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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何所依
—李維怡、可洛、張婉雯小說中的
市區重建與無地方性*
鄒文律**

摘要
市區重建令香港近二十年的城市景貌變化不少，許多舊區重新發展成為中產階級住
宅，或者裝潢華貴的大型商場。李維怡、可洛、張婉雯等長期在香港生活的「後九七香港
青年作家」面對資本重塑城市空間帶來的轉變，舊區文化消逝，無不心生惆悵，遂把自己
的所見所感寫成小說。本文關注「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中鮮為論者提及的面向―
市區重建如何造成人與地方的情感斷裂，以及無地方性。本文首先借助地方心理學，分析
「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怎樣展現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關注被迫遷者的內心感受，
試圖讓讀者了解人被迫從原居地遷徙至他處時，心理健康遭受的影響。及後，本文亦會指
出市區重建對於舊區建築和文化的破壞，如何讓「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擔憂香港各區最
終失去特色，產生無地方性的憂慮。最後，本文意圖點出李維怡、可洛，張婉雯三位作家
的共同文學關懷，即是通過小說展現個人對資本主導的城市發展模式之抗拒，渴望日後的
城市發展模式能夠尊重香港既有的歷史和文化，藉此表現對香港此城的「地方之愛」
。

關鍵詞：香港文學、地方、無地方性、後九七香港、市區重建、地方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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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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及研
究助理葉秋弦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鄒文律，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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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Feelings Lie: The Urban Renewal
and the Placelessness in Novels by Lee Wai-yi,
Ho Lok and Cheung Yuen-man
Man-Lut Chau***

Abstract
Urban renewal has caused many changes in Hong Kong’s urban landscap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Many old districts have been re-developed into middle-class residences or high-end
shopping malls with luxury stores.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such as Lee Wai-yi, Ho
Lok, Cheung Yuen-man, and others, who have lived in Hong Kong for a long time, have
witnessed the reshaping of the urban space,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old
district culture. These writers felt melancholy and expressed their feelings through novel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 aspect rarely mentioned by academics in the novels written by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 i.e., how urban renewal causes the emotional break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which causes “placelessness”.
This article uses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to analyze how the novels of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show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It also analyzes
how writ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inner feelings of the residents who lived in the old districts that
have been forced to move and try to make readers understand that residents are being driven out
of their homes. When residents are forced to move, it can negatively affect their mental health.
The article will also point out how urban renewal has destroyed building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old districts, as well as how Post-1997 Hong Kong Young Writers worry about the loss of
characteristics in various districts in Hong Kong. Finally, the common concerns of Lee Wai-yi,
Ho Lok, and Cheung Yuen-man will be discussed, that is, through their novels that show
personal resistance to capital-driven urban developments, hoping that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Languages, Technologic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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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espect Hong Kong’s existing history and culture,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writer’s “topophilia”
for this city.

Key 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Place, Placelessness, Post 1997 Hong kong, Urban
Renewal,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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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拆舊建新成為城市空間的發展方向1
若然要討論香港自從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的小說創作，不能不提李維怡、可洛、
張婉雯等書寫城市空間的作品。2這批出生於一九七零年代，於香港成長和接受教育的作
家，陸續於一九九七年以後贏得港台兩地重要的文學獎項，出版個人第一本小說集，大大
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小說圖景。晚近有學者把他們歸入「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的範疇進行
研究和析論，3探討他們小說中城市空間與自然空間此長彼消之間的關係，4可見這批作家
的小說確實值得研究。5細讀這些創作風格不一的小說，不難發現作家相當關心香港城市
景貌的變遷，並試圖以小說刻劃箇中變幻的軌跡，折射個人對此城此地的情感和記憶。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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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及研
究助理葉秋弦小姐提供重要協助，謹此銘謝。
可洛，原名梁偉洛，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畢業後，可洛曾從事編輯工作，後專職寫作
和任教寫作班。可洛曾獲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2010）、新詩組冠軍（2004）、香港文學雙年獎推薦
獎（2007）等多個文學獎項。著有小說集《繪圖師》（2005）、《鯨魚之城》（2009）、《小說面書》（2011）、
長篇小說「女媧之門」系列（共七本），詩集《幻聽樹》（2005）等。李維怡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
播系，後又同校主修人類學獲社會科學哲學碩士。畢業後，李維怡主要在香港從事紀錄片創作、錄像藝術
教育、市民規劃運動，現為影像藝術團體〔影行者〕的藝術總監。她曾獲得第十四屆《聯合文學》小說新
人獎中篇首獎（2000）。著有小說集《行路難》（2006）、《沉香》（2011），《短衣夜行紀》（2013）等。張婉
雯，博士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現為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導師。張婉雯曾獲聯合文學新人中篇小
說首獎（2011）
、中國時報文學短篇小說評審獎（2013）等多個文學獎項。著有小說集《極點》
（合著，1998）
、
《甜蜜蜜》（2004）、《微塵記》（2017）、《那些貓們》（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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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九九七之後出版第一本個人小說集。這批作家包括張婉雯（1972-）、李維怡
（1975-）
、謝曉虹（1977-）
、韓麗珠（1978-）
、可洛（1979-）
、麥樹堅（1979-）等。他們長年在香港生活，
童年或青少年時經歷了一九八零、九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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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城市及自然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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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7.12）
，頁 214-216。
鄒文律，〈「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的城市與自然〉，《臺北大學中文學報》28（2020.9），頁 519-551。
關於討論這批作家的論文中，以研究韓麗珠的為數較多；例如以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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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溫煒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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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三位女作家為研究對象的碩士
論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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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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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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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2.10）
，頁 199-216；以可洛小說
，
《東海中文學報》
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有：鄒文律，
〈重塑「我城」―從西西《我城》到可洛《鯨魚之城》〉
36（2018.12）
，頁 36-68、鄒文律，〈高樓與商場：可洛、陳志華、韓麗珠的超密度城市空間書寫〉，《人文
中國學報》32（2021.5）
，頁 161-186。以李維怡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有：郭詩詠，
〈能動的現實：李維怡小說
的鬼魅書寫〉，《中國現代文學》38（2020.12）
，頁 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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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的香港城市景貌變化雖然不至於改頭換面，但細看的話，變化著實不少。隨
著香港人口持續增長，工業陸續在一九九零年代向生產成本更低的中國內地轉移，房地產
發展和金融服務業取代工業生產成為香港的經濟增長動力來源。戴維‧哈維（David Harvey）
指出，資本主義必然以增長為導向，當某一資本主義階段塑造的地理景觀成為資本進一步
積累的障礙時，以增長為導向的資本主義必然會通過破壞和重新開發，重塑地景。6由是觀
之，重新發展九龍半島和香港島等市中心地區以促進資本積累，乃是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政府必然的舉措。此外，香港的市中心地區有不少樓房樓齡逾五十年，外部立面殘破，內
部居住環境不理想，大型維修或重建刻不容緩。一九九八年，位於市中心九龍城區的啟德
機場（一九二五年啟用）搬遷至大嶼山赤鱲角，市中心地區的建築物不再受制於高度限制，
徜若此時進行拆舊建新，不單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該區居民的居住環境，土地價值亦能
夠得到大幅度重新估算。為了吸引資本進行重新開發，香港政府於一九八八年成立土地發
展公司，以自負盈虧的運作方式推動市區重建（又稱市區更新）
，試圖改善舊區居民生活環
境的同時，滿足城市對商場空間和住宅空間不斷增長的需求。二零零一年，香港政府以亞
洲國際都會為城市定位，7旨在以全球城市（Global City）持續吸引世界各地資本流入香港，
鞏固香港做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二零零三年港澳個人遊開通後，香港更成為中國大陸
遊客旅遊和購物的重要去處，為香港的零售業帶來巨量收入，進一步推升了商場空間的需
求。從城市空間發展的角度來看，若然要保持亞洲國際都會的全球城市身份，讓資本得以
持續積累，興建甲級辦公大樓、高尚住宅、大型商場，以及與之相配的高端文化藝術設施，
理所當然成為城市空間的主要發展方向。然而，九龍半島和香港島等市中心地區發展甚早，
交通配套和生活設施完善，但可以用作進一步發展成為商業大廈和中產階級住宅的土地卻
十分有限，拆舊建新在所難免。為了加快市區更新的步伐，政府在二零零一年成立市區重
建局取代土地發展公司，公佈《市區重建策略》
，先後推動了灣仔利東街、深水埗醫局街、
荃灣市中心、觀塘市中心等多個市區重建項目，大大改變了香港市區的城市空間景貌。
對於「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而言，8市區重建絕非陌生之事。然而，李維怡、可洛
和張婉雯這三位作家，則以小說聚焦表達他們對於市區重建的觀感和思考。隨著熟悉的城
6

