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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的城市與自然

一、引言

1

香港自從在 1997 年主權移交以來，韓麗珠（1978-）、 可洛（1979-）等「後九
七香港青年作家」一直有意識地創作屬於他們的香港故事， 2延續劉以鬯（19182018）、西西（1938-）、也斯（1949-2013）等前代作家豐富而多采的城市書寫，敘
述他們的城市生活經驗，以及生活在變動不居之城市空間的思考。細讀「後九七香
港青年作家」的小說，不難發現他們筆下的城市，無論是韓麗珠小說裡那些蒼白而
無以名之的城市、可洛從西西「我城」想像生平發而來的「鯨魚之城」和「幻
城」，還是陳志華的「O 城」，這些文字構築的想像城市，並非全然來自一己的想
像，反而處處顯示了作家對香港各種地景的記憶和情感，當中對於香港的念念不
忘，展現了他們對香港此城深切的「地方之愛」（topophilia）。 3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長年在香港生活，在他們成長和接受基礎教育的
1970-80 年代，香港政府正全力發展新界地區，興建新市鎮（例如荃灣、沙田、大
埔等）以緩解市區人口擠擁，工商業用地不敷發展的問題。大面積的移山填海在
1970-80 年代的香港殊非罕見，荃灣、沙田、大埔等新市鎮皆需要填海造地始能建
成。隨著新市鎮陸續落成，1990 年代工業向中國內地轉移，香港逐漸以金融和服
務業為經濟支柱，旅遊業發展亦日漸興旺，城市空間持續更新以配合經濟發展的需
要。2000 年代以後，香港的常住人口和遊客增長迅速，但可供發展的土地卻越見
有限。為了滿足各種發展需要，政府除了持續拓展原來的新市鎮，還開始加速市區
更新工程，「舊區重建」一詞不時出現在各大新聞媒體。奉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
香港，為了配合資本持續積累，城市空間採取雙重方向發展：一方面向外水平擴
張，另一方面則進行內部更新重組，垂直發展。「變幻原是永恒」不僅在香港是一
句膾炙人口的流行曲歌詞， 4更適合用來形容香港城市景貌的變化。
1

本論文為香港研究資助局(RGC) 資助的教員發展計劃（FDS）
：「城市景貌之想像──後九七香港
青年作家研究」(“Imagination of Cityscape: A Study on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計劃
編號：UGC/FDS25/H01/18) 的研究成果之一。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計劃副協調員趙
曉彤女士及研究助理葉秋弦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2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說法由鄒文律提出，包括陳志華（1970-）
、 張婉雯（1972）
、 李維怡
（1975-）
、 謝曉虹（1977-）
、 韓麗珠（1978-）
、 可洛（1979-）等。鄒文律認為這群作家擁有類近
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他們在香港接受基礎教育，並於在地大學完成本科／碩士學位課程，於
1997 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他們長年在香港生活，童年或青少年時經歷了 1980、1990 年代
香港經濟和城市化急速發展的時期，見證了資本如何不斷形塑香港的城市空間，屬於擁有相類城市
生活經驗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
。見鄒文律：
〈論《i-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
—兼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情感結構〉
，《人文中國學報》
，第 25 期，（2017 年 12 月）
，頁
214-216。
3
段義孚在發明「地方之愛」這個概念時指出，
「地方之愛」指涉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情感連結，當這
種連結變得強烈時，地方與環境便成為情感事件的載體，化身為符號。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3.
4
此句歌詞出自黃霑填詞，歌手羅文主唱的粵語流行曲《家變》（1977）
，這首經典粵語流行曲在香
1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大都見證了香港不斷通過移山填海來擴張城市空間，
以及市區更新日益頻繁的年月。在香港的主流敘事中，城市發展與經濟成長屬正向
關係，經濟增長則是民生改善的前提。在山多平地少的香港，城市發展需要把自然
空間改造為城市空間，藉此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似乎無庸置疑。然而，對於「後
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當童年時熟悉的自然空間不斷消失，甚至受到《郊野公園條
例》規管，佔香港土地總面積 40%的受保護地區（包括郊野公園），亦面對越來越
大的開發壓力之際， 5他們卻在小說裡發出異於主流敘事的聲音。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創作風格多元，題材豐富，其創作已經積累一定成
果。可洛和韓麗珠寫作甚勤，二人至今各自出版短篇小說集、長篇小說等已達 10
部或以上；其他作家如陳志華、謝曉虹、李維怡、張婉雯等，亦有出版短篇小說
集。綜觀現存對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研究，主要以個別作家或特定作品為
主， 6鮮見探討「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何理解城市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本文借
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概念，選取這批作家當中探問城市及自然空間關係的
小說， 7聚焦討論「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何通過小說反映對香港的「地方之
愛」與「自然連結」，藉此豐富文學界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的研究。

二、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的此長彼消
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小說裡，城市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日趨緊張，特別
是城市空間持續擴張，侵吞和改造原來屬於自然的空間，乃是他們筆下的重要主
題。根據蘇珊．克萊頓（Susan Clayton）和蘇珊．奥波托（Susan Opotow）的定
義，自然（Nature）及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是指人為影響極少或不明
顯的環境、環境中具有生命的組成分子（例如樹木和動物）、以及無生命的自然環
境特徵（例如海岸）； 8而本文所謂的自然空間，在香港而言則是指人為影響較少的
郊野公園、海洋、離島等地理空間，與人工化的城市空間相對。事實上，香港雖然
港家傳戶曉。「變幻原是永恒」更是香港人常常掛在嘴邊的慣用語。
5
時任香港發展局局長的陳茂波在 2013 年曾提及香港社會應該認真討論發展香港郊野公園的可能
性。見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3/09/20130908_112603.shtml
（2020 年 6 月 13 日上網）。
6
例如以韓麗珠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文有：鍾夢婷：《韓麗珠「家」的書寫》（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12 年）
、温煒瓴《香港作家韓麗珠小說研究》
（臺灣：國
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15 年）
。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三位女作家為研究對象的碩士論
文：陳姿含：《九七後香港城市圖像——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小說為研究對象》
（臺灣：國立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2016 年）
；以韓麗珠研究對象的學術期刊論文：梁淑雯：
〈無法「把身體放
下」
：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小說中的身體書寫〉
，《文藝爭鳴》
，第 2 期，
（2018 年 2 月）
，頁 7-13、林怡
伶：
〈轉變是希望的開始？——論韓麗珠《風箏家族》身體與空間的變異意涵〉
，《東華中國文學研
究》
，第 11 期，（2012 年 10 月）
，頁 199-216；以可洛小說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鄒文律：
〈重塑「我
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
，《東海中文學報》
，第 36 期，
（2018 年 12 月）
，頁
36-68。
7
基於本文的論述焦點，部分「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如唐睿（1979）的小說並未納入本文的討論
範。
8
Clayton. S., “Environment Identity: A Conceptual and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Identit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ture,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3), pp.6.
