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城⽇日记（⼀一）

炭叹 

2020年年1⽉月23⽇日 
于武汉

今天，有亲近的⼈人建议我开始写⽇日记，记录武汉被封
锁期间的⽣生活 

我说，我在家⾥里里⾜足不不出户，看到的也是空荡荡的街道，
没什什么好写的 

没想到到了了晚上，各种思绪涌了了上来 

还是写吧 

这⼀一天，给我的 ⼤大感受是：世界末⽇日并不不遥远 

⽽而雾霾、阴冷和⾬雨⽔水中的武汉更更是把这种⽓气氛推到极
致 

在世界末⽇日⾯面前，你是选择另辟蹊径、随波逐流、
还是听从安排？ 

其实对⼤大部⼈人来说，“被安排”好像是 安稳的选

择 

但是好莱坞的末⽇日⼤大⽚片中， 后逃出⽣生天的 

肯定不不是这⼀一部分⼈人 

我只能全⼼心全意地为留留守的我们祷告平安



封城⽇日记（⼆二）

炭叹 

2020年年1⽉月24⽇日 
于武汉 

这个⼤大年年三⼗十是我度过的 糟糕的⼀一次 

昨天我感到了了末⽇日，今天我感到了了战争 

我多少次想放下⼿手机，专注于⼯工作 

但是哪怕不不经意地看上⼀一眼，就被充斥的地狱景象当
头⼀一棒 

有很多的好消息在⼴广播，有很多的好⼼心⼈人在努⼒力力 

但是为什什么还有那么多撕⼼心裂肺痛哭的医⽣生？ 

为什什么还有那么多求助⽆无⻔门的呼告？ 

⼤大数据的乐观，和每个⼈人⼿手机上的恐慌，完全就是两
个世界 

我简直怀疑⾃自⼰己在醒着还是睡着 

活着还是死了了 

然⽽而 

我的躯体却因为恐惧⽽而不不能移动到窗外的世界 

去看看真相 

我不不知道真相 

只能按图索骥 

想办法找到⼀一些途径去帮助⼀一下那些哀嚎的医院 

可是我甚⾄至不不知道这是不不是帮助 

晚安，武汉 

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除夕平安 



封城⽇日记（三）

炭叹 

2020年年1⽉月25⽇日 
于武汉 

经历了了两天的恐慌，好像我⼜又回到了了 初的淡定 

厄运的名单还在⼀一个个增加 

管控的消息也在⼀一波波袭来 

但我渐渐觉知了了⾃自⼰己在这场噩梦中的⻆角⾊色 

我也许⽆无⼒力力做英雄 

也不不会被卷进⻛风暴暴的中⼼心 

我更更像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悄悄地并细细地结茧 

等待柳柳叶由⻩黄转绿 

再⻜飞出这窗外 

⻜飞到更更美更更辽阔的地⽅方 

但在这之前 

要继续为被困的⼟土地深深祷告 

别怕，上帝爱你



封城⽇日记（四）

炭叹 

2020年年1⽉月26⽇日 
于武汉 

今天，终于听说有朋友的朋友病了了 

确诊的患者，也渐渐向我的所在逼近 

但是 

我开始不不在意那不不断蹿升的数字 

也尝试屏蔽各种哀嚎谩骂的信息 

每个清醒的⼈人都知道 

问题的确很多 

可⽬目前 紧迫的 

是帮帮那些漩涡中⼼心的⼈人们 

以及被命运抛在屋中⽆无⼈人喂养的动物 

这时 

⼀一些有着伟⼤大灵魂的⼈人给我带来了了今天的狂喜 

他们是⻛风⾬雨中 ⾼高效的⺠民间勇⼠士： 

“鲁磨路路救援会” 

⼀一群本来是乐迷的年年轻⼈人 

摇身⼀一变成了了给各个医疗机构送上物资的勇⼠士 

“武汉⼩小动物保护协会” 

和⼀一位叫“散装废⼈人”的朋友组织的“帮喂群” 

