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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遠足

密斯特丘（香港城市大

學創意媒體學院學生）

路開始變窄了起來，開始上山了，隊伍從三三兩兩的並排很自然地走

成了一列，有些談話也被迫告一段落。 這時的階梯旁還有欄杆和路燈，雖

然才剛剛開始，每個人的腳步在昏黃的街燈下都顯得異常沉重。

這是何奈加入學校旅行團的第二年，但其實說起來每年學校組織的活

動可都是一樣的，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只是組織的人每年會更換一

次，所以，作為校園旅行團的基本會員，有效期為一年。 可是何奈卻是不

假思索地對著這些新面孔又填了申請表，加入了新一屆的校旅行團，他只

是想參加這個活動罷了。交表的時候，他看著陌生的面孔心想，哼哼，我

可比你們更熟悉呢，你們才新來。成為會員的過程很簡單，填個表，交個

錢，拿到他們手工製作的小名片，放進口袋的時候上面寫著的何奈的名字

還泛著墨光，他又給組織加入了新的血液。 轉身離開的時候他反覆回憶

起去年的這個時候，為甚麼沒有看到這個半夜爬山看日出的活動，他撓撓

頭，注意力又馬上轉到別的事情上了。

在只有路燈的光源下，長在山邊的樹顯得異常孤獨，即使是大片大片

那樣的茂密。何奈分在最後一組，走在整條隊伍的尾端，身後除了幾個自

己的組員外，還有兩個社團負責人。他時不時地轉頭看著閃現幻影的樹

葉，他不想錯過一點點風景。也仰起頭，企圖看到隊伍的最前端。他覺得

所有人都低著頭，小心翼翼地踩著每一步階梯，簡直像是在擔心每一階的

長度都不一樣似的。

後半段的隊伍十分安靜，能聽到衣服和背包摩擦的聲音，沒有人開

口。 何奈沒有帶 MP3在身邊，他沒有料想到這樣的情況，大家各走各

的。如果有音樂的陪伴可能會讓夜行更愜意，但是如果這樣做，就算有人

想搭話都會被默認為是不想說話，便會失去了此次活動的意義。他從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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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拿出MP3，轉過身，又放回書架上。

過了一個轉角，路開始平坦開闊起來，何奈身後的一個女生又走到他

平行的位置。 她叫姝，他們都是從上海來香港讀大學的，之前已認識，這

次的活動也是一起報的。理論上，小組應該是隨機分配的，可能是為了有

個伴吧，他們在報名時就提出希望能分到一個組裡，一起報的還有另外一

個上海的女生。何奈當時想著能有認識的朋友一起參加這個旅遊活動才開

心。後來卻又覺得，這種活動就是應該多認識些新朋友的。

他們到達集合地點的時候已經遲到十分鐘，和組員們很簡單和打了招

呼之後馬上就啟程了。何奈心想這下可糟糕了，都還沒熟悉新朋友就上

路，想必其他人都已經早早到達開始互相了解，自己到時候該不會被冷落

吧。他望了一眼姝，或者真的只能和認識的她倆聊天了。但是這段路上，

大家似乎都沒有想要說話的意思，只是很自然地往前走著。繞過短暫的山

路以後，他們走上了一條盤山公路邊的人行道，坡度很緩，馬路對面是一

些居民住宅。何奈緊跟著前面一個人的步伐，頭卻是始終左轉著盯著那些

房屋。這些房子給他一種十分鄉村的感覺，又讓他懷疑這些小別墅是不是

富豪待的地方，窗戶的燈都暗暗的，偶爾傳來幾聲狗吠。何奈心想，這樣

的住所還真是安逸呢，遠離市區，隱匿於山，富豪或是農民，又有甚麼分

別呢。

中間的公路安靜地泛著路燈令人昏昏欲睡的光暈，時間剛剛敲過子夜

零點，一輛跑車飛馳而過。

車經過前面路口的時候突然剎住了，尾部的車燈紅得把何奈一驚，他

看了一眼手錶，時間剛過零點，他已經趴在窗口半小時了。他站起身，走

回書桌前，食指熟練地在收音機上一劃，把音量調到最大，隨著音樂一起

倒在了床上。他被囚禁在自己的小房間，哪裡也去不了。

何奈房間的天花板上有一個大白吸頂燈和兩排嵌入的光線昏暗的筒

燈，他從不打開白燈，他覺得燈光太刺眼，太蒼白。上高中以後，他常常

失眠，那六個本來光線很暗的小燈一個個地壞了，只剩下一前一後兩個還

亮著。何奈失眠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甚麼生理原因，或者說，這根本

不算是失眠。他主觀地抗拒睡眠，有次一凡問他，「你怎麼這麼晚還不睡

覺，都兩三點了，不睏嗎？」「噢，你不覺得在晚上睡覺是很浪費時間的

一件事情嗎。」何奈用很正常的語氣反問道。

一凡是何奈的鐵哥們，他倆無話不說。何奈認為，定義一個人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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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最好的朋友，是當他會願意和你說起他父母的事情，比如關於吵架、