2

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和高度人工化的全球城市，但香港三面環海，附近有不少沓無
人煙的海島，也有四成左右的土地受《郊野公園條例》保護， 9作為市民康樂和自
然保育的用途。除了郊野公園遠足徑周邊的區域，郊野公園內尚有不少人跡罕至的
地方，人為影響極少。
不過，以持續發展資本主義來達致繁榮穩定的香港，追逐成長的資本透過不斷
重構地景來進行積累，移山填海乃城市空間擴張的不二手段。這種資本主義的「空
間修復」（spatial fix）推使香港城市空間不斷向外擴張和增加內在密度， 10同時把
核心地段改造成能夠追逐更多剩餘價值的商場，以滿足 2003 年港澳個人遊計劃
（又稱自由行）啟動以來的遊客消費需要。陳志華在〈O 城記〉（2008）把「O
城」形容為：「永遠都在建設，到處都是起重機」的城市， 11反映香港的城市空間
不斷擴張和重構的現實。歷經數十年的城市發展，資本把香港塑造成擁有全球最多
摩天大廈（1309 棟）；商場密度世界最高（以每平方英里計）的城市。 12城市空間
不斷侵吞自然空間，可謂在香港城市發展過程裡屢見不鮮，但當「後九七香港青年
作家」熟悉的香港自然空間遭受越來越大的發展壓力，甚至開始逐漸消失的時候；
城市空間無止境地侵吞自然空間，自然空間終必徹底消失的憂慮，成為他們在書寫
城市經驗時揮之不去的陰霾。
可洛《鯨魚之城》（2009）續寫西西《我城》， 13乃可洛版本的「我城」故事。
可洛自言《鯨魚之城》的靈感源自 2009 年一則座頭鯨誤闖香港水域的新聞， 14而
出海觀鯨亦成為《鯨魚之城》的重要情節。小說描繪主角阿果等人的城市生活經
驗，間接回應了 2006 年香港政府清拆舊中環天星碼頭等社會事件，展現了可洛以
小說與時代對話，以小說為香港造像的決心。小說多次提到「我城」的海洋，明言
當前城市與自然空間存在此長彼消的關係：「城裏的商場愈建愈多，海洋便愈變愈
小」。 15商場為消費提供平台，乃資本投資營造的城市空間。然而，「我城」的核心
地段（橫亙於肥沙嘴和中環的海港，即現實中的維多利亞港）早已高樓林立，那麼
興建更多商場的土地只能夠來自填海。敘述者相信海港早晚會被填平，而城裡的
「人們」並非對此一無所知。「人們」說：「城裡的海洋，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像喪
家狗似的被逐出城去。那時，他們或會在原本是海的地方，建一座超級大商場」。
16
屆時，「人們」若然不穿過商場，便無法到達彼岸（那時「岸」大概不再存在）。
雖然這樣的前景尚未發生，但得悉海洋即將消失的「人們」並不擔心，因為超級大
商場比海景更能有效地提高樓房的價格。小說雖然沒有明言「人們」具體指向哪些
人，但《鯨魚之城》描述「我城」不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喜歡逛商場，而政
香港社會指標：〈社會領域指標〉，
《香港社會指標》網站，2019 年 5 月 8 日，網址：
https://www.socialindicators.org.hk/chi/indicators/environmental_quality/23.1（2019 年 9 月 6 日上網）
。
10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Feb.2001), pp.25-28.
11
陳志華：〈O 城記〉
，《失蹤的象》，
（香港：Kubrick，2008 年）
，頁 78。
12
Stefan Al, Mall City—Hong Kong’s Dreamworld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
13
關於《鯨魚之城》如何續寫《我城》
，以及當中對城市發展的省思，見鄒文律：
〈重塑「我城」—
—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
，《東海中文學報》
，頁 31-68。
14
可洛：《鯨魚之城》
（香港：日閱堂出版社，2009 年）
，頁 1。
15
可洛：《鯨魚之城》
，頁 54。
16
可洛：《鯨魚之城》
，頁 48-4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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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為了滿足市民的需要，甚至制定了「全城商場化發展藍圖」，打算把「我城」發
展成一個前所未見的超巨大商場。 17在可洛眼中，「人們」應是指向「我城」裡大
部分習慣並順從於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關心消費過於保育自然空間的人。
把城市發展成超巨大商場的文學想像，在陳志華〈木偶之家〉（2008）得到共
鳴。小說講述木偶羅拉某天突然甦醒後，渴望見識商場以外的世界，卻一直無法找
到商場的出口。羅拉後來遇見一位居住在商場的少女，少女告訴她整個城市都是相
連的商場，根本不存在商場以外的世界。少女覺得「商場氣候宜人，有空調，又不
怕風吹雨打」， 18直言在商場出生和老死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根本不必離開。少
女的說話解釋了為什麼《鯨魚之城》的「人們」那麼喜歡遊逛商場。在香港這個居
住空間狹小，天氣炎熱，潮濕多雨，市區空氣質素不佳的城市，商場構成城市居民
課餘/工餘時間的主要去處。在香港，有些長者為了節省電費，更是終日在商場留
連，享受免費空調。在設有空調的商場消費和玩樂，對許多城市人來說，相比到郊
野承受酷熱天氣和蚊叮蟲咬之苦，來得更有吸引力。
《鯨魚之城》的海港顯然指向香港的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港雖然是香港既全
球且本土的身份象徵，卻在歷次的填海工程中縮減了超過一半的面積，使香港島和
九龍半島的距離由 2300 米縮減至 920 米。 19為了保護維多利亞港，香港在 1997 年
通過了《保護海港條例》，基本上不允許在海港內進行新的填海工程，藉此保護這
片象徵了香港人身份的寶貴自然空間。然而，政府和保護海港協會還是在 20032004 年間就灣仔北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進行訴訟，前者由保護海港協會勝出，
後者則由政府勝出。雖然現實中的維多利亞港受法例保護，但可洛擔憂的是，假如
「我城」居民終日留連商場消費，對海洋再無眷戀，那麼法例被廢棄，海港被填埋
終至消失，自然空間全面被城市空間侵吞，絕非止於文學想像。
海洋全面被填海工程填埋的想像同樣見於韓麗珠的小說。〈渡海〉（2015）講述
渡海泳紀錄保持者凡，見證城市裡的海洋陸續被填平，連渡海泳亦在城市成為歷
史。 20 對於自然空間日漸消失的憂懼，亦見於韓麗珠更早之前寫成的《縫身》