开始上路路去救活每⼀一只盼望主⼈人归来的⽑毛孩⼦子 

请⽀支持这些真正的英雄 

没有这样的灵魂 

我们的世界才会真的沦陷



封城⽇日记（五）

炭叹 

2020年年1⽉月27⽇日 
于武汉 

今天度过了了忙乱的⼀一天 

因为⾃自发宣传“鲁磨路路救援会”，我收到了了海海量量的捐赠
和求助信息 

发现坐在家⾥里里也可以做很多帮助前线的事情 

但是 

捐的⼈人很热情，想送到 需要的⼈人⼿手⾥里里却要越过万重
⼭山 

海海外的游⼦子们也在焦急地寻找可靠的线索 

电视上的好消息接踵⽽而⾄至 

朋友圈⾥里里的焦急、愤怒怒却越滚越多 

从上⾄至下 

应该每个⼈人都在努⼒力力 

却也都身⼼心俱疲 

真相扑朔迷离 

我们似乎只能前进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人倒下 

我们要⽤用⼼心串串成⼀一条绳索 

把他们⼀一个个地拉上来



封城⽇日记（六）

炭叹 

2020年年1⽉月28⽇日 
于武汉 

今天，久违的太阳出来了了 

虽然据说这会是疫情增⻓长 快的⼀一周 

但是我们终于迎来了了⼏几个可以盼望的晴天 

朋友们开始不不断地互相转发好消息 

我决定把遛狗时间改成中午 

希望阳光能够消灭⼀一切病菌和阴郁 

⾛走到⼤大街上 

发现散步的勇⼠士们多了了许多 

包括坐在轮椅上的⽼老老⼈人 

和⼀一前⼀一后骑着三轮板⻋车兜⻛风的情侣 

让我感受深刻的 

是没有了了⻋车⽔水⻢马⻰龙的那种寂静 

那么静，那么静 

仿佛这⾥里里是世界诞⽣生之初的伊甸园 

偷⻝⾷食了了禁果的⼈人类必得惩罚 

但是我们已经知错 

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痛定思痛，从头再来 



封城⽇日记（七）

炭叹 

2020年年1⽉月29⽇日 
于武汉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了他
⼀一切的⼯工，安息了了。 

武汉⼈人的⼼心情，也终于在第七天像极了了拉到极限的⽪皮
筋 

我们累了了 

⼀一些⼈人停⽌止了了呕⼼心沥⾎血地救世 

⼀一些⼈人擦擦眼泪继续上路路 

我说：我认怂了了 

我需要休息 

还好造物主给我们再次送来了了阳光 

那么灿烂和温暖的阳光 

阳光底下 

⼀一切罪恶都将⽆无处遁形 

⼀一切善果都将发芽开花 

让我们在今晚⽤用歌唱和舞蹈补⾜足能量量 

明⽇日再战 



封城⽇日记（⼋八）

炭叹 

2020年年1⽉月30⽇日 
于武汉 

⼜又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然⽽而，我没有带狗去晒太阳 

太多的传⾔言，让我们开始怀疑空⽓气和阳光也不不再安全 

在好消息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我⼜又听到了了⼀一些坏消
息 

⽐比如动物医院被勒勒令关闭 

全武汉的⽆无辜⼩小⽣生命们命悬⼀一线 

还有⼈人从⾼高楼上抛下猫狗 

⽐比如⺠民间⼒力力量量⽆无的放⽮矢 

志愿者们或染病，或⼼心⼒力力交瘁 

也许理理性的世界已经错乱 

我想⻜飞到精神的世界寻找答案 

这⼀一切 

也许只是诺亚⽅方⾈舟的重演 

并不不是末⽇日 



封城⽇日记（九）

炭叹 

2020年年1⽉月31⽇日 
于武汉 

今天⼀一天我都觉得胸闷⽓气短 

但是不不要担⼼心，跟病毒⽆无关 

我决定退出微信，每天只在发⽇日记的时候登录 

实在是够了了 

新闻够了了 

呼救够了了 

愤怒怒够了了 

⽆无助够了了 

我在修复⾃自⼰己之前 

可能做不不了了什什么实事了了 

甚⾄至不不能与家⼈人产⽣生和解 

甚⾄至失去了了带狗下楼的⾃自由 

⽽而我的狗 

⼀一直⽤用渴望和悲伤交替的眼神 

⽬目不不转睛地看着我 

不不知道为什什么不不能去享受阳光 

我们都需要快乐起来 



封城⽇日记（⼗十）

炭叹 

2020年年2⽉月1⽇日 
于武汉 

退出微信之后，⼀一天的时间多了了好多 

也终于不不再那么沮丧 

今天⼀一天 

都沉浸在⾳音乐⾥里里 

在⾮非洲、南美洲、印度、中东、外太空 

身体被困住了了 

但意识还可以遨游 

当然我知道 

武汉的⼈人们仍然在挣扎 

⿊黑暗的影⼦子仍在肆虐 

我把能量量渐渐从外转向内 

从忙乱转向祷告 

希望从另⼀一个维度 

疗愈和洁净这个城市 



封城⽇日记（⼗十⼀一） 

炭叹 

2020年年2⽉月2⽇日 
于武汉 

今天，我不不再有悲伤 

因为我发现 

 相对于⼈人类的哀鸿遍野 

窗外的⻦鸟⼉儿唱得那么尽兴 

我由衷地为它们感到开⼼心 

这让我想起了了希区柯克的电影《群⻦鸟》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不是我们⼈人类独有的 