離婚等等種種影響到他自己，卻又是最隱私並且理論上無法向人訴說的東

西。何奈在高中的時候認識一凡，他們總覺得對方和自己很像。何奈也有

些從小就認識的朋友，關係自然好，可是那種感覺總是做作，他認識一凡

不到一年，才相信世界上真有投緣這回事。

何奈不睡覺的時候多數在看書或者寫東西，他只睡大床的一半，另一

半上堆滿了隨身聽、一些雜誌、筆記本和筆。 他會在這昏暗的燈光下寫一

點東西，他覺得這是一天二十四小時中最美妙的時光。

像這樣大概走了十五分鐘，很快走到一個類似紀念碑的地方，社長突

然發話說稍微休息一下，準備正式爬山了。大家才紛紛議論說這才是要開

始啊，已經好累哦，汗都出來了之類的話。社長都給每個人發了一根熒光

棒，要讓大家戴在手臂上，接下來的路完全是山間小徑，何奈期待已久的

夜晚遠足，終於要開始了。

說起何奈為甚麼想參加這樣一次夜間遠行，其實他的目的很單純。可

能其他人還想著剛開學可以通過旅行社團認識幾個有相同志趣的朋友，或

是趁著學習還不繁忙的時候抓緊時間玩一下。事實上，在去年再晚一些的

時候，當何奈發現了自己錯過了這樣一個夜行登山看日出的活動，便已決

心第二年繼續加入社團。他只想，參加一個，在夜晚的活動。

「籲，我都出汗了，早知道不帶那麼多東西了。」姝邊說邊放下了雙

肩背包，用手拉著緊貼後背的襯衣。「現在才要開始爬山呢。」何奈附

和。

他們旁邊另一個同學看著笑笑，用掛在脖子上的毛巾抹了把汗，「爬

山的時候要注意呼吸，鼻子吸氣嘴巴呼氣，不能張著嘴。」

何奈剛到隊伍的時候就注意到小組裡的他，身高估計有一米九吧他

想，因為作了簡短的介紹，何奈知道他是從內地來香港的交流生，眉清目

秀。何奈正準備回答，社長發話說出發了。

踏進那條分岔的小徑，漆黑迅速湧來，幸好大家都有帶手電筒，而何

奈卻沒有。他不是忘記帶，而是沒有也不想買。他認為有沒有手電筒無關

緊要，也總覺得這是個多餘的東西。

「要走多久呀？」何奈問。他身後的負責人連忙說：「大概四點左右

能到山頂吧，然後休息一下，就等日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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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開始，你就想結束啦。」姝說。

