我从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你们，懂

得了你们：你们是百分之百的小孩。

我在世界各地的海洋馆秘密豢养了许多海狮。

自从有一回，在一只海狮面前收起钱币离开，触及

它受伤的眼神，现在我总是趁它们上去换气时悄悄逃

走。就像孩子还是宝宝的时候，每当我必须到电台录节

目，请丈夫或嫂嫂帮我照顾，他们老催着我：趁宝宝没看

见快走吧！我总是怀着愧疚感，对我亲爱亲爱的海狮。

短章六则
柯裕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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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价值，不能再用了。所以它们现在看起来就只是“喔

这样啊”，不会再有绞尽脑汁的尖叫兴奋和失望，没什么

新鲜感了。

提红灯的小孩踏着濡湿黑亮的街道漫地乱走，走上

河堤。淡水河静谧异常，黄昏河岸烟雾四起，将暗不暗的

河边上没人———庙口戏马上要开演了，众人都张罗祭祀

祈福做戏的事去了。这孩子彷佛自己也惊讶红灯笼的艳

美，两眼睁睁看着灯笼，又把灯笼举高给过路的人看。一

路走，高高低低像蛾扑飞，看上去不像是他提着灯，倒像

是灯笼收了他的魂，领着他走。

我想起小时候很喜爱的一只金鱼灯笼。那是廉价红

塑料制的，就是个模子塑出来的立体肥金鱼，有鱼鳞凹

凸，鱼眼画得圆亮可爱，鱼尾巴部位的塑料极薄，所以很

软透。我喜欢它只因为那种薄红塑料透着烛光看起来红

艳艳，晃悠悠，看久了觉得自己不存在，整个人溶进无边

的夜黑，魂都被摄进那红灯里去，化成条红金鱼在人世

暗夜的大缸里游。

那只金鱼灯笼后来被烛火烧融，我懊恼不已。大人

于是给我另一个不知哪里买来的缀流苏的宫灯，俗得不

得了。这灯五角型，漆木架子绷着白色仿绢，五边绢面上

各印五个人物，是常见的水墨画红楼人物图。我当时还

不知道红楼梦的故事内容，以为她们是历史上的伟人，

像廿四孝那样的。这灯上人物描边的笔势很刚劲，每个

人都棱棱角角的，不像红楼梦而像是革命先烈，连林黛

玉也像花木兰似的荷着大锄子，胭脂太红，一双剑眉星

目像要去砍谁。这宫灯实在没法摄人魂魄，点上烛火它

就模模糊糊发亮，像在祭奠那五个刚烈的女人。

元宵灯不知看过多少，我也就只记得这两只灯

而已。

火炭催花

酸菜白肉火锅的餐厅在巷子拐弯里，天冷的时候，

远远从巷子口就闻见炭火的气味，淡薄的烟气很香，我

想是因为那炭烧得通透火红，不呛烟。我闻见炭火气就

莫名高兴，这气味是雀跃滚烫的晚餐联想，肉汤，滚丸

子，烫豆腐。

刚过去的冬天凛冽，而现正过着的春天也还莫名冷