我们⽆无法⾯面对的灾难 

武汉的⼈人们仍然在挣扎 

只是宇宙的⻛风⽔水轮转⽽而已 

⽣生活艰难 

⼈人⼈人皆知 

但这并不不意味着 

你要永远地将⾃自⼰己囚禁在艰难⾥里里 

如果你的能量量⾜足够强⼤大 

愿望⾜足够⾼高远 

你终将成为那窗外展翅的⻦鸟 



封城⽇日记（⼗十⼆二） 

炭叹 

2020年年2⽉月3⽇日 
于武汉 

今天，我继续封印微信 

只是像快闪⼀一样回应了了⼏几个朋友的关⼼心 

也打开了了尘封已久的海海外通道 

告诉⼀一万公⾥里里以外的⼈人们我还活着 

朋友们开始约各种疗愈活动 

云祷告 云唱诵 云冥想 云蹦迪 云云 

但我还是决定 

不不为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改变轨迹 

当然 

我也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和情绪 

我可以选择让它们随⻛风流动 

但是 

我也肩负着必须继续的任务 

如果能在灾难和监牢中完成它们 

待云开雾散之时 

天空⼀一定会更更美 



封城⽇日记（⼗十三） 

炭叹 

2020年年2⽉月4⽇日 
于武汉 

今天，⼀一切安好 

当然，说的只是我的身体 

我知道那些增⻓长的数字还是不不好 

我们仍然不不知道有多少煎熬的⽇日⼦子 

好在 

我从来都不不知道什什么叫⽆无聊 

我曾经幻想过就算坐牢 

我也应该有做不不完的事 

⽐比如写回忆录、⼩小说、诗和⾳音乐 

甚⾄至可以瑜伽和舞蹈 

没想到 

这种⽇日⼦子在⾃自⼰己家⾥里里实现了了 

第⼗十三天了了 

我依然在⻢马不不停蹄地忙碌 

依然总在告诉别⼈人：不不好意思，我没有时间 

这是实话 

就算完成了了堆积如⼭山的旧账 

新的灵感也会接踵⽽而⾄至 

⽐比如 

有朋友说今天听了了我唱的⼀一⾸首⽼老老歌62遍 

在扬⾔言要合作的⼗十年年之后 

他终于要开始给我写歌了了 

祝我们每个⼈人 

都有听不不完的⾳音乐与⽤用不不尽的能量量 

以及很⻓长很⻓长的未来 



封城⽇日记（⼗十四） 

炭叹 

2020年年2⽉月5⽇日 
于武汉 

今天给⼏几家花店打了了电话 

因为妈妈的⽣生⽇日要到了了 

想在这灰⾊色的监牢中给她⼀一点⾊色彩 

然⽽而 

⽹网上营业中的商家⼏几乎都不不能送了了 

好不不容易易打通了了电话 

那头传来叹息声 

“我们进不不了了货了了，⼜又不不许我们关店，⼀一关店就死了了。
现在还有零零散散的⼀一些花，可以给你配⼀一点。” 

顿时 

我开始脑补那些半死不不活的花散乱⼀一地的画⾯面 

就像遭受了了⼀一场暴暴⻛风⾬雨 

在我们这个以梅梅花、樱花闻名的城市 

已经难以找到⼀一束聊以慰藉的鲜花 

还有多少⼈人 

在想念红菜苔上的⼩小⻩黄花 

⽽而没有⼒力力⽓气和勇⽓气挤进危机四伏的超市 

更更有多少⼈人 

在病痛、孤独和恐惧中 

犹如在瓶中⾏行行将⼲干涸的野花 

春天在哪⾥里里 

谁来守护我们的⽣生命之花 



封城⽇日记（⼗十五） 

炭叹 

2020年年2⽉月6⽇日 
于武汉 

今天，我从早到晚都各种悲愤交加 

也许是被囚禁半⽉月的抑郁⼀一起发作了了 

对局势的束⼿手⽆无措 

对家⼈人的⽆无奈奈 

对⾃自⼰己的痛恨 

全都集中向我报道了了 

就像挤不不进医院的、满地躺倒的病⼈人 

然⽽而 

在刚才 

我所有的个⼈人情绪 

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微不不⾜足道 

⼀一位曾经默默⽆无闻的医者 

⼀一度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如今已成为众⼈人⼼心中 勇敢的英雄 

⼀一个才34岁的年年轻⼈人 

善良地提醒世⼈人：魔⻤鬼要来了了 

⾃自⼰己却被四⾯面⼋八⽅方的⽜牛⻤鬼蛇神带⾛走了了 

这是听起来多么⽿耳熟的故事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了了⼀一次⼜又⼀一次 

可是我们还是如此⼼心痛 

因为这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城市⾥里里 

就在近在咫尺的身边 

魔⻤鬼可能就在你家⻔门外徘徊 

但是 

我还是相信 

神的审判终将降临 

⽽而抵抗过魔⻤鬼的⼈人 

⽆无⽣生⽆无灭寿难量量 



封城⽇日记（⼗十六） 

炭叹 

2020年年2⽉月7⽇日 
于武汉 

不不知不不觉，半⽉月已过 

今天还没来得及为逝者哀悼 

就开始为⾃自⼰己的⽣生计奔忙 

帮外婆在⽹网上买药 

在各个购物平台上寻找仅剩的⻝⾷食物 

为了了⼀一瓶酱油就要练习秒杀 

⼤大半天就这么过了了 

然⽽而还要被⽗父亲责骂 

好像每⼀一个外来物都成了了不不定时炸弹 

连打开窗透进的空⽓气也⾮非常可疑 

我已经⽆无⼒力力再抱怨 

也不不想猜测哪⾥里里是尽头 

此刻 

只想安安静静地默哀 

明天 

⼜又是新的轮回 



封城⽇日记（⼗十七） 

炭叹 

2020年年2⽉月8⽇日 
于武汉 

⼀一天⼀一天，越来越快了了 

今天是元宵节 

也是妈妈的⽣生⽇日 

我们⽆无法过多地庆祝 

只是⽤用储存已久的舍不不得吃的⻝⾷食材做了了菜 

我们许的 ⼤大的愿望是继续健康 

下午 

我偷偷地去楼下给⾃自⼰己“放⻛风” 

