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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龔曙光的《日子瘋長》，感觸頗
多。這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憶舊
散文集，以「瘋長」名之，非常有趣；讀
之，卻有時光滄桑筆筆雕刻之感。家史和鄉
音，在歷史凹凸面上的起起伏伏，旁人看也
許似乎波瀾不驚；但是，在作者眼中、心中
卻是日子「瘋」了的情狀。

所以，作者這樣表述，「我對弱小的和孤
獨的生命天性敏感，抑或是弱小和孤獨的生
命鑄就了我審美的天性。」是啊，細小而真
切的敏感——綴滿了龔曙光心中過往的日
子，真的似瘋長的青麥，曾經滿眼遍野那樣
綠着、長着，但歷經沉沉的時間——層層滴
落，似是麥粒欲說還休的話語。而今，他若
不盡情地傾訴出來，真的難澆胸中塊壘。
在年輪的河流裡，有誰沒有被劈頭蓋臉的

浪頭打趴下的經歷？我們都曾像瘋的那般露
出頭來拚命呼吸，然後又潛下水奮力去游。
一棵站在窗口的紅棗樹，挺直腰桿，想追隨
南飛的大雁，可捎去的總是思索的落葉。
當瘋長的日子漫上作者額前的溝溝壑壑，

關於母親的回憶仍然被不斷銘記着，母親心
底曾被狂風吹落的夢想，至今已不再無所依
憑地瘋長，卻始終晃動在歲月的風雨之中。

一口氣讀完龔曙光的首篇近兩萬字的《母
親往事》，我深切感受到龔曙光異於他人的
率真和坦誠，正如為他作序的著名作家張煒
讚之，「無諱飾的為文之勇」恰似左右逢源
的「搏浪弄魚」。

對於母親身世的描寫，龔曙光並沒有絲毫
躲閃，甚至將母親很可能不是她父親的親生
女兒這一情況和盤托出。母親幼年、少年受
盡委屈，在姥姥墳前哭過後，毅然決然地從
她所在邊緣化的家庭中逃了出來，走上了去
澧州城的道路。恰逢新社會，她先考上了澧
縣簡師，後來又考上了桃源師範學校。母親
作別了繁華的姥舅向家和衰敗的父輩戴家，
在新時代裡拚搏，再也沒有返回。

但是，沒有返回父輩家，並不代表割斷。
母親的理想是考取上海音樂學院，因她名義
上的父親是潛伏特務，最終沒有通過政審。

正是那個名義上的父親，所謂的家庭出身問
題，幾乎影響了她的一生。她只好把大學夢
收起，從師範學校畢業後，來到大山窩窩兒
中的桃江二中。三年後，才被奉調到澧縣二
中。此時，母親遇到了政治上可靠的父親，
而父親卻因此失去了政治上進的機會，反倒
樂得安閒。後來的時光，母親又因政治問題
下放到父親老家的公社所在地夢溪鎮完小，
父親也一起回家任教。風風雨雨，父母親在
夢溪鎮待了二十多年。最終，父母親之所以
能從夢溪鎮調到津市一中，蓋因在津市當副
市長的一位學生的鼎力相助。
作者在文末說，母親叛逆過一種制度，卻

未能被自己嚮往的另一種制度所包容；母親
叛逆過一個時代，卻未能對自己投身的另一
個時代所接納；母親叛逆過一類生活，卻未
能被自己追求的另一類生活所成就。但無論
時勢如何變化，教育和學生是母親心中的永
遠圖騰，維繫着她所有的生命追求，凝結着
她所有的悲歡苦樂。在津市、澧州、桃江、
夢溪，關於瘋長的日子，關於家庭的政治問
題，關於子女的復讀考試，關於對歷史記憶
的種種膽怯，關於父親對於母親冷暖寒涼的
估量，都能一一找到答案。

