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画：Scandinavian  收稿时间：2010-08-25  版权：音赋社
创作札记：大概用了四种不同的画法，而且除了木头之外的好
多东西都是第一次画，其实没画好，没太多时间，细节就刻不
进去了。有时间的话可以花 1 小时以上去弄那个石路标。这个
人……就当是穿越来的吧……

野蛮人，猫与吉他

http://xxyy.info/


每一年的夏天总是会下很多的雨，

就像分手的恋人总是哭个不停。我们痛

哭的泪水若是分装到两个容器里，生者

比死者的那一只明显要多得多。我们的

感官在逝者面前明明已变得非常迟钝，却能在夏天的一个小时里站在大活人面前飞快体

验一个四季。我一直以为夏天的花语应该是昙花。但是某一天我半夜从梦中惊醒，看到

无花果的花时，却有了更多的感悟。昙花的一生只能拥有半个夜晚。那么，无花果在这

个夏天把什么偷走，藏在不知名的深处。

每一首毕业的歌曲都唱着每一个夏天的

骚动，我却喜欢唱开学的歌。每一次毕业，

总有人留给我一个背影，而当我待在校园

里反复回忆时，只剩下一堆背影。当北半

球的文明在夏天开花结果时，我只能躲在

他们的背后，独自欣赏南半球的雪。我们

以为天上那个太阳在夏天的任何地方都

是一样的火热，其实火热的不是太阳，是

惦记太阳的心。

躲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在冰激凌融化

之前，把空调开到最冷。你从不相识的

世界探出头颅，对这个夏天的攒动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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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请问你们的杂志名字为什么叫做 XXYY ？

A：我们杂志英文刊名叫做XXYY，中文名是《音
赋社》。因为当时站长申请官方网站域名时将
前缀选择了对称结构的 xxyy 字母，而后缀选
择了国际流行的资讯类 .info。为了便于记忆，
域名 xxyy.info 被拆成两部分，前部分用于申
请刊名，后部分用于社团命名。因此大家看到
的 XXYY 和音赋社，统统都来自官网的这个奇
怪的域名。XXYY 本身没有实际的含义，但如
果非要赋予，大家可以理解成『嬉戏影音』的
拼音首字母。

Q：XXYY 杂志有纸质实体刊吗？

A：在创刊号时，XXYY杂志一共有三个临时刊号，
分别是印刷版、光碟版和网络版，并且也印制
了纸质刊和 CD 碟以及网络 PDF 文件。在后来
的媒介考察上，我们发现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
淘汰物理媒介，而且为了迎合低碳环保的号召，
编辑部决定取消物理媒介版本，只保留数字版
本。因此目前 XXYY 杂志只有一个网络版正式
刊号ISSN 1949-3665，为了满足部分纸媒读者，
编辑部决定开放本刊的个人打印授权。如果你
很喜欢纸媒版，可以将本刊网络版下载并自行
打印，但不得用于商业用途。本刊页面分辨率
规格保证基本的 A4 纸张正常彩色打印精度。

Q：为什么前三期杂志分成了官方正版和社内
版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A：官方正版是适合世界各地图书馆订阅的公
开发行版本，社内版是只在音赋社内部在编成
员间传阅的版本。社内版收录了填词部分的示
范以及剧场的完整音频，因为这部分内容从严
格的知识产权法上讲，是有版权问题的东西，
因此不能以官方形式公开出版发行，仅作为社
团内部学习交流使用，所以官方的正版不包含
这类有版权问题的作品。从第四期开始，本刊
不再区分内部版和外部版，一律以官方正版为
唯一发布版本。因为之前的三期内部版已达到
学习和交流的目的，没有必要继续进行有版权
问题的作品制作。希望读者和作者能够积极面
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

Q：我不是音赋社的成员，但我想给杂志投稿，
不知道编辑部对社外来稿是什么态度？

A：你好，本刊十分欢迎社外来稿。只要作品
原创，质量优秀，内容积极健康，未涉嫌抄袭
并且没有版权问题，这类来稿我们都会积极安
排版面进行刊载。只需向编辑部邮箱投稿，
edi@xxyy.info，邮件标题注明“原创投稿”，
并将作品内容写于邮件正文即可，对于有多媒
体内容的来稿，将多媒体以附件形式一并邮寄
即可。本刊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会发出受理
稿件的通知，并将在一周内决定是否录用稿件。
投稿期间请勿一稿多投。来稿请注明是否存在
版权冲突。请注意，本刊原则上是优先刊载版
权转让的稿件，对于只授权刊载而不全部转让
版权的稿件，编辑部可能会对稿件作多方面考
察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录用。

Q：不知道你们杂志收不收录耽美稿件？

A：不好意思，本刊只收录主流 BG 性向的创作
稿件，耽美稿件请改投别的刊物。同时，本刊
也不收录纯色情、纯暴力或其它涉及负面宣扬
国际犯罪等有不利诱导的黑色稿件。关于涉及
国际犯罪题材的作品，若作者是基于宣扬正义
和人道主义，本刊将优先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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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 /作曲 /编曲 /演唱 /后期：大诗人加菲猫  作图：井
收稿时间：2010-05-18  版权：音赋社

子夜声蜿蜒
我渡水西边
这轮月
跌入水中看不见

梅花断问弦
一弦一华年
你停歇
等雨落下诗篇

弹指一挥间
你离别已远
夕殿前
有谁为你画思念

惨白的珠帘
一圈又一圈
我停歇
在等你我走远

任他新月月圆
人生若只如初见
别去已是天涯各一边

任他新雨绵绵
人生若只如初见
共你弹一曲青莲

渔歌长
与你共唱晚
今宵酒醒一半
小小船儿不靠岸
鱼虾儿装个满

渔歌长
与你共唱晚
谁把酒偷一半
烛台窗前不喜欢
小船儿翻过山

只如初见
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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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札记：
人生若真的能只如初见……写的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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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凤凰花开
我们一起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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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札记：
2010-03-06 by 漠天下

对于以往的校园生活的怀念吧 ~
那时候的爱情，清新而美丽
恰逢小肥羊出国，纠结于感情
出路
于是就有了这篇你的身影
其实很俗套的故事，有什么需
要改进的还请提出
ps：个人觉得，他们恋爱的甜
蜜没体现出来……等哪天想到
了再补吧

青青树荫  你的身影
飞扬于我眼底 倾心

明知道不可以
像飞蛾扑火
奔向那光明

绿荫场上  你的身影
奔跑矫健如鹰 请听

注定了的伤心
还义无反顾
为你而娉婷

春雨淅淅身影
伞下少年微笑

呼吸微轻
选择了的分开

告别往昔

当六月荼蘼  你的身影
花间少年依稀
早已说了不见
却还是忍不住
重温曾有温馨

翻开书页  咖啡香气
呵出味道哀凄
流泪的我脸庞
倒映你的身影

是这样模糊不清

那样过往曾经
扯出笑容都是叹息迷离

白色衬衫身影
遥远流星 

就这样再见吧
说了再见

听不见我声音
转过了街角的
你最后的身影
好似记忆清新

多年以后  再遇见你 
是否还有甜蜜
等很多年以后
我们还能相遇 

是否还能有甜蜜

就这样再见  说了再见 
不见你身影

作词：漠天下  作曲 /编曲：沧溟  演唱：Lizmos  后期：寒叶
原画：妖精  收稿时间：2010-06-06  版权：音赋社

你的身影
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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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 /作曲 /编曲：大诗人加菲猫 

演唱 /后期：随风而落

原画：浅眠 

收稿时间：2010-07-19

版权：音赋社

创作札记：尝试做英语歌曲。

Dreaming of You
千古绝唱

In my dreams, you play the song every time

Every time, in your hand

Understand the shine by sight every night

How do you feel ,

I touch the hand

I saw you cross the rainbow for a millons time

A millons time, I was shy

when I hear our old love song every night 

I'd like to know what might have been , 

in my shining shing eyes

I'm always dreaming of you, 

how joyful you are

I miss you ,

why do you defy my love

There'll come a day , 

When you'll walk out of my dreams 

Face to face,  

I know you are th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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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 /作曲：亚东      编曲 /演唱 /后期：沧溟  
收稿时间：2010-06-04  版权：音赋社

窗外面 下着雨 下的那么急 就像来时的你

越下越淅沥 慢慢停下去 就像离开的你

我坐在屋里抱着六弦琴 弹奏的辛酸旋律

越弹越孤寂 越弹越伤心 音符却成了泪滴

你就像一场暴风雨 下的那么急 最后又匆匆离去

你就像一场暴风雨 带走幸福甜蜜 带不走我的孤寂

你就像暴风雨 下透了我的心 把我带入了悲剧

你就像暴风雨 带我来到梦里 梦醒却只剩自己

你说你会永远 和我在一起 我就是你的偎依 

曾有的约定 曾有的誓言 都已经灰飞烟尽

你依在他怀里 幸福又甜蜜 说他是你的唯一

看你和他飞去 留下我自己 留下了伤心回忆

你就像一场暴风雨 下的那么急 最后又匆匆离去

你就像一场暴风雨 带走幸福甜蜜 带不走我的孤寂

你就像暴风雨 下透了我的心 把我带入了悲剧

你就像暴风雨 带我来到梦里 梦醒却只剩自己

暴风雨
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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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词 /作曲 /编曲 /演唱 /后期：大诗人加菲猫  摄影：汉口耗子  收稿时间：2010-08-26  版权：音赋社

从此世界不再相遇
千古绝唱

创作札记：
写歌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

12





抽纸牌的游戏
放桌上还有回忆
舍不得删信息
怕有天你会在意

还来不及
说要珍惜
你转身
已离去
剩下我冷的身影

把心情写日记
只写下晴转多雨
在爱的电影里
煽情的还是回忆

我用心
调整了呼吸
别在意
没关系
以后我会忘记

琴键上
黑键想
若离去
剩下白键孤寂
如果音乐继续
谁来和下去

下一个路口相遇
转角时我放弃
用力删除了回忆
让你想象不起

我知道
我不愿意
闪动的短讯息
再也不会是你

下一个路口相遇
我转身后离去
在我两的视线里
没有任何痕迹
越下越伤心的阶梯
每一步
都远离
从此世界不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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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 /编曲：墨音客

美工：魅蓝

收稿日期：2010-03-21

版权：音赋社

创作札记：

这是『荒城』系列的曲子之一。单曲版将随后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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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词人

山  雨

山中一夜雨，万树参天。
一腔短笛送，信口边。
古木映清泉，千山响杜鹃。
人皆遥相望，道路边。

别空山新雨几重烟，
落梅只装得漆数点。
道石桥晓月玉人面，
流年不往空缱绻。

恰平生情丝付流水，
晓风残梦入枕眠。
辞空谷幽兰映山月，
一绾青丝掩长卷。

念幸勿相忘旧时颜，
池鱼总向来世渊。
忘陌陌山风摇入巅，
晚风晓月去，空无边；
平明道路旁，留几年。

词牌
神思者·Missing You 

填词
晓言

收稿时间
2010-02-11 

版权
音赋社

创作札记
该曲音较高，请有意者
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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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书

风吹柳花满店飞，雨前龙井谁一杯。
小二偷懒昏欲睡，错把杯盘又跌碎。

折扇手中堂前挥，各位看官又来催
千古风流一张嘴，离合悲欢你来醉

醒木一声响，江湖陈事往
杯盏添茶香，看千秋浮沉随浪

换作书一场

拔剑起义白蛇斩，西汉开百年
却看乌江霸王末路那桥段

多年不过茶余作笑谈
英雄已被黄土掩 豪气尘埃散

功过谁断，换一段评弹
（且听小老儿我给您说古今）

霓裳羽衣舞一曲，盛唐乱几步
自古红颜多是英雄气短处

奈何倾国又怨美人误
马嵬昨夜一场雨 又湿几卷书

蜀江今朝渡，人事换几出
（听客：喂……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清水与君分一杯，梁祝化蝶两双飞
小姐西厢盼月归，书生翻墙佳人会
昨日游园惊梦美，再说古今英雄辈
说罢故事合扇归，千秋明日再来会

斜阳暮霜寒，归家路不远
手握说书钱，只换今朝酒一碗
闲梦又一天，夜半翻书哪一卷

笔墨意阑珊
借而今朝有酒泼墨绘清闲

算来浮生不过戏梦般
今朝笑说古今事 明日我哪边

成旧事一段，又被他人谈

又一年，千山暮雪
红炉暖一壶烧酒，呷一口清闲，一梦就去了半生

我仍然在说着那些书里的故事
看门外人来人往，等待有一天

也许我也成了书中故事……

词牌
戡魔录·仙姬无双 

填词
当时了了

收稿时间
2010-06-27 

版权
音赋社

创作札记
且再来一段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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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词人

双  飞
词牌
幻想三国志 II·情衷

填词
四月桃花

收稿时间
2008-06-08 

版权
音赋社

创作札记
2008 年 6 月 8 日应邀为逸扬的
广播剧《绝傲孤烟》写的主题歌。

云过长烟一空，苍鹰盘转九重
振翅萧萧风起，孤飞竞从容

前生梦里孤鸿，寒枝最是寂寞
何堪傲立天地，今夕栖沙洲

日落，子独坐，伴深秋

忆相逢，满堂动，云隐两世愁

人把酒，绕指痛，伤心最是情动
仙童何曾倚清秋，无语上西楼

月凝眸，影重重，千山万里尘弄
此去一路风雷动，痴心不肯嫁东风

要远走

众生过，孤烟冷，一阵风
送归客，鹰绝傲，不辞情深重

*
剑在手，破苍穹，无情乱雨惊鸿
此去云深莫回首，缺月挂疏桐

众生过，孤烟破，可怜缥缈乱红
怎敌眉间带霜落，念君寂寞唤同舟

双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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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傲
词    牌 / 笑红尘

填    词 / 之津

收稿时间 /2010-07-24

版    权 / 音赋社

创作札记 / 醉卧红尘自逍遥一直是自己梦想的生活，逍

遥无绊。爱与恨终而只是，浮生一梦罢了。

闲云自心飘，牧笛长短绕，
几株海棠疏晓。

春花秋凋，何必伤时迟早，
不过云眼一场梦消。

兴时落桑浇，人影醉伏倒，
好酒一杯嫌少。

爱恨皆抛，糊涂才是最好，
此生只想贪得那快乐逍遥。

浮生笑，长歌邀，万千俗事都忘掉，
舞却今朝。

樽前老，魂尽销，醉卧红尘自逍遥，
任人嗤笑。

欢娱少，三更消，半世短短也草草，
此生笑傲。

酒已少，人已老，拈花一朵自而笑，
爱恨都飘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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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科室的同学怂恿着去浏览了一本与佛教有
关的言情小说，虽然题眼是仓央嘉措的，内容却是写
的鸠摩罗什，而女主与男主的辩契却又用的庄生晓梦。
其实我个人并不推崇这本小说，无奈它的确是这首词
的缘起。虽然我不信教，但是我却是不折不扣的颜控，
所以，当耗子从哈萨克斯坦拍回这组照片时，我就想着，
应该为那个非人之教、那些非人之人写点什么，也算
是附庸一场风雅。虽然哈萨克斯坦信仰东正教，却丝
毫不掩抑我对佛的窥视。因此构思了这个故事。

回想起来，唯一看过两本佛经《金刚经》和《坛经》
已是八年前的旧事。

八年前我肉体凡胎，途径须弥山下，佛光掠影，
依旧凡身肉体，悠哉游哉踱回红尘。《金刚经》给我
留下的唯一印象无非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三千大千世界”和“须
弥山”。而《坛经》留给我两个“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和“仁者心动”的烂俗典故外，只得一种对
佛门佛法纷争的顿悟。而我不做猫狗不为蛇鼠，只愿
做断桥边的井底之蛙，锁在尘世的风景里，看碧水潮生，
听沧浪之曲。

