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012

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v

城市隨想─

城市文學節2011開幕暨座談會

日期：2011年4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惠卿劇院

嘉賓：林沛理先生、黃子平教授、張大春先生、許知遠先生、章詒和女士、

張誦聖教授、焦桐教授、葉輝先生、廖偉棠先生、閻連科先生、劉紹

銘教授、鄭愁予教授

主持：鄭培凱教授

主持：

這次城市文學節的主題是「城市．山海 」。香港是很熱鬧的城市，但所

處的大環境卻是山海交錯，很美的自然環境，所以有許多自然跟人文、

科技、環保的議題。今天請各位講者，談他們的寫作經驗、生活感觸，

或一些特別的生活經驗。

黃子平：

謝謝培凱。我原來以為山和海中間是有點的，現在發現山海是連在一

起。我馬上想起那部偉大的經典《山海經》。《山海經》是一個神話，是

鄭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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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中原、中土的人，那些沒見過山和海的人，去想像東邊西邊南邊

那些虛擬的山和海。這些山和海基本上都是神仙住的地方。神仙住的

是崑崙啊，峨嵋啊，高不可攀的山；要不就是海上的仙山，蓬萊啊那

些，都不是我們居住的周圍這些平常的山，是神話的山和神話的海。

如果把那麼遙遠的一個經典引到我們這個文學節當下的話，山和海對

於我好像也是一種神話般的存在，不是很真實。因為我每天主要就在

地下鐵裡面鑽，對於香港的想像，基本上就是地鐵裡面那幾條五顏六

色的線，是扭曲的空間分布。

但是反過來看，如果山和海對我來講是一種虛假擬像的話，其實城市

也是。這個城市雖然我們每天都在接觸它，但有太多不能整合的碎

片。不像以前我們可以在一個村子裡坐下，看山看水看門口那棵樹，

看身邊的那塊石頭─那是一個能夠整合的、完整的，進到你的心裡

頭去的。但是在城市裡，紛至沓來的碎片消失得很快，不能凝聚，也

不能停留，所以它是一種神話般的存在。

這兩樣加起來，你會發現這次的文學節的主題特別「文學 」。因為它要

靠想像來把握。如此的虛擬，如此的不真實，這就是文學要幹的事兒。

這次我讀散文組的作品，也能讀出這種感覺。就是說，這些年輕作者

生活在這樣一個感覺紛亂的城市裡頭，努力捕捉⋯⋯有些是小時候的

印象，山和海呀；有的甚至不是小時候的印象，是父母告訴他的印象；

有時候是自己在都市行走，騎著摩托車去送pizza，這麼一種pizza	boy

的都市行走路線，以速度比較快的視覺感受都市。這些作品實現了文

學節的企圖，就是用文字去捕捉很可能已經補捉不住的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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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

無論是城市所構成的人為環境，還是山海

所構成的大自然環境，其實評論所講的就

是關於人與環境的關係。所謂城市，可以

說是對大自然的一種逃避。就是英文所講

的at	 the	mercy	of	nature。城市可以抗衡

大自然。無論外面的天氣如何，我們都可

以在時代廣場或圓方「血拼」。城市甚至可

以說是人類對大自然的一種報復。但是，

從最近許多事件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城市在大自然面前有時候是不

堪一擊的，無論是海嘯、地震。但有趣的是，作為一個評論人，看到

城市人在一瞬間被提醒：大自然不僅存在，而且會對人類造成影響。

只是，城市人對大自然的回應很多時候是軟弱的。因為我們太少接觸

大自然了。

張愛玲說過很多城市人第一次並不是接觸真正的愛情，而是接觸愛情

小說。很多時候我們對許多事情的回應都是二手的，經驗也是二手

的。我聽有人說過，他在電視新聞或YouTube上看到日本海嘯所造

成的破壞後，說這也沒有很厲害嘛，沒有《明日之後》來得厲害。確

實是的，因為許多時候我們所看到的大自然威力其實是電影的畫面，

而電影有能力製造奇觀，所以自然地我們會把一些天然的現象、天然

的災禍當成奇觀來看待。評論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這樣的情

況下，要怎樣才能把人已經對自然麻木的反應重新發掘出來。我留意

到在地震、海嘯之後，寫作的需要特別強烈，因為可以宣洩我們的感

情。在這麼無助的時候，把某些東西寫出來，好像變得不會那麼徬徨

無助。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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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前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種族清洗之後，不應該

