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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掙扎與遺忘	 ◎		潘步釗

一

2013 和 2014 兩年，在公在私，竟然都予我不少啟發和聯

想。2013 年的最後一季，我因為頸椎出了毛病，在醫院進行了

一次不算小的手術，向學校告了兩個月病假，六星期內沒有踏出

上水區半步。醫生的吩咐比法庭頒令禁制更震懾人心，叫人不敢

偷越半步。然而 2014 年對於香港，變化更大，意義和影響更深

遠。政改問題由 2013 年開始醞釀發酵，到 2014 年討論，慢慢呈

現劍拔弩張之勢、特區政府成立政改小組，到人大定下框架，再

到七十九天佔領行動，果真如那個在大學教法律的「政客」所

說：香港從此不一樣—只是明顯地，我們的社會沒有因為不

一樣而變得更好更快樂更繁榮更平安。這兩年，爭上台前的人

物角色紛繁，由勾結地產商的貪污高官、被強令封刀的名醫、刀

手伏擊的名編輯，到說流利粗口的小學教師，教我又再想起電影

《城南舊事》中，那可愛而單純的小女孩英子，當那為了供弟弟

唸書而偷東西的賊問她，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英子呆呆地，眼

神落在無定點的前方，茫然失神地說：「我不知道，人太多了，

我分不清。」是的，人太多了，於是善惡、是非、黑白、正邪，

我們一下子都糊塗迷失了。似乎除了法庭，天下間沒有其他去

處。道德和溫情，生命中的無奈和美善，在一個又一個傾斜的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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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反映在作品亦應如此，希望借這本選集展現這兩年間，不同

