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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子久了，原來都一樣。

沒有好起來。因為不可能。因為都不對。因為他們沒有資格

要求任何人再正常起來。因為不可能。因為時間無法解決任

何感覺，甚至無法賦予或奪取事件的意義。時間能讓一些沸

騰的折磨的浮面的甚麼沉澱，結成面貌不同的晶瑩。意義，

或許就稍微變了模樣。有些浮了起來，有些陳了，就沉到更

黑的深淵裏去。快樂的固然忘記了；然而痛的，還是痛；憤

怒的，依舊憤怒；如夢魘，總是在最傷人的時候偷偷打擾。

但這些他們都沒有告訴你，因為他們說，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時間過了，重要的是，你長大了，是時候向前走了。一

刻，一天，一年。過渡與踰越是很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

的。你好起來了，都不要緊了，都不憤怒了，都不痛了。

但明明沒有。明明不可能。明明都不是必然。

後來你都這樣相信了。就這樣好了。既然你這樣說。如一顆

二十世紀梨。

因為不能解釋。因為問題沒有答案。因為，也不可能有。

只要是真實而確切的。都是可以的。都是正常的。都是重要的。

錯亂之必然，痛苦之必然，孤獨之必然，恐懼之必然，哀傷

之必然，瘋狂之必然。

或許這就是我書寫的原因。

這樣就好。

黃鈺螢
2014.09 - 2015.02

我不能說有關於痛，以及不痛的，所以我只能寫。這是青春

教曉我的。既然有所感受，就要寫，也只能寫。然後我就

寫，寫一切感受、想法、經歷、知覺，重要，以及不甚重要

的。因為，都是真的，所以都重要。

其實我不是一個寫詩的人，只是後來發現了知覺和記憶的斷

裂和紛擾，往往不能透過從前學校教的工整言語交代，如果

語言能分享痛，在字裏行間聽到小小的一聲呼吸、呢喃、呻

吟、尖叫着一些彷彿先於語言的感覺。

至於寫詩，是後來的事。

慢慢地，對時間開始有了知覺，意念的生成、感受，由強烈

到淡薄，由憂鬱、暴烈到溫柔，到微小的快樂，或許只是憤

怒慢慢遠離，或許是習慣了。他們都說，習慣了，就好。

有時候覺得，日子好像長了，距離遠了，新的人帶來新的感

情，清醒的時候又好像多了，一切就真的好起來了。

但還是未夠。原來，正常人不是這樣過活的；原來，「正

常」這麼難。

後來日子繼續過，明白了，原來揀唔死，就係咁。甚至，不

是決定好好活下來，重新做人。選擇唔死，跟選擇活着，原

來是有分別的。

既然活下來，就得活下去。原來也沒有甚麼可喜可賀的；活

着，就是這樣而已。至少，在你還沒有想到別的甚麼要做之

前，醒着，也就只是醒着而已。沒有太多值得讚頌的美好，

沒有太多壯烈，只是單純地活着。感知生活、身體、時間、

世界、詩、人流過的痕跡。一天過一天，醒來、呼吸、走

動、餵食、嘔吐、恐懼、再睡去。

然後當在你醒着的時候，你開始思考：為甚麼。為甚麼恐懼

是真實而確切的，為甚麼痛楚是真實而確切的。真實而確

切。為甚麼有一些感覺比另一些真實而確切，你沒有答案。

他們都說日子久了就會好，你會好起來。其他所有人都會好

起來，所以，你也會好起來。

痛，以及其他無意義的微小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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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痛之私密與公共，或許不，與同是痛過的人相遇才

知道：只能傾聽，但不能重述；只能分享，而不能分擔。

作畫者陳韞與我的相遇始於交換的點點溫柔，是因為坦裎

傷痛之忐忑，或頓覺其不可能，而後漸漸沒入沉默嗎？或

許溫柔之建立，是因為有痛作為共同語言，但這語言原來

是靜默而迂迴的。記得她跟我說過有關分享：也許痛必然

是私密的。旁觀他人之痛，其實是旁觀一己之痛。那夜，

我們沒有說。及後，我們始終都沒有說，我們只是默默的

交換秘密，閱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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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縫合主體。而儘管纏綿依戀，詩中段及尤其末後，卻常有

