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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異化的城市拼圖	 ◎		黎海華

如何閱讀一個城市的靈魂？在時間的嬗遞和空間的蛻變裡，

如何在眾多報紙、雜誌、電子媒體中搜索傳承記憶的載體？這行

徑不啻於茫茫大海中尋找小島，在廣袤曠野中尋找玫瑰。要在今

天香港的報紙中尋找短篇小說的蹤跡，已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

在少數文學雜誌書籍電子媒體中，發現到他們的足印，恍若沙漠

中出現綠州，岩石隙縫下忽聞淙淙流泉。那就是創作者倖存的空

間。他們不約而同為這瞬息萬變的世代，自不同角度把支離破碎

的斷片拼成了城市完整的圖像，並以不同的特殊材料砌成立體的

光影。編輯的任務就是去搜尋並匯聚這些集體的城市回憶，竭力

完成這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拼圖一：倖存者的空間

香港作家眼底，城中人不論異地回歸的、生於斯長於斯的、

移居本埠的，都愈來愈不認識他們的地方了。作家多年來鍥而不

捨，試圖從記憶搜尋捕捉的，正是一一消失了的城市空間和人

物：舊城、老街、古屋、舊舖子、父老、故人。

郭麗容的〈探訪時間〉，敘事者發覺這城市跟他們的親人一同

變舊了並開始老去。透過阿容探訪美玉癱瘓在牀的父親、兩個女

子相偕同行的友誼，從她們的過去、未來，折射出這個城市的過

去、未來。二人相伴往西環看醫生，在電車裡，阿容「看看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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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臉剪影背後的西環街道，黑黑漆漆的空間裡，高高矮矮的一棟