如今，母親與生俱來美麗嘹亮的氣質，被
人生歲暮失憶的病狀所筆筆雕刻，身為兒子
的龔曙光突然覺得——把母親的這些往事告
訴世人，才對得起母親給予他生命、給予他
文學上的悲憫筆觸。也許，這樣做，拂逆了
母親的某些意願，但從另一個意義上又成全
了母親的心靈。因為生命的雕刻曾經來過，
忠實地記錄心靈既紓解了瘋長的日子，又調
低了過往時代的音調；冥冥之中，將心之內
款款吐出，留在了世間——好像完成了應有
的使命。
這是因為，一個家庭與一個民族一樣，都

需要心靈史來支撐，這些連血帶肉的情感，
可以讓後輩人懂得，在他的時代裡與自己血
脈相連的那些小人物的人文價值。
自始至終，作者並不試圖陷入小人物的矛

盾糾葛裡太深，但又真摯地書寫着彼此之間

流淌的汩汩情愫。無可否認，在龔曙光的筆
墨間，我們既找到了雞犬之聲中的喜樂憂
愁，又尋覺到人性之美與敘事之誠。龔曙光
一邊輕聲叨念，一邊疾筆寫下去，用有些複
雜的情緒，來解讀曾經單純的記憶。

一旦走進這本書中，跋涉在發黃的風雨
間，或見父母青葱年華，或遇鄉里兄妹，或
於床榻輾轉反側，或走入時間的夾縫……一
個把絲絲縷縷情思深埋心底的人，無論何時
翻曬這些錯落的歲月，總能看到一個又一個
浪頭追逼他所發出尖叫與喘息，空氣黏稠而
潮濕，如同八月的盛夏。 「一張俏麗的面
孔，一副亮麗的歌喉，加上若有若無的大家
小姐氣質。」若不是看了《日子瘋長》，我
絕不敢相信，在那個苦難的年代，有這樣一
位對自己品質人生的追求和堅持的女性，而
這位女性正是作者龔曙光的母親。這種傳奇
就發生在龔曙光身邊，如同一個人從自家院
子裡挖掘出來的陶器，把盒蓋一點點掀開，
看見裝滿的梅子，連同葉子也青翠湛綠的，
似是剛從晨霧中新摘來的一樣。
《日子瘋長》不僅僅是真人、真事、真

情，而且有着哲學味道的發人深省。龔曙光
用超然的筆調，述盡了對故鄉人物繾綣愛
戀；以白描的手法冷靜地摹畫出所見所聞、
所愛所恨、所思所悟。在《日子瘋長》裡有這樣
一些話，「春茶再苦亦回甘，臘酒再淡也醉
年，添丁添喜亦添憂，逝老是悲也是福」，
「時代過去了，日子卻留了下來」，「當我們將
世界幾乎走遍，才發現這一輩子的奔走，仍
沒能走出那個童年和少年的小鎮」。龔曙光
的滿紙厚味，來自於歲月的持久沉澱，裡邊
的悲歡人情、冰雪炭火、梨花書聲，就是我
們生命所承載的土地和河流的密碼。
《日子瘋長》以湖湘原始野性而旺烈的狀

態，招回了龔曙光自己曾經的童年與青春時
代。一群小人物的質樸與脫俗孤高，一組寬
視角的情感醞釀與爆發，既突入到昏暗深
淵，又流轉至淡然處之，使人產生一種「舉
重若輕、提燈還家」的深刻感喟，久久不能
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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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結
束」或者「大師時

代結束」等等，似乎是今年出現最
多的本港媒體標題，還夾雜着一絲
感嘆。因為今年以來，香港多位具
代表性的文化人或香港人熟悉的文
化人相繼地逝世，而且，一個接一
個。
今年二月，有「南饒北季」之稱
的國學大師饒宗頤以百齡高壽仙
逝，人們用了類似的標題，乃至
「真正的大儒時代結束了」或者
「只要有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
沙漠」──有報道指是金庸說的；
而九個月後，「有華人的地方，就
有金庸的武俠」成為人們紀念一代
武俠小說泰斗時常引用的句子。
其間，有港人熟悉的台灣才子李
敖、香江才女林燕妮先後病逝，再
有文壇泰斗劉以鬯、堪輿大師蔡伯
勵，以及電影大亨鄒文懷，乃至被
傳媒形容為「靚絕五台山」的藍潔
瑛……尤其兩位相對年輕的女士林
燕妮和藍潔瑛，前者才氣風頭一時
無雙，文字創作直至七十五歲的生
命最後一刻；後者以五十五之齡猝
死，而且曾經生活潦倒。
由於他們都曾經是學有建樹並獨
當一面、具代表性的「香港之
寶」，其名字及其作品都曾經是陪
伴着香港人成長，當傳媒以圖文為

