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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師，早上好。」我又遲到了。一面張

嘴，一面招呼，「啊 —— 」。

那個老太太一心想開開玩笑，但一點都不好

笑。「不早了」，她一笑露出兩排牙，金銀銅鐵一

應俱全，卻是整整齊齊的。慢條斯理地從消毒水

中取出一塊牌子，慢悠悠地遞給我，她根本就不

知道遲到是什麼滋味。

這就是被稱為金老師的老太太。在我印象

中，每當聽到小紅帽的故事，就會情不自禁地想

到她。如果穿上小阿姨的風衣，戴上連衣帽，就

十足是一個狼外婆。每個小朋友見到她，都會叫：

「金老師，早上好。」永遠不會錯。我們只能在早

上見到她，之後就像被蒸發一樣。她好像永遠蹲

在衛生室兼保安室裏，眼角永遠拴著濃濃的眼

屎，手裏拿著一個手電筒，很威嚴的樣子，在小

朋友張嘴的時候往嘴裏照照，自己也張張嘴，用

舌頭蹭蹭氧化的牙齒，顯得更加威嚴了。

「啊——」她用手電筒在我的嘴裏探究，左

左右右，上上下下，還不時發出一些我從來聽不清

的嘟噥，就像是巫師祈福的咒語。我也不知道她

是在檢查扁桃體還是蛀牙，隨後，不管你願不願

意，要你伸出手，或看看胸前的手帕是不是掛得

符合她的心意，否則，她會親自幫你弄正。完畢之

後，才給你一塊硬幣大小的塑膠牌子，上面鑿著

一個小洞，可以掛在班級門口的名冊上，以代表

你的存在。我一般存在得非常醒目——遲到的拿

綠牌子，其餘是紅的。

我幾乎天天遲到，我也看出金老師總有問我

寵兒
樂夢融

原因的企圖。對此，我總是三緘其口，拿了牌子就

走，不給她一定點的機會。

其實遲到的原因也很簡單，我爸爸天天晚

起，而他得騎車載我去幼稚園。

1989年上海的早晨，天空是灰色的，馬路

是灰色的，樓房是灰色的，連員警叔叔的墨綠制

服，遠看也是灰色的。爸爸眼力不濟，老在十字

路口被員警叔叔抓住。我開始一直想不通，爸爸

為什麼總是在和他一番理論之後，還遞給他五塊

錢罰款。得出的結論是，除了眼力，爸爸的口才也

不盡如人意。後來，到了我快從幼稚園畢業的時

候，爸爸每天早上給他打個招呼，就馱著我招搖

過市了，我猜他是買了一張罰款的月票，能節約一

下開支，畢竟五塊錢可以買一個打泡泡的小玩藝

兒，外加兩個棉棉糖或一紙酸辣菜。

後來我知道，老被抓住是因為我這個小豬崽

子被載在前頭的緣故。那時候的為什麼很多，比

方，為什麼有人會唱「撿到一分錢，交到人民警察

叔叔手裏面」，我一直覺得合理的接受者應該是

老爸。員警叔叔收到的錢已經很多了。

不過即使沒有員警，爸爸還是不會早起的，

大公雞的故事是老阿姨講給我聽的，對於老爸沒

有什麼建設性的意義。讓我閉嘴，不再催爸爸早

起的原因有兩個，一來，老爸每天在吃晚飯後就

外出了，據說直到子夜才歸，那是金老師模樣的

狼外婆出沒的時辰，我從來沒有熬到過。媽媽說，

回來的時候爸爸渾身很髒，累得也不想多說話，身

上還有機器的油漬，髒到什麼地步，我也沒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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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對此隻字不提，他想讓我活得單純些。畢竟，

我過一年才上小學一年級。我們之間有所默契，

知道之後，我再也不提大公雞的榜樣了。二來，遲

到不遲到已經影響不到我的社會地位了，我已經

是47號了，47意味著等著你的只可能是進步。

我們班級一共有48個人。

剛到幼稚園大一班的當天，正好遇上老阿姨

在考試（待會兒再解釋為什麼稱老師為阿姨），

想看看大家的智商發育情況。考試的題目是叫大

家數數，從一數到一百。真有個才子，站起來不厭

其煩地叫喚，他以為數得越響就越能體現自己的

智慧（有這個習慣的人現在也很多），那哥哥慷

慨激奮的時候，還會昂昂腦袋。老阿姨眼冒金星，

好似發現了曠世奇才，還自覺得有節奏地拍手附

和。接著，那位哥哥在老師的表揚中，怡然自得地

回到了靠窗的10號位。

我馬上感覺到這是一個臥虎藏龍的集體，

於是自覺得靠邊站。老阿姨見我怕陌生，得意地

喚我，要考考。我走到講臺前，一聲沒吭，左右顧

盼。老阿姨更得意了，連連提醒我，一、二、三，我

想了想，走下了講臺。她看了看我手上的綠牌，叫

我坐在47號位，原來的47號成了48號。

老阿姨也是用心良苦，畢竟插了誰的隊，誰

都不樂意，大家都很有上進心。就像古龍筆下的

江湖，上官金虹就是不樂意被百曉生排在兵器譜

的老二（見《小李飛刀》系列）。至於48號，他的

能力處於被老師忽略的狀態，倘若把我排在他的

後面，老阿姨覺得沒法說服小阿姨，更無法說服

她自己 —— 這未免太過驚世駭俗了。

48號看看我，有些忿忿。老阿姨給了他一

次機會，他興奮得屁顛屁顛地蹦上了講臺，他

說話的腔調很有男子氣，但那個架式卻很奇怪，

鼻涕像幼稚園廁所裏那個永遠也關不住的水龍

頭 —— 這給同年齡的小朋友以充分的自信，也給

了老師難以辯駁的佐證  —— 將他放在48號。他

憋足了氣，（因為老阿姨表揚10號一口氣數到了

一百），碰巧數到了四十七，怎麼也繼續不下去

了，老阿姨指著我說：「四十八」。他很靦腆的跟

了一句，不知是把他自己漏了，還是把我漏了。他

下場的時候老阿姨還帶頭拍手，挺贊許的。48號

忿忿的眼神，杳無蹤影，只用眼角的餘光掃了我

一下，坐下，看了看1號，很條件反射得把手放到

了身子後面，挺了挺腰，拼命擤了一下鼻涕。

那時候開始，我覺得這地方不怎麼地。

我曾經有個時候，很想鼓起勇氣和老大換個

位置，但一想自己的寶座也不見得多麼光彩，信

不信由你，如果我是20號之前的位置，我就⋯⋯

不過我也不會和老大混得那麼熟了。

在我還沒被公認為壞分子之前，我的綜合能

力指數就被作了精準的預測。如果你知道我班級

的總人數，倒數兩記，就能發現我。教室裏的人

從1號老大到48號（也是老大），圍著教室的三堵

牆，成一個不完整的圈，中間空蕩蕩，像一個古

羅馬的角鬥場。

老大，也就是48號，是我在這個鐘靈毓秀的

集體裏認識的頭一個人。金老師老是想和我開玩

笑，但根本及不上48號的十分之一。看到老大的

鼻子，我就想笑，我覺得他天生就有幽默感，那

和金老師的五顏六色的牙齒一樣，是只屬於他的

獨一無二的標誌性建築。他的鼻毛鬱鬱蔥蔥，總

有那麼黑糊糊的幾撮，探在煙囪似的鼻孔之外，

貪婪得吮著空氣；有流不完的鼻涕在他的人中處

進進出出，所以露出的鼻毛都是濕漉漉的。剛見

他的時候，總覺得他的鼻子想說話。別在胸前的

手帕和我一樣，總是用在別的地方，比方說包裹

一條在葡萄架下挪不動的小青蟲，或者一隻他看

來有些異常的小螞蚱，回答不出問題，會吸吸鼻

涕，代表他在動腦筋。我很喜歡他那特立獨行的

派頭，總而言之，或用現在時髦的話來概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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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憤童」（全稱是憤世嫉俗的兒童）。

