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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劉坤舜

男，廿四歲，任職搬運工人，剛好能參加是次

比賽。對文字充滿熱誠，奈何熱誠不能充飢。

簡介沒有甚麼好寫，如果有公司招聘文字工作

可以找我。

片   憶

1.

野草長得比她還要高，可是她依然漫無目的於草原上遊走。萬
里長空，炎紅日輪，看不到天的盡頭。頭頂有幾隻雄鷹飛過，盤旋，
玩耍，追逐，再不知所終。腳下泥土鬆軟濕潤，每步都會留下微不
足道的腳印。她向前走，不知道會遇上甚麼東西，不知道為甚麼要
向前走，更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她感覺不到自己有控制腳步的意
欲，只是不自覺地向前。只是，被本能驅使着。她的肚子又開始痛，
雖然已經是日常經歷的事情，可是她習慣不了。痛就是痛，沒有習
慣的理由。痛楚越來越深刻，像要把她的內臟扭成一團。她咬緊牙
關筆直的向前走，前方是草是草是草是草，腳邊有隻小田鼠從洞穴
中伸出頭來看她面容緊縮，絲毫沒有危機感，牠目不轉睛的望向她
的經過，由前到後，沒有影子的。然後牠又望向天，很藍，雲移動
得很快，空氣中隱約留下前幾天雨後的氣味。世界沒有變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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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變化。然後牠又望向她剛才的方向，只聽到有東西在雜草中
走動的沙沙聲，不見蹤影。

小田鼠沒有理會洞內的同伴徑自出外覓食。野草下能夠吃的東
西有很多，反過來說牠一點都不擇食所以從不會出現飢餓的情況。
牠首先在草叢中吃飽再到叢林中打圈。牠很喜歡吃叢林中的蘋果樹
根，每天都會在吃飽後走到樹底洞穴搬運蘋果樹根為儲糧。母親教
授牠生存的秘訣是要為冬季準備好儲糧。牠揹上一少撮樹根準備回
洞，在樹根下的洞口張望，確保安全。牠在跑，感覺得到四肢很輕
很靈活，這樣子再搬運一回也問題不大。很好。已經就快到達洞口。
看得到，雙眼甚麼都注意得到，狀態很好。到底冬天是甚麼，為甚
麼冬天要儲糧？

牠看到洞穴入口，認出族群的氣味，認出在洞穴入口旁邊的草
根，鬆軟的泥土，挺身的野草，熟悉的螞蟻。牠在跑，距離越來越
近，所以牠在跑。牠屁股上方突然被青蛇咬實，蘋果樹根散落。牠
在跑，縱使身子被青蛇纏結，腰子脖子都在承受壓力。因為還未到
洞穴入口，所以牠依然在跑。牠想起母親不久前的失蹤，留下的不
是樹根，而是果實雜草；牠想起在出生不久後母親考慮把其中一兩
隻子女吃掉；牠想起母親從不會搬樹根；牠想起母親從不帶牠去過
蘋果樹；牠想起母親說過牠們是被詛咒的動物。牠在跑，跟洞穴的
距離沒有縮短，明明眼睛的狀態很好，卻漸漸看不清前路，好像有
點累，似睡魔來臨。為甚麼蘋果樹根佈滿地上，冬天是甚麼東西？

青蛇已經餓了很久，這是冬眠後的第二餐。牠不是厭倦之前居
住的城市而開始旅程，只是有天在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下被按住頭部
再放入袋中。袋子充斥了很多不同氣味，說不上臭，但令牠很抗拒。
袋子很細小，連轉身都有難度，牠怎樣嘗試都咬不破。袋子的外面
是四面牆，牠以為自己的一輩子就此完了。正當氣力用完，牠感受
地面在震盪，震幅大小不一，有時候又會聽到不知名的鳴叫聲。總
之當牠完全放棄了掙扎之後，震盪停了，袋子在移動，接着袋口被
鬆開，牠接觸到青綠的草地快速向前走。牠不敢回頭望，只是在向
前走，走走走。牠覺得那事件是種警告，在不知道的時候做了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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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被警告被懲罰。
牠在洞穴口吞噬小田鼠，老實說，牠依然很餓，可是還未完全