接一棟的舊式唐樓，不少單位已經荒廢，甚至整棟都空洞洞的，」

「我想像這些荒廢的樓房曾經住著甚麼樣的人家，他們現在又在哪

裡。我想著自己生活在這裡的過去，自己的將來，還有這個城市

的過去與將來。」「美玉是在西環出生、上小學中學、祖父母都安

葬在摩星嶺的墳墓裡。」然而他們早已搬到新市鎮居住。阿容乘

輕鐵來到新市鎮，發現喇叭反覆廣播的沿路站名「好像洪荒時代

已經存在，我卻聞所未聞，不知身在何方，於我來說是另一個世

界，」「而車廂好像只有我一個來自異地的人」。

黎翠華的〈記憶裁片〉，男主人公搜尋舊物，其實在搜尋記

憶。慨嘆「舊家或新家，老街或新街，老城或新城，甚至歷史或

新聞，都像樹葉那樣翻飛著，去而復回或去而不返。」透過事頭

婆和保安堂碰面的哼哼唧唧帶出街坊的變幻：藥材舖拆樓結業之

後，「這條街就沒有一家新的開張，全是甚麼麥當奴、茶餐廳、

7-11⋯⋯」「三幾年搬一次家，我們不停的買東西和扔東西，」「因

為搬來搬去，我覺得自己擁有很多其實一無所有。」「有時候我覺

得自己是真實的」，「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虛幻的」，在叩問身份。

蓬草的〈美人在時花滿堂〉，男主人公回憶小妹和若蓮葵芳三

個少女昔日的笑語倩影。然而在他還來不及明白怎麼回事之前，

城市「能拆毀的便給消滅了。像魔術師把棒子一揮，」街道樓房

全給拆毀，「拆除工程是理直氣壯的、一臉無悔的進行，東邊的搗

平了便去平整西邊，剷土機、鑽泥機，隨著是打樁機⋯⋯從早到

晚，轟隆轟隆，噌吰噌吰⋯⋯」出國前，母親離世，妹妹也因血

癌走了。多年後歸來，他從已接管父業的葵芳口中得悉若蓮做了

修女。有一回他在停車場因為茫然的神態給警察攔截查詢身份。

辛其氏的〈浮生〉，則透過女主人公敏如退休當天身不由己地

走到一條叫「暮年」的曲巷，回顧自己如何跌跌撞撞走了大半生。

「敏如出生的那個年頭，剛碰上韓戰，中美兩國開火，聯合國決議

對華禁運，香港轉口生意一落千丈，百業蕭條⋯⋯敏如睜開初生

嬰兒澄明的笑眼，就面對糧食匱乏的危機。」敏如父親四出頻撲

奶粉。「敏如父親的命運，跟中國近百年的苦難層層相扣，前半生

顛沛流離，後半生勞碌營役，連年戰亂，家鄉不靖，被迫滯港謀

生。」敏如從父親一生的光譜尋找自己折射的人生光譜；自己怎

麼走過來，城市也怎麼走過來。退休後第一天仍渡船至北角辦公

室附近常去的蘭芳茶室嘆奶茶。眼看鐵鏽色挖沙船過了一艘又一

艘，填海工程使得岸邊大樓林立。敏如往翠屏道（雞寮）去會長

期負責三姨個案的蕭姑娘，1972年六一八雨災引發山泥傾瀉，寮

屋安置區活埋七十人的記憶猶新。

郭麗容、黎翠華、蓬草、辛其氏，以城巿急遽蛻變的大背

景，去襯托身邊茫茫人海掙扎求存的小人物。她們極力搜尋這個

城市逐一消失的空間和城市記憶。比起九十年代黃碧雲的〈失

城〉，黎翠華、蓬草同樣寫離城、漂徙、回城的三部曲，筆下同

樣是不認得原鄉的失城者，只是前者走向慘烈的絕滅之境，後者

留下的則是帶著眷戀緬懷的深沉失落感。

二零一二年台灣創刊不久的《短篇小說》雙月刊裡一篇香港

作家的作品—韓麗珠的〈渡海〉，指出對同樣在海裡苦苦掙扎

渡過相同夢魘的偷渡客、渡海者而言，這個城市是「倖存者」的

空間。對有這雙重身份的凡（渡海泳紀錄保持者）而言，當他的

頭顱從水裡探出來，記者鏡頭捕捉的正是「臉上那種死裡逃生的

表情」。記者要他發表對渡海泳在這城市正式成為歷史的感受時，

他說：「人們從沒有一刻像目前這樣，清楚地看見，那些已經逐一

消失了的海。」

香港作家眼中，斯城斯地不僅是失城者的空間，亦是倖存者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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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二：修補的記憶

