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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祝紫嫣

文字與電影愛好者。從小便立志要成為一

名作家，因此名正言順地幻想，天馬行空。

內心一直有一個秘密花園，常常躲在裏面

尋找現實得不到的感動與對生活的期盼。

生活在弎城

海燕回到蝸居時已是凌晨兩點鐘。進屋第一時間她把風扇開到
最大，把皮包扔在床上，如常地打開上一手留下的殘舊電視機，坐
在床上等待身旁三分鐘後可進食的方便麵。弎城的夏天可能是全世
界最炎熱的地方，單是在家裏也可能中暑。海燕住的是農民房，一
個月才四百塊，公司雖有宿舍，但她總不願意待在那，從前是為了
建平，自己租房子的話建平甚麼時候來也行，附近亂是亂了點，但
勝在他們能獨處。再說，海燕最不善於跟人打交道，不然王經理不
會一來就給她Ｂ牌，雖說Ａ牌必須得一米六以上，但「麗人」的楚
紅充其量不也只有一米五八嗎？相貌還不如海燕一半呢，還不是上
了Ａ牌？ A 牌的小費比Ｂ牌多一倍不再說，最重要的是客人的質
素，都是大城市來的，香港、上海、北京……小費更是大手筆，一
來就是一、兩千，還是現金的呢。

白雪點點的十九吋電視機重播着《新白娘子傳奇》，海燕狼吞



108

生活在城市
        二〇一四年城市文學創作獎作品集．徵文集

虎嚥吃完方便麵後，打了一個飽嗝，把電視機關掉便走進廁所洗衣
服。她把小風扇拉到廁所門口，蹲在地上，把身上的衣服脫下放進
大盆裏，倒進洗衣粉便搓洗起來。這個夏天實在太熱了，她的汗大
滴大滴的流過她的額頭、鼻子、下巴，滴在地上。從前建平在的時
候，這些活都是他包辦的。建平每兩星期便會來弎城一趟，把洗好
的衣服帶來，再把髒了的衣服帶走，連內衣褲從來也是讓他洗的。
一次冬夜裏海燕下班回來，建平正在替她洗衣服，她看見一個瘦弱
的身體蹲在地上眉眼緊蹙地替她洗內衣，他那認真搓洗的樣子，彷
彿眼前是一件十分嚴肅正經的事。建平雙手泡在水裏太久都起皺
了，寒冷的天氣更凍得他雙手通紅，海燕看見此情此景，頓時覺得
一天身體受過的所有玷辱及褻瀆都被眼前這個人搓洗走了。她抱着
建平薄弱的身體淚流不止，今生今世，只要她活着的一天，都必須
竭盡所能讓他活着。

海燕與建平都來自山區，兩人隔一條村，十六歲那年海燕到建
平那條村子喝大舅的喜酒時遇見他，便對這個腼腆的男孩一見鍾
情，尤其他一對白溜溜的耳珠子，更是惹人喜愛。海燕一跟他說話，
這對耳珠頓時變紅，他那面紅耳赤的樣子，使她心動不已。二人自
此後便常有來往，他們都不想一輩子翻山越嶺，於是兩年前一起到
廣東省打工，在一家玩具廠工作，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一個月一千塊。
二人相互依靠，日子也勉強過得下去。直到一天建平突然視力模糊
並持續了好幾個星期，去醫院求醫才發現他患上了惡性高血壓，引
發視網膜病變，經過一輪檢查後確診末期腎病。那天走出醫院，正
是黃昏之時，兩人一路上沒有說話，走到公交車站等車，路邊有人
賣烤紅薯，一股烤香氣撲鼻。公交車到了，海燕轉身卻不見建平，
不一會兒有人拍她肩膀，建平把紅薯遞給她，露出一個溫暖的笑容。
兩人坐在路邊，建平把番薯剝好餵她，她嚥下去的時候，眼淚也不
禁流下。