消化之前牠都沒有能力獵食。為了避開青蛇，其他田鼠在地下洞穴
搬家，雖說是搬家，其實是搬到地下通道的另一端。所有田鼠都在
搬運冬天需要的果實柴枝，而青蛇處身的泥土下只剩蘋果樹根。青
蛇繞到濃密雜草下隱藏氣息，待幾天後消化完成又會再次獵食。

2. 

她由草地走到水泥地，肚子的痛絲毫沒有減緩。水泥地上有很
多建築物，有高有矮，有厚有薄。風大得很，吹散了生命的氣息，
但縱使風再大，都吹掉一種很特別氣味，不屬於任何動植物，不屬
於時氣季節。隨她與建築物的距離越來越近，這氣味就越濃烈。她
在建築物間徘徊，警惕着四周而張望，巡邏。一圈，兩圈，三圈。
鷹在叫，鵰在鳴，聲音沒有阻滯的由上方傳開，灑在地上。她走入
其中一間沒有關門的磚造小屋，屋內凌亂不堪，佈滿塵沙。方形的
餐桌桌面缺少一角，原本四腳的支撐點又斷了一腳而令餐桌塌下。
電視櫃上的電視機熒幕穿了大洞，熒幕碎片跟其他窗子玻璃碎片混
雜在地上。沙發內的棉花似被搜掠過的散下。地上除了碎片外還有
很多雜物，碗碟樽紙籃相框筆筒文具鍋子椅子牙刷毛巾等，通通躺
下。她在屋內繞圈子走巡邏，除了廁所的排水口長滿蘑菇外就沒有
其他生物。她走上樓梯，殘舊的木板發出吱吱喳喳的嚷叫。樓上環
境比樓下的好，依然是亂，至少沒有玻璃碎片，東西也沒有這麼多。
她進入睡房躺在完整無缺的床上。床依然鋪着完好的被子，枕頭放
在床頭，一整套天藍色印上卡通人物的床單被套枕頭套雖然佈滿塵
囂，天藍色的表面有層透明的灰色塵垢，但已經是房子內唯一較為
舒適的地方，亦是唯一有色彩的東西。她望出窗外，藍天顏色漸漸
暗啞，象徵是太陽月亮交替之時。窗子沒有關上，反而被鐵栓子固
定，有一塊長木板連接着屋後的欄柵。雖然她對這樣子的設計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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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但肚子的痛楚令她不期然叫喊。她在床上打滾。明白。是時
候了。

黑夜。風吹。草動。她在窗內望窗外，月亮打開雲窗看窗內，
不只是月亮，連一眾星海都在窗外打轉。為甚麼它們要發亮，發亮
的原因是？怎樣才能夠發亮？空氣，又會想發亮嗎？以那獨特氣味
為燃料，點亮。會痛嗎？她身子乏力躺在床上，四隻小貓在她身旁
吸吮奶汁。幾天前牠們已經被她梳理好毛髮，把胎液清理得一乾二
淨。她舔得很起勁，確保小貓的外表是清潔。自牠們誕生起，她已
經知道有東西出錯？她看到四隻小貓顏色不一，有兩隻跟她一樣是
深灰色，一隻是黑白色，還有一隻是淺紅色的。小貓就快到開眼的
時候，她不曾期待過小生命的成長，反而期望世界在這黑夜停止。
鵝黃色的瞳孔訴說出無限感慨。小貓已經吃飽了，瑟縮在她的肚子
下。她用被子在身上圍成一團不讓溫度流失得這樣快。就這樣，不
管她多麼不願睡覺，她依然屈服在小貓的纏綿下。