是谁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圣人与佛主皆高
高在上，相看两生厌，却成就世俗的诸般风景。如同
这上了锁的尘世一般。

谨以此歌赠百度焦恩俊吧兰绝尘《文森特魔法学
院》的『苗教授』及坚守在坑旁的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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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风破 花吹折 蝶恋花 花恋我 大梦醒 不知所措 

【折 she2】

[ 注 ]《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

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

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 释 ] 庄生晓梦，此乃世俗之人的大梦，然小梦中可

见真我。蝶，花，我，是同一个『我』的命题。庄生的梦，

是视之有物。

须弥山 毕钵落 若有相 若无色 众生度 是我非我 

【钵 bo1】【度 duo2】

《金刚经·第三品》『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

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

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

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如是灭度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 释 ] 毕钵，菩提。此乃化外之人的小色，然小色中

却见无我。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佛主最经

典的典故不是出自目视，而恰恰在于闭目之际。释迦醍醐

灌顶的时候，是否曾预想千年之后的苹果树下，有个牛人

被砸出万有引力呢？我们不得而知，但那个牛人终其一生

竟追随上帝而去，却成就另一个注脚。是否伟大的人都会

有这样子一个醍醐灌顶的传说？那么？我们所在尘世，被

高空坠物砸中者，是否还能成就别样的风景？此乃别话。

情愿对 因缘错 大海水 城门火 谁共我 相濡以沫

[ 注 ]《檄梁文》『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 《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

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

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 』

[ 释 ] 情愿，双关，情缘。因缘，双关，姻缘。这是

缺语体，缺省修辞，主要是表达相濡以沫之后的那句话的

意思，但又不能明示。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但是为什么偏偏不忍心说出口？要得就是这个不忍心。不

忍心的另一个含义，或许是不可说。

三千三 玛尼坡 转生死 转因果 转不动 轮回的锁

[ 注 ]《仓央嘉措文集·那一天》『那一世，我转山转

水转佛塔呀。不为修来世，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

[ 释 ] 凡是学过现代地理的，知道我们所在的世界是

一个转动的球，你的前面其实就是你的后面，你的左边等

于你的右边，而你的上面和下面，当然，它们在更深邃的

理论上，依然是贯通的。这仿佛是一种神力的束缚。正如

你诋毁佛主，他会亲眼目送你跌入地狱，假如我们否认物理，

其实就将出生的那个自己与老死的那个自己，都当成了别

人。这里是扣”蝶，花，我“的三角命题。

* 我是一朵优昙婆罗 摇曳彼岸香火 三千年才得解脱

[ 注 ]《杂阿含经·卷 26》『有五种大树。其种至微。

而树生长巨大。而能映障众杂小树。荫翳萎悴。不得生长。

何等五。谓揵遮耶树、迦捭多罗树、阿湿波他树、优昙钵罗树、

尼拘留他树。”《法华经·卷 7·27 妙庄严王本事品》“佛

难得值，如优昙钵罗华。”《佛般泥洹经·卷 2》“诸比丘。

尔等熟视佛颜色。佛不可复得起。却后十五亿七千六十万岁。

乃复有佛耳。佛世难值经法难闻。众僧难值。唯佛难见也。

阎浮提内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优昙钵树。有

金华者世乃有佛。』

[ 释 ] 优昙婆罗的花语是『难得的悟』。这里用这个比喻，

大概是想说，优昙婆罗，等待三千年，难得顿悟，方修成正果，

得以渡往彼岸。那么，优昙婆罗顿悟的契机是什么？它要

渡凡尘
锁在尘世的风景

词名：渡凡尘	 词牌：暴风雨	 	 作曲 /编曲：亚东	 	 原著 /填词：四月桃花

注释：欧阳雪峰	 合唱：Lizmos，寒叶	 独唱：默默小一	 	 摄影：汉口耗子

美工：千里千岁	 收稿时间：2010-07-27	 出品 /版权：音赋社	 首发：XXYY

火凤生丹穴，梧桐落彷徨。

两翼逞风起，四海求其凰。

雄即雌足足，于飞掷铿锵。

长痛无悲喜，猎焰归故乡。

——[十五楼 ]欧阳雪峰·提赠

故事梗概：讲的是一个俗世的爱情悲剧，以及一场儒释道圣贤渡凡尘的故事。故事里的男主时而是佛陀，时而是道士，
时而是书生。而故事里的女主时而是动物，时而是植物，时而是女人。他们在世唯一一次是男人和女人的身份，却被带
锁的高墙阻隔，相见相恋却不能相与眷属。女主对男主而言，是每一世修道里的劫数。但是男主对女主而言，却是转世
的唯一动力。可是，男主要成为非凡之圣贤，是不可以拥有俗世的情感，所以，甘愿为男主来到世上的女主，就是不折
不扣的悲剧。男主修成正果的那一刻，是悲剧的开始，也是悲剧的结束。这个故事，最后变成梦里的回忆，因为这个故
事里，修道的男主发现，女主与自己各世纠葛的影像，其实都是幻影，从头到尾，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而已。所以他
接受了这个悲剧，渡了凡尘，弃了心魔，修成正果。只留给人间一场场空幻凄美的爱情传说。

当代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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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久才开一次，图什么？优昙婆罗听说是 3000 年才开一次的花，

而佛教历史才二千五百年。佛主又是从哪里知道这花的呢？因为在

释迦牟尼佛之前还有六佛曾经住世 , 其中拘那含佛在经历磨难后在

优昙婆罗树下成就正觉（——《长阿含经》 ）。而拘那含意译是成

就美妙。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优昙婆罗遇到拘那含佛，互为正

果，互为解脱，相互成就美妙。妙就妙在这个美妙。

* 我愿作那朵金婆罗 与你擦肩而过 今生得不到解脱

[ 注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尔时，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

属来奉献世尊于金婆罗华，各各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即

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

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即付嘱于汝。汝能护持，

相续不断。’时迦叶奉佛敕，顶礼佛足退。』

[ 释 ] 迦叶一笑，佛主拈花一笑，皆是这同一朵金婆罗花的典故。

那场重量级会议上，世尊给了迦叶一样东西。而我只是好奇『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是什么东西？总不至于是凡所有相吧！那么，我很

想说，当我这样子想时，或许我已经是那朵金婆罗，今生都得不到

解脱。因为花花故作神秘，说不会告诉我答案，又也许，她自己都

不知道，而真谛就在于不知道。就我所知，『不知道』可以构成某

种动机。

* 我就像曼陀罗 绽放无人角落 只等你匆匆经过

*你就像曼陀罗 绽放无人角落 只等我匆匆而过

[ 注 ]《法华经·序品》『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入于无量

义处三昧，身心不动。是时天雨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蔓殊沙

华、摩诃曼殊沙华，而散佛上，及诸大众。』

[ 释 ] 这是双唱和歌句。曼陀罗偷偷摸摸在等什么人？还无人

角落，这应该是典型的以叶障目吧？（迦叶的叶字？其实一叶障目

出处是《鹖冠子·天则》『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

雷霆。』）

* 我就像曼陀罗 绽放无人角落 只等你匆匆经过

*你就像曼陀罗 怒放在三途河 只等我迷途而过

*思君兮 带女萝 幽篁兮 芳蹉跎 君思我兮然疑作

*天下熙 莫思我 三合戏 莫奈何 我只能一笑而过

[ 注 ]《楚辞·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

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

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

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

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楚

辞·天问》『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榖

梁传·庄公三年》『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疏》『阴能成物，阳能生物，天能养物，而总云生者，凡万物初

生，必须三气合，四时和，然后得生。』《史记·货殖列传》『天

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

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

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

孙作远忧。』《宣室志·第四卷》『行十余里，至一水，广不数尺，

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何，其源出地府’。观即视，

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

[ 释 ] 那人明明知道她在等自己，为什么还要假装迷途经过三

途河？要知道三途河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三途河之说，始见于《十

王经》，他经未见提及。唯《金光明经》卷二〈四天王品〉载『是

经能令地狱、饿鬼、畜生诸河焦干枯竭。』《地藏本愿经》亦谓地

狱途中有三重大海。又，《正法念处经》卷七说『地狱有河，名为

鞞多罗尼，河极深，波涛涌迅，甚可怖畏，以善不善业为流水，心

弥泥鱼能行此河，若入若出，出者天人，入者地狱、饿鬼、畜生；

心弥泥鱼在爱河中如是出入。』此外，印度教的地狱说中也有同名

的河，河内充满血毛骨等，恶臭难堪，或在现世和地狱的中间，或

为地狱的一部分。）。总之三途河可不是什么谈恋爱的好场所。不

过也不尽其然，现在多少男男女女在仅有的几条臭水沟边一样谈情

说爱的，多开心。可见，恋爱是盲目的。而盲目，能悟道！！本段

在前一段基础上增加了楚辞体的和歌做赋歌，加深俗世感，渲染了

拟人的感情。这四句立足点和描述的场景都不尽相同，从各个侧面

在呼应词眼的『锁』，『尘世』，和『风景』。

2

秋水溻 深井没 埳蛙憧 飞鸟哆 沧海变 桑田扑火

 【溻 ta4】【没 mo4】【埳 xian4】

[ 注 ]《庄子·秋水·第十七》“子独不闻夫埳井之鼃乎？谓

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

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

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

‘夫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

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

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埳井

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易·咸》『九四，贞吉

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 憧憧往

来，未光大也。』《飞鸟集·78》『78 The world is the ever-changing 

foam that floats on the surface of a sea of silence.（尘世是常变的泡沫漂

浮在一海的沉默之水面上。）101 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天空未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神仙传·麻姑》『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心

地观经·离世间品第六》『过去有佛，欲令众生厌舍五欲，而说偈言：

譬如飞蛾见火光，以爱火故而竞入，不知焰炷烧然（燃）力，委命

火中甘自焚；世间凡夫亦如是，贪爱好色而追求，不知色欲染着人，

还被火烧来众苦……』《梁书·到溉传》『如飞蛾之赴火，岂焚身

之可吝。』

[ 释 ] 井底之蛙，天空飞鸟，沧海桑田，飞蛾扑火，都只是在

重复说着一句世俗的话，那就是你以为它是些什么，或许有过，但

其实又什么都没有。这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正解。又说，我

们见着欲火凤凰和飞蛾扑火，而蝴蝶以花为火，想必它们跟人类看

到的世界，果真有所同，而有所不同。本句起，句句扣应前段各句。

天花散 莲花座 若有衣 若无色 众香国 只身漂泊 

[ 注 ]《维摩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

人闻所说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

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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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 这里主要是想讲维摩诘的佛化家庭的故事，其实我觉得

佛结婚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幻相？换作世俗的话叫做虚伪，据说

鸠摩罗什也是有家室的，又回想起道士可以结婚，真真觉得信宗教

还不如信春哥……话说他是毘舍离城中的一名富商长者，不仅辩才

无碍，慈悲方便，而且受到城市居民们的爱戴。他的妻子貌美，名

叫无垢，有一双儿女，子名善思童子，女名月上女，皆具宿世善根。

一家四口，平日以法自娱。善思童子还在襁褓中时，即能与佛及诸

大弟子问答妙义。佛陀曾至毘舍离城，善思童子献花与佛，佛陀为

他说法，当下就证得无生法忍。月上女出生时，不曾啼哭，且能开

口道出宿世因缘，由她身上散发出的光明胜于月照，犹如金色，照

耀家内。八岁大时，已长成美妙多姿的童女，引起城内诸大臣、居

士、长者、婆罗门及豪门贵族的童男爱慕追求，因而展开一场神通

游戏的招亲活动，最后月上女度化了诸童子入佛道，发菩提心。月

上女曾以她的辩才神通，与声闻、菩萨讨论佛法妙义，并蒙佛授记。

所以经中描述维摩居士“虽处居家，不着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

行”，这种不可思议的宿世妙缘，是佛化家庭的最早典范，维摩居

士则堪称是佛陀时代第一居士。又说这个舍利弗，本注里提到天女

散花的典故，他就是那位修为不够导致满身沾花的主。而佛主这个

一年级班里所有同学里，竟只有一人是认真学习的，那么其他人都

怀着什么心思，真的说不得。至于那个天花，有人说是曼陀罗花。

说是曼陀罗花的人如果当时在场，那花肯定是沾身不掉的。因为因

为这种花是没有分别的。仁者会存有分别之心，但对于佛法中，存

有分别心是不如法，只有不存分别心才是如法。你们看诸位菩萨，

花不着于他们，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断了分别的想法，就如同人害怕

生死之时就找不到佛的方便之门了。可见，大弟子们还有畏惧生死

之故，虽然色香味触各种方便的大门已经打开，不再存有这些畏惧，

一切五欲也不再有了，但是修行还没有完成，所以花还会着落的他

们身上。等到修行彻底完成时，那些花就也不会附着在他们身上了。

众香为天花，众香国乃凡尘之所。这句以天花喻盖衣之缘，与相濡

以沫异曲同工。所谓危难时刻的缘分，最终仍是花如浮萍，互为陌路。

情愿对 因缘错 大海水 未济火 有一人 踏洪而歌

[ 注 ]《坛经·机缘品·第七》『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

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

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等。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即心元是佛。不

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 释 ] 无论何种机缘，总因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而世间

难得有人能够从始至终，只秉持一种心念，虽然此种心念，已被俗

世的目光扭曲成另一种因果。来不及的另一个含义，或许是求不得。

三千三 玛尼坡 转生死 转因果 转不开 轮回的锁

[ 注 ]《仓央嘉措文集·那一天》『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呀。

不为修来世，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

[ 释 ] 动和开字的区别是句眼。与其动而不能开，不如一开始

就不要抱有希望。但竟有过这种希望的。

*Repeat*

3

背景念经：

男无恶，迷途妇，俺把你哄了……

男无我，迷途夫，俺被你哄了……

[ 注 ]《弥陀经》『南无阿弥陀佛』。《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是时，莲华上如来应正等觉，告观自在菩萨言：“善男子，与我

说是六字大明王陀罗尼。我为无数百千万俱胝那庾多有情，令离轮

回苦恼，速疾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时，观自在菩萨摩

诃萨，与莲华上如来应正等觉，说是六字大明陀罗尼曰：‘唵 ( 引 )

么抳钵　讷铭 ( 二合 ) 吽 ( 引 )’。』

[ 释 ] 此乃汉字转音之戏谑语。南无阿弥陀佛（拼音发音为：

nā mó ā mí tuó fó ），佛教术语，又作南无阿弥陀（引）佛

陀（引）耶，净土门称之为六字名号，译曰归命于无量寿觉及无量

光觉也。孙悟空被佛主压在五指山下的咒语是唵、嘛、呢、叭、哞、

吽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中最尊崇的一句咒语。大明六字的梵文读

音为 Om Mani Padme Hum，是观音大士的名号 。很可惜，这句话

真的很像另类的戏谑。

唱词：

我是一朵优昙婆罗 摇曳彼岸香火 三千年才得解脱

我愿作那朵金婆罗 与你擦肩而过 今生得不到解脱

我是优昙婆罗 绽放无人角落 有谁知我的寂寞

你是优昙婆罗 绽放无人角落 我只是匆匆而过

思君兮 带女萝 幽篁兮 芳蹉跎 君思我兮然疑作

三千三 玛尼坡 转生死 转因果 转不动轮回的锁

[ 注 ]《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 释 ] 小复唱余尾。

我就像曼陀罗 绽放在三途河 只等你迷途而过

你就像曼陀罗 盛开在三途河 只等我迷途而过

三千三 玛尼坡 转生死 转因果 转不开轮回的锁

三千三 玛尼坡 转生死 转因果 我只能一笑而过

我就像金婆罗 掐指算 信不得 大梦醒 不知所措

你就像金婆罗 拈花笑 花笑我 大梦醒 不知所措

损梵行 带女萝 幽篁斑 芳蹉跎 愿和你红尘深锁

损梵行 应笑我 我负卿 应负我 愿和你红尘永隔

[ 注 ]《仓央嘉措·不负》『自恐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怕误倾城。

世间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 释 ] 所谓『斑竹点点湘妃泪』，直教人间做相思。幽篁斑典

