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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  
小說組 

白景倩 

她的高跟鞋踏過不大平坦的水泥地，發出噠噠噠的響聲，無力的

纖纖手指拎出鑰匙，鎖芯被扭轉發出悅耳的扭轉聲。猜得不錯，她放

工回到了自己的小窩。遠離了同事朋友的她顯得格外輕松而略顯憔

悴。不得不說，這是她生活較為單調乏味的一面，回家對於她，是一

個有點陌生的詞匯。在外人的眼裡，她更像是在城市之中穿梭的隱形

人，被賦予善變和喜怒無常的形容，甚至面無表情也是常有的事情。

她的家人無法理解她的做法，更不願與她有過多的交往。她癱坐在沙

發上，並不急於去梳洗，圍上棕黑色的小棉被，習慣性的打開電視，

看著它閃閃爍爍的樣子，眼中一片漠然。或許你想問，她為何顯得如

此另類而不安。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有人生來敏感，有人生來多情，

有人生來苦楚，有人生來樂天。上天賦予了每個人不一樣的特質，企

圖讓她們尋找一條路以求得生存。而後來我們中的大多數卻無奈的發

現，我們的特質與經歷不符的那樣自然，刻意為之或避免都無法阻止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的學生，從小

熱衷於寫作，中學時期的作品多次得到老

師的好評。大學階段更是堅決地選擇了中

文系作為自己的專業和以後發展的方向，

可以說與文學結下了深刻的友誼。本人希

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今後創作出更好的作

品，在文學上能夠取得長足的進步。

得獎者簡介

她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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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場不那麼慘痛的悲劇，在我們為數不多的年華中落下印記。

上學時她熱愛文學，但她並不像其他熱愛文字的女同學那樣愛想

入非非。現實也教會了她很多東西，因為父親工作的繁忙，她時常是

見不到他的。但父親是很好的人，小時候每次回家的時候都會陪著她

玩耍，給她講很多在外面工作的趣事和傳聞。她遺傳了父親愛吃的基

因，經常和父親東跑西顛，吃個不停。母親很堅強也很有能力，因為

家中無其他大人，變得強大也是不可不成為的現實。她從母親那裡知

道凡事應該靠自己，那樣才穩妥。母親的性格暴躁，這對於她來說多

少都是有影響的。後來她發現自己的性格很多遺傳了父親的樂天和沉

穩，但解決事情的時候又如母親一樣的愛說愛分析，愛發脾氣。人家

都說基因是一種奇怪的東西，把男女兩個人的DNA結合在孩子的身

上，會發生變異和重組。時隱時現的表現著父母兩人的特質和優劣。 

說這些只是為了讓大家了解這個女孩子，她並不是很特別的類

型。她和所有女孩子一樣在青春期聽音樂，談戀愛，愛購物。當她長

到要化妝的年齡時，她突然變得少言少語，自閉起來。按理來說，這

個年齡應該是一個人性格穩定的年紀，她卻很反常的開始叛逆起來。

她的叛逆基因是很隱性的。人前她仍是一副泰山壓頂也處事不驚的表

情，內裡卻翻騰的厲害，以至於她自己也開始懷疑是不是第二個青春

期來臨了。她開始看不慣很多事情，產生很多懷疑，也想去經歷一些

從未經歷過的事情。這一切對她來說成為生活發展軌跡的必然，然而

這個時期是不會有人來管理她的，因此，那叛逆的種子在內心不停地

生根發芽變得越發凶猛起來。她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病了，但她不願

這樣認為，她喜歡過得輕鬆快樂不糾結，正像其他女朋友一樣的意氣

風發而灑脫。有時她坐著地鐵穿梭於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有時是擁擠

的香港的MTR，有時是寒冷的北京MTR，她看著貫穿於冰冷城市中

的人群不禁透著一股淡淡的寒意。就算在炎熱的夏天，她的眸子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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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窗，仿若也能發現炎熱中的寒義。有時香港的MTR很擁擠，幾乎可