天亮了，太陽帶來光線，溫度。小貓們已經急不及待張眼看清
她的模樣，世界的模樣。牠們開始意識到她的毛髮是多麼溫暖，肚
子跟隨呼吸節奏起伏仿似搖籃。世界不只是她，還有很多東西。餓
了，又從她的身子攝取乳液。四隻小貓懂得滾動，走路，玩耍，由
她的身子和被子開始探索世界。這是屬於牠們的起端。

這一段日子她常常都會感到飢餓，有時候她會埋怨懷孕的意
義，為甚麼要交配？為甚麼會發情？為甚麼會懷孕？會有答案嗎？
再想過來，她連牠們的父親的樣子氣味都遺忘了，可能某天會在捕
捉田鼠時再見，可能某天會在發情期短聚，可能某天會踐過牠的屍
骸。可能，某天，她會忘掉四隻小貓。可能在四隻小貓之前又有四
隻小貓，之前的四隻小貓之前又有四隻小貓。她不知道自己過渡了
多少個冬天，上一次白雪是多厚，是甚麼味道。不知道。她從床上
跳下，腳踏殘破的地毯，在睡房門前回頭一望床上四隻小貓。灰，
灰，黑白，紅。她已經忘卻了很多東西，但依然有東西她是忘不了
的。她也餓了，不充飢就不會有乳汁。睡外，下樓梯，出門，草地
是狩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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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到草地先要走一小段水泥路。水泥路很久沒有修補過，熱
脹冷縮，雨酸，風蝕及泥土壓力造成不少裂痕，終有一天，世界又
會忘記水泥路，而以裂縫間為開端的雜草又會再次覆蓋這裏。水泥
地上最高的建築物是一大群煙囪，煙囪已經休息了，不會再噴煙。
煙囪群外邊是正方形的圍牆，沒有入口。雖然煙囪距離她的房子很
遠，甚至大霧點都能夠把它掩蓋，可是每當陽光普照時，她總會不
禁花少許時間望它。卻不想走近它。

草地清新得很，充滿生命氣味。她在雜草叢中逛上幾圈，找到
個田鼠洞便計劃埋伏。田鼠不會只挖一個出入口，即使這是出入口
也不肯定田鼠會不會使用，如果使用的話又會是出還是進，要留意
那個方向。她可能太餓，令她對狩獵矯枉過正，反而令她對一隻田
鼠成功從外邊進入洞穴。她完全沒有反應，只是眼睜睜的看牠大模
斯樣地走路。當她在想自己是否已經喪失狩獵功能時，左手突然又
伸出去撲倒剛要出門的田鼠。本能。本能到底是甚麼。餓了，就要
找吃的。

她棄掉田鼠屍體後又再去尋覓下一餐，還遠遠不夠她填餓。越
走越遠，又吃多一隻田鼠後，她看到一大棵蘋果樹。蘋果樹的位置
很好，在森林最外圍，能夠接觸最多陽光。蘋果樹跟森林內其他樹
不同，樹枝跟樹枝似在打結，樹葉密密麻麻的掛在樹枝上，下身的
樹幹生長得很迂迴曲折，扭上幾個圈子的傾向一邊，不是直挺挺指
向天空。她對蘋果樹有些少印象，好像在某段路途中隱約見過。她
不是因為在樹下嗅出蘋果樹散發出就快要長果實的氣味而爬上樹，
純粹是好奇。她穿梭跳躍於扭曲樹身和打結樹枝中。她認為蘋果樹
比狩獵小動物更有趣。左跳右跳的時候又不經意抓到要降落泥土上
的小鳥。她出乎意料地還有食慾，胃子加上小鳥肉便剛好填滿所有
空間。她又走上草地，回頭望望蘋果樹便回家去。