故即出自娥皇女英，此之谓女子情深不寿。此段乃大复唱尾呼，恕

我辈参不透。

很喜欢为花花的词作注，因为她甩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种六经注

我之无力感，而花花之词非注释不能唱也。做完这首注释，我有时

竟有种一花一世界的虚幻感，而注释这种事，我是在不也敢作了。

有人说复唱部分根本听不清在唱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要采用复唱的

原因。音入耳可乱人心智，而唯有心地清明者方不受乱音之扰。因

此，若非要听得清楚明白，反失其真意。——[十五楼 ]欧阳雪峰

当代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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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记 我演了一个叫“春哥”的角色
名剧流

节选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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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阳记 我演了一个叫“春哥”的角色

少爷本来不姓春，无奈叫的
人多了，也就成了春哥。其
实他只是眼神有点媚，头脑
有些聪明，又非常专一罢。

这个剧从2009年的端午，一直拖到2010年，
终于完坑了。

Lizmos 就像逃难的灾民，被剧组簇拥着冲进
了频道。他喘了一口气，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
是个CV。

其实 L只是音赋社的一个歌手。但是偏偏端
阳记里面又有几处唱段。于是剧组在仅有的几位
能说会唱的男声里，把L挑了出来。L在《端阳记》
里饰演男主少爷。

“我之前以为做个 CV也挺不错。”L之前
真的这样以为。CV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即便
是网配，也是一样让人羡慕。

“可是花花给我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然后
我觉得，还是做回歌手吧！”

花花给 L讲的是网配圈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体现了网络娱乐里某种黑暗的本质。
虽然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但 L总认为，
这其实更像是一个恐怖故事。而很显然，L被吓
坏了。

“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这个世界竟然有
耽美这样的事物存在。”“虽然听说过‘断背
山’，但很难相信，它属于网配圈里风靡的主流
文化。”“而我刚刚才了解到这个世上有个网配圈，
便要擦肩而过了。”

显然，L与大多数正常男士一样，无法理解
也不能接受耽美。

好在《端阳记》是出不折不扣的 BG喜剧。
但L回想起杀青时发生的事，仍然心有余悸。“当
时曾接到过一个剧组发来的邀请”，“据说是个
纯 GL 剧本”，“没想到纯 GL 的意思是包含纯
BL”，这对看过剧本的 L而言无异于天雷。

所以，L依然只是个歌手，并不再打算配戏。
“我曾客串过配音演员，我演了一个叫‘春

哥’的角色。”L最后笑着结束谈话。

记者 /铅笔酸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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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众不同的穿越 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专访《大宋日记》编剧、《月光化絮》原著作者西楼

时间 /2010-07-29 20:10-22:18      地点 /QQ      记者 /铅笔酸橙

1· 险些成为清穿

鼻
祖

铅笔酸橙 怎么想到写穿越的故事？

西楼 我从上中学就喜欢写古典题材的小

说，大学时有校刊了，但不能直接写古代

的事，那样肯定发不了。我就写了一章现

代的。结尾时回到古代。不是校刊，我就

直接写古代，不会写穿越，当时也没有穿

越的小说。

铅笔酸橙 肯定有什么缘故让你选择了北

宋作为故事背景吧？

西楼 其实当时刚看完《包青天》。

铅笔酸橙 1995 年何家劲演展昭那版？天

哪！看来你那个原著真的很古老了。

西楼 对，金超群，何家劲那一版。其实

如果再早些，要是刚看完《戏说乾隆》……

铅笔酸橙 那你一定是清穿鼻祖了。因为

那时太早，还没有出现《梦回大清》，更

没有没有出现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穿越党。

我印象中第一部穿越漫画是《尼罗河的女

儿》，第一部穿越小说是《交错时光的爱

恋》。好可惜，席绢的这本是小说界的穿

越鼻祖，而且刚好是宋穿。

西楼 是的。

铅笔酸橙 清穿三座大山，《梦回大清》（金

子·2004），《步步惊心》（桐华·2005），

《瑶华》（晚晴风景·2006），都是你写

这个故事之后很久的事。席绢把宋穿做了，

而你没做成清穿鼻祖，可惜了。

西楼 我无意看的《梦回大清》，在它还

没火的时候。当时很喜欢，后来火了之后

陆续看了好多清穿，我还想自己也写一个。

可是实在没法写了。你能想到的，都有人

在写了。

2·月光

化絮 的 真
相

 

铅笔酸橙 《大宋日记》是改编自你的《月

光化絮》原著，据说是在加拿大《中华时

报》首发的？

西楼 呃……不是首发《中华时报》。那

时都去榕树下，发了几集就去红袖了。前

两年红袖玩盗版，不通知作者把小说都卖

移动梦网了，我把红袖的长篇全部删除。

其实是想在国内出书的，但当时，没有出

版社给出穿越题材。正好我的朋友推荐给

加拿大《中华时报》，就连载刊登。在《悟

空传》的上面，现在人家都出书了 T T

铅笔酸橙 那我讨个报纸的照片。

西楼 我得找找。在时报上开始连载是 04

年的 11 月份。第一期已经束之高阁，但

我手里有某几期的，我找找看。找到报纸

了！！都黄了！我这有前几十期的报纸，

每周温哥华到北京的航班带过来的，再寄

到武汉我朋友家，再寄到天津，周折呢！ 

铅笔酸橙 好事多磨呐！那么你现在还要

在国内出单行本么？

西楼 出不了啊，没有了非实体的版权。

红袖把非实体已经卖给移动梦网。

铅笔酸橙 你怎么想到取『月光化絮』这

个名字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涵义？怎

么想到化月这个名字？是否月光更易让人

联想到幻美的穿越呢？

西楼 化月是我的真名减去10天。

『月光化絮』是『化月光绪』。

第一章是扇匣是吧，就是捡到了

名剧流

第一部穿越漫画是《尼罗河的女儿》（细川智荣子 &芙美子·1976）
第一部穿越小说是《交错时光的爱恋》（席绢·1993）
第一部清穿小说是《梦回大清》（金子·2004）

西楼
2010-07-29 20:13:48
我从上中学就喜欢写古典题材的
小说，大学时有校刊了，但不能
直接写古代的事，那样肯定发不
了。我就写了一章现代的。结尾
时回到古代。不是校刊，我就直
接写古代，不会写穿越，当时也
没有穿越的小说。

西楼 
2010-07-29 21:00:57
《月光化絮》是一个关于成长的
故事，虽然放在了虚构的情节中，
但情感是真实的，是一个现代女
孩子的生长历程。生活本身是真
实、具体甚至残酷，加以玄幻的
色彩是为了增强故事性。人物的
命运决不会因虚幻的情节改变。

西楼 
2010-07-29 20:55:46
化月就是我，我和昳爽的原型真
的去了那个河堤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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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与众不同的穿越 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专访《大宋日记》编剧、《月光化絮》原著作者西楼

时间 /2010-07-29 20:10-22:18      地点 /QQ      记者 /铅笔酸橙

扇子。第二章是狱断，就是说化月他们留

在开封府。广播剧第三期，小说第四章，

化月和昳爽流星下许的愿。化月说，我要

去找光绪，然后就看到一个影子一闪而过。

『月光化絮』就是最后化月在宋朝死掉，

二次穿越到了光绪朝。昳爽说要回家，化

月说就知道你会许这个愿望，所以我就换

个别的，去清朝。结果她真的和光绪皇帝

完成了一段生死相随的恋情。

铅笔酸橙 没想到大结局竟然是清穿！其

实好多人都看好吴炯。

西楼 好多人建议改结局，要化月和吴炯

圆满。但也有人说，他俩的怨恨写得太深

刻了，在一起也没多大意思。还有人跟我

抱怨，发现后来吴炯不是男主，觉得很失

落。其实刚写吴炯的时候，我都没注意他，

没用多少笔墨写。但写到后来，他对化月

的又爱又恨，我就喜欢上他了。所谓后妈

爱上了人物，人物自己有了性格＝＝

铅笔酸橙 编故事总有一些折腾角色的理

由吧。

西楼 我总觉得人生一定和电视剧不一样，

不可能一个人陪你走完全部旅程。人生是

孤独的，而且十几岁的年纪是成长过程，

会遇到好多的人，有错过、有肖想、有求

之不得，最后经历太多的失去时，遇到一

个对的人。其实，化月、昳爽、雨雱，到

后来的炅秀男都有原型，都是我的同学。

化月就是我，我和昳爽的原型真的去了那

个河堤下面。

铅笔酸橙 然后呢？你们发现什么没有？

西楼 和小说写的差不多，我陷在河床里，

也有狗头。但没发现扇匣。

铅笔酸橙 其实穿越只要一个人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化月和昳爽一起穿越呢？双穿

很难写，这种手法也比较少。

西楼 我觉得让我一个人去那么老远的地

方，很孤独，还是找个人陪着吧。昳爽的

原型非常的漂亮，我从小学就跟着她转，

她把我对女性的审美提高了。

铅笔酸橙 那么其实你本人是想穿到清朝

光绪年间吧？我是说，化月的愿望，其实

你自己也真的这样子想 ?

西楼 这个故事，我写了两年，我看到什

么就写什么，看到 LH 就写了邪教，学到

了源氏物语就写了欧雪商，喜欢了光绪就

去了清朝。广播剧配化月的 CV 把化月的

性格夸张放大了，其实我的性格和化月很

像，基本就是我的心理历程。

铅笔酸橙 光绪有什么好呢？

西楼 你去看《瀛台泣血记》和《清宫二

年记》。当时我是十几岁的小女孩，看到

很有抱负的皇帝惨淡的命运，就非常的同

情难过。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迷恋光绪。

后来我分析自己，第一母性，第二，英雄

情结，第三，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命运。

铅笔酸橙 我赞同这三点分析。其实很少

有穿越文像你这部一样是正剧性质的。大

部分的穿越文都是言情小说，但我发现你

这部有些不一样。不仅双穿不一样，就连

人物的使命感，都跟别的小说不太一样。

但又不同于常见的公案小说。总之给人的

感觉是很细腻的正剧，一本正经的穿越，

一本正经的情节。

西楼 《月光化絮》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虽然放在了虚构的情节中，但情感是真实

的，是一个现代女孩子的生长历程。生活

本身是真实、具体甚至残酷，加以玄幻的

色彩是为了增强故事性。人物的命运决不

会因虚幻的情节改变。

我写《月光化絮》时，昳爽的原型要

跟我一起走。写了一半认识了雨雱，她喜

欢白玉堂，非要我把她写进去。《大宋日记》

的剧发布之后，配白若倩的 CV 喜欢配白

玉堂的 CV，要我改剧本，给她加台词（小

【编者按】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你能想到的事，都
有人在做，所有你能想到的故事，都有人在写。在这个穿越党泛滥的年代，各朝各代
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现代同胞。凡是你想经历的爱情，都有现成的模式。这是对穿越
者来说最好的年代。这是对穿越者而言最坏的年代。但是作家西楼，连同她笔下的化月，
却经历了一场与众不同的穿越，成为穿越史上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西楼
2010-07-29 21:39:59
很多人对原文的欧雪商非常的喜
欢。他就是光源氏，美丽、优雅、
魅惑、权利、地位。一句话，从
弱受变成了腹黑强攻。

西楼
2010-07-29 21:50:23
化月做了两件对不起皇帝的事，
把皇帝前半生和后半生喜欢的唯
二的两个女人送出了宫。

▲在加拿大《中华时报》上连载的《月光化絮》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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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堂应该是第六个。但是他比欧雪商先