7

8

根據戴維．哈維的解釋，「地方」（Place）是一種社會構造（social construct），是某一時空和地圖中擁有界
限的實體，而這個實體具有「永恆性」
（permanence）
，即使這種「永恆性」並非不滅的。見戴維‧哈維（David
Harvey）著，胡大平譯，《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37-34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香港品牌管理組，〈香港亞洲國際都會〉，https://www.brandhk.gov.hk/html/tc/，
瀏覽日期：2021.4.30。
本文以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此一概念的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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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發掘李維怡、可洛，張婉雯三位處於相近/同一世代的作家在小說裡對市區重建此
一主題的共同關注，以期推進相關作家作品的研究。本文所論之小說，從小說發表時間看來，散落於二零
零六年至二零一八年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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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三位作家的
作品創作風格不同，相關小說發表先後時間不一，但對於一九九七年以後持續進行至今的市區重建，三位
作家皆展現了極其類近的感受。物換星移，本文論及的三位「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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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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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間和社區漸次消失，演變成為守衛森嚴的中產階級住宅，或者裝潢華貴的大型商場，
作家難免感到惆悵和失落。李維怡曾經親身支援重建區居民，可洛亦曾參與保育皇后碼頭
的社會運動，對於市區重建帶來的影響有切身體會。閱讀這三位作家的小說，其中不乏反
思資本不斷積累，不斷重塑香港地景而引致人與地方的情感斷裂，無地方性等現象的篇
章，值得細析。本文特意選取李維怡、可洛，張婉雯三位作家筆下跟市區重建有關的小說，
探討作家如何看待這類城市空間運用的問題，藉此豐富文學界對相關領域的研究。

二、資本重塑地景造成人與地方的情感斷裂
關注市區重建的小說中，不能不提的是李維怡依據親身經驗寫成的〈聲聲慢〉
。
〈聲聲
慢〉以二零零四年灣仔利東街（又被稱為「喜帖街」）重建項目引發的社會運動為背景，
描述受市區重建影響的中學生小碧一家，及其鄰居面對重建的反應和感受。9現實中，經
過居民和社會各界人士連月爭取，市區重建局最終保留了皇后大道東 186-190 號的唐樓
（興
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卻沒有採納利東街居民提出的重建方案，包括當中非常重要的
「樓換樓，舖換舖」原區安置提議，並在二零一零年封閉該街區。雖然是次社會運動看似
沒有取得許多實質成果，卻對香港社會運動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自這次運動開
始，越來越多香港市民就保留本地社區、地方特色及集體回憶表達訴求。10李維怡曾經親
身協助灣仔利東街居民爭取保留街道部分舊樓，並主編記錄是次社會運動的紀實文集《黃
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李維怡對於這個市區重建項目帶來的諸種影響深有體
會，後把感受發展成短篇小說〈聲聲慢〉。李維怡的小說創作多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形式，
時常通過小說展現香港基層市民的生活和想法，例如描寫經常獨自前往自修室的長者的
〈紅花婆婆〉；描繪新來港單親母親生活的〈平常的一天〉等。郭詩詠認為李維怡是香港
少數具有明顯左翼立場，一直嘗試以寫作介入現實的香港作家。11關於現實主義味道濃厚
的《聲聲慢》，董啟章認為小說的核心在於描繪受影響居民之間的不同立場，而作家寄託
於堅守家園的街坊的立場則十分清晰。12陳智德則認為，小說的意義在於點出公共政策不