辛其氏〈浮生〉的主角，透過尋找父親一生的軌跡，來為自

己退休後的人生定位。在羅貴祥的〈因父及子〉，敘事者則以陌生

化筆觸寫「某個男子」和「那個女子」細胞的生命傳承事件，透

過追蹤要認做父親的那人所處大時代裡「抓兵」事件、輾轉逃亡

遷徙的旅程（佛山、廣州、香港），以及那一代破損斷裂的記憶，

來陳述自己之不可能成為「完人」的理由。自父傳承了細胞體質，

卻沒有傳承任何記憶。而他試圖捕捉斷裂的記憶。換句話說，他

要在時間、歷史的轉折處捕捉（或修補）記憶。

王良和的〈阿水〉，以今昔時空輪番的跳接，繪製歲月記憶的

年輪，為敘事者與阿水之間的關係，作記憶修補與傳承的工程。

第一節「爸爸」教做素雞，第二節阿水在家鄉做素雞，但因房子、

山、田，都被二叔霸佔，惟有離鄉背井到香港討生活。第三節全

家「跟父親學包粽」，「在兩片交疊的粽葉一端，捲出一個空框，

建一座棕子的房子」，阿水、粽子、房子，包裹的是「家」的記

憶。第四節阿水在家鄉閣樓包粽子。第五節阿水在鄉下阿香和香

港美蘭之間拉扯的關係。第六節父親的病老。敘事者透過學做家

鄉小吃的手藝，抽起阿水「吐著最後的絲」，記憶的絲，傳承的

絲。〈阿水〉的結構，正是素雞的做法：「一層疊一層的腐皮」，

素雞顏色讓阿水聯想到竹筍。「一片素雞，一片竹筍，一片素雞，

一片竹筍」。小說結構正是今昔交疊層層而上。精雕細琢的本事，

男性作家不遑多讓。

匪夷所思的是謝曉虹的〈夢疊夢〉，繪聲繪影描摹的是腹中胎

兒的「所有的夢境」。一切記憶竟是從「黑暗的子宮」開始的。

適然的〈獸被圈養〉，講述親子關係陌生化，及敘事者（為

父的）繪製記憶的暗號。以獵戶圈養的獸隱喻出胎之子，「隱伏的

獸」，除了吃，還要學認字、看星、追雲。「等隱伏的獸長大，是

記憶暗號。」

拼圖三：荒謬的劇場

香港文學的字裡行間，瀰漫父親的隱喻。

潘國靈的〈悲喜劇場〉，追溯二十年前一個女孩在特重腦袋

「左傾」（邏輯數理分析）而輕情感藝術直觀的城市教育制度下，

如何專一致志發揮編故事的才能，十七歲考入某大電視台首辦的

編劇訓練班。她出生時父親給她取名笑喜，她果然要為長壽綜藝

節目寫笑話。受編審之命要讓觀眾笑爆肚。她發覺「父親的身影

竟然在編審身上重疊了」。她每天與同事一起度橋寫戲。而後台的

戲絕不下於台前。她為了自保生存提早進入「成人的詭譎世界」，

交出純真，以換取「不知名目光的世界」。後來她負責三分鐘「插

科劇場」，自修的默劇課派上用場。卓別靈釣魚釣出靴子，而插

科劇場釣出西瓜、電話、胸圍。當她父親看到胸圍被釣起時笑出

淚：「敢情是笑喜寫的。」父女終因笑聲連成一線。希望與現實的

差距造成荒謬的情境，悲哀而可笑。

這種台前幕後的劇場除了充斥電視台，亦充斥校園、文化

場、屋邨社區。

也斯的〈續西廂〉，以宏觀場景或細節鋪排巨細無遺的鏡頭

調度，描繪城鄉之間不同文化場域之間種種荒謬情境。這個社會

「充斥各種各樣的火、詭異的火、自然的火、人為的火、爐火與怒

火、暴烈的火」。小小的島，成天上演火的劇場。這邊廂花園街

消防員撲火，那邊廂鄉議局大樓外群眾焚燒一個紙紮公仔。村屋

僭建涉及盤根錯結的利益群體，居民示威要焚燒發展局局長。這

頭何方與訪問女學人珍就男性對女性的暴力爭拗擦火，那頭大學

校園老殖民地西翼建築裡開起系會，對巴汀（在圖書館露體）的

缺席進行審判。小說結構以花園街舊樓大火殃及排檔檔主的新聞

報道和辦公室政治較力交叉發展。一面是住客逃生困難的場面，

一面是藝穗會書生暗潮洶湧的話局飯局。那邊是火災現場社工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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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當局劏房的報道，這邊是書生如何舞動理論棍棒打碎五六十年