出场，就把他算作第五个。化月和白玉堂

没有任何瓜葛，而且白玉堂是化月的祖先。

整个故事就是雨雱召唤来白玉堂的后来来

拯救祖先。但是，化月为了吓唬俏依笑买

了白若倩的衣服。白玉堂要对白若倩表露

衷肠的时候，每次都是化月（阴差阳错）。

铅笔酸橙 化月姓白？ 

西楼 不姓。白玉堂因为范仲淹的案子受

牵连要被斩，化月给他起了新名字。仓促

间把族谱第一人的名字给了白玉堂。他成

了化月的祖先。

铅笔酸橙 那么欧雪商呢？

西楼 再说欧雪商。很多人对原文的欧雪

商非常的喜欢。他就是光源氏，美丽、优

雅、魅惑、权利、地位。化月在第十三期

入邪教的时候，遇到卧底的京城神捕欧雪

商。那时我正在看《源氏物语》，就写了。

欧雪商化名初七，在神功教装嫩。化月看

见装嫩的欧雪商就会调戏，姐姐给你当媳

妇好不好啊，惹来腼腆美丽的初七的一阵

脸红。欧雪商表明的身份后，就换了一个

人。他高大英雄，巧舌如簧，办案神速，

还无微不至，一身华服完全没有当初神功

教密室里红着脸的小男孩的影子。一句话，

从弱受变成了腹黑强攻。

铅笔酸橙 一句话，真的太腹黑了。但是

我喜欢。

西楼 那敬请期待我们家小欧的精彩演绎。

数到第几个了？

铅笔酸橙 第六个。

西楼 第七个皇帝赵祯。

铅笔酸橙 宋仁宗赵祯！那个老皇帝！

西楼 这是一段忘年的单恋。化月是怨皇

帝的，因为他夺走了昳爽和展昭的幸福。

但是她突然发现皇帝的华发下，有着一国

之君的威仪和英俊。他总是对她如父亲般

的微笑，不由自主的和她说昳爽的事，朝

堂的事，把她当作亲近的人。化月长想，

如果她是昳爽，展昭和皇帝中，她会选择

皇帝。不为他是的身份，只为他的深情。

铅笔酸橙 昳爽和展昭的幸福大概是哪一

集的事？

西楼 没怎么写。后来我都把展昭和包拯

忘了。虽然是双穿越，昳爽太配角了。昳

爽没什么故事，一直平稳，到了开封府，

也是她先升为捕快，先遇到真命天子。一

直是一帆风顺，直到遇到皇帝。皇帝觉得

她像秦秦就给收做妃子了。

铅笔酸橙 又回到这第七个男人身上了。

西楼 皇帝啊。化月做了两件对不起皇帝

说是写白玉堂暗恋白若倩，白若倩根本不

知道）。

铅笔酸橙 这种互动导致《大宋日记》比

原著在人物刻画上更细腻了。题外话，其

实好多人都很喜欢白玉堂。

西楼 配雨雱的 CV 非常喜欢白玉堂本人，

无论谁配白玉堂她都 HC。她还给《三侠

五义》的作者（[ 清 ] 石玉昆）写了封古

文信烧了，责问他为什么把白玉堂写死了。

到了现在，我的朋友天天问我，他什么时

候出场，我都打算按他声线再编一个人物。

铅笔酸橙 你要是想再编人物的话，可以

试一试加个毕昇。其实杨家将也可以贡献

几个角色。

西楼 宋朝我不喜欢写杨家将，人太多了，

电视剧都写滥了。我喜欢八贤王赵德芳，

其实历史上他是个夭折儿童。有个评论人

说《月光化絮》，说我太会借力使力，小

说大部分都是历史人物，也没有再创造。

说我是最懒的人。

铅笔酸橙 怎么说呢，你的案子是你自己

编的嘛。付天泽的案子，至少我没查到你

这部之外的出处。

西楼 付天泽的案子是我原创的。

铅笔酸橙 那就是了。涉及到包公的故事，

关键不是看人物，而是看案子了。而且你

的主角又不是包公他们。是女主。你笔下

的女主是以前没有的。而且你的女主在北

宋谈的恋爱居然还分手了，最后都穿到别

处去了，所以已经算是很大的创造了。至

少我没见过女主抛弃故事主体时代最后跑

别处的。至少我觉得你这个故事里面的女

人，比一般穿越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更能

把握自己的命运，就算是穿越到陌生的时

代，也知道自己最后人生将要去的方向，

这就跟时下一般穿越小说有质的升华。说

你懒的人，也许先入为主想要看仁宗朝和

包青天的故事，但其实你想讲的是女人的

超越言情之外的一种命运的故事。

西楼 是的。整个这部剧里，三个故事，

一环套一环的写。这故事没男主，和女主

有关的男人倒很多。做完大宋，我准备写

个那些女主身边的男人们。

3·七个

男人和一个

女人的故

事 

铅笔酸橙 女主身边的男人们 ? 都有哪些

呢？

西楼 先说第一个男人，漂亮的展昭。广

播剧不想把女主弄成个花痴。她对展昭是

仰慕，但发现展昭和昳爽两情相悦，连争

取都没有就退出了。我写小说时，觉得自

己完全有可能成为英雄，有童心，有善心，

有侠心。第二个男人是付天泽，纯洁的友

情，单纯的帮助，不求任何回报。然后引

出第三个男人，吴炯。

铅笔酸橙 吴炯是最让观众纠

结的一位了。

西楼 化月和吴炯就复杂了点。

开始纯属是利用，发现了吴炯

对她的感情，也是想着怎么利

用。因为当时她还是“孩子”，

称不上“女”。但是，吴炯家

破人亡了。在大理寺的大堂上

再相见，化月已经慢慢长大。

吴炯给她的刑罚，让她深深明

白她曾经给吴炯伤害。她和吴

炯是能相爱的时候没有爱，不

能爱的时候有了眷恋。杯具的

是，在最最不好的时机，女主

爱上了吴炯。吴炯算前男友，第十三期还

有二任男友。

铅笔酸橙 太纠结了。

西楼 接着说第四个男人。白课尹，展昭

的师傅。化月一度认为自己是肖沄儿的转

世（她们俩长的像），所以，他觉得白课

尹是前世的丈夫。她拯救肖沄儿和白课尹

的感情。甚至为了成全他们，宁可自己认

罪受死。在受死的过程中又和吴炯继续纠

缠。

铅笔酸橙 在受死的过程中又和吴炯继续

纠缠 !

西楼 第五个男人，白玉堂。我一直觉得

名剧流

曾
与[

悟
空
传]

同
期
连
载
的[

月
光
化
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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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把皇帝前半生和后半生喜欢的唯二

的两个女人送出了宫，还不觉得没什么不

对。在皇帝喝醉要临幸昳爽时，化月放走

了昳爽，被皇帝抱在怀里诉说衷肠。本来

很尴尬的事，她觉得心安。然后陪在皇帝

床边，只怕他半夜醒来孤寂，还给他讲西

游记的故事。

铅笔酸橙 还好化月是遇到『仁』宗。换

作别的皇帝，只怕提前清穿了。

西楼 是啊。仁宗也是我写着写着喜欢

上的人。其实我想写番外。仁宗死后的

陵寝是昭陵，是因为和展（以下内容被

XXYY）。

铅笔酸橙 我最近啃《三侠五义》的原著，

喜欢那个愣爷赵虎。

西楼 《大宋日记》里配赵虎的 CV 也很可

爱。

铅笔酸橙 你做完《大宋》这个剧，就准

备写番外和续篇么？打算往哪里发？还是

红袖？

西楼 会写一些番外和同人。不发红袖，

BS 盗版！！

铅笔酸橙 咱悠着点，先弄完《大宋日记》

啊，20 集呢。

4·从一开始就

混乱的

时空 

西楼 咱们算一笔时间帐吧。

铅笔酸橙 北宋仁宗朝的时间啊？算不得。

西楼 还真是算不得。有点不对。化月穿

越过去是仁宗朝，到底是哪年的。天禧

二年（仁宗他爸）是 20 年前（付天泽

的案子），1042（宋夏之战）是 13 年

前。天禧二年是 1018 年。20 年后应该是

1038 年。哦漏……13 年前的战争开没开

始！！！！！我怎么写的 1042 呢，太杯

催了！

铅笔酸橙 我也听杯催了。

西楼 咱们单线计算，不要双线了。1038

年，仁宗才 28T T，而毕昇已经 68了！！

好像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的年纪都对不

上。

铅笔酸橙 文学虚构，人物年纪对不上，

也可以接受。总之我所知的仁宗朝的名人

里，就没跟历史时间对上号过。反正从包

拯在世时，他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时间就已

经乱了。

西楼 等我下面慢慢顺啊，当时是对着字

典年代谱拿计算机算出来的。至少天禧二

年是往前推出来的。我现在对小说的年代

推算，只记得 1042 年。我忘记了 1042 是

女主穿越过去的时间，还是战争时间。。

只记得从 1997 穿越过去是 900 多年，不

到一千年。好像是 1042 年穿越回去的，

那么天禧二年我怎么算出来的？我记得是

回到 1043 年。仁宗庆历二年还是三年。

铅笔酸橙 庆历是 1041 年—1048 年，庆

历过了就是皇祐。然后皇祐时包拯到开封

府走马上任。

西楼 那时还木包青天？？真杯具 T T

铅笔酸橙 包青天啊。包青天看怎么计算。

从做县令开始的话，比较早一点点。要说

开封府，那是皇祐年间的事情，范仲淹之

后过了几个人才轮到他的。包青天在开封

府也就两三年而已。你不必纠结时间了，

历朝历代的包青天故事里时间早就全乱套

了。

西楼 捶地！！

铅笔酸橙 这时间表太杯催了。

西楼 全是问题啊，还是继续说几大男主

吧！

5·第
八个

男人是真命
天

子
铅笔酸橙 那就说第八个男人吧。

西楼 第八个就是光绪了。当然，去不去

未知。很多人接受不了女主清穿了。

铅笔酸橙 光绪是清末的人，发型……尚

可接受。

西楼 其实我想，化月再和吴炯破镜重圆

也不容易。吴炯之后化月又经历很多感情，

还能再和吴炯厮守吗？

铅笔酸橙 所以还不如聊了她的心愿，许

给光绪算了。

西楼 这个啊，听剧就知道了。等《大宋

日记》做到这个地方时，让化月自己做抉

择吧。

《大宋日记》第五期，导演 /莫沫一一，编剧 /西楼▼节选试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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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DF 看一个人的数字阅读品味开始说起
撰文 /铅笔酸橙

1
谈艺录十五楼

但凡有些文化的人都很注重细节上的品味，譬如我们的楼主

欧阳雪峰。

欧阳楼主时常劝解我们阅读 PDF 文档，因为他能理解知

识产权法普及的今天，中国内地绝大多数的操作系统是盗版的

Windows，却始终无法理解，居然还有这么多的中国网民不懂得阅

读国际通行的 PDF 格式文档。

欧阳雪峰：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数字阅读的年代吗。

雨之黑洞：回禀楼主，是的。

欧阳雪峰：那你为什么只看 EXE 格式的电子杂志，而不读 PDF。

雨之黑洞：回楼主，属下以为 Flash 比图片文字更加生动有趣。

欧阳雪峰：小洞，难道你不知道 Flash 已经被业内认定为一种很

OUT 的多媒体技术吗？新一代的 iPad 甚至都不支持 Flash。

雨之黑洞：回楼主，属下买不起 iPad。

欧阳雪峰：小洞，我想我还是简单明了地告诉你吧。不要随便给

我发 EXE 格式的杂志。

雨之黑洞：何故？

欧阳雪峰：我怕中毒。

若干天后，雨之黑洞哭丧着脸来到欧阳楼主面前。

欧阳雪峰：怎么了。

雨之黑洞：回楼主，我中毒了。

欧阳雪峰：啊，待我用十五楼的独门心法帮你运动疗伤。

雨之黑洞：不必了，只是电脑中毒了。

欧阳雪峰：是谁这么大胆，入侵十五楼的电脑。

雨之黑洞：是谁那么无聊在电子杂志里嵌入病毒啊！！！

欧阳雪峰：重装吧。

雨之黑洞：我的系统碟丢了。

欧阳雪峰：买个新的吧。

雨之黑洞：没钱。

欧阳雪峰：盗版不贵。

雨之黑洞：盗版也要四两银子！

欧阳雪峰：！

雨之黑洞：把你的借我用一用，顺便帮我安装吧！

欧阳雪峰：！

一夜折腾之后。

雨之黑洞：楼主，你这系统是不是有问题？

欧阳雪峰：我就知道正版你用不惯。

雨之黑洞：我的杂志全都打不开，难道正版碟坏了。

欧阳雪峰：哦，这个系统不是很支持你这个exe。不仅是这个系统，

其实很多系统都不怎么待见 exe 的东西。

雨之黑洞：那我要看杂志怎么办？

欧阳雪峰：小洞，pdf 是很有品位的没有系统成见的阅读方式，

你要早日提升你的休闲品味啊。

雨之黑洞哭丧着脸走开。

几天后。

雨之黑洞：楼主。

欧阳雪峰：？

雨之黑洞：我觉得，我能理解为什么你愿意接受花家的勾搭了。

欧阳雪峰：你知道？

雨之黑洞：因为XXYY杂志是pdf格式的，你觉得她比较有品位。

欧阳雪峰：小洞。

雨之黑洞：属下在。

欧阳雪峰：花家使用 PDF 作为网络版的杂志格式，跟她的品味没

有关系。只不过现在全世界的图书馆只承认 HTML 和 PDF 两种正规

的电子杂志格式，而花家正好只会做 PDF 而已。

雨之黑洞：恩，属下也有同感。她那杂志编得好难看，你还把我

们全楼上下甩她那儿折腾。

欧阳雪峰：小洞。

雨之黑洞：属下在。

欧阳雪峰：如果我们还不去帮她，她就会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出版

格式给糟蹋了，暴殄天物，你明白吗。我们要好好帮她。

雨之黑洞：属下遵命。

欧阳雪峰：真正的战役还没开始，现在只是小试牛刀。给楼里留

点兵马粮草，这次就不要乱发动总攻了。

雨之黑洞：楼主，其实花家是在利用我们。

欧阳雪峰：我知道。

雨之黑洞：楼主你你你，你居然能够知道？

欧阳雪峰：嗯，我是她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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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DF 看一个人的数字阅读品味开始说起

雨之黑洞：我们哪里秘密了？

欧阳雪峰：是我，不是你。

雨之黑洞：为什么？

欧阳雪峰：正因为连你都不知道，所以才是秘密。

雨之黑洞：楼主，我终于知道花家为什么要来勾引你了。

欧阳雪峰：你知道？

雨之黑洞：你何止是武器，你简直就是宝器。

欧阳雪峰：你在夸我还是在骂我。

雨之黑洞：属下不敢，属下本想说利器，但是利器还不够宝贵。

属下只是想讨好楼主。

欧阳雪峰：能讨什么便宜。

雨之黑洞：属下在想，上次那篇下午茶的十四行伪诗，还真是便

宜花家了。

欧阳雪峰：然后。

雨之黑洞：然后属下发现，第二期墨姬的提赋竟是您的真迹。

欧阳雪峰：恩，举手之劳而已。

雨之黑洞：楼主，你可把我害惨了。

欧阳雪峰：恩。

雨之黑洞：我们跟喷嚏家的猫打赌，说那个提赋那么烂，绝对不

是十五楼的风格，肯定是花家伪的。

欧阳雪峰：你输了。

雨之黑洞：不是，我赢了。

欧阳雪峰：那何来的惨事。

雨之黑洞：因为喷嚏要猫赌那是花家伪的，我只能赌那是真的。

欧阳雪峰：小洞。

雨之黑洞：属下在。

欧阳雪峰：你还是少看点 exe 电子杂志吧。

雨之黑洞：啊？

欧阳雪峰：我不想听到有关十五楼二当家的负面言论，而你正好

是咱楼的二当家。

雨之黑洞：那不看 exe，阅读还有什么快感而言？

欧阳雪峰：小洞，你难道不知道 pdf 也可以欣赏多媒体吗。

雨之黑洞：不可能吧。

欧阳雪峰：难怪了，小洞，你要么用的不是官方最新版的阅读器，

要么就是真的 OUT 了。

雨之黑洞：怎么？

欧阳雪峰：那天花家的问我们楼里对主打歌曲的意见，我听到有

人埋怨她不把歌曲放到杂志里给人听。

雨之黑洞：恩，是我说的，花家做事真的很奇怪。

欧阳雪峰：不奇怪。不是你说的，那才奇怪。

雨之黑洞：楼主，你说话太深奥了，属下真的一知半解。（其实

是完全不解 >_<#）

欧阳雪峰：完全不懂也没关系，好好给花家下苦力。

雨之黑洞：楼主，我卖了多少银两？

欧阳雪峰：分文不取。

雨之黑洞：这买卖亏大了。

欧阳雪峰：反正吃亏的又不是我。

雨之黑洞：哎？

欧阳雪峰：没事的话可以先行退下了。

雨之黑洞：哦，那属下告退。

欧阳雪峰：对了。

雨之黑洞：仅凭楼主差遣。

欧阳雪峰：以后不要当面说人家的坏话。

雨之黑洞：属下不敢，音赋社总部离我们十五楼有几万里远呢。

欧阳雪峰：花家的就在屏风后面小憩。

雨之黑洞：啊！楼主，您不是说阁楼不让任何人进！

欧阳雪峰：因为那是花家的卧房。

雨之黑洞：楼主！

欧阳雪峰：淡定。

雨之黑洞：咱们楼到底卖了多少钱！

欧阳雪峰：你知道了真相是不是就可以退下了。

雨之黑洞：属下不敢。到底多少钱！

四月桃花：分文未给。

花家的声音从屏风后传来。

四月桃花：欧阳。

欧阳雪峰：恩。

四月桃花：你这么闲，不如再帮我写一篇东西。

欧阳雪峰：好。

雨之黑洞：楼主！你十四年前就封笔了！

四月桃花：欧阳，真的吗？

欧阳雪峰：别听他胡说。

雨之黑洞：楼主！

摄影 /汉口耗子·黑湖边的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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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雪峰：淡定。