再寫詩，因為任何的藝術創作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對該件事情的美化。

然而，我留意到這次日本海嘯之後，有很多回應文章，甚至評論文章，

都有一種無助感縈繞著，都不能釐清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看到在一定

程度上文學或文字的無能為力。所謂「大悲無語 」可能這就是這個意

思。文字如何能讓人類和大自然的關係更加親近呢？這是值得思考的

問題。

另外一個人與環境的關係就是城市。城市對許多人來講是他們最重要

的環境，甚至唯一的環境。很多評論的主題正是講城市人與城市的關

係。構成香港這個城市環境有幾個很重要的部分。第一個就是所謂自

由市場。市場對於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環境，而這個環境對於城

市人、香港人的影響是不下於土地、天氣對於農夫的影響。我們以為

自己已經超越了農業社會，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然而在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之下，我們受制於市場、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程度也不下於農

夫。這其實是很可憐的。

現在很多人講地產霸權，卻很少人講家，他們成天開口閉口講的就是

樓市，這反映了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一個環境，而這個環境變到怎樣的

一個程度。我覺得評論需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是首先要把人與環境的

關係說清楚。究竟人在甚麼程度上、甚麼範圍內、甚麼意義上是受制

於我們的環境？諷刺的是，城市與大自然同是作為一個環境，卻有本

質上的不同─城市是人為的。所以，如果我們是受制於環境，是環

境的受害者，那為甚麼我們會成為這個我們有份創造的環境的受害者

呢？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性格上、基因裡面流著自我懲罰的血液？又

或者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所謂人為的環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我們

創造的呢？我們有多大的權力可以改變這個城市去作為我們生活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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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這可能牽涉到整個政治制度，甚至所謂公民社會意義等。

我覺得評論可以說是一個永恆的工作。而評論人有個責任：在人與環

境的鬥爭上，首先要採取一個立場。你的立場是甚麼？你是不自覺地

站在環境的立場上，還是你站在一個普通人的立場上？即使是香港這

麼一個扭曲的生活環境，都有它自己的勝利者與失敗者。在一個不公

義的環境裡，不代表你不可以受惠於這樣的環境。所以，寫作評論其

實是一種道德的抉擇，基於你站在哪一邊。

其實，人與環境的鬥爭不是必然的，人可以尋求與環境和諧共處。只

不過當環境扭曲到一個地步時，你可能先要去改變環境，才能講求和

諧。簡單來講，對於環境的敏感─無論是大自然環境，還是城市環

境─是所有寫評論的一個先決條件。

章詒和：

在大眾文化和傳媒文化覆蓋全社會的情況

下，生活走向審美，藝術走向消亡，文學

已經邊緣化。這個是共識，不是我首創，

所以我覺得台上的寫者、聽者在今天這樣

一個文學、藝術逐漸消亡和邊緣化的情況

下，能夠熱愛、堅持，我深為欣慰。中國

的文學和藝術離沉沒已然不遠，所以我參

與這個座談會有一種悲壯感。這是我講的

第一點。

第二點，為甚麼要搞文學和藝術？最主要是他想說，他有表達，因為

他是人。如果他有人生體驗，如果他對這種人生有認識的話，他一定

章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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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達。表達的方式不一樣，跟他的個性相關。我覺得艾未未被指責