弎城這個地方海燕早就聽幾個老鄉說過，也鼓勵她一起下海，
可海燕一次心也沒有動過。她本來就是個老實人，希望老老實實過
安份守己的日子，就算在玩具廠累得發高燒她仍堅持工作，因她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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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是她的命。可建平的命呢？建平每星期要洗兩次腎，每一次洗
腎費用是六百，他們一個月工資不吃不喝加起來才兩千。一想到這，
海燕便下定決心去弎城。經同鄉介紹下海燕在弎城一間略有規模的
酒店上班，沒有底薪，工資全靠小費。這間酒店是公司化管理，相
比深圳、廣州許多不明不白的桑拿場好多了，而且每個月還會組織
體檢。海燕雖說長相平平，但勝在身材豐滿，一番打扮下也有幾分
姿色。海燕不善言辭，每月工資平均只有一萬，相比大多桑拿小姐
都要低，有些出眾的一個晚上便是她一個月的工資。可對海燕而言
已非常滿足，最起碼建平的洗腎費不用憂心了。她本來對建平說去
弎城探老鄉，做了一個星期才打電話告訴他實話，電話那頭沒有聲
音，可兩人都沒有掛電話，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小時。隔天建平便
趕來了弎城，他帶了她最愛吃的紅棗，那時海燕還沒租房，建平為
了省旅館錢必須即日來回，於是兩人索性坐在火車站聊天。夜幕低
垂，火車來了，海燕送建平上車時把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他懷裏，
她還是他第一眼見她時那般乾淨，尤其是那雙眸子，烏黑發亮的，
一下子就把他罩住了。他看見她淚水在眼眶打滾卻還是被她收回，
她抓緊他的手，嘴巴閉得緊緊的，下巴抖得很厲害，後來在檢票員
的驅趕下下車了。建平緊抱着懷裏的信封，坐在鄰座的大媽手抱一
個嬰兒，突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聲音尖銳刺耳，他轉向窗外
黑沉沉的一片，建平頭一回感到命運的不由自主。車廂太悶熱，竟
有點暈眩，他用力地把腦袋往玻璃窗敲，一下、兩下……

建平並沒有跟海燕一起來弎城，因這裏的醫院沒有洗腎機，所
以他待在廣州，每星期來弎城探望她一回，可一來一回舟車勞頓對
病人身體不好，因此海燕只准建平兩星期來一回。每一次建平要來
的時候，海燕的心便像活過來似的，那漫長的兩個星期，牽腸掛肚，
朝思暮想，只為與他見那麼一面。建平還是那麼腼腆，即使有鑰匙
還是會敲門，輕輕的喊：「小燕，在嗎？」他總會提着許多東西，
除了是海燕要更洗的衣服外，還有許多菜和零食，平時一個人生活
她一天只吃一餐，隨便在小吃店亂吃一通或一個方便麵便解決了。
只有建平在的時候，海燕才能吃上兩菜一湯，兩人擠在一張單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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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燕躺在建平懷裏看着雪花點點的電視機，覺得所有受過的委
屈此時都煙消雲散了。只要這個人活着，要她做甚麼她都願意，真
的。

突然電話響起，海燕沖了沖水，把風扇又提到床邊，電話那頭
是董萍的聲音，讓她下樓吃宵夜，她剛想拒絕，董萍聲音凝重的說
想跟她好好談一談，於是她提起皮包，離開前照了照鏡子，把額前
的頭髮稍稍撫去後面便出門了。董萍約她在和平路的小吃店，那是
這個鎮上僅有幾個熱鬧地方之一，凌晨時分仍然燈光通明。董萍一
見她便向她招手，身邊還坐了好幾個年輕女孩，都是剛下班的桑拿
小姐。董萍是海燕在弎城僅有的朋友，二人在不同地方上班，相遇
便是在這家小吃店。那時海燕才剛來弎城沒多久，不知道這裏的規
矩盡受王經理欺負，也常遇到些難搞的客人。剛好那天晚上碰上了
一個橫蠻的客人，不但小費是刷卡，走時還不忘挑海燕毛病，一
句「不夠熱情」讓王經理抓到痛腳罰她五百，小費刷卡公司又要扣
去一百做服務費，這樣下來海燕那天晚上還倒貼了好幾百。她獨自
坐在小吃店咬牙切齒的喝啤酒，雙眼通紅，一臉怨氣的樣子，坐在
一旁的董萍便耐不住好奇心問了個究竟，於是兩人便成了好朋友。
董萍比海燕小兩歲，今年才滿二十，可十六歲便開始做桑拿小姐，
人也機靈聰明許多，海燕自然有許多向她請教。她本以為董萍跟她
一樣也是因親人生病之類的原因進這一行，可董萍直搖頭，她的原
因非常簡單，只因為打工太辛苦，倒不如躺着賺錢來得容易。董萍
第一次聽海燕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時只罵她傻，把一個男人留在廣
州比把槍直接遞給敵人還危險，海燕只苦笑說：「建平不是那樣的
人。」董萍替她打抱不平，她第一眼看見海燕便喜歡她的素淨，尤
其在這一行難得一見，那甚麼都不爭、順來逆受的個性，使她心疼
不已。「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樣的男人能把我們海燕姐迷成這樣！」
董萍常說，後來見過建平一回後，她總算對他心服口服。雖然沒有
唸過甚麼書，但建平舉止溫文儒雅，為人沒有半點粗俗，長相也十
分秀氣，跟海燕走在一起簡直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那是海燕剛來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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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頭幾個月，也是建平跟她最好的時候。二人離鄉背井，在城市
只有彼此作倚靠，如今更要分隔兩地，是多麼的孤單，所謂小別勝
新婚，每兩個星期一聚便是他們生活最大的精神支柱。偶爾建平在
身體許可的情況下，會一星期來一回，海燕回家老遠看見屋裏的燈
亮着，便顧不上身體的痠痛與疲憊直奔屋裏，一打開門，本來靠在
牆上快睡着的建平一下子睜大眼睛，坐直了身子，露出一如以往的
笑容，可昏暗的燈光下，建平好像又瘦了老了一些。他本來頭髮就
有少年白，病魔摧殘下更顯老態。海燕坐在他身旁，看見他因針頭
過於頻繁插入而烏青紅腫的雙臂，心有萬般不忍，卻無能為力，於
是在建平離開之後更省吃儉用，只求能存夠錢讓他換腎。她打聽到
黑市一個腎三十萬，只要再努力一點工作，三年內便可讓建平換上
腎。