踏上水泥地，她停下來望向煙囪，又環視四周的建築物，繞圈，
空氣中除了特殊氣味外再沒有其他味道，換過來說，除了她們外，
水泥地沒有其他住戶。即使有，都是她所不知道的。進門，瀰漫着
四隻初生小貓的體味。屋內擺設沒有任何變動。走上樓梯，小貓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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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睡房門前等候她，當牠們認出她的味道後便一窩蜂撲上去。她沒
有理會牠們的進入房門，只見被子和枕頭臥地。她逐一用口叼着牠
們放在床上才橫躺餵食。四隻小貓都很健康，她禁不住的舔牠們細
小的身軀。牠們吃飽了，她把被子拉上床，又圍了一圈睡覺去。小
貓們則在旁玩耍，四隻小貓組成探險團，誓要發掘出房子的秘密。
牠們以睡房為基地，先由睡房左手邊的房間開始。其實是只有這房
間跟睡房是這層唯一沒有上鎖的房間，所以牠們才可以肆無忌憚的
進入。房間是牠們從未接觸過的世界，是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幸
好牠們的彈跳能力還未完成成長，只能在地毯上滾動。黑白小貓抓
着椅腳，千辛萬苦才爬到椅子上，牠看到的世界比另外三小貓更為
廣闊。

她醒了，不是因為窗子外吹入冷風，不是因為太陽下山，不是
因為肚子餓。她聽到很微弱的貓叫聲，在牆的另一面傳來。她下床
走到牆壁前，手輕抓快要剝落的白色牆漆。很淒厲的叫聲，無助。
她離開睡房轉向左手邊的房間，房門關了。她用頭輕輕一頂，門就
順勢打開。她看到房內被牠們弄得翻天覆地，書櫃上的書有些倒在
地上，有些頁數撕成了幾張，書桌上的文具文件亂七八糟，桌燈又
倒在地上……總之混亂得很。她打開門時只有紅貓不斷尖叫，其他
三隻小貓還在拼命地玩耍，四處跳躍走動，似入了忘我之境。她叫
了一聲，喝令牠們停止，口叼着紅貓又命令牠們跟上來。她從門口
離開，留意到這房間的門鎖是用滾珠式的，而滾珠已經鬆弛了所以
才推門推得這麼容易，反之，門內就很難拉開門。她把紅貓置在床
上，她回過頭來看到其他三隻小貓抓着床單爬上來。她回頭一望紅
貓，覺得時間真的很神奇。她是不是有點多餘？

3.

牠們已經長大到可以全屋亂行的程度，她慶幸牠們的長大，同
時又有點不安。到出門獵食的時間了。牠們是時候學習狩獵了，她



小說組

123

小說組

要帶幾件動物屍體回家，餵食及給他們接觸動物。狩獵過程很順利，
只是空氣中多了一種氣味，在回程時避開青蛇繞路回家。煙囪依然
在遠方。牠們嗅到她的氣味而待在下層大門旁邊。進門外她立刻放
下屍體供牠們享樂。她懂得享受懶洋洋的舒適，靜的快感。又一天，
時間沒有如她之前所願而停。要睡了。

如常，只要每天都如常，生命就會慢慢枯萎。沒有甚麼好害怕，
反過來更希望生活能夠如常。重複，就是最快樂的事情。她又重複
昨天了，代表她又快樂的活多一天。回程時她覺得有點不妥，不單
單空氣中有異樣，連雜草的質感都有轉變。是花開結果的氣節，草
味很怪。她發現泥土上有不知名，而且是向着水泥地進發。會隨氣
味覓食不只她一個。她放下口中的屍體拼命地跑向房子。距離越近
氣味就越濃。是她不熟識的味道，而且辨認得出攻擊性很強。牠們
走得不算太快，遠遠已經看到草叢中有動物在走動。她停下來。如
果她趕回房子，不就是主動向牠們招供；可是牠們要找到小貓都是
時間問題。要怎麼辦？她繞路跑到水泥地，再到處繞圈便溺，渴望
能夠令牠們混亂和誤會。即使只能掙取一片刻時間都值得她嘗試。
之後她趕到房子，同時間狼已經發現到她的存在。她以最快速度把
所有小貓聚集在睡房中，狼亦進門搜索。由於小貓經常在屋內走動
便溺，很多地方的氣味都很濃烈。狼走遍底層後走上樓梯，進入睡
房，看到她咬住灰貓攀上窗子外的木板，另外三隻小貓跟隨在後。
狼看到她們由屋後的欄柵跳下逃去，牠沒有追的意思，慢慢地下樓
梯，走出門外躺下。原來有這麼好的地盤，為何以前不知道？若果
早一點來便好。現在也不錯。