9
10

11

12

來命名本文所論之作家，又或者他們所寫的小說是否適合持續以「後九七」的時間標籤來標示，值得再思。
然而，本文所論之作家確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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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聲慢〉首次發表於《字花》1（2006.5）
，頁 18-22。後來收入《行路難》中。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北：田園城市出版社，2011），頁
172-173。
關於李維怡的現實主義創作特色，見郭詩詠，
〈現實作為方法―李維怡專輯―寫作，以克服：讀李維怡
〈笑喪〉〉，
《字花》20（2009.7-8）
，頁 93-98、郭詩詠，〈能動的現實：李維怡小說的鬼魅書寫〉，《中國現
代文學》38，頁 45-72。
董啟章：〈寫也難，不寫也難〉，收入李維怡：《行路難》，（香港：Kubrick，2009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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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人的情感，亦無從處理公共空間中的個體問題。13董啟章和陳智德的評論對於理解這
篇小說極具幫助，但本文試圖進一步指出，李維怡之所以敘寫居所面臨清拆的小碧一家及
其街坊的故事，不止是對留守直至最後的居民寄予同情，或者打算以小說來呈現個人情感
和記憶在公共政策面前無從安放的窘境；還試圖以富有情味的筆觸，呈現市區重建造成的
經濟利益／成本分配不公，以及迫遷怎樣破壞居民與地方的情感連結，進而危及他們的心
理健康。
〈聲聲慢〉通過小碧的視角展開，開首即講述她就讀的學校，新翼校舍因為地權不清
的問題而被迫暫停使用，繼而引起正在上經濟課的同學議論紛紛。有同學認為全校師生都
要擠在舊翼校舍上課，空間實在不足；亦有同學指出，經濟學課本上說只要有足夠賠償，
學校亦能賣掉新翼校舍。小碧在議論聲中想起曾經學過「externalities」（外部效應）的經
，結果引起全
濟學概念，14靈機一觸，便問老師在這件事上，學生是否承擔了「外部效應」
班哄笑。小碧之所以對「外部效應」如斯敏感，皆因她居住的樓房正正位處市區重建區，
她跟家人正面對應否接受賠償遷離居所的現實問題。
從這場發生在經濟課上的討論可見，李維怡充分意識到城市空間運用背後涉及的經濟
邏輯，以及在市區重建中出現的經濟利益／成本分配不公的問題。市區重建帶來的地景重
塑，固然能夠為政府和地產發展商帶來經濟效益，促進資本積累；但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如
果無法得到足夠的經濟賠償於原區另覓居住條件相近的居所，則很有可能需要遷往他區，
難以保留原來的生活方式，最終承擔市區重建帶來的「外部效應」。小說描寫重建區處處
貼著那個「以人為本」標誌（「以人為本」乃市區重建局標誌的設計意念及其信念）的「此
乃市建局物業」
，十室卻早已九空，剩下的居民亦開始為迫遷做準備。15慮及搬遷之後無法
維持大小相若的居住空間，林財記只好把視為命根般的金魚帶去香港公園放生，16曾婆婆
則偷挖公園花槽，把自己家中的萬年青、迎春花種植在它們的同類旁邊。17這些金魚和植
物，對已屆暮年的老人來說，不僅是一種興趣愛好，還是他們相依相伴的生活伴侶；如今
卻因為搬遷而不得不捨棄，老人難免感到傷痛和不捨。對於這些市區重建帶來的「外部效
應」，林財記和曾婆婆都只能默默承受。李維怡刻意描繪這些片段，旨在點出市區重建帶

13
14

15
16
17

陳智德：〈兩種自由與白色灰燼〉，收入李維怡：《行路難》，頁 25。
「externalities」
（外部效應/外部性）即是指「經濟體系中的某一個體 B，採取某特定行為時，對 A 之效用
函數（當 A 是消費者時）或生產函數（當 A 是生產者時）中的實質變數產生影響，且 B 並不以為意其對 A
的福利水準產生影響時，此時「外部性」即產生了。通常這種福利的變化，並未透過市場價格的變動而反
映，因此 B 之某特定經濟行為所造成的社會成本中，就有部分成本不必自己負擔，或有部分利益不能歸自
己享受，這個部分我們稱之為外部性。」國家教育研究院，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
naer.edu.tw/detail/1316618/，瀏覽日期：2021.4.30。
李維怡，《行路難》，（香港：Kubrick，2009 年），頁 238。
同前註，頁 239。
同前註，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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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經濟利益／成本分配不公―市區重建為居民帶來的「外部效應」並沒有得到宣稱「以
人為本」的市區重建局的足夠重視。
此外，〈聲聲慢〉還聚焦於迫遷為居民帶來的心理健康危機。在研究人與地方的關係
之學科中，地方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place）關注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以及人被迫
從原居地遷徙至他處時，心理健康遭受的影響。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可謂人類的基本需
要，而地方心理學則假定個體渴望從地方（place）獲得歸屬感，這種歸屬感通過三種心理
過程產生，分別是「熟悉」
（familiarity）
、
「依戀」
（attachment）和「認同」
（identity）
。人
如果被迫遷居他處，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便會被破壞，產生三種與前述相反的心理過程，
分別是「定向消失」
（disorientation）
、
「懷舊」
（nostalgia）和「疏離」
（alienation）
。18人惟
有對某一地方產生歸屬感，才會視這片地方為「家」，而不僅僅是居住和活動的空間。
李維怡留意到不同居民面對市區重建時，心態和選擇都不盡相同。有不少居民像陳太
和斤叔，願意接受市區重建局提出的賠償遷出，趁此機會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畢竟利
東街的唐樓建成於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外部立面殘破，內部亦沒有升降機連通各層，為
居民的生活帶來一定不便。留守者雖然佔比不多，像林財記、曾婆婆和小碧，但他們對於
居住多年的樓房，以及周遭的環境有深厚的情感連結。他們在社工阿芹的協助下，一直渴
望通過與市區重建局談判獲得更好的安置方案，要言之即是希望原區安置。可是，政府最
終頒發「收回土地令」，留守居民再無談判空間。堅持不肯遷出的小碧與決定妥協賣樓的
父親，為了應否賣掉從祖父開始居住至今的樓房大起爭執。敘述者形容小碧以前所未有的
強悍語氣指責父親：「就是你們那麼辛苦賺錢才買得到這層樓，幹什麼給人家喝兩喝就要
執包袱走呀？」當父親辯稱賣樓是為了保護「這頭家」時，小碧反駁道：「我做那麼多事
也是為了保護這頭家！他們會把這兒拆光呀，我們走了，樓下曾婆婆怎麼辦呀！」19小碧
認為樓房不單是居所，還是他們的「家」，是她「熟悉」和「依戀」的地方，象徵了她出
生至今的生活方式，不容拆光。正因如此，小碧才一直主動協助社工阿芹組織居民，與市
區重建局持續談判。在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中，
「熟悉」指人對環境具有一種親密的認知，
是經年累月與環境互動所積累的結果；熟悉的環境讓人感到一切皆是如此理所當然，是舒
適和自在感的來源。20小碧自出生起便住在這兒，無疑非常「熟悉」週遭的環境，甚至產
生「依戀」之情。
「依戀」能夠在人的一系列情感和行為中見出，而人對地方的「依戀」，
驅使人致力拉近自己與地方的物理距離，藉此維持與它的連繫，覓得安全和滿足感。21即
使不少鄰居早已遷走，小碧依然不願離開這個她「依戀」的地方。
18
19
20
21