四月桃花：欧阳。

欧阳雪峰：恩。

四月桃花：你刚才说这阁楼是我的卧房？我觉得风景还不错。那

我以后就住这里了。

欧阳雪峰：好。

雨之黑洞：不好！

欧阳雪峰：小洞。

雨之黑洞：楼主，这朵花肯定是在哪个圈子惹了事不敢回总部，

躲咱们这儿呢。不要被她利用了！

欧阳雪峰：这次又是哪个圈子？

雨之黑洞：这次？又？啊！难道还有上次？！

铅笔酸橙：恩，上次是 09 年的四月底，她擅自挪用了别家社团的

名号，然后写了个让人误会百出的解散声明，事还闹得挺大。

欧阳雪峰：小酸。

铅笔酸橙：小的知错了。（>_<#）

雨之黑洞：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欧阳雪峰：没关系。

四月桃花：但从此之后就有关系了。

欧阳雪峰：恩。

雨之黑洞：那是什么？我没听懂。

欧阳雪峰：小洞，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十五楼。

雨之黑洞：好像是十四年前你封笔时开始。

欧阳雪峰：那之前呢。

雨之黑洞：那之前？我们有之前吗？

四月桃花：有。

欧阳雪峰：本来没有的，但是从她来后就有了。

雨之黑洞：难怪江湖上总找不到花家的住处，原来竟住在咱楼里！

话说那之前我们叫啥了？

四月桃花：欧阳，别告诉他！

欧阳雪峰：恩。

四月桃花：等我写完《青衣》，相信他自然就知道了。

欧阳雪峰：花家的。

四月桃花：在这儿呢！

欧阳雪峰：你那《青衣》貌似写了很久了。

四月桃花：恩。

欧阳雪峰：都一年了。

雨之黑洞：楼主你怎么知道是一年？我们都以为是半年！

欧阳雪峰：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她时，她就在构思《青衣》。

雨之黑洞：不是吧！

四月桃花：是。

欧阳雪峰：你什么时候写好？

四月桃花：等毕业了工作安定下来慢慢动笔，现在还在打磨人物

和情节。

欧阳雪峰：恩。等你的《青衣》写好了，我们楼服可以考虑换成汉服。

雨之黑洞：不是吧！

四月桃花：欧阳，没那个必要吧？我写汉服只是因为汉服运动是

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文化现象，你也用不着强制推广吧。

雨之黑洞：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四月桃花：咳。

雨之黑洞：话说楼主，咱们十五楼虽然是个江湖组织，可是跟汉

服也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你看，我们都穿休闲服。

四月桃花：对了，欧阳，帮我写《青衣》第一折吧？

欧阳雪峰：好。

雨之黑洞：不好。楼主，她这是赤裸裸的不劳而获，你又不是枪手。

欧阳雪峰：枪是武器吧。

雨之黑洞：楼主，卖身不是这样子的。

欧阳雪峰：卖身的是你们，我并没有卖出去。

四月桃花：他是没有卖。我们也买不起你。

雨之黑洞：那你还总是利用我们楼主。楼主，你看你不必被她利

用……

欧阳雪峰：你可以退下了。带不回第五期的十个版面，就不用回

来了。

雨之黑洞害怕这是见楼主的最后一面，所以面朝欧阳退下。

花家的笑够了。

四月桃花：欧阳，这次你真得帮我写个东西。

欧阳雪峰：你说。

四月桃花：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欧阳雪峰：《通向实在之路》。

四月桃花：这是什么？

欧阳雪峰：一本休闲科普读物。

四月桃花：有何收获？

欧阳雪峰：收获了一个叫做 3/8 的分数。

四月桃花：那你帮我写一篇有关 3/8 这个分数的深度文章吧！

欧阳雪峰：什么时候要。

四月桃花：九月底我来收。

欧阳雪峰：又要出门？

四月桃花：恩，要去古风填词圈会几个号称不在古风圈内的前辈

词人。

欧阳雪峰：什么时候回？

四月桃花：九月底。

欧阳楼主继续看他的书。欧阳楼主的书房里摆满了书，花家

的思量着什么时候回来有空给他搬出来晒一晒。

四月桃花：欧阳。

欧阳雪峰：说。

四月桃花：你就那么放心把十五楼的人交给我们社吗？

欧阳雪峰：后悔接管了？

四月桃花：不是，我怕我不能壮大十五楼，让你失望。

欧阳雪峰：十五楼本就不大。

四月桃花：你太放心我了，万一我哪天狠心把十五楼整个吞了。

欧阳雪峰：你什么时候不狠心了。

四月桃花：还有一件事，说完我就走。

欧阳雪峰：说。

四月桃花：以后我们谈事情的时候，可以让那只酸橙子（>_<#）

出去吗？

欧阳雪峰：你可以当她不存在。

铅笔酸橙：嗯嗯，可以当我不存在（*+_+*）

四月桃花：存在就是存在，怎么可能假装视而不见呢？

欧阳雪峰：你看得见小酸？

铅笔酸橙：回楼主，她看得见我。

传说，这个世界上看得见铅笔酸橙的人，（未完待续）

谈艺录十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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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毛：（超级尖利的女高音）啊~~~~~（末

尾带颤音）

老鸨：（困倦）绿毛你怎么了啊，才午时

呢，吵什么呀，大毛又吃了你点心了？

绿毛：（结巴）妈妈 ~ 小姐，小姐她不见

啦 ~

老鸨：绿毛，快洗洗睡吧，这丫头，又梦

游了。

绿毛：妈妈呀 ~~~ 小姐留书走的呀 ~~~

老鸨：上次你也说走，不还是回来了，等

着 ~

绿毛：可是上面说再不回来了呀 ~~

老鸨：她卖身契还在这，这，（清醒）翠

羽的卖身契呐 ~~~ 我的天哎 ~~~ 我的心肝翠羽

哎 ~~~

绿毛：妈妈，找得到不？

老鸨：卖身契没了，这次她是真的走了，

可怎么办哟 ~~ 下个月主子就要过来看咱魅楼

的业绩了，翠羽这花魁没了，我找谁去招待咱

主子哟 ~~（干巴巴的嚎）绿毛，去看看，翠

羽的孔雀翎舞衣在不？

绿毛：小姐什么都没拿，就留了这一个。

老鸨：还好东西都留着，吩咐下去，这一

个月内，看我要重新打造这魅楼，甚至魅楼的

花魁出来，一个一个皮紧着点！！！

绿毛：妈妈，你先把脸敷敷吧，粉都掉光了。

2

红绫：听说没，翠羽走啦，妈妈正急着重

新弄个花魁出来呢。

紫音：听绿毛说，倒不是翠羽走的事，是

上头主子要来呢，现在翠羽走了，妈妈急着找

人应付上面的主子呢。

墨沁：绿毛那傻丫头，天天和大毛抢点心

的，她怎么知道？

紫音：昨天妈妈气的脸上粉都掉光了，怕

真有其事呢。

红绫：没了翠羽，那我们岂不是都有做花

魁的机会？

墨沁：可我们不是调教师吗？

红绫：调教师也有春天 ~

3

绿毛：妈妈，最近楼里的姐姐们都很积极

啊！

老鸨：（奸笑）嘿嘿，花魁可不是那么好

当的 ~

绿毛：妈妈，你的粉又开始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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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鸨：去，快洗洗睡吧，最近客人太多，

我一把老骨头了，经不起这折腾啊！谁像你，

连和大毛抢点心都抢不过。

绿毛：大毛长四条腿，我才两条腿，我怎

么抢得过它啊！

4

老鸨：最近姑娘们都辛苦了。

绿红墨紫：比不上妈妈辛苦 ~

老鸨：姑娘们的努力，妈妈都看在眼里，

自从咱魅楼走了一个翠羽，没了花魁撑场子啊，

看看，看看，旁边春哥馆的“芙蓉妹妹”也敢

来抢我们的生意。

红紫墨：妈妈消消气 ~

绿毛：（低喃）" 芙蓉妹妹 " 是个男的，

我们开妓院的和人家小倌馆比什么。

老鸨：绿毛，你一个人在旁边嘀嘀咕咕什

么呢？

绿毛：妈妈啊，一直只有我们姑娘站门口

拉客呀！

老鸨：你懂个 P，为了加强我们魅楼的整

体竞争力，坚持可持续发展路线，为全面建设

魅惑社会提供坚实的基础，妈妈决定，重新评

个花魁出来。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合理利用资

源等原则，妈妈决定物色一批资质绝佳的少年

出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把面试关，

选出新一代魅楼花魁 ~

绿毛：妈妈，你的粉掉衣服上了 ~

老鸨：二毛 ~三毛 ~四毛 ~

二三四毛（打手一）：在，妈妈。

老鸨：带上姑娘们，一起上街物色美少年

去 ~~

二三四毛：（憨）威武 ~~~

老鸨：笨蛋，我们是去找美少年，又不是

审犯人。

二三四毛：大风大风 ~~~

老鸨：被你们气死，套车！我们上街！

绿毛：妈妈，这附近的美少年都到春哥馆

去了呀！

老鸨：绿毛，你跟上，跟着妈妈出去，不

晓得美人从来都是在乡间的吗？

绿毛：哦，大毛要去吗？

老鸨：大毛留着看家 ~

（今天天气好晴朗，处处好风光呀 ~ 好风

光 ~~~ 飘过）

5

（集市背景音）

烧饼：卖烧饼哎 ~~~ 新鲜出炉热腾腾滴 ~

烧 ~饼 ~哎 ~~~

紫音：妈妈，你看那卖烧饼的怎样？声音

高亢洪亮，唱民族一定不错 ~

老鸨：脸太黑，皮肤太粗糙，哇，手指甲

里头还有黑泥！

绿毛：妈妈，那是烧饼的芝麻 ~

老鸨：那也不行，我要的美少年是貌比潘

安，才比子建，富敌石崇，看杀卫玠的。这些

小角色就不要叫我看了。

绿毛：要是才比子建，富敌石崇，人家还

会进魅楼吗？

老鸨：那我降低点要求，要不泷泽秀明式

的乖巧秀气，要不长濑智也的强势凌厉，或者

小池彻平的可爱讨喜，或者……

绿毛：还不如直接把春哥馆买下来呢！

红紫墨：（点头）嗯。

老鸨：那我要找个天下无双的“牛二车拉

爹”~我们的口号是 ~~

绿红墨紫：没有蛀牙 ~~

老鸨：去，一帮没见识的，我们的口号是

~没有雷人，只有更雷人 ~~

（众人跌倒）

6

红绫：妈妈，你看那个卖风筝的，手指修

长有力，骨节分明，跳起红绫舞来肯定行 ~再

看看他，这么能放风筝，下盘肯定有力，哎呀

呀，你看他跑起来了，这不是芭蕾中的阿拉瑟

贡德嘛 ~~ 啊啊啊，他跳的多标准啊 ~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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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选他吧 ~

老鸨：红绫，我们要的不是舞蹈家，是花

魁，花魁，你看看他的脸，那是人脸吗？整个

人风筝扎坏了糊脸上！再看看他身材，手指修

长有什么用，五短身材，二级残废，他到我肩

膀吗？

红绫：有哪个老鸨能长到一米九的啊……

老鸨：谁说老鸨不能长一米九啊，（娇羞

装）人家和姚明比还是很娇小的 ~

（众人呕吐）

绿毛：（挣扎）妈妈，淡定淡定，你的粉

啊 ~

7

墨沁：妈妈，看那个先生怎么样？皮肤白

皙，身材修长，稍稍雕琢雕琢便是一块上好的

美玉啊 ~翠羽原本也是以才女出名，若用了这

个先生 ~

老鸨：（沉吟）这个 ~

红绫：妈妈，你看这个教书匠，是面白无

须，但是下盘虚浮，这个要练到翠羽的一半，

啧，就算睡觉也让他下腰也来不及啊 ~~ 不行

不行！

紫音：再听声音，哎呀呀，这么哑，又不

是动力火车，要这么沧桑做什么。咱魅楼走的

魅惑路线，他这一嗓子，只怕客人都吓跑了。

老鸨：绿毛，你怎么说？

绿毛：（怯怯）妈妈，淡定淡定，你的眉

头能夹苍蝇了，再补补粉。

老鸨：得，为了咱魅楼长久的和谐目标，

咱再找找吧，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

二毛：驾 ~

（马车声走远）

8

绿毛：啊，大家快看，那个卖烧饼的左边，

扎风筝的右边，教书匠的对过的旁边的后面

的……

老鸨：（不耐）到底哪里！

绿毛：啊，那个包子铺的旁边的大黄狗的

左边的蚂蚁的前面的……

红绫：绿毛，到底哪里啊！

绿毛：那个猪肉铺的老板的儿子。

紫音：不会吧，那个杀猪的！

墨沁：他这样，会抓笔吗？

老鸨：嗯，明眸善睐，顾盼生辉，上臂有

力，下盘结实，刚刚那一声“hi”也力道十足，

就是身上油腻的很，等一会把他弄回去了，二

毛，好好刷刷干净，然后，妈妈我亲自打造个

举世无双的“牛二车拉爹 "出来！

绿毛：妈妈的品味。。。

9

老鸨：朱老板 ~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你家

小子也该有十七了吧？

猪肉：拖妈妈福，勉强糊个口吧。还没

十七呢，过了年才十五，前两天刚过的生日。

老鸨：怎么会呢，看朱老板生意兴隆，每

个月怎么着也该有这个数吧？

猪肉：八两银子？！妈妈真高估我了，我

们这小本经营的，一个月能有八吊钱就不错

啦！

老鸨：眼下就有快速发财的机会，要不要

试试？

猪肉：就是“2828，咔咔就是发吗？”我

上去看过，没我会的啊！

老鸨：朱老板啊，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想买你家的二小子 ~喏，就在那杀猪的。

猪肉：那不行，妈妈，说句不好听的，你

们那是什么地 ~

老鸨：十两金子。

猪肉：不行不行。

老鸨：二十两金子。

猪肉：我还想给他娶房媳妇抱孙子呢！

老鸨：五十两金子。

猪肉：这……

老鸨：一百两~银子~（在说一百两的时候，

猪就说成交，成交和银子同步）

猪肉：成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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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鸨：好，那就签字画押吧。绿毛，卖身

契拿来。放心吧，朱老板，你家小子到了我那

里，保管是吃香喝辣，我魅楼在这城里谁人不

晓啊 ~还能亏待了他 ~一百两银子，你家大小

子也该成亲了吧？

猪肉：那就麻烦妈妈了。二小子，来来来，

以后你就跟着妈妈混了。阿爹和哥哥会记着你

的好的。

二车：爹，我不要啊 ~

老鸨：二毛，三毛，四毛，带上牛二车拉

爹。姑娘们，我们走 ~学到没？飘柔，就是这

么自信 ~

10

老鸨：奶奶的，一个杀猪的怎么身上腻成

这样啊，姑娘们，洗好没有？

红绫：妈妈啊，这小子身上不晓得多久没

洗了，身上那层都赶上猪皮了 ~

老鸨：醒了没有啊？

紫音：有墨沁的独门秘药，现在睡的死猪

似的。

绿毛：妈妈，他老不愿意的，不肯好好学

怎么办？

老鸨：绿毛，下次好好向妈妈我学学，我

们是不买贵的，只选对的。他爹都把他卖给我

了，急什么，妈妈我在呢！

（配乐：我得意滴笑，我得意滴笑 ~）

11

红绫：来，跟着我走一边，扭啊扭，扭啊扭，

得先把你的身姿弄软咯，咱才舞的起来啊 ~

二车：我是男的，才不扭！

红绫：哎，真是，调教师的话也不听，看

着，红绫姐给你舞一个，你看着 ~恰恰恰，恰

恰恰，这是恰恰舞，（然后国标，探戈）看到没？

二车：这有什么（先斗牛，再弗拉明戈）

红绫姐，如何啊 ?

红绫：啊啊啊，妈妈，妈妈 ~（声音远去）

（哐当的开门声）

老鸨：什么事情啊？咋咋呼呼的，都十几

年的调教师了，连个杀猪滴都搞不定吗？闪边，

我要敷面膜 ~（嘟囔）这可是翠羽留下的，肯

定很好 ~

红绫：妈妈啊，那个二车是个天才啊 ~~~

他居然啥舞都会。哦，当他用我入怀的时候，

我几乎能感觉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哦 ~我的罗

密欧 ~

老鸨：（pia~）他是花魁，不要乱做梦。

红绫：妈妈，我决定了，我要把今生所学

所有的都教给他。哦 ~他，他 ~~

老鸨：早说了，妈妈我的眼光不会差滴 ~

对了，别忘了全心全意 ~小天鹅 ~

红绫：对对对，我的天鹅湖啊 ~

二车：（哀嚎）我不要啊，睡觉也劈叉！

12

紫音：啊~啊~啊~啊~啊~(清早吊嗓子)

咿 ~咿 ~咿 ~呀 ~啊 ~啊 ~

二车：吵死了，还让不然人睡啊 ~

紫音：个不懂尊老爱幼的，别以为红绫护

着你就翻天了，二车~你给奴~下~啊~来~（京

剧唱腔）

二车：（歌剧魅影）in sleep she sang 

to me，in dreams she came that voice 

which calls to me and speaks my name

紫音：哟 ~唱山歌哎 ~

二车：这边唱来那边合 ~

紫音：（第五元素里头的女高音）

二车：vitas 的歌剧高音 ~

紫音：（日本民歌樱花）

二车：（北国之春）

紫音：妈妈啊 ~~~

老鸨：怎么和红绫一个德行，绿毛，翠羽

是这么戴的吗 ?