母狼從屋後的方向走向公狼，口咬住一條初生黑白貓的屍體。
這裏食物都不少。公狼為了掩蓋舊有氣味四處遊動便溺。這刻，她
的家消失了，整塊水泥地再沒有立足之地。剩下三隻小貓，她望向
煙囪群，之後帶着牠們走上草地，不敢對水泥地懷有眷戀。小貓也
沒有甚麼表示，沒有嬉戲，踩着她的影子在背後跟隨。直到牠們腳
下不再是硬地，牠們首次接觸泥土，忽然想起她的毛髮，才跑向她
撒嬌。她仍然保持高度警惕，不斷監視天空有沒有猛禽的蹤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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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意地上有沒有危機。紅貓太招搖了，要令牠生存下去有一定困
難。天命，她一直都相信天，天要留下紅貓就會把牠留下，天要黑
白貓餵給狼沒有辦法阻止到。她們都是被詛咒的動物，由一開始已
經是。

青蛇突然從旁偷襲紅貓，紅貓本能上向後一跳避開。她轉過頭
來一躍抓向蛇的頭部，當頭棒喝。青蛇不知道紅貓有她在旁，以為
只有小紅貓一隻所以才出手。小貓年幼，但在這關頭也成為戰力之
一。她們一大三小的圍堵青蛇，轉眼間由獵人變成獵物。青蛇嘗試
從小貓身邊突圍，小貓都會裝腔作勢擺出戰鬥姿態。喵叫聲四起，
同時標示着戰場的位置，泥下的田鼠都避難去。青蛇走投無路，唯
有蜷成一團昂首迎戰。小灰貓從後抓到蛇尾，青蛇立刻扭向後方，
她又拍向青蛇的後腦。青蛇頭部已有明顯抓印，小灰貓又重複抓蛇
尾。青蛇縱使在雜草中有保護色，卻仍然不敵眾貓。

實戰教育，總比紙上談兵好。她咬住青蛇奔向草原和森林的邊
界，在蘋果樹下和小貓一起進食。一點都不可以浪費，先要找到住
處，才會容易一點生存下去。小紅貓吃得不多，牠反而對蘋果樹扭
曲的結構更感興趣。牠一爬上樹便左穿右插，在較幼的樹梢尾端施
加重量令它彎曲搖晃，雖然肚子內的積毛不得，但小紅貓也吃了不
少蘋果樹葉。她跟兩隻小灰貓都吃飽了。小灰貓也跟小紅貓一樣爬
上蘋果樹嬉戲。她望向煙囪的位置。太遠了，看不見。即使看不見，
她也能夠憑腦海把煙囪群幻想出來。她抬頭望上小貓，紅貓也在朝
煙囪的方向望出去。不知道紅貓又在想些甚麼呢？