為罪犯以前，他首先是個藝術家。我今天看到《文匯報》指責他是罪犯，

還沒有審判以前就指責他是罪犯，頗為不解。但是，我知道艾未未首

先是藝術家，你從他那裡可以找到破壞性，找到反抗性，但這一切是

藝術的。

我覺得在中國大陸能堅持獨立寫作，頗為不易。在這個台上有兩個人，

一個叫章詒和，一個叫閻連科，我們的書都是一再被查禁。我就覺得

香港同學和非大陸作家能夠從事自由的寫作，機會極其難得。

廖偉棠：

有一些國內的朋友來香港玩，我會帶他們

去香港一些奇怪的地方，令他們大吃一

驚。原來他們印象中的香港都是高樓林立，

資本高度發達，他們完全想不到有另一個

香港藏在這後面，而且佔地面積的比例還

相當大。好像到了那裡，你才發現甚麼在

香港才是真正的力量，在背後撐著這個香

港，成為香港，而不是說那種資本運作令

香港具體化。

但是，同時我也會思考香港文學裡面，包括已經成形的香港文學，還

有一些年輕作者或者同學們的作品，對香港的城市和山水之間的處

理。現時這是一種割裂的情況，兩者各自為政。就跟香港的藝術一樣，

香港的藝術，比如所謂沙龍攝影，都是拍香港所謂美、溫情的一面；

另外，批判性的那種寫實攝影，就只會看到香港城市高度發達的東

西。但是很少共同去處理這兩個題目。

廖偉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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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從兩點談談自己在創作上的體會。前幾年，我寫了一本詩集叫

作《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裡面我想去處理：我們所習慣的城市

人、城市中心的視覺和非城市中心的視覺，在香港能怎麼呈現？好像

在香港已經不存在非城市中心的視覺了。那假如我們從山海的角度、

自然的角度來看我們這個香港，或者說來看我們香港人在這個城市所

追逐的一切，然後從中呈現出來的虛無或者超越會是怎麼樣的呢？所

以，我寫了一組詩叫《島嶼記》，寫香港的各種離島。香港是由很多

很多島組成的。島在香港被稱為離島，就存在這種分離的狀況。我們

說香港的時候，好像都沒有想到香港還有大嶼山、南丫島、長洲。但

在這上面的香港，又是另一個話語系統的香港。我這一組詩的最後一

首詩叫《香港島的未來史》，這首詩我就嘗試用一種很極端的方法，

書寫香港的未來。我先寫到一百年後的香港、一千年後的香港，越來

越誇張，越來越大，寫到一萬年以後，甚至是一百萬年以後的香港會

怎樣。當然人和我們現在所驕傲的一切文明建設等可能真的完全消亡

掉。這也是我一直想處理的主題：沒有人的歷史會怎麼樣。如果我們

縱觀整個地球的歷史來說，人的歷史只是很小很小的一段。人慢慢退

出了香港這個舞台，這時候我們怎麼面對文明的所謂光榮、恥辱、勝

利、失敗？

另外一點，我們面對香港這樣一個社會，要書寫山水，畢竟要帶一種

批判性，批判的山水。我們在香港書寫山水、接觸山水時，必然有一

種尷尬，就是山水的變質、山海的變質。我們在報紙、新聞上，接觸

最多山和海這兩個字，往往是在房地產版—這個樓是山景，這個樓

是海景。

也許香港作者擁有比中國、台灣或者某些外國作者更大的優勢，因為

我們一出生就身處於這種尷尬、矛盾之中。我們作為此地人怎樣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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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的尷尬，這是一種挑戰。如果寫好了，完全是一種很獨特的東西。