绿毛：妈妈，这是脚镯，不是手镯。

老鸨：呃，紫音，你不说出什么惊天动地

的事情，回头晚上天天唱能剧。

紫音：妈妈啊，二车他真是天才啊~京剧，

XXYY  Vol.1 NO.4 Tot.4 Aug.28, 2010

音赋社 第一卷 第四期 总第四期

青楼老鸨到底
是何方神圣？
竟能让帝国内
外暗涛汹涌，
江湖上下人心
惶动。
花魁。城主，
调教师……
这座青楼里的
人，又各自有
着怎样的神秘
身份呢？

36



歌剧到民歌，他都会 ~呀 ~~

老鸨：这我早知道了，没别的了吗？绿毛，

下去叫乐师们准备。

13

红绫：最近妈妈这是怎么了？更年期到了

吗？

紫音：呃，我要喝水，嗓子都冒烟了，（汩

汩喝水声）什么啊，还不是绿毛，妈妈很哈皮

的套了翠羽的脚镯，被绿毛说穿了，恼羞成怒

呗。

墨沁：牛二车拉爹吗？不晓得琴棋书画哪

样更好一点？

红绫：说道这个，最近不晓得妈妈搞什么

鬼啊，老把二车关房里唧唧咕咕的，不晓得在

传授什么啊？

紫音：可怜我还想和他高歌一曲呢 ~

红绫：要出来了也是我先，他的红绫舞还

没学完呢！

墨沁：再过两天，城主就要到了，牛二车

拉爹来得及学吗？

14

（砰 开门声）

老鸨：（意气风发）红绫，叫二毛门口挂

布幔，咱魅楼隆重推出的新花魁“牛二车拉爹”，

简称二车 ~

墨沁：妈妈，二车的琴棋书画不要学吗？

老鸨：现在哪有时间啊，先把城主这关过

了，回头再慢慢学。

墨沁：可是，“芙蓉妹妹”可是无一不精啊！

老鸨：你懂什么！城主来了，只要看歌舞，

你个书画什么的，哪里有空看啊！等以后再学。

墨沁：哦，妈妈说什么就什么吧。

15

老鸨：快快，大家都仔细点，今天城主就

来了，绿毛，你把大毛看好了，万一冲撞了城

主不是好玩的！

绿毛：你多给点点心它就是了。

老鸨：你当大毛是你啊，有了吃的就什么

都不顾。

绿毛：呃，每次我要吃的时候你就派我事

情，有时间的时候我当然要吃了。

老鸨：就是说我虐待你了？

绿毛：妈妈你怎么会虐待我啊，您这是疼

我呢？

老鸨：这还差不多，快去门口看看，城主

来了没有。

绿毛：（泣血）我的点心啊 ~~~

绿毛：（大呼小叫）妈妈妈妈 ~~~ 城主来

啦 ~~~

老鸨：哪呢哪呢？咳咳咳，呛死我了，水

~

绿毛：我听街上人说的，城主进城啦 ~

老鸨：呃，苍天啊，来个雷劈开绿毛的脑

袋吧 ~

绿毛：妈妈妈妈，真的啊，我也看见了，

骑着马呢！

16

城主：妈妈，别来无恙啊 ~

老鸨：我，我晕倒了 ~

城主：别啊，妈妈，看看我后面这个是谁？

绿毛：翠羽姐 ~啊，（惊疑）大哥？

翠羽：在下本是城主表弟，不想路上行李

被偷，饥寒交迫之下，晕倒在魅楼门前。

红绫：翠羽是男的？

墨沁：为什么我觉得这剧情这么恶俗呢？

紫音：因为这是……

老鸨：啊，我真的晕倒了 ~~

绿毛：妈妈，妈妈，你不能死啊 ~ 你死了

魅楼怎么办啊 ~

墨沁：绿毛，架上来，我会医术。

红绫：墨沁会医吗？

紫音：嗯，上次大毛被绿毛咬了一口，是

墨沁配的狂犬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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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二车：（砰）天空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