然而好景只維持了一段時間，建平與海燕第一次吵架是海燕來
弎城三個月後，建平如常的每隔兩星期到這來看她，手裏提着同樣
多的東西，二人吃過晚飯後，便一如往常的擠在單人床睡覺。雖說
建平是病人，但床事依舊，畢竟兩人分別太久，每一次見面都有新
的火花。只是最近海燕卻覺得建平不如以往般熱情，反倒是自己，
一天招呼了那麼多客人身體累到不行，為了不掃興也能裝出一副熱
情的模樣，如今竟輪到建平提不起精神。好幾次也是這樣後，海燕
終於忍不住把話說出來，建平本來就不是一個會說話的人，眼見海
燕雙眼紅紅的馬上低頭認錯，經過海燕幾番盤問後，他才吞吞吐吐
的說：「招式……太多了。」海燕當下啞口無言，便沖建平笑了笑，
二人把話說清楚便若無其事的睡覺。隔天海燕把建平送到汽車站，
車輛一開走的時候，她的眼淚才敢流下來。她深深的感悟現實的可
怕，她早已不是他在純真年代認識的那個女孩了，就算他沒有說出
口，她也開始嫌棄自己：這是多麼骯髒的身體與職業啊。自此之後，
她再也不讓建平碰她，尤其聽說酒店有小姐染上性病後，她跟建平
吃飯也要用公筷。建平再多的安慰，對海燕而言都是虛偽的，她只
求三年快點過，只有讓建平換上腎，他們才能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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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萍，這麼急叫我下來做甚麼？」海燕把皮包一放，董萍便
讓老闆來兩瓶啤酒。她只是微笑，沒有說話。等啤酒來了，她跟海
燕乾杯才說：「我要走了。」走了？海燕還未消化這兩個字，董萍
便接着說：「上次跟你提的許方，記得嗎？」海燕點點頭。「我要
去深圳了。」海燕當然記得這個叫許方的人，董萍每次一提起他便
心花怒放，而這個人不過是一個大學生。那次許方是人生第一次踏
入桑拿場，正是暑假當實習生被上司拉過來的。在經理花言巧語引
誘下挑了最貴的Ａ牌，便是董萍了。許方一見董萍便心跳加速，雖
然眼前這個女孩跟自己年紀相若，可他在學校從未見過比董萍更漂
亮的女孩，自此之後，傾家盪產也要來找她。董萍來自陝西農村，
十六歲便獨自出城下海，甚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甚至有客人在自己
身上砸了好幾十萬仍然不為所動。只是眼前這麼白淨而年輕的大學
生，她還是頭一回遇見。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緊張得不敢正眼看
自己一眼，這種久違的生澀，使董萍早已停止的心又重新跳躍起來。
他們像初戀似的問彼此喜歡的食物與偶像，度過了董萍最美好的一
晚。只是她萬萬沒想到，隔了兩天，他竟又來了，還帶了她最喜歡
的杭州糕點。就這樣一步一步，董萍墮入愛河，誰的話也不聽。海
燕看見董萍一臉甜蜜的樣子也不敢多說，她也經歷過這個階段，那
個時候要是誰敢說建平半句難聽的話，她絕對不會放過他。就是因
為這種絕對的信任，到了那一刻她才會如此不知所措。當她提着剛
替建平買的球鞋，進入他在廣東租的房子時，她作夢也沒想到躺在
床上除了建平，還有一個一絲不掛的女人，看上去比自己年紀還大
一、兩歲。建平看見海燕臉色一下子變得慘白，整個人彈起來，話
還沒說眼淚便流了下來，那女人見狀馬上穿衣離開，只剩跪在地上
的建平，與一臉惘然的海燕。與建平睡的是他洗腎醫院的護士，他
每星期要去兩次，二人自然而然便認識了。護士對建平一向有好感，
加上建平與海燕最近關係不太好，便成了今天這局面。「小燕，我
就覺得自己是一個廢人！我甚麼都不能做，甚麼都不能做……」一
整個晚上，只聽見建平的聲音，海燕半句話也沒說。隔天起來，建
平為海燕做了早飯，海燕把本在晚上的火車票改到中午。建平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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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上座位，下來後站在月台看着窗邊的她，他才發覺她的脖子有一
個約一吋的傷口，即使用膠布黏住，仍然掩不住傷口的深。他本想
跟她說幾句話，此時又沉默了。海燕別過頭，一眼都沒有看過他，
直到火車開動，也沒有轉頭。