「看來還挺遠的。」那個男生說道。

何奈沒有忘記初衷，他也挺想搭訕那個交換生，可是這山路只能容一

個人過，所以大家已經排成了和先前一樣的一條隊伍，他身後是姝，前面

是另外一個上海女生。她叫左琳，因為和姝關係不錯也一起認識了何奈，

但是他們很少接觸所以不是很熟。

「你們學院最近忙嗎？」阿琳主動開口了。「嗯，還好吧，剛開學

嘛，不過有很多作業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做了。」何奈說。

雖然是一前一後，但是這樣的對話聲也止於兩人，大家都開始聊天起

來，和著風吹過身邊樹林淅淅沙沙的聲音。何奈想，這應該就是他要的那

種夜晚吧，他看著大家，自己的思緒又飄到別處。

他最近的眼神有些許呆滯，每到夜晚，當這個世界開始安靜，小區裡

亮著的窗戶漸漸暗去，何奈趴在窗口，有時候也會悄悄跑進陽台，覺得整

個世界都是他的。

何奈是個很壓抑的男生，他覺得沒有人懂他。他覺得自己已經長大，

為甚麼還要受家長的束縛。可是何奈也只是這麼想著，他是個很乖的男

生，在他應該最叛逆的時期，他卻未曾犯過一次大錯誤。還記得有一次他

在晚上偷偷玩電腦被母親發現，他嚇傻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事後的當晚

一直坐在床邊想剛才的事。他沒有覺得母親不對，他確實錯了，但他也想

擁有自己的一點空間，他不知道該怎麼做，他總在思考。其實母親罵完他

當時就後悔了，她覺得有點過了，想去安慰又怕嚇到何奈。

何奈的很多哥們放學後都衝去網吧，他也想這樣，只是他不敢。有幾

次深夜他同學打電話和他說在某條大街上散步吃夜宵，夜晚的路上真是一

個人也沒有，只有路燈，安靜得可怕。他激動地恨不得長出翅膀從六樓的

窗戶飛出去。他多麼想和他的同學們一起在深夜遊街，一起歡唱，拋掉中

學該有的煩惱，仿佛置身一個夢境，單純地在夜晚出去玩。

可是他只能在窗前坐著。

何奈真的一次也沒有去過網吧，一次也沒有，當全班男生都去過網吧

的時候，他還是沒有，同學問起來也是假裝去過，不知道為甚麼中學時候

的這些事情變得特別重要，好像沒去過網吧總會被人嘲笑似的。對何奈來

說，去網吧的意義早已經超出了玩遊戲上網聊天了，他也覺得這些東西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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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但他就想釋放一次自己。

後來有一天，放學後他留在操場，他把書包一扔，躺在了操場中心。

天色漸漸暗下，遠處同學推車交談的聲音也遠去，校園的路燈整齊地亮

起，何奈享受這樣的感覺。耳邊汽車駛過的聲音變得越來越頻繁，他猛地

睜眼，天色已黑，他覺察到一種未知的束縛感迫使他趕緊回家，雖然千萬

個不情願，他還是騎上了自行車。

剛騎出校門口沒多久，他發現父親的車正緩緩地向學校方向，向他駛

來。父親善意地問他為甚麼這麼晚，何奈不想回答。

「考試沒考好嗎？」

「不是。」

父親護送著他回到了家。他不明白為甚麼他晚回家一點點父母就要來

找他，他一秒也不允許遊蕩在夜晚的城市。 他回到自己房間，那兩盞燈變

成他唯一的依靠。 

「你看遠處那兩個光點！」

「哇好美啊！」不知道誰吼了一句，大家紛紛都向遠處看。

整個隊伍爬上了一塊平地上，中途休息。圍圈坐的時候他碰巧和這個

男生坐在了一起。

「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呢。」

「噢，蘇小凡。」他用一種異常柔和的聲音回答道。

「小凡？」何奈好像是在確認他的名字一般，他既覺得這個名字有點

像女生，又總覺得似曾相識。

「嗯，蘇小凡。」他再次用他那溫柔的聲音重複了一次。「哇，這名

字，挺有詩意的，還姓蘇，有江南的味道。」

「呵，不過我可不是江浙的人。」

「你哪裡來的呢？」

「怎麼說呢，我在天津讀大學，家住北京，但是祖籍是山西太原

人。」小凡像是盡力用最簡潔的語言解釋給何奈聽。

「嗯還挺複雜的。」還沒等何奈說完，他又插話道：「哦其實我也常

常去廣州，假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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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奈越發覺得他是個有意思的人，也覺得自己和他挺投趣，然後是何

奈介紹自己。「為甚麼會想考來香港呢？」小凡看著何奈問道。

「這個問題我被問過多次，每次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何奈笑笑，

「因為想去一個遠一點的地方。」何奈這麼說著，他不知道小凡有沒有聽

懂。

「嗯，這裡真的挺好的。」小凡也笑笑。

「對了你怎麼會參加這個活動的？」何奈像是突然想起一個藏了很久

的問題一樣。

「因為我很喜歡運動啊，又是爬山，還能認識朋友，多好呀。」小凡

說「大學嘛，就是應該多參加活動的。」

「嗯。」　

「你們香港好像有說大學裡一定要做的四件事？是⋯ ⋯ 上莊、拍

拖、做 part-time，還有⋯⋯」

「學習。」

「嗯，我想想啊， part-time 我有做過，拍拖⋯⋯也有了，上莊這個沒

有，學習⋯⋯嗯，呵呵！」

「嗯那很完整啊。」

「是呀，畢竟我已經是最後一年了嘛，大學裡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比

如裸奔啊⋯ ⋯」

「裸奔？」

「嗯⋯⋯」

「是真的裸奔嗎？」

「是啊。那天我和一幫兄弟喝完酒，大家醉醺醺的都很 high，想做

點甚麼，然後他們建議說裸奔吧。然後就脫了上衣跑，跑了一段還覺得不

爽，就把褲子脫了。後來大家都太興奮了，就真的脫光，沿著一條沿海的

公路跑的，那時候大概也兩三點吧，太刺激了，記憶猶新。」

何奈附和了一句，其實他心裡充滿了嫉妒，為甚麼人家的生活能這麼

豐富，他自己卻到大學了網吧都沒進過。他也想要這樣的大學生活。這時

旁邊的組員也和小凡搭起訕來，何奈扭頭轉過去小聲和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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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強啊。」