代本土文學。那兒火場展開舌戰，這兒明裡暗裡展開東廠西廂的

內鬨火併。作者以雙軌交叉螺旋的情節發展，把城市的荒謬情境

呈現了。

若說也斯的〈續西廂〉是橫切面的書生荒謬劇，陳寶珍的〈關

於乜先生的二三十件事〉，則是縱切面的另類文人景觀。她聲明

「本故事半屬虛構」。作者極力描繪一個邊緣人物的傳奇，也是搜

尋傳承的記憶。傳奇色彩源於祖母打碎一百幾十件舊時代留下的

杯盤，為搏幼年的乜先生破啼為笑。讀者因此知道乜先生出身世

家而流落人海。他中學參加六七暴動，當過排字工人並自資出版

刊物。一人兼任社長、編輯、作者、美術設計，寫蠟紙、油印、

派發一腳踢。他的刊物如一道清流匯入文社潮。他會裝裱字畫寫

作雜文。堅持筆耕、讀好書、看好字畫、聽好音樂、扇古雅扇

子，吃優質米、有機菜、喝優質鐵觀音、明前、龍井。敘事者和

乜先生相識三十年，結識於「紅樓學社」，相濡以沫。經常一起

飲茶、逛書局、逛瓷莊、看展覽。她學會品茶、賞扇、養花、烹

調、薰香。她練書法，他為她挑紙、裁紙、磨墨、蓋章。寶玉湘

雲存兄妹情，二人相處之樂在於後者能贊助前者去做無聊事；乜

先生和敘事者關係大抵如此。拾得海潮打磨的瓦片，一句「刻上

古文字，再鑽一個孔，就是個鍊墜。」過兩天乜先生就遞來製作

的幾塊樸拙古雅的「沙鍋文物」。從一星期造訪一次乜府晚膳品

嘗美食到每年一次；直至乜先生不惑之年獲真命佳人垂青，成家

立室；自己亦決定跟一眾舊友新知息交絕遊為止。他的故事可說

是半個世紀移居香港文人的異景。這城市竟也是乜先生倖存並開

拓的空間。

也斯〈續西廂〉裡，何方的想法是「權力把知識變成鬥爭工

具」。「他不僅在老練的理論祭司身上看到端倪，也開始在那些舞

刀弄筆的年輕生徒身上嗅到蛛絲馬跡了。」權力鬥爭使校園成為

張力十足的劇場（或戰場），權力同樣使家庭（或廚房）成為陣地

（或劇場）。黃虹堅的〈陣地〉主角老媽，就是這樣一位戰士。老

媽生平也同樣是作家筆下要捕捉的傳奇和記憶。香港「三年零八

個月」期間，老爸老媽賣「神仙糕」維生。一天老爸扛著黑市米

回來，見地下一攤血水，光顧著打哆嗦。原來大哥隨著老媽的陣

痛羊水滑了出來。老媽一把抓起剪刀就把臍帶剪斷，拿舊衣包起

他。老爸早走，老媽帶大三個孩子。後來入股搞了個食品公司，

卻靠著一眾認為閒職的主管位子，把兩百萬欠款追回，公司上下

對她敬重。她提前退職，讓一事無成的大哥去頂缺，自己就替女

兒維綺管管菲傭，一管十年。「冰箱和食品是老媽心血和才能的全

部體現」。老媽和外傭、女婿、女兒間的關係張力十足，中風後

仍把持冰箱大權。八五大壽三代都來了，身體擋在冰箱前嘶叫：

「都別扔！」不惜一戰，十足衛士。電視劇卡通那名盔甲勇士正喊

道：「這是我們最後的陣地了！」笑出淚的荒謬悲喜劇。

崑南的〈張開了雙腿⋯⋯〉，性與權力、金融體系的隱喻指

向。城市的荒謬劇場就呈現於兩性關係、金融掌控的霸權上。

拼圖四：魔幻的寓言

荒謬劇場亦出現時空交錯的歷史舞台和政治舞台。面對寫實

的困局，詭異的魔幻之境成為馳騁的場域。

譚以諾的〈故事匱乏者的自白〉，即超現實的政治寓言，荒誕

不經。作品劈頭一斧就是「活死人正在挖屍」。究竟是故事匱乏

故作驚悚之筆抑或另有諷喻？活死人嗅到腐屍氣味，就要行動，

主人公恆則隨活死人的行動而行動。恆原是組織情報員，卻脫離

組織在廢墟中靠活死人從事買賣腐屍的勾當。組織女戰士發覺他

已被感染，越吃越生就是變種先兆。他說躺在死人世界中叫他舒

泰，而組織與當權者的鬥爭已叫他厭倦。女戰士決定只要發現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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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買賣腐屍為名而把組織情報賣給當權者的蛛絲馬跡，會毫不猶