以感受到隔壁高大男人沉重的呼吸聲，可她依然覺得寒意透骨。這時

的她還是會面無表情的站立在扶手周圍，或被擠在車門邊，她靠著車

門，就好像車門沒有她的支撐就會掉下來似的。 

她嘗試過不同領域的工作。開始是在一間畫廊裡當助理，專業是

藝術理論，學歷是碩士。後來又去到私人集團裡教英文，她原來在國

外呆過幾年，口語流利。應該說她的工作一直是比較有含金量的，都

屬於靠本事吃飯的類型。她自認為天生不算麗質，所以就只好立志

了。呵呵，這不是說笑。現在的女孩子，有些靠臉吃飯。有些就真是

靠著本事賺銀子。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她的薪水不錯，

算是個小白領，她自己總愛笑談自己「一生都在奔小康」。她比父母

有本事，雖不算給父母太爭光，可一直過得很舒坦。在她做畫廊助理

的歲月裡，她和多數年輕女性一樣，喜歡上了常到畫廊來送畫賣錢的

小夥子，甚至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她認為他是有才的，只是運氣不

好，或者是沒有機會，才沒能讓自己的畫出頭。她相信假以時日，自

己所鍾意的男子必定會成器，必定不負她所期望的那樣，成為一個小

有名氣的畫手，然後與她過著幸福的日子。她沒日沒夜的工作，給

人介紹畫品，準備參加各種畫展和博覽會，在死線以前趕完所有的

paper，只是為了讓自己更像是一個穩定，八面玲瓏的女人，她為他引

薦著老師和名人，也抽時間和他戀愛吃飯逛街睡覺，可總覺得缺少著

甚麼。她明白在藝術圈中男人多數不會只有一個女朋友，可她這次是

心甘情願的付出，說不出甚麼原因。當人們說不清楚原因的時候，更

喜歡把這個詞抽象為愛情。而她仿佛也變得抽象起來，每天忙到晨昏

顛倒，不知過了多久，自己的碩士論文也答辯完畢，經過努力也賣出

了很多畫，出了很多差，認識了很多人，但仿佛自己的人生就是不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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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久沒回過家了。在那寒冷的冬天，她為了自己心愛的男子，

花了大價錢租了北京四環的房子，期望著與他的同居生活。可自從她

給男友配了鑰匙的那天起，她發現自己不再喜歡回家，不再喜歡面對

一個一事無成，不求上進的男人。因此她在無止境的努力，讓那些冰

冷的感受填滿自己生命和身體的每一個角落。她知道自己已經不如當

初那樣愛他。或許時間過去了太久還是沒有結果的原因吧。她不太喜

歡等待，在她眼裡，超過3星期還沒有開始交往的男子也只有終身做

朋友的份，根本不會多想一絲一毫，和這個男人就是從見到他的那一

刻就陡然開始，又不知是何時就已經被消耗了大半，她的感情已經從

時間的指縫中溜走。本來只是想打發時間，現在想來卻變成了與愛人

感情疏離的前兆。與其說她不喜歡分手，不如說她不喜歡那種分離的

痛苦。她腦海當中，這種悲痛大約都是假冒的，能被時間沖淡的一切

感情都不能算作真感情。或許刻骨銘心太難做到了吧，直到後來男友

跟另一個模特同居了以後她才知道，男友喜歡的是高個子苗條的女孩

子，而當初的自己，何必說當初的自己，就連現在的自己也從未是他

的類型。這就是徒勞無功的愛情。直到吃分手飯的時候，她才注意到

男友有一雙很好看的眼睛，很動人，很溫柔，好像能把世間的一切冰

冷融化。或許這樣說太過誇張了，但融化她自己是沒有問題的。他深

深的眼眶中仿若飽含著的憂鬱，讓看到他的女孩子都有想要走近他的

魔力。後來她喜歡把他視為潘多拉盒子當中迸濺出的罪惡，作為一個

性對象尚且合適，但作為一個深愛的人，或者說共度今生的人來說都

太過了。算命的說過，這個男人會佳偶難成，用她自己的理解就是無

法與自己適合的女子在一起，或者說他根本不懂愛。作為一種有獸性

的動物，愛是一個多麼遙遠的話題，一個多麼匪夷所思的話題，所有

獸性的人類都會避免這一艱深的話題，以使得談話能夠順利的進行下

去，以達到談話的目的。 

結尾之時，男人這樣問：「他對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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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詫異：「誰？」

