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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城市詩的特色： 

以舒巷城、羈魂及梁秉鈞為例∗ 

余君偉∗∗ 

【提要】 

1970 年代香港經濟蓬勃發展，殖民地政府先後推出多項重大的

基建與改革項目，70 年代初的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亦促進了改革的

步伐。不少香港詩人以熟悉的本土事物作為創作題材，當中包括對

城市急速現代化的親身體驗。粗略來說，當時詩壇的發展大致上有

三個不同的取向，左派刊物的詩人特別關注低下層民生疾苦，對現

代化抱持批判的態度，風格上傾向於樸素的寫實主義。《詩風》同

仁重視鍊字修辭，借鑑中外名篇，亦受到余光中「新古典主義」所

影響。而梁秉鈞等人所編輯的刊物所維繫的詩人，則同時反對直截

的社會批評及過於雕琢的技巧，愛用較淺白的語言來書寫具體的生

活經驗。 
本文探討 1970 年代香港城市詩的特色，選取舒巷城（1921－

1999）、羈魂（1946－）和梁秉鈞（1949－2013）這三位最重要的

詩人為例，勾勒出 70 年代香港城市詩的不同風貌。舒巷城是最多產

的寫實主義詩人，擅於以短詩揭示社會問題及作出有力的諷刺。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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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城市詩亦有寫實的意味，但卻非常注重修辭用典，曾借用古典

語言戲劇性地描述城市發展中混雜、不協調的現象，他的詩中往往

蘊含深沉的歷史意識。梁秉鈞則提倡以冷靜細心的城市觀察為基礎

的「生活化」詩學，從平凡事物中發掘詩意。三人的相關作品亦分

別代表著上述三個詩人群體所寫的城市詩之最高水平。 
 
關鍵詞：香港文學 城市詩 寫實主義 日常生活的詩學 梁秉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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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70 年代在香港都市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當時香港經濟

蓬勃發展，英國殖民地政府先後推出了多項重大的建設與改革項目，

如為市民提供居所的公營房屋「十年建屋計劃」，興建海底隧道和地

下鐵路，成立廉政公署處理貪腐問題，又讓中文成為英文以外的法定

語言，推動九年免費教育，並以「互助委員會計劃」等手段來鼓勵社

區參與，以期加強民眾對社會的歸屬感。70 年代初的社會運動和學

生運動，也初步喚起了民眾的社會意識，促進了改革的步伐。城市景

觀、社會經濟以至衣食住行等各方面的轉變，都體現於市民日常生活

當中。就詩壇本身的發展而言，60 年代深受台灣影響的現代主義艱

澀之風，到了 70 年代初已經式微。一群土生土長的年輕詩人，成為

70 年代香港文學的一股重要力量。《中國學生周報》、《詩風》、

《盤古》等刊物大力推介本地詩作，戴天、古蒼梧創辦的「詩作坊」，

還有「青年文學獎」、「中文文學獎」等大型文學活動，培育出不少

新秀。跟 50、60 年代心繫祖國的南來詩人相比，新一代詩人大多生

於斯長於斯，對香港有較強烈的感情。他們創作的主要題材是熟悉的

本地事物，當然也包括對城市急速現代化的親身經歷和感受。1 

有關 70 年代香港現代詩的發展，梁秉鈞認為有三大路向，涉及

三個主要的詩人群體。2以《詩風》同仁為代表的詩人學養較高，重

                                                 
1 以上有關 70 年代香港詩的背景，可參考羈魂，〈錦瑟無端五十絃－香港近五十年新詩發展初

探〉第四節。羈魂，《足跡．剪影．回聲－香港新詩論集》（香港：詩雙月刊出版社，1997），

頁 81-87；及郭柳娜、陳智德，〈七○年代的香港文學－本土化的沉思〉，香港嶺南大學人文

學科研究中心．香港文學研究小組編，《書寫香港@文學故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

頁 205-211。 
2 梁秉鈞的看法，見羈魂、梁秉鈞，〈詩．越界．文化探索〉（對談），《詩雙月刊》，第 36 期，

1997 年 10 月，頁 38。所謂「詩人群體」指的基本上是以文藝刊物和朋友群所連繫、頗為鬆散的

詩人群，算不上「詩派」。例如舒巷城常在左派刊物發表他的作品，也頗有名氣，但只能算是活

躍於左派文藝圈子外圍的作家。陳智德補充梁秉鈞的說法，認為當時的詩壇最少有四種「取向」，

在上述三個方向外，加上被視為「托派」（受托洛茨基影響）的《70 年代》雙周刊的方向，指

該刊物強調文學的社會性，其反建制立場比傳統左派更激進。惟《70 年代》創刊於 1970 年，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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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鍊字修辭，借鑑中外名篇，崇尚余光中的「新古典美學」；3在《海

洋文藝》等左派刊物發表作品的詩人則特別關懷低下層的民生疾苦，

對現代化抱持批判的態度，基本上屬於樸素的寫實主義路線；4而梁

秉鈞主持的後期《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和稍後的《四季》等刊物，

其他還有《秋螢》、《羅盤》以及《香港時報》的「時報詩頁」等園

地所維繫的詩人，則嘗試在題材和形式上作廣義的現代派實驗，但反

對 50、60 年代現代主義晦澀虛無之風，也喜歡以較淺白的語言描寫

日常生活的經驗。5雖然《海洋文藝》和《盤古》等園地的左傾詩人，

跟梁秉鈞等人都強調現代詩必須扎根於社會現實，反對純藝術形式美

的追求和菁英主義，在這方面都跟《詩風》的路向相左，但他們「生

活化」的書寫卻南轅北轍；前者著力於揭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後者強調具體的在地生活經驗和微妙的個人感受，在寫作技巧上也曾

或多或少接受過現代主義的薰陶。6在《中國學生周報》有關寫實主

                                                                                                                      
年即停刊，刊登的詩作數量不多，對香港城市詩的貢獻實在有限，故本文不作特別討論。陳智德，

〈詩觀與論戰－「七、八十年代香港青年詩人回顧専輯」的史料補充〉，《呼吸詩刊》，第 1
期，1996 年 4 月，頁 50。 

3 「新古典美學」（即「新古典主義美學」）一詞的用法不無誤導之嫌，詩風社的主要成員固然深

受余光中的影響，而余在《蓮的聯想》〈後記〉中確曾使用「新古典主義」這詞語，一些論者亦

沿用「新古典主義」來將他回歸古典的現代詩風跟他反對的現代主義截然二分。但創辦《詩風》

的黃國彬、譚福基、羈魂等人或多或少都曾接受 50、60 年代台灣現代主義的洗禮。如果我們同

意須文蔚所言，余光中的「新古典主義」其實是從現代主義狹隘的「橫的移植」視野中突破，借

助古典抒情傳統來「安置其現代性」，是「回返古典的現代主義」的話，那麼《詩風》同仁也可

說是屬於廣義的現代主義詩人。須文蔚，〈1960－70 年代台港重返古典的詩畫互文文藝場域研

究－以余光中與劉國松推動之現代主義理論為例〉，《東華漢學》，第 21 期，2015 年 6 月，

頁 149-153、162-166。 
4 梁秉鈞原來的用語是「樸素的批判寫實主義」，但 1972 年 9 月至 10 間在《中國學生周報》上出

現有關香港文學與寫實問題的論辯中，溫健騮和黃俊東都曾指出廣義的「寫實主義」應該跟「批

判的寫實主義」有所區別。溫健騮參考了茅盾的《夜讀偶記》，解釋說寫實主義只要求忠誠地描

寫生活現象，但批判的寫實主義更進一步，「尋求各生活現象的關係和關聯，以思考和批判的過

程得出概括和典型性」。溫健騮，〈還是批判的寫實主義的大旗〉，《中國學生周報》，第 1058
期，1972 年 10 月 27 日，第 4 版。以此定義來衡量，絕大部分 70 年代左派城市詩都只能算是「寫

實主義」而非「批判的寫實主義」作品，因為當中缺乏對社會現象深入的剖析。 
5 以上對當時詩壇三種方向的描述，主要參考梁秉鈞並稍作補充，見羈魂、梁秉鈞，〈詩．越界．

文化探索〉（對談），《詩雙月刊》，第 36 期，1997 年 10 月，頁 38。 
6 據關夢南的說法，70 年代《中國學生周報》、《秋螢》和《羅盤》所維繫的詩人，如西西、梁

秉鈞、阿藍、馬若、何福仁、葉輝等可算是一個「團夥」。他們的詩觀和詩風相近，「不但認同

生活化的語言，而且反對古典、唯美、格律節奏，以及機械程式化的作品。更重要的一點，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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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論爭中，梁秉鈞大力反對溫健騮等人提倡的「批判的寫實主義」，

認為文學不應為政治服務。7這種反對左派的寫實模式、重視作家主

體性的「自由主義」取向，則是梁秉鈞等詩人及《詩風》所代表「廣

義的現代派」之共通點。8 

本文討論的是 1970 年代香港的城市詩。所謂「城市詩」指的是

以城市中的地景、社會關係或人文風情為焦點的現代詩，特別是指描

述現代化所帶來的城市景觀以至日常生活等方面轉變的作品。「城市

詩」（或謂「都市詩」）作為一種現代詩類別的概念，在 1970 年代

的香港文壇其實尚未普及。舒巷城在《七十年代》月刊上以石流金的

筆名寫了一系列「都市詩」，1973 年初用《都市詩鈔》的書名結集

出版，可說是香港作家中有意識地創作城市詩的先鋒。9而韓牧、陳

浩泉等常在《海洋文藝》或《新晚報》等左派刊物發表詩歌的作者，

也寫過不少以城市為題材的詩，用平實的筆觸描述現代化帶來的社會

或環境問題，並直接作出批判，風格跟舒巷城相近，基本上屬於樸素

的寫實主義的路向。羈魂（胡國賢）則是《詩風》同仁中少數非常關

                                                                                                                      
們在現代主義的洗禮中尋找個人的創作方向。」但同時他又指出，在編輯運作及結社互動的層面，

當中人事頗為複雜，並非一個簡單、統一的詩人團體。關夢南、王良和，〈四十年的信念：生活

化、口語化〉，王良和，《打開詩窗－香港詩人對談》（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8），

頁 108-109。 
7 也斯（梁秉鈞），〈在公共汽車上〉，《中國學生周報》，第 1057 期，1972 年 10 月，第 4 版。 
8 將《中國學生周報》、《秋螢》和《羅盤》等刊物所維繫的詩人歸入「廣義的現代派」，是王良