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耽誤，她把小貓從樹上趕下來，向森林前
進。森林中味道很複雜，很難辨認單一氣味。她懂得分辨出那個區
域被劃分為動物地盤，從而避過不必要的衝突。她算得上很霸道，
在發現樹底的地洞後吩咐小貓圍堵其他出口，而她便挖大洞口伸手
入內。有兩隻小田鼠嘗試從其他洞口走出來，卻被外邊的小灰貓捉
住。她們以小田鼠為晚餐，夜深便把小貓安頓在內。她知道牠們已
經很累了，所以讓牠們睡。她也知道自己很累了，所以讓自己在洞
外淺睡。臨休息前也不忘留下氣味標示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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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她在跑，不停地跑。眼睛看到雜草不斷溜走，蘋果樹上的果實
紅紅發亮，噴出誘惑香氣。跨過地上的樹枝，不怕水濺到身上越過
水澗。又有一大棵蘋果樹，比以往認識的還要扭曲還要奇怪，樹上
的果實七彩繽紛，有紅的，橙的，黃的，綠的，青的，藍的，紫的。
果實的形狀也大小不一，跟普通蘋果相距甚遠。她依然在跑，看到
地上有田鼠屍體，有蛇屍體，有貓屍體，有狼屍體。不遠了，已經
離開森林，到達草原。她繼續跑，草原上的青草很短。她發現不止
她一個跑動，前後左右都有很多動物在向同一個方向跑。地上屍體
的數量漸漸增加，又是跟蘋果一樣色彩豐富，奇形怪狀的。凸眼，
伸脷，露齒，三角耳朵，沒有頭顱骨，六條腿，沒有皮膚，兩個頭，
三隻眼，四肢不一……很多很多。她堅持地跑，前面是座由屍體組
成的高山，臭氣沖天。蟲子密佈在屍體上，爬行，飛翔。腳下不存
在任何溫度，似在冰上走動，很冷，很痛。旁邊陸續有動物支撐不
下，滾下斜坡，後方的動物又不理牠們互相踐踏，有的被踩死，有
的被滾下來的輾死，有的在滾動中再次向上跑動。她避開前方的阻
礙向上跑。已經看得到山頂了，下起大雨來，屍體山濕滑變得更難
行。她每步都要伸出爪子抓上屍體。每件屍首都佈滿抓痕，抓孔，
有些動物為了不跌下去還用口咬實屍體一步步爬上去。速度不夠快
的就會被後方踐履。五顏六色的血液由上而下隨雨流，有因此失足
的，有因此嚇暈的，有因此嘔吐的。她帶上疲憊的爬到山頂。山頂
是個細小的平原，動物為數不多。這裏沒有泥土，底下的屍體不斷
冒出彩色的氣泡，有些會爆破，有些脹大，有些固化。動物發出的
哀嚎演奏出交響曲，整個世界飄浮着五光十色的濃霧，滿天腐臭快
令她窒息。平原上有朵黑色花，六片花瓣很圓滑很漂亮。花中央揮
發出花粉似命令所有動物都要注意到它一樣。花莖上的枝葉指向動
物朝着跑的方向。山下是塊很大很大的水泥地，佈滿各式各樣的建
築物，有高有低，有亮燈的，有黑暗的，又是七彩斑斕的。鳥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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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泥地比她所認知大上幾百幾千倍，遠超她的想像。在水泥地的
遠方有一系列高高低低的大型煙囪群，外邊套上厚厚的圍牆。煙囪
上方冒出大量七色煙霧，底下火光熊熊，遠距離都能感覺到溫度。
動物群跑下坡朝着水泥地進發，遇上逆行的人類。

5.

小貓總不能在樹下的洞穴成長，所以她們到晨曦時分已經預備
離開。灰貓走上地面留意到細小的糞金龜正推滾牠們的糞便，牠覺
得很好奇，想用前爪輕撥。紅貓望向樹上的鳥巢，幼鳥比牠們更早
起床，天還未亮就已經督促父母出外覓食。除了很吵耳之外，紅貓
還注意到巢中有隻雙頭鳥，牠叫得最響最亮。她幫小貓掃平毛髮後
再次上路，原本她還想上樹捕捉小鳥，可是剛好遇上兩隻成鳥回巢
所以便放棄念頭。她決定向兩隻成鳥回來的方向前進，因為成鳥叼
上一尾田鼠。