的平台、不同的形式嘗試和不同年齡層的作者風格，從而拼湊出

這兩年的香港短篇小說的創作圖貌。

遺忘，伴隨記憶的追尋，是生命中無奈的輾轉流離，成為文

學作品中的重要追尋和主題。有時我們遺忘了城市的某些東西，

可是更多時候，是我們身處的城市在不斷遺忘。選集中鍾國強的

《請小心月台空隙》，寫一個配音員文叔死後，妻子努力記憶，想

方設法保存，城市卻漸漸遺忘他的聲音，深刻警策，我非常欣賞

和喜歡。生活在城市，我們在不斷遺忘的過程中，有時也會成為

被遺忘的一部分。蓬草在《護河人》寫陶大伯在河邊檢拾垃圾，

表面是「令他一下子快樂起來，生活像有了意義和目的，有事可

做了，不用在家中從早晨呆坐至夜深」，排遣寂寞打發生活，更

深藏的是那份不想被遺忘和不能遺忘：「太多的回憶，從四方八

面重重的壓下來，陶大伯的頭昏沉沉⋯⋯猛然一抖身子，他走出

屋外，走到河邊」。小說末尾，陶大伯回憶起童年時父母與他在

河邊散步，甚至在河邊認識了後來的妻子。護河的象徵意義至此

豁然可讀，最後陶大伯失足死在自己守護的河中，又變成寓意豐

富的暗示，悲情深刻。相比作者在這兩年內發表的其他小說，例

如《遺忘的瓶子》和《美麗的家鄉》，以這一篇最觸動編者。唐

睿的《Hi, Dad》把生命和生活的流動與身不由己，在為人子亦

為人父的角色疊置中，表現出相當的力度。這種對生命和歲月的

悠悠思索，相似的作品還有惟得的《長壽麵之味》和朵拉的《尋

枕記》，而且一樣是集中而豐富地運用象徵的手法，引發聯想和

感覺。王良和《魅影》的題目定得很好，幾乎把小說要表現的都

說了，而且滿有質感。大家都活在情緒、壓力、暴烈等精神陰影

下，作者既寫童年居住公屋時，智力不及正常人的鄰居阿全，末

尾重筆寫患精神病的弟弟和母親的死，作者自己亦困擾在似有若

無的情緒病中。寫夢中阿全妻子把孩子擲下街的小片段，更加令

上流去，只餘下城市生活中的香港人，大家在一邊掙扎，一邊

遺忘。

文學方面，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明報．明藝》和具宗教背

景的《阡陌》，先後在這兩年內出現，算是為文學作品發表的平

台增添了空間，儘管版面不多，又或者一兩年內就結束了，我們

仍然看到文學世界在動盪和叫囂中，努力掙扎，拒絕被遺忘。從

文學角度看香港的 2013 和 2014 兩年，雖然不像社會事件的動人

心魄，但仍然意義深遠，而且充滿暗示，特別是在這二十四個月

的首尾之間，兩位具有非一般地位的作家去世。也斯在 2013年開

始的數天病逝，曾敏之則仙駕於 2014年結束後數天。曾老是傳統

南來作家，一代名報人，左派超級元老；也斯則是戰後出生，代

表七十年代以來，文學本土意識和西方文學影響下，理論與創新

等等思潮和主義對香港文學的衝擊與影響。兩人的離去，對於思

考香港文學，兼具實質和象徵意義。無論南來或本土、傳統與創

新，花落花開，香港文學不管河東河西，憤怒與不憤怒，仍然向

前發展，無論哪一個時代，趕往長安的少年仍然多着呢！只是作

為反映對象的香港社會，未必以平行共速地向前，風光過處，會

颳起如刀的烈風，也會交織纏繞的羅網。生活，彷彿是張沒有終

結的考卷，笨手笨腳的城市人被逼拿起筆來，緊蹙眉頭，然後一

邊掙扎下筆，一邊又不斷遺忘寫下的答案。這彷彿也成為閱讀這

本反映這兩年小說作者藝術情思的進口，我們推門而進，努力去

分清海和天，盼望着風光溫度，都亮眼怡人。

二

閱讀 2013 和 2014 兩年的香港短篇小說，不一定要循很多人

喜歡的套路與習慣，例如「借來的時空」、「消失的空間」、「迷失

我城」等一般為論者所喜歡切入的角度。如果客觀世界是多元豐



iv v

在社會和周遭世界的大網，也在生命的大網中掙扎。掙扎不

一定是動態的，可以是精神心靈和情感意志的，不過總有一種力

量。作者的訴說和表達，有時從城市某些特定人物的處境和情

感來完成。這些人物都活在壓逼的社會氣氛或節奏中，羅貴祥的

《士象》具體寫出同性戀者，與身邊環境和社會的格格不入，小說

有一句：「他那時已經知道，真正的亂是來自外面的力量」，讓讀

者清楚聽到小說人物掙扎抗議的聲音。李維怡的《累》，寫城市

生活壓人，雖是雙線結構，但寫來相當平實易讀，小說中兩姊妹

在末尾同場出現，兩線結會，意旨亦豁然開朗，手法純熟。陳德

錦的《微波》雖是以澳門為背景，但作者寫來用心，穿梭時空，

歷史的憶昔，與香港的發展和身世，映照相生，可以細味的地方

不少。許榮輝《世界上最虔誠的眼神》寫主角拍下放生老婦人的

神情，或者正是對這份壓抑感的一種註腳：「老婦人臉上的每一條

條紋，都像是一雙合什祈禱的手，姜昕由此好像看到了老婦人一

生無窮無盡的苦難和委屈。老婦人所有的苦難和辛酸都捂在她的

合什雙手裡了。」

無論直接間接，小說理應反映現實社會生活，所以選集中也

挑選了數篇反映現實，甚至是緊扣時事為題材的作品。最明顯的

一篇是張婉雯的《無需要太多》，這是先進行訪問，後再寫成的

同志小說，人情事地，實有其在，很具反映現實的價值和力量。

與羅貴祥《士象》並讀，風格和手法，可以互相展現。陳汗的《審

死書》，寫青文書店羅志華的悲劇故事，殘酷現實世界的真人真

事，文學人讀了萬千滋味在心頭。作者悼念文化友人，寫來充滿

怨憤，語語辛酸，同時為數十年文學飄零冷落而致哀。表達雖多

變形，但事關莊嚴，所以篇幅雖為選集眾篇之首，編者仍不忍捨

割。寫實之作，當然少不了城市話題，香港社會的關注重點常落

在住屋與教育，周鳳鳴的《兄弟》，平實之中，表現了香港人如

何受到瘋狂樓價壓逼，一屋難求之苦。至於教育，更是文人作者

作品一下子激奔到高點，「魅影」不但廣闊難逃，而且可以暴烈傷

人，驚嚇十足。

歲月游移，卻沒有帶走生命的點點記憶，反而在某些人生際

遇的渡頭，會或顯或隱地觸動，像開動密室的機關，通向回憶的

大道。王璞的《白房子》的故事上溯至「1972年春天」，可是白

房子比喻理想生活，觸起作者今天的回憶是：「在四周殘兵敗將般

的破屋爛窟中，在一片污泥濁水中，那座亭亭玉立的白房子，孤

獨地、幽傷地，閃着怯怯的白光」，別寫幽懷，不是很明顯嗎？

這樣一種年輕歲月與眼前老去交疊重置的困惑猶疑，在周蜜蜜的

《時空．少女》與林淇的《語言學》，都有相近的處理，情慾和愛

情故事或者只是一種包裝。至於阿谷的《墊子》則有些不同，多

年後重逢，不在回憶，在眼前所激起的聯想推測，簡煉有力，收

結後讀者仍有許多參與的空間。

在香港這繁榮急速的都市寫作，城市生活的壓力和迷惘，始

終形成枷鎖羅網，任何時期的文學作品的題材和意旨，都會受到

影響，這兩年的短篇小說，沒有例外。作者們一邊努力重現城市

生活的種種綑綁和壓逼，人的消極和逃避，同時也描畫人們生活

在當中，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努力掙扎，尋找出路。潘國靈的《密

封，缺口》直接表達城市生活的封閉和困人，手法獨特，在小說

的結尾清楚表示要以文字尋找出口。朗天的《自治的天空—

2053 地下道雜記》運用大量想像，說的卻是眼前現實社會的投

影。梁科慶的《有薯條的地方就有海鷗》敘述城市人想逃避生活

的壓逼，卻最終要「回去繼續做一隻習慣追逐薯條的海鷗」，掙

扎不脫城市的大羅網，情見乎辭。韓麗珠的《躺臥行動》以靜坐

示威者為焦點，躺臥是表達，也是處境，在 2013 和 2014 這兩個

靜坐示威之年，特別矚目。海靜的《龜兔賽跑》，由愛情入到帶

哲理性的時間思考，城市人理應別有體會，而讀者的所思所感，

當又早已溢出愛情錯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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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梓榮的《海豚街上的穿牆貓》，前者平實，如評審李銳說的