和的看法。《詩風》雖然「重視對古典文學的吸收，辦過不少有關中國古代詩人如屈原、李白的

専輯」（見陳智德，〈詩觀與論戰－「七、八十年代香港青年詩人回顧専輯」的史料補充〉，

《呼吸詩刊》第 1 期，1996 年 4 月，頁 49），但當中如羈魂、溫明等成員早年卻深受現代主義

的影響，而且如註 3 所述，他們推崇余光中的「新古典主義」，其實也是廣義的現代主義的一部

分，故此《詩風》同仁也該被歸入「廣義的現代派」。二者的矛盾，主要見之於取材和語言技巧

上的歧異。在主觀認知上，關夢南和葉輝等人都視《詩風》同仁為陌路，認為他們是「學院派」、

過於重視文學的藝術性，甚或視之為「余派」（余光中派）。何福仁、康夫和周國偉原本是《詩

風》成員，後來亦因為在詩觀上與黃國彬等人有所分歧而離開，而跟關夢南、葉輝等人創立《羅

盤》詩刊，提倡更「生活化」的語言和題材。可參考關夢南、王良和，〈四十年的信念：生活化、

口語化〉，頁 108-113；余君偉、王良和、葉輝，〈文壇「多面手」－與葉輝對談〉，《香港

文學》，第 393 期，2017 年，頁 79-80。 
9 梁秉鈞固然一直對中外城市文學甚感興趣，但關夢南和葉輝這兩位曾跟梁秉鈞關係密切的詩人，

在與筆者面談時，卻表示當時在梁秉鈞文友圈中的詩人，大都没有特別意識到他們寫的是「城市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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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港城市發展的詩人，10他的詩蘊含深沉的歷史意識，在技巧上比

前述左傾的寫實詩人更為講究，借用古典詩歌語言來描述現代城市，

又或者故意將古與今、雅與俗的詞彙和意象相混，以凸顯城市中繁亂

混雜的景況，是頗為新穎的嘗試。當時站在左派陣營的對立面、公然

挑戰寫實主義文風的，是兼具作家和編輯身分的梁秉鈞。11他及與他

詩風相近的同行者，也喜歡用較為淺白的語言來寫城市中的日常生

活，但關注的並非宏觀的社會問題，目的也不是作出簡單直接的批

評，而是捕捉個人細膩的生活感受和記錄對城市面貌的耐心觀察，在

描繪城市事物時往往展示出其複雜多樣性。雖然梁秉鈞等詩人不像

《詩風》同仁那麼講究修辭技巧，但在使用較為平實的語言的同時，

亦會作出一些題材或形式上的實驗。下文以舒巷城（1921－1999）、

羈魂（1946－）和梁秉鈞（1949－2013）這三位 70 年代最重要的詩

人為例，勾勒出當時香港城市詩的不同風貌。舒巷城是當時最多產、

最受觸目的寫實主義詩人，羈魂的城市詩亦有寫實的意味，但卻非常

注重修辭用典，梁秉鈞則同時反對直截的社會批評及過於雕琢的技

巧，提倡以個人生活體驗和細緻的城市觀察為基礎的「生活化」詩學。

三人的作品分別代表著上述三個詩人群體所寫的城市詩之最高水平。 

誠如陳智德所言，城市詩作為一種「載體」，其意義「不在於景

觀描寫或外在現實的反映，而在於成為不同作者的理念投射」，12而

詩人對城市的理解和心態，也影響到其取材乃至書寫時採用的語言和

描述的形式。舒巷城對現代化抱持批判的態度，描述的多是城市的陰

暗面，企圖以淺白的語言和尖銳的諷刺喚起民眾的共鳴。羈魂對現代

化有更複雜的反思，往往從宏觀的視野考察城市景觀的變化和社會現

                                                 
10 《詩風》詩人中的舒文（黃國彬）和黑教徒（溫明）早期亦曾寫過一些接近寫實主義的城市詩，

針對現代化帶來的一些社會問題作出批評，但數量不多。 
11 梁秉鈞認為如果寫實一定要針對社會陰暗面，便是「給文學劃定範圍、指示路向」，只會令原本

已經不夠活潑多面的香港文學「壓抑得不能動彈」。見也斯（梁秉鈞），〈在公共汽車上〉，《中

國學生周報》1057（1972.10.20），第 4 版。 
12 陳智德，〈都市的理念：三〇年代香港都市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第 7

卷第 1 期，2005 年，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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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每首詩集中地寫一個地區而能以小見大；而他面對的是有較高文

學和文化修養的讀者，可嘗試使用較複雜的表達技巧。梁秉鈞對現代

化的態度較為曖昧，反對簡單的社會批判，強調個人對複雜多元的城

市現象的具體經驗，也反對典雅的詞藻和典故；他採用較為淺白的語

言來配合冷靜細心的城市觀察，發展出一種嶄新的「生活化」詩學。

下文將分別討論這三位詩人在 1970 年代發表的城市詩的特色，並作

出一些初步的比較分析，結論部分進而探討當時香港城市詩跟現代主

義的關係。 

二、舒巷城寫實主義城市詩的特色與侷限 

在 70 年代寫實主義陣營中，舒巷城的資歷甚深，他早於 50 年代

已出道、60 年代成名，70 年代他發表了極多描述城市生活的詩。據

韓牧的回憶，當時在香港、澳門以至南洋，都有文藝青年學習他寫城

市詩。13他的相關作品大多已收入《都市詩鈔》和《長街短笛》這兩

本詩集中。就題材而言，他關注的幾乎都是城市醜惡腐敗的一面，例

如過度商業化、貧富不均、生活空間狹小、人際關係疏離、環境污染

等問題。他的典型作品篇幅短小，直接道出社會問題和表達自己的感

想。《都市詩鈔》中的〈十行〉、〈搬家之後〉和〈隔〉等詩都是具

有代表性的作品。〈十行〉描述的是香港城市空間狹隘，市民的居住

和工作環境欠佳：  

多少個深夜 

我的稿紙上的燈光 

映著母親的瘦臉，皺紋 

在這個寸金尺土的地方 

                                                 
13 馬輝洪、韓牧，〈師友情誼－訪問韓牧先生〉，馬輝洪，《回憶舒巷城》（香港：花千樹出版

有限公司，2012），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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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工作 

於營養不良的空間 

休息 

於狹窄的床 

 
這樣子，我的母親死了 

她火葬14 

全詩節奏明朗，語言淺白，用了「寸金尺土」和「營養不良」等香港讀者

非常熟悉的習語，短短八句將城市空間狹窄、生活環境影響居民健康的重

點，用簡單具體的意象表達出來。最後兩句以火葬暗示因為空間匱乏，人

死後也不一定可以入土為安，頗有點題之效。舒巷城不用艱深的詞語，也

不喜歡典故。他的詩往往有感而發，立意明晰，故平易近人，讓當時一般

讀者較容易了解和產生共鳴。就體裁而言，他採用自由體，没有固定的韻

律，每句的長短往往因應內容而作出調整，例如〈搬家之後〉第一至九句

的字數由一至六不等，當中「牆」、「陽光」和「桌子」這三個詞語都放在

獨立短句中，因此意象更明顯，而又被「没有窗」、「擺不下」、「不見了」

等否定語所修飾，凸顯出空間極為不足的主題；第八、九句字數漸次增

加，造成遞進的感覺，強調遷入新居後空間更形不足，竟連一束塑膠花

也容不下： 

斗室中 

牆 

没有窗 

陽光 

擺不下 

桌子呢 

                                                 
14 舒巷城，《都市詩鈔》（增訂本）（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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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見了 

甚至瓶子 

和一束塑膠花15 

據唐大江的分析，舒巷城的詩常用「先描述後感嘆或批評」的結構，例如

〈隔之二〉先描述同一大廈內的鄰居竟「不知道對方的名字」，「狹窄的走

廊」彷彿令人們「相隔萬里」，繼而感嘆在大城市中人際關係變得如此疏

離，最後以「這是都市，哦，這是都市」作結。16〈搬家之後〉起首則極

言遷居後生活空間變得更狹小，最後三句指出背後更大的民生問題： 

快要把我的一切吃掉的 

是上漲的租金 

那一尾瘋狂的齊口鯊17 

因為租金「瘋狂的」上漲，說話人只好遷入更小、租金較便宜的單位，於

是居住環境更差；吃人的「齊口鯊」正是生活壓力迫人的顯淺比喻。舒巷

城城市詩的長處，是用語及意象淺白，言簡意賅，但也因此招來表達手法

過於直接、破壞含蓄美的批評。18光就題材而言，香港城市空間不足、居

住環境狹小的描寫早已見於鷗外鷗發表於 1937 年的〈狹窄的研究〉。19舒

巷城這類城市詩跟〈狹窄的研究〉相比，批判的立場更為鮮明，表達手法

也更直接。陳少虹認為《都市詩鈔》中的作品，以道德批判者既定的是非

標準來判斷事理，不免流於簡化和偏激。陳智德亦同意《都市詩鈔》中黑

白分明的取向削弱其可讀性，然而他指出《長街短笛》中一些抒寫地方人

情的作品，有「較多來回的沉思、從容的呈現和縱深的情志」，因而比較

                                                 
15 同前註，頁 76。 
16 同前註，頁 102-103。 
17 同前註，頁 76。 
18 請參閱唐大江，〈舒巷城詩簡介〉，《香港文學》雙月刊，第 3 期，1979 年 11 月，頁 21-23。 
19 鷗外鷗，〈狹窄的研究〉，鷗外鷗，《鷗外鷗之詩》（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頁 9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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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讀。20〈百葉窗〉就是其中一個好例子： 

那時 

住在這條街上 

他曾是一個吹口琴的少年 

在夏日黃昏的騎樓上21 

 
如今 

一尺地方一尺金 

騎樓不知何處去了 

没有欄杆，没有盆景了 

没有盆景在欄杆上 

 
在炎炎的七月裡 

西斜的日光下 

他經過時 

只見一列守口如瓶的百葉窗22 

〈百葉窗〉用的仍是淺白的語言和比喻，但增添了往昔與今天的對比，也

更著重氣氛營造，抒情懷舊的語調裡少了尖銳的社會批評，卻多了沉思，

                                                 
20 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陳炳良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1991），頁 128-129；陳智德，《解體我城》（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9），

頁 89。 
21 「騎樓」是一種外廊式的建築結構，以往香港市區一些數層高的建築物一樓緊貼街道的部分是行

人走廊，其上方二樓的部分彷彿「騎」在一樓走廊之上，故稱為「騎樓」。騎樓可以包含開放式

的陽台，也可能是没有陽台、只有窗子的房間。據說這種設計源於英國在印度的殖民地建築，後

來傳到東南亞和中國華南地區。請參考謝慧心，〈消失的騎樓〉，《香港 01》新聞網站，2017.11.8，

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130917/%E6%B6%
88%E5%A4%B1%E7%9A%84%E9%A8%8E%E6%A8%93-%E9%A6%99%E6%B8%AF%E9%A8%
8E%E6%A8%93%E5%A4%BE%E7%B8%AB%E6%B1%82%E7%94%9F-%E5%AD%B8%E8%80
%85%E4%BC%B0%E8%A8%88%E7%8F%BE%E5%AD%98%E5%B0%91%E6%96%BC100%E5
%B9%A2（2019.3.20 上網）。 

22 舒巷城，《長街短笛》（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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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念表達也比較委婉。同樣是夏日的黃昏，以往少年人住在大概只有四層