「哼哼，不過你不覺得他一副顯擺的樣子嘛。」姝帶著厭惡的口氣。

「啊，還好吧，我覺得他真的挺優秀的，你不喜歡這種的？」何奈開

玩笑說。

「哪裡優秀啊，好的人多的是呢。」姝不屑。

何奈拿起姝手裡的電筒，對著身後的一篇樹林來回地照，機械地向左

向右。「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是甚麼嗎？」小凡突然說。「就是當你照右邊

的時候甚麼也沒有搖擺回第二次照到突然右邊有個人出現了。」

「哈哈，是呢。」這時旁邊的女生都叨叨著說別講鬼故事，何奈說：

「其實我也挺怕鬼的，不過現在這麼多人在，就沒甚麼好怕了。」他邊

說，還邊拿著電筒亂照。

又出發了，這次小凡就走在了他的前面，他們一路上聊了起來。不知

道為甚麼何奈覺得小凡的聲音特別好聽，特別低沉卻是非常柔和。他轉過

頭低聲問姝，「你覺得他的聲音好聽嗎？」

「有甚麼好聽的⋯⋯」

「我覺得他的聲音好好聽啊，好適合當主持或者播音。」

「你不會是覺得他優秀所以甚麼都羨慕了吧⋯⋯」

「當然沒有，我真的覺得挺好聽的。」

何奈正過身來，繼續和小凡聊著。「你是學甚麼專業的？」何奈問。

「機械工程，就是電器那些吧。」

「機械？為甚麼是這個專業？我覺得你很適合讀商科呀。」何奈甚至

帶著些許崇拜的語氣。

「其實我也想讀這些，但是我爸要我讀這個。」

「嗯不過你成績好，讀甚麼都沒關係吧。」

他們繼續走著，越過一座一座小山峰，有時候走一長段水平的路，像

是走在山腰上。又看見前面座座高峰，但應該都不是最終的山頂。沉默又

持續了一會，何奈終於還是忍不住說：「你的聲音真好聽。」

這時他們走在一段平整的坡上，兩邊都是高高的草，只有一條小徑延

伸向前面的山峰，風不斷地吹拂，天空泛著微橙的顏色。「因為我是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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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喔⋯⋯」何奈雖然應和著答道，可是心裡卻默默地想，為甚麼

是因為呢，因為是合唱隊所以才聲音好聽嗎，他反覆想著這個問題，總覺

得怪怪的。

「我是校合唱團的團長，一直會帶著整個團世界巡演。」

「真厲害啊！」

「其實說實話當學校的第一沒甚麼，做合唱團團長更厲害。」

「這麼說你還是學校的第一？」

「嗯。」

小凡還繼續說著他的一些光榮事跡，何奈在他間隙的時候打斷說道

「你的聲音真的很好聽啊。」這確實是何奈發自內心的想法。

「看吧，」這時姝湊前來對著何奈說，「他這麼炫耀了。」

「嗯⋯⋯」何奈有點迷糊，「可是他確實也挺厲害的，不然也不敢這

麼說吧。」

在後來的對話裡，何奈還了解到他父親是個高官，暑假剛在英國石油

公司實習完，會打籃球，彈鋼琴，他成績又是全校第一，還是個合唱團團

長，人高高大大又長得帥，簡直是完美了。還有這麼好聽的一個名字，蘇

小凡這個名字真的讓他覺得似曾相識。

何奈確信自己有心理疾病。誰也不知道，他的媽媽也不知道，一凡也

不知道，他想去找個心理醫生，但是他不想公開他自己給任何一個人，所

以最難受的時候常常自救。他覺得自己特別慘，活了那麼大，所有的軌跡

都按照母親的安排一點點來。沒有在高中裡嘗試著躲避煩人的班主任和家

長來談一場驚險刺激的初戀；沒有在期中考試的時候幫兄弟在廁所留下暗

號作弊；沒有逃過最討厭的女老師的課。在別人眼裡，何奈是個再正常不

過的小孩，成績好，品德也好，最起碼是在老師和家長眼裡。 可是他自

己卻非常討厭這樣的自己，在這樣一個時代，他覺得自己是最不正常的一

個。

他認識一凡以後，兩個人常常討論為甚麼現實中的世界和他們想像的

那麼不一樣，難道真的是他們才是怪胎？還是整個世界都瘋了。很久一段

時間，何奈只想在晚上出去一次，他想看看這個世界沉寂以後的樣子，空

氣裡的塵埃有沒有落定，街邊的路燈有沒有他在房間裡看出去的那麼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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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他開始一個人在房間裡煩躁，他不停地轉筆，調收音機頻率，抖腳，