着。我觉得比冬天更冷，因为这一春是先潮暖了几天，南

风将水气蒸进每一瞇微小的罅隙，惹得满屋子润糕糕

的，然后再狠狠地降温。这就不是料峭春寒了，这分明是

要把人冻成冻豆腐，不留情面，凄厉得很。

本来春天不适合吃酸菜白肉锅这样上火的东西，但

实在太冷，所以入春以来和朋友们去吃了两次，一伙人

吃得又暖又肥。吃罢了也不下桌，懒懒围坐一起胡聊，伸

手烤火，满屋子火炭气十分热闹，谁也不急着走到外面

的湿寒里去。

我喜欢看红炭表面的白灰飘飘，炭芯子红一阵暗一

阵，仿佛它也有生命，呼吸着，心情起伏，滚烫的焰，静，

却又热，许多感情憋着含着。焖一整晚，它就在那炉洞里

一点一点化成灰，一段说不出口的感情。

这巷子里的住家都围墙高耸，夜里过了九点就分外

安静。尽管馆子里人那么鼎沸，一走到外面来，还是台北

常见的清冷寂寥居家小巷，门户紧闭，路灯青白，铁门银

灰，黑柏油。

有人惊呼：“这花是怎么了？这天气，开了满枝！”我

们就围过去看花。

馆子隔邻的人家围墙里一大株白杜鹃，一蓬一蓬花

开得不可收拾，从高墙内哗啦哗啦水银泻地似的泼过墙

来。冷夜路灯底下看花团锦簇，极不真实。这杜鹃开得比

校园里那些都早，也更繁美。杜鹃长这么高，应是有些年

岁，花骨朵极密，气韵苍苍。

我们也不管手发抖，纷纷拿出相机来拍，怎么拍颜

色都不对，焦距也对不准，周遭夜色乌沉，白花青森森，

怎么拍都糊，像梦里才会见到的幽冽花魂，又像个什么

缓缓现形的精魅。我觉得那白杜鹃像是心羡人间烟火，

动了凡心，所以兴味盎然趴在围墙上，荡着脚看来往路

人，姿态妖艳勾人。

真的是火炭催花了，是日复一日的温热炭气让它不

知寒了吧。

我想起一则野史说武则天性子很急，为了逼牡丹在

隆冬腊月开花，特别要人拿火炭到上林苑去烤花，炭火

蒸腾，花叶焦炙，逼得那牡丹花神让步，叫满园牡丹都错

以为春天已到，就纷纷开了。我从前觉得即使是温室栽

培也难骗过花草树木的季节本能，我以为天地花草各自

有时，如今看来，这传说还略有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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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美景遇上了，人花相照面，都在彼此眼中活了

起来。恐怕过两日，就什么也没有了。一伙人赞叹一番，

也无可奈何，花带不走，只得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记在

心里。

打扫

前阵子母亲到台北来小住几天，回去之前对我说：

“你这地板干净得吓人，别太辛苦了。”