他們的一生作總結時，彷彿也把人
帶回他們共同成長的年代，褪了色
的青春因為生命的終結而凝固，反
而予人一種情感複雜的想像。所
以，人們難免感到失落，以致有人
建議設心理熱線，安撫人心。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幾位長壽

逝者其實都來自上海這個上世紀三
四十年代的亞洲大都會，也在這個
城市接受早期教育，卻在香港這個
被人視為「文化沙漠」的地方成為
一代文化大家，文名更飄出香江，
反映香港在特定的「借來時空」所
發揮的作用，並形成獨特的文化流
派和生活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是好或是壞，因人

而異。有人沉緬「昔日好時光」，
難免慨嘆「一個時代的結束」或
「大師時代的結束」。但是，歷史
的車輪只會滾滾向前，大師已逝，
但大師仍會來，只是，此大師非彼
大師。
所以，我更傾向於馬雲九月初宣

佈計劃從阿里巴巴退下來時接受
《紐約時報》訪問時說的話：不是
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是「一個時代
的開始」。
事實上，無論從國際形勢發展，

還是香港過去多年衍生的問題，以
及今年多項跨境項目的啟用，香港
的確進入新時代。

時光荏苒，農曆
廿四節氣已到尾

聲，昨天立冬已屆，北方已氣溫大
降，瑞雪降臨，再過一周後又將迎
來小雪到。
天氣已降溫應節，然而在上海卻
因迎來了世界各國政商界領袖而變
得熱烘烘的。我國在上海舉行了首
屆進口博覽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親自揭開序幕，正可用一句「紫
氣東來」來形容實為不過。
習近平的主旨演講，贏得了滿
堂嘉賓經久不息的掌聲，表示欣
賞及讚許。事實上，習主席不但
有大國領袖風範吸引眾嘉賓，而
實際上他的演講內容十分精闢，
言中有物，令人欽佩。在現今複
雜多變的世界形勢下，仍有多國
所謂領袖做出一些只為私利而損
人的措施，引起世界矛盾重重，
經濟前路備受挑戰。
而今在中國有一道雄光四射，一
位偉大的領袖語重心長地指出世界
應走的方向。習主席堅定地指出，
上海首屆進口博覽會不是中國獨
唱，而是世界各國大合唱。中國進
口博覽會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
習主席最令人注目的金句是宣佈
中國擴大開放等新舉措。中國真誠
向各國開放市場，一貫主張堅定開
放世界貿易發展，堅定維護世界貿
易組織規則，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
進行必要的改革，共同捍衛多邊貿
易體制。
其實，中國自中共十九大會議之

後，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腳步不會停。習主席在致辭
中回顧中國發展歷程，開放合作是
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重要動力，開
放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
現實要求。當今中國對外開放改革
已40年了，中國人民眼見國家起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充分感覺中
國從此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了。
習主席指出，中國未來15年將進

口超過40萬億美元商品及服務，中
國將成為進口大國，對於世界各國
而言，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雖然
上博所謂發展中的大國代表未有出
席，但是當日與會者都是眾多的發
展中國家代表，肯定的是若干年
後，這一班發展中的國家將成大國
了，因為大家都擁護並團結在中國
的方案中。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對於某些抱着單邊主義的國家相信
是一個打擊，因此習主席發言之翌
日，香港股市已見止跌回升，而且
有消息說美國因而對中美貿易態度
軟化了。
作為中國人，面對當今自己國家