高的「唐樓」上，23喜歡在陽台上吹口琴，跟鄰居可以有較多互動；陽台

欄杆上放著盆景，無論鄰居還是街上路過的行人都可觀賞。但改建成二、

三十層高的現代化大樓後，陽台這種介乎「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

地方消失了。緊閉著的百葉窗意味著公共與私人空間已經截然二分，「守

口如瓶」暗喻大城市中人際關係變得冷漠、人們互相猜疑防避，跟《都市

詩鈔》中〈提防〉一詩中所說的「我們相遇卻互相提防」呼應，24但在表

達手法上卻較為含蓄，給讀者回味的空間。《長街短笛》中的〈拆建〉、〈茶

寮〉和〈故事〉等作品，包含個人對地方的回憶與感情，也比《都市詩鈔》

中的詩節奏舒緩，抒發的感情也更細膩。〈拆建〉表達出對以往熟悉的街

道深深的懷念，以及對城市重建進程的不安與無奈。這詩第一段顯示說話

人對住所附近的街道，充滿感情與回憶： 

往日 我曾經留下不少足跡 

在這條街的這一段－ 

向報攤買報紙 糖菓店買香煙 

雜貨店的隔壁 

是一家開了多年的書店 

皮鞋檔的附近 

賣的王老吉涼茶夠苦 

兩毫子一杯的豆漿夠香夠甜 

再過去是那家經濟的 

我和朋友常常光顧的咖啡店……25 

                                                 
23 「唐樓」源於珠江三角洲及廣州一帶的民居建築，一般是下舖上居、樓高二至四層的房屋。受西

洋建築影響，香港市區的唐樓糅合了不少西式建築風格，例如加入了露台、「騎樓」等設計。自

1960 年代開始，因應城市發展，不少唐樓都已遭拆卸，在原地蓋上了現代化的高樓大廈。 
24 舒巷城，〈提防〉，《都市詩鈔》，頁 114。 
25 舒巷城，《長街短笛》，頁 159。 



．東海中文學報． 

 ．94．

街上景物顯然跟說話人的生活密不可分，他習慣了在街上特定的商店買

報紙、香煙、涼茶，也許偶爾會光顧上文提及的那家雜貨店和皮鞋店，又

或者到那「開了多年的書店」瀏覽。舒巷城雖然没有明確指出所寫的是那

一條街道，但勾勒出店舖間的空間關係，亦具體地道出所售飲料的滋味。

廣東涼茶要「夠苦」才能清熱解毒，豆漿則要「夠香夠甜」才可口，這些

都是日常生活中值得回味的廉價享受；而和「朋友常常光顧的咖啡店」，

自然滿載著友情及歲月的回憶。可惜好景不常，第二段告訴我們「有一天

／震機聲響啊塵土飛揚／磚牆與一個個的招牌落下來了」，最後連「拆樓

清貨大減價」與「不計血本」的宣傳布條，也跟店舖一起消失了。26〈拆

建〉基本上仍是沿用「先描述後感嘆或批評」的結構，第一、二段是寫拆

除老舊的「唐樓」、蓋起新式大樓的狀況，第三段對這現象作出分析，預

言「拆建」後居民「將要付出更多的租金」，為這種城市現代化「付出更

多的『血本』和代價」，生活將更艱苦。但在這樣「說理」之後，第四段

再回到寫景，而且更刻意地營造氣氛，令全詩的節奏減慢，最後抒發個人

的特殊感受： 

而此刻 

走在「圍街板」的長廊下 

－夜忽然靜起來 

我覺得這條街的這一段 

是那樣熟悉 卻又那樣生疏27 

「圍街板」指的是鬧市中建築工地前搭建的木板牆，用來阻檔施工時揚起

的灰塵和掉下來的雜物。這詩第三段寫白天建築物被拆除時震耳欲聾、塵

土飛揚的狀況，末段寫的卻是夜間停工後氣氛忽然變得異常寧靜，以此強

烈對比來凸顯說話人對原本「那麼熟悉」的街道變得「那麼生疏」的感覺，

                                                 
26 同前註，頁 159-160。 
27 同前註，頁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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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詭異的感覺委婉地道出「拆建」對居民可能造成的心靈創傷。 

舒巷城也擅於寫小說，作品近年頗受學者的重視和肯定，趙稀方

讚賞他的長篇小說《太陽落山了》中情、景、物「多層次的觀照」和

「從容細膩富於詩意的文字」，28陳建忠則視其《鯉魚門的霧》等寫

於 50、60 年代的小說為「地誌書寫」的先鋒，認為他不僅描劃出香

港地理環境的特殊風貌，亦「掌握了風土地誌與本土港人的強烈情感

連帶感」，呈示出「本土的情結」，尤其是都市文明的發展為鄉土帶

來的精神傷害。29舒巷城的一些城市詩中包含人物刻劃和情節，韓牧

說這些作品彷彿「以小說入詩」，而因為有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明顯的

敘事線，比起純粹描寫城市印象和抒發感想的詩，更能令讀者留下深

刻的印象。30無疑這類詩往往戲劇性較強，但也曝露出寫實主義詩歌

的侷限。《都市詩鈔》中的〈或人之家〉、〈戴福高傳〉和〈「美」

的故事〉等作品，都竭力挖苦香港上流社會人物。〈戴福高傳〉的主

角自小便享受富裕的生活，只想當「人上人」，二十五歲便當上經理，

四十歲登上董事長的寶座，每天用「肥肥白白的」手「在文件上，在

支票上／簽一個又一個流利的／米高戴的英文名字」。31然後他七十

歲退休，過著這樣的生活：  

他不澆花淋草不集郵 

也不翻動一下年青時 

讀過一陣子的武俠小說 

坐在中西合璧的 

「戴廬」故居之安樂椅上 

他每天瞇縫著貪婪的眼睛 

                                                 
28 趙稀方，〈香港文學本土性的實現〉，《世界華文文學論壇》，第 2 期，1998 年，頁 11。 
29 陳建忠，〈冷戰迷霧中的「鄉土」：論舒巷城 1950、60 年代的地誌書寫與本土意識〉，《政大

中文學報》，第 22 期，2014 年 12 月，頁 163-174。 
30 韓牧，〈出發，從我從都市從鄉土－探索舒巷城詩的特點〉，秋明編，《舒巷城卷》（香港：

三聯書店，1989），頁 331-332。 
31 舒巷城，《都市詩鈔》，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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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放大鏡 

研究動人的股票行情32 

最終戴福高病倒了，垂死前兒孫們像走馬燈那般在他病床前打轉。諷刺的

是，恍恍惚惚間他想起武俠小說中的場面，彷彿「各路英雄向他殺奔而

來」，跟著「眾好漢頹然倒下」，而「寶刀未老」的他，「一個側身托起了

／千噸萬噸的大額鈔票」。33在這幾首描述上層社會的作品中，男主角都事

業有成，年青時生活洋化，一生盡享榮華，心中只有名利和金錢的競逐。

女主角則不懂民間疾苦，待在豪華的大宅內彈琴賦詩，「傷他悶透」，又

或者打扮時髦，身上噴上巴黎香水，在公園旁「牽著她心愛的哈巴狗散

步」。34雖然李華川等論者盛讚《都市詩鈔》中的作品源於真實的生活經

驗，而且寫得很有真實感，陶融（即何達）更說在這集中舒巷城「跟現實

生活短兵相接，展開了驚心動魄的戰鬥」，每首詩都「放射著『批判現實

主義』的光芒」，35但上述極盡諷刺的人物刻劃，卻流於卡通化，缺乏說服

力，遠比他的小說遜色，恐怕算不上「以小說入詩」。 

茅盾在《夜讀偶記》中曾深入探討寫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認為寫實的風格應該樸素、明朗、用大眾化的語言，不應孤芳自賞，

令一般讀者看不懂，這一點舒巷城的確是做到了。36然而茅盾用了更

多篇幅來解釋優秀的作品，是「通過細緻真實的具體形象」，描述「複

雜多變的生活」以及處身其中「人物性格的變化」。所謂「典型」人

物，並不是公式和概念的化身，而是作家抓住特定時代和社會中人物

個性與環境的矛盾，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37從這標準來評論舒

                                                 
32 同前註，頁 18-19。 
33 同前註，頁 19-20。 
34 同前註，頁 69。 
35 李華川，〈小評《都市詩鈔》新詩集〉，《中國學生周報》，第 1078 期，1973 年 3 月 16 日，

第 4 版。陶融，〈舉重若輕的詩人〉，秋明編，《舒巷城卷》，頁 322。 
36 茅盾，《夜讀偶記》第三版（北京：百花文藝出版社，1979），頁 55-56、63-64。茅盾和其他中

國大陸學者的用語是「現實主義」而非目前台港較流行的「寫實主義」。 
37 同前註，頁 76-80。 



．論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城市詩的特色：以舒巷城、羈魂及梁秉鈞為例． 

 ．97．

巷城的城市詩，便顯得深度和廣度均有所不足。當然，他採用的文類

本身就預設了一些侷限，短短數行以至二、三十行左右的詩，大體上

僅足以描繪一些城市印象或者道出簡單的故事，即使集中處理一個中

心人物，亦難以刻劃他的心理和行為如何跟社會互動，展示出較複雜

的內心世界。安敏成（A. Marston）以小說創作為焦點，指出寫實主

義作品的一種特殊張力：一方面文本要反映現實，但另一方面卻總是

盡力擺脫說教式或推論式的語言運用，以顯示所述事件是作者捕捉的

真實世界裡獨特的生活片段；彷彿作者並非意念先行地企圖去解釋這

世界，而是從故事裡發現了某些道理。安敏成引用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寫實效果」的理論，進一步說明在寫實主義小說裡其實

包含不少無關重要的描述細節，而這些似乎毫無意義的細節，正好營

造出高度擬真的效果，增加故事和人物的可信性。38舒巷城的詩，缺

乏的就是這種細節，因而無法造成有效的擬真效果；也因為常用諷

刺，敘述顯得不夠冷靜客觀。如果讀者本身不同意他對某城市面向的

分析和批判，便很容易覺得他過於主觀武斷，無法感受到他筆下事件

和人物真實可信。簡而言之，舒巷城城市詩的特色，是以短小的篇幅

勾勒出一些城市印象，帶出相關的社會問題，並比較直接地抒發他的

感想和作出尖銳的諷刺。所謂「寫實」，指的是他在取材上針對當時

香港不少人關心的社會問題，而不是上述有關寫實主義小說美學的擬

真效果，又或者符合描述社會現象的深度與廣度的要求。整體而言，

他的城市詩給讀者最深刻的印象，是對社會問題簡潔的素描和有力的

諷喻，又或者是對在現代化進程中消失的街道景觀和人文精神的緬

懷。39 

                                                 
38 Marston Anderson,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6-17. 
39 但因為舒巷城描述的大多是城市生活的陰暗面，也遭到另一種有關寫實主義文學教化作用的批

評，陶融便認為他的城市詩「把客觀的壓力，寫得太強，把主觀的形象，寫得太弱」，未能為讀

者帶來足夠的鼓勵和改變現實的希望。陶融，〈舉重若輕的詩人〉，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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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用古典語言書寫現代城市：羈魂在 