豫殺之。組織從事戰鬥，而分離出來的使命團只參與和當權者的

辯論。恆很快就厭倦了組織與使命團的爭拗，他要從兩幫龐大的

訊息體系抽離，於是搭上了活死人社群。眼看組織一個接一個轟

炸地區，活死人四方八面跑向廢墟，他變成了新的物種，女戰士

於是一刀砍下。作品乍看恍若一則政治寓言。

梁偉洛的〈皇后方舟〉，寫皇后碼頭拆卸前守衛人士絕食靜坐

抗議的歷史片斷。作者以魔幻現實的場景，描繪敘事者如何穿越

時空隧道抵達西班牙阿蘭布拉宮庭園，看到古代摩爾皇后如泣如

訴，「哭我的城」如何遭受任意開鑿和破壞，成為觀光景點，永恆

的工地。插入的這一段與保衛皇后碼頭的新聞片斷有機地銜接。

後來碼頭於深夜戲劇性地成為方舟出走大海，使沉重的敘事場景

驟然變「輕」，作品整體意境提升了。

陳子恩的〈蘋果〉，同樣富政治寓意。一個人處於吃紅蘋果的

族群與吃青蘋果的族群對立的生存環境下，終於不顧一切去尋求

夢寐以求的黃蘋果，找尋自己獨特的語言、創意空間、生命色彩。

拼圖五：陌生的異境

香港作家對尋常事物或偶發事件陌生化的本領駕輕就熟，別

有意圖，形成另類看事物的角度。

朱艷紅的〈異境〉中，深夜警察拍門拿出一張照片：一個女

人趴在地上，一灘血泊。有人跳樓。而她沒見過這女人。從七樓

跳的好處足夠摔死但容貌不毀？她在睡夢中錯過了女人墮樓的一

聲巨響？三樓有個毒打老婆的男人？小女孩踉蹌跑下樓報案？多

年前的往事上了心頭。「我和這個死人大概有多少距離？怎麼會在

哭？」從冷漠到感同身受，有一段歷程。

李智良的〈1998物質設置〉，這篇小說是一系列碎裂畫面的

組合。他想為 1998 年的城市拼圖，無奈都是複數沒有個性的城

市。台北車站行人便橋下「那人」把行李攤在地上賣，「因為地點

錯置，變成一幕陌生的戲」。流落的游子吐著英語歌詞，被警察從

街上趕到地下道，又從地下道趕回街上去。與那空間格格不入。

那人迷失了方向，台北車站已變成一座龐大迷宮。而昔日澳門畫

面不再，「他」也沒再到過啟德機場。八十末九十年代初啟德機場

那種移民與出國的離情別緒、眼淚、克制的擁抱與不捨，出現在

赤鱲角機場的佈局空間是不合適的。「它把人流當成物流，所有人

類活動的痕跡必須即時消毒清理，它變成一種令所有事情消失的

透明管道和暫存的容器」。所有城市是複數的城市，也都是陌生

的異境。

王璞的〈抵達無望〉，仍延續她迷宮小說的餘緒。一行人一再

因「前方封路車輛繞行」的橫欄，不斷繞路。好不容易來到盛澤

東方廣場，怎麼是絲綢一條街而不是絲綢廣場？有點失望，還是

逛了買了。車子駛往上海的高速公路時，有人驚叫，前方路標赫

然一條大字：東方絲綢廣場。暮色中幾張蒼白面孔因驚疑而突兀

詭異。

葛亮的〈聲音〉，作者竭力搜索香港傳奇，恍若陌生的異境。

四段關係，均以第一人稱戲劇性獨白陳述自身故事。爐前囈語般

的敘事語調釀就懷舊微醺的氛圍，讀者彷彿在翻一頁頁發黃的相

簿。第二段尤以半山舊街奇遇去堆砌半世紀匿藏的人間傳奇，頹

糜詭異。

拼圖六：異化的關係

張愛玲冷筆下深宅內同性異性較量暗鬥的傳奇，總於有意無

意間滲入香港女作家筆下。她們犀利地把「私密感情」剖析無遺。

命運當前，主人公不惜以生命、歲月、婚姻為代價，要贏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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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注。