開學次日，我的鼻血像他的鼻涕一樣流個不

停，他把手帕扯了下來，甩給我，動作很麻利，

手帕也十分精準地落在我手上。作為回報，我問

他叫什麼名字，他很俠氣地擺擺手，示意想學雷

鋒，做了好事不留名。無奈之下，只能跟著大家叫

他的名號：鼻涕蟲。名號比起名字，一般好聽又

好記。

坐在我右邊的右邊是個小姑娘，別人叫她嘔

人。姓方還是姓圓我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吃午飯

的時候，她一直享受特殊待遇，桌子周圍沒有其

他人。她的絕技是吃下一碗飯，吐出一碗半。情

況理想的時候，她能控制在以碗為中心，三個碗

為半徑的範圍裏，並且限時限刻地在午飯桌上。

糟糕的時候，大家想想來泥石流的狀況：所以她

是45號，最後八個人中唯一的女孩。據我的觀

察，正是她這個與生俱來的絕技，讓她鐵定成了

40座以後，沒有一個阿姨，或者說老師，喜歡不

定時地會勃發的小朋友，不管爆發是從身體的上

面還是下面。

我也不知道這學號是怎麼來的，照我看來

10號和1號的區別是，10號有事沒事的時候總喜

歡把手隨心所欲地放置，而1號無論何時何地會

把手放在後面，正襟危坐。5號之所以成為5號，

他總是把手放在腿上，既沒有1號坐得筆挺，也

沒有10號那麼懶散。至於2、3、4號的區別，我

是沒看出來。反正百米賽跑中0 . 01的優勢，也

不是我的肉眼能分別的。阿姨們說了算，她們是

雷達、帝多、勞力士。還有，她們說1號永遠是最

棒的，以後會有大大的出息。她們也是大人，大

人總是對的，所以阿姨總是對的。後來，我知道

Michel Foucault管這些阿姨們叫發語者，那種

火眼金睛的本領叫話語權。

幼稚園的阿姨很少，每個班只能分到兩個。

小阿姨是老阿姨的加長版，遠看兩個人挺像，不

管是走路的樣子，還是說話的腔調，穿著的黑

風衣，還有就是博學多才。她們都能教認漢字、

識數字、唱歌、圖畫，行話叫語文、數學、音樂、

美術。（還有沒有別的科目我也記不清了），碰

到體育阿姨（如果你覺得讀不通就用「老師」

尋找且替換，我是怕用「老師」引起不必要的誤

會 —— 會混了性別，阿姨好歹是個女人）生病的

時候，也會去兒童樂園，指導大家玩玩滑滑梯。

現在大學裏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鴻儒，能教中國古

典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外國戲劇史、中國

戲劇選讀、後現代主義狀況⋯⋯但大家一看就知

道，後者的局限性。

午睡前的活動永遠是聽燕子姐姐講大象伯

伯的故事，那是一盤永遠不會出故障的磁帶，有

時，小阿姨下班後，老阿姨還會讓我們聽一遍，反

正接下來是午睡時間，大家也不會很介意，聽著

聽著就會睡著的。鼻涕蟲介意過，阿姨讓他從家

裏拿些好聽的來。最要命的是，午睡後，老阿姨

還會再複述一遍大象伯伯的故事，坐不住的話，

可以前後左右說說話，但要大聲點 —— 老阿姨年

紀大了，耳朵總不如年輕的時候這麼管用 —— 這

樣可以被罰站。我沒做過這種傻事，站起來不但

還是要聽的，而且還得面對粉白粉白的牆壁。

小阿姨會在下午我們午睡時候吃榨菜，那個

東西在我家的形狀很細，媽媽不許我多吃，說吃

多了，人也會變成那個形狀。我反正也不怎麼喜

歡，吃起來很靦腆，像吃人參。小阿姨的榨菜是

一團團的，有麻球這麼大，讓小阿姨的吃相顯得

很豪邁。午睡起來，總能看見她的牙縫裏點綴著

紅辣椒絲。

雖然我是不怎麼喜歡她們，但不能否認，她

們是有人格魅力的，加上博學多才，讓5號曾經心

悅誠服地說了一句：「我長大要像老師一樣，做一

個對國家有用的人。」那個時候還不流行托兒，所

以我有理由相信5號的真誠，並且認為，那代表了

很多小朋友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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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根本不必交代那麼多人，很多人後來

也不會再出場。從戲劇的角度講，有些人不是主

角，甚至不是配角，只是舞臺的佈景，一棵樹，一

片雲，一排籬笆，一條小溪或者別的，但沒有他

們，那就不是舞臺了。

幼稚園的日子裏，我的記憶沒有前後。大

致的模樣好像是這樣的，一個用劣質水泥鋪成的

操場，在陽光充足的牆角，有幾根折了腦門的狗

尾巴草，我確定是狗尾巴草而不是別的草，是因

為每當它們長出一個毛茸茸的雛型時，就被我在

中午曬太陽時折了。控制別的生命的時候，會很

過癮。有心情糟糕的時候，也會把兩個折了腦袋

的草打個結，接著就每天去看，每天去看，那草

最後的奇形怪狀，總讓我興奮異常。到處龜裂的

水門汀好像經受了五十級大地震，螞蟻爬上爬

下，躲避著來來往往的人。地上被塗著許許多多

紅色的圓點：我的手臂要比大多數人長一半，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這是帝王將相的特徵）向前