尤其在詩歌上面來說是這樣子。因為對於詩，我們向來有一種詩情畫

意的先入為主概念，詩歌一定要寫美景、詩意的東西。甚麼是詩意？

我們先入為主，定義山山水水就是詩意。那在屏風樓的夾縫裡看到山

水，是不是一種詩意？如果它也是一種詩意，我們怎麼處理這種詩

意？

另外最後講一點。我們在大學經常提到一種環保主義的寫作，環保主

義的寫作在美國開始盛行，當整個世界、第三世界國家都在追趕寫這

種東西時，我們要注意兩點。一是我們還是要保持著那種對抗性，另

外是在對抗性之中，樹立你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的自立性。⋯⋯

我覺得在災難的啟發之中，我們就更加認識到人的卑微的這一面，我

們把這種東西書寫出來，反而能夠獲得真正的力量，就是大自然它所

挾帶的力量。

劉紹銘：

感謝上一輩人對小孩的教誨：「開卷有

益」。這個卷，古時候就是古書，但現在廣

義來講，也可以說是電腦，你一打開電腦就

甚麼也能找到。報紙也算是一種卷，當然還

有我們的書本。另外就是報紙，現在的報紙

利用各種手段吸引讀者去買。如果用一幢

屋子去比喻的話，一樓可能是教堂，二樓是

賭馬的information	 centre，三樓可能是戲

院，甚麼都有。今天報紙不講求甚麼書面語，我們要自己去分辨。在我當

大學生時，讀報紙真是一個一個字讀，即使有甚麼事情都先不管，看一

劉紹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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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兩個小時才放回。我覺得一個字一個字讀才可以領略當中的意思，

可是現在的報紙很難讀。例如當讀到「走寶」時，我就會想「走寶」是甚

麼意思?

我覺得，一個人怎樣讀書，絕對跟他的興趣、環境有直接關係。在香

港，人人都想著股票、房子，假如你跟別人談「城市山海」，他們或

會想這個人真沒趣。我在六十歲以前不在香港，可能就這樣養成讀書

的習慣。很抱歉，我並不是說在香港不能讀書，努力可為嘛。

許知遠：

昨晚到香港，我瘋狂地上YouTube，因

為國內禁止上嘛。我想到三十幾年前，內

地人偷偷游過深圳河到香港，尋找一種生

活的可能性，這幾年是國內年輕孕婦到香

港生孩子，然後有我們這些人到香港上

YouTube。不管是上一代還是我們這一代，

都對生活中的可能性有一種追求。我想這

也是最初我們會寫作的原因。

我這次從北京來，我想在某程度上，北京過去十幾年變成一種鋒利的

狀態，它和香港之間新的對比的關係，和台灣之間、和整個世界之間

新的對比關係，也體會出一種奇妙感受。我每次離開北京時，都有一

種被解放的感覺。但我同時覺得，當我在別的國家生活時，比如台灣，

會感到他們有某種無根感、無聊感，因為他們的角色問題在上一代人

時已經解決了，現在這一代或者會抗議，但政治的革命時代已經過去，

他們覺得這種生活非常平面化，甚至承受不了。這個時候，我想：能

否通過對中國重新的想像，給自己無聊生活一種解脫或一種啟發？	

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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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春：