Fullilove, M. T.,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12(December 1996): pp. 1518-1521.
「這頭家」是粵語，即「這個家庭」的意思。
Fullilove, M. T.,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pp.
1518.
同前註，pp.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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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二人的爭執最終以父親把筷子拍到桌上，嚴厲斥喝告終：
「你有什麼資格講保護！
老豆不用你教我怎樣做人！」22父親認為小碧沒有付錢購買和維修樓房，無權在是否賣樓
一事上置啄。敘述者這樣描述小碧的反應：「小碧望著老爸，忽然腦袋一片空白，她由出
世就住在這間屋，但忽然她感到，怎的這不是她的家。」23小碧對出生至今一直居住的樓
房懷有強烈「認同」
，把它視為自己的「家」
。參考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的概念，地
方往往被整合至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是認同建構過程中的核心元素。24盛怒之下的
父親不單否定小碧為保護樓房所作的努力，還否定了她對樓房的所有權，認為她連保護
樓房不被賣掉／清拆的資格也沒有。這種對小碧的「認同」的否定，深深傷害了她的自
我歸屬感。
小碧傷心地離家出走，獨自避往樓下自小看顧她長大的曾婆婆家留宿。小碧的父母
「日夜合做四份工」，25把小碧和哥哥從小托管在鄰居曾婆婆那兒，由她來照顧。對小碧
而言，曾婆婆除了是童年的照顧者，關係更猶如親人那樣親近。小碧的母親得知女兒去
了曾婆婆家，便把一膠袋替換的衣物於窗外通過一條尼龍繩錘下，讓曾婆婆用雨傘把膠
袋勾進來，交給小碧。這個方法是小碧小時候自豪的小發明，供她家（六樓）和曾婆婆
（四樓）互相交通物件之用。當曾婆婆看到膠袋時，敘述者如此形容她的心情：
「曾娣看
著那個大膠袋，心裡載著許多年月，直覺得不知該往哪裡放」。26李維怡敘寫這個片段絕
非偶然，而是希望以寫實的筆觸，具體地描繪「家」之所以為「家」必須具備的元素。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討論家屋的空間特質時指出，認為這個擁有私密
感的內在空間，是整合人類思維、記憶與夢想的最偉大力量之一，也是回憶的住處，是
人日復一日落腳的「人世一隅」
，構成人的第一個宇宙，為人抵禦天上和人生的各種風暴，
失去了家屋的人就如同失根浮萍那樣。至於人誕生的家屋，更會在人身上留下深刻的印
記，銘刻各種居住的作用和層次。27小碧和曾婆婆的樓房，對小碧而言不僅是居住和活動
的空間，更是她誕生的家屋，銘刻了她成長過程裡的各種回憶。小說除了描述小碧那件
自豪的小發明，還敘寫她在看著曾婆婆家跟她家一模一樣的窗時，勾起了許多兒時被托
管在此的回憶，慢慢在朦朧之中睡去。28樓房若然清拆，不獨小碧那小發明再無用武之處，
小碧和曾婆婆亦難以再做鄰居。對小碧而言，曾婆婆的居所也是她的「家」的延伸，有
深厚的情感連結。
22
23
24
25
26
27

28

「老豆」是粵語，即「老爸」的意思。
李維怡，《行路難》，頁 244。
Fullilove, M. T.,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pp.1520.
李維怡，《行路難》，頁 245。
同前註，頁 245。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市：張老師文化出版社，2003），
頁 65-77。
李維怡，《行路難》，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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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李維怡並沒有認為對全體居民而言，樓房和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毫無疑問地值
得保留。從小說內置的留守者 vs 遷出者；老幼 vs 成年人的二元對立關係中，李維怡不忘
告訴讀者為什麼有些人願意接受賠償，想要搬遷到居住環境更好的樓房（例如小碧的哥
哥、高婆婆的兒子等）；對這些身強力健的成年人來說，市區重建未嘗不是改善個人生活
的契機。然而，李維怡仔細敘寫小碧、曾婆婆和林財記等重視街坊情誼，渴望保存原有社
區網絡的老幼留守者，寫出迫遷如何扯斷他們與地方的情感連結。畢竟，身強力健的成年
人可以在他區重建自己的「家」，但年邁的長者卻無法適應新的居所和社區；就像小說提
到的高婆婆，三天兩天便回來舊居附近巡街，與老街坊聚在一起。高婆婆的兒子早就賣樓
與她一起搬走，但高婆婆卻害怕在新居乘搭充滿陌生人的升降機，難以習慣新社區充滿陌
生人的生活。留守的老街坊見了高婆婆，倒不嫌她煩，樂意輪流招呼她。29擁有升降機的
新居改善了高婆婆的出入問題，卻讓她陷入「定向消失」的心理過程：混亂和發呆都是人
在不情願地失去「熟悉」的地方時所產生的心理感覺。讀者不難想像，當清拆行動正式展
開，街坊四散，高婆婆「定向消失」的情況只會更見嚴重。回顧市區重建局重建利東街的
計劃，利東街的居民因為過往數十年來的守望相助，鄰里之間的經濟活動和生活關係非常
密切；而重建計劃不包括原區安置，瓦解了他們多年來建立的社區網絡，正正是居民面對
，李維怡希望讀者能夠理解留守者不願遷出的理由
重建最大的憂慮之一。30通過〈聲聲慢〉
―對於舊區居民而言，樓房不止是居住和生活的物理空間，不止是價格可升可跌的資
產，還是他們充滿了歸屬感的「家」，織入了他們對地方的情感連結，以及多年來通過緊
密的人際關係而建立的社區網絡。
市區重建引發的人與地方情感斷裂，以及失去相應的社區網絡，在可洛的小說〈守城
人〉得到共鳴。與李維怡的現實主義寫作形式不同，可洛偏向現代主義創作風格，喜歡從
事各種文學形式風格的實驗，例如曾經模仿社交平台 Facebook 的特點，創作短篇小說集
《小說臉書》
；
《鯨魚之城》則是對西西《我城》的重寫，設想主角阿果等人在二十一世紀
香港的生活；最新出版的《幻城》則是一本後九七香港的城市寓言，以「幻城」隱喻香港
的後九七城市景況。小說〈守城人〉同樣關注市區重建造成的問題，這次的焦點則落在觀
塘裕民坊，以及虛構城市「幻城」中的二十層區「心水寶」。為什麼小說以觀塘重建區裕
民坊為背景？可洛自言裕民坊對他來說是一個充滿感情和回憶的地方，小時候他不僅常常
在那一帶遊玩，就連第一次光顧的麥當勞也在那兒。得悉裕民坊即將清拆和重建，他多次
重遊舊地，可見他對裕民坊及周邊地區的「熟悉」和「依戀」。當他創作《幻城》時，便
把自己對裕民坊的印象寫入小說，構成〈守城人〉的創作背景。31裕民坊位於觀塘中心地
帶，鄰近鐵路站，自一九五零年代已經開始發展。與利東街的情況相近，該地區屬於《市
29
30
31