看齊的時候，總有少數像我一樣的人把隊伍攪得

東倒西歪，那些原點是畫給我看的，叫我踩在上

面。許多點不那麼完整，有被掀掉四分之三的，

也有褪色的，反正看得出是點，還是紅色的，這

就足夠了。

點子被重新塗深的時候，從教室的視窗望

去，很有層次感，像一排排的吻痕。當然這是後

來的想法，當時我還是處於「大愚弱智」的階段。

我站的小點處於凹地，雨後，那裏總是陳著

一灘死水，那個小點晃晃悠悠，像老井中一輪紅

色的月亮。我經常遲到，趕不上早操，很少去踩

那個點，難得站在上面時很神氣，有莫名其妙的

自豪感和幸福感，覺得自己像一個幼稚園裏的小

朋友，覺得這個幼稚園又美麗了兩分，不過這種

美好的感覺只能維持到我看到47號座位前的一

瞬間。

做操前，不時有些阿姨的訓話，不過她們都

是陌生的，我的推測是，我們的阿姨一個太小，

一個太老，說話都沒什麼分量。不過，那個訓話

的阿姨也沒有什麼創新，她說的東西，基本上老

阿姨都說過，不過都是在班級裏說的。那阿姨挺

有自知之明的，她說，我們要把幼稚園建設好。也

沒有什麼諸如「今天我以＊＊為榮，明天＊＊以我

為榮」的口號，也沒有什麼幼稚園園訓，也沒說

衝出＊＊區，立足＊＊市，走向全國，世界知名⋯⋯

後來的臺詞都是後來再聽說的，估計那時那幾

位編劇還在上初中或者小學，甚至還在攻讀幼稚

園。頂多處於「大於弱智」階段。

她只說，要把我們幼稚園建設好，簡明扼要。

某年某月某日，我踩在我的點子上，站在幼

稚園裏開始做操，它是不容否認的歷史，已經載

入了我的史冊，難以更改。幾百個某月某日，讓我

成了今天的我，所以那段日子，值得回憶。

我不說某時，是因為我知道是八點。八點

左右，水泥條封著的牆外會多出幾雙不變的眼

睛 —— 幾個老太太經常會往裏巴望幾下，有的會

從聽訓話等到走光最後一個小朋友，才蹣跚地悻

悻離去。

八點總是一個分界限，水泥柵欄外會突然

誕生出來來往往的車（都是兩個輪子的，難得會

多出一個輪子，我總覺得三輪車是隻大螞蟻，往

往要駝比自己重幾倍的東西），和行人一起發出

嘈雜的吵鬧聲。過路人的腳步沒有現在的那麼

快，總是在慢慢地勻速向前，隔壁有個香煙廠，

那裏有塊非常醒目的橫幅，風裏雨裏，從沒拿下

來過，估計是搞兒童文學的作家編的口號，所以

我幼稚園時就能看懂：高高興興上班，平平安安

回家。不過我也沒見到哪個上班的人特別高興，

包括我爸媽，如果見到，我一定會記憶猶新，就

像《辛得勒的名單中》那個紅色的小姑娘，在灰

茫茫的一片中很是惹眼。那時候的人們，不擅言

辭，表情也很單調，笑起來總像如釋重負，沒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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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情趣。我初二學了一個成語叫韜光養晦，第一

反應就是形容他們  —— 每個人的臉上都書寫著

使命感，這和穿著也有關係，那麼的質樸，冬天

的時候顯得很臃腫。

外面吵鬧的時候，體育阿姨會把喇叭開到最

最大，園外的雜音往往就這樣被含混不清的廣播

雜音吞噬了，震耳欲聾。久而久之，我們也能習慣

這種對抗，條件反射地伸伸腿，彎彎腰。一次，老

阿姨心血來潮，也跟著一起做，她伸起的腿還沒

有我走路時抬得高，她站在我旁邊，沒彎下腰的

樣子被我看見了。她對我笑笑，我也禮節性地笑

笑，露出紅紅的牙齦，那裏應該是兩顆大門牙的

故鄉。

中午，我出乎意料地被選為了安全員，那是

我夢寐以求的崗位。

幼稚園開在一個叫「明圓村」的工人住宅群

裏。我懶得說座落，與那種格調不匹配。幼稚園

的門鋪，遠看像一家胭脂店。牆面上是五顏六色

的碎玻璃，摸上去很扎手，後來中小型市鎮的公

共廁所，都流行這種裝潢。小時候，總覺得明圓村

聽上去和圓明園有甚麼關係，發現兩者沒有關係

後，化悲痛為力量的決心一下子被撲滅了。

80年代的工人住宅小區，如果從空中看，就

像一片收破爛的大場子。大家把力所能及的面積

都圈給了自己，每家每戶的陽臺都用磚頭封了，那

些磚頭橫七豎八地嵌在陽臺水泥柵欄的縫隙中，

像一條條豬肉絲嚴嚴實實地塞住了牙縫，遠遠看

去，每家每戶成碉堡狀，好像每時每刻要抵禦外

星人的突襲。不過照現在的審美，也可以稱為後

現代建築（Postmodernism　Construction）。 

1號老大和嘔人的家都住在這裏，所以他們很難

遲到 —— 我總是看見他們的被子在空中招搖，像

武打片中酒鋪招客的旗幟。

在操場的最南面，座落著一架滑滑梯，模樣

還能依稀辨別出是頭大象，水泥澆注的，經歷了

風吹雨打，很結實。不說新褲子，就是穿了新鞋子

我也懶得上去。標誌性建築，多少是用來標誌的，

不是使用的。不過它和楊浦公園的大象滑滑梯

很像，我每週都帶著爸爸去那裏過過癮。（因為

對那裏的地形，我自己覺得比爸爸熟，我每週都

去），作為回報爸爸帶我去看獅子，豹，熊，那裏

的獅子很有靈氣，當有遊客企圖猥褻它時，它會

轉過身子，憋足了勁，向人噴尿，連弩激射。它這

麼自在、有尊嚴地活著，所以我每週都要去看它。

那時，我的幼稚園聞名遐邇，哪裏像高中，

坐上計程車開半小時之外的地方，基本上都沒聽

說過，不管我說什麼實驗性示範性也好，重點也

好，我著急了，喊出了我們的學校的口號是「衝

出上海，走向世界」，別人還是雲裏霧裏。拿出地

圖，人家也只知道那個區域有個酒家叫梅園村，

裏面的蜜汁烤鰻很好吃。我說我們學校就在那

個酒家的停車場的隔壁，人家茅塞頓開地說了一

聲，哦，就像知道你是某某明星的朋友一樣。我總

結的結果有二，「衝出上海，走向世界」的口號應

該是那個酒家提出的才對，還有咱們高中沒有一

個像樣的標誌性建築，這是個致命傷。再說咱們

幼稚園，除了大象滑滑梯外，還有一個小池塘，如

果當今用電子引擎搜索的話，那是第二關鍵字。

它大概和無錫的「天下第二泉」差不多大，但在周

圍地區，絕對要比瞎子阿炳有名。池塘裏沒有活

魚，大概以前有，但在一個連狗尾巴草都會被折

掉腦袋的場所，除了人，是沒甚麼能堅持活著的。

池塘的周圍斑駁著馬賽克，邊緣不那麼整

齊，磕磕絆絆，露出了褐色的水門汀，池塘邊可以

撿到白色的帶著裂縫的馬賽克，乳白乳白的，像

人的牙齒。中間有一條騰躍在半空中的大鯉魚，

魚口略張，做仰天長嘯狀（光看嘴唇會以為是

一匹駿馬，不說盲人摸象的故事，我也知道那道

理）。它也用馬賽克鋪著，保存得很完好。當遇見

不知道大象滑滑梯的人的時候，我會提醒他這條

大鯉魚。我新來的時候，也以為是一個噴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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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發現錯了，根據經驗主義的方法，我從來沒