发现外⾯面的世界⼀一⽚片岁⽉月静好 

⻦鸟的叫声更更⼤大了了 

鸭⼦子已经不不习惯看到湖边有⼈人打扰 

这⾥里里好像从来就是它们的领地 

对⾯面的医院看起来也还是那么平静 

⼀一湖之隔 

就让⼈人⽆无法看到真正的现实 

更更何况 

从⼿手机屏幕到新闻现场的距离 



封城⽇日记（⼗十⼋八） 

炭叹 

2020年年2⽉月9⽇日 
于武汉 

今天是平静的⼀一天 

武汉的新增厄运名单总算有所减少 

这让我的⼼心情放松了了⼀一些 

我整理理了了⼀一天硬盘 

把过去这⼀一年年的经历分类 

包括没有时间输出的⾳音乐作品 

像柳柳絮⼀一样到处乱窜的照⽚片 

像⽔水滴⼀一样积少成多的⽂文字 

它们把过去的我封存在了了电⼦子世界⾥里里 

我多希望能够顺着虚拟的信息 

回到当时的⼀一个个瞬间 

在北北京、纽约、深圳、⽐比利利时、葡萄⽛牙、法国、加
拿⼤大、⻘青海海湖…… 

那些⾃自由奔跑在每⼀一⽚片⼟土地上的瞬间 

仿佛来⾃自另⼀一个宇宙维度⾥里里的我 

⽽而2020年年的我 

只能看着窗外滚动播放的同⼀一部电影 

⽚片⻓长24⼩小时 

好在今天 

电影剧情似乎更更新了了 

因为春花开了了 



封城⽇日记（⼗十九） 

炭叹 

2020年年2⽉月10⽇日 
于武汉 

今天，武汉的新增病例例⼜又回到了了快两千 

于是⼜又是⼀一个⽆无法下楼的⽇日⼦子 

好在 

因为灾难 

我也有了了新的感恩 

⼗十年年没怎么联系的朋友都突然出现了了 

以从未离开过的语⽓气跟我谈⼼心 

时间好像并不不是倒带了了 

⽽而是根本没有移动过 

于是 

我⼜又过了了回顾的⼀一天 

近的回忆是⼀一年年以前的今⽇日 

我在⻛风雪中的纽约 

拖着刚刚从剧场演出完后的疲惫的身体 

感受那个陌⽣生却⼜又充满吸引的城市 

当时我感到 

⼀一切的可能都旋转起来 

我仿佛⾛走⼊入了了⾃自⼰己的⼀一个新纪元 

朋友给我算星盘说 

你需要不不断的动起来，这是你的太阳诉求 

我多希望⾃自⼰己 

能永远是中央公园⾥里里不不知疲倦的松⿏鼠 



封城⽇日记（⼆二⼗十） 

炭叹 

2020年年2⽉月11⽇日 
于武汉 

今天⼜又花了了⼤大半天的时间在⽹网上买菜 

因为能够找到的途径越来越少 

病⼈人却仍然没有真正减少 

从仅有的⼏几家能⽹网购的店铺中买菜 

要以光速和全武汉的饥⺠民争抢 

总算从⼀一家仅开放半⼩小时的店⾥里里抢到了了 

却被好⼼心的⽼老老板告知 

明天我们营业 后⼀一天 

因为武汉要对⼩小区进⾏行行封闭管理理 

外卖骑⼿手进不不来也出不不去了了 

经历了了三⼗十年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中国⼈人 

怎么会想到如今连买菜都让⼈人胆战⼼心惊 

然⽽而 

现在不不仅是明⽇日 

明⽇日的明⽇日的明⽇日的明⽇日的明⽇日的明⽇日 

都值得担忧 

我们只能跟这个城市的应对政策⼀一样 

边⾛走边看 



封城⽇日记（⼆二⼗十⼀一）

炭叹 

2020年年2⽉月12⽇日 
于武汉 

我已经习惯了了每天只在早晚打开微信 

看看⼜又有多少⼈人病了了 

有多少朋友牵挂着我 

⼤大部分的⽩白天 

我留留给阅读、写作、整理理和创作 

还有陪⽗父⺟母和狗狗度过⼀一些时光 

我突然开始对这样的⽇日⼦子上瘾 

这么说似乎对不不住那些挣扎中的⼈人们 

但是 

我们这些还健康的 

应该也学会享⽤用⾃自⼰己的⽣生命 

毕竟 

世界末⽇日已经迫近每个⼈人的⻔门外 

除了了病毒，⼈人类的挑战此起彼伏 

澳洲的⼤大⽕火，欧洲的飓⻛风，⾮非洲的蝗灾…… 

还有⼀一年年⽐比⼀一年年更更现实的全球变暖 

是时候了了 

我们应该打开另外的道路路 

⽤用另⼀一个维度⾥里里的智慧、觉知与爱 

停⽌止对世界和⾃自⼰己的伤害 

造⼀一艘诺亚⽅方⾈舟 

回头是岸 



封城⽇日记（⼆二⼗十⼆二）

炭叹 

2020年年2⽉月13⽇日 
于武汉 

今天，厄运名单上突然多了了⼀一万多个⼈人 

过去的统计⽅方式随着逝者⼀一起悄悄地⾛走了了 

不不带⾛走⼀一⽚片云彩 

我看着窗外的阳光 

决定忘记这个数字 

正午过后 

我带上了了我的狗 

出去⾛走⾛走 

多⽇日以来如囚徒的⽣生活 

让她⼀一到室外就兴奋得不不知所措 

仿佛回到了了⼀一只初⽣生的⼩小奶狗 

然⽽而她就快要16岁了了 

她也看遍了了世间冷暖 

眼睛⾥里里却永远充满希望 

外⾯面的⼀一切是那么平静 

⽽而且⻦鸟的歌声⽆无⽐比动听 

这次⼩小⼩小的冒险 

让我⼜又回忆起了了⽣生命的意义 



封城⽇日记（⼆二⼗十三）

炭叹 

2020年年2⽉月14⽇日 
于武汉 

今天是⼀一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天⽓气从闷热⼀一下⼦子转到电闪雷雷鸣 

我越来越感到世界末⽇日的迫近 

凌晨 

有朋友问我末⽇日之前的愿望是什什么 

我说：环游世界 

虽然已在各国游荡了了⼀一些⽇日⼦子 

但是感觉对地球的了了解还只是⽪皮⽑毛 

仿佛回到了了⼀一只初⽣生的⼩小奶狗 

然⽽而她就快要16岁了了 

她也看遍了了世间冷暖 

眼睛⾥里里却永远充满希望 

外⾯面的⼀一切是那么平静 

⽽而且⻦鸟的歌声⽆无⽐比动听 

这次⼩小⼩小的冒险 

让我⼜又回忆起了了⽣生命的意义 



封城⽇日记（⼆二⼗十四）

炭叹 

2020年年2⽉月15⽇日 
于武汉 

昨夜⼀一整晚雷雷电之后 

今天的武汉从⾬雨中陷⼊入了了雪中 

这第⼀一场雪⽐比去年年来得晚得多，也猛得多 

我在屋中看雪 