我每次來香港，都有新的心得。今年有一個新感受，因為我帶著一個

問題而來。由於今年剛好是辛亥革命後台灣建國一百年，我發現一百

多年前，香港是一個甚麼人如果搗亂完就跑來的地方。就像電影《十月

圍城 》內，男演員張涵予演的孫中山，他跑到香港來，對革命作了重大

的影響。有些人會以香港作為一個跳板，跳去美國、新加坡。我就感

覺到香港在一個動亂之中，是一個避難所或庇護所。一個城市該發生

的它都發生了，譬如說革命。除革命之外，我覺得應該還有憤怒和不

滿吧，或者反控制，這是新時代的形容詞。

我對香港曾經是避難所，感到無比好奇。我產生一個新的想法：那些

躲過來的人，在等著回去之前，他們會如何定義那個處境？我不知道

過去有沒有人談過作為庇護所的香港，我相信一定有，那麼如果這一

代的年輕人希望活在庇護所內，或者想改變一下這個庇護所的狀況，

也許是孤獨的行動。

葉輝：

我們在說「城市是甚麼 」的時候，首先我想

起前幾天走進書店看到的一本書，黑白封

面，有一個人用倒轉的方法去看一個完全

顛倒的世界，這個人告訴我們，當我們去

批評城市，或當我們在說甚麼是城市的時

候，首先便要考慮一個問題：甚麼是人？

因為大家都在說城市是人為的、人造的地

方，有人實踐、規管的聚居地。我小時候，

十分留意半山下的一些小木屋、棚屋，我就住筲箕灣半山一個石屋，

後面有一個涼台，在這個涼台望出去，可看到山腳的電車路，再望遠

葉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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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還可以望到海。後來，大人告訴我從前是沒有電車路的，我們住

山邊，再往下便是海。

我想起童年的時候在筲箕灣的山上住，記憶之中，筲箕灣只有兩種聲

音，一種是爆石聲，一種是船塢拉鐘的聲音。通常在中午飯之前有鑼

鼓聲，通知大家盡快入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避，整個山頭就這樣

爆開了成為平地，將石頭搬去海邊來用填海。

海的聲音就是船塢，現在的太古城以前叫作太古船塢，每日船塢的鐘

聲通知整個筲箕灣的主婦，是時候開飯了。這兩種聲音我會說是城市

初期的聲音，有船廠、爆石的工場、石礦場，出現的聲音令我們知道

那裡曾經有一座山，有一個海。

九龍城是我見過變遷最大的地方。香港第一代用白話寫作的作家侶

倫，他的《向水屋筆語》和早期的散文讓我們知道九龍城究竟是怎樣

的。「向水屋」三個字是徐悲鴻先生為侶倫題的，它在獅子石道後

面，現在需要經過一段太子道，再經過一個已填海的機場後，才看見

海，但當時屋外已見到水。

九龍城還有個宋皇臺，因為舊機場而被爆破了，但有一個石頭刻了

「宋皇臺」。侶倫先生提到獅子石道曾聚合了一些文藝青年喝紅茶。

以前的人到冰室不是飲冰，反而是去喝紅茶。現在這樣的景觀已消失

了，九龍城寨，整個寨都沒有了。作為香港這國際城市標誌的啟德機

場都沒有了。由九龍城寨一直流去海的河流也沒有了。

香港有很多離島，很多離島不知不覺間被大島收編了，例如土瓜灣

旁	本來有一個叫海心廟的小島，因為距離很近，後來和土瓜灣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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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現在的那個機場本來是一個叫赤鱲角的小島，又被大嶼山收

編了。偏離城市中心的小島是不用被收編的，例如東坪洲。說得遠了，

我只能說，香港的船街要再過很多條街道才到達海邊，假如我們重新

去認識地名本身的涵意，便可知道香港原本的歷史。

五十年代劉以鬯先生編的《五十年代小說選》提出一個香港文學特

質，就是難民文學，因為大量的難民擁入香港。段義孚─一個在美

國生活的中國人認為這種叫「逃避主義」，或稱「逃逸主義」，把香

港當作為「棲息的梯子」，你可以爬高幾級，亦可以爬低，你只不過

在梯子找一個最合適的位置，最適合去表達你自己的處境的位置，無

論有多高或低。

張誦聖：

我在學校教書三十年，每年都有一門教寫

作的科目。我從來沒有寫小說，四十年前

上大學，我曾寫過兩篇交作業的小說，這

是我唯一的寫作經驗。

四十年來沒有創作，但我研究的是文學。

把文字這行為作為研究對象，某程度上與

作家把日常生活作為對象有點相似。

以前學生站在宿舍門口看報紙，跟現代按一按電腦便得到資訊比較，

現在是多麼的先進。「生活走向審美，藝術走向消亡。」我非常同意，

在這樣的資訊情況下，把人類表達、記錄作了革命性的改變後，藝術

範疇還能像以前一樣嗎？我是懷疑的。

張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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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桐：