《折戟》中的嘗試 

羈魂是詩風社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第三本詩集《折戟》（1978）

收錄了一組城市詩，嘗試以較為古雅的語言和文學典故入詩，描寫

70 年代香港高速現代化的城市空間，當中代表作有〈模糊街〉、〈黃

大仙〉和〈官富場〉。詩集中的〈廟街榕樹頭〉和〈旺角街市〉，還

有另刊於《詩風》的〈旺角週〉，雖也運用傳統辭彙，但又混入粗俗

和西化的香港日常生活用語。有論者認為以傳統辭彙、文言句法和典

故來寫現代詩，勢必缺乏時代氣息，40筆者卻不以為然。羈魂這組詩

所呈現的風格頗為獨特，既以寫實的筆觸緊扣當時香港城市發展的一

些面向，又營造出特殊的美學效果，實不容忽視。由於時代及地域的

差距，今天的讀者未必能了解這些作品背後的歷史。以下先交待〈模

糊街〉的背景，然後才討論其寫作特色；全詩如下：  

模模糊糊你我竄闖 

竄闖一街暮色 

模糊 

逼面有蒼茫散碰千車燈影 

塞 

惶惶寸進很擠很擠道道盲腸 

盲腸以外是工専 

工専以外是殯儀 

館址冷幽幽成一座見證 

故壘西邊 

                                                 
40 可參閱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陳炳良編《香港文學探賞》（香港：三聯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1），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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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海隧橫鐵軌如常納吐 

人道是 

幾許當年公瑾 

雄姿發古戰場，不 

股票場 

休賦赤壁賦紅磡 

不！還有黃埔還有青洲 

叠彩無色  

渡頭餐餘的落日啊 

談笑間卒然跌入 

模模糊糊你我闖竄 

一截 

模糊街後41 

乍看這首詩只是匆匆速寫都市的凌亂感和塞車現象，以日落隱没在街後作

結，王一桃便說這是「隨意竄闖信筆揮灑之作」。42其實所謂「信筆揮灑」，

已勾勒出位於九龍半島紅磡區的地理環境，背後更隱含當地戲劇性的現代

化歷程。「模糊街」是紅磡區內「蕪湖街」的粵語諧音。羈魂借用蘇軾的

〈念奴嬌．赤壁懷古〉亦有所據，「紅磡」原名「赤坎」，指當地黃赤色泥

土的山岩地帶，跟「赤壁」意義相近。43就地理位置而言，起首幾句寫詩

人在蕪湖街近黃埔船塢之處遊蕩，時近黃昏，正值下班時間，看見車龍如

在盲腸中寸步難移。紅磡本是市郊，後來成為重要的工業區。1950、60

年代，戰後新移民湧入和本地人口膨脹，令殖民地政府意識到住屋問題嚴

峻，將該區的大環山夷平，騰出空地興建公營房屋，移除的山石就用作填

                                                 
41 羈魂，〈模糊街〉，羈魂，《折戟》（香港：詩風社，1978），頁 38-39。 
42 王一桃，〈試論香港詩人羈魂詩作的「香港性」〉，《詩雙月刊》，第 3 卷第 2 期，1991 年 10

月，頁 79。 
43 饒久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歷史（上）》（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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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用，大幅度改變了紅磡的地貌。44盲腸（塞車的道路）以外的「工専」

指香港工業專門學院，1957 年遷入紅磡並擴校，提供技能訓練以滿足戰

後工業化的需求，1972 年成為香港理工學院。45再往西是殯儀館，「冷幽

幽」的彷彿在見證著該區戲劇性的變遷。回到詩人原先的視點，西南方（比

附為「故壘『西邊』」）是連接中國大陸的九廣鐵路，火車總站較早前設於

尖沙咀，因該地的商貿發展，1975 年遷往離開市中心區的紅磡，站旁的

海底隧道則在 1972 年落成，是 70 年代香港最重要的基建項目之一，連結

香港島與九龍半島之間的交通。詩中的「工専」、「海隧」、「鐵軌」等看似

平平無奇的景物，其實都可說是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經濟、以至城市景觀

變化的指涉。46 

紅磡曾是重工業區，區內有船塢、水泥廠和發電廠，也有鐡路和

碼頭，是海運和陸運的樞紐。詩末提及的「黃埔」和「青洲」，分別

指歷史悠久的黃埔船塢和青洲英坭廠。隨著香港經濟模式的轉變，重

工業在 70 年代没落。1976 年李嘉誠收購黃埔船塢，船塢分階段關閉。

1978 年改建成黃埔新邨多幢大樓，選址就在蕪湖街附近；船塢其餘

部份於 80 年代陸續改建為更大型的住宅和商業區，名為黃埔花園。

青州英坭廠則被長江實業收購，廠房原址後改建為住宅和工商業大

廈。47本詩寫於 1978 年初，當時香港的輕工業仍很蓬勃，但重工業

已迅速被地產業和商業所取代，這個趨勢在紅磡區尤其明顯。本詩引

用蘇軾的〈念奴嬌．赤壁懷古〉來暗喻「大江東去」、無法逆轉的歷

                                                 
44 請參閱何佩然，《城傳立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 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2016），

頁 161-162；梁操雅，《匠人、匠心、匠情繫紅磡—承傳與變易》（香港：商務印書館，2015），

頁 26。 
45 1994 年升格為「香港理工大學」。 
46 紅磡的填海工程始於十九世紀末青洲英泥廠和黃埔船塢的拓展，而因工商業和住宅區發展帶來的

地貌改變，則在 50 至 80 年代期間最為明顯。請參閱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歷史（上）》，

頁 249-255。 
47 請參閱黃熙麗，〈街知巷聞：繼續變天 紅磡重工業發源地〉《明報》2016.10.9，〈副刊〉。見

《明報新聞網》： 
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1009/s00005/1475950360587 （ 2019.3.20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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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興衰，慨嘆傳統文化風光不再，「股票場」所象徵的資本主義發展

難以抗拒。詩人從「赤坎」演變成紅磡的城市現代化進程，聯想到古

代的赤壁，而提出「休賦赤壁賦紅磡」，可說是神來之筆。  

詩風社同仁譚福基曾評論羈魂的早期作品，說他的詩有兩大支

柱，一是洛夫的手法，二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洛夫的影響主要是

意象的刻意經營，古典文學的薰陶除在辭彙運用上呈現，也見諸句法

和文字簡潔以至壓縮的特色。48〈模糊街〉多用典雅的語言，除直接

引用〈赤壁懷古〉中「故壘西邊」、「人道是」等句外，語法亦頗有

文言味道，也用了一些傳統的修辭技巧，如叠詞、頂真（「模模糊糊

你我竄闖／竄闖一街暮色」）和對偶句（「盲腸外是工専／工専以外

是殯儀」）。但以短短的「模糊」二字（第三行）和「塞」一字（第

五行）另起一句，還有第十四行連接到第十五行「雄姿英發古戰場，

不／股票場」中「不」字的用法，都可說是現代詩調整節奏或營造意

象的常用技巧。「塞」這單音字放在兩長句之間，效果格外顯著。粵

語中的「塞」（sak1）是短促的入聲字，正好模擬車輛受阻難以前進，

跟第六行「惶惶寸進很擠很擠道道盲腸」緊密呼應。秀實說羈魂詩的

一大特點是語言的機智，49在此可見一斑。羈魂曾為借用古典語言寫

詩辯解，認為借用傳統詩歌的詞藻和套語可增強表達力，問題不在於

詞藻本身的雅俗古今，而是能否切合詩意和詩旨。50〈模糊街〉寫街

上的擠塞和暮色中模糊一片的感覺，並藉此抒發對高速現代化的城市

感到茫茫然；中間加插「冷幽幽」的殯儀館「成一座見證」的意象，

                                                 
48 譚福基，〈呵撻下的圓熟－評羈魂詩集〉，《詩風》，第 5 期，1997 年 1 月，頁 3。陳實說羈

魂的詩深受洛夫和余光中影響，但認為洛夫的超現實主義是對現代化的熱情擁抱，而羈魂卻回顧

傳統，批判現代，在精神上跟余光中靠近。陳實，〈風格與靈魂－香港詩人簡論〉，《詩雙月

刊》，第 41 期，1998 年 8 月，頁 95-98。凌榮添則以為 1973 左右羈魂的詩風開始轉變，已由過

於注重文字實驗而變得更自然，背後有實際生活經驗的支持。凌榮添，〈羈魂詩集《三面》讀後〉，

《詩風》，第 57 期，1977 年 2 月，頁 25-28。 
49 秀實，《為詩一辯》（台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48。 
50 胡國賢，〈傳統中的現代，現代中的傳統－七八十年代香港新詩諸貌之一〉，黃維樑主編，《活

潑紛繁的香港文學－一九九九年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論文集》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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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中有冷，似乎暗示該停下來好好反思城市現代化帶來的的種種變

遷。  

〈黃大仙〉是羈魂另一首著名的城市詩，書寫香港香火最鼎盛的

赤松黃大仙祠和周遭的環境。現先述本詩的寫作背景，1960 年代香

港經濟開始迅速發展而且人口急增，殖民地政府於是著手研究發展集

體運輸系統；511975 年地下鐵路公司成立，中環至觀塘線旋即動工，

工程歷時四年，開啟了香港交通發展史的新頁。動工期間沿線物業及

交通均受影響，不免為居民和商戶帶來滋擾，工地的板牆上刷上了「地

下鐵路為你建造」的口號，彷彿在提醒民眾，施工只是為了他們的福

祉。52如果說〈模糊街〉只是隱隱觸及城市發展，那麼〈黃大仙〉就

是非常直接的描述：  

叱石成羊 

喝山成廣廈 

萬千 

庇天下寒士於箍頸械刧兇殺的危懼之中 

排排天線仰朝宗 

盒式的炊煙繞繚以後 

盤盤香火飄渺出究是誰底 

無聊 

 －一叩首 車走隆隆 

                                                 
51 香港在 60 年代經濟持續增長，1960 年至 1965 年期間，香港每年人均 GDP 增長率達 8%，1966

至 1972 年更達 11.9%。總體來說，整個 60 年代香港的 GDP 上升了 2.6 倍。請參閱饒美蛟，〈香

港工業發展的歷史軌跡〉。王賡武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聯書店，1997），頁

391-392。戰後香港人口基本上沿維多利亞港兩岸均衡分佈，但自 60 年代，政府實施徙置規劃政

策，人口呈現向北推移的情況。根據統計，在香港人口迅速增長的 60 年代，香港島人口增長率

只有 26%，而新九龍（即啟德、黃大仙、牛頭角、觀塘等新區）則增長了 73%，人口密度的增長

使政府不得不發展鐵路系統，疏導城市的工作人口。詳見劉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香

港：三聯書店，2009），頁 366-368。 
52 最初的口號是「香港地下鐵，為你而建設」，因文化界有人反對「地下鐵」一詞日本味太重，後

改為更簡潔的「地下鐵路 為你建造」，粵音中「路」與「造」諧音。 



．論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城市詩的特色：以舒巷城、羈魂及梁秉鈞為例． 

 ．103．

 －再叩首 機軋轟轟 

 －三叩首 樁碰蓬蓬 

如此卑伏階臺 

任未來索落為吉凶莫解的 

長籤 

久吾欺啊松子 

數遷的高牌坊下 

許願的檀香酬神的酒禮 

依然穿插 

「地下鐵路為你建造」的 

版築之間53 

詩首連用了兩個典故，首句「叱石成羊」源自赤松黃大仙傳說。香港家傳

戶曉的黃大仙，乃晉代浙江金華縣以「叱石成羊」聞名的黃初平，據說他

年少牧羊時遇到道士，得到指引修道成仙。多年後其兄在赤松山金華洞中

找到了他，問起當年羊群的下落，初平走到山頭高呼，白石即應聲變回羊

群。54明代以後黃大仙信仰傳到廣東，詩中的香港嗇色園黃大仙祠於 1921

年落成，一直吸引不少信眾前來膜拜求籤。第二至四行引用的則是杜甫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55