同前註，頁 240。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編，
《黃幡翻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
（香港：影行者有限公司，2007）
，頁 15-16。
鄒文律，〈從書寫到自然，從自然到城市―專訪可洛〉，《大頭菜文藝月刊》57（2020.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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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重建策略》劃定的重建目標區。市區重建局由二零零七年開始對裕民坊及其周邊的物業
進行收購和重建，預算在二零三零年完成。小說描寫長年居於裕民坊的林守明，沿地鐵站
回家時，沿路看見政府掛出的宣傳標語：
「家是香港」
，但裕民坊一帶林守明熟悉的店鋪盡
皆結業，掛上「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的標牌，讓林守明覺得這片人去樓空的地方，再沒
有「家」的感覺。32裕民坊一帶的居民和商戶大多接受賠償遷出，但租書店店主陳老闆因
為正在跟市區重建局進行法律訴訟，拖延了清拆行動，讓林守明和妻子得以繼續住在裕民
坊。陳老闆之所以興訟，並非為了求財，而是希望能在原區繼續經營租書店，讓附近的街
坊能夠繼續有一處租書的地方，可見陳老闆非常珍視多年建立的社區網絡，甚至不惜花費
時間和金錢投入勝算甚微的官司之中。林守明選擇留守，則是不想離開父母留給自己的樓
房，以及從小長大的社區。33對林守明而言，這兒是他「熟悉」和「依戀」的地方，但迫
遷已經近在眼前，賠償不足以讓他購買同區的樓房，情況一如〈聲聲慢〉的留守者。對於
這種被驅離「家」的情感，段義孚有相當精彩的描述：「當某人將他的部分情感傾注於家
庭或社區後，又被強行趕出去之時，就像被強行脫掉了外套一樣，剝奪了他身上能夠跟外
界無序世界隔離開來的保護層。」34身為作家的林守明沒有穩定工作，必須從事編輯校對
等兼職維持生計，裕民坊的樓房對林守明而言，可謂把他和奉資本主義為圭臬，競爭激烈
的外在世界隔開的保護層。然而，面對保護層日漸剝落瓦解，林守明既不願意無奈接受，
但也無能為力。他能夠做的，便是把自己對市區重建的感受，轉化為筆下的小說。後來，
身為作者的他在機緣巧合之下闖入自己筆下的小說世界，於名為「幻城」的城市與其他小
說人物經歷了一場反對「心水寶」改建的抗爭運動。
「幻城」是世上生產力最高，最富庶的城市；同時，她的貧富懸殊亦名列世界第一。
異於其他從地理上水平擴張的城市，「幻城」是一座垂直發展的摩天城市，高達一百五十
層，每一層的容積都十分巨大，能夠容納高樓大廈和各種生活設施，樓層與樓層則以巨型
升降機連接。富裕階層在「幻城」普遍住在高樓層，貧窮階層則住在低樓層。近年，「幻
城」時常遭受不明來歷的鳥人（一種黑色，無臉，背上有翅膀的人形生物）侵襲，政府採
取過不同措施來防治鳥人（例如興建防鳥牆），惟成效不彰。鳥人嗜吃建築材料，對位處
較低樓層的舊區建築破壞尤其嚴重。為了防治鳥人和取得繼續向天空擴展的建築基礎，政
府決定通過重建局把五十層區以下的全部層區改建成基柱，藉以鞏固「幻城」的結構，同
時加快上層層區的興建速度，並把居民遷往上層層區。
「幻城」無疑在許多方面讓人想起香港。例如城市富裕但貧富懸殊問題嚴重、擁有諸
如「心水寶」、
「三少田」等指涉現實香港「深水埗」、
「沙田」的地方。35鳥人雖然源自作
32
33
34
35

可洛，《幻城》（香港：立夏文創，2018），頁 109。
同前註，頁 111-112。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99.
（「心水寶」的粵語讀音與「深水埗」一致；「三少田」的「三少」在字型上與「沙」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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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想像，但深究其設定（嗜吃建築材料、逼使「幻城」政府加速向高空發展），不妨視之
為資本主義的化身。資本主義必然追逐成長，「幻城」為了維持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具
體表現為不斷向高空擴展），必須把妨礙資本進一步積累的地景（低層層區）破壞（通過
鳥人）
，藉此重新開發成為能夠促進資本積累的地方（支撐高層層區的基柱）
。小說描述鳥
人往往都會先把舊區破壞，重建局人員和警察才會把留守的居民和抗爭者驅散。如此看
來，鳥人和「幻城」政府並非對立的雙方，而鳥人破壞舊區建築，更是促進資本持續積累
必經的地景重塑過程（破壞性建設）。可洛選擇以猙獰和充滿攻擊性的鳥人來象徵資本重
塑地景當中的破壞性力量，自是為了表現他不滿資本主義為求追逐經濟成長而摧毀舊區居
民的「家」。由是觀之，這場抵抗鳥人，反對改建「心水寶」的抗爭，便可以視為居民為
了保護「家」免於資本無窮積累侵擾的抵抗行為。
圍繞「心水寶」改建成基柱引發的抗爭事件。構成了〈守城人〉情節的主軸，至此不
難看出可洛打算以小說來回應香港市區重建問題的用心。「心水寶」已經是二十層區惟一
還有人住的地方，最近更在該區發現了一口歷史悠久的古井，引起了考古學者和保育人士
的關注。林守明在「心水寶」
，遇上了自小在該區長大的李海心，得悉她之所以反對把「心
水寶」改建成基柱，主要是因為她不希望看見「熟悉」的「心水寶」有重大改變，而且這
兒的土地和居所構成她無價的「家」
。36「心水寶」老舊，但它的舊建築（無升降機的唐樓）
和事物（鐵皮垃圾桶）
，皆盛載了「幻城」的記憶與過去，而這一切則賦予李海心一份「熟
悉」的親切感。37由此可見〈守城人〉中的李海心與林守明，同樣不能接受市區重建把他
們驅離自己「依戀」的「家」，與〈聲聲慢〉的小碧並無二致。

三、市區重建帶來的無地方性
〈聲聲慢〉和〈守城人〉皆注重呈現市區重建中被迫遷者的內心感受，試圖讓讀者了
解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結。與〈聲聲慢〉不同的是，〈守城人〉還通過描繪發生在「心
水寶」的抗爭行動，提出在這個以資本主導地景重塑的城市，市區重建帶來的「無地方性」
（placelessness）
，以及反思城市空間運用的其他可能。
「無地方性」與「地方」
（place）相
對，愛德華．瑞爾夫（Edward Relph）指出，「地方」匯聚了人類和自然的秩序，是人生
在世的經驗和意向聚焦之處，個人和社區認同的重要來源，對人而言充滿了意義和深厚的
情感連結。然而，當某個環境與其他環境變得相似和單一（可能因為現代化的標準規劃或
商業化發展），缺乏獨特而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讓人的情感依附其上，讓人對該地方產生認