「記錄影片式的生活流」，後者則刻意多用手法，轉換敘事角度

等，評審韓麗珠指是「像一個可以隨時變出不同景象的萬花筒」。

兩篇分別在不同的重要文獎中奪魁，正可見寫作小說之道，存乎

一心，並無定法。

三

任何選集的最後定本，所取作品，難免存有編者主觀成

份。擁有挑選決定的權力，任何編者都應該珍惜和自重，選篇

即使有很多不同的的標準和考慮，不過全都應在情理之內，不

難理解。首要當然是作品的文學水平，對於一本選集，跟一切

的比賽與獎項相同，所謂文學水平，其實就是指擁有挑選權力

者的眼光和口味。我期望選出來的作品能在不同度向，或者是

內容意旨，或者是手法技巧，或者是作者情思，予我觸動或思

考。挑選作品過程中，形式內容以外，要處理版權的問題，也

要照顧篇幅，有時遇到困難阻撓，甚至會被逼放棄選用。身為

編者，當然也希望利用這本選集，全面廣泛地反映這兩年內，

香港短篇小說的各種形相。可是限於心力和時間，集子中的作

品，只以發表在這兩年的文學雜誌和報刊為主；考慮「質」之

餘，也期望能「博」，因此每一位作家，只盡量選錄一篇，期望

能令多一些不同作家的作品入選，以呈現香港文學中，短篇小

說的多樣風格和技巧。

無獨有偶，羅貴祥在《士象》寫：「原來他雙腳從來沒有離開

過地面，身體也不曾在半空，那是視象角度的問題。」韓麗珠《躺

臥行動》也說：「原來平躺着身子，由下而上地凝視途人，他們的

臉龐看起來全都顯得灰暗，鬆弛而且憂心忡忡。」聰明的作者，

善於調度和暗示，不同的視象角度，上下左右的凝視，我們看出

常掛心懷，在每一年均有相關作品發表。如果說吳美筠的《針孔

攝錄機的防盜風波》只是側記學校的某些異化情景，寫來尚見冷

靜；鄭炳南的《荒謬就是所有荒謬事物存在的條件》，就肯定是

飽含憤懣了，而且批判的筆鋒，直指傳媒和社會的是非不分。雖

然沒有道出當前教育的真正困阻，可是為人師者跋前躓後的無奈

與悲哀，久在教育界者如我，都點滴在心頭。

除了反映現實的內容，選集中也有一些作品藝術手法獨特，

匠心別運。例如蔡益懷的《紅燈》，運用強烈的顏色感覺，為作

品烘染出刺人的情感色彩，配合內容和主角人物，比起作者這兩

年發表的其他小說如《你幸福嗎》、《稻草人》等，更能感染讀者。

謝曉虹的《異問》則一路懸疑神秘，引人追讀；葛亮的《照相》

雖不是以香港為題材背景，可是針線細密，情味堪嚼，都是可讀

性高的作品。至如鄒文律受可洛同名詩作寫成的《失去聯絡》，

寫城市生活中人與人的追尋、重逢與失落，趣味與情思兼具；陳

惠英以兩個人物的聚散片段，分別寫成《小二與美莉》和《美莉

與小二》，分開兩年，相隔十二個月，在《香港文學》的「小說

專號」發表，心思有趣。

文學獎項從來是讓我們發見寫作新星的平台，證之香港文

學，歷歷可見。編者在這兩年挑選了四篇得獎小說，既屬情理之

宜，也讓讀者印證一下這說法是否合理。除了數篇冠軍作品，編

者多選了黃怡的《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作者由內容到手法，

例如密集運用長句突顯鬱悶壓逼感，努力表達在這城市生活的擠

壓。我一邊閱讀，一邊不敢忘記年輕人的念茲在茲，永遠唸唸有

詞，無論是哪一個年齡層的文學或社會讀者，都應該注意和重

視。至於幾篇冠軍作品，呂少龍的《搭棚的一代》也扣住了「佔

中」，角度和情感處理得很好，結尾一句：「他立在遠方尋親的視

線瞬間被隔離在一片傘海之外」，或者是佔領、示威、遊行等等

激情背後，叫人不忍回視的一個畫面。至於王証恆的《南歸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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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形態、質地、情感和色調，都不一樣。笨拙的編者，閱讀、

挑選，然後編定一本雙年小說選集，原理可能也相同。過程中，

我除了感慨城市在憤怒掙扎中有太多的遺忘，或許只能憑藉誠實

認真的編選態度，為香港文學說一聲：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