然後是長時間的沉默，男人握著杯子的樣子很好看，線條很優

雅，像是英國皇家貴族培訓出來的紳士。而他的問題確是這樣低俗，

毫無質量。相信每一個愛過的人都知道，愛不是比較以後的結果，而

是一種感覺和默契。他這樣問就不那麼讓人動心，甚至可以說是惡

心。仿若不和他戀愛的女子都一定是有了別的男人才這樣做的。戀愛

就是這樣一件低俗的事情麼？她想著，尋思著，不知是不是自己想法

太多還是太過混亂。她從未遇到如此棘手的問題，她不想回答，也可

以說不屑於回答。所以就讓沉默代替一切。但現在她開始不再對這人

有任何眷戀，就算他仍算是個長著可愛眸子的男人，但他失卻了原有

的吸引力，或是說她看透了他的伎倆。那餐飯她沒吃完就離開了，她

不屑於他的輕薄，她開始反省自己對於愛的判斷，她不想就此失去愛

的能力或者耐心，她只想知道下一次如何才能不判斷失誤，使得自己

遭遇如此尷尬的情形。她不清楚，這頓飯到底吃出了甚麼，只是在開

車回家的路上一路聽著電台播與非門的歌曲，她們唱《樂園》的空

檔，她的大腦便開始更加疑惑人與人之間，且不論男人女人這一對奇

怪的搭配，尋找快樂的同時，我們是否能夠保持住最初互相信賴與愛

戀的溫度，而不是落到最後各自尋找快樂的下場，女主唱的聲音百無

聊賴而迷離，就像此刻的她，不知所措。 

她並非不快樂，或者有著一般是戀人的傷感情懷，小小可惜以外

留給她的更多的是思考的空間。她思考著大且空的東西，她尋找著一

種新的開始，一種人生重塑的力量，一種從未有過的迷茫。盞盞街燈

經過穿流的車海，人人尋找快樂園，製造美夢的樂園...... 

做藝術這一行已經很多年，雖然自己不會畫畫，但藝術理論已經

纏繞了她的小小人生，她個性自由，不喜歡一直從事一樣工作，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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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許能夠更有活力，最重要的，可以減少見到前男友的機會。沒