每次母亲来的前两天我就开始神经质地打扫住处，

我焦虑厨房是不是够干净，碗盘是否排放整齐，地板有

没有灰尘，衣服是不是乱扔，浴室有没有头发。书房虽满

地是书，至少也得堆出个形状，做出仿佛乱中有序的样

子，不乱得太离谱。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样在意，

因为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抱怨过我生活混乱了。

我想离家在外的子女都明白这样的心情，一方面高

兴妈妈来了有好菜和老家的土产，可是一方面又担心自

己离家之后的恶习原形毕露，彷佛自己将日子过得这样

散漫，也就无能成为更好更努力的人———仿佛那满地的

书，满架的衣服和凌乱的厨房，都令人惭愧地泄露了生

活的辛苦甚至人生的失败。

从前母亲来的时候常帮我整理屋子，有时洗碗，有

时整理到处乱放的书报和档案，一叠一叠四方方的放

好。她总会做点什么，有时没什么好收拾，她也会把衣服

重新折一折放齐。母亲知道她做这些会使我焦虑，但她

又看不过去，忍不住要做。她的脊椎不太好，所以看见她

东擦西抹我就发急，一急就口不择言：“你别擦了，一会

儿你背痛又是我的错。”她总说：“你既然知道我背痛还

弄得这么乱，当然是你错。”我们常常为了这种小事吵

架，我总觉得她在嫌我，她也觉得我在嫌她。

有次她看见我跪在地上一格子一格子抹地，阻止我

说：“你别擦了，免得以后像我一样背痛。”我也不知是哪

来的气，突然恼了，顶嘴说：“不都你教的？”母亲没说什

么，坐在沙发上看我擦地。一会儿，又忍不住说，唉，别再

擦了。我不答话，默默将那一块区域擦干净。我知道我在

负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这些状况渐渐少了，因为母亲的腰背不行，蹲

站都困难，也就不怎么帮我整理，而我因为多年独自生

活，养成打扫的习惯，屋子大概能维持一定的整齐，所以

最近几年她来我这儿，几乎都没有不愉快。

但她还是偷偷帮我整理。有次我发现她修剪了阳台

的竹子，而且重新依日照程度排列那些盆栽。另有一次，

她回去后我才发现放碗盘的柜子整理过了。我也知道她

偶尔会偷偷擦抹流理台或瓦斯炉。我有时就笑说，幸亏

我们家没有儿子，要不然，嫁进来作媳妇的见你这样子，

不知要多紧张呢。母亲就说：“我又不是嫌你脏才擦的。”

这次母亲回去后，我查看厨房和阳台，植物已经浇

了水，此外没有整理的迹象。我有点高兴，我想我真的打

扫得很干净了。但我又有点担心，不知道母亲是不是因

为背痛，所以没有帮我收拾。

就在这种莫名其妙的矛盾里，我打开冰箱拿母亲带

来的家乡水果。一看我立刻又觉得输了，而且我默默笑

了起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母亲将冰箱内部整

个儿擦洗了一遍，干净发亮跟新的一样。

金棉袄

每年入冬前，总会有高人从雁鸭还是树莓或者云图

的形状判断这一年是暖冬或寒冬。说暖冬的时候我总是

有点失望，虽然我知道暖和一点的日子才好，可是冬天

若是连件毛衣都穿不了，还是让人怅然若失。而且台湾

冬热古怪，风是冷的日头是烫的，不是夏天痛快的热，感

觉太不真实了。

今年听说是寒冬，果然十月底就冷，清早起床时透

过帘子看见日影稀亮，那光线干凉又闷盹，世界像蒙着

一块毛玻璃，仿佛连日头也要穿毛衣。这种晴朗的冬日

早晨就该配上热白米粥和红心咸鸭蛋，一锅稀饭滚滚

的，把厨房玻璃窗都蒸上一层雾气。三口做两口呼噜呼

噜吃得一头汗，然后匆匆披上围巾出门去，冷风迎面扑

来，舒爽。

只要天一冷，我就想买棉袄。我问母亲想不想也要

一件，我在永康街看见一些很美的丝面袄子，有菖蒲紫

和胭脂红。其实我知道问也是白问，她自然说不要，她不

喜欢任何传统形式的东西。

我又问，那么小时候怎么老给我做棉袄穿呢，我还

特别记得有件金棕色的棉袄，滚深棕细边，同色盘花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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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花纹也没有，单单在前面斜绣了一株写意的复瓣大