（2010）。《縫身》講述政府立法規定成年人可以選擇通過配對，二人縫身連合成為
連生人。由於連生人在生活上得到各種政策優惠，不少城裡人選擇縫身。政府之所
以推出縫身法例，乃是為了創造新需求，為資本持續積累提供條件。隨著連生人出
現，各行各業為了滿足連生人與普通人不同的生活需要，紛紛推出新產品或服務，
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城市裡的人曾經因為「地盤挖泥和打樁的聲音，以及製造業
發出的各種無法名狀的巨響」而上街示威，然而，「當各式各樣的生產項目逐一暫
停，人們才驚覺，尖銳的死寂，原來比紛紛攘攘的聲音更使人無法忍受。」 21經濟
發展造成的環境問題曾經讓城市居民不堪重壓，但勞動者失業和資本停止增長的焦
慮，原來才是城市居民真正不能承受之重。不過，城市裡並非人人都只關心經濟增
長。當主角「我」因為長期失眠而到醫院檢查身體時，小說出現了一段值得細讀的
可洛：《鯨魚之城》
，頁 52。
陳志華：〈木偶之家〉
，《失蹤的象》
，頁 118。
19
谷淑美：〈香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歷史、空間及集體回憶〉
，載呂大樂、吳俊雄、馬傑
偉合編：《香港．生活．文化》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
，頁 91。
20
韓麗珠：〈渡海〉，
《失去洞穴》
（臺灣：印刻文學，2015 年）
，頁 6。
21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 年）
，頁 11。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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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
當我按照微繪畫在筆記本上的地圖和簡短指示抵達醫院門外時，才發現那是
一幢佇立在山腰的建築物。這裡的高山，跟寬闊的海港一般，不知從什麼時候開
始，一點一點地消失無蹤，我們並不是沒有發現，移山填海的工程幾乎從沒有間斷
地進行，只是有一天，忽然察覺面前延綿不絕的平直的路，才切實地感到那些失去
了的東西所遺下的空洞。曾經有人在報章上發表文章，預言在二十年後，這裡將不
會看見任何高聳的山峰、廣闊的海和完整無缺的成人身體，可是對於駭人聽聞的預
測，我們早已習以為常，就像讀到某個名字冗長而複雜的國家，剛剛發生了戰亂、
地震、風災或大規模屠殺那樣，必定有那麼的一個瞬間，使我們跌進無話的空隙
裡，可是不消一會兒，便又翻到另一頁，沉浸在樓盤、食店和招聘廣告之間。這並
非出於冷漠，只是對於住在這裡的人來說，未來總是缺乏真實感。 22
這段不止一次出現了「我們」的敘述之所以值得留意，在於敘述人稱的突然切換。
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敘述者來講述故事，在整部小說裡相當一致。綜合前後文
可以得知，「我」獨自前往醫院進行身體檢查，期間無人陪同。再者，這段敘述與
前後文的情節亦無顯著關係，當中對於自然空間不斷消失的片段即使刪除，也不影
響故事結構。職是之故，本文認為這是韓麗珠通過「我們」來呈現個人觀點的敘述
干預。通過運用「我們」，韓麗珠邀請讀者與作者/主角「我」達成連結，變成「我
們」，聆聽韓麗珠娓娓道出她對城市景貌變化的感受。
對於從小在香港長大的韓麗珠而言，移山填海在香港城市空間擴展的過程中，
向來「從沒有間斷地進行」，韓麗珠對此「並不是沒有發現」，只是跟其他香港人一
樣，早就習以為常。不過，當熟悉的自然空間永久消失，被改造成城市空間的一部
分（「延綿不絕的平直的路」），她開始「切實地感到那些失去了的東西所遺下的空
洞。」伴隨作家成長的，熟悉的自然空間（高山和海港）不僅只是風景，還是構成
生命經驗的重要部分。當這部分永遠消失後，生命裡不能彌補的缺失便告浮現。
這種對於保護自然空間的醒覺，大概源自 2008 年在香港出現的反高鐵運動。
為了連接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國家高鐵網絡，香港政府於 2009 年決定興建「廣深港
高速鐵路香港段」，對鐵路沿線的新界鄉村和自然環境造成重大影響，菜園村更因
為高鐵工程需要清拆，引發了一系列村民和保育人士發起的抗爭運動。韓麗珠自言
反高鐵運動後，她便想自己可以如何以文字介入社會，闡述自己的觀察和體驗。 23
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來說，香港不再是「借來的空間」，而
是他們日復一日生活的家園，記憶的儲藏之地，依戀的對象，存在濃烈的「地方之
愛」。這種對物質環境產生的連結（親密情感），無疑是人類自我的擴大。環境心理
學家在 1990 年於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研討會上得出結論：「如果自我被擴大而包括
了自然世界，則傷害自然世界的行為就會被經驗成一種對自我的傷害。」 24當高山
韓麗珠：《縫身》（臺灣：聯合文學，2010 年）
，頁 125-126。
羅樂敏：〈無法被言說的細碎層次——專訪韓麗珠〉
，《聯合文學》
，2017 年 10 月 12 日。網址：
https://www.unitas.me/?p=1057 （2020 年 6 月 1 日上網）。
24
Theodore R., “Where Psyche meets Gaia,” Ecopsychology :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Publication, 1995), pp.12.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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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寬闊的海港伴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成長，當高山和寬闊的海港承載了他們
記憶的軌跡，這一切的消失自然會在他們的心靈上留下「空洞」。與韓麗珠年齡相
若的香港流行歌手謝安琪（1977-）主唱的〈山林道〉（2016）展現出類近的情感：
「當初說／這裡有天／會由樹／變成路／一醒覺／經已殺出／這條路／叢林萬里／
別攔著我／舊時熱情又急躁／不看地圖／我只盼／這裡有天／變回樹／撤回路／疏
忽了／趕快去補／趁還未老／遺落美好枝葉／換到好前途／皆負數／無謂到／所有
樹枯了／才環抱」。如果把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理解為那些跟韓麗珠與謝安琪對