甚麼特別的，她辭去了畫廊的工作，這讓她的家人對她很有成見，畢

竟那還是一份收入甚豐又穩定的工作，辭去它會給自己徒增很大的壓

力。沒錢的日子是不是一天也活不下去呢？她反問著自己，也對家人

的擔心有幾分贊同。可她不想再混下去，幾年的不穩定養成了她不太

著家的習慣，她希望自己的下一個工作能夠穩定一些，簡單一些，讓

自己不用費盡心機去推銷那些二流畫手的畫作，還要賣到好價錢，給

公司交代，憑著一張嘴皮子混飯實在是太過痛苦的事情。她想靜下

來，忘掉那些不開心的事，做一份文靜一點的工作。在家呆了兩個多

月，她開始坐不住，陸續投了些簡歷給一些有信譽的公司。後來她跟

老同學通電話，聊近況，才知道她辭了工作，沒有銀子進腰包，好心

的同學就介紹她到一個私立的學校裡面去教英文。雖說她對教師這個

職業有幾分忌憚，但出於工作的穩定性，她還是選擇了這樣一份職

業。 

因為她之前推銷畫作有比較好的外語功底，頂頭上司派給了她一

份教授口語的差事，差事不算輕鬆，專門給準備出國的小孩子輔導英

文。那些孩子是在各種培訓班當中摸爬滾打中鍛煉出來的，雖說英文

沒鍛煉的太好，挑剔老師他們倒是頗有一套的。為的就是把老師氣

走，讓老師沒辦法教下去。她不太在意這些，她想著賺錢罷了。那些

孩子還是識趣的，可能簽證蓋戳的日子近了，他們自己也有些壓力，

所以乾脆好好學幾天，為了不被那些黑鬼罵「中國豬」作準備。她這

樣過著，不上課的時候就去逛街，泡吧，做美容，和同事吃吃喝喝。

那段時間她算過得充實，忘卻了心中的一些煩惱，開始接受簡單的生

活方式，這也是她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後來的一次晚飯又徹底改變

了這一切。又是晚飯麼？真是悲催。她的晚飯總是帶有一定的悲劇

性。這次很神奇，比她小兩歲的上司向他求愛。她不太喜歡比自己小

的男人，況且這位有著豐富學識的男人是她的上司。她小心應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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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實話，她的這位上司平時就沒甚麼架子，也就是工作之中有些討

論和匯報才有些聯繫，除此之外，她並沒有感覺他是上司，只當他是

同事，一起掙錢的兄弟罷了。如今又要改變這種和平，卻是始料未及

的事情。她心想著冷淡幾日或許他新鮮勁頭過了也就會忘記此事。可

沒想到從那天開始他每天一束玫瑰花，一送就是3個月，雖然辦公室裡

的同事各自上課，各有分工，可沒想到這件事情還是傳了開來。人們

猜測送花的人是何人，看著她尷尬的表情和上司虔誠的臉，同事們也

猜出了八九分。她並不是不喜歡她的上司，只是覺得毫無來由就戀愛

實在是荒唐，她又辭去了工作，還換了電話、電郵、各種聯繫方式，

她要把這絕情坐實，她要享受自由，僅此而已。後來有天晚上她夢見

自己的上司與自己在公司裡纏綿，她覺得自己又在想入非非了，這種

病態的關係維持的越久，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就越發的詭異。她又一次

成了自由之身，為人師表沒有給她帶來過多的好感，拿錢做事罷了。

父母親又開始叨嘮她，為甚麼沒個穩定的工作好讓家裡的老人放心。

繼而又認為既然你工作不穩定，乾脆就成個家，和一個好男人好好過

日子，以求得安穩。她暗自想著自己的父母親這二十幾年也未能明白

自己的性情。相夫教子並非她想要的全部，她想要的自由就在那天

更高的天空。自由是她一直以來所堅持的，高中寫物理卷子寫不下去

的時候，她就會翻出北京歌手汪峰的《飛得更高》和《勇敢的心》來

聽。她認為汪峰是一個有著豐富生活閱歷的歌手，也是一個善於流露

真情而不做作的音樂人。汪峰的叛逆和堅強貫穿在她整個的青春期，

有些時候，她覺得做一塊平凡的石頭也沒甚麼不好，只是那石頭會唱

歌，也就是說，要做一塊有思想的石頭，夠頑強，夠堅韌。她覺得這

種現實派的歌手最大的缺點就是折磨自己，折騰自己，可是就算活活

把自己折磨死、折騰死，也比沒有生活感受，空虛度日要幸福得多。

她和汪峰一樣，更情願接納新生的事物，因為它們是鮮活而通透的，

是能感覺到痛與真實的實實在在的物體。她不希望麻木與老化貫穿在

自己的生命中，她寧願為了某種信仰而微笑死去，她喜歡信仰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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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揚的感覺。 