見它噴過水，冥冥之中我猜，只有金老師知道噴

水的秘密，因為衛生室離它最近，也許在夜裏，

金老師讓他噴得比錦江樂園裏的大風車還高，但

我沒見過，只是瞎猜；根據邏輯推理，幼稚園的

設施都有標注，椅子上寫「椅子」，桌子上寫「桌

子」，廁所上寫「廁所」，沒寫字的地方有兩個，一

個是大象滑滑梯，一個是這。這表示它們都不具

備實用性，是標誌，標誌著明圓村的存在，就好

像綠牌子代表我的存在一樣，用現在的先知先覺

的眼光看，它們還代表時代的存在。由此看來，那

條有駿馬氣質的大鯉魚意義非凡。當時我思來想

去，還是覺得那是對池塘裏曾經有魚的紀念。唯

有這個解釋是最合理的。

大象滑滑梯是我們經常光顧的地方，這個很

好理解，如果我家住在金茂大廈，我有事沒事的

時候也會去東方明珠逛逛，順便聽聽外地人或外

國人的嘖嘖稱奇——這被有識之士譽為民族自

豪感——總有水泥柵欄外投來的目光，老太的，

老頭的都有，不說嘖嘖稱奇，羡慕總還是有的。

當時我一直沒搞清，是在欣羡我們擁有那滑梯，

還是擁有那條大鯉魚。我做夢也沒想到，是我們

自己。我從來不覺得我有什麼地方值得別人羡

慕，現在也這麼認為。但我猜，總有一天，或早或

晚，我會改變我的觀點。

我們喜歡在大象的肚子下玩捉迷藏，比起

一個平坦又龜裂的操場上，那裏永遠是強盜最理

想的安樂窩。這裏沒有48個座位，即使是民間老

大，就是鼻涕蟲，也會和官方老大，就是1號，相

處得很和睦。安樂窩其實也不見得有多麼豪華，

陰仄的角落裏照樣有枯樹葉，四腳朝天的不知

名的小蟲，和簇擁在周圍永遠停不下腳步的黑螞

蟻。螞蟻似乎跑得飛快，但總是及不上我的一小

步。就像今天我看到一個人很高，人群中似乎很

惹眼，但走進身邊，我的目光能輕而易舉地壓住

他的頭頂。你能相信，一個小朋友自信的建立，

是從看螞蟻開始嗎？我也很難相信，但事實似乎

就是這樣，並且延續至今。

一天中午，1號是官兵，他長得很有正義感，

嘴唇很豐滿，本來就適合演這樣的角色。我躲在

大象的屁股下，不幸落網，這本來沒甚麼好多說

的，但官方老大想發洩一下成就感，畢竟我是很

少能被別人抓住的，推了我一下。我的腦袋撞在

了大象屁股上。那時候還沒有經歷過大場面，比

方像外科醫生拿著手術刀在我身上庖丁解牛似

的劃來劃去等等。當時很沒氣度，眼淚比血水流

得還多。

小阿姨發現我下午長得和上午大相徑庭，

又知道這事和自己的得意門生有點關係，便安

慰我，一開始的時候說：「再哭，恐龍就把你吃

掉」。顯然我對這種傳說免疫，說金老師會把我

吃掉或許還有點作用。於是，她咬了一口榨菜，像

大力水手Popeye一樣，變得自信起來，理由也更

有些說服力了。她說，難道再讓1號去撞大象屁股

嗎？還示意只要她說一句話，就能讓別人像對待

嘔人一樣，和我保持9.15米。我知道她掌控不了

鼻涕老大，但別人不好說，再說，我和老大好歸

好，也沒到能成為雙子星來稱兄道弟的程度，要

讓我媽媽知道這點，她會比我哭得更傷心。

小阿姨在全班面前說我志「殘」身「堅」，我

臉面全無，只能屈服了，那時候既不知道韓信，也

不知道勾踐，只暗暗發了幾個誓，具體是什麼，也

記不太清，反正不是血飛白練、六月飛雪也不是

三年大旱，那時候不知道關漢卿，阿姨沒教。

我們教室在二樓，窗戶朝著工人小區，朝著

大馬路，朝著黃浦江，朝著江蘇省，朝著北回歸

線，朝著海南，朝著西沙群島，朝著大洋洲，朝著

南極，南極有極光，但照不到我們教室。1號到16

號靠窗坐，陽光灑進教室的時候，被我看來，（我

坐在他們對面，看他們的臉是逆光）只有16個黑

魆魆的輪廓，正襟危坐，像遊戲機中boss級的神

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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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號的頭頂上方，懸著一塊塑膠板，理