香港感受相近的人，「路」被理解為城市空間擴張的象徵，那麼「樹」象徵的便是
自然空間。過去數十年來，香港在追求繁榮安定的路上不斷進行各種城市工程，自
然空間紛紛被改造為城市空間。然而，當城市化的過程把「我」熟悉的「叢林萬
里」悉數轉化為「路」，「我」才猛然醒覺「樹」的重要性，體認到資本持續積累帶
來的經濟繁榮並不能補償自然空間消失造成的遺憾，於是盼望「這裡有天／變回樹
／撤回路」，渴望舊日的自然空間能夠再次出現。
遺憾的是，懷持濃烈「地方之愛」的人並非多數，大部分城市的居民（「住在
這裡的人」）長年沉浸於「樓盤、食店和招聘廣告之間」的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方式
中，即或有一瞬間對於自然空間的消失感到失落（「跌進無話的空隙裡」），但他們
終究無暇細究自然空間日漸消失的現實，甚至對於高山和海洋最終因為經濟發展而
徹底消失的預言，亦「早已習以為常」。對於大部分只爭朝夕的城市居民而言，自
然空間就和「未來」一樣，總是缺乏真實感，難以產生親密的連結。大部分城市居
民對自然空間消失缺乏感受實在令人遺憾。對此，可洛提出了饒有深意的觀察。

三、與自然失去連結的城市居民
誠如社會學家羅拔．帕克（Robert Park）所言：「人類在創造城市的時候，也
重塑了自己。」 25如果人類在創造城市的同時重塑了自己，那麼當人類的活動空間
長期局限於人工化的城市之內，居民將會把自己重塑成什麼模樣？
可洛敏銳地察覺到，當資本成為主導城市規劃的凌駕性力量後，城市居民因為
長期習慣在商場等人工營造環境內活動，無論實際還是情感上都與大自然日益疏
遠，失去連結。《幻城》（2018）由六篇小說組成，彼此情節既相關亦獨立。當中的
〈怕醜草〉講述任職記者的主角施天雅喜愛植物， 26但她居住的「幻城」卻是一座
擁有 180 層的超級摩天大樓，密封式的層區以巨型升降機連接。在「幻城」內，沒
有天空也沒有海洋， 27「幻城」人的活動都集中在辦公大樓、升降機、交通工具和
商場裡。 28施天雅如此描述自己在「幻城」的生活：
跟許多幻城人一樣，與自然隔絕，不知道食物從哪裡來，覺得在自然裡工作
或嬉戲都是危險的、應該避免的事。她曾經訪問一些小學生，問他們喜歡在戶外還
Robert E. Park, On Social Control and Collective Behavi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3.
26
〈怕醜草〉是《幻城》的其中一篇小說。香港人把「含羞草」稱為「怕醜草」
。
27
可洛：〈想死〉
，《幻城》（香港：立夏文創，2018 年）
，頁 46。
28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5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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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室內玩，得到的答案是室內，因為戶外沒有電源插座。現在的孩子都愛拿著手提
電話，就像公園裡的一對小兄妹，雖然來到這個種滿植物的地方，但還是不肯放下
手上的『精靈寶貝』遊戲。 29
「幻城」人長年生活在鋼筋混凝土與玻璃幕牆組合而成的人工空間，「與自然隔
絕」，甚至因為對自然感到陌生而產生恐懼。在「幻城」長大的小朋友即使來到具
備一定自然氣息的公園，亦無意把握機會與身邊的植物接觸，寧願留在室外玩電子
遊戲，親近遊戲內的虛擬生物。除了對自然空間不感興趣，長期與自然空間區隔的
「幻城」人，更把活生生的動植物視為威脅的來源。
〈幻城的四季〉載有四個相連的短篇故事，分為「春、夏、秋，冬」，講述
「幻城」升降機工程維修員阿多及其家人在「幻城」的日常生活。在〈幻城的四
季：秋〉，阿多的妻子朵朵和女兒小菲參加了一個朗誦比賽，比賽的作品是一首關
於蝴蝶的童詩。諷刺的是，居住在「幻城」的小菲從來沒見過活生生的蝴蝶，就連
朵朵也只是成為人母之前才見過真正的蝴蝶。 30朗誦會舉行之際，司儀問台下的小
朋友是否都喜歡蝴蝶，小朋友們異口同聲都說喜歡。 31後來，當一隻真正的蝴蝶闖
入禮堂時，司儀、家長和小朋友無不感到恐懼，「好像頭上的是會放炸彈的戰鬥
機。」 32禮堂裡的人回過神來後，有的提議報警，有的則建議撲殺蝴蝶。最後，朵
朵拈起蝴蝶帶往禮堂外放生。 33小說的結尾寫道：「朵朵心裡希望，牠能找到一朵
花，或一棵樹，不要再在城市裡迷失。」 34為什麼除了朵朵和小菲以外，其他人都
對真正的蝴蝶心存恐懼，毫不愛惜？把大自然隔絕於外，終年無雨的「幻城」除了
有限的公園，其他地方都不適合植物生長，自然無法為蝴蝶提供生境。故此，當
「幻城」人看見真正的蝴蝶時，很容易視對方為陌生的入侵者，而非共生的物種。
長年與大自然區隔造成了「幻城人」的「自然連結」（nature relatedness）斷裂。自
然連結是指個人對於地球上其他相連結的生命體表達深層欣賞及理解，即使面對那
些對人類來說並不美麗的生物（例如蜘蛛和蛇），都能理解它們對自然的重要性。
35
可是，「幻城」是一個只有公園而沒有大自然的城市，綠化地帶極少，「一小時的
車程，加上半小時在升降機裡移動，都不見一棵樹、一片草地、一朵花。」 36「幻
城」人根本不理解自然裡的生物，當然無法欣賞它們，甚至認為它們是入侵者。
〈怕醜草〉還記述了天雅採訪的一則時事——一個小女孩因為在公園被怕醜草
（含羞草）弄傷，其母向議員投訴，最終怕醜草被管理當局移植到另一個公園。事
實上，這件事並非完全出自可洛的虛構，而是本於曾經在香港發生的一件真實事件
——位於新界大欖林道大棠段面積約 60 米的野生怕醜草群被漁護署重新移植往他
可洛：〈怕醜草〉，
《幻城》
，頁 76。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69。
31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72。
32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73。
33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74。
34
可洛：〈幻城的四季〉
，《幻城》
，頁 275。
35
Nisbet, E. K., Zelenski, J. M., & Murphy, S. A., “The 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Linking Individuals'
Connection With Nature to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Behavior,”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Aug.2008),
pp.718.