她希望自己只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人，可現實的經歷又怎樣能讓

她變成一個平常不過的人。她小時候喜歡經歷豐富的人，其實她是喜

歡各種各樣的故事，而她認為那些故事並沒有必要都發生在一個人身

上，因為這樣對於這個人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平。當一個人被生活折磨

得太過分的時候，就經常會發生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遭到常人的不

理解。可這些人何嘗又不是需要一個途徑去抒發自己內心的感受與淒

涼呢。她一直熱愛自由的生活，求學時代的她認為只要順順利利的畢

業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就可以稱得上獲得了某種自由，或者也

可以叫做某種滿足和解脫。後來發現自己實在是有點天真，生活對於

人的這種何時才是一個終結，這是一個沒有必要去討論的話題，因為

這根本得不到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在那些有點荒唐的失業歲月裡，她

以為自己將要失去一直引以為豪的工作和穩定，可她沒想到，正是這

次決定，改變了她的一生。 

她失業的時候翻看了幾部不太成熟的電影，外國導演伍仕賢的

《獨自等待》是她翻看次數較多的一部電影。她認為年輕人應該有自

己的活法，吊兒郎當沒甚麼錯誤，就像那部劇目當中的主角與配角，

無論愛情工作還是娛樂，都有自己的主張、方法和戰場。她準備迎接

一個嶄新的只屬於自己的幾年。那段日子，她格外喜歡泡吧，香港的

蘭桂坊，北京後海的酒吧街她都呆過。和朋友們打打鬧鬧的日子十分

快樂，本來就喜歡聽音樂的她經常選一個角落靜靜的聽幾首動感或是

抒情的曲子，讓自己好好放鬆，好好快樂，她真的太久太久沒有這樣

休閒過。老人們所希望的正經工作，正經人生已經使得她透不過氣，

有時她和朋友們一起混，更多時候她只是一個人坐著，看著燈紅酒

綠，霓虹閃爍當中舞動的人群，呢喃的情人，她覺得自己的生命有了

新的活力。她喜歡看酒吧的裝修格局，可能這和她的美術理論專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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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有時她琢磨，如果把酒吧當做一個男男女女互相勾引的場所，也

未免太過浪費，她認為這個地方之所以能夠吸引住如此多的人，一定

是有原因的，而且是絕對正當的，一個裝飾合理的酒吧配上搭調的燈

光和音樂，再加上形形色色的人群，就構成了一個小小的城市。這個

城市中的人身份各異，性格各異，甚至種族各異，但他們，都能在這

個小小的平台之上獲得自己的快樂。有人說過，酒吧的意義在於讓進

來的人把煩惱倒掉，這樣說來，酒吧倒成了一個大垃圾桶，誰不痛

快，進來說說鬧鬧，喝喝玩玩，全當生活是一場遊戲。出了這個門，

該拎包拎包，該化妝化妝，該阿諛阿諛，該受苦受苦。她覺得這樣對

於酒吧來說是不公平的，沒有人能夠承受所有的痛苦，所以物件更不

能，雖然酒吧只是個娛樂場所，可它也有自己的魂，所以這也就形成

了每個酒吧每個時段不同主題的重要性。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有著

同樣理想的人聚集在一起，手持啤酒一杯，大家暢所欲言，隨著音樂

翩翩起舞，又何嘗不是樂事。她固執的這樣認為著，希望能夠賦予這

個欲望的地方多一絲的理性，多一絲的感動。有時她坐在角落裡發

呆，也會有一兩個中年男人過來搭搭訕，甚至要開車送她回家，她不

說甚麼，只是笑笑搖搖頭。後來她成了一些酒吧的熟客，她去了人家

就知道幫她調Bloody Mary，也慢慢和酒吧裡的人熟絡起來，偶爾她背

起大包去雲南，也會去一些沒甚麼人的酒吧，看看人們在許願牆上留

下的各種心願，這時的她只會一股腦的坐在那裡喝酒，因為她根本不

知道自己想要甚麼。或許有人該說，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如今來卻不

知道自己要幹甚麼，還混跡於各種酒吧，想問她是不是墮落了。其實

多數時間她也不知道，搞不清楚接不接收高等教育和喝不喝酒跳不跳

舞睡不睡覺之間的關係，只是有時候人的大腦太累了，需要放鬆就不

會想著循規蹈矩，而是標新立異。這一點在她身上倒也體現的淋漓盡

致。 

有一晚在一間熟悉的Bar裡，她聽到了Everlast那首節奏舒緩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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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眾的《Puts Your Lights On》，有點想要落淚的感覺。畢竟青