論上講，應該貼著48張照片。遊戲規則是：只

要誰犯了一丁點的錯誤，就把他的照片剝下，

學期末總結，照片被剝下概率最小的前十名，

能拿到一朵大紅花。老阿姨和小阿姨一天半換

一次班，那時有一次洗牌  —— 所有的照片被重

新掛上。換班的時候，每個人的傻樣都能在塑

膠板上找到，3號戴著一頂巫師帽，像個西藏來

的小活佛；1號的臉上塗著紅色的胭脂，兩隻手

托著腦袋，矯情地笑著，仿佛一朵盛開的霸王

花；4號在裝模作樣地彈鋼琴，身體佝僂著，

好似捕食的八爪魚。我是一張藍色背景的臉部

俯拍特寫，談不上可愛，但容不下矯情，目光

有些詭異和迷狂，如果是個女孩，可能你會和

《天使愛美麗》中的女主角聯繫起來。

飯後回來，嘔人的照片經常就會第一個被撤

下，更新的速度連今天的BBS也望塵莫及。每每

那時，她就會淚珠連連，看看自己衣服上自己吐

出的黃色泥狀物，很傷心地坐回她的座位。我一

直對她說，這種毛病會好的，到時拿了大紅花也

借我神氣神氣，但很遺憾，我的祝福沒有任何應

驗的跡象。

那時我的照片、可能還有些40號以後的兄弟

被掛在下段，用阿姨的話解釋，從那兒拿下來，可

以不必惦腳，省時又省力。鼻涕老大連這種解釋

也聽不到，兩位阿姨時常會健忘一下，掛上47張，

對此，老大懶得去做爭辯。

那天，老大像被灌了蒙汗藥，整整一天沒有

被批評過，午睡後，他老是暗示我看那塊塑膠

板，我看了之後無言以對，他的傻照竟然還在上

面。我很沒肚量地慫恿道，有種當著老阿姨的面

把自己的照片扯下來啊。老大平時絕不甘於寂寞，

怎麼說都是目光的焦點，那天確實太過反常，於

是他像神探亨特一樣對我聳了聳肩，走到塑膠板

前，很笨重地跳了一下，摘下了照片，帶著宣戰的

表情回頭看看老阿姨。老阿姨年老眼花，直到放

學也沒發現老大的驚世駭俗的舉動。其實那天如

果老大把傻態保持到最後，肯定會引起注意，阿

姨總會依據剩餘的照片在放學前盤點一下表現。

只是他那天運氣確實不太好，想引起些注意，也

沒能成功。直到第二天，有人把這事告訴了小阿

姨，老大才又一次引起了注意，一切又回到了正軌

上。以後老大就出了局，榜單上再也沒有老大的腦

袋了，所以，我也沒法描述他的那張照片，實在沒

有一絲一毫的印象了。

每天的情況都是這樣，有16個人，面對另外

16個Boss以及他們頭頂上的照片，不知所措，還

有15個人（包括鼻涕老大、嘔人等等）都嫌這個遊

戲的時間太長，寧可做忠實的看客。而且，這種排

行，既不殘酷也不刺激，基本屬於卡拉OK型的自

娛自樂。勝利者高興，失敗者也不難受，暗暗告誡

自己：吃飯別太慢，上課少說話，午睡就是醒著，

也要老老實實地把眼睛閉上，然後大紅花就會開

在胸前。至於我，就是這麼安慰自己的，但我沒把

想奪取大紅花的狼子野心表現出來，因為那會招

來哄堂大笑，包括兩位老大，他倆一定會笑得最

賣力。

如你所知，大多數事情不是說變就變的。從

我的角度來說，任重而道遠，能堅持一天意思意

思就不錯了，隨後就放鬆三天，再用三天時間來

醞釀一下奪取下一朵大紅花的決心。從阿姨的角

度來說，要能同時觀察48個人的變化，就具備了

職業特工的素質了。

公正地說來，表現的機會倒也不是沒有。小

阿姨拿出過一幅圖，中間一條小溪，左邊一隻羊，

右邊一頭狼，順便講了《狼和小羊》的故事，說到

「狼兇猛地向小羊撲去」，就叫大家補個結尾，

想想後來怎麼樣了。10號總是很積極，還沒輪到

就開始叫喚，說小羊一腳把大灰狼揣到河裏，大

灰狼被大水沖走了。3號的回答還要傳奇，說小羊

用角把大灰狼頂出了血。我在下面插了一句，哪

來的角。小阿姨怒了，讓我離開座位，到一邊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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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許亂插嘴，亂說話。後來還有更有意思的，

（我面向牆壁，沒看見是誰）說大灰狼沒跳到對

岸，一頭翻到河裏。畫裏頭，那條小溪的寬度，大

概是狼身子的一半，我想像力差勁，常識還是有

的，小阿姨聽了，卻迷著眼直笑，我貼著牆壁，笑

得還要歡。

「給你個機會，你說說看。」我的答案非常

簡單，大灰狼向小羊的喉嚨一口咬去。小阿姨像

看到愛斯基摩人在吃椰子一樣盯著我，大概想讓

我嘗嘗喉嚨被咬住的滋味。後來我想，這話要是

能被 Antonin　Artaud 聽到，一定會激動地認

我做乾兒子。我錯過的類似機會不勝枚舉，所以

只能在冥冥之中，企盼奇跡的發生。

要說奪取一朵大紅花對我來說，是一件難

以想像的事情，也不盡然。那陣子，我經常夢見自

己渾身上下捌著大紅花，出現在講臺上，連鞋子

上也有。我是這樣想的，如果到幼稚園畢業也沒

能實現目標，就讓奶奶給我做一朵過過癮，這說

明當時我還很有向善之心。

但是我的耐力實在不盡如人意，時間就在下

決心和意思意思的循環往復中消磨掉了。眼見學

期過半，想想自己也不是紅花會的，索性活得瀟

灑起來。有詩為證：

進入明園實可憐，

紅花幾朵伴餘眠。

光陰易過催人老，

辜負青春美少年。

對於我們的教室，你的印象可能已經很清

晰了。一個正方形，48個靠牆的座位。其實，

還不止這些。教室的右首有一具衣架，上面經

常掛著老小阿姨的風衣，像幽靈一樣擺來擺

去，在朦朧的光線裏，又碰巧是陰天的話，看

上去就像幾百年前受懲戒的小朋友被吊得死去

活來。由此，我很佩服16號和17號，能泰然

自若地坐在它旁邊，和別人一樣，吃水果、聽

課、曬太陽、叫喚、正坐、看窗外、開小差、

摳鼻屎、做些讓人難以想像的小動作。

在另一個折角，也就是32號旁，有一個大鉛

桶，每天下午睡醒後，我和老大總會拎著它去一

個黑魆魆的地方拿48隻蘋果或橘子，門口守著的

老頭很嚇人，臉蛋像一顆被人踩過的鵝卵石，讓

我不敢正視。他像老大一樣，能把48隻蘋果數上

三遍，不過從不會回到38。

對於被派遣去拎蘋果這事，我們都沒有什麼

怨言。相反，每次午睡完畢，老大總會像通了電

一樣亢奮，連聲催我，有時還會幫我遞上襪子。

人活在世界上，總喜歡發揮一下自己的光和熱。

同學們倒也沒怎麼感激涕零，眼神裏總好像我

們在途中拿了回扣，蘋果小得像個人參果，還沒

吃出味兒就沒有了。這也怨不得他們，如果現在

我把一隻當年蘋果或橘子捏在手心裏，握拳放在

你面前，讓你猜猜在左手還是右手，你頂多只有

50％的正確率。

有天上午，老阿姨講了一個故事，不知是孔

融讓梨還是陸績懷橘，總之與水果有關。當天下

午，4號就融會貫通了，他在眾目睽睽之下，把自

己的蘋果送到老阿姨面前，動情地說：「＊老師，

您吃，我不愛吃蘋果。」隨後，許多人站起來，圍

住了老阿姨，爭先恐後地伸手遞蘋果。我坐在椅

子上，迷茫地看著一切的發生 —— 直到只有鼻涕

老大和我兩個人坐在椅子上。一會兒，老大也坐

不住了，惺惺作態地在週邊伸著手，其實他手裏

的蘋果已經只有一個梗了。

每次媽媽來接孩子，TOP10裏總有人一頭載

進母親的身子，說今天我得到了甚麼甚麼，小阿

姨也會說一句：不要驕傲。嫌他媽笑得不夠燦爛

似的。我的媽媽一般被告知有事或者沒事。小阿

姨從沒有對媽媽說：不要驕傲。這話往往是我在

無聊時的自說自話，那時候還會拿腔拿調地學著

吃榨菜時的小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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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慈悲，正好第二天的下午發了橘子。我