36
37

可洛，《幻城》，頁 166。
同前註，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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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便會形構成某個環境的無地方性。38香港的市區重建把充滿個性和地方色彩的舊區
拆毀，把這些位處城市核心的地區重建成為樓房價格高昂的中產階層住宅，以及租金高昂
的商場。重建後的地區，富有歷史感的建築往往被新建的中產階層住宅或商場取代；原來
的舊區老店或小店則因為無法承擔高昂的租金，或者原來服務的顧客（原來的舊區居民早
已遷走）流失而無法繼續留在重建後的地區經營，要麼搬遷，要麼結業。前文提及的利東
街，在二零一五年完成重建後，舊日以售賣印刷品和喜帖為主的地區特色已然淡化，成為
擁有豪華私人住宅、露天茶座、高級餐廳及國際特色潮流品牌商店的商業住宅區。事實上，
經歷資本擴張和地景重塑後的利東街，當中經營的餐廳，商店與售賣的貨品，跟香港其他
大型商場之間已無顯著分別，讓人難以對該地方產生認同感，無地方性由此而生。
香港市區重建造成的無地方性，在〈守城人〉裡以面目單一的水泥基柱所象徵。拆毀
地區色彩豐富的舊層區，改建成面目單一的水泥基柱，以支持「幻城」持續向高空擴展，
乃「幻城」發展的惟一方向。小說描述政府為了把五十層區及以下的層區改建成基柱，打
算強行把二十層區惟一還有人住的「心水寶」居民遷往其他層區。清空二十層區後，政府
能夠把基柱內部出售或出租給各種機構，興建水電設施、電訊設施和貨倉，39促進資本積
累。由於「心水寶」最近發現了一口歷史悠久的古井，引起了考古學者和保育人士的關注。
於是，留守者、考古學者，保育人士和關注層區改建的社會人士，發動了一場抗爭行動，
試圖阻止政府在「心水寶」的清場行動。從小說可見，居民除了因為賠償不足，對「心水
寶」懷有情感連結，即使面對鳥人威脅也不願遷往他區之外，以李海心為代表的抗爭者還
認為如果失去「心水寶」和當中老舊的事物（例如古井和舊建築）
，
「幻城」便會失去重要
的過去和歷史，文化亦會失去養分，最終造成「幻城」的獨特身份逐漸消失。40擁有類近
想法的人還包括在「心水寶」開設租書店的阿木。阿木的興趣是修理舊物，讓它們能夠繼
續運用。這種惜物之情讓他認為「心水寶」尚未壞透，是「幻城」中可以修理的一個零件。
此外，
「心水寶」更是「幻城」的記憶體，一旦拆了，
「幻城」便會淪為一座徒具空殼的失
憶之城。41從李海心和阿木的想法可見，可洛並不認同資本主導的城市地景重塑。當「幻
城」為了追逐經濟成長而把五十層區以下的樓層全數改建成一模一樣的基柱，城市內部不
同地方之間的差異性便會消失，地方的文化、歷史和記憶再無寄身之處，產生令情感難以
依附其上的無地方性。試問誰可能對毫無特色和生氣的基柱產生「認同」？
後來，林守明在嘗試尋路返回現實世界的過程中，偶然發現古井原來通往「幻城」的
地下深處，直抵「幻城」根基―那是一條巨大的鯨魚，承托著整座「幻城」。站在鯨魚
的背上，林守明遇上自稱為小說作者的神秘人，領悟到如果想要拯救「幻城」，出路不在
38
39
40
41

Relph, E. C,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p.143.
可洛，《幻城》，頁 199-200。
同前註，頁 166。
同前註，頁 207。

144

中國現代文學

第四十期

天上而是地下。42小說雖無明確指出「天上」和「地下」的具體指向，但本文認為，
「天上」
的出路便是指「幻城」持續發展資本主義，在「鳥人」的追逼下不斷向天空擴展，同時把
低層的舊區統統拆毀，好改建成基柱。這是為了經濟成長而容許資本肆意重塑地景，讓無
地方性在「幻城」滋長的城市發展方向；至於「地下」的出路既然必須通過古井才能找到，
便意味著「幻城」需要保留古井和「心水寶」，放棄資本主導的城市發展模式，尊重「幻
城」既有的歷史和文化，保育那些老舊的低層層區。誠如阿木所言，盛載「幻城」記憶的
「心水寶」是可以修復的，不必把它徹底拆毀。敘述者意欲告訴讀者的是，「幻城」的未
來並非單一的，城市發展的方向也絕非只有一種：市區重建不一定需要夷平舊區；也可以
在尊重地區文化和歷史的前提下，通過修復舊建築，一方面保育該區文化和歷史，另一方
面發展經濟。惟有新區與舊區並存，「幻城」最終才不會成為無根之城，城市才能成為全
體居民的「家」。至此，讀者不難理解可洛的用心―通過小說想像「幻城」的出路來展
現作家對現實香港城市發展的期盼―保育舊區文化，拋棄以逐利為本，造成無地方性的
市區重建方式。
李維怡同樣關心舊區文化的存續。在近期的訪問中，李維怡表示她前往支持利東街的
居民後，她才意識到自己原來也是一位「舊區居民」，無法想像自己居住在亮麗的中產階
級住宅。她選擇長期居住的深水埗，便是香港其中一個著名的舊區。43李維怡把自身對「舊
區」的感情和觀察融入小說，於是讀者在〈聲聲慢〉描述的舊區裡，不難發現在那有限的
邊界內洋溢著一種彌足珍貴，具備「永恆性」（permanence）的舊區文化。這種文化包含
了和諧的人際關係和豐富的社區網絡，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無分階級地互相關懷，互相照
料，而非惡性競爭和互相掠奪的文化。區內的舊式住宅和建築物，則成為承托這種舊區文
化的物理空間。那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足以抗衡外部因為資本主義急速發展而變得
不確定、充滿衝突、人際關係急遽轉變（變得冷漠和重視效率）的世界。在這個邊界有限
的地方（即將被重建的舊區，由一條或數條街道的舊建築組成）裡，像小碧、林財記、曾
婆婆，高婆婆等老幼，皆能過著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的生活。李維怡坦言，她喜歡香港舊
區的生活和文化，除了因為她長年生活在九龍的舊區深水埗，還因為她非常欣賞舊區生活
在運用空間上的自由和彈性，以及舊區居民因為長期互動，彼此熟悉和信任而建立的社區
網絡。她認為這些可貴的舊區文化難以在新發展，經過規劃的城市空間中出現。44這種對
舊區文化的鍾愛，充分反映在〈聲聲慢〉對留守者的同情和認同，以及對於重建區居民所
建立的社區網絡的珍視。
〈聲聲慢〉對舊區文化的珍而重之，敘述上又偏重描繪留守者之間的美好人情，恰恰
符合了郭恩慈對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的敏銳評論。郭恩慈曾經分析李維怡主編的《黃幡翻
42
43
44