菊花。我还记得那金棕绣线颜色深浅不一，所以菊花瓣

浅金暗金错杂，像水墨晕染。棉袄布料很滑，我喜欢它暗

暗发亮的光泽，穿上它我就觉得自己是一尊古董鎏金

瓶，还飘着檀香味。

那时我有一把藤做的小圈椅，大人常常让我独自搬

了那圈椅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有金黄大菊花，盛开时花

朵像小孩的脸那么大。我穿金袄子坐在菊花边晒太阳，

觉得我和它们是一伙的。

母亲听见我还记得那衣服，得意笑说：“喔，那块布

呀！忘了是谁送的。我嫌那暗金颜色老气，一直放着不知

该做什么，那朵花绣在前面，谁穿都像老太太。后来给你

做棉袄，没想到还不错，给小孩穿就不显老。”又说：“那

块料子很好，想想做小孩衣也可惜了，现在要那样的丝

布都不知哪里买了。”母亲很愉快地聊起那块布。果然女

人不论隔了多少年，都还能记得当年喜欢的布料，当年

在意的衣服，聊起来像是在回忆一个老朋友。

从前另有一件棉袄我就不那么喜欢了，淡粉红的小

碎花棉布，车着菱格型的纹线固定夹层棉絮，布面被我

磨蹭得很软，摸上去不像是衣服倒像是棉被。这棉袄舒

服归舒服，我觉得它很憋酸，像戏里的丫嬛穿的，小名叫

莲花之类的。母亲大概也不怎么在意这件衣裳，她一直

以为那块布真的是做了棉被了。

现在偶尔看见棉袄，心里虽喜欢却没办法穿。不知

怎的，我长大后外型不适合传统衣裳，穿上棉袄看起来

极不协调，怪里怪气像洋人拜年。母亲说：“你整天穿牛

仔裤乱跑，野惯了，突然披棉袄，就像狼突然披上羊皮一

样。”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嘿嘿嘿笑了，这一笑，又更不

适合了。

青青河边草

趁着天暖我在春雨欲来的河边行走。我慢慢走遍它

的低缓流域如一个写历史的人翻阅晚近的史册。支流在

青灰盆地张开如叶脉，我从浩荡出海的河口踌躇起步，

怀疑自己的可能，逆着逝水，往上游走去。

有时我也停下来察看远方的山势和这方的河岸，沙

洲淤积的形状和河面的波浪。当然我也担心雨云堆积的

速度使天空如一幅水气过于饱满的宣纸。我疑惑不见任

何水鸟，又或者这样的天气和时候水鸟也就是缩成一球

在不知哪里的草丛里盹着吧。在适于昏睡的阴凉早春，

河岸寂静，春水悠悠。

沿岸某些曾经繁华如今萧索的街镇上，百年地标仍

在。我从河岸往上看，难以相信那庙曾经临河，或那街道

曾经泊船。这是真的吗？我们失去一条河的生活仅需百

年吗？需要多少水从山谷中源源挹注才能使水势往上高

涨几公尺？那水面是何等滔滔，这条河是何等不驯且汹

涌呢？而那水的声响，那河水不舍昼夜的声响也与此时

此刻我耳所闻大不相同吧？

作为一城之命脉，与作为一城之沟渠，河流景况自

然今昔不同。而作为一条河，既然继续流淌，谁也阻挡不

了泥沙的淤积———散步堤下一片青草蔓延开来，沿着堤

底一线丛生，绿得又嫩又柔软。啜着春天的河水它们青

翠平静不知愁，经过一个冬天的酸寒如今终于放手欢乐

生长，草叶抽长的声音在汩汩河水中沙沙沙，沙沙沙，甚

至舞动了起来。一只我不认得的雁鸭自草中慢慢走出。

它谨慎踩着松软不结实的土壤，看这边，又看那边。我疑

心它也许也瞥见我了，并决定忽视我（受到漂鸟的忽视

我满心欢喜）。

再走几步便是码头，孤船拴停，似乎已泊在此地很

久。这码头夏季游人和雁鸥哕哕聚集，冬日则荒置。低水

位的冬船怯怯倚着渡头的梁子，野渡无人，有一种睡得

过久的困倦神情，像是从斑驳恍惚的梦中醒来，青黄不

接，怔忡不明所以。

我缓步前行直至河流的叉弯口停了下来。此处野风

浩大，使人心里莫名惶急———也许要降大雨吧，我担

忧———退意一旦萌生就再也走不下去了。堤防总是这样

的界外状态，它的这一边是市街和楼房，日常节奏安然

循环，走着精细的小刻度；那一边就是洪荒，拍子是自然

的律动，那劲势强大而勃发，它的每一拍都抵着承受的

边缘，它一换拍，另一边的日子就濒临溃散的危险。走在

堤防上是走在天地默许的慈悲边上。

结果这天雨水在云里踯躅未定，迟迟没有下来，只

吹了半天风。

半夜突然落雨，沙沙沙，渗进松软不结实的梦里。睡

着睡着，彷佛在河边，众水围绕，充满声响。翻过来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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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去也是水，睡得载浮载沉，雨确实是渗进梦里去了。