36
可洛：〈怕醜草〉，
《幻城》
，頁 79。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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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原因是漁護署職員收到家長投訴子女遭怕醜草刺傷；怕醜草群最後因為生境不
合而幾乎全部死去。 37至於小說裡的怕醜草，天雅在得悉它們死了大半後連忙前往
搶救。 38最終，她在「幻城」尋尋覓覓，發現只有購物商場的花槽才是最適合安置
怕醜草的地方。在無雨的「幻城」，購物商場擁有充足的光線，適中的溫度，更有
人專責為花槽內的植物澆水施肥。 39野生的怕醜草最後也要成為家居植物，才能尋
得安身之所。

四、「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自然連結」

除了對高山海洋等自然環境懷有「地方之愛」，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
小說裡，還能發現他們關心人類以外的物種在城市空間的生存狀況，呈現了高度的
「自然連結」。謝曉虹〈猴〉（2014）講述住在大學教職員宿舍的「我」偶遇猴子的
故事。敘述者「我」留意到 F 在家裡的牆上掛著一幅巨型綠色裝置，那是一幅樓
盤發售時展覽用的屋苑模型：
模型上有一大片綠色的部分，無法說清楚是草地還是山林。中間才是樓房的
模型，寫著好些我不認識的街道的名字。F 說，那大概是內地的樓盤，不過到網上
去查過了，仍無法確切知道是甚麼地方。
樓盤製作相當精緻，人的模型正牽著它們的狗在散步，看上去似乎比人更接
近人世。可惜，我幾乎都把臉貼到牆上去，仍然沒有能夠看到隱藏在山野裡的猴
子。 40
正因為「我」和 F 都無法確知樓盤的確實地理位置，樓盤模型便可以指任何一個
位處香港或中國大陸的樓盤。然而，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樓盤的地理位置，而在於模
型上「有一大片綠色的部分」，「我」卻「沒有能夠看到隱藏在山野裡的猴子」。猴
子屬於山林，山林也屬於猴子；但在屋苑模型裡，即使有象徵草地山林的「綠色」
和象徵寵物的「狗」，野生的猴子卻沒有露臉，完全消失於樓盤模型設計者的視
野。誠如加里．布瑞奇（Gary Bridge）所言，人們所熟悉的生活空間的物質環境是
由那些在資本主義世界具有較多權力的人（國際投資者、建築師和規劃師）的空間
想像所界定的， 41在這些掌握規劃權力的人手中，山野裡的猴子並不存在於他們的
城市空間想像。綜觀〈猴〉這篇小說，猴子要麼是入侵者（小說裡有一位住在大學
教職員宿舍的法國女人常說猴子闖進她的家），要麼便被無視——當「我」向外國
朋友提及香港有猴子時，他們便好奇地說：「香港居然有猴子！」 42香港那些精緻
〈漁護署「玩」死大棠怕醜草〉
，《都市日報》P09 版（2016 年 8 月 3 日）
。
可洛：〈怕醜草〉，
《幻城》
，頁 84。
39
可洛：〈怕醜草〉，
《幻城》
，頁 91。
40
謝曉虹：〈猴〉
，《香港文學》，第 351 期，2014 年 3 月，頁 40。
41
Gary, B., “Mapping the Terrai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Power Networks in Everyday Lif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5:5, (Oct.1997), pp.611-626.
42
謝曉虹：〈猴〉
，《香港文學》，頁 40。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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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盤模型一般的摩天大樓受世人矚目，但寵物以外的物種，卻常常被認為不應／不
會存在於城市空間。可是，城市空間擴張對其他野生物種的毀滅性影響確實不容小
覷，李維怡「無何有之城」系列之一的〈白鴉〉（2017）開首即描述生活在自然山
林的烏鴉因為城市空間擴張而失去棲息地： 43
在無何有之城的某一天，一堆怪手衝進一片住滿黑鴉的山林。樹木被推倒，
泥土被翻起，山丘被剷平，陰涼的雜草地變成曝曬的旱地。鴉群驚飛，親伴四散，
命運各異。有幸尋獲親伴者另覓山林，重建家園，唯山林越來越少，新來者不免遭
原居鳥群排斥，只能把巢築至山林內離水源和食物最遠的地方。鴉乃群體生物，未
能尋獲社群者孤飛失向，不免憂思困煩，鳴叫不斷。有孤鴉驚惶飛到鄰近不同區
域，誤以溝渠為河，飲其水而中毒身亡；有些誤以玻璃為空氣，企圖高速穿越時一
頭撞斃，嚇得玻璃牆內的辦公小姐們花容失色，失聲尖叫。 44
「怪手」指推土機和挖泥機，意味城市向郊野擴張需要移平山林。棲息地被毀，鴉
群被迫遷出，「唯山林越來越少」，即使遷往其他山林，鴉群還是要面對巨大的生存
壓力。有些黑鴉為了生存闖入城市，結果遭遇各種意外身亡。城市空間不斷侵吞自
然空間，人類以外的物種面對越來越大的生存威脅。類似的觀察亦見於張婉雯
〈鳥〉（2006）。〈鳥〉通過「我」和鄰居一位綽號「鳥先生」的獨居長者的對話，
帶出張婉雯對鳥類在城市空間生活的觀察：
「鳥的生活，比以前苦太多了。」鳥先生撫摸着鳥哨，「果實、蟲和樹已經
被滅絕了，天空也被高樓佔據，航道被半途截斷了。玻璃幕牆讓不少鳥兒誤以為前
面是通道，活活撞死了。鳥的生活比人的更艱難。」
我想不到任何回應的話。 45
城市空間因為高樓林立造成的擁擠和空氣污染，固然令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每況愈
下，但鳥類的生存條件則更為嚴峻——自然空間的消失造成「果實、蟲和樹」的滅
絕。生活在城市空間的鳥，則不時受到高樓玻璃幕牆的誤導，死於其上。小說沒有
解釋為什麼「我」無法回應鳥先生那句：「鳥的生活比人的更艱難。」惟本文認為
「我」的無言以對反映了像「我」一樣的大多數城市居民，從來沒有意識到人類以
外的物種因為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張而面對日益巨大的生存壓力。
在張婉雯的另一篇小說〈打死一頭野豬〉（2011），一隻不小心誤闖城市空間的
野豬被視為入侵者。對於在現實生活裡連會動會跑的豬都沒見過的敘述者「我」
（一名小學生）來說（與可洛筆下的「幻城」人非常相似），牠是比狗還大的「奇
怪的生物」。小說如此描述「我」和野豬四目交投的瞬間：

「無何有之城」系列的另一些作品為：李維怡：〈門與孩子〉，
《明報·副刊》
，（2017 年 10 月 16
日）
、李維怡：
〈軸〉，
《香港文學》，第 397 期，2018 年 1 月，頁 58-59、李維怡：
〈離〉
，《字花》，第
74 期，2018 年 8 月，頁 20-31。
44
李維怡：〈白鴉〉，
《明報．副刊》，