的領袖展示風範及所舉行的大國外
交，堅定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而感
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尤其是本港
市民面對最近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
大橋的相繼啟用，深深體會到香港
與國家的關係更緊密了，更受惠於
國家的恩賜和利民政策，這是何等
幸福的事啊！

中午搭台灣高鐵到台
灣中部，雖然並不餓，

但我買了一個鐵路便當，特地挑選了一
個傳統便當，打開盒蓋，一塊排骨，一
個滷蛋，一些甜酸菜，一顆顆晶瑩剔
透、QQ有彈力有韌勁的台灣蓬萊米。40
多年了，我還可以吃到小時候的台灣鐵
路便當，幸福嗎？真的有幸福感！熱熱
的眼眶伴着我把這一盒津津有味的傳統
便當吃完了。
不期然想起，我曾經看見，有一位旅

居日本的東北老人家，90歲的時候重回
東北家鄉，在他小時候玩耍的田野，挨
着牆角撒了一泡尿；他說，幸福啊！幸
福！隔了80年還可以重回自己的老家，
在小時候撒尿的地方，再撒一次尿！他
說，他一邊撒尿，一邊熱了眼眶；當
時，我當然不理解他的感受，現在明白
了！那是一種簡單到不得了的普通平凡
小事，經過人生幾十年的歲月磨蝕，能
夠重新再出現在自己的眼前！再經歷一
次，再品嚐一次，是一種感恩，一種幸
福。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凡人，有
相似的經歷才能感同身受。
望着車窗外，飛也似的田野、一排排

的民房景色，像一幕幕倒退的銀幕畫
面，經過西螺大橋，看着濁水溪滾滾河
水，想起南台灣的稻米一年可以豐收三
次，香甜多汁的水果：西瓜菠蘿香蕉芒
果木瓜釋迦蓮霧青棗……數也數不完，

台灣本來就是寶島，美麗的寶島。
這陣子，韓風（韓國瑜）席捲整個寶

島，從南到北，由西至東，幾乎無人不
談韓國瑜！打開電視機，無論是哪一
台，都看見他，穿着淺藍色的襯衫捲起
袖子，光着頭，一手拿着咪高峰一手高
舉拳頭，口才與辯才皆好，又有急智，
風趣幽默化解緊張的選舉對立氣氛。
韓國瑜的出現，無異是台灣政壇的一

匹黑馬！國民黨多年低迷的士氣，終於
可以藍天再現，在綠營面前吐氣揚眉。
如果這一次可以在高雄勝選，可稱得上
是國民黨光復高雄！33年來有民進黨票
倉之說的高雄，如果韓國瑜當選，說明
台灣的政治生態，已經進入了成熟期，
「選人，不選黨」，並已看淡省級矛
盾，因為今天已經是「芋頭番薯」（外
省人第二代與本省人所生的孩子）滿台
灣了。如果韓國瑜當選，意味着民進黨
全面被翻盤，可能出現骨牌效應，民進
黨當今領導人要鞠躬下台。
這股「韓流」、「韓風」既有激情，
又有夢想，打破國民黨昔日溫良恭儉讓
的形象，祝願他旗開得勝！不負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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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有報道東涌東薈
城「淪陷」，大批內地遊客逼爆東涌市中