也把願望付諸了實際 —— 剩下的半個橘子，被我

包在了胸前扯下的手帕裏（那塊手帕我也千年不

用，只是用來給金老師看的）藏在口袋裏，準備帶

回家，讓老媽笑笑。我知道，那橘子十之八九還會

落到我的嘴裏，但那是一片心意，還是兒子的。後

來發生了一些意外，經過路上的一路顛簸，到家

裏才發現，褲子被染黃了。橘子被軋幹了，和手帕

一起，牢牢地粘在口袋底。

第三天的上午，教了一首唐詩。詩我背不出

來，意思還是明白的，說農民伯伯很辛苦，頂著烈

日種大米，汗水流到了田裏頭。我還問了一個問

題，是不是每一粒米都是像蝦仁一樣，用手剝出

來的。小阿姨說，是的。那天我吃飯格外的認真，

一粒米都沒剩，聽媽媽說，蝦仁很貴，能多吃就

多吃些。

下午發生的事，是我每次在中學裏寫《一件

難忘的事》前的第一反應（我以這個題材，衝擊

了三次學校作文競賽的鼓勵獎未果，所以你姑且

聽之）—— 一個好孩子把一隻被吃得像一根火柴

梗的蘋果芯，扔進了垃圾桶，被小阿姨發現了，大

大表揚了一番，誇他不浪費糧食，是個好寶寶，

將來會有出息的。鼻涕老大樂了，為了“將來也有

出息”，把蘋果芯也吃進了肚子裏。我想勸阻已經

來不及了，洋人有句諺語說，每條河都有自己的方

向，對於執著的人也就只能讓他繼續執著了。他

羞答答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小阿姨（這也在我預料

之中），後來發現沒法證明。

第四天上午，小阿姨還把「列寧打碎姑媽家

花瓶」的故事，娓娓道來。我知道那是講給他聽

的，不過老大還是挺樂觀，像《孫悟空三打白骨

精》一樣，聽得津津有味。

在教室的左首，也就是鼻涕蟲的旁邊，有一

架破風琴，儘管如此，還是這個空間裏最值錢的

寶貝。琴底座三個鍵，在我來到之前就折了兩個，

還有一個也沒能在學期過半前倖免。傳說中是我

幹的，我又高又壯，吃飽了也不安分。我也認了，

如果每件事都要分辯，未免顯得我太過小家子氣

了。別說敢作敢當，不敢做我也敢當。否則怎麼能

成為安全員呢？

做安全員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班級裏每週

會舉行安全員、衛生員的改選，只要在適當的時

機舉手就成，能不能挑中就看阿姨這天是不是看

你順眼。玩遊戲總得有些技巧，那時我還不知道

這些道理，經常選上的小朋友總是在那個時刻全

神貫注地看著老師。而我總是把手舉得很高，目

光迷離，好像是我的手想當安全員似的。

如前所述，能當上安全員，純屬運氣。可能是

那天早上，我和老阿姨在相視一笑中，被她發現：

其實湊近地看，我還是很可愛的。更何況那些天

我精神萎靡，沒有力氣惹事生非。客觀的成全很

是關鍵，另外，又有了新規定的出臺，據說，能名

副其實地當一周安全員或衛生員，就能在學期末

得到一朵精緻的小紅花（小的東西一般比大的要

來得精緻）。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我樂瘋了，

到時候也能拿回家讓父母開開眼，我說這小紅花

是大紅花，就是大紅花，反正爸媽也沒見過真正

的原版大紅花長甚麼樣。

安全員的任務是，在兒童樂園裏，右手帶著

紅箍，監督大家安全地玩滑滑梯、蹺蹺板。老阿

姨對我的要求是，要像解放軍叔叔放哨一樣，筆

挺筆挺地站著。開始的駕勢，讓老阿姨刮目相看，

替我連連可惜 —— 確實少了一把槍。等她十分鐘

後再來，就會覺得我是少了一張床。鼻涕老大站

在滑滑梯的頂上，對我做著怪腔，用很賤的音調

說，來抓我丫，來抓我丫。

老阿姨一走，我就像一個三無盲流一樣蹲在

地上（小紅花要緊，我也不敢離開）滿地找著小

石頭，在地上復習圖畫課。那時候，地上有很多蟋

蟀，也學著人樣，韜光養晦，很少叫喚，只是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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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蹦來蹦去。有一隻促織，在我腳跟前，跳來跳

去，好像要把我晃開準備突破一樣。我蹲下身，

用手碰碰它的鬍鬚，它安分了，知道對於它來說，

我是Maldini＋Nesta＋Ferrara。

蹲得時間長了，腿也有些發麻，只得又站起

來，看看，玩滑滑梯的去玩蹺蹺板了，原來玩蹺

蹺板的去了滑滑梯，傻站著的也換了個姿勢。哪

裏知道，蟋蟀還沒走，又開始在我腳邊徘徊。我自

言自語道，你想做一名慰問解放軍叔叔的蟋蟀很

有志氣，但你也得拿出些樣子，別老晃來晃去的，

影響我站崗。促織看看我，覺得認錯人了，終於蹦

蹦跳跳的走了，去它該去的地方。

根據我第一天放哨的經驗，玩滑滑梯出事

故的概率和走路撞牆也差不多。所以第二天，

在大家樂不可支的時候，我就悄悄撤了。去一

個心馳神往但一直沒機會去的神秘地方。那條

通道終年曬不到太陽，所以很陰涼，牆角還

蒙著苔蘚。剝開棕櫚樹的葉子，我很艱難地穿

過。眼前的景色很讓我失望，一個破落的自行

車棚，更讓我失望的是，這個地方我來過，從

教學樓的北門出來就是。

教學樓的北面讓南面顯得冠冕堂皇。唯一

相像的是，水門汀的地面上都有許多裂縫。那裏

地上的白螞蟻也是密密麻麻的樣子，讓我有些暈

眩。和地球上人種的分佈差不多，往往黑螞蟻住

南邊，白螞蟻住北邊。據我的經驗，能被看見的，

一般不是VIP，屬於小囉囉，攻擊力不是很強，但

碎碎屑屑、團來團去的樣子，就像幾百塊臭橡皮

在地上蹭出的，也讓人倒胃。

鼻涕老大也跑來了，看見了一些白螞蟻在教

學樓的底座裏顯身，抽了抽鼻子，有些擔心地問

我該怎麼辦。我們對於白螞蟻威力的理解，都來

自於《黑貓警長》。「要是穿山甲在就好了，舌頭

一卷，就沒事了。」我用虛擬語氣回答。

老大很無奈地伸伸舌頭，讓我證明，他的舌

頭又粗又短，對於此事，他也愛莫能助。其實這

白螞蟻也不關我的事，只不過我是安全員，我有

一點小小的責任心。

我想，長此以往這樓是站不住的，站不住

的話，就會轟然倒下。樓倒塌的話，我和小阿

姨的命運有四種可能：她在我不在、她不在我

還在、她不在我也不在、她在我也在。掐掐手

指，我和阿姨見不到的概率有四分之三，於是

就樂不可支起來。基督教有句名言：想像支配

快樂。接著更離譜的畫面也跳出來了。讓我喜

出望外，金老師代替了小阿姨，成了班主任。

她誇我通知及時，救了那麼多小朋友的小命，

說話的時候，牙風陣陣，朝我撲面而來。嘔人

的爸爸代表所有家長給我戴上了大紅花。我光

榮地高唱少先隊隊歌，行了對禮。你可能會說

我大愚弱智，沒錯。但一剎那的思維，是1號老

大學上十年也練不成的，我管它叫想像力。

等我憂心忡忡地回到崗哨，滑滑梯上一個

人也沒有了 —— 都在下面，聚成一團，我以為

又發現了什麼與眾不同的千足蟲。湊近一看，

千足蟲也既不會這麼龐大，也不會哭。原來是

1號，傳說中被推下了滑滑梯，只是這個傳說既

不知原作者，也缺了另一個兇手。倒在地上的

老大，自個兒摸索著下巴，輕輕一點，又哭起

來，說他牙齒沒了。

鼻涕老大顯然有些興奮，連連安慰：「沒事，

我媽媽說會長出來的。」並拾起了那半顆牙，小

心翼翼地還給一號，還企圖給1號續上，被一巴

掌拒絕，牙又掉到了地上。有生以來，我也是第一

次見識到真正的牙齒與嘴分開時的狀態，像極了

鯉魚池塘邊的馬賽克。我還沒來得及反映出高興

的狀態，許許多多的阿姨都來了，老阿姨小跑在

最前頭，我下意識地看看手臂上的紅箍，再看看

她，注意到她手裏沒抄傢伙，放鬆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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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希望1號一直這麼躺著，鬧著，那時