原詩是表達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希望天下寒士都能安身免於苦難；羈魂

卻將此轉化為 70 年代香港房屋不足和罪案猖獗的指涉，表面上歌頌黃大

仙法力高強，既能「叱石成羊」，亦可「喝山成廣廈」解決嚴重的房屋問

題，甚至庇佑民眾免於搶劫和兇殺的恐懼，因而深得民心。但這是反諷，

                                                 
53 羈魂，〈黃大仙〉，羈魂，《折戟》，頁 46-47。 
54 請參閱吳麗珍，《香港黃大仙》（香港：三聯書店，2012），頁 19、27-28。有關黃初平的文獻，

可參閱晉．葛洪，《神仙傳》，《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卷 2，〈皇初平〉，頁 262-263。 
55 唐．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全唐詩》第 7 冊（北京：中華書局，1960），卷 219，頁

2309-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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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末暗示其實仙人亦自身難保，而有「赤松久吾欺」之嘆。56 

詩中的「排排天線仰朝宗」和「盒式的炊煙」都是非常傳神的寫

實筆觸。70 年代香港免費電視服務普及，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最重

要的娛樂和資訊來源。該區大樓上的「魚骨型天線」都是朝著北面的

慈雲山發射站。而位於黃大仙祠南邊的黃大仙下邨，天台上眾多的天

線剛好指向祠廟的方向，乍看彷彿在向黃大仙朝拜。「盒式的炊煙」

中的「盒式」則指祠旁那些公共屋邨的形狀，因其外貌活像火柴盒子。

而原屬舊式徙置區的黃大仙下邨，單位內缺乏浴廁和廚房等基本設

備，居民只能將煮食工具置於大門外的走廊上，每到傍晚時分，居民

一起做飯，產生「火柴盒」內炊煙四起的奇觀。57公營房屋不足、早

期徙置大廈設施簡陋等狀況，跟「喝山成廣廈」的豪語相連，恰好形

成強烈的對比。今天的讀者恐怕不容易想像上述兩行詩所描述的景

況，但以下三行以排比的形式，把道教膜拜儀式和祠外公路上的汽車

聲及工地的噪音並置，其用意相信不難理解： 

 －一叩首 車走隆隆 

 －再叩首 機軋轟轟 

 －三叩首 樁碰蓬蓬 

虔誠的信眾「卑伏階臺」求籤解惑，諷刺的是，「叱石成羊」的仙人也無

法置身於現代化巨輪之外，只得任憑叩首聲跟市囂相混，讓檀香與酒禮穿

插於「『地下鐵路為你建造』的／版築之間」，甚至無奈地看著祠門的牌坊

配合地鐵工程而「數遷」。58羈魂這兩首詩以較古雅的語言，呈現變動中古

今交集的城市空間，從而造成獨特的美學效應。 

                                                 
56 第 16 行「久吾欺啊松子」化自曹植〈贈白馬王彪〉中的「松子久吾欺」。 
57 有關早期香港置區的房屋設計和殖民地政府的相關政策，請參閱謝曉陽，《房屋空間與生命政治

－以香港公營房屋為例》（香港：jcMotion，2016），頁 8-11。 
58 「數遷」是誇張的說法，赤松黃大仙牌坊 1969 年落成，1974 年因阻礙地鐵站出口而被拆下，地

鐵工程完成後重建新牌坊，1997 年竣工，其實算不上「數遷」。請參閱陳焜，《蛻變中的嗇色

園黃大仙祠》（香港：嗇色園，2011），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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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模糊街〉和〈黃大仙〉相比，羈魂的〈廟街榕樹頭〉和〈旺

角街市〉有更多雅俗共存和中西文化的矛盾與揉雜。〈廟街榕樹頭〉

不僅用叠詞、對偶句和接近文言的句法，在文字中亦混入「鷄眼痔瘡

頑癬梅毒」等「不雅」的日常生活用語。在內容上，既有傳統的算命

先生和賣武賣藥的江湖客，也有做西服的裁縫和賣舶來色情畫報的長

髮青年，強調油麻地夜市這個「平民夜總會」的文化駁雜。59〈旺角

街市〉更嘗試以古雅的語言描述原本難以入詩的生活題材，例如用「歪

歪斜斜叠叠鷄籠空空／腥風過處／許是曾掙扎的羽毛揚揚散落」來寫

宰鷄的過程。全詩的句式多變，借助詩行節奏的調控和動態的詞語，

營造出市場內既混亂卻又生氣勃勃的氣氛。60比起〈模糊街〉、〈黃

大仙〉和〈官富場〉等主題較嚴肅、具有歷史感的作品，〈旺角街市〉

等詩少了言志而多了一分俏皮。  

陳少紅評價羈魂的城市詩，只肯定他在 80 年代初寫的〈上水印

象〉組詩，認為已不再堅持改造古典語言，能更冷靜地觀察和包容城

市的變化，此說固然不虛。但她認為現代城市新的處境和經驗必須使

用現代的語言才能描述，「向古典尋求現代城市事物的表述可能，終

難免生活和語言脫裂的危機」，因而否定《折戟》時期的相關作品，

卻似乎過於武斷。61換一個角度來看，上文討論的幾首詩中古與今、

雅與俗、中與西並置所造成的不協調感，其實頗能戲劇性地呈示現代

化帶來社會發展上的矛盾和斷裂感，這種寫法是 70 年代城市書寫中

罕見的新嘗試，也因此在香港文學史上別具意義。  

雖 然 舒 巷 城 等 左 傾 詩 人 跟 羈 魂 同 樣 關 心 城 市 現 代 化 帶 來 的 問

題，但在描述的模式上卻有明顯的分別。舒巷城的詩一般只選取一個

或幾個相關的城市現象，寫景敘事都是為了提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

                                                 
59 羈魂，〈廟街榕樹頭〉，《折戟》，頁 52-53。 
60 羈魂，〈旺角街市〉，《折戟》，頁 54-55。 
61 陳少紅，〈香港詩人的城市觀照〉，頁 143。她的論點參考了 William Sharpe and Leonard Wallock, 

“From ‘Great Town’ to ‘Nonplace Urban Realm’: Reading the Modern City,” in Sharpe and Wallock, 
eds. Visions of the Modern City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5, 8,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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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問題，直截地抒發詩人的感想和作出簡單的分析與批判，筆觸常帶

調侃與諷刺。即使在寫香港特定的地區和街道，著眼處也不是地理環

境的特色，而是當中可見的社會問題，如〈尖沙咀〉批評商人以虛假

的東方情調迎合來自異地的遊客，〈灣仔之西〉感嘆年青女子為了金

錢不惜出賣色相，向英美海軍水手賣笑。只有少數重點不在於社會批

評的詩，如〈故事〉和〈露天夜總會〉等，才以緩慢的節奏仔細描寫

詩人在特定城市空間內的見聞。羈魂的城市詩則集中描寫某一個地

區，如紅磡、黃大仙、旺角、廟街等，採用鳥瞰式的視點和精心經營

的修辭技巧，表達他對香港這個急速發展中的大都會的所思所想，文

字之間隱含深刻的反思。  

從行文的邏輯性及空間意象的經營而言，舒巷城等寫實主義城市

詩人的作品，幾乎全都是主題分明、通篇的理路不難理解，大多是描

述城市的負面形象，如混亂、擁擠、過度商業化、自然環境遭破壞、

人際關係變得疏離、上層社會為富不仁、資本家剝削勞工、民眾沉迷

於電視或賭博等等。相關作品在描寫城市景觀時，大多只是選取跟主

題密切相關的事物，無意作較全面的所謂「地誌書寫」。借用城市學

家林區（K. Lynch）有關城市意象清晰度（legibility）的概念來說，

當這些詩人要顯示城市的混雜紛擾時，所繪畫的空間意像更傾向於凌

亂模糊（illegible）。羈魂的城市詩雖然也寫現代化帶來的巨大衝擊，

文句和段落間的邏輯性也很強，但當中的社會批評比舒巷城等人來得

含蓄，筆下的地理圖像有時候亦較為清晰，例如〈模糊街〉、〈黃大

仙〉和〈廟街榕樹頭〉等詩都包含對該區地理環境的刻劃；而〈官富

場〉、〈模糊街〉、〈屯門〉、〈黃大仙〉等詩都顯露出深沉的歷史

感，或隱或現地指涉背後歲月的滄桑。  

四、梁秉鈞與日常生活的詩學 

王一桃讀羈魂的〈官富場〉，發覺這短詩竟涵蓋「香港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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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當年中英兩國複雜而微妙的關係」，上至位

於九龍灣的古代鹽場和逃難來港的宋帝昰，下迄九龍城寨的管治權問

題和地鐵工程，而欽佩他高度的概括力。62梁秉鈞 70 年代寫的香港

城市詩，風格卻剛好相反，他提倡「生活化」，正是針對當時另外兩

種詩風，一是「政治主導的壯麗言辭」，二是「堆砌典故的偉大文本

想像」。他既反對左傾的寫實主義風格和政治激情，亦不贊同過於雕

琢、菁英主義的潮流，包括《詩風》作者群受余光中影響的風格。他

認為文學應獨立於政治，強調詩歌應植根於個人生活的體驗和具體的

感受，並使用淺白的語言；在感情表達方面則主張深沉內斂，而不屑

於大眾媒體和通俗文化中的煽情與浮誇。63收入其詩集《雷聲與蟬鳴》

第三輯「香港」的十首詩，是當時「生活化」城市詩的代表作，由於

內容樸實和語氣平淡，亦多以白描的手法描寫街上景物，曾被譏為「攝

影詩」。後來他解釋道，這組詩其實志不在白描，而是希望含蓄地表

達對香港生活的複雜感受。梁秉鈞曾受傳統山水詩和咏物詩的啟發，

借助景物的具體呈示，委婉地表達都市情懷。64此外他還受到法國新

小說和電影「冷峻清奇的意象」及攝影的構圖取景法所影響。65誠如

                                                 
62 王一桃，〈試論香港詩人羈魂詩作的「香港性」〉，《詩雙月刊》，第 3 卷第 2 期，1991 年 10

月，頁 77。該詩題為「官富場」，是指宋代設在九龍灣西北、今九龍城一帶的官辦鹽場。有關

九龍城寨複雜的主權與治權問題，可參考何佩然，《城傳立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

（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 233-238。 
63 請參閱他後來為《十人詩選》寫的序。梁秉鈞，〈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錢雅婷編，《十

人詩選》（香港：青文書屋，1998），頁 viii-xxi。 
64 梁秉鈞，〈在舊書店找到的詩集〉（梁秉鈞訪問錄），陳素怡主編，《僭越的夜行》上卷（香港：

文化工房，2012），頁 11-12。 
65 梁秉鈞，〈詩與地理〉，梁秉鈞，《半途－梁秉鈞詩選》（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