也继续⾃自⼰己的⽣生活轨迹 

⽇日复⼀一⽇日 

仿佛外⾯面的世界已是海海市蜃楼 

因此我开始怀疑雪花只是我的⼼心理理投射 

朋友的电话中提到了了真实与虚幻 

我在写的论⽂文也困惑于它们的界线 

就如⽣生死 

你⽆无论站在哪⼀一边 

都不不知道哪⼀一边才是真的 



封城⽇日记（⼆二⼗十五）

炭叹 

2020年年2⽉月16⽇日 
于武汉 

今天，阳光出奇的明媚 

⼀一切景物霎時清晰得不不太真实 

⻛风雪过后⼀一⽚片新世界 

所有⼈人和动物都⼼心情⼤大好 

我也是 

好像完全沒有过24天的阴霾 

从⽩白天到⿊黑夜 

我都感到⽆无⽐比的充实和快乐 

这是⼀一种久违的活着的感觉 

我看到⼤大妈在阳光下⼀一个⼈人动情地跳⼴广场舞 

我看到环卫⼯工⼈人如彩虹般轻轻划过闪亮的街道 

即使是此刻 

我也在跟朋友们⼀一起分享快乐的⾳音乐 

没有酒 

但依然充满了了浓浓的醉意 



封城⽇日记（⼆二⼗十六）

炭叹 

2020年年2⽉月17⽇日 
于武汉 

今天早晨五点多就醒了了 

不不⼩小⼼心打开了了⼿手机，看到了了朋友发来的⼀一个视频 

是⼀一群南极的海海象的故事 

它们因为冰⾯面融化，失去了了休息的陆地 

因⽽而需要在海海⾥里里游到筋疲⼒力力尽 

才能爬到 近的⼀一座峭壁上稍作歇息 

然⽽而 

海海象的数量量很⼤大，岩⽯石的⾯面积却很⼩小 

它们不不得不不爬到峭壁的顶端 

却因为太陡峭，得不不到真正的休息 

⽽而稍有不不慎 

就会从上⾯面跌落 

⼀一只⼜又⼀一只摔死在岸边的⼫尸体堆⾥里里 

没错 

海海岸线上已经有成堆的海海象⼫尸体 

我们不不知道这是不不是⼀一种⾃自杀 

现在 

我们体验着恐怖的病毒 

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感到⼈人类给⾃自然带来的危机 

但是过去 

我们忘记了了⼀一次⼜又⼀一次 

我们的⼀一个微⼩小的⾏行行为 

⽐比如多⽤用⼀一张纸，多吃⼀一份⾁肉 

都会导致⽓气候的严酷改变 

希望现在 

不不要再成为未来后悔悔的过去 



封城⽇日记（⼆二⼗十七）

炭叹 

2020年年2⽉月18⽇日 
于武汉 

转眼间，封城已快⼀一个⽉月 

这段时间⾥里里 

我焦虑过、忙碌过、愤怒怒过、悲伤过、⽆无奈奈过 

终于能够适应重复的平静⽣生活 

然⽽而 

平静中仍四处潜伏着危机 

病毒的危机并不不是罪魁祸⾸首 

更更可怕的 

是情绪崩塌，以及对⼈人和世界的失望 

好在 

我还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情 

很多很多想⾛走的路路，想唱的歌 

我会继续听从⾃自⼰己的⼼心 

因为 

这是上帝赋予我的 珍贵的超能⼒力力 



封城⽇日记（⼆二⼗十⼋八）

炭叹 

2020年年2⽉月19⽇日 
于武汉 

今天，我看了了过去的⼀一些⽇日记 

发现⾃自⼰己⼼心路路历程逐渐由外转内 

从被灾难惊吓，为苦难悲痛，为世态愤慨 

渐渐开始思考⾃自⼰己身处的社会和世界的关系 

作为⼈人类和动物的关系 

动物和地球的关系 

地球和宇宙的关系 

宇宙和我的关系 

想到这⾥里里 

我不不知是否该感谢这段时光了了 

我不不觉得我的⼈人⽣生被按下了了暂停键 

应该是重启键 

每⼀一天 

我都在⾃自我重启 

维修⼀一些⽣生锈的部分，更更新⼀一些愚昧的部分 

我希望这个城市也⼀一样 

晚安，武汉 



封城⽇日记（⼆二⼗十九）

炭叹 

2020年年2⽉月20⽇日 
于武汉 

今天，家⾥里里因为团购⻝⾷食物有点鸡⻜飞狗跳 

（不不过我家没有鸡） 

封⼩小区的政策固然有理理 

但对有些⼈人来说，却增加了了被感染的⻛风险 

⽐比如我家，仅仅是⼀一栋独⽴立的楼 

之前快递都放进快递柜 

现在因为⼤大⻔门封了了 

快递员只能在⻔门外等待居⺠民来取 

⽽而⼤大⻔门离快递柜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团购则更更麻烦 

之前每家各⾃自在⽹网上买菜，分头下楼取菜 

⼩小的⽹网店被⼤大的团购挤⾛走后 

⼀一栋楼的⼈人经常同时跑下去接货 

因此我本来⼀一个⽉月都成功没有下楼的⽗父亲 

今天却跑下去好⼏几趟，还跟各种⼈人⻅见⾯面说话 

我的⽇日记很少写到这些⽣生活细节 

但是此刻实在想发发牢骚 

从 ⼩小的层⾯面就可以看出 

什什么叫唯命是从、矫枉过正、不不实事求是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 



封城⽇日记（三⼗十） 

炭叹 

2020年年2⽉月21⽇日 
于武汉 

今天也许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整整三⼗十天了了 

早晨，我惊喜地发现名单上只多了了三百多⼈人 

似乎离正常的⽣生活已经很近了了 

我的狗因为多⽇日没有下楼 

似乎已经有些抑郁和分裂 

⽩白天呼呼⼤大睡 

晚上不不知所措地⾛走来⾛走去 

当然 

我们这⼀一家⼈人也⼀一样 

只是⽤用⼀一⽇日三餐来稳住⽣生活的规则 

我渐渐感到 

⽇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快了了 

不不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要在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前 