決絕的姿勢，我們更能看到一個尖銳鮮明的少女形像。痛及

身體，因而是反叛的基礎與證據，並不倒向臣服與規訓。

我不是寵任型的導師，我不時給Sonia難題，比如要她說明

自身的書寫態度及方式，比如發問形式問題（「這首和那

首有何分別？」），這些都是自動寫作所受的常見詰問。

當然到最後，路是Sonia自己去走的，我這所謂導師亦不過

偶然遇到的路旁問者。而我檢視這些詩，始終覺得這種書

寫方式與態度，包括痛與身體之難以言說的普遍性，應該

對他人都有意義，可以讓更多磨難的慘綠青春，得到流洩

與形成的過程，或者過程中亦有安慰。有論者說，一旦涉

及痛及身體這兩個主體，作品即轉私密，難以在公共領域

言說；然而，豈不可以存在一種對於不可言說之物的共同

追溯，以無用為連結，或可得到晶瑩的剩餘。

鄧小樺

黃鈺螢(Sonia)是文藝復興基金會所辦，第一屆文藝夏令營「我

地」的營員。她的雙語詩集計劃，加上主力在音樂的陳韞                   

（Vincy）之女性 pop art 造型插畫之對話部分，在後來的評審過程中

脫穎而出，成為基金今次支持的唯一文學創作計劃。我有

參與在夏令營及評審過程中。當被問到我們到底批給了怎

麼樣的人，我說，那是個熄了燈都看得見的女孩。

黃鈺螢是十分搶眼的，鮮明的染髮，衣着大膽，很會說

話。然而一如不為人知的青春模式，這樣鮮明往往是出於

對極大的規條壓抑之反抗；以及，創作的能量可能來自於

黑暗的創傷。克莉絲蒂娃所謂的「黑太陽」。

由我看來，Sonia的英文詩，多以自動寫作（automatic writing）的

模式寫成，即作者進入某一狀態之後，手部如機械動作，

字詞自動生成，情感與思緒流瀉無從控制，及後寫成之

作，作者亦不能給予完全理性的解釋。這是一種開啟寫作

能量的方法，寫作者會即時提升到迥異於一般刻板作品的

水平，同時也可能從此無法再依存於理性的框架。所以看

《無用的晶瑩》中的英文詩，會格外像浸入作者的情緒之

流，感受到一種液態的樣式，流動而不知始終的狀態，對

立於日常規訓的工整，對立於現代性的線性前進。

至於《無用的晶瑩》中的中文詩，雖然主題同樣是莫可

名狀的青春傷痛，但文體則比較清脆乾爽。這些詩是坦白

的，但因為深入內心，完全由主觀出發，因而得到一種弔詭

的結果：極致的坦白不會滿足窺秘，反而會成為一種保護，

因為流動和獨特的感觸不讓閱讀陷入某些陳腐的框架。

黃鈺螢常常說痛，痛是最私密的感受，主體往往在痛時最

感覺到自我的存在，而這自我並非概念性的，而是由「身

體」這一女性向度展開。《無用的晶瑩》裏面有一青春飽

滿的身體，有身體與身體之間隱密的接觸，黏連或者割

離，有時不過銅板的兩面。這種書寫向度拒絕理性和實際

的解決方式，反而是以自戀為自衛形式，在創痛的粉碎中

自戀與自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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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孓

無故萎縮了的拳頭

在一角停留

苦瓜的滋味太不討好

因而討不到

一個半個完整的吻

孑孓是很奇異的兩個字

不如孖

就像你和與我

(其實好像更為奇特)

不過異又不一定等於特

不同就只是不同而已

在交換了很多黏液以後

你也只會是你

而我

其實不過是我

早應該要學會一個人快樂

或不快樂

在更多的幸福與不幸福之間

是一種進退失據

因為失去了理由和動力

原來上下左右前後過去現在今生真的分別不大

你我她他牠都不過是蛋白質和碳水化合物

和一些可有可無的調味料

而我

始終不太相信靈魂

2013.07.16

乒乓

今天我換了一支新的筆／它換了一襲新衣／而你

也許決定為自己起一個新的名字／一息間／一張

嘴／寫一剎的坦白／我早已決定用一種新的方法

書寫／漣漪／青蛙在尖叫／我的天／（或許不會

是你的神）／但我卻一直在等待你的來信／也或

許只是信／減去了那沒由的來／而其實我一直在

等你的信／我知道你或多或少早已給我寫過了／

信／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會不會／寫／（你不會）

／但你會／因為原來打乒乓球和嘴唇碰觸皮膚

是可以互通的／兩面球拍／緊握掌心／來回／我

的皮膚／浪／在你指間展開／張弛之間／我左閃

右避／你迎上去／接那一記／錯過了的／兩身

猜度的距離／我仍然只有夏天的記憶／或許我要

說一些更露骨的甚麼／因為坦露肌膚已不足夠

我們釐清／甚麼／如果能／裸裎心臟／的一呼一

吸／我在找／一種韻律／在汗水和海水之間／浮

沉在奶白色的海之中的／幾座小島／而且永遠是

雙數的／痛楚／跳躍一如那／躍出水面的魚／劃

過海／而決定不想活了／或許過了冬天便決定要

自殺的／不止我一個／而其中的原因／也可能只

是／某天被空氣中熟悉的氣味擄住了／卻發現／

那叫我心乒乓不已的／不是你／有區隔的／不知

是怎樣的一種快樂／其實／我早已想回你的信／

在枯死之前／在日出之前／我會想你的

2013.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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暱

我們談論溫柔

後來，我們都拒絕相信溫柔

我們像洞穴裏的獸

我們偷吻

我們掙扎

我們渴望

那是一種徹底的背叛

我們無處可逃

2015.01.24

在春夏之交／我們守望／無人

的冬季／沒發覺／都消失了／

那拒絕成霧的固執／但誰都沒

有先開口／把那謊言道破／斷

然 終 止 的 擁 抱 ／ 無 法 完 全 ／

只 留 下 有 些 微 弱 而 不 可 聞 的

音 樂 ／ 在 缺 了 一 半 的 耳 朵 之

間流傳／讓空氣各自染成同一

種顏色／無人的都市裏／雜草

叢生／逆光中我只看到你的腳

步／劃地成影

2014.03.23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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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一個字形容快樂／除了

快樂／

都過去了／集中在臍眼左近的所謂

連結／又何嘗沒有遺憾／

到底有沒有一種／能夠理解的寒氣／

在氤氳中醞釀微薄笑意／

關於過量痛楚的自然死亡／

準時八點／大家都不得不安寧／

沙沙落在身上的／石子／雨點／玫瑰／

我們不分晝夜地躺着／靜待

黑暗的將至／盡是

慣常的揮手擁抱／盡是

多出來的肋骨／底下／

汩汩流出的白色眼淚／

他們教會我們呼吸／吞吐

自己無法理解的事／再

把自己排擠出去／

傷痕纍纍的重點或在於／張開眼睛

無視／殉道者的決心／

臨走前／傷口／我已用黑線白線

細細縫上

2014.03.16

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