同前註，頁 227。
鄒文律：
〈輕重與虛實之外有野草叢生―文字耕作者李維怡專訪〉
，
《大頭菜文藝月刊》61（2020.11）
，頁 13。
同前註，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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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處―看我們的利東街》，留意到在反對利東街拆除行動中，文化界（包括李維怡在內
的作家）通過文字和視覺影像把利東街建構成香港人的歷史文化完美形象。文化界強調舊
區居民長時間無分階級地合力營造了一種互相關懷和照料的生活方式，編織出一個互相支
持的社區網絡，而這個社區網絡則依託於一九五零，六零年代的舊住宅建築群中。這片有
特定範圍的利東街舊區空間深深吸引著反對拆除利東街的文化界人士，成為了他們在強調
競爭，高度資本主義化的香港社會裡，竭力保育的對象。45
事實上，在關注市區重建的後九七香港作家小說中，不止〈聲聲慢〉和〈守城人〉呈
現出對舊區文化的認同和依戀，以及市區重建必然摧毀在香港日益減少的舊區文化，造成
香港各區無地方性之感嘆。與李維怡和可洛年齡相若的香港作家張婉雯，同樣在小說裡細
緻描繪了市區重建瓦解舊區居民生活方式與社區網絡的情況。張婉雯的小說以中、短篇
小說為主，寫作風格以現實主義為基調，聚焦於香港不同階層，兼及中產和基層市民的
〈老貓〉是一篇直面市區重建帶來無地方性的小說。47小說以
生活。46在張婉雯的小說中，
一隻養在舊區廉價茶餐廳的舖頭貓的視角，刻劃了茶餐廳面對市區重建，行將結業前的光
景。小說雖然沒有明確指出茶餐廳的地點，但香港不少舊區茶餐廳皆會養貓防範鼠患，人
貓共處餐廳的景觀，乃舊區常見風景。小說的時間跨度極短，描述了某個下雨天下午二時
半發生在茶餐廳裡極其普通的日常。小說篇幅短小，情節平淡，卻有力地描繪舊區廉價茶
餐廳充滿生活真實感的畫面―那裡有懂得攏絡客人的侍應明仔；有曾經坐牢，卻在此處
覓得生計的侍應老周；有心煩意亂不想燒飯而帶孩子來光顧的熟客莫太太；以及不停為茶
餐廳拍照，特意來懷舊的年輕人；還有一頭在茶餐廳裡住了十多年，老練世故的舖頭貓。
跟隨老貓的視角，讀者得知這家茶餐廳不僅是工作的場所，解決三餐溫飽的地方，還是社
區裡一處溫暖的安身之所―對於年輕人來說，茶餐廳的侍應懂得為他在例湯多加幾件節
瓜，是一份在連鎖食店不會遇上的溫情，48是他特意來緬懷的舊區文化。對於長年為孩子
多思多慮的莫太太來說，「只有這家廉價的老區茶餐廳，一年四季是一樣的溫度，一樣的
燈光，像旅人冀盼的驛站，雖然永遠成不了目的地。」49這個彷彿自外於世界和時間的地
方，是一個能夠讓她從紛擾的日常生活中暫時抽身的空間。對於寡守茶餐廳的老闆娘來
說，這裡有老闆在餐廳開張時親自掛上的七彩錦鯉印刷畫，而她堅持每天踩在高櫈上，在
開店前把畫框和玻璃擦拭乾淨；50這種儀式構成了老闆娘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時刻
45
46

47
48
49
50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頁 196-198。
有關張婉雯小說的研究並不多見，現存主要為短篇評論。李微婷認為張婉雯在《微塵記》中好些涉及社會
運動的小說，展現了作家以文學回應現實的態度。見李薇婷，〈文學作為抵抗：《微塵記》的一種讀法〉，
https://paratext.hk/?p=407，瀏覽日期：2021.10.30。黎海華認為張婉雯小說關注社會的弱勢社群。見黎海華，
〈抒情的清音―閱讀張婉雯〉，《城市文藝》8.5（2013.10），頁：72-74。
據張婉雯表示，〈老貓〉完成於 2016 年。後來收入《微塵記》中。
張婉雯，《微塵記》（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 93。
同前註，頁 93。
同前註，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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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她此處是自己和丈夫一手建立的事業。張婉雯筆下，這家舊區茶餐廳同樣成為具有「永
恆性」的空間，保留了獨有的生活節奏，以及充滿人情味的舊區文化。
令人遺憾的是，茶餐廳終必踏上附近文具店那樣的結業之路，不必作者在小說交代，
讀者亦心領神會。這種客源倚賴熟客，營運倚賴社區網絡的舊區茶餐廳一旦結業，便難以
在其他地區重新開業經營。
〈老貓〉裡的所有人物（包括老貓在內）
，或許除了那位來懷舊
的年輕人，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區網絡都會隨著茶餐廳結業而遭到破壞。〈老貓〉小
說尾聲，張婉雯道出了她為行將淹沒於市區更新浪潮的舊式茶餐廳，立此存照的原由：
「這
個城市滿是新穎、閃耀、高昂的意志與競爭精神」，相較之下，茶餐廳「毫不起眼」，「只
是，這一刻，在這裡，空調是恆溫的。外面的世界到不了這兒。」51恆定的溫度，暗示了
時間的停頓，茶餐廳在那一刻成為溫暖的庇護所，與茶餐廳以外的空間構成了鮮明的對
比。無論是食客，員工、老闆，甚至是貓，都能夠在這裡找到生命記憶棲身的地方。可惜
的是，茶餐廳鐵定將會跟鄰近的老店一起被清拆，原址將會經歷「無地方化」，重建成能
夠促進資本積累，象徵此城高昂的意志，新穎而閃耀的大型商場或豪華住宅，而這些商場
與住宅與此城的其他中產社區並無二樣，舊區文化根本無從棲身。對於舊區文化的依戀再
次出現在〈潤叔的新年〉
，52故事講述新年前夕，忤工潤叔跟他那些在殯儀館工作的同伴之
間發生的日常瑣事。小說提到潤叔的同事樂伯乘巴士時，偶然留意到原來是一家老字號酒
家「蓮香酒家」的店外鐵閘，貼上了「市區重建計劃」的招紙；樂伯記得他以前來過這兒
喝茶，吃過酒家著名的蓮蓉包。53值得留意的是，當敘述者對「蓮香酒家」因為市區重建
而結業的描述結束後，馬上接上一句「這個城市永遠有馬路在修補。交通燈不住在交替轉
換顏色。」54這當然是對街景的描述，但在貌似不動聲息的描述中，確實透現了張婉雯對
此城的觀感―在看似重複的城市生活中，市區重建正在不斷摧毀舊區及其文化，而忤工
樂伯因為工作之故目擊許多不同人的死亡，同時也目擊此城舊區的消亡。
值得留意的是，在張婉雯的小說中，市區重建不僅改變居民的生活，還影響生活在城
市裡的動物。張婉雯認為，動物是城市的重要風景，故此她在處理城市景貌變遷的小說中
亦時有顧及動物的生存狀態，55例如在〈老貓〉中，茶餐廳附近的文具店因為市區重建而
率先結業，當中的舖頭貓被棄養，只能流落街頭，成為流浪貓。茶餐廳的老貓看見牠，也
難免想及自己在茶餐廳結業後會否與牠一樣流落街頭。56事實上，長期關注動物權益張婉
雯在小說裡不時探討動物在城市生活的處境，例如在〈打死一頭野豬〉中便提及一隻不小