（2017 年 9 月 3 日）
。
45
張婉雯：《微塵記》
（香港：匯智出版，2017 年）
，頁 11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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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忽然轉過來，剛好對着我。我忽然看進牠黑毛底下的細小眼睛。那裏頭有
細小的光芒，像是眼淚又像是尖刺，像牠身上濕漉漉的尖硬的毛髮。
「咔嗦」一聲，頭頂的警察舉起槍。 46
雖然「我」最初覺得野豬是「奇怪的生物」，但當「我」看進野豬的眼睛，與野豬
的感受產生共鳴，生命與生命之間達成連結，感受到牠眼裡的哀傷和驚懼（「像是
眼淚又像是尖刺」），「我」還是希望阻止野豬被殺（大叫「不要呀！」）。遺憾的
是，警察擔心野豬有機會撞傷途人，舉槍把野豬擊斃。 47對於維護城市空間秩序的
警察來說，野豬無疑是入侵者；但對「我」而言，誤闖城市空間的野豬卻是值得理
解，能夠連結的對象。張婉雯毋寧是想在這篇小說裡指出，人惟有與其他物種建立
生命的連結，才能克服彼此的隔閡，建立「自然連結」。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書寫香港時，不止於表達對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此長
彼消的憂慮，還試圖喚起讀者對大自然的關注，以及人類以外物種的理解和欣賞，
顯示了強烈的「自然連結」。《鯨魚之城》結尾提到的觀鯨之旅，無疑表達了可洛期
望「我城」成為一座人與鯨魚，人與大自然能夠和睦共處的城。 48到了《幻城》，
重建「自然連結」的盼望顯得更為強烈。「幻城」憑藉混凝土築起的層區不斷向天
空攀升，但它的根本原來立足於一條活生生的巨鯨背脊上：
它（按：幻城）在古國南方的邊陲，但它與大陸分離，建造在一條巨鯨的背
脊上。自第一天起，「城市終有一天會下沉」的憂患意識便深深植根在人們心裡，
為免被海水淹沒，他們把城市愈建愈高；甚至用巨大堅硬的柱子插進鯨魚體內，趕
走居民，把早期層區改建成支柱，支撐著上層的發展。 49
縱使「幻城」內部幾乎不存在任何自然空間，但「幻城」和大自然依舊密不可分，
因為它正正建築在巨鯨的身體上。「幻城」為了無止境地向天空發展，以大型浮泡
確保鯨魚浮在海面，再以支柱穿入鯨身，確保「幻城」能夠屹立不倒。既不能潛入
深海，又不能移動的鯨魚無可避免地承受日益加劇的痛苦。鯨魚渴望離開，但又知
道一旦離開，「幻城」亦會隨之滅亡，於是鯨魚只能夠成為「幻城巨大、而且血淋
淋的地基。」 50血淋淋的巨鯨承托無休止地向天空延伸的「幻城」，如此觸目驚心
的圖景，一方面反映了可洛對城市空間侵吞自然空間的控訴，另一方面也是嚴肅的
提醒——如果城市空間不斷以摧殘自然空間為持續擴張的代價，人類終有一天會徹
底毀壞自己的根基，不能倖存。
對於「幻城」的出路，小說指出「出路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下。」 51這條出路
在小說裡固然是指離開「幻城」的實際出路——通過位於二十層區的古井爬下去，
能夠離開「幻城」的城市空間，直抵鯨魚的所在地； 52在那裡，人能站在鯨魚身上
張婉雯：《微塵記》
，頁 68。
張婉雯：《微塵記》
，頁 67-69。
48
鄒文律：〈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
，《東海中文學報》
，頁 61。
49
可洛：〈幻城〉
，《幻城》，頁 246。
50
可洛：〈守城人〉，
《幻城》
，頁 228。
51
可洛：〈守城人〉，
《幻城》
，頁 227。
52
可洛：〈守城人〉，
《幻城》
，頁 223-22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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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無邊無際的藍天和大海。 53不能忽略的是，這條「出路」也指城市未來的發展
方向——已經發展到 180 層的「幻城」，想要持續發展的話，不應該容許資本以大
自然為掠奪性積累的對象，盡其所能地向天空延伸，持續把大自然的承受能力推向
臨界點；而是應該「向下」求索，重新尋求一種能夠和大自然保持和諧，共生的發
展模式。
事實上，包括城市在內的人類文明，不僅不可能脫離大自然而存活，更應該重
新留意大自然為人類身體和心靈帶來的種種益處。 54晚近的環境心理學研究發現，
人在接觸大自然時能夠帶來許多好處，有助減少不良行為及狀態（例如侵略性、焦
慮、抑鬱、疾病），增進正面行為及狀態（例如：情感、健康、認知能力）。 55〈怕
醜草〉裡的施天雅只要「凝視一棵樹，久而久之，整個人都會融入那片綠色之中，
渾忘生活的煩惱。有時檢起一塊落葉，細看上面的紋路，就能在毫無頭緒的工作裡
找到方向。」 56城市居民生活節奏緊張，觀看植物有助緩解壓力。自然空間的消
失，只會對城市居民的健康帶來不良影響。韓麗珠《離心帶》（2013）裡的城市，
當山玻和樹林行將被城市空間吞噬，用以「建起比樹木更高的大廈」，主角賣氣球
的男人開始擔心城市居民的健康：
賣氣球的男人本來打算描繪山上的風景，但漸漸發現，自己在述說一幅不曾
出現的景象：「然後，可以讓人們轉換呼吸的節奏，過濾體內的氣的場域將愈來愈
少。長期處於空氣備受污染的環境，人們只能挺著衰敗的身體，忍受不適和過敏的
症狀一再出現。」他感到自己像個危言聳聽的人，便興味索然地閉上了嘴巴。 57
自然空間被城市空間侵吞以後，城市居民失去的不僅是山坡上的樹林，還有能夠
「轉換呼吸的節奏，過濾體內的氣的場域」。值得留意的是，韓麗珠不時看中醫，
58
喜歡研究醫師的藥單，對中醫理論有相當認識。 59循此看來，小說提及的「氣」
則不單是指「空氣」，更有可能指涉中醫理論的「氣」。中醫理論中的「氣」指向構
成人體內生命的基本物質，能夠維持生命的運動。人體內的「氣」如果在升降出入
時協調平衡，則為「氣機調暢」，人體處於正常的生理狀態；若然運動時平衡失
調，則是「氣機失調」的病理狀態。 60自然空間消失，人只能長期活在空氣質素欠
佳的城市空間中，體內的「氣」運動受阻，又受「癘氣」所侵， 61健康無可避免地
可洛：〈守城人〉，
《幻城》
，頁 229。
Terry Hartig 等研究者指出，許多詩人、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表示，大自然（Nature）有益
於身體和心靈。Terry Hartig, Marlis Mang, Gary W. Evans, “Restorative Eff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Experienc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3.1(Jan.1991), pp.3.