心。內地網站有大量「深度體驗港珠澳大橋」的一日遊套
票，賣點是觀賞「全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和「香港唯一
名店折扣商場」東薈城玩樂。
這些內地旅遊團包交通、導遊、保險，但不包餐，遊客
就在東涌市中心自由活動四小時，可想而知，周末周日東
涌擁擠之情況。
居住在東涌的朋友對新生事物相當包容，倒是沒怎麼抱
怨。她說，只是周末及周日逼爆，居民不去市中心跟遊客
逼餐廳、超市、藥店，那就更不受影響了。她說，周末周
日人家入東涌，她就出城，反正都不會呆在家裡，要到巿
區會親友。目前星期一至星期五，生活秩序還是不受影
響，東涌還是他們的，當然還要看情況發展。
東涌是個好地方，有郊野風光，又有景點，更有「名店
折扣商場」，具備玩樂條件，朋友住東涌十多年，優哉游
哉，出入必經名牌店，與店員混熟，有時拿着菜籃去買
菜，不經意又買了件名牌，說來真是個經典。因為有「名
店折扣商場」在身邊，要抵得住引誘也不容易。當然，名
牌慣見亦平常，對東涌居民來說，再多的折扣已無感覺，
但對市區的朋友，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大橋通車後第一個周日，無意去趁大橋通車的熱鬧，
只是到大嶼山走走，到了東涌，已經感受到人氣開始熱
騰，360纜車站大排長龍，據說要排一個鐘以上。無處可
去，惟有觀島，朋友家住50樓層以上，景觀150度無敵大
海景，對正兩地口岸的「人工島」，島如神龜伏海，大橋
蜿蜒，海舞銀蛇，可算是最佳觀島景點。
當天為通車第一個周日，觀島所見，大橋車流量極少，
寥寥可數，但鬧出個人多車少的新聞。新生事物定有不善
之處，目前已在改善中，相信運作一段日子，定可暢順。

東涌觀島去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居處附近先後幾
家店舖結束營業，

說是業主加租可信也不可信，其中
幾家，一年前開店便給街坊批定做
不長久。
先說Ａ店吧，老闆一人坐鎮，終
日鐵青着臉，六百元一斤瑤柱，客
人光顧半斤，他轉過臉就說半斤不
賣，碰過釘，誰還對他渴望貴客光
臨的鹿茸燕窩有興趣。這店不到一
年後結束，小老闆似乎死心不息，
又在對街換了店名重操故業，臉口
如常鐵青，三幾個月後路過，招牌
其新如故，人面全非，店舖已拆成
大空洞，店內裝修工人在為另一行
業店主動工了。
西餅B店開張時，門面光鮮極具
吸引力，好奇買了她的芒果瑞士
卷，打扮妖媚的老闆娘也許給冷氣
冷僵了臉孔，收錢後任由瑞士卷呆
放在櫃枱上理也不理，看也
不看賣出的產品一眼，為了
省去一個平口膠袋在故意拖
延時間，超級市場五毛錢才
發一個背心膠袋，但是生果
凍肉的平口膠袋不在法例管
制範圍之內，其他麵包西餅
店亦然，老闆娘慳袋的服務
態度，劉德華又有話說了，
不知道是否其他客人也為了
這個小小膠袋感到不舒服，
這新店也做不到半年，她毗

鄰的另一家西餅店，開業多年至今
還存在。
C店是集團式燒味飯店，也有十
年以上歷史，某次大門煥然一新
後，夥計也換了，氣氛總覺有點不
同，有回陪女同事路過，大家要趕
時間完成未完成的工作，打算先行
祭祭五臟廟，同事多年前曾在這家
店子吃過幾次，喜歡它的叉燒，就
來個叉燒窩麵，同時點了一碟西蘭
花，結賬時侍應大媽大筆一揮，西
蘭花落單五十，同事說大門外西蘭
花牌價寫明四十元，大媽以大媽口
吻大聲說：「我說五十就五十！」
沒多久該店也關了門。
其他同名集團式燒味飯店如常營

業，偏偏這一家生意做不下去，老
闆也許還蒙在鼓裡，有句廣東俗語
叫「倒米壽星」，是不是大媽侍應
影響了食客胃口？可想像了。

人無笑臉休開店

金庸先生離世，在網上網下
掀起了一片懷念的高潮，他的

武俠小說隨着他的離去又一次暢銷起來，金庸
系列的電視劇在視頻網站的點擊率頓時又創了
不少新高。就連一些App平台迅速推出的測試
遊戲，如「你是金庸筆下的誰」和「你最喜歡
金庸筆下的誰」等等也大火特火起來，各行業
都趁機發了一筆「金庸財」。
作為一個寫作者和金庸先生的讀者，我亦不