坐在隔壁的桑拿小姐們十分熱鬧，一行六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坐
在一塊，小吃店老闆娘雖對她們指指點點，但心裏還是少不了一份
嫉妒。董萍把酒喝光，又叫上了兩瓶，海燕笑了笑，也一飲而盡。
董萍一向比自己聰明，因此她絕不擔心她吃虧。只是如今連小萍也
要走了，她不免感到孤獨。她以前總是想不明白為甚麼有些桑拿小
姐可以倒貼男人。可在這生活久了，她漸漸明白，自己跟那些小姐
也沒甚麼兩樣，不過是漂泊無依，想隨便抓住一些東西作寄託，只
求有人陪着。建平出軌後，依舊每兩星期來弎城看她，她也照樣匯
錢給他，可兩人有時候一整晚都說不上兩句話。一天深夜建平想擁
抱海燕，海燕卻嚇了一大跳，平時被客人如何玩弄也沒有半句怨言
的她，面對建平的擁抱感到異常反感，一陣憤怒燒在她心上，她一
把把建平推下床咆哮：「別碰我！」建平摔在地上，驚訝的看着海
燕，她雙眼佈滿紅絲，一雙眼死死的盯着他，他坐在冰冷的地上，
一股無法壓抑的委屈湧進心頭，他卻仍然甚麼也沒說，在地上躺了
一晚，隔天便收拾東西回去了。兩星期後建平沒有來弎城，海燕也
賭氣沒有找他。後來隔了整整一個多月才收到一個陌生的電話，問
她認不認識一個叫郭建平的人，說他在清潔公司工作時摔死了。那
人繼續說話，海燕一句也沒聽到，她摔下電話坐計程車找到那間清
潔公司，他們先帶她去醫院認屍，警察指着一片血肉模糊的東西說
這是建平，然後再跟她辦了一些手續，說他出事原因是因沒有繫好
安全帶所以摔下去了。她走去建平出事的大廈，那裏仍有許多吊着
安全繩正在清洗外牆玻璃的工人，也就是所謂的「蜘蛛人」。她凝
視着大廈，突然有一個人拍她肩膀問：「你是平哥的媳婦吧？」她
看着眼前這個一米五不到，戴着安全帽的小子，渾身髒兮兮的，看
上去才十五、六歲的樣子。「他讓我看過你的照片。」他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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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這才知道原來建平瞞着自己在這間清潔公司工作有半年了。
「沒法子，他老說自己是個廢人，說難得這工作薪水高且時間彈性，
再危險也得做，不然怎麼討媳婦？」小伙子接着說：「唉，只是沒
想到會出事，早兩星期已經有人出過事，不過新聞給蓋了下來，狗
屁措施！」他憤憤不平地說。海燕仍是面無表情，正想離去的時候
小伙子把兩張皺皺的一百塊塞給她：「我只有這麼多，算是一點心
意。」