春年少愛過人也被愛過，心痛不是為了愛自己的人，也不是為自己所

愛，而是因為自己曾經年輕。這話說出來，意味蕩然無存，剩下的軀

殼卻要走向屬於自己更加肆無忌憚的人生，這不知是生活賦予我們的

悲哀，還是我們生存的本質就是如此，只是人們執著於幻念，不肯醒

來。洗去的脂粉與顏色褪色的紋身都恍若隔世的記憶向我們襲來，那

些生命中的印記深深淺淺，溝溝壑壑，卻難以被填平難以隨風而逝，

只留下些許的陣痛，在與青春有關的歲月與記憶中彌漫開來。 

聲音漸漸消逝，曲子彈完，她還沉浸在一片節拍當中時，有人向

他走來，那身影像極了一個人，對，父親，中等的個頭，厚實的肩

膀，堅定的步伐。他想要說些甚麼，卻又遲遲不肯講，當然，他沒有

說：「小姐，一個人麼？」這種無所謂的無級別的搭訕，更不會說甚

麼「小姐，喝甚麼，我請」之類的粗俗語言，他就是安靜的坐著。安

靜的坐著。直到音樂似有似無，人潮褪去，燈光昏昏暗暗，她起身準

備離去之時，他才開口說了一句話：「還記得上一次聽這首歌是在甚

麼地方麼？」她驚詫的看著他。「我見過你。在後海的一間酒吧裡。

你喜歡坐在角落裡。你喜歡一個人喝悶酒。你從來不哭。」「是吧。

你從來都是這樣和女孩子搭訕的麼？」她打趣的問道。也許願意來酒

吧的人很多，可能坐到最後聽完整晚曲子的，一定是靠在角落裡喝著

悶酒的女孩子。他們笑了，她們坐在一起喝著威士忌，然後他們哭

了。 

這並不是故事的終結。她們不會像多數人的故事裡的主人公那樣

獲得一個圓滿或者將計就計的結局。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奔跑在路

上，選擇不同，選擇了不同的路，也因而成為了陌路的人。曾經的愛

只是逢迎了曾經的自己，而那多次的歷練之後，我們成為一個成熟的

個體，真正了解了生活與人性的千姿百態，我們執著追求的一切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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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的生活在熱愛的這片土地上。心經過淬煉，曾經赤誠過，痛苦