于是我在梦里顺着青草，瞬间走完这青青流域。

荒芜之歌

近半夜的街上除了大型清扫车缓缓拖过，再无人

车。街灯澈亮，空明中那车轰隆隆一路远去的噪音分外

寂寥，像老人夜里止不住的痰咳。

我等的公交车班次不多，站着也是徒劳，所以就坐

在透明亭子里，伸长双脚百无聊赖的等。久久，几辆公交

车闪着别的号码，哗哗然灯火通明的来了。青白的灯下

司机远远便盯着我，等我举手或起身，车速稍稍慢了下

来。我虽看不清他的脸，却可以感觉那观望的目光，我微

微摇头，隔着这样远，他竟也看见了，于是就毫不犹豫地

加速开走。车里的垂吊把手一劲儿摇呀摇，车厢亮晃晃

空荡荡。空的公交车总是很仓皇，恍若一去不返的人生

机缘，朝着我不知道的路径和风景而去。

超级商店的补货大卡车慢慢儿滑到公交车亭的斜

前方，停下，开门，卸货，又蠢又笨恰恰挡住了我等车的

视线。原来稳稳坐定的我开始不安，心里悬着，但除了继

续在这亭子等，也没有别的方法了。

我隐约听见那卡车前座放的广播，音量不大，一个

谁讲了几句话，一段喧哗的广告，断断续续几截旋律，歌

词模糊。我依稀分辨得出那曲调，在脑子里慢慢串了起

来，我不知道是谁的歌，也不知曲名，可是这零落的曲子

竟勾起了莫名的荒凉感。偏偏我怎么也想不起那词。

我仿佛被这谜样的曲子魇着，我的精神陡地绷紧，

所有的感官凝为听觉，被那若有若无的音律牵着绕着，

在这样一条夜街上全心倾听，竭力思索这模糊的印象。

它在如此恰当的孤独时刻召唤我，我却懵懂不解。而一

旦电台放完这曲子，我将彻底错过。

啊，我等的车现在千万别来。千万。

我努力回想，逐渐想起某种欲雨的黄昏天色，滚滚

浓紫的雨云，蜿蜒的北海公路。

某年夏天我别无选择必须搭朋友夫妻的便车往滨

海某铁路小城。这对夫妻沿路不断拌嘴吵架相互讥讽。

我在后座初始感到难堪，继而试图劝解，再而千方百计

岔开话题，后来我就放弃了。我不敢想象他们的每一天，

我关闭自己，尽是沉默看着远方的天色，祈祷这一切快

快过去。

在那黄昏的蜿蜒公路上，我们一面担心远方涌来的

海上乌云，一面仓皇急驶，间歇还有他们的怨怼言词。

啊，即使翻车也无所谓了，我绝望且倒霉地想。

后来，在一座簇新而荒凉的火车站前我们稍作休

息。那车站极庞大，白得闪耀，兀自在郁郁山海之间发

光，空无一人。这先生下车去找厕所，我和妻子坐在车

上，我们都忽然感到疲惫不堪，和我较熟的这妻子突然

说：“哎，我们来听一点什么吧。”

她扭开收音机，找寻恰当的电台波频。听了一圈都

不满意，她焦躁反复地说：“怎么去那么久？你在车上等，

我去看看。”说着便下车去了。

我任由电台停在她选的频道上，摇下车窗来吹风。

电台放着一首陌生的歌，旋律很好。我的耳朵忽然清醒

了，我彷佛忽然听得见了，彷佛在此之前我是聋的。我静

听着，等着，这是谁唱的呢？曲子放完应该会介绍歌名歌

手吧。

歌还没唱完，那妻子匆匆回来，怒道：“快！马上就有

一班往台北的车，你陪我走吧。我受够了！”她从后座拿

出自己的袋子，也将我的袋子递给我。

那先生气冲冲在后面骂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两人又吵了起来。那妻子呼地跑进车站里去。

我又烦，又想笑，又悲哀。带着抱歉又责怪的脸色向

那先生点点头，走了。

那曲子就这样没听完，悬了这许多年。这一夜又听

见，还是没听清，我等的车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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