51
52
53
54
55
56

同前註，頁 97。
〈潤叔的新年〉獲聯合文學新人中篇小說首獎（2011）
。後來收入《那些貓們》
（香港：匯智出版社，2019）。
張婉雯，《那些貓們》，頁 20。
同前註。
鄒文律，
〈在變遷中找尋城市生活的空間意義―專訪張婉雯〉
，
《大頭菜文藝月刊》59，
（2020.9）
，頁 14。
張婉雯，《微塵記》，頁 96。

情感何所依—李維怡、可洛、張婉雯小說中的市區重建與無地方性 147

心誤闖城市空間的野豬被視為入侵者，最終被警察舉槍擊斃。57小說裡的「我」雖然最初
被野豬嚇怕，後來卻從野豬眼中看見了自己擁有的哀傷和驚懼。人與動物之間其實不是彼
此無涉的生靈，而是能夠達成生命的連結。在〈老貓〉中，讀者不難看出，當資本重塑城
市空間，生活在重建區的人和動物便彷彿出現在錯誤的處所的異物，必須被清除。在資本
推動的市區重建巨輪下，人和動物只能承受相同的結果―要麼及早遷往他區另覓生計，
要麼留守到最後關頭被逼離開。然而，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社區網絡無可避免受到摧毀。市
區重建帶來的衝擊，對於社會上處於邊緣位置的人和動物而言，皆難以承受。

四、結語
香港不少早年發展的地區位處城市的核心地段（例如位於香港島的灣仔和九龍東的觀
塘），由於生活配套完善，交通方便，吸引了大量平民長居於此，但他們居住的樓房樓齡
往往超過四、五十年，殘舊而缺乏維修。再者，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開始重新發展香港的
核心地段，開展一系列的市區重建項目。隨著香港房地產價格自二零零三年觸底回升以
來，上升趨勢幾乎從未改變。根據二零一九年世邦魏理仕發佈的《全球生活報告：城市指
南》，香港住宅的每平方英尺均價為 2091 美元，遠遠拋離第二位的新加坡（每平方英尺
1063 美元）。58房地產價格攀升讓城市的核心地段價格越來越高，促使市區重建的步伐不
斷加劇，規模亦越來越大。重建後的樓房價格大幅度上升，原先居住於該區的居民因為難
以負擔同區的樓房價格，不少需要搬遷至其他區域居住，造成原先社區網絡的瓦解。此外，
市區重建帶動舊區租金上升，大量原本供舊區居民消閒和活動的商戶（茶樓、平價茶餐廳）
無法繼續經營而結業消失。過去二十多年，市區重建成為「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在此城
成長和成年後親歷的城市生活經驗。
李維怡、可洛、張婉雯這三位年齡相近，童年在香港接受教育和成長的作家，目睹市
區重建為舊區帶來的巨大轉變和無地方性，親身體驗日常活動的舊區逐漸消失，無不心生
惆悵，遂以小說記錄這些轉變。他們注重呈現市區重建中被迫遷者的內心感受，對受重建
影響的居民寄予巨大同情。不僅如此，他們更試圖讓讀者體認樓房除了與價格相連（在香
港，樓房往往被視為投資產品），更是社區網絡依托的物質空間，盛載了人與地方之間的
情感連結。除此之外，作家亦表達了對於陪伴他們成長，熟悉的舊區文化不斷消逝的哀嘆。
舊區文化在作家筆下成為此城獨特而珍貴，值得依戀的對象，構成香港地方認同的重要意
義來源。作家憂慮資本主導的市區重建，必然摧毀在香港日益減少的舊區文化，造成香港
57
58

同前註，頁 68。
世邦魏理仕香港，
〈香港蟬聯「全球房價最高城市」榜首〉
，https://www.cbre.com.hk/zh-hk/about/media-centre/
hong-kong-maintains-its-position-as-the-worlds-most-expensive-residential-city，瀏覽日期 202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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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無地方性之結局。對於無地方性的憂慮，反映了李維怡、可洛，張婉雯三位作家對香
港此城的「地方之愛」
（topophilia）
。Topophilia 此字源自希臘，字首 topo 有「地方」之意，
字根 philia 則指向「對某對象之愛」
。
「地方之愛」包含著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繫，而這種情
感連繫最主要的印象來自於生活周遭的物質環境。當某人把情感傾注在某個環境後，他們
隨著對環境的熟悉度增加，便會產生喜愛之情。59蔡怡玟在解釋「地方之愛」時指出，這
種對地方的愛或情感，實乃綜合了人們對地方「當下」與「過去」的記憶與經驗；人們對
於一地之情感，亦在自身對環境的感知和想像中逐漸擴大與成形。60李維怡、可洛，張婉
雯長年在香港生活，熟悉香港舊區，經常在舊區活動；當他們目擊「當下」的「利東街」
、
「裕民坊」等舊區遭受拆毀，「過去」熟悉的人事離散，盛載「過去」記憶的舊區環境和
文化不復存留，無法不感到一種人與地方情感連結遭割斷的痛楚。他們的小說明確展現一
種對於舊區生活和文化的戀舊之情，而戀舊誠然是「地方之愛」的一項重要元素。61正因
為對此城的「地方之愛」，他們才會對資本主導的地景重塑（市區重建）感到反感，期望
城市發展能夠尊重人與地方的情感連結，保育歷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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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李
維怡、可洛，張婉雯等在一九九七年以後通過出版個人小說集，陸續以創作豐富香港文學
版圖的優秀小說作家。前代作家如西西、陳冠中、洛楓等，雖也寫出不少與香港有關的小
說，但基於個人生活經驗、環境或藝術取向的不同，未必像部分「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
那樣，擁有直接投身舊區重建引發的社會運動（像李維怡）的經驗，又或者希望通過小說
展現個人對於重大社會事件（一九九七年以後的市區重建）的深刻感受。在市區重建這個
主題上，李維怡、可洛，張婉雯確實明確展現了他們對於現有城市發展路向的憂慮。
隨年月過去，「後九七香港青年作家」小說的發表時間，以及描述的故事時空距離一
九九七年越來越遠，「後九七」此一概念是否能夠持續涵蓋這批作家的創作主題和特色？
隨著香港以及香港文學邁向充滿更多變數的未來，我們應該運用怎樣的角度和方法閱讀這
批在一九九七年以後持續創作的作家？更新一代的香港青年作家，我們又應該如何評價他
們？這些都是值得文學研究界持續深思的主題。

59
60
61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93-99.
蔡怡玟，〈試以詮釋現象心理學初探段義孚之地方之愛〉，《應用心理研究》63（2015.12 月），頁 149。
Yi F. T.,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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