好好过完这个冬天 



封城⽇日记（三⼗十⼀一）

炭叹 

2020年年2⽉月22⽇日 
于武汉 

封城⽇日记（三⼗十⼀一） 

今天⼜又是忙碌的⼀一天 

早上看到⼀一个关于我外婆的⼩小区的推⽂文 

说那⾥里里已有九⼗十多个感染者，但很多还在家⾥里里 

这个消息很快就像被戳破的⽓气泡⼀一样失踪了了 

那是⼀一个⼏几乎全是⽼老老⼈人的⼩小区 

是我从⼩小就经常出出进进的地⽅方 

然⽽而从⼆二⼗十多天前，开始陆续听到那⾥里里的坏消息 

⼩小区封了了以后 

我们只能从监控视频⾥里里 

看到外婆怎样静静地打发她的⽇日⼦子 

她说，对⾯面的楼⼜又不不声不不响地⾛走了了⼀一对⽼老老⼈人 

不不过 

她知道的真相其实很少 

我觉得这样更更好 

还是说点正能量量的 

我有朋友的素菜馆已经准备上路路去捐赠⻝⾷食物了了 

我有幸间接地帮了了⼀一点⼩小忙 

虽然天灾⼈人祸还未停息 

永远有善意⽣生⽣生不不息 



封城⽇日记（三⼗十⼆二）

炭叹 

2020年年2⽉月23⽇日 
于武汉 

今天是祷告和灵感迸发的⼀一天 

我⽤用整个早晨拉进了了和上帝的距离 

并准备好好学习启示录 

⽹网上 

⼜又⽕火了了⼀一个汉骂的段⼦子 

揭露露团购带来的混乱 

还有市⺠民在阳台上敲锣的视频 

控诉把隔离点建在居⺠民楼⾥里里 

远处传来的警告⼈人们的⼴广播在提醒我 

仅靠制度⽽而忽略略神性、⼈人性的世界还能⾛走多远 

晚上 

和朋友们视频聊天 

说死⾥里里逃⽣生之后 

⼀一定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事情 

好像⼤大家都变得终极了了起来 

我这个整天都终极的⼈人终于不不寂寞了了 

我们居然谈到了了 

我们从哪⾥里里来 

将要到哪⾥里里去 



封城⽇日记（三⼗十三）

炭叹 

2020年年2⽉月24⽇日 
于武汉 

今天早晨梦⻅见⾃自⼰己回到了了欧洲 

醒来时恍如隔世 

发现⾃自⼰己开始想念那⽚片⼟土地了了 

那⽚片在七年年来踏上了了⽆无数次的⼟土地 

虽然⽇日常对她吐槽不不断 

但是我仍爱那⾥里里的阳光、⻛风景与建筑 

还有那种简单肆意的⽣生活 

然后紧接着 

我看到了了意⼤大利利疫情爆发的消息 

看到在熟悉的圣⻢马可⼴广场上 

游客和⼠士兵们已纷纷戴起⼝口罩 

⼜又看到钻⽯石公主号邮轮的⼤大逃杀还在继续 

新加坡的国际会议成了了全球的传染基地 

然⽽而此时 

窗外有⼀一只布⾕谷⻦鸟却在不不停鸣叫 

似乎在传达什什么⼤大消息 

我们这个地球村的⼀一切 

都看在它们的眼⾥里里 



封城⽇日记（三⼗十四）

炭叹 

2020年年2⽉月25⽇日 
于武汉 

今天我开始听⽹网课 

学习圣经的启示录 

现在听着《年年轻的教宗》的原声 

来记⼀一下 让我触动的⼀一些知识点 

启示录并不不是可以被读解的现实预⾔言 

所以我们不不能把当下的灾难视为有理理可据 

然⽽而 

⼈人类⻣骨⼦子⾥里里的“恶”如果得不不到救赎 

神确实会毁灭⼤大地 

启示录⽆无所谓真假 

因为⼈人如果有了了圣灵 

他将不不再计较⼀一切是真是幻 

启示录的真正意义 

是让⼈人得到属灵的洞洞察⼒力力，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什什么
样的世界，以及我们该去向什什么⽅方向 