第一次參加城市文學節，非常新奇的閱讀

經驗。我發現同學的聲音跟大陸、台灣的

聲音不一樣，有很大特色。我覺得很高興，

香港年輕人一出發就有自己的聲音。

大概在十年前，我開始研究飲食文化，慢

慢發現大家希望我是一位美食家。我寫的

飲食書好像賣得不錯，不知怎麼辦才好。

我猛然發覺來香港幾次，我好像用味覺來記憶城市，而不是用視覺，

譬如說多年後，我可能忘記香港有怎樣的藝術表演，我曾經在大學開

過的課程，幾乎忘了澳門有多少個博物館，忘記澳門的賽車，可是我

卻清楚記得澳門的燒鴨，清楚記得中環的絲襪奶茶，記得香港和澳門

一些傳統的菜市場，記得澳門的木糠布丁、魔鬼大蝦等。我好像都記

得這些東西。

閻連科：

少年時期，每天作的夢很滑稽，就是作夢

和毛澤東下象棋，毛澤東下輸了。少年時

期還有一個夢想，就是非常嚮往城市。城

市對我來說，不是具體位置上的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階層，一個文化，是美好的天

堂。少年最大的夢想，是到城裡去吃飽肚

子，討一個城市的媳婦。我想城市給我非

常複雜的感情。

閻連科

焦   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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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九年時，我到北京讀書。比北京大的城市，國際上有很多，

為甚麼沒去，是因為年齡大了，言語不行，如果我會講各種語言，會

講十個單字的話，我會憤然離開那個地方，到外國去。

城市對我來，它絕對不是一個具體位置上的東西，是非常複雜的文化

象徵，我非常恐懼城市，因為她讓我回憶起青少年時生活的那個鄉

村。小時候家門口有一條河，我吃飯的時候，天特別熱，就端出飯來，

把雙腳泡在河裡，現在那河早就消失掉了。我回去的時候，人們也不

把我當成當年的那個閻連科：「你能不能讓孩子到好的學校啊？⋯⋯能

不能讓孩子當兵？」要不就是說孩子被判刑了，「你能不能說一說，讓

它少判一點 」。原來你不再是原來那個人，人看你也不一樣了，你也回

不到那個地方去。

我非常恐懼回到鄉村去，確實也回不去了。⋯⋯最後還是逃避到文學

中比較好，文學相對比較安靜，可是文學不是你想寫甚麼就可以寫甚

麼，唉，你可能想寫甚麼就不讓你寫甚麼，像章詒和老師這一種情況。

⋯⋯我想我的情況好一點，我可以混到人民大街去，想寫就寫，我對

現在的狀態非常滿意。

鄭愁予：

對寫詩的人來說，「城市和山海 」是非常好

的題目，有很多地方可以發揮。對一個寫

詩的人，不但可以談理論，也可以用這題

目創作。古希臘如果沒有城市，雅典不會

有荷馬。一萬多行的詩，如果不在城市裡，

誰來聽呢？

鄭愁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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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次比賽選的三首詩，都和山海有關係，一首詩講他幾十年前，

從大陸偷渡來到香港，經過幾十年以後住在大樓裡面，腦子裡想的還

是家鄉那個老棚子，給我感覺這不是詩人個人的經驗，但它有移情作

用，用想像力，想像一個當年錯過了山和海的人。詩人把山海寫得很

美，用綠代表山，用藍代表海，其中兩首詩都有同樣的意象。

現代的詩人寫的大概是城市的詩。美國紐約詩派和舊金山詩派，詩人

和藝術家走在一起，差不多每晚很多小酒館都有詩朗誦，去聽和去朗

誦的人都要交費，非常有意義，都是城市的詩，細說城市的細致。

尋找一片寧靜─山海交錯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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