55
F. Stephan Mayer, Cynthia McPherson Frantz, Emma Bruehlman-Senecal, Kyffin Dolliver, “Why Is
Nature Beneficial? : The Role of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1.5(Sep.2009),
pp.608.
56
可洛：〈怕醜草〉，
《幻城》
，頁 79。
57
韓麗珠：《離心帶》
（臺灣：印刻文學，2013 年）
，頁 129-130。
58
韓麗珠：〈排毒〉，
《明報》D05 版（2019 年 7 月 26 日）
。
59
韓麗珠：〈煎藥〉，
《明報》
，D05 版（2019 年 7 月 17 日）
。
60
王農銀：《中醫基礎理論》
，（北京 : 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 年）
，頁 76-80。
61
癘氣是指具有強烈傳染性和致病性的外感病邪；環境污染易於滋生癘氣，引起疫病。詳見王農
銀：
《中醫基礎理論》
，頁 133-134。
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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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損害。
人類本來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只是當人類長居與大自然區隔的城市空間，習
慣了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便漸漸忘卻人類與大自然互相依存的緊密關係。韓麗珠
〈飄馬〉（2012）講述敘述者「我」在飼養的貓死去後，因為「貓在屋內留下過多
空缺」，「吸塵機無法清理隱藏在屋子各個角落的貓毛」，結果產生了過敏症狀。
「我」向治療師尋求協助。治療師提出再次飼養一頭貓能夠有效治療過敏症狀：
「自從這裡過度完美地發展，人們封閉在自己所建立的邏輯裡，與原始的自然距離
漸漸遙遠，那肉眼無法辨識的差異，必須仰賴仍然毛茸茸的生物彌補。」 62城市居
民之所以需要飼養寵物，在治療師眼中非因孤獨，而是疏遠大自然以後一種必要的
彌補。如此看來，貓死後留下「空缺」，並非因為「我」失去了相依的同伴，而是
人雖然把自己封閉於大自然以外的城市空間，內心卻仍然存有親近大自然的本能需
要——這種需要，只好依靠飼養「毛茸茸的生物」（例如寵物貓）來滿足。
親近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在〈假窗〉（2014）有深刻的表達。〈假窗〉描繪了一
座高樓林立的城市為了隔絕噪音和廢氣，沒有窗戶的樓房逐漸成為新的建築趨勢。
63
主角木負責的工作便是運用油彩替新建成的大廈繪畫假窗，「給那些居所建造可
以流放自己的出口」。 64持續增加密度的城市空間讓密封式大廈成為主流的建築設
計方向。可是，城市居民並未能夠徹底割斷渴望與大自然連結的本能需求，於是主
角木為房子的牆壁繪上擁有大自然色彩的假窗——通過牆上的假窗，居民可以看見
奇異的海底世界、殺人鯨和海龜。這些大自然景色和生物令住客得到慰撫，讓他們
「流下了在日間壓抑太久的眼淚」。 65
木不單為每個住宅單位繪上假窗，更為那幢被「無望的深灰充滿」，「瘦伶伶的
建築物」繪畫外牆。木覺得「大廈那空無一物的外牆，是一片貧瘠的土壤，而那低
陷的區域，需要的是一棵能吸收二氧化碳的樹。」在這座過度發展，樹木再也無地
可容的城市，人們的內心就像一片貧瘠的土壤，了無生機。於是，木把大廈繪畫成
一棵巨大的老榕樹，藉此為當地居民帶來安慰。 66木洞悉了當地居民內心存在親近
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而這種需求卻在全面人工化的城市內遭到壓抑。在木筆下，
「那是一棵側彎的樹幹，像居住在那裡的人的脊椎，很可能是由於這一點，喚起了
居民深藏在意識底部的認同感」。 67假樹側彎的樹幹之所以能夠喚起脊椎側彎的城
市居民共鳴，原因在於無法連結大自然的城市居民從假樹身上發現了自己的真實處
境——生活在跟大自然斷裂的城市空間裡，他們就跟這棵樹幹側彎的假樹那樣被壓
抑和扭曲，無法活得健康快樂。當假樹繪畫完成後，小說這樣形容居民的反應：
直至榕樹在大廈的外牆完全長成，經過的居民都不由得停下腳步，注視著這棵大廈
樹良久，那是一棵在暴風吹襲下也不會倒塌的樹，也沒有被蟲蛀蝕的危險，而且將
會是城市內唯一不會被砍伐的老樹，他們很可能因而在這棵假的樹上得到難以言喻
韓麗珠：〈飄馬〉，
《失去洞穴》
，頁 118。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34。
64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4。
65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3。
66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3-144。
67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3-144。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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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慰。日落的時分，許多回巢的鳥兒誤以為假樹是家而一頭栽在冰冷的牆壁上；
而酷熱的午間，尋找樹蔭躲避陽光的人，就會不由自主地走進大廈瘦薄的陰影裡，
微風吹過，他們便以為，那是樹梢帶來的涼意。 68
無論木的畫工多麼精細，老榕樹如何栩栩如真，那終究是一棵假樹，無法吸收二氧
化碳，無法改善空氣質素。然而，這棵矗立在高樓之間的假樹，還是能夠在一定程
度上滿足居民渴望連結大自然的本能需要，為他們的心靈帶來「難以言喻的安
慰。」在這段敘述裡，本文認為韓麗珠無意諷刺那些以假為真的城市居民，她只是
想要強調人對大自然的本能性需求如此真切而強大，若然無法親近真正的大自然，
至少也希望從虛假的大自然那兒得到心靈的安慰。情形就像那些被毒熱陽光追趕的
人，都會「不由自主地走進大廈瘦薄的陰影裡」，享受那片「樹梢」帶來的涼意；
即使是一種誤認，涼意也是真實可感的。誠如木的朋友白所言：「住在大廈內的人
都會感到，就像躺在樹幹的中空部分那樣，身心都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 69