候，他是我的護身符，我知道，他一走，就輪

到我完蛋了。從老大被送往醫院的前一刻，我

瞳孔牢牢地抓住地面，最好能發現那隻心比天

高的螞蚱，要麼想到金老師，覺得她有連接牙

齒的膠水，讓1號轉危為安。從來沒在中午見到

的金老師，那天也出現了，她看見了我，對我

若無其事地笑笑，叫我以後別再遲到，在案發

地點兜了一圈，又消失了。

老阿姨叫我別在那裏傻站了，去她的辦公

室。我跟著老阿姨的步子，她出右腳，我決不敢伸

左腳，看看教學樓，想把白蟻的事告訴她，又吞了

回去。

辦公室裏小阿姨嚼著榨菜，叫我說說經過。

我連蒙帶猜把能想到的情節一一道來，只是對於

離開崗位的事隻字未提。小阿姨也聽不出什麼破

綻，在加上有些心神不寧，只是叫我坐回原座。

中午，我驚奇地發現，我的傻照還在，我不

知道是不是忘了拿下，反正那個時候，我也不希

望這樓被白蟻啃得太快。直到下午，當安全員紅

箍和照片一起被撤下來的時候，我才知道我估計

錯了。我恨不得自己，馬上也變成一隻白螞蟻，小

囉囉也好，啃啃這教學樓過過癮。

就這樣，我成了班上第一個戴上紅箍還拿不

到小紅花的人。

索性我的記憶力也不是很好，更何況下午還

來了一個可愛的叔叔，幼稚園很少在上課的時候

來男人，所以我還想得起來有那麼一回事。那人有

很膨的捲髮，想包著一層剛剛出爐的爆米花。已

經上了三十，還要裝出一副很純情的樣子，尖聲

尖氣地給我們打招呼，腦袋很有感情地伴著嗓音

一頓頓：「小朋友們，你們好啊！我今天來給你們

講個故事。」不知他是怕用正常語速說話，我們聽

不懂，還是唯恐正常的語音會嚇著我們。總之，

我是被嚇得趕忙放下手中的小人書，閉氣凝神地

聽他佈道。

其實，那哥們也挺好，他說的故事連同普希

金的《漁夫和金魚》一起，被烙在了腦子裏直到

今天。他壓了壓腦袋上的捲髮，說：「有個小姑

娘，長得挺漂亮。頭上頂著一筐雞蛋，準備去集

市叫賣。她邊走邊想，賣蛋的錢能再買五隻雞，明

年春天，又能生蛋，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不久

就能穿上好看的裙子，到了出嫁的年齡⋯⋯」

那個時候，鼻涕老大插了一句，她為什麼要

出家。那個時候，沒人不知道「出家」，因為阿姨

只會講孫悟空的故事。留下的後遺症是，我到了

初一才知道四大天王不是孫悟空、豬八戒、沙和

尚、唐僧。

叔叔的解釋讓老大不怎麼滿意，老阿姨叫老

大閉嘴，故事才得以繼續：到了出嫁的年齡，去參

加舞會，有很多王子向她求婚，她都一一搖頭謝

絕，想得出神，也搖起頭來，筐子沒有拿穩，雞蛋

砸在地上全碎了。

很多人喧鬧起來，不相信故事完了。叔叔見

大家很積極，又講了一個大灰狼的傳說。這種大

灰狼故事現在的市場價，估計還到不了5角錢一

個字，我隨口能編出五十個不一樣的，但那個小

姑娘的故事，卻不是靠訓練能寫出的。初三時，

我在王小波的雜文集裏找到了答案，那篇文章的

題目至今記憶猶新 ——《救世情結和白日夢》。

我總結的話，那時是我「大於弱智」時代的

萌芽。我不想再去掛念什麼白螞蟻，大螞蚱，花

鯉魚，或者成天盼著樓房的倒下。如果時間能夠

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要實實在在地拿一朵大紅

花。這是在幼稚園幾百個決心中，下得最誠懇的

一個，可惜那時離畢業還有一個月。

我實在不想這麼早得離開，所以我帶著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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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班級時的那份新鮮，再從開頭講起。那是一