重複地做著一些簡單的動作。這個世界都是浮誇，他想如果去死，這些煩

惱就不會再有了，也後悔那麼多事情了，不會受到別人的束縛，他說不定

本來就不該來這個世界，他所有的一切都沒甚麼好留戀。他也不想看到未

來的自己。

何奈像往常一樣，踮起腳尖走進陽台，那天晚上的月光特別亮，他對

月亮說了句晚安，就跳了下去。 

「這裡的路好恐怖哦，如果掉下去怎麼辦啊⋯ ⋯」姝邊摀住胸口往前

走著感嘆，眼睛還盯著山坡下面。

「怎麼可能啊。」何奈也往邊上看了一眼，這裡的山雖說不是那些直

峭的山崖，坡度也十分的大，除了這一條像是人踏出來的小徑以外，周圍

全是草。從這個點看下去有一個露天停車場，雖然他們所處的位置應該很

高，但是望向周圍卻不覺恐怖。

「哇，你看！」姝邊說邊拍了拍何奈的肩，順手勢往前方指去。前面

的路開始蜿蜒，因為現在這段的路程左手邊是斜坡，右手邊是另一個山

峰，他們的位置好像是在某座大山的山腰上，何奈和姝他們在隊伍的尾

端，看到一條熒光的項鍊繞在大山上。 那感覺，就像和坐在火車的尾端，

然後在轉彎的時候能看到火車頭一樣美妙。

「終於看到隊伍的頭了⋯⋯」何奈像是完成了一個任務似地說出這句

話。

 何奈跳了下去，他沒有死。再次醒來的時候，他記不起身邊的每一個

人。 

四點二十三分，他們到達了山頂。 社長說可以躺在草坪上睡一會，快

日出的時候會叫醒大家。山頂的風很大，大家都拿出了外套。何奈看了眼

周圍，天空還完全沒有亮的意思，有一邊泛著橙色的城市光。有的人像是

累垮了抓緊時間閉上眼睡了，還有一大幫女生拿出相機開始自拍。何奈坐

在草地上，身邊的姝和小凡都蒙起頭休息了，左琳和另外小組的同學在另

一塊地方玩遊戲。他看著太陽會升起的那個位置，依稀能辨認出海和天的

分界線。風吹亂了他的頭髮。這時候的他在想，這就是青春麼，生命中有

些甚麼值得我們去珍惜，一生中能有幾樣珍貴的東西，還剩下甚麼我們必

須留戀，有多少青春可以揮霍，有些東西明明是一輩子的，為甚麼要讓殘



city article390

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酷的歲月奪去。過去的日子就這樣過去了，那麼以後呢，如果生命可以重

來一次，我還會選擇這麼走麼。

何奈一直想填補生命中的那段空缺，他一路走一路在找，他想知道陌

生又熟悉的地方他以前是否來過，曾經的自己擁有怎樣的追求，他是不是

還是像現在的自己一樣謙卑又沉穩呢。 有很久一段時間，他企圖重拾以前

的自己，卻發現，生命居然是那麼真實，過去沒有的那段空白再也填補不

了了，沒有便是沒有，他甚麼也做不了但是，他真切感受到生命中所有實

實在在的美好，即使是那些討厭的，不惹人喜愛的，何奈也會欣然接受，

並覺得他們有時候很可愛。

想太多的時候他就想休息一下，他躺了下來，這時的天空，心塵也已

黯淡，雲也被吹散。他甚至都已經想好，這次活動結束以後要寫一篇怎樣

的日誌，想要說即使身處各地，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同樣的星球。想要

說，雖然我們常常通過月亮來寄託情感，而其實太陽也一樣。我們會爬一

夜的山，到達山頂時，會看到太陽從海平面切入的那一瞬間。

他閉上眼，想做一個關於他以前的夢。然而，天只是不知不覺地亮

了，他們沒有看到日出。

回去的路上，沒有一個人覺得掃興，他們的眼睛里布滿血絲在車上說

說笑笑，他們也疲憊地把頭擱在座位上。何奈靠著車窗，看著坐在身邊的

朋友們隨著車的震盪搖擺，每個人認真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