也许这个说法 

可以回答很多⽆无神论者的质问 

因为感受到宇宙和万物之灵的⼈人 

并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些灵有⼏几⽄斤⼏几两 

区别就是 

如果你没有灵 

你会想去吃蝙蝠、吃⼀一切动物、乃⾄至吃⼈人 

因为在物质主义者看来 

⼀一切都是⾁肉 



封城⽇日记（三⼗十五）

炭叹 

2020年年2⽉月26⽇日 
于武汉 

今天，⼀一天嗖的⼀一下就过去了了 

因为早上看了了太多世界各地的新闻 

⼜又回应欧洲朋友的问候 

以及警告⽆无所畏惧的他们也带上⼝口罩 

意⼤大利利的朋友说 

⼩小村⼦子⾥里里的酒吧都已经改成了了18点关⻔门 

这对喜欢喝喝酒聊天的他们来说想必是天⼤大的事 

忽然 

我的⼀一天就只剩下了了⼀一半 

然后就是处理理不不完的杂事 

越来越感到⽣生活琐事对⼈人的侵害 

虽然我也继续了了启示录的课程 

但是感到⾃自⼰己还是太失败了了 

希望疫情结束之后 

我能拿出⼀一些像样的成果 



封城⽇日记（三⼗十六）

炭叹 

2020年年2⽉月27⽇日 
于武汉 

今天过了了相对平静的⼀一天 

杂事还是很多，⽐比如想尽办法买⾖豆腐 

然⽽而还是没买到 

花了了两⼩小时给爸妈买药 

为了了接下来的两个⽉月继续远离医院 

晚上听了了整整三⼩小时启示录的课程 

在脑中和⼼心中掀起了了⼀一阵阵⻛风暴暴 

之前只⻅见其⽂文不不明其义 

认识的中⽂文叠在⼀一起似乎成了了外语 

今天 

似乎真的懂了了⼀一点 

但是也只占上帝计划的微⼩小的⼀一⻆角 

神，天使，⻰龙，兽，羔⽺羊，使徒 

各有各的在世间的⻆角⾊色 

⽽而且从亘古直⾄至今⽇日 

⼀一直都在 

⼀一直也在征战和灾难之中 

如果不不想做随时被厄运掩埋的蚂蚁 

我们似乎要确认⾃自⼰己的⻆角⾊色 

宇宙⼒力力量量的博弈 

本就是⼀一场权⼒力力的游戏 



封城⽇日记（三⼗十七）

炭叹 

2020年年2⽉月28⽇日 
于武汉 

今天突然收到了了很多社区送来的蔬菜和⽔水果 

顿时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许不不那么局促了了 

但是想起街上的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 

在何处躲避⻛风⾬雨 

还有更更多的即将或已经失去⼯工作的⼈人们 

该怎样养家糊⼝口 

更更⽆无需提那些没有记在死亡名单上的 

因为慢性病发作⽽而⽆无法得到医治的病⼈人 

是这些⼈人 

做了了不不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 

⼜又想起那些被抛弃的宠物 

被残杀的野⽣生动物 

更更是连“代价”都谈不不上 

我开始思索 

为了了阻挡⼀一个疾病⽽而付出这么的⼤大的代价 

到底值不不值得 

是不不是有⼀一种更更平衡的⽅方式 

⽽而且现在如此被动地防御 

不不都是因为过去从未主动地预防 

只有 

⽤用灵魂尊重这个神造的世界 

才是唯⼀一的救赎 



封城⽇日记（三⼗十⼋八）

炭叹 

2020年年2⽉月29⽇日 
于武汉 

今天是38天以来第⼀一次忘了了在午夜前写⽇日记 

⼤大概是太习惯这种⽇日⼦子了了 

还有 

我过了了⽆无⽐比忙碌的⼀一天 

⽩白天忙写作 

晚上听着两个直播⾳音乐演出 

跟⼏几位⼥女女艺术家开研讨会 

讨论⼥女女性主义，⼥女女性⽣生活，⼥女女性创作 

更更重要的是 

怎样在未来不不要那么多地强调“⼥女女性” 

今天的⽇日记跟疫情⽆无关 