頁 38。雖然他在 1984 年完成的博士論文中，曾談及陳敬容、杭約赫和唐祈發表於 1940 年代的

中國城市詩，但並没有受到他們的影響。請參閱 Leung Ping Kwan, Aesthetics of Opposition: A Study 
of the Modernist Generation of Chinese Poets, 1936-1949,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1984), pp. 108-128. 據張松建的分析，當時中國詩人「常從鄉土／都市的二元論出發，以政治諷

喻與道德譴責的激進姿態銘刻都市圖像，無力發展出複雜深邃的視角和美學以探勘都市即景與生

命體驗間的錯綜關聯」。請參閱張松建，〈一九四○年代中國的都市詩〉，《東亞文化與中文文

學國際學報》，第 2 期，2006 年，頁 231。梁秉鈞正是要超越「政治諷喻與道德譴責」式的城市

書寫。至於台灣現代詩，雖然他中學時已經開始讀洛夫等人的作品，但他反對太重視修辭技巧和

過於艱澀的作品，只曾提及 70 年代有一段時間「對白萩寫新美街的方法很感興趣」，但發覺「到

頭來還是要走出自己的路來」。梁秉鈞，〈香港與台灣現代詩的關係－從個人的體驗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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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敏所言，梁秉鈞的詩充滿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本來很容易流於散

文化，卻没有此毛病。66到底這輯作品尚有何特質？梁秉鈞又如何克

服詩句散文化的鬆散，營造出特殊的韻味？以下的討論先從〈傍晚

時，路經都爹利街〉開始：  

巨大的電線輪轆 

抵著石的楔子 

俯臨幾級石階下 

短仄的街道 

工人留下一綑白色電線 

匝繞這幾盏 

最後的煤氣燈 

街道兩旁的泥土翻上來了 

黃灰色的屋宇旁 

股票公司的招牌 

塗没了兩個字 

陰影裏斜倚著修路牌 

紅色的電線膠喉 

半截露出地面 

另外半截 

埋進泥裡 

商店的櫥窗中 

偶然一點嫩黃的柔和閃逝 

在對面 

四個印度人坐在甸那行前 

絮絮地談進夜去 

                                                                                                                      
《現代中文文學評論》，第 2 期，1994 年 12 月，頁 139-140、144。 

66 鄭敏，〈梁秉鈞的詩〉，《香港文學》，第 52 期，1989 年 4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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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舊建築物門邊 

貼著古書畫展覽的紅紙 

門內已是昏暗 

街口是拆了又建的地盤 

竹架和木板的空隙內 

停著載重的鐵架 

和垂下的輸管 

雜亂的器物間 

涓涓的細流湧起 

流過一綑堆放地上的銹褐色鐵枝67 

位於中環的「都爹利街」（Duddell Street）和外面有幾個印度人的「甸那

行」（Dina House），其命名的背後隱含著英國在印度和香港殖民管治的歷

史。68一般市民和遊客大概只知道「都爹利街」有一條石階，石階旁四支

原設於十九世紀的煤氣路燈，近年在電影和電視劇中常被用作「浪漫場

景」。69但梁秉鈞寫這詩並不是要介紹歷史掌故，也非抒發對殖民主義的

批評或懷想，而是聚焦於當下街上的景物和自身的感受。他認為寫詩是一

個探索的歷程，所以寫詩前不會先清楚地設定寫作的目的，也不會以固定

                                                 
67 梁秉鈞，〈傍晚時，路經都爹利街〉，梁秉鈞，《雷聲與蟬鳴》（復刻版）（香港：文化工房，

2009），頁 92-93。 
68 「都爹利街」的街名是紀念英國人 George Duddell，他在 1841 年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即移民到

此，曾經營鴉片買賣，後來擁有中區不少物業，包括都爹利街一帶。而「甸那行」（今稱「帝納

大廈」）和旁邊的「律敦治大廈」都是生於印度的帕西人律敦治（J.H. Ruttonjee）的物業，「甸

那」（Dina）是他母親的名字。律敦治是香港著名的企業家和慈善家，其父 1880 年代來港經營

洋酒進出口貿易。十九世紀下半葉印度商人來港貿易，當然跟英國人先在印度設立殖民地，從事

鴉片及茶等貿易，然後於鴉片戰爭打敗中國而取得香港的歷史息息相關。有關 George Duddell 的

生平簡史，可參考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29-130 及 G.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52-156. 

69 本詩寫於 1973 年，1979 年都爹利街及街上的煤氣路燈才被認定為受保護的「法定古蹟」，近年

更成為旅遊熱點。請參閱香港旅遊發展局的網頁：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culture-heritage/historical-sites/colonial/duddell-street-ste
ps.jsp（2019.3.20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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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念敘述香港的故事，因此他筆下的香港與眾不同。他只是被街上的某

些景物所吸引，嘗試描繪一些意象，没有刻意深究其意義，但在取捨與剪

裁之間，又往往能創造出新義。70鄭敏讚許梁秉鈞童稚般的好奇心和敏銳

的觀察力，能「用文字傳出詩人在感覺世界的各種鮮明官能經驗，並且將

它們混合起來」。71王良和則強調他目光的非凡「穿透力」，展現意想不到

的觀看角度和特殊的視點，說平凡的事物入詩之後，「竟有一種不平凡的、

引入深思的意味」。72我們也可針對文本本身，討論這首詩的結構及意象運

用和文字技巧，探索日常生活經驗如何成為了他的美感來源。 

從觀看和敘述的角度來看，城市書寫有兩個基本模式，一是宏

觀、整體性、鳥瞰式的方式，二是微觀、較零碎的、街上的視點。〈傍

晚時，路經都爹利街〉顯然採取後者。在敘述結構上，這首詩可粗略

地分成四部分：首先是從石階上觀察，看到電線和煤氣燈；然後往前

看街道的右手邊，當時正在修路，路旁泥土被翻起，有半截電線膠管

露出地面，商店櫉窗偶然閃著微光；再朝街另一面的甸那行那邊望過

去，看到四個印度人坐著閒談，一直聊到夜幕低垂，而旁邊的畫廊外

貼著古書畫展的紅色文宣；最後詩人走到街口的工地，透過竹架和木

板的縫隙觀看工地內雜亂的景物，也許是水管在漏水，水流經一捆生

鏽的鐵枝。這首詩其實就是上述景物的摘要，內容可說極為平淡無

聊。但我們仍感受到其「詩味」，究其原因，梁秉鈞作品中「詩味」

的主要來源，似乎不在於被觀看的事物本身，而在於意象與文字的經

營。其中最值得留意的是他筆下意象之間微妙的對比及所構成的張

力，例如巨大的電線盤跟將它固定的石製楔子的角力，動態的動詞「抵

著」、「俯臨」、「匝繞」與靜態的「最後的煤氣燈」的對照，又如

紅色的電線膠管「半截露出地面」，跟另半截「埋進泥裡」的對比，

                                                 
70 請參閱也斯、陳智德，〈如何書寫一個城市？〉，《文學世紀》，第 3 卷第 1 期，2003 年 1 月，

頁 49。 
71 鄭敏，〈梁秉鈞的詩〉，頁 29。 
72 王良和，〈眼睛的漫遊－讀梁秉鈞三首街道詩〉，陳素怡，《僭越的夜行》上卷，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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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畫廊外的「紅紙」跟室內昏暗一片的明暗和色調上的反差。73而

暮色中櫥窗裡「偶然一點嫩黃的柔和閃逝」，則彷彿是樸素的文字間閃現

的「象徵主義」筆觸，帶來像李金髮〈里昂車中〉那般的朦朧美。74 

從遣詞可能產生的情緒效應來說，「短仄的」街道、「最後的」

煤氣燈、「黃灰色」的屋宇、股票公司招牌上的字被「塗没」（大概

是指公司已經倒閉，招牌上的名字被刷上油漆蓋住了）、柔和的光「閃

逝」、「灰舊」的建築物、室內已是「昏暗」、「拆了又建」的工地

等等，都隱含著負面的意義，牽動淡淡的愁緒。但詩中寫楔子抵著電

線盤、街道兩旁泥土翻了上來，還有工地湧出的流水，卻都是動態的，

並不含貶義。詩人有意識的鋪排，在結尾幾句分外明顯： 

竹架和木板的空隙內 

停著載重的鐵架 

和垂下的輸管 

雜亂的器物間 

涓涓的細流湧起 

流過一綑堆放地上的銹褐色鐵枝75 

一般路人經過工地都不會留意裡面凌亂的景物，更遑論視之為美感觀照的

對象。詩人卻故意透過板牆的空隙窺視，在這個特殊角度下，平常的景象

被陌生化了，其呈現的方式亦涉及意象與文字的經營，從純粹的觀察提昇

至詩藝的層次。引文先從高而下描寫沉重的鐵架和垂下的大水管，「停著」

                                                 
73 雖然梁秉鈞提倡用淺白、接近口語的中文來寫詩，但他用的基本上還是比較文雅的港式書面語，

而不像舒巷城等人部分作品那麼刻意地引入明顯的粵語方言，這詩中有一些詞語其實極少出現在

香港人的日常口語中，如「抵著」、「短仄」、「匝繞」、「絮絮地」、「涓涓的」等。而當中

一些港式用語，除「輪轆」（其實口語只說「轆」，就是輪子的意思；「電線輪轆」指電線盤）

以外，其他如「地盤」（工地）和「膠喉」（膠管子）等等，則常見於香港的報章和雜誌，一般

香港讀者不會意識到這些其實也是方言，因此相信他不是為了彰顯地方特色而故意使用。「塗

没」，疑為「塗抹」之筆誤。 
74 李金髮，〈里昂車中〉，張新泉編，《李金髮詩集》（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頁 19-20。 
75 梁秉鈞，〈傍晚時，路經都爹利街〉，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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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垂下」是靜態的描述，因為已是傍晚，經過一天的辛勞，工人都下班

離開了，遺下這些工具停駐在變得死寂的工地上。但再仔細看這些雜亂的

器物之間，竟意外地發現涓涓流水，流經擺放在地上的一捆鐵枝。本來只

有工具價值、毫無詩意的鐵枝，以虛靜恬淡的心境來觀賞，也可跟流水一

起變為審美客體，展示其獨特的鏽褐色肌理。借用鄭敏的話來說，這些平

凡的物象彷彿「充滿了新鮮的生命力」。76如果「細水緩緩流過鐵枝」這個

意象也有抒情功能的話，也許是表達對豁達心境的追求，暗示當抛去俗慮，

在繁忙的都市裡、尋常的事物之中，其實也可瞥見詩意。 

〈羅素街〉是「香港十首」中更精彩的一首詩，詩人像一邊走過

銅鑼灣這條兼具菜市場的攤子和小吃店的老街，77一邊遊目四盼，掃

視攤販展示的商品。行文猶如電影的蒙太奇，有連串特寫鏡頭。詩的

前半部分特別充滿動感，詩人將不同的影像並置，產生了戲劇性的效

果。羅貴祥說這首詩在「平凡中透著耀眼的姿彩與顏色」，78王良和

則特別留意當中不同物品色彩的並置和對比，還有觀看角度的微妙轉

變，例如詩人甚至可以穿越甕壁透視甕中的腌菜。79雖然題材非常生

活化，用語也比較平實，但看似淺白的內容，也有可堪玩味之處。例

如以下這幾句：「橙和香蕉／還有枇杷的鮮明／化作攤上一列／鹹魚

灰滯的眼睛／仰視一朵黃菊／閃著水光，瓣叠著瓣」。80首先將橘子

等水果的顏色用「鮮明」一詞來概括，凸顯它們共同的特質。透過轉

品，「鮮明」由形容詞變為名詞，然後「化作」另一個攤子上陳列的

醎魚灰滯的眼睛。「鮮明」與「灰滯」意義相反，中間「化作」一詞

                                                 
76 鄭敏是在綜論梁秉鈞同類詩作的特色，不是在特別談這首詩。鄭敏，〈梁秉鈞的詩〉，頁 30。 
77 1970 年代的羅素街旁邊是電車廠，街上有賣蔬菜、魚肉、家禽、鮮花、水果和雜貨的攤子，又