回到建平在廣東租的房子，一打開門房子收拾得乾乾淨淨，一
塵不染，海燕能想像建平平時在屋裏打掃的樣子，陽台還曬着她的
大衣與牛仔褲。後來她又接到一些記者的電話，大概是他們把建平
與上幾個星期出事的人連繫在一起，想揭發這間清潔公司的黑幕。
清潔公司的負責人把海燕找去談話，把一張兩萬塊的支票遞給她，
說事情搞大了對誰也沒有好處。海燕真沒想到，原來一條生命結束
後，竟能轉化為數字。她坐在回弎城的火車上，除了掛在門口的一
件襯衣，她沒有取走建平家裏任何東西。她握着支票，突然想起那
個護士，這才明白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第三者，現實才是最大的第
三者。像建平與她這種社會的塵埃，生活在夾縫裏的人，唯獨在建
平摔死的那一刻，人生價值才有所體現，那便是被當作一個生命提
起時，只是現在又變成數字了。

建平死了，生活仍得繼續，在弎城你永遠不會有足夠的空閒去
哀悼逝去的人事。海燕本以為自己會辭掉酒店工作，然而她發現當
她嘗過一個晚上掙幾千後，她再也無法回到一個月掙一千的玩具
廠，她仍然待在弎城，只是轉了一間酒店。她再也不用為了誰而省
吃儉用，可也不見得她過得寬裕，她仍然每天吃方便麵小吃店，背
着低級粗糙的仿 LV 包。

「我說你是不是應該快點找個人嫁了，把戶口解決？」董萍拍
了拍海燕的手臂說。「像我們這種外省打工的，一抓到罰的就是好
幾千。這職業壽命又短，你頂多再做兩年就得退下來。」海燕被她
這麼一說，雖知道是語重心長的話，可出自董萍口中又沒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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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難道許方真的會跟你結婚嗎？」董萍聽到卻信心滿滿的說：「一
年內他不跟我結婚，難不成深圳就沒有其他男人？」海燕笑了笑，
兩人又乾了一杯，這時天已微亮，身旁幾桌杯盤狼藉，人已走得
七七八八，只有路口網吧裏的人仍是跟來的時候一樣坐滿了人。海
燕與董萍道別後，打了一個呵欠坐上一輛摩的回去。她回頭一看，
和平路上的霓虹燈仍舊亮着，只是天慢慢亮起便顯得黯淡了許多。
剛才明明還熱鬧非常的街道，竟一下子變得這麼空蕩，這麼寂寥起
來，整個弎城恢復靜默，一條空蕩蕩的和平路向遠處延伸。

〈生活在弎城〉這一篇小說我讀了不下五遍，仍然非常喜歡。我認為一篇

好的作品，必須先打動自己，才能打動別人。假如我看了那麼多次仍然有

想讀下去的衝動，那麼這必定是一篇不俗的作品。寫〈生活在弎城〉是看

了一些有關記者記錄內地低下階層人士生活的文章，那些畫面浮於腦海，

因此把它寫下。我喜歡這些小人物的故事，好多好多的小人物，便成就一

個社會。我討厭過於煽情的文章，正如〈生活在弎城〉，我最喜歡的一句

是「在弎城你永遠不會有足夠的空閒去哀悼逝去的人事」，這便是許多內

地低下階層人士的感受。香港人眼中的內地人是「蝗蟲」，是一群只會來

香港搶奶粉買名牌在地鐵小便的人，可那只佔中國十億分之十的人口，有

好幾億為了生活比螞蟻還勤勞的中國人，香港是他們的奢侈的幻想。寫這

篇文章最主要想凸顯低下階層與社會的隔離及整個社會對貧窮的懲罰。我

還寫了好多小說，希望有一天能出版成書。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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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

李黎女士
年輕人懷着夢想，逃離鄉村到城市討生活，卻「夢碎大城」……很典型中

外近代小說的故事。兩個同樣瀕臨夢碎的男女相濡以沫，還是無法逃離冷

酷的現實。

敍述平實，文字也算流暢，因而還能打動人；但也流於太「平」，沒有特

別令人驚豔之處。還好沒有濫情過重的筆墨；錯別字不多，沒有技術性犯

規的地方（除了第 109 頁最後敍事觀點的忽然轉換）。

閻連科先生
〈生活在弎城〉，如果不是從選材上沒有〈片憶〉更為新鮮，我是願意選

它為第一的。但作者在這個「舊題材」、「老故事」中，寫出了很有幾分

成熟作家才有的內斂、豐富的人物。而其他小說，沒有哪篇比這篇的人物

更為鮮活和動人；沒有哪篇小說的細節比這篇更為紮實和讓人難忘；也沒

有哪篇能在掌控人物的內心、情感時比這篇更為分寸得當，敍述節致，並

更具有「當下」和「現實」的意義，乃至於男主人翁死後，女友的出現，

都寫得那麼不張不揚，靜平飽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