過，感傷過，冷凍過，最後都結成了一粒粒堅強的果實，繼續孕育著

下一代的成長。在那千千萬萬的不眠之夜後，她選擇去看一次日出，

那個想了很多次卻遲遲未去做的事情。她看著圓圓紅紅的太陽掙脫出

地平線的懷抱升騰為一輪完整的東方紅日，那麼魚肚白色的天空襯托

了鮮紅的美麗，襯托了紅日的喜與悲。 

她離開了她熱愛多年的城市，去往另一個城市，城市之間是有溫

度差的。她感受每一次寒冷與炎熱的交替，數不清春夏秋冬的更迭變

化，來不及細數生命的高低起伏，她的生命仿若走入了開始與終結的

怪圈，無力掙脫，無法釋懷。不過此時的她已經明白，走出了這裡便

是另一片天空，便是一個新的開始。她不再急於求得愛與被愛，不再

計較得與失，她希望自己有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用自己的力量，去

做有益於別人和自己的事情。她一如既往的希望人生簡單而單純，快

樂而無所顧忌。城市本身是個死物，因為有了人，人賦予了它魂魄，

人情冷暖太多太多，不想訴說，也無力去訴說，後來的她說：「一切

隨緣。緣起緣滅，皆為因果。有緣是緣，無緣也是緣。」

說了如此之多玄言玄語。她如何了？這是個謎。有人說她出國

了，工作業績很好，又考了博士，找了一個外國老公，從此生活幸

福。有人說她不甘於朝九晚五的生活，自己開了間畫廊，專門幫一些

不成器的年輕人賣畫。有人說她一直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直到父母相

繼去世。有人說再也沒見過她，因為她在一場酒後駕駛中喪失了年輕

的生命，死前她死死的握著拳頭。 

她到底如何了？

她到底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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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清楚。那是她的選擇。於我們任何人有何相干。有歌手

唱：「我們生來就是孤獨。我們生來就是甚麼。無論你擁有甚麼。我

們生來就是孤單。」這樣唱來似乎絕望了些。可這又不無道理。我們

因為有了家庭而完整，因為有了朋友而快樂，因為有了物質而無憂。

無論我們擁有甚麼，我們生來就是孤獨。人可以聚在一起，可思想卻

不完全可以，每個人的思想都像是這座城市中的鋼鐵建築物，外觀無

關內裡，你要拿它作何用，還要你自己說了算。支撐鋼鐵建築物的鋼

筋水泥是冷的、硬的，而當它充滿了工作的人和事時，又顯得格外溫

暖，發揮了自己作用的鋼筋水泥也會因此而得到他們應有的快樂。我

們不能剝奪任何人和物去追尋自己價值的權利，畢竟我們不是她們，

我也不是他，他更不是你，我們一輩子都在喊著叫著獨立與平等，除

了外在的那些硬性平等之外，我們是否還需要一個更為具體的思想平

等，意識平等，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功用感？人的經歷和

故事就像樓房水泥的老化程度，成熟就一定要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衰老

和破壞，關鍵在於風霜洗禮，去除浮華之後我們的內裡到底是怎樣的

質地和內心，能夠經受住多大的考驗而屹立不倒。這才是身為城市人

所需要真正去思考和改善的。 

一聲巨響響徹全城。那女孩醒來了，帶著重重的黑眼圈和各種累

…她依然行走在城市中，她依然行走在一直熱愛的土地上…她永遠也

無法再醒來。 

此次本人有幸參加城市文學創作獎2011並獲得小說組的優異獎，首先本人感到

由衷的榮幸和欣喜。當時看到網上關於今年城市文學創作獎的消息之後，就開始

創作小說《她與城市》，我覺得這次比賽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去表達生活之中所見

所聞的種種感受，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平台。平時學習任務的繁重，讓我們沒有

時間和精力去寫出對於身邊人物的感受，可是她們卻時時刻刻如影隨形地影響著

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看法。通過這個平台，我們有了一個表達自己心聲的機會。

能夠得獎實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這對本人也是一個莫大的鼓勵，本人希望由此

比賽作為一個起點，把對寫作的熱愛灌注到以後的創作之中，創作出更加有深度

的作品。感謝每一位評委老師和組織此次城市文學創作獎的工作人員，是你們的

辛勤努力保證了此次活動的順利進行。謝謝你們！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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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賽入圍諸作中，這一篇的文字最為精準、
乾淨（雖然仍有幾處看似並未及時修正的痕
跡），十分清楚地將城市女子的工作、社交與
戀愛情境勾勒出來。

作者以一種冷調的、內省的以及總述性的角度
切入角色的經驗切片，使得「她」接近半途的
人生顯得份外蒼涼，也恰恰反映了「她」所居
留的這個城市。有些自省式的語句─如「心
痛不是為了愛自己的人，也不是為自己所愛，
而是因為自己曾經年輕。這話說出來，意味
蕩然無存，剩下的軀殼卻要走向屬於自己更加
肆無忌憚的人生，這不知是生活賦予我們的悲
哀，還是我們生存的本質就是如此，只是人們
執著於幻念，不肯醒來。」為一個敘事作品增
加了沉澱的力量。

張大春先生

評審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