有賣咖啡奶茶、小食和麵飯的「大排檔」。1991 年電車廠清拆，改建成名為「時代廣場」的現

代化商場大樓，羅素街亦進行重建，現在已是非常現代化的地區，街上名店林立。有關羅素街的

舊貌，可參閱鍾寶賢，《商城故事－銅鑼灣百年變遷》（香港：中華書局，2009），頁 182-185。 
78 羅貴祥，〈經驗與概念的矛盾－七十年代香港詩的生活化與本土化問題〉，《中外文學》，第

28 卷第 10 期，2000 年 3 月，頁 137。 
79 王良和，〈眼睛的漫遊－讀梁秉鈞三首街道詩〉，頁 186-187。 
80 梁秉鈞，《雷聲與蟬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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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巧妙地將矛盾的感覺連結起來，似乎是暗指從水果的意象「跳接」

到魚眼的一瞬間，可能出現短暫的融合感，但視點又隨即突轉，從詩

人的觀看換成從魚目來看菊花，瞥見比「鮮明」更立體的美，黃菊的

複合意象同時包含顏色、閃亮的感覺、水的觸感，還有複瓣的形狀。 

詩中最令人費解的是這幾行：「當秤尖翹起／秤錘沉重地垂下／

多年的灰色與棕色沉墜下來／面孔的漩渦／淤積成街道的黑疤」。從

前菜市場中都是用木桿秤，「多年的灰色與棕色」應指放在秤盤上的

貨物，秤的另一端放秤錘，稱量時貨物墜下來，要調整秤錘來平衡。

「多年的灰色與棕色」寫得很抽象，不過詩中有好幾句都是在寫腌

菜，似乎這句是「多年的灰色與棕色的腌菜」的省略，故意不寫具體

的物品而將重點放在顏色的感覺上。「面孔的漩渦／淤積成街道的黑

疤」則不禁令人想起李金髮那種重感覺而輕邏輯的印象式寫法，偏離

了貫通全詩的寫實筆觸，大概是指詩人在那一刻對人潮中的臉龐和街

上景物的主觀感受，意義並不明朗。  

跟李金髮一樣受法國象徵主義影響的戴望舒，曾提出「詩的韻律

不在字的抑揚頓挫上，而在詩的情緒的抑揚頓挫上」的主張。81如果

從情緒的變化來看〈羅素街〉一詩，起首處雖然像在抱怨「路上永遠

的潮濕和泥污」，令匆忙的路人没法走得更輕快，但前半部連串活潑

的意象和較為輕鬆的語調，讓人感到敘事者其實樂在其中，當然中間

也有一些微妙的情緒起伏。從「秤尖翹起／秤錘沉重地垂下」開始，

整首詩透露的情緒逐漸變得較為沉鬱，到了最後這幾句，詩人敏感多

思的意味更是濃厚：  

瓶罐、竹籃和舊盆 

可以帶走多少 

曬乾多時的紅棗和無花果？ 

在瓦甕內部 

                                                 
81 戴望舒，〈詩論零札〉，戴望舒，《望舒草》（上海：現代書局，1933），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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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日越久顏色越是沉重 

破缸中的辣菜帶著紅色斑漬 

棕色身體上絲絲血液 

像屋宇一般陳舊下去 

冷風中沉沉晃動一個鐵爐的火 

到了街尾 

迎面是横堵的天橋 

那裡昔日原是一道水渠82 

描寫貨品時無端發出「可以帶走多少」的疑問，到底要抒什麼情？言什麼

志？其意義實在難以捉摸，留給讀者頗大的思考空間。接著幾句中「沉

重」、「破缸」、「陳舊」、「沉沉」等用語，都帶著黯淡的感情色調。「迎面

是橫堵的天橋」則標誌著「眼睛的漫遊」就此結束，83視野的阻障似乎令

詩人不快。最後用「那裡昔日原是一道水渠」這樸實的陳述句作結，隱隱

指涉都市面貌的滄桑。整段詩由寫景到興情，讓讀者回味再三。84 

有節制的抒情無疑是梁秉鈞城市詩的重要特色，〈傍晚時，路經

都爹利街〉、〈羅素街〉和〈拆建中的嚤囉街〉等詩大都傾向於「比

較沉默低調的觀察和表達」，85但〈中午在鰂魚涌〉和〈新蒲崗的雨

天〉等作品所抒發的情懷卻顯而易見。〈中午在鰂魚涌〉大概是寫詩

人年輕時在報社工作的日子，有時繁忙的工作令他喘不過氣，便走到

                                                 
82 梁秉鈞，《雷聲與蟬鳴》，頁 104。 
83 借用王良和論文的題目，見王良和，〈眼睛的漫遊－讀梁秉鈞三首街道詩〉，頁 179。 
84 走到羅素街盡頭，即可看到堅拿道天橋，這道天橋象徵灣仔城市地貌的鉅大變化。港英政府在

1860 年代末將現堅拿道一帶的黃泥涌河口擴建為運河，該運河又長又窄，彎曲成鵝頸狀，時人

稱之為「鵝頸澗」，橫過這條河的橋則稱為「鵝頸橋」。1920 年代因灣仔填海工程，政府將部

分的運河闢成暗渠，而「鵝頸橋」則被拆卸。1960 年代末，為配合紅磡海底隧道通車，更將整

條運河填平，並在 1972 年於上方興建堅拿道天橋，故詩中稱「横堵的天橋」為「昔日的一道水

渠」。雖然「鵝頸澗」已不復再，但時人仍稱這道「横堵的天橋」為「鵝頸橋」，橋底以「打小

人」的風俗而聞名。詳見肖喜學，《香港城市探微》（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 181；亦見

徐振邦，《穿街過巷香港地》（香港：書名號，2005），頁 70-78。 
85 借用梁秉鈞自己的話來說。梁秉鈞，《半途－梁秉鈞詩選》，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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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閒逛，用漫遊者的角度來看尋常的景物，細意欣賞街上的景色和

眾生的營役，好奇心讓他留意到水果攤上鮮紅色的櫻桃，嗅到附近煙

草公司的煙草味，看到有孩子竟拖著一隻螃蟹上街，還有在磨剪刀的

老人，「有時只是雙腳擺動／像一把生銹的剪刀」。在描述景物之間

也插入非常抒情的段落，例如「有時我走到碼頭看海／學習堅硬如一

個鐵錨／有時那裡有船／有時那是風暴／海上只剩下白頭的浪」，以

風浪比喻人生中的波折，寄託學會像鐵錨般堅強的希冀。86詩中多次

用「有時」起句營造複沓的效果，也彷彿提醒讀者生活總是周而復始

地重複，既有令人心情暢快的晴天，也會有「下雨的日子淋一段路」，

「希望遇見一把傘」，又或者只能「繼續淋下去」。而「總有修了太

久的路／荒置的地盤／有時生銹的鐵枝間有昆蟲爬行／有時水潭裡

有雲」這幾句，87跟〈都爹利街〉中寫工地的手法頗為相似，大概是

暗喻在平凡、充滿遺憾的人生中，其實也可能瞥見雲朵所象徵的詩

意。詩人這種達觀的態度，實為紓解煩憂的良方。結尾「我總是一塊

不稱職的石／有時想軟化／有時奢想飛翔」，88則將詩中積鬱的情緖

推到極致，道出當時這位初出茅廬的年青人，在商業社會中打滾的挫

敗感，雖然他希望繼續追求文學的理想，但有時也不得不向現實低

頭，承認自己只不過是大城市內芸芸眾生中一塊「不稱職」的頑石罷

了，偶爾也不免萌生放棄的念頭。 

抒情是梁秉鈞「生活化」詩學的一個重要元素，他在 70 年代已

摸索出前述描述日常生活經驗的方式，因物興情時特別注重情感的深

沉和含蓄的表達手法。他的都市情懷傾向於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跟

當時受文革和保釣運動影響的古蒼梧和溫健騮等人提倡的「批判寫實

主義」，可說水火不容。89王家琪認為梁秉鈞在 70 年代因為反抗左

                                                 
86 梁秉鈞，《雷聲與蟬鳴》，頁 108-110。 
87 同前註，頁 110。 
88 同前註，頁 111。 
89 1972 年《中國學生周報》辦了一個題為「香港文學問題討論」的專欄，刊登了一些支持「批判

寫實主義」的文章，當中包括溫健騮，〈批判寫實主義是香港文學的出路〉，《中國學生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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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的寫實主義而「發現」了抒情，80 年代提出「節制抒情」等論點

來擴展有關香港「生活化」詩歌的理論，到了 90 年代又將香港抒情

詩學的特點和政治上的本土論述結合。90到底梁秉鈞的詩，如何由反

對社會批評而専注於個人日常生活詩學的探索，變得更有意識地「避

免傷感的濫調」，91後來又引入尖銳的政治隱喻，無疑是值得深入探

討的問題，不過這已超出本文所討論 70 年代城市詩的範圍了。  

梁秉鈞 70 年代最有名的城市詩大多集中描寫香港某一地區或街

道，他的書寫策略跟羈魂和舒巷城等人有極大的分別，反對在寫作前

先有清晰的構思、為作品設定明確的題旨和目的。他特別強調詩人從

容的觀察，盡量不以主觀的意志掩蓋事物本身可能包含的突發性、偶

然性和多義性，避免套用一些城市詩中常見的思想主題，而試圖自看

似平淡無奇的事物中尋找新意。這種輕歷史、重當下，強調即興與零

碎的經驗而非連貫性和整體性的傾向，在他寫於 80 年代如〈從現代

美術館出來〉等詩裡更是明顯，被羅貴祥、陳少紅等人視為「後現代

主義」的特質。92雖然梁秉鈞強調「走入萬物」、壓抑詩人的內心意

識，93但在他詩中往往可看出委婉的抒懷言志，就如他後來回顧說：

「比較沉默低調的觀察和表達也不等於没有感情」，「結果還是被人

發現了我的鬱結」。94就空間意象的呈現而言，梁秉鈞描寫城市景觀

的詩往往模擬路上漫遊者的目光，有選擇性地先後敘述沿途所見所

                                                                                                                      
第 1051 期，1972 年 9 月，第 3 版；黃俊東，〈從「批判寫實主義」說起〉，《中國學生周報》，

第 1053 期，1972 年 9 月，第 4 版；溫健騮，〈還是批判的寫實主義的大旗〉，《中國學生周報》，

第 1058 期，1972 年 10 月，第 4 版。梁秉鈞則提出相反的意見，請參閱也斯，〈在公共汽車上〉，

《中國學生周報》，第 1057 期，1972 年 10 月，第 4 版。 
90 王家琪，〈抒情與寫實：重釋也斯的「生活化」詩歌主張〉，《中國現代文學》，第 28 期，2015