场 ~

城主：谁啊，那个谁压在我身上？

二车：不好意思，着陆点偏了。

城主：你是谁啊？怎么会在这里？

二车：我是新的花魁，你是谁啊？

城主：能不能起来说话？我好像腰闪了

二车：哦，哎，技术指导，刚刚的着陆点

不对，还要重新来呢，把我吊上去。

城主：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 决定了，城主

夫人就是她了，妈妈呢？妈妈？

翠羽：表哥，这个好像是个男的。

城主：男的怎么了？我还就是要男的呢。

女人，就是要对自己好点 ~ 你当我把你叫来干

嘛的？城主之位传给你，我就可以开开心心嫁

人了。哎，妈妈呢？我就要他了，绿毛，这个

叫什么名字？

绿毛：叫牛二车拉爹，花名是二车。

城主：好奇怪的名字，有个性，我喜欢 ~

妈妈呢？不会真的晕了吧？

墨沁：好像真晕了，红绫，去拿盆水来。

城主：是嘛，我本来还说要是二车跟了我，

就免魅楼三年赋税呢

老鸨：真的？不用拿水了，我醒了。

墨沁：妈妈，你还是多歇歇吧，好像有了

一个月身孕哎！

翠羽：真的假的？是真的吗？宝儿，你真

有一个月身孕了？

老鸨：苍天啊，不会吧 ~~~ 这不是真的啊

~~~

红绫：这声音怎么这熟悉？

紫音：忘记了？当初妈妈在翠羽房里喝醉

酒，睡了一晚，早上起来也是这么叫的。

墨沁：嗯，从那晚到现在算算也差不多有

一个多月的样子，难道是翠羽的？

绿毛：不要啊，翠羽才 175 哎！

墨沁：根据生物学原理，175 的老公是可

以有 190 的妻子的 ~

红绫：那不是说妈妈要嫁给翠羽？

老鸨：我不要啊，我不要，老鸨的生活多

滋润啊 ~才不要嫁人 ~

翠羽：宝儿，我会给你最好的生活 ~

老鸨：可是你都没到我肩膀，5哇~不要啦，

人家要嫁姚明的 ~

城主：宝儿啊，等回头我娶了二车，城主

就是翠羽啦！

18

二车：天空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 ~

老鸨：二车，过来。

二车：妈妈，什么事情啊？我正吊钢丝吊

的开心呢，没事别打搅我。

老鸨：叫你过来就过来，技术指导，往这吊。

二车：我来啦 ~哦奥哦奥（泰山式捶胸）

城主：哦，我的二车 ~

二车：这位大哥，我不背背的。

城主：讨厌，人家也是二八佳人呀 ~ 风华

正茂，那个豆蔻梢头二月初，那个小荷才露尖

尖角。

二车：我不懂。

老鸨：二车啊，为了咱魅楼众多姐姐妹妹

着想，你就从了吧 ~

二车：从谁？妈妈，不要呀，我这么小的

身躯，扛不住您呀 ~

老鸨：我，我晕了 ~

翠羽：宝儿，不要激动哈，莫动了胎气 ~

老鸨：死开 ~二车，今天你是不从也得从，

从了更要从 ~

二车：我那纯洁的少男身啊 ~~~

老鸨：城主？

城主：哼哼哼哼（周星驰版建宁公主的笑）

二车，本城主会好好待你的 ~

翠羽：表哥，那我的事呢？

老鸨：二毛三毛四毛，备车 ~ 姑娘们，咱

上街物色新的花魁去 ~

翠羽：宝儿啊 ~

绿毛：妈妈，等等我，我拿下点心 ~

大毛：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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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赋社剧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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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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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助理：千里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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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札记：
受刺激了。看着别人做的剧场，之
后想把自己的小说做成剧场。所以
才有了这个灵异侦探学院的剧场。

灵异侦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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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异侦探学院》分集目录预告：

第一集  诡异的入学通知书

第二集  惊天动地的开学礼

第三集  画室迷情

第四集  恐怖的十字路口

第五集  游乐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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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  莲月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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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  怪异离奇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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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电视里稀里哗啦地打着闹着，那少女笑的粲然，似

乎有光在她脸上逸散。

看得我呆了，虽然这样的女子看得多了，漂亮，大方，

在各种场合温婉地笑着，仿佛只要看着她笑，就能感觉

到世间的美好。

但，我转而回身回到房间，镜子里的我颓唐如鬼，

双眼不再明亮，皮肤不再滑腻，头发也脏乱了。

我看着自己，忍不住要用长而脏的指甲抠进手臂。

我害怕。

这就是我自己，而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成了这个

样子，我害怕的同时，却并没有办法改变，我似乎一直

如此。

一直这样迷茫。

只是有个人的离去增加了我迷茫的程度而已。

哥哥。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活下去是为了什么了，可是某种

原始的东西促使我活下去，虽然也仅仅是活下去而已。

似乎要一直这样过下去，一直如此持续。

又一次从沉闷中醒来，是因为敲门声，持续不断的

敲门声。

虽然在那个人这样敲门之前，我就已经隐约听到了

脚步声，虽然那节奏很像哥哥，可是至少哥哥不穿皮鞋，

即便脚步声来到门前便驻足不前了，我也仅把他当做了

一个找不到路的路人。

门前每天走过的人，都是路人。

只是，路人遥望窗内的浅笑女子，已经不再盼望远

方的男子了。

之后我仿佛看到门口的人抬起了左手，轻轻地敲了

下去。

立时咚咚咚的声音便传入了我的耳朵里。

大脑里却一片空白。

直至那只敲门的手似乎坚持不下去了，欲收手放弃

的时候，它停在了空中，久久不放下来。

门开了。

里面站着一个陌生人。

我看着门外还举着手发愣的胡安，我也失神了。

他衣着白净，身上似乎笼着淡淡的乳白色的气息，

并不耀眼，只是轻轻地笼着他和站在他面前的我。

披头散发双目无神的我，在他面前，小丑般低着头。

他却并没有在脸上浮现出反感或者让人反感的表

情，只是径直走进来房间，看着脏乱的客厅轻轻皱了下

眉，找到了沙发上稍微干净的一角坐下。

而我仍然站在门口，连门都还未关，目光仍然停留

在他刚才举着手的那个位置上，而这时一个真正的路人

走过，他略带鄙视地看了一眼发呆的我。

胡安走了过来，侧身关上了门，拉了我坐下。

“你怎么了？”

如此问我，我自然不知道，就是知道，又能如何。

于是摇头，也并未抬头看他，只感觉他轻叹了一声，

随即又坐到了刚才他所坐的位置。

他便与我保持着一致的沉默，直到我再无法在他紧

盯着我的眼神坚持，回到了房间。

不，应该是冲回了房间，并不是我自己的房间，这里，

曾是哥哥的领地。

他不在了，而我还好好的在这里。

我如此落魄不堪，可是他的房间，却比他走之前，

更加洁净，我似乎只是想用这个来暗示他会回来或者他

仍存在。

似乎是很老套的做法，只是我再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此时，我只想弄乱它，我扯乱窗帘，扔掉了被子枕

头等等，我发着狂，我在自欺欺人，却并不欺骗自己，

薇
文 /落水

上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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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知道这一点，我知道事情都发生了。

我却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的样子，至少，我想这样

装着。

只是很多时候情不自禁地做出并非自己心中所“坚

持”的那样的事，只是装着自己连自己也欺骗了。

此刻我不再想继续装下去了，我该怎样就怎样，哥

哥走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于是我就什么都不做。

我应该生气，于是我生气。

我应该抓狂，于是我抓狂。

可是胡安不该出现，他不该，尽管他已经出现了，

可是他不该。

我看着站在门外怔怔看着我的胡安，我竟敢直视他

的双眼，他却在沉闷中低下了头。

我本想嘲笑一番，他却在一声轻呼后抬头看着我，

眼睛已经泛红了。

“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子的，不是么？

可是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或者是我，都改变

不了。

你现在只能接受，你只能接受你所听到的你所知道

的事，然后去尝试着改变，尝试着去做些什么。

这才是你！否则，世界也要跟你说，你本不该是这

样子的 ! 不是么？”

他本弱弱地说道着，却慢慢地吼了出来，我只有反

驳。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子的！”

“不，你不是，我不是，都不是。错究竟在过去还

是未来，并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

想想他跟你说过的，他不希望你变成这个样子！

同样的，我也不！”

……

我仍旧努力地反驳着一切，可是我的反驳，越来越

无力，仿佛尽力出拳，却打在了松软的棉花上，最终，

我放弃了坚持。

再坚持不住的我，眼前一黑。

世界，都睡着了。

跟着我。

Two

眼前的一切仍如之前，令人恼怒的太阳射进窗户，

刺得人发昏。

头有些痛，我隐隐记得，似乎做了一个梦，梦到胡

安来找到了我，这个曾经说过再不涉足我的家的家伙，

他说了些奇怪的话。

想到是梦，释然中，心中也隐隐有了些惆怅。

他终究，还是不会过来的。

轻声叹了口气，想起身去接杯水，却发现身处的似

乎不是自己所记得的那个家了。

焕然一新。

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了，我睡了一觉，桌椅便都

洗了一个澡跑到了自己该到的位置了，垃圾杂物都自己

主动消失了，我忽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是真的醒了。

可是想想也对，自从哥哥离开之后，我时常会发晕，

很多时候都是模糊地坐着，或者模糊地梦着，要分清什

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是很难，也是很没有必要的事。

我现在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清醒中的迷糊吧，我

走过去坐在桌前，轻轻地抚着平滑的桌面，居然这么滑

腻，这梦，似乎太过于美好了。

想着，竟然笑出了声，自己在现实中如此不堪，在

梦里，才能稍微舒坦一点。

如此想着，便感觉身边有人，抬头，却是胡安。

他看着我轻笑着，习惯性地底下头之后，听到他说。

“终于，看到你笑了。”

本想说点什么，想到当下只是梦，便又闭上了嘴，

走向卫浴间。

进去之前，我犹豫了，当初，我错过了太多，却都

是自己选择的，无奈，也只能对自己对于很多类似的事，

保持无奈而已。

当下既然是梦，让自己在梦里至少稍微开心一点也

好，为何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呢。

如此，便放开去做吧。

便又对着他笑了一下，心里却内疚着，要是这不是

梦，我会如此么？

可是，本打算着在这里稍微舒服点，就权当在梦里

放松一会儿的我，哭了。

因为镜子里的我，还是那个，披头散发，双目无神

的我。

尚未在惊声尖叫中倒下，便被从外面冲了进来的胡

安抱住。

满目的关切，我恨这梦，太过于真实，我甚至经不起，

我面前的我明知是假象的人的关怀。

情不自禁。

心里曾被关闭阻塞硬生生压制的情感，如潮。

他的吻清浅如若流溪。

我仿佛又一次进入了梦里一般，在漂浮的梦境与梦

境中来回，过往的甜蜜痛苦执着与自以为是的背叛，都

冲进脑海里。

瞬间强烈的感觉到了自己，自己还是活生生的，这

些错综复杂的感情，让我有活着的感觉，长久的麻木的

内心，似乎又活起来了。

只是这梦中的幸福所暗示的我的现实，让我心痛，

却舍不得挥手拂去，舍不得离开这梦境，我所希望的便

是如此，就是醒来再怎么苦痛，至少让我，再梦一会儿。

唇分，梦醒。

其实，都不是什么梦，这本便是真实的，只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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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自欺欺人，便如做了梦。

我推开了他，他轻皱着眉出了门去，我打开花洒。

不可否认我现在的心情，激动无比，因为我找到了

想要的感觉，却稍稍担心着，这若真的是梦，我该如何？

水是冷的，我想让自己冷却一下。

它便轻柔地划过我数日未曾清洗的身体。

仿佛跟我诉说着些什么，刻意去听却，只听到“细

细簌簌”的水滴声。

也许那就是它们的语言了，只是我听不懂。

或许在安慰我，也可能是在辱骂着。

甚至是一部分在轻言相慰，另一部分在冷语相讥，

最后的一部分，则在一边叉着腰旁观。

不管它们是什么态度，我只想知道，我自己是怎么

想的。

可悲的是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对于胡安的出现，我

思绪万千却又毫无想法，这些混乱而矛盾着让我很难受，

头痛欲裂。

他本人就在外面，既然我没办法表态，只好让他先

说了。

之后再做决定，毕竟，我还不知道他来此的目的。

一头冲了出去，却忽然失掉了瞪着他的勇气，只能

逼着自己用稍微冰冷的语调问。

“为什么，你要过来？”

他却笑了，笑完坐在我对面，什么也不说，只是看

着我。

我也抬起头看着他，眼神交错中，我看出了他的不

忍。

我却似乎无法忍受这种感觉，转身欲走，他便答话

了。

“你的幸福，你能找到么？”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本来在身边习惯了的东西，忽

然消失了，那种瞬间的无力已经挫败我了，更何况之后

长久的痛苦与折磨的打击。

我不是不想去找，而是已经无力了。

他似乎能看出来，于是他走了过来，双手搭在我的

肩上，坚定地看着我，我从未听过他如此镇定且自信的

语气。

“我带你去找，我知道它在哪。

无论你要找的是什么，我们总会找到的。

真的，相信我。”

对于他的说法，我选择了沉默。

不知后路如何，也不知该如何选择。

于是便随着身体自己行动，手环在他的背后，头靠

进了他的胸口。

听到他坚定有力的心跳，我的心也跟着欢快跃动。

只是还有一丝苦涩，他如何走开的，我终究会一直

记得。

现在他又回来了，我并没有选择。

只是，暂时依靠一下罢了。

姑且，让我这么想吧，不然也许，我会疯掉的。

淡淡的，青草的气息，飘散在空气里。

花盆里的花苗，为自由哭泣。

迷茫的，愚昧的人们，生活在城市里。

脑子里的阴郁，为阳光所不及。

落叶掉在地上，被风拾起。

Three

第二日，清晨。

胡安就坐在我面前，似乎，很久以前我一直如此希

望着，希望着他就这样看着我，不时因为我不知道的原

因浅笑，而我低头吃着本该难咽却异常可口的早点。

现在这发生了，就是我所能感受到的这些，就在我

身边，主角，就是我。

希望过却难以想象的，就是这样。

很难表达我的想法，我感觉很幸福，也感觉很苦涩，

我仍然不知道很多事情，哥哥的事却堵在胸口，苦涩中

的点点欢愉，只能这么表达吧。

不管怎么样，他就在我面前，别的问题我很想不去

想，只是这样坐在他面前，看着他笑，好幸福。

可是我知道的，我放不下的，放不下哥哥。

谁都不可能就这样放下了，从生命的最初便一直在

自己身边的哥哥，无论什么事，都在自己身边，会逗自

己开心，会为自己开心为自己发愁的哥哥，忽然，消失

不见。

我不可能逼迫自己忘记这样的事，虽然我很想忘记。

哥哥他几天前，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

逝了。

至少在我的世界里，我再也看不到他。

因为一场车祸，很可笑吧，没什么可以遮掩的，他

所乘坐的火车脱轨了，死者名单里看不到他的名字，而

我并没有找到他本人。

或者说，他本人，没有联系过我。

没有出现过，再没有一丝，还活着的迹象。

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紧接着我便呆在家里，再未

出去。

在家中颓唐着度过每一天，希望着他会回来，日子

一日一日过去，他不出现，还是不出现，仍然不出现。

希望慢慢作了绝望，虽然本身便只是绝望中的一点

点毫无意义的希望而已，可是，这点希望便是我存在下

去的意义。

我想忽略掉这一点，可是我不能，谁也不能，于是

我继续颓唐下去。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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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来了，虽然我是稍微好过一点了，可是这也无

法掩饰我与他之间的隔阂，已经存在了多时的隔阂，同

时，还有哥哥。

任谁都不会好过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如此消失了。

可是谁也没有如此，我所能关注的，我所能了解的

领域，只有我。

他在我的面前，我想要好好把握却又失去了的他，

就在面前。

却毫无心情去想，内心中极端的空白与混乱着。

没人能解救我，一直以来的，除了哥哥，可是他走了，

不是么。

不知何时，眼泪已经落在了桌上，手上，唇角，胸前。

他也坐到了我身边，不发一语。

我如此痛苦着，只有握着他的手，紧紧地握着，如

同揪着救命稻草的失落了的人们一般，如此紧握着，希

望能够将自己的难过稍稍传达走一点，希望获得一些轻

声的安慰。

可是，一如既往的，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坐在身边，坐在身边，如此而已，他也反握

着我的手，可我感觉毫无意义。

内心深处的绝望一次次泛滥爆发，眼泪一次次冲出

眼眶，他如此握着我。

眼前的景况一次次模糊，脑海中的思绪一次次混乱，

他如此握着我。

丝毫无法感觉到的力量，穿过手心，传到心里。

我在混乱中，又一次睡去。

再度醒来的时候，已经睡在了自己的床上，头痛欲

裂，近日的痛苦给我的折磨，深重。

勉强支撑着身体坐起，看着房间发呆，最近的事，

发生的太多太多，不想去想它们，可是却想搞清楚，到

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仿佛宇宙初始的混沌般，充满了各种或开心或忧伤

的回忆与思绪，却不知真假。

仿佛身处幻境，又似乎是曾经经历，也有正是当下

的感觉，而胡安就这样缓缓移到我的面前，抱着我，我

也不反抗，任由他抱着。

他轻抚我的背脊，用越来越紧的怀抱安慰着我。

他说这是真的，他就在我身边，他回来了。

不确定。

我不知道自己是该幸福还是该痛哭。

挚爱的胡安忽然回到了我的身边，而依赖的哥哥忽

然离开了我。

混乱来不及继续，轻吻已近。

再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如此生活着，在混乱中睡

去，在混乱中醒来。

胡安照顾着我，而我则整理着混沌的思绪。

渐渐接受了，哥哥远去的事实。

心中仍有疑问，想问胡安归来的缘由，却不敢，怕

得到的是令人绝望的答案。

时常也能笑了，也知道看看电视，或者阅读杂志。

虽然心中苦痛依旧，可毕竟还是有淡淡的幸福的味

道的。

并不喜好痛苦却迷恋于幸福，隐隐的，希望日子如

此继续。

老天写下生活的剧本，我们照做着。

剧情要起起伏伏，我们照做着。

虽然找回了一丝开心了，可这些日子日渐显得平淡

了。

也许是剧本的问题，也许是导演希望悲剧的继续。

这些问题都不用想，也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只是事情，似乎永远都要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谁也逃不了，如我。

尽管我尽力了，可是生活不是电视剧，越现实的牢

狱，不会如此容易。

也许苦痛结束了的时候，我的日记已经写到了第八

季。

这些无所谓了。

只是，某些东西随着生活，一直继续。

一直一直。

都在继续。

Four

今天周六，虽然最近我与胡安都是暑假，本无周末

便会兴奋的缘由，可是我俩实在过于寂寞了，虽然开心

的日子渐渐降临，可是却一直持续在我的家里，我仍然

不想走出去。

而今天，无疑是让他找到了一个外出的理由。

“都周末了，难道不应该出去稍微散散心么？”

他这样问，我似乎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了。

可是该去哪里又成了一个问题，我想不出我想去的

地方，便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上，于是他约到了几个

朋友，去酒吧喝酒。

我坐在梳妆台前，发着呆，看着镜子里气色日益好

起来的自己，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打扮，毕竟心里还是乱

的，便只是化了淡妆，随手挑了套舒适的衣物，跟着胡

安走了。

跨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感觉有些眩晕，已经很久没

有迈出过这道门了，今天出去，希望至少能够把纠结在

心里的困扰，稍微忘记。

跨上他的摩托，我便缠在了他的身上，很想一直保

留这种感觉，至少有人可以依靠。

已经害怕了一个人，寂寞孤独，恐惧而悲伤。

他慢慢地骑着，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我扫视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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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在身后的人群，每一个人都似有着自己的目的，或匆

或缓地行走于这座灰暗的城市里，才发现今天是阴天，

似乎预示着什么，摇头甩去这些想法，摩托便停了下来。

不想下车。

这是哥哥每周都会来的酒吧。

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拉住我的手腕，一路越过停在

路边闲聊的人们，走了进去。

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认识，跟他或者跟我点头打着

招呼，我只是低着头，并不想理会，心里怨着，为何他

要选择这里。

远远的，已经有人在打招呼喊着胡安了，他便拉了

我过去，我想挣脱，却无果。

入座，都是认识的，或者说，都是极其熟悉的人，

老王，哲哥，还有庞迪。

都是哥哥的朋友，最交好的几个，他们不无尴尬地

笑着，而我只能低头不语。

各自点了些饮品，并没有要酒，他们似乎有话要说，

只是我猜不透。

胡安环视着他们，眼神似在询问般，沉吟后，语出

惊人。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聚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她的

哥哥。”

我不由得心头一震，猛然抬头看着他，猜不透，我

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彻底地蒙了。

老王却哼了一声，淡淡地说道。

“老李已经死了，我说过的，我们都不想提起这个

问题。”

说完，似乎稍有些歉意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盯

着他手中的戒指，再不言语。哲哥跟庞迪则是看着胡安

无奈地叹着气。

胡安无奈地苦笑，接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票据来，扔

在桌上，看着他们渐渐显得讶异的脸淡淡地笑着。

我连忙抓起那张票，全身不由得颤抖起来，我们都

认得那张票，哥哥临走前有约到大家一起吃了顿饭，我

在他第二天的票上涂上了一个笑脸。

每个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胡安的脸上，他们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他都

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对于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

哥哥的票还在，那么哥哥就一定没有上火车，没有

登上那辆脱了轨的火车。

哥哥还在！

胡安伸过手来拂去了我眼角的泪水，并不言语，仍

看着他们。

老王长叹了口气，问道。

“既然你连这个都拿出来了，那么至少，事情有些

眉目了吧？”

后面的话我再没有听进去一句，失神地坐在那里，

怔怔地想，想了很多。

想着哥哥还活着，又想着他还活着却从未联系我，

感觉很复杂，这几天来的事，完全颠覆了，这次让我彻

底崩溃了的事件，就这么颠覆了。

脑袋里各种思绪交错着，头痛欲裂。

这种似乎是你赖以生存的空气忽然消失了，在你一

直处于绝望的时候，他又出现了。

可是你抓不到他，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

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彻底乱套了，我稍安心了些，接下来的却只有恐惧，

要实事后证明这是错的呢？

在绝望后获得希望了再绝望一次？

我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打击了，哪怕再低一万个档次

的打击，我也经受不住了。

如此混乱着，再又将意识回到现实时，我已经回到

了家里。

很想问胡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却不发一语，只