陳慧的〈2004灰燼之約〉，正是這種傳奇色彩的餘緒，男女

雙方都把婚姻視為工具利器，感情、利益各安天秤兩邊，稱度又

算計。小說把既相依又互相排擠的微妙關係描繪得絲絲入扣。康

生被發現跟小 P搭上，薇薇提分手後他日子就不好過，被裁員，

落泊厭世，臨時工被取消，父親入院。薇薇來探望，他說要賣房

子償還醫療費。薇薇說賣給我吧，康生知道從此離不開她。父親

逝世後，他得上司器重每月北上兩三次，急需助理，薇薇把施雅

介紹給他。二人婚期定了，康生把兒時照片傳給薇薇製作婚宴上

播放的幻燈片，薇薇發現了他跟施雅在旅館拍的照片。既負了

她，就要還。她等那一天到來並對他們說：「我是不會離婚的。」

當所有詭詐奸險經營的都「中空坍塌」，也就是到了凶年。這種

陰冷、不動聲色、一面屈服於命運又要跟命運較量的矛盾角色，

充斥於張愛玲作品之中。

胡燕青的〈唐樓〉裡的如玉，父母每月安排一次的相親都無

下文。這回在慶賀表妹考入大學的飯局上多了位頭髮稀疏的阿

叔，姑姑相熟的地產經紀李奧。她表示想有一間房子，李奧說可

考慮唐樓。雙方交換卡片電話，他忙說出自己號碼，「如玉低著頭

就把它存到手機裡，而就在這專注失神的一息間，她不自覺地把

他整個人都存進自己的未來去了。」這件完成的終身大事，就像

一篇還未寫完的課上作文，在老師和鈴聲的催促下，不論如何都

得劃上句號。一種無奈屈服的姿態。

陳曦靜的〈雪英橋上〉裡的嘉欣，父親工業意外去世，母親

總拿四姐妹出氣，小弟是皇帝。兩個姐姐後來一個個都搬出去

了。嘉欣從中三開始工讀，高考失手報讀副學士。因為做報告跟

家境富裕來自廣東的家威、來自山東的曉玲熟絡起來。嘉欣不大

清楚甚麼時候開始和家威拍拖，沒有房子她會跟他嗎？她大學畢

業後在一家會計師行工作，家威曉玲仍渾渾噩噩過日子。在一次

假期三人加一個燕婷一行四人前往鼓浪嶼。旅途中她不禁問：自

己究竟在追求甚麼？

余婉蘭的〈搜索：語言‧溝通‧聲音〉，探索親子間異化的

關係，及語言、溝通的問題。主角十歲後沒再發出過聲音，也沒

有學習手語。母親詞彙裡沒有了「我女兒」這三個字，「我不過是

終日在這房子中走動的靈魂」。兩代間失去了溝通的管道。非非

是母親帶回的新的女兒，也是十歲。有一天非非說，父親一直在

屋裡，「和你一樣，失去了語言。」非非說，在與母親的對話裡，

父親處於下風，就以一言不發應對母親的連珠炮。「我出生時也以

為他死掉」。而母現患的是回憶失語症。二十歲開口說話，進行

所謂的溝通。二十歲的我與十歲的我聊天。

異化的關係，不但充斥兩性之間，亦充斥兩代之間。

拼圖七：抒情的意象

香港女作家透過回憶（或懷舊）的敘事語調描繪故人往事或

私密之情時，往往承襲了一種特有的抒情調子，行板的節奏，細

緻的情感梳理。她們以妥貼的意象去捕捉那些已逝的故人舊情。

不在乎情節，而在乎情懷。

陳惠英的〈我的舊居看得見微盪的海波紋〉，道出遷徙，造

就了懷舊之情。物換星移，意義改變了。同樣的懷舊情，移居本

埠的跟生長於斯的，有些甚麼不同？作品裡的人物麥太太，在新

居中醒覺到「應有一種事物叫懷舊。嗨，真好，看了喜歡，搜搜

搜，原來是因為看見過的。是一種年月的記憶。」麥先生想再回

舊居看看，卻未能說得清「水和土混和的氣味，泥土氣味，人的

氣味，母親留下的氣味，語言留下的餘韻，縈繞未盡散」，「那是

物理同化學混和的空間」。因為懷舊，新居的海近在咫尺，是「近

乎概念的海」；舊居的海卻是「微盪海波紋的」。「麥太太沿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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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走在谷歌地圖上，她心中有一張很大很大的地圖，一直攤