年 12 月，頁 129-148。 
91 借用梁秉鈞對馬朗作品的評語。也斯（梁秉鈞），〈從緬懷的聲音裡逐漸響現了現代的聲音－

試談馬朗早期詩作〉，《素葉文學》，第 5 期，1982 年 1 月，頁 28。 
92 羅貴祥，〈後現代主義與梁秉鈞《遊詩》〉，《僭越的夜行》上卷，頁 249-254。陳少紅，〈從

後現代主義看詩與城市的關係〉，陳炳良編，《中國現當代文學探研》（香港：三聯書店（香港）

有限公司，1992），頁 188-192。 
93 梁秉鈞，〈《游詩》後記〉，《半途－梁秉鈞詩選》，頁 143-144。 
94 梁秉鈞，〈詩與地理〉，《半途－梁秉鈞詩選》，頁 38。前文亦曾舉例說明有節制的抒情是

梁秉鈞城市詩的一個重要特色。 



．論一九七零年代香港城市詩的特色：以舒巷城、羈魂及梁秉鈞為例． 

 ．117．

聞，但有時候也會像上文分析的〈羅素街〉那般，採用一些不太尋常

的觀看角度，營造出特殊的視覺效果。他跟羈魂的一個重大的分別，

是不喜歡使用鳥瞰式的超然視點，也不重視詩中各部分之間的邏輯關

係。對他來說，寫景敘事本身就自有其趣味，不必借用來闡發某些既

定的主題。就題材而言，他故意迴避一般民眾關切的時事和社會問

題，以彷彿没有目的之城市漫遊和包容的態度，冷靜地觀賞街道上各

式景物，發掘日常生活中的詩意，以較平實的用語和豐富的意象寫成

詩，委婉地抒發個人的情懷，在這方面跟當時流行的寫實主義城市詩

截然不同。他在 2002 年發表的一篇論文中，曾表示「都市的紛雜多元」，

發展出「新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也同時要求新的寫作方式。」95這觀點

正好為他本人在城市詩學上的努力提供了一個重要的註腳。不過我們

也該指出，作為對寫實主義社會批評的反動，梁秉鈞這種詩學取向有

一個明顯的盲點，就是對殖民主義的問題彷彿視若無睹；雖然偶爾在

抒情中表露出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反思以至批評，但往往也是頗為微弱

和婉轉的。 

五、結語 

上文分析的三位 1970 年代最具代表性的香港詩人，可謂各有千

秋。從舒巷城、羈魂到梁秉鈞，我們既可看到外向的社會關懷及聚焦

於個人經驗與感受這兩個極端，也看到風格上三個不同的發展方向，

由樸素的寫實到刻意求工的修辭用典，最後是以較淺白的語言自平凡

事物中發掘詩意。筆者收集了五百多首 70 年代的香港城市詩，發現

當中屬於前述所謂樸素寫實主義風格的居多。70 年代初期香港的社

會運動和學生運動活躍，有人稱之為「火紅的年代」，當時不少年青

人對急速的城市現代化有所迴響，也會用現代詩的形式來探討社會問

                                                 
95 梁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歷史、範圍與論題〉，《作家》，第 14 期，2002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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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發表的園地亦不限於左派刊物。但這並不意味他們大多直接模仿

舒巷城的作品，或許只能說使用淺白的語言和比喻來描述社會現象、

直接表達感想和作出評論，所要求的技巧門檻低，因此不少作者在寫

這類城市詩時，都採取這種寫法。其實舒巷城對詩歌節奏的駕馭和簡

單而有力的諷刺，並不是年輕一輩那麼容易掌握的。96 

現當代西方城市文學曾深受現代主義的影響，而 1930 年代城市

詩在上海之興，顯然受益於《現代》雜誌。《現代》刊登了桑德堡（Carl 

Sandburg）等英美詩人的城市詩，施蟄存等人亦曾推介西方的城市書

寫。對邵洵美等詩人來說，城市自有其頹廢、病態的一面，但都會風

華的吸引力亦在其中。承接上海「現代派」的風氣，鷗外鷗、李育中

等詩人在 30 年代亦曾於香港發表描述城市現代化經驗的詩，題材包

括狹窄的居住環境、急促的生活節奏、人際關係變得冷漠疏離等等。

這些受現代主義影響的詩作，對城市的態度倒不見得是完全仇視的，

當中也有著某程度上的接受與包容。跟 30 年代現代派相比，40 年代

的左翼文學對城市，特別是當中所牽涉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問題，

大體上有更嚴厲的批判，而且連被視為屬於現代主義的「中國新詩派」

詩人，如杜運燮、杭約赫、陳敬容等人也對城市作出負面的描述。971950、

60 年代崑南、葉維廉、戴天等著名香港詩人，跟台灣現代派的關係

密切，他們的城市詩中自然有對城市病態綜合性的描寫，但亦鮮有針

對具體的城市景觀和社會現象的仔細刻劃，崑南的〈布爾喬亞之歌〉、

葉維廉的〈城望〉等都是例子。即使是戴天 1971 年寫的〈一九七一

年所見〉，列出了當時香港的一些社會問題，如不重視思考的殖民地

「填鴨」式教育、民眾缺乏歷史意識、迷醉於流行的「時代曲」等等，

                                                 
96 陳惠英曾分析舒巷城《長街短笛》中的一些作品，認為「詩中有明顯的節奏感，其中的說唱甚近

南音」。南音是一種廣東民間曲藝，被吸納到粵劇中成為粵曲唱腔的一部分。舒巷城喜歡唱粵曲，

很可能他的詩藝曾受粵曲說唱藝術的薰陶。陳惠英，〈詩「歌」：舒巷城《長街短笛》的東方美

學〉。梁秉鈞、許旭筠編，《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頁 385-400。 
97 可參考張松建，〈一九四〇年代中國的都市詩：歷史、美學與文化政治〉；陳智德，〈都市的理

念：三〇年代香港都市詩〉，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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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表達方式仍是比較抽象和隱晦的。98 

舒巷城的城市詩中幾乎完全看不到現代主義那種艱澀的語言、複

雜的意象，又或者非常西化、扭曲的語法。雖然舒巷城強調城市的陰

暗面，但在技巧及風格上跟現代主義並無傳承的關係。羈魂和梁秉鈞

等所謂「廣義的現代派」詩人，對城市空間的描繪顯然比先前的現代

主義詩人具體得多，尤其是前文所分析梁秉鈞的作品，可說近於「地

誌詩」。99他們二人對城市現代化帶來的種種變化，不願作出簡單直

接的批判。就詩歌語言的運用而言，梁秉鈞主張使用比較接近香港口

語的書面語，在語言以至取材方面，他特別反對「堆砌典故的偉大文

本想象」， 100他這說法常被認為是針對詩風社和余光中的影響而發

的。但就如前文所述，梁秉鈞涉獵甚廣，對傳統山水詩以至美國民歌

和法國新小說乃至電影等都有所借鑒，發展出植根於香港城市經驗的

城市詩，故其詩藝不能簡單地理解為只是寫實主義或者所謂「余派」

的對立面。至於羈魂那種借用古典語言和典故，又或者文白夾雜地描

寫現代城市的嘗試，則是極為鮮見的。一般而言，從聞一多、卞之琳

以至余光中等詩人從古典文學中汲取養份，或是為了建設現代詩的格

律，或是令語言更精鍊、意象更典雅。101然而羈魂的用心卻是戲劇性

地凸顯城市發展中混雜、不協調的一面。姑不論上述這三位香港詩人

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誰高誰低、誰的貢獻最大，本文所分析他們具有代

表性的相關作品，大體上已展示出 1970 年代香港城市詩的重要風

貌，期望能得到更多香港以外的讀者和評論家的關注。  

                                                 
98 例如戴天是這樣寫港人缺乏歷史意識的：「這裡的人／都是流產的／嬰兒／都没有／痛苦的源頭

／他們關掉歷史／就像關掉／水喉……」。戴天，〈一九七一年所見〉，戴天，《骨的呻吟：戴

天詩集》（香港：風雅出版社，2009），頁 148-149。 
99 請參閱陳大為，〈街道微觀－香港街道的地誌書寫〉，《香港文學》，第 187、188 期合刊，

2000 年 7、8 月，頁 4-14。 
100 梁秉鈞，〈抗衡與抒情‧藝術與關懷〉，錢雅婷編：《十人詩選》，頁 ix。 
101 有關 1920、30 年代聞一多、卞之琳等詩人如何借用古典詩歌的資源，發展新詩的語言及形式，

可參閱馬世豪，《中國新詩與古典詩關係研究（1917－1937）：以聞一多、卞之琳、林庚和郭沬

若為中心》（香港：香港嶺南大學博士論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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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Urban Poetry in the 
1970s: Shu Xiangcheng, Ji Hun, and 

Leung Ping-kwan as Prime 
Examples 

Yu, Kwan-Wai Eric∗ 

【Abstract】 
Hong Kong witnessed economical bloom in the 1970s, wh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launched a series of major infrastructur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The rise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early 70s hastened the speed of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many 

Hong Kong poets made use of local matters as subjects for poetical 

creation, including their intimate experience of the rapid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hree major orientations in Hong 

Kong poetry. Those who wrote for leftist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ared especially about sufferings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their poetical 

style can be considered “raw realism.” Those affiliated with the journal 

Poetry, on the other hand,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rtistic skills, drew 

inspirations from renowned Chinese and Western poems, and were much 

influenced by Yu Kwang Chung’s “neo-classicism.” However,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literary supplements and journals edited by Leung 

Ping-kwan (1949-2013) and like-minded editors objected to both direct 

                                                 
∗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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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riticism and ornate poetical language, opting to adopt simple 

Chinese to write about their concrete life experiences and subtle 

personal feeling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eculiar features of Hong Kong urban 

poetry in the 1970s, using the works of three major poets, namely, Shu 

Xiangcheng (1921-1999), Ji Hun (1946- ) and Leung Ping-kwan as 

prime examples with a view to introducing the different facets of this 

kind of poetry. Shu wa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realist poets, famous for 

his use of short poems to expose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nd for his 

powerful satirical effects. Ji Hun’s poems on urban modernity were 

largely realist contentwise but showed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gures and allusions; he was notable for his experiment in appropriating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ical language to dramatically depict hybrid and 

uneven city developments, and for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his works. Finally, Leung Ping-kwan promoted a kind of “daily life” 

poetry based on calm and patient observations, trying to discover 

aesthetic qualities in mundane objects and happenings. The works of 

these three poets represent respectively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of the 

three loose groups of poets mentioned above so far as Hong Kong urban 

poetry in the 1970s is concerned. 
 
Keywords: Hong Kong literature, urban poetry, realism, poetics of 

everyday life, Leung Ping-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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