是搂着我，看着被他擦得很干净的桌子发呆。

良久，他说话了。

“我们已经确定方向了，你不必惊讶，关于这件事

我已经做了很久了，我能确定。

只是，无论之后发生了什么，都站在我身边，可以

么？”

我并没有说话，只是想倾泻我压抑的感觉，和心中

的混乱。

吻上了他略厚的唇。

临睡前，他说，明天出发。

明天出发，这又是哪一出戏了，编剧太烂了，我完

全猜不到后面的事了，一次次的震惊只让我学会了习惯。

那就等着吧，自然会来的。

结果如何，不知道。

只知道找哥哥，就在明早。

他会在那里等着我么，又或者，他其实确实……

逼迫自己放弃这些想法，闭上眼睛，睡了。

明天就知道了，不是么。

Five

老王开车，哲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庞迪跟我和胡

安坐在后座，车内通风且明亮，可是我丝毫感觉不到轻

松与阳光，每个人都阴沉着脸，不发一语，自从在我家

集合上车了之后，一直如此。

胡安也难得地露出不安的神情，眼神游离着看着窗

外，似乎在想很多事。

他在想什么，我无从知晓，只是路途似乎越来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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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我只知道这里是远郊，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或

者我们将前往的是什么地方。

看着他们越来越紧的眉头，越来越阴沉的脸色，我

渐渐怕了，紧紧地搂着胡安的手臂，恐惧渐渐蔓延，不

得已闭上了眼，索性什么都不看了。

过了不知多久，似乎天色都灰暗了，我们还坐在车

上，仍然是那个姿势，仍然是那个气氛，似乎时间就如

此静止。

扭头看向窗外，已经行至乡下，很偏僻很颠簸的路

途，窗外是稻田，是山间，外面有些阴郁却透着些清爽

的空气随风吹进来，吹在脸上，吹进衣服里，凉，彻骨

的凉。

回想过去，跟哥哥的一切已经不想再回忆，却忍不

住想着这几个身边的人。

老王一直以来霸道地照顾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年纪稍大的他成熟也世俗，现实就是他一直面对着的，

大家都敬重他，哥哥更是把他视作大哥。

而哲哥，则是哥哥一直以来的死党，庞迪是哥哥的

同桌，胡安。。。

还是忍不住，扯到了哥哥身上，越想，心情就越复杂，

其实我已经不抱有多少希望了，只是知道哥哥没有上那

辆火车而已，可是之后如此之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没

有出现过，更没有联系过我，本来昨晚得到的点点希望，

在漫长的路途里，渐渐磨灭。

又抬头看了眼闭眼休憩的胡安，他棱角分明的脸庞

透着浓重的无奈与不忍，当初我跟他的恋情，只是终结

于一个幼稚得让我无法相信的理由，年轻时所谓的梦想。

我不同意他去搞他所谓的音乐，我是指，退学。

我们争吵了，斥责着他的音乐，贬低着，辱骂着，

如此，他的点点自尊，他所引以为傲的一切，似乎都被

我丢弃了，踩在脚下。

我不知道自己当初如何想的，只是，我想他好，想

他不要如此冲动。

结果呢？

他离开了我。

果断如同离开他无所谓的学校一般。

我伤心，我失落，甚至绝望，我并不希望事情发展

到这个地步，可是他发生了，就是这样，虽然之后我发

现了他留在我家里的字条，我知道我错过了，他说他需

要思考，需要我的支持，他想在离开前见我一面，在各

个常去的酒吧里。

我并没有去，因为当时我并没有看到这字条。

他也许在那里等了很久吧，或许喝得烂醉也说不定。

我只有痛哭，却并没有后悔，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

的地步了，后悔，我深知无用。

于是在持久的难过后我平淡地接受了这一切，至少

哥哥还陪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不会离开的，永远不会。

可是，这次他离开了。

甚至连离开的理由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知道，头脑里只有他离开了这个事实。

搂着胡安的手臂又再收紧了，胡安回来了，哥哥离

开了。

如果可以选择，我会如何呢，不知道，我甚至连思

考都不能了。

只能说累，太累了，这段日子，一直以来的，发自

内心的。

如此胡乱着思绪，胡安动了，他伸手拉开了车门，

这才发现车子已经停下了。

收回刚刚的想法，跟着下了车，这里是哪里仍旧不

知，只能看得出这是一个很小的乡镇，残旧，甚至形同

荒废，仅有几户人家的房子在稍远的地方冒着炊烟，街

边也没有人在行走，荒凉，只能这么说。

跟着他们走到一家似乎是饭店的店面前，店主黑而

瘦，脸上长着刮不干净的胡茬，眼神空洞，似有若无地

扫视了我们一眼，看着我们坐下，稍微张开了那双干瘪

的嘴，询问我们要吃什么。

“面。”

胡安这么说着，也没有看店主。

“五份。”

店主也未说什么，走向了似乎是厨房的后面，身体

已有一般跨入了门内，胡安又说话了。

“雨面”

那店主身体轻微一颤，难以察觉，而庞迪他们，则

以询问的目光盯着胡安，只有老王轻叹了口气，胡安却

又再沉默了，无果，于是都低了头，把玩着手指。

雨面，从未听说有这种面，不知道这到底是在干什

么，可回头一想，自己似乎从一开始便不什么都不知道

了，黯然中，也只能接受了。

之后便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大家都吃完了再

正常不过的面，上了车，出发了。

又是一样的，一样的阴郁，一样的沉闷，一样的在

颠簸的路途上缓行。

睡意渐袭，我靠在胡安肩上睡去。

雨蒙蒙的山上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天空昏暗，在微

微有些发暗的天空的映照下，整座山就是一个黑影，巨

大的，似乎要吞噬掉身边一切的，可怖的黑影。

胡安拉着我，向山上走去。

身边再无别人，老王，哲哥，庞迪，都不见了。

无暇顾念，只是被胡安带着走，如此走啊走，似乎

道路一直未变，一直是一条穿过了低矮灌木与高大榕树

的怪异的小路。

心生惧意，不由得靠向了胡安，却发现，自己竟是

一个人。

回头，没人，再回头，没人。

只有一个黑影，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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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冲了过去。

胡安拉着我下了车，我才睁开了双眼，似乎终于到

了目的地，刚才的梦还在头脑里穿梭，仍然压不下急迫

的心跳，在慌乱中抬头，我看到一座山。

雨蒙蒙的山上似乎有些什么东西，天空昏暗，在微

微有些发暗的天空的映照下，整座山就是一个黑影，巨

大的，似乎要吞噬掉身边一切的，可怖的黑影。

胡安拉着我，向山上走去。

Six

我不安地看着老王他们，生怕如梦里一般，他们就

这样消失了，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稍有些心安了，便跟着胡安这样走着。

走了似乎很远了，回头，没人，再回头，没人。

胡安不见了，老王哲哥跟庞迪，都不见了。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在梦里，闭上眼再睁开，却

还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黑影，对，黑影，梦里的黑影，那身影给

我的感觉，就是哥哥。

我冲了过去，眼前一黑，然后似乎有强烈的光芒照

射过来，再闭眼，睁眼，眼前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座山，

却已是天明。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不由得心头一紧，忙转身

看去，是胡安。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给了我一封信，是拆开过的。

他示意我看，我便拆开了，是我的字迹，却不记得

自己有写过这封信。

越往下看，心情便越是沉重。

不可否认的，这是多年后的我给自己写的一封信。

这是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我无法抗拒，无法改变的

事实。

它告诉了我一切，一切的一切。

哥哥能梦到别人的梦，这是一个奇怪的能力，如同

我，我的梦，会是不久后的将来。

而哥哥离开之前，他梦到了，火车的脱轨，以及之

后的种种事件。

那是我做的梦，只是我并不记得，他梦到老王的死，

哲哥的死，庞迪的死，还有自己。

于是，他逃了，假装自己登上了那辆注定要发生车

祸的火车，然后逃了。

逃到了这座山，他以前来过这里，一些异能的拥有

者会在这里集会，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这里，异能总是

能得到控制。

可是我们还是找到他了，梦境成为了现实，此刻哥

哥，老王，还有哲哥跟庞迪，都已经死了。

这不是这封该死的信告诉我的，是胡安，他看着他

们倒下，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找到了我。

我不肯相信，他却只是说，这是他的错，双手搭在

我的肩上，越收越紧。

知道么，此刻我已经崩溃了，来自精神上的压力，

彻底击溃了我。

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些事实，这些事实如此虚假，

如此不可相信，我再一次感觉自己是否在梦里，却又找

不到这不是现实的理由。

脑袋里已经混乱了，停止了思考，停止了运作。

可他继续说着，声音颤抖，身体，也在无力地颤抖着。

他在离开我之前，意外地看到了这封信，进而知道

了一切，却并没有告诉我，因为，因为这太过沉重。

可是他无法阻止，一直以来，他觉得自己有办法阻

止，可是直到事实发生了，他才发现了，自己的无力。

他说，要再来一次，不由混沌的我反应，便又掏出

了另一封信，塞到了我的手里，不由分手地，吻了下来。

我已经不知道如何反应了，只是闭上了眼睛。

却再一次，黑夜降临。

“她醒了。”

睁开眼，我躺在自己的房间里，胡安关切地看着我，

哥哥则站在一旁，轻叹了口气。

“我有话要跟你说。”

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点了点头。

“我要离开学校了，自己出去打拼，为了我的音乐，

为了梦想，但是，我还是很迷茫，我希望，我希望得到

你的支持，你同意么？”

这些话似乎从前听过，却又不记得，感觉很奇怪，

本来我该摇头的，可是，我只是看着他。

“恩。”

他便抱紧了我。

“恩？这是什么？”

怀里有两封信，我并不记得合适抱了两封信在怀里。

他让我给他看看，我本该点头的，可是，我只是看

着他，摇了摇头。

轮回的继续。

我的继续。

一切似乎无法抗拒。

可是我仍然在继续。

这还不会完的吧，不会这么简单。

虽然并不想这么想，可是，事实似乎就是如此。

我一步步走向过去，试图扳动命运的转轮。

它没有要改变的意思。

而我。

并不打算罢休。

（未完待续）

小 说

51



红丝带
舟曲 8·8祭

52



到何处寻找我的家乡，

风与木不再回的景象，

我的你在这何方，

泪水悄悄的淌，

那花儿也不再绽放。

黄土下我亲人的脸庞，

你的目光仍那么绵长，

谁的挽歌清唱，

轻轻划过悲伤，

你说着要快乐坚强。

我会守在你身旁，

散开阴霾悲伤，

用爱点燃不灭的希望。

把痛苦留给过往，

眼中的烛光，

是心中那份最坚定的信仰。

相信不久后就会天亮，

还给爱一个新的模样，

手牵手的希望，

添满爱的心房，

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有你的地方。

因为我在你身旁，

风雨兼程后，

有新的梦乡。

写封信寄给天堂，

你的泪光，

留在我心中，

是不退色的模样。

我会守在你身旁，

从不言绝望，

用爱点燃不灭的希望。

把悲伤留给过往，

眼中的烛光，

是心中那份最坚定的信仰。

信  

仰
词牌：天使的翅膀

填词：之津

收稿日期：2010-08-19

版权：音赋社

创作札记：一直想给舟

曲写首词，但是这首完

全没按曲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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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律 半尺丹青收傲骨 少年总被青山妒
编者按：策划这一期杂志时，尚不知道天意将这一期的这一页，永久地印成了铅色。

要趁大家都尚在人世时，对帮助过自己的人亲自表示感谢，而不要等到错过时追悔莫及。

司律，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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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律 半尺丹青收傲骨 少年总被青山妒
我知道人世没有永恒的东西，却不知道分离的一刻竟来得如此地早。握着手里的笔，顿觉沉重。
这个夏天是有史以来最冷的夏天，因为有这么一个执着追求梦想的年轻人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
司律每一幅海报都能看到一张瘦削的脸。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就长这个摸样。我现在害怕见到
这样子的小脸，就像害怕再次听闻互联网上的噩耗一样。这个网络还很年轻，却已经有很多稚嫩
而鲜活的生命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又有谁会去记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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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四十分的午后
谨以此文悼念互联网上逝去的年轻插画师司律    词 / 之津

你说过下雨之后天会放晴，
画一个笑脸去把快乐传递，
栀子花一元可以买来几朵，
别在头发里，带着它一起旅行。
会坐上巴士看着窗外的风景，
谁在无意中摇响那串风铃，
让阳光大把大把的抓在手里，
把梦都唤醒，在纸上涂画着你。
唱着跑调的歌，我也会快乐，
在两点四十分的午后，要一起，旅游，
那是我们打过勾说好的承诺。
唱着跑调的歌，把时光雕刻，
在两点四十分的午后，
风也会悄悄躲在我的身后，
他穿过我的手，告诉我你没走

札记：司律总是和我说，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说，他很喜欢旅游。
喜欢种种温暖而又美好的东西。我一直觉得他没走。活在心里的人是忘不
了的。于是，开始学着在每一个阳光融融的午后去怀念他，带着笑，回忆
曾经的那段相逢……

司律
刘思凯，男，生于 1990 年 2 月 9 日，因肺心病卒于 2010 年 6
月 6 日，广东中山人，34 号工作室插画师，为人勤勉，画风独
特，少年往生，存其丹青，不胜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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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律 为本刊作插画集：

左上 /浮生偷欢 本刊第二期（已发布）

中上 /白衣天下 本刊第三期（已发布）

右上 /弦梦殇   本刊第三期（已发布）

中下 /弦梦殇   本刊第三期（未发布）

右下 /惊鸿     本刊第二期（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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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赋社 ®花名册
站长：喷嚏；社长：淘猫儿；常务副社长：四月桃花

在册人员依照本社签约协议书具体规定执行相应管理

除创社前期跨社人员外，在编人员依照协议严禁跨社

期满后自动解除编制，新协议由社长拟定后重新续签

本期花名册截止 2010 年 8 月 15 日依拼音首字母排序

创作组

作曲 Allen，沧溟，大诗人加菲猫，墨音客，Scandinavian，像鸡毛一样飞，亚东

作词 当时了了，demain，鄂儿敏，风起云飞扬，贺兰初萧，暝色，之津，坠星痕

书画 井，镜子，橘子，千里千岁，浅眠，Scandinavian，小 D，妖精

文学 风月夜殇，落水，魅蓝，漠天下，纳兰瑾，雨之黑洞

制作组

编曲 沧溟，大诗人加菲猫，墨音客，Scandinavian，像鸡毛一样飞，亚东

演唱 Allen，沧溟，寒叶，默默小一，Lizmos，清水郎，随风而落，桃心儿，未若

后期 沧溟，寒叶，清水郎

美工 风信，井，镜子，魅蓝，千里千岁，小 D，妖精

剧场 江湖小邪，纳兰瑾，批 MJ 飘过，小醉

配音 江湖小邪，Lizmos，批 MJ 飘过，金剑狂龙，清水郎，Tsura，砚痕

宣传组·XXYY

编辑 喷嚏，淘猫儿，四月桃花，欧阳雪峰，铅笔酸橙

技术 四月桃花

社务组

管理 喷嚏，淘猫儿，四月桃花

法务 瑞辩律师事务所

养老 宝贝小鬼，淡淡酒味，十一，西小仙，晓紫，星尘少帅

联盟 独立公社，华音社，卤族，魅惑之城，水榭听香

义庄 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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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 Index

第 1 页 / Page 1
夏天的物事 / Raining Summer
淘猫儿 / Naughty Cat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4 页 / Page 4
只如初见 / If the First Sight
大诗人加菲猫 / Carfield
井 / Well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6 页 / Page 6
你的身影 / Your Silhouette
漠天下 / Eyre
沧溟 / Matt
Lizmos/ Lizmos
寒叶 / Kaylene
妖精 / Erlking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8 页 / Page 8
Dreaming of You/ Dreaming of You
大诗人加菲猫 / Carfield
随风而落 / Melody
浅眠 / Cherry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0 页 / Page 10
暴风雨 / Rainstorm
亚东 / Adong
沧溟 / Matt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2 页 / Page 12
从此世界不再相遇 / Never meet
大诗人加菲猫 / Carfield
汉口耗子 / Hank Mous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4 页 / Page 14
荒 城 孤 月 语 / Murmur of Lonely 
Moon in Deserted City 
墨音客 / Fiction-traveller
魅蓝 / Doris Blu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6 页 / Page 16
山雨 / Mountain Rain
晓言 / Oscar
魅蓝 / Doris Blu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7 页 / Page 17
说书 / Story Teller
当时了了 / Sera
魅蓝 / Doris Blu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8 页 / Page 18
双飞 / Fly 2gether
四月桃花 / Tilla A. Theresia
魅蓝 / Doris Blu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19 页 / Page 19
此生傲 / Pride
之津 / FAY
魅蓝 / Doris Blu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20 页 / Page 20
渡凡尘 / Ferry the Locked World
四月桃花 / Tilla A. Ther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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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叶 / Kaylene
默默小一 /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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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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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25 页 / Page 25
端阳记：我演了一个叫“春哥”的
角色 / I Played a Role of Spring God 
in the Drama of Dragon Boat Festival
铅笔酸橙 / Pencil Orang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26 页 / Page 26
一场与众不同的穿越，一个与众不
同的女人 / A Special Traversing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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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酸橙 / Pencil Orange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29 页 / Page 29
大宋日记 5/ Diary of Song Dynasty 5
莫沫一一 / Elina
西楼 / Xilou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30 页 / Page 30
从 PDF 看一个人的数字阅读品味开
始说起 / Reading Taste from PDF
铅笔酸橙 / Pencil Orange
汉口耗子 / Hank Mouse
十五楼 / 15F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33 页 / Page 33

青楼一夜 / One Night in the King Palace
黑白灰 / B.W.G.
魅惑之城广播剧社 / M-Drama City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39 页 / Page 39
三国 I/ 3Kingdoms I
井 / Well
四月桃花 / Tilla A. Theresia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40 页 / Page 40
音赋社 Q乐园 I/ INFO Q I
井 / Well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41 页 / Page 41
灵异侦探学院 / Secret Spy School
纳兰瑾 / Nalandging
千里千岁 / K.K.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45 页 / Page 45
薇 / Ending Wrong
落水 / Maki Kiaru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53 页 / Page 53
信仰 / The Believe
之津 / FAY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54 页 /Page 54
司律：半尺丹青收傲骨，少年总被
青山妒 / Mourn for Dylan L.
四月桃花 / Tilla A. Theresia
司律 / Dylan L.
音赋社 / INFO Assoc.

第 56 页 / Page 56
两点四十分的午后 / 2:40 P.M.
之津 / FAY
音赋社 / INFO Assoc.

封面 / Cover Page
凤凰花开 / Delonix Regia
妖精 / Erlking
音赋社 / INFO Assoc.

封二 / Inside Front Cover
野蛮人，猫与吉他 / Barbarian, Cat 
and Gui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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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赋社 / INFO Assoc.

封底 / Back Cover
哈萨克斯坦的小屋 / Small House in 
R. Kazakhstan
汉口耗子 / Hank Mouse
音赋社 / INFO Assoc.




	封面：凤凰花开
	封二：野蛮人，猫与吉他
	01 卷首语
	02-03 目录
	04-05 只如初见
	06-07 你的身影
	08-09 Dreaming of You
	10-11 暴风雨
	12-13 从此世界不再相遇 
	14-15 荒城孤月语
	16 山雨
	17 说书
	18 双飞
	19 此生傲
	20-23 渡凡尘之锁在尘世的风景
	24-25 端阳记
	26-29 一场与众不同的穿越，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30-32 从PDF看一个人的数字阅读品味开始说起
	33-38 青楼一夜
	39 三国（I）
	40 音赋社Q乐园（I）
	41-44 灵异侦探学院（预告）
	45-51 薇（上）
	52-53 信仰
	54-56 两点四十分的午后
	58-59 求贤令
	60 音赋社®花名册
	封三：本期索引
	封底：哈萨克斯坦的小屋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