開、一直攤開去。」陳惠英筆下人物心中的思鄉的地圖，跟郭麗

容、黎翠華、蓬草、辛其氏筆下人物思鄉的空間有異。前者思念

的是彼方之情，後者思念的是已經更替變化的本鄉本土往日之情。

陳惠英以「微盪的海波紋」的意象捕捉記憶的原鄉，張婉雯

則以「阿稔的眼睛」的意象捕捉故人的記憶。「那雙眼睛會讓我想

起公園晚上的天空」。〈打死一頭野豬〉是她二零一零年中文文學

創作獎優異獎作品（她於二零一一年則以《潤叔的新年》獲聯合

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作品以小男孩羅志鋒的眼光出

發。同學阿稔聽不懂老師講課，她和弟弟阿塔都不大懂廣東話。

母親在老人院辛苦打工，她要照顧阿塔。學校附近山坡叢林像她

「以前的家」，「我爸爸在樹林裡種上許多香蕉樹」。第二天兩小孩

鑽過鐵絲網裂口直往叢林裡去探險，然後見一個黑影撲過。一星

期後，他放學時見群眾圍觀一隻誤闖馬路口的野豬，牠忽然對著

小男孩，「我忽然看進牠黑毛底下的細小眼睛」，在這刻阿稔的眼

睛意象跟野豬的眼睛重疊了。牠給警察舉槍轟的一下打死。次日

課室阿稔的座位是空的，阿稔就這樣消失了。後來小男孩獲悉，

阿稔爸爸也被警察打死了，只因他是瘋的。黑豬跟阿稔父親的處

境相近，同樣是不容於文明社會的弱勢者。這些情節都曾見諸香

港新聞（書寫至此，一則新聞剛報道一頭野豬又誤闖市區，警察

圍捕）。作者以兩件血淋淋的個案，選擇小男孩稚真、不明就裡、

一知半解的目擊者眼光出擊，卻奏出冷凝抽離的抒情調子，淡淡

的哀愁瀰漫字裡行間，內蘊是飽滿的。作者潛藏爆發的創造力可

見一斑。

雨希的〈睡在路軌旁的兩（三）隻山羊〉，以衣物上的拉鍊比

喻親近又疏離、疏離後可能終又親近的不定的兩性關係。同樣是

抽離冷凝的抒情調子，以節奏韻味取勝。男女主角沒有名字，他

和她的故事。「男子與女子在列車中微微搖晃。車軌像一條拉鍊，

在兩座城市之間來來回回，開開合合。故事開始了又結束，結束

了再開始。」作者透過一趟旅程，刻意寫現代大都會雙城（上海、

香港）間男女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的關係，故事以一條車軌、一

條拉鏈、兩條上下扶手電梯的意象貫串。

張綺霞的〈蟹與殼〉，以寄居蟹的意象比喻異性間、同性間合

合分分、分分合合的關係。「殼與蟹的關係只是一種偶然。而浩為

何需要她，他從來不說，她從來不問。或許這樣才叫做，細水長

流。」她抱著他，同時想著從前的女人。「或許她還是會回來的」，

「殼在日與夜中靜靜地等待，如果遇上了某些肉，會移動的肉，她

將會再次離開，緩慢地離開。」瀰漫字裡行間的是撲天蓋地的孤

寂感與絕望。

香港女作家不論中壯一代或新生一代，均承襲了一種無可比

擬的抒情調子，並能以妥貼的意象準確深入地捕捉細緻的感情變

化，刻劃微妙的心理轉折。

結語

香港作家筆下，這個城市是倖存者的空間、歷史記憶斷裂的

空間、荒謬的文化劇場、魔幻的政治舞台、陌生的異境、傳奇衍

生的異域、抒情寄寓的原鄉。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的小說編選過程，從對報紙的地氈式搜

索到雜誌、書籍、電子版的覓尋，可謂不遺餘力。在最後關頭，

我們才發現電子版《小說風》和台灣《短篇小說》雙月刊的漏網

之魚。香港小說創作空間之短缺及作家出版者掙扎求存的本領，

於此可見一斑。二十九篇作品之中，三分之一屬七、八十年代新

生少壯一代；三分之二屬中壯一代和年長一代。跨越四代的作品

展示，呈現了香港生生不息的創作力。作品中三分之一出自《香

港文學》雜誌月刊，其他出自《城市文藝》、《小說報》、《字花》、



xiv xv

《香港文學展顏》、《短篇小說》等。它們成為一片孕育文學創作

的綠洲。其他雜誌限於人力物力等資源，亦於夾縫中求存。雖然

文學創作的沙漠化現象出現端倪，卻無礙玫瑰的綻放，亦算是奇

蹟吧。

序二　失落了的香港文學創作	

	 ◎		馮偉才

本選集共有二十九篇短篇小說，主要來自香港幾份文學雜誌

（包括網上的）、作者個人選集和文學獎得獎作品，其中以刊登在

《香港文學》的作品入選數量最多。我和黎海華在編選過程中均發

現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文學創作，正處於

花果飄零的時期。不少作家的苦心創作，像是無處容身，要等到

《香港文學》每年一月號的「香港小說專輯」才能得見天日。

2010年開始，《文學世紀》已經停刊，《小說風》轉為不定期

的網上雜誌。除了《香港文學》，香港就只有《城市文藝》和《字

花》等幾本較有份量的文學雜誌。而在上述那些刊物中所刊載的

短篇小說，我們認為寫得好並能進入初選的作品，大都出自成名

作家或創作經驗豐富的作者之手，只有在中文文學獎的得主中，

我們才發現幾個富有潛質的新生代作家。

本地文學刊物稀少，造成了《香港文學》一刊獨大的局面。

它每年一月號刊登的「香港作家小說專號」，就像是香港小說創

作者一年一度的檢閱。據知，有些作者表示，《香港文學》要稿，

會拿手中最好的給它，因此也形成了刊登在「香港作家小說專號」

上面的，大都是作者的水準之作。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本選集中

的作品，有三分之一均來自《香港文學》。平心而論，要選這三

年來的香港短篇小說佳作，出自《香港文學》的，起碼應佔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