例外，這段時間日夜顛倒地把《倚天屠龍
記》、《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等好幾
部較為經典的小說重新看了一遍。
少女時代讀金庸，最喜歡他筆下的段譽，因
為他英俊瀟灑、才華橫溢、聰明絕頂又溫柔多
情。長大成熟後，便自然地變為喜歡蕭峰、郭
靖、楊過之類的人物。與段譽父子的多情不
同，他們皆對自己所愛之人一心一意，此外幾
人更是善良正直、有擔當，無論武功高強與否，
皆是時時不忘行俠仗義，除卻壞人惡人，無論
何人與之相處，皆能安心。大抵不止我一人作
此想，每每遇到壞人壞事，人們都期待能有一
位大俠從天而降，懲惡揚善，因此西人便也有
他們想像的俠義之士《蜘蛛俠》和《超人》。
前些日重慶發生的公交車事件，經過一段時

間的調查，終於從「女司機」被冤枉「逆行撞

到公交車」數日之後徹底還原了真相。根據黑
匣子的記錄，原來是一個坐過站的女乘客和司
機糾纏，出手打了司機，司機又在行駛途中毫
無責任感地還手，公交車便失控逆行撞到對面
由女司機駕駛的小車後再衝破護欄跌入江中，
導致十幾位乘客遇難。
當時若是有一位金庸筆下的大俠或者西人的

蜘蛛俠從天而降出手相救，是不是就可以挽救
那些命喪江中的乘客？悲劇發生後媒體和「吃
瓜群眾」有譴責女乘客無良的，有說司機無責
任感的，還有公交車公司即刻在駕駛位裝護欄
以保護司機的。拋開能夠被大俠營救的想像，
現實中，當時車中哪怕有一位「小俠」出面制
止一下與司機糾纏的乘客，即不會有悲劇的發
生了，而這個「小俠」應當就在乘客之中。
記得我有一次去電影院看電影，影片的內容

比較嚴肅，加之執導該片的導演剛去世，觀眾
看電影的時候帶着對導演的追思，整個影廳的
氛圍便顯得十分的肅穆。不知哪位觀眾帶了一
個四五歲的孩子，從電影一開場便在影廳過道
的台階上蹦蹦跳跳，一直不停，家長不知道坐
在哪裡，彷彿不存在似地一聲不吭。觀眾們被
影響了觀影頻頻地看向那孩子，無人發聲，有
的亦只是低聲議論表示不滿，並沒有人出面制
止，皆不願「管閒事」。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便站起

來喝了一聲「誰家的孩子，能管管嗎？」話音
剛落，那家長便起身把孩子帶出去了，後來再
未進場，大家便得以安安靜靜地把影片看完。
其實有時候只需要如此簡單的一句話，一個

行動，但必須要有人去說那句話，去站起來行
動。據說重慶公交車事件之後，許多公交車上
一旦有乘客和司機口角起來，甚至是有口角的
苗頭，立刻就有乘客出面「管閒事」，有的乘
客直接提到重慶公交車事件，鬧事的乘客便立
時偃旗息鼓。
中國人向來不喜管閒事，「事不關己，高高

掛起」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是我們從小就接受的古訓，有多少人一直
以來都是按照這樣的古訓行事的？以至於在歷
史上的戰爭中，幾十萬人亦可以被區區幾萬人
毫不費力地屠殺。或許正因深諳此古訓的可
悲，金庸先生的筆下才多俠義之士。楊過從小
不會武功，卻奮不顧身去救本不相識的陸家姐
妹，他與郭靖夫婦有「殺父之仇」，卻不殺郭
靖而救了襄陽城全城的百姓。他自是知道，若
是國破，家亡，哪裡還有「門前雪」可掃？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說「雪崩時，沒有一片雪

花是無辜的。」如此，為着我們將來不會成為
葬身江中的一員，便當「事不關己，也要掛
起」，努力做一個挽救自己的「小俠」罷。

如何活在大俠遠去的時代？

提燈還家的龔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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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人拉了閘，明天有人又開
張！ 作者提供

■在民進黨抹黑
抹黃抹紅情況下
「韓流」依然炙
熱。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