個很明亮的朝南教室，有衣架、風琴、講臺、鉛

桶、燈和48個一模一樣的座位。漏了一扇門。在教

室的左牆，那是一扇黑色的木門，平時會自動得

關上，看上去很神秘，其實48個人每人每天都要

用 —— 裏面有一個關不住的水龍頭，一排溝渠，

和三個蹲位。到了那個屋子站滿人的時候，男生

會用蹲位，小姑娘也偶爾會用那排溝渠。

這種景象雖然不怎麼正常，但當時看來也沒

怎麼不正常，大家都有點好奇，就像今天你有個

Nokia，我有個Motorola，大家換著玩玩。

有時候，我還會在那蹲位上多占一會兒，多

看看，我不否認我的好奇。當時，我很詫異我和

嘔人的不同（不只是指長髮）。我覺得，如果我掉

了一塊皮，也會痛得哇哇大叫，但她們的褲檔下

少了這麼大一塊肉，也這麼若無其事，和我一樣

快快樂樂地生活。我真的很佩服。現在想起來，

覺得那時候挺有人情味，這麼小就能去體恤別人

的疾苦。

大家都喜歡研究人體構造的興趣被小阿姨

知道了，所有男孩被很深刻的教育了一次，在所有

的蹲位前，各被攔上了像那扇門一樣黑的門，那

門也會自動合攏，讓裏面顯得很神秘。（索性我

也去過）門上貼了一個敬告所有男生的字：拉。是

讓我們拉門還是拉屎，也沒寫清楚。

在我們畢業前，二樓開始破土動工，據說是

要再造一個廁所給小姑娘們。讓領導產生這個

想法的是小阿姨，讓小阿姨產生這個想法的是

鼻涕老大和嘔人。老大的老二前的拉鏈，經常出

故障。洋人有個詞，叫「zip through」，大概表示

速度的驚人，但這在老大的褲子上永遠也體現不

出來。嘔人幫他修理過一次，以後那條拉鏈一出

故障，老大也懶得搭理，直接去找嘔人幫忙。老

大的鼻涕就像二脈神劍，總有收不住的時候，流

到了嘔人的頭髮上，她總對他笑笑，仿佛早已料

到，說不定哪天也會加倍報答一樣。小阿姨一直

說同學間要團結友愛，互相幫助，我一直覺得，

那是最好的詮釋。

不知道怎麼地，小阿姨知道了這事，兩個人

罰站了整整一個上午，說小小年紀就這樣亂來，

也不害羞。那天中午，嘔人雖然滴水未進，還是吐

了一碗半。老大從那往後，也再沒穿過帶有拉鏈

的褲子。老大和別人打架，一般一個時辰就能和

好，但和嘔人就再沒有說過話，直到我們畢業。

一個人如果永遠都沒法再見面或者聯繫，那

個人對你來說，就是死了。照現在算，如果我是老

大，嘔人就已經死了14年，如果我是嘔人，老大

就死了14年。

1990年某個很熱的春天的傍晚，還是在那

個教室。除了中間四四方方的開闊地，還是那麼

的擁擠。兩扇窗戶上掛著藍色的髒簾子，一年

裏，它也做了應該做的，不，它做得很棒。如果把

簾子往後拉開一點，陽光還是能夠往裏鑽。玻璃

上也粘滿了污垢，要透過它看清什麼，除非用手

使勁地抹，你會發現許多人在平平安安地往家

趕，但沒法聽清他們的說話。路燈還沒有開亮，

落日紅彤彤的餘暉把路人的臉照得亮燦燦的。牆

和天花板在我的記憶中本來都是白的，可那是很

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小朋友已經被接走了了一半。剩下的我們在

「古羅馬的角鬥場」上玩打老虎的遊戲 —— 一個

和捉迷藏一樣真正的遊戲。我喜歡扮演武松，一

個用球打「老虎」的獵手。我的目標只有兩個：看

得順眼的小姑娘和不太順眼的小子。比如1號老

大。那個時候，我什麼都不用想，只要知道我的球

滾向何方，隨後大聲叫喚，傻笑，拍手，跺腳。

等老阿姨加入了我們的遊戲，我就更來勁了。

但是一直沒有打中，媽媽就來接我了。我第一次那

麼依依不捨，那是我唯一在幼稚園度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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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知道把這一段插在哪裏，它是顯得

那麼的突兀，就好像換了一個作者。我好久沒有

這種被筆牽住的感覺。

最後的第三天，我像往常一樣，急衝衝地飛

進醫務室，那時操場上做操的人已經走光了，估

計10個BOSS已經在窗臺邊曬太陽了。見到金老

師像邱少雲一樣趴在地上，只是身上沒著火，一

動不動。我自己主動拿了一塊綠牌子，衝到了教

室，告訴了小阿姨我看到的一切，只是沒說那個

邱少雲的比喻。後來的事情沒有看見，反正被小

阿姨形容起來，也是危急非常，像一切電視劇裏

發生的一樣，金老師有驚無險地被送到了醫院，

好像是突發性的暈厥。第二天，我在鼻涕老大莫

名其妙的眼光裏，和1號一起戴上了大紅花。戴上

大紅花的一瞬間，我也沒搞清自己到底有沒有長

大，該知道的早已知道，不知道的還是不知道，總

之，離畢業不遠了，我得帶著不怎麼地的評語和

那朵蹊蹺的大紅花向小學滾去。

拿到大紅花，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

論，戲劇人物的最高任務已經完成了，等著他的

只有尾聲了。

人生的記憶就從那刻開始，也許是當安全

員，也許是認識鼻涕老大，也許⋯⋯儘管紊亂、荒

謬，卻充滿智慧和情趣。最後一天，在老阿姨佈滿

淚痕的面龐上親了一口，算是一吻泯恩仇。

那天，我穿著一條牛皮背帶的西裝褲，藍色

網格的襯衫。門牙已經掉了，看上去像一個精神

矍鑠的小老頭，有點頹廢地傻笑著，站在門口的

額匾下，讓老爸拍了一張照片。

身子後面，還是那個從不噴水的小池塘，裏

面一條魚也沒有。

謹以此文獻給與1984有關的所有人，並向我

的童年效忠。

評審的話

陳冠中︰小說寫來比較輕鬆，寫來很有靈氣，

可能是女孩子的作品，是很有想像力

的孩子寫的，角度很天真。但這篇的

作者是這種以後非常能寫東西的，寫

雜誌沒有問題，裡面很多都是有趣

的，是個天生敘事者。她裡面都有拿

出來的，現在的角度來說一下，不完

全從大陸小時候的，屬一篇很詭異的

作品。

 但這篇作品我首先看得挺樂，寫得好

好玩，使讀者能完全進入大陸的幼稚

園世界，從她的眼睛去看事物。作者

頭腦靈活，抓了很多細節，對她來講

非常熟悉的題材。但是，同時我感覺

到有些事情她寫得相當狠，特別是有

些事情發生的時候，寫得相當狠，有

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不是童真的東西。

這個變得是比較真實的感覺。

張大春︰突然冒出詩來：「進入名園始可憐」

句，這不是一個天真的敘事者所能做

到的。但作品寫得很熟練，很世故地

運用各種經典式的論述。運用這些論

述，是告訴我們不是在寫一個天真的

東西。目的是告訴你這個幼兒園的故

事是成熟人的世界的一個諷刺。一個

仿諷  ── 模仿諷刺。它看起來就有一

種不協調感。它有一個複雜的技術在

裡面。這個技術就是仿諷，而且這種

仿諷使得幼兒園裡的一切本身也都顯

得有分裂性。一方面，看起來是天真

童稚的所在；另一方面是背後很大的

政治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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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故鄉和童年，總是既陌生，又熟悉，濃霧緊

鎖的氛圍，讓我不自覺得迷戀沉醉。童年永遠是

我生活中的一部份，緊緊地支配著我的思維。它

躲在我心中的某個最偏僻的角落裏，卻是像一塊

紀念碑，上面銘刻著的最真誠、最徹底的定義，對

於善良，美好還有幸福 —— 今日的我對這些，已

經快要麻木了。

時到今日，我仍然是生活的囚徒。困惑的依

然困惑，失望的仍舊失望，痛苦的也還是痛苦，

甚至更加撕心裂肺。也尋找不到心中的那份榮

耀。但我不想這樣，所有的沮喪，每一個創傷，都

應該被轉變成力量和安寧，由混亂成為協調。

於是，我嘗試著去童年尋找答案，而並不奢

望串連起多少當年的記憶，因為我預感太多回憶

都不願再留戀今日這漂泊的魂靈。但幸運的是，

這些兒時的城市印象，竟然被我神奇地捕捉到，

又零星地編織起來。在童稚的狀態裏，我得到了

久違的快感、激動和幸福。我提醒自己，我有健全

的四肢，血污的心臟，對於能夠擁有的一切，無

論過去還是現在，應該心懷感激。

故取名《寵兒》。

【黃子平、張大春、陳冠中】

（本刊攝）

【張大春、陳冠中、黃玉山】（本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