偶尔喘⼝口⽓气也好 

三⽉月⼀一⽇日到了了 

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封城⽇日记（三⼗十九）

炭叹 

2020年年3⽉月1⽇日 
于武汉 

今天，⼜又是⼀一个主⽇日 

好像连⽇日来的祷告给我注⼊入了了巨⼤大的能量量 

让我在短短⼀一天之内 

跟⼀一个远在台湾的朋友共同完成了了⼀一份提案 

是关于动物保护的艺术项⽬目 

结合了了科学、伦理理、⼈人类学与艺术 

关于我们怎么跟动物沟通 

早上才跟朋友们聊我想把动保作为接下来的创作主题 

下午就付诸实践了了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这个遭难的世界再也不不允许我们等待了了 

我想引⽤用⽅方案⾥里里的⼏几句句话 

印第安⼈人對動物的稱呼根本不不是「動物」 

⽽而是「親族」 

難道科學真的能夠切斷⼈人跟這些「親族」的關聯吗？

难道我们⽬目前遭受的病毒袭击 

不不就是就是⼀一个背叛「親族」后 

被它们反攻的例例⼦子吗？ 



封城⽇日记（四⼗十） 

炭叹 

2020年年3⽉月2⽇日 
于武汉 

今天，四⼗十天了了 

当别的城市渐渐恢复了了⻋车⽔水⻢马⻰龙 

武汉还在孤守 

窗外的春花⼀一会⼉儿绽放 

⼀一会⼉儿⼜又被⾬雨⽔水浇落 

⼀一天是春天 

⼀一天是冬天 

不不知道哪⼀一天才是真的 

我已经不不太幻想被放出去的那⼀一天 

⽽而认真享受囚徒的⽣生活 

不不知道是不不是已经疯了了 

狗狗也习惯了了这种循环 

但是她每晚都会发出呜咽咽 

她可能在悲伤地想 

过去能在草坪上奔跑的⽇日⼦子 

是否从来都是⼀一场梦 



封城⽇日记（四⼗十⼀一）

炭叹 

2020年年3⽉月3⽇日 
于武汉 

今天，平凡的⼀一天 

⼀一点点的⼩小确幸是看到武汉正逐渐⾛走向安全 

⾄至少从数字上说 

我继续⾛走在⾃自⼰己轨道上 

每天⼀一醒来就是做不不完的事 

⽂文字，⾳音乐，影像 

交替前⾏行行 

偶尔停下脚步 

跟朋友们寒暄⼏几句句 

好像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还是没有⽆无聊过 

还是觉得时间不不够⽤用 

看来这就是我⽣生命的常态了了 

⼜又快⼗十⼆二点了了 

⼤大家继续加油，晚安 



封城⽇日记（四⼗十⼆二）

炭叹 

2020年年3⽉月4⽇日 
于武汉 

今天⻢马上⼜又成了了昨天 

为什什么感觉⼀一天⽐比⼀一天快了了 

然⽽而未来还是很慢 

这段囚禁的⽇日⼦子 

是⼀一场⾃自我对话的⻢马拉松 

有的时候就快累死了了 

但脚步突然⼜又轻快了了起来 

有的时候以为终点就在前⽅方 

恍然发现还在⼭山的那⼀一边 

回顾过往 

总觉得⾃自⼰己还是做得太少 

太多的愿望没有实现 

也许 

从来就没有那座⼭山头和那个终点 

只要活着 

就要向前 



封城⽇日记（四⼗十三）

炭叹 

2020年年3⽉月5⽇日 
于武汉 

今天应约写了了⼀一篇⽐比较全⾯面的回顾 

《封城四⼗十三天：五种情绪⼩小记》 

然⽽而 

仅仅⼀一千多字的⽂文章 

我却反反复复写了了⼀一天 

⼤大概是因为我还深陷于这些情绪⾥里里 

没有旁观的冷静 

这五种情绪是 

惊恐、焦急、愤怒怒、悲伤、救赎 

我在 后写道 

如今 

激烈烈的情绪已经显得不不合时宜 

但是 

我希望我们能永远记得这⼀一切 

不不要在下⼀一次灾难到来时 

⼜又是如此的⼿手⾜足⽆无措、重蹈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