可悲的是，資本只關心追逐剩餘價值，從不關心人的心理健康。化身假樹的大
廈在許多年後，還是沒能逃過資本積累引發的「建設性摧毀」——大廈被收購，清
拆以重建成豪華住宅大樓。城市空間最終成為假樹都無法容身的所在。

五、結語
若然在互聯網搜尋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照片，這樣的圖景十分常見——照片中間
是矗立於香港島或九龍半島連綿的高樓，以及豎立在高樓頂層，代表各大跨國資本
的巨型廣告牌。這些在日光映照下閃閃發光的高樓不單令遊客歎為觀止，也是香港
市民日常生活的焦點——它們象徵了香港繁華的城市空間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生活方
式。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觀數十年來為香港贏得不少讚歎和艷羨的目光，但在「後九
七香港青年作家」眼中，那絕不代表香港的全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書寫這
座他們長年生活其中的城市時，視線裡總有照片前景那片深不見底的海洋，以及高
樓背後，位處後景的綠色山嶺，甚至隱沒在照片裡某個不起眼角落的動植物。段義
孚提到，「地方之愛」的重要元素就是懷舊。 香港的城市景貌變化得實在太大太
快，就連「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都不禁開始懷舊。他們的「地方之愛」包含了那
片伴隨他們成長的香港自然空間，既懷念那些已經消失的山海，亦珍惜尚在此時的
山海。畢竟，香港的海洋和山嶺對他們而言，不僅是一種物質環境，還是從童年時
代起一直陪伴他們成長的珍貴自然空間，是香港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
分。
值得留意的是，從高度人工化的鬧市走進郊野公園漫步山嶺，或者乘船出海，
在香港都不必花費太多交通時間。對於生活在香港的人來說，大自然與他們相距不
過是 1 小時車程的距離。正因為香港面積小，對於作家來說才更容易認識和親近，
容易與此城此地建立密切的關係，建立濃烈的「地方之愛」。 70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3-144。
韓麗珠：〈假窗〉，
《失去洞穴》
，頁 145。
70
段義孚指出，人較容易對一個尺度適當（或者足夠小）的地方培養「地方之愛」
。人的情感無法
6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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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所以憂思。「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擔憂的是，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要求經濟持續增長來維持繁榮，不斷增加的人口則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間，兩者都推
動城市空間持續擴張，自然空間逐漸消減。眼見這些他們傾注了情感的自然空間不
斷消失/遭遇開發的沉重壓力，他們只好把焦慮訴諸創作，並通過小說提醒讀者，
城市空間無止境擴張帶來的不可逆轉的可怕後果——城市空間的持續擴展，終將令
他們熟悉的香港消失，變成一個越來越單一，越來越不宜居的城市。誠然，香港近
年的自然保育運動從未停竭，媒體依然關注自然空間正在面對的威脅，政府亦不打
算在維多利亞港內填海（轉移至香港中部水域交椅州附近大規模填海興建人工
島），好些城市居民更喜歡在假日前往離島或郊野公園享受大自然美景，呼吸新鮮
空氣——今天的香港不是人人都像《鯨魚之城》和《幻城》的居民，又或者〈木偶
之家〉的少女那樣與自然完全失去連結。即或如此，後九七香港的城市發展確實像
馬國明所言，進入一個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人的生活除了工作，便圍繞著消閒和享
樂。 71當大部分城市居民進行消閒和享樂的地方日益集中在商場，對自然空間持續
面對的壓力，會否越來越缺乏關注？小說不是預言，但作家的焦慮並非毫無道理。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懷著對香港的「地方之愛」，試圖以文學重新建立讀
者與大自然的「自然連結」，讓讀者重新發現人惟有滿足自己對大自然的本能性需
要，才能生活得健康和快樂。至於人類以外的其他物種，牠們不僅不應該在城市空
間被視為陌生的入侵者，反而應該受到城市居民的理解和欣賞。畢竟，當城市空間
不斷擴張，野生的動植物不可避免會闖入城市空間。城市民居惟有強化「自然連
結」，才會願意與動植物尋找共存之道。
最後，本文以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此一概念的提出，確實有助喚起文學
研究界對於某一世代香港作家的關注。本文循此概念出發，旨在發掘韓麗珠、可
洛、謝曉虹、李維怡等處於相近/同一世代的作家在小說裡呈現了哪些共同關心的
主題，推進相關作家作品的研究。本文所論之小說，從時間跨度看來，皆處於
2008-2019 之間，大抵屬於作家青年時期所作，反映了他們對於一九九七年以後香
港城市發展的感受和思考。然而，物換星移，本文論及的好幾位「後九七香港青年
作家」亦正在/已經步入中生代作家之列。對任何作家/作家群冠以時間標籤，終究
有其時效性，日後是否能夠繼續以「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來命名本文所論之作
家，值得深思。然而，本文所論之作家已經成為當前香港文學的中堅力量，值得研
究者持續追蹤和關注。

覆蓋一個帝國，因為它的內部充滿異質狀態，難以喚起人的「地方之愛」
。見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p.101-102.
71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
（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 年）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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