她們筆直地走，又從森林走到草地。她知道這是另一塊草地，
那特殊氣味沒有以往那麼濃郁，而且這裏的田鼠數目比之前草地
多，到處都是田鼠糞便跟地洞。草又沒有先前那麼高。很快她們便
抓到田鼠當早餐。日常，她們又在重複生活。草地上有幾棵樹，排
列得很有規律。樹的旁邊有座又矮又長的建築物，內裏有大量稻草，
不難在乾草堆中嗅出其他動物的殘餘氣味。建築物兩則佇立兩道鐵
欄，欄內地上有不少動物骸骨，似很久之前遺留的。小貓一擁而上
玩弄骸骨，又不知道從那裏走來了幾隻田鼠。她終於可以放鬆心情，
這裏會是個很好的家。稻草下有很多田鼠，即使沒有，外邊草地都
充滿生機。這麼多的田鼠代表附近很少競爭者。要生存下去應該不
難。小貓剛剛在外邊吃飽，所以把眼前的田鼠當作玩具，不殺牠，
折磨牠，拍打牠，不讓牠逃走。小生命，算得上生命嗎？黑白貓只
是糧食。

她睡了。睡得很安詳，任由小貓在旁玩耍。稻草很舒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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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乾，保暖能力比得上被子。不久前她好像發夢，想不起。也不願
想起來。時間終於為她停下來。時間不完全是殘酷。世界再次起動
時已經是日出，整整睡上十多個小時，她感受到有三股喘息附在身
上蠕動。她逐一輕舔小貓的頭部，只要重複生活到牠們徹底長大，
能夠獨立便可。她又閉上眼睛，直到她嗅到異樣，聽到不自然的聲
音。陽光還未射進來，她看到橫樑上有雙發亮的圓點，牠在拍翼。
她明白，又是時候走了。只待小貓醒來，便是離去之時。她不明瞭
為甚麼貓頭鷹不狩獵小貓，她嘗試替牠找理由，但沒有一個適用。
憐憫，誰會憐憫？

她動起來，可是她覺得自己不會動，或是她根本從來都沒有動
過。為甚麼這段日子不下雨？牠們見過雨嗎？又好像在甚麼時候碰
上雨？雲比前幾日多，應該快要下雨了。太陽沒有平日那樣猛烈，
她們在建築物外，紅貓若有所思的望向煙囪的方向。已經看不見了，
很遠，很遠。又是草地，彷彿草地才是她們的母親，只有它是忠誠。
蝴蝶飛過，小灰貓撲了個空。前方沒有阻礙，要回到煙囪附近嗎？
會有地方是完全屬於她們嗎？安逸，比煙囪還要遠。兩隻灰貓對世
界絲毫不存危機感，眼中只有蝴蝶，把它撲殺掉就是世界的一切。
她的世界到底有多大？她從何來？她來了多久？她不知道。兩頭大
黑熊突然衝向撲蝶的灰貓，兩頭灰貓迅速地各自爬上樹。可是其中
一隻誤算了，爬得不夠高，黑熊站起一抓便結束生命。黑熊在另一
隻灰貓的樹下方吃掉灰貓，仍然生存的灰貓立刻爬上去，放聲叫喊。
她跟紅貓被另一頭黑熊監視警示着，不能走近，只能在遠方當個忠
誠的觀察者。貓血很腥，令牠差不多吐出來。小灰貓依然無處可逃，
黑熊完餐後猛烈搖晃樹幹，務求把灰貓趕下來。灰貓急得眼淚都流
下，除了抓實樹枝外也沒有甚麼可以幹。風起了，吹來藍色的蒲公
英，很多很密，似天空漆油剝落的從天而降。黑熊被嚇到了，呆呆
的看着蒲公英飄過。灰貓當機立斷的從樹上跳下來拼死逃去，蒲公
英救助牠，但牠沒有閒暇觀察。兩隻黑熊沉淪在藍色蒲公英中，似
再沒有捕殺之意。她看到灰貓成功逃脫後滿載歡愉，可是又有少許
擔心牠的未來。紅貓爬上她的背上接受蒲公英的洗禮。四頭動物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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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和平共處，而初生的四小貓只有紅貓仍然留在她身邊。
隨着日子消逝，她們距離煙囪越來越遠。生活依然是不斷獵食，

不斷逃亡，重複，又在重複。紅貓大了，色彩太顯眼，很難不被發
現，所以紅貓學懂了逃跑。太顯眼，很難獵食，所以紅貓學懂了守
株待兔。直到她們走到黃黑色的欄柵旁邊。她沒有計算紅貓度過多
少個黃昏，只感覺到紅貓已經獨當一面，是時候離去。紅貓對離別
沒有太大反應，或是牠覺得母親不應該是她。是大地，還是煙囪。
牠不知道，而牠為了尋求答案又再次向煙囪走近。她坐在黃黑欄杆
上看紅貓離去的背影，直到黃昏墮下，森林掩蓋紅色。為甚麼，要
詛咒我們？

良久，她才回想起，她是被詛咒的動物。自從煙囪底發生大火，
煙囪噴出七彩的詛咒，人類徹底放棄煙囪城市，急速離去。詛咒降
落在方圓的郊野。詛咒風詛咒水詛咒土詛咒塵詛咒樹詛咒動物。蘋
果樹幼苗生長得很快又很奇怪；田鼠的儲糧習慣改變了；青蛇變得
遲鈍；幼鳥有兩個頭顱；蒲公英由白轉藍；小紅貓的出生……都是
詛咒惹的禍。被詛咒的生物同時又獲得無上自由，以往被人類趕走
的動物後裔紛紛重臨故地。即使存在詛咒，也比困在籠好。詛咒已
經是不能避免的事，不論一花一草，一塵一土都被污染，只要累積
夠一定數量便會死亡。受特別詛咒的動植物會互相吸引，所以紅貓
才會鍾愛蘋果樹，盼望回到煙囪。城市原是繁華，卻要依靠詛咒才
能回歸自然。她覺得很諷刺。

6.

某天，公狼跟其子裔到煙囪附近狩獵，因為沒有人類，所以水
泥地上被眾多動物劃成地盤。母狼在不久前因病離去，公狼的身體
也逐漸虛弱。公狼發現到這兒跟其他地方很不同，即使是草食性動
物都會嘗試聚集在煙囪旁邊，所以從不憂吃。綠狼先跑出去視察環
境，牠特別喜歡到煙囪下的圍牆覓食，只要分辨出有沒有動物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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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邊撒新鮮的尿液就知會不會有晚餐。綠狼在叫，因為地上有條紅
貓屍體。

灰貓似棉花糖的溶在沙發上看電視，主人正在廚房弄晚飯。電
視新聞說遠方又有煙囪噴出詛咒，附近的土地在未來數千年都不適
合居住，勒令住在周邊的市民盡快離開。牠看不懂。詛咒是甚麼？
為甚麼不宜居住？主人捧上切好的蘋果粒放到牠眼前的茶几。牠懶
洋洋的像不太願意吃掉蘋果粒。這不是牠期望的味道。

蘋果樹下，有條懷孕的母貓。牠甚麼都記不起來，記憶被詛咒
一樣。

對於得獎沒有甚麼特別感受，收到得獎通知後還不是要洗衫煮飯……

嗯……比人肯定實力的感覺……一點也沒有。

說起來有點慚愧，在得知獲獎時，我記不清〈片憶〉的故事內容。再閱一

遍才回想起基於種種白癡理由，寄去參賽的作品並不是最後版本，文化錯

字甚多，連光碟也打不開，EMAIL 的上載連結又失靈，本人在此致歉。

故事內容沒有甚麼好說，不同眼睛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些事情離大家很近，

卻沒有人願意發現。說到底，我也是地球上其中一個自私人類，也不配說

甚麼大道理。謹以此文章，向大自然說句對不起。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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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先生
在這 17 篇小說中，我以為〈片憶〉是一篇最為別致和美的小說。其美、其

別致，一是它沒有寫「人」，而是寫了動物，選材新穎少見，且把「貓」

這一家「人」，寫得聲色並茂，有張有弛；二是在「城市」的動物生存法

則中，作者把動物寫得情緒、情感，絲絲入扣，情牽情繞；三是作者對大

自然的描繪、感受（不是風景描寫），在這幾年的城大評獎中，少見到幾

乎沒有。

據此，我以為它是這 17 篇小說中最能給人留下記憶的好小說。

評審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