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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作為一種方法： 

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 
——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 

劉淑貞* 

【提要】 

本文嘗試從韓麗珠的個案裡，拉出一條以「消失」為主軸的核

心命題，詮釋九七後香港「我城書寫」的轉折。韓麗珠（1978–）

的寫作始終關注九七後「香港」城市空間地景的消失變遷，展現此

城內部的匱缺本質。她將這種匱缺和香港長年作為殖民地的精神結

構，以及中國在九七回歸後的政治治理後果進行連結，並提出批判。

而近年的反送中運動（2019–2020）可視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對自

身歷史性債務的一次性爆發。韓麗珠亦在運動的最前沿寫下即時性

的作品《黑日》與《半蝕》。她將香港在反送中運動之後的情境托

擬為佛家的「中陰身」，指出香港的現況乃是一切皆消亡後、卻還

沒有「投胎」的「中陰地帶」。她在書中反覆提及「業力」與「債

務」的概念，指出「消失」、「死亡」雖是一種歷史的必然，然而

人的意志、選擇、決定，每時每刻所造就的「業」，才是真正能用

以影響、直面歷史與國家暴力匱乏的本質、使人重建自身家園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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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這也正是建構在認知到「消失」、「匱乏」乃是殖民地歷史

之必然，從而否定性地自空缺的廢墟裡尋回自身主體性的一種方

式。在這個意義上，韓麗珠踩踏出了一條突破阿巴斯「消失的政治」

中所產生的「逆向幻覺」，找到一種以「消失作為方法」、直面香

港歷史與現實的路徑。 

 
關鍵詞：匱缺 消失的政治 香港認同 反送中運動 再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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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後九七的「我城」焦慮 

自 1975 年西西的《我城》開始在《快報》上連載以來，「我城」

已然成為香港七〇年代以降最常用以自我指涉、確認自身身份意識的一

個詞彙。學者陳潔儀曾細緻地爬梳了《我城》自 1979 年出版以來，如

何在相對較短的「香港文學史」中，被一代代的讀者與作者不斷地重估、

引典（allusion），鍛鑄其成為一種文化語碼（cultural code）。1 陳潔

儀敏銳地觀察到：「我城」一詞在香港大量的文本書寫中，被多次引用、

再現與重寫，並不盡只是一種不斷從「原典」轉出新義的「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過程而已。她以拉丁美洲「立根小說」（foundational 

fiction）的概念來定位西西的《我城》——彷彿從《我城》播下的根莖

開始，以「香港」這座「城市」作為主要對象的書寫，遂開枝散葉成為

香港文學史自《我城》以降最重要的一支書寫主流：董啟章的《地圖集》

（1997）、《V 城繁勝錄》（1998）、《博物誌》（2012）、梁偉洛《鯨

魚之城》（2009）、潘國靈《傷城記》（1998）、韓麗珠與謝曉虹的《雙

城辭典》……等等，皆是圍繞著「我城香港」旋轉而增生的一種城市書

寫。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是「我城」的一種覆寫、重寫或改寫。而有

意思的是，這些書寫有絕大部分或完成於九七回歸前後，或深受九七回

歸這條時間線的驅動，彷彿回歸將帶來「我城」新的城市天際線，因而

需要一再地重新為其定錨、描摹輪廓。 

這個現象和「九七回歸」為香港所帶來的身分認同焦慮，顯然有不

可分割的關係。2 著名的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在九〇年代對

                                                 
1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 8 期（2008 年 12 月），

頁 231-253。 
2  陳潔儀帶入王德威論述香港文學的三個階段：從「傾城」、「我城」到回歸後的「失城」，

指出《我城》早已是香港文學史上用以建立身份意識的一座重要地標。在這條香港文學的

故事線軸上，它像一本紀念碑式的小說，供「失城」之後的讀者不斷憑弔，也供創作者反

覆續寫與改寫，尤其在九七之後的回歸十年裡，「我城」意象被新一代的寫作者反覆地挪

用入文，成為香港城鎮系列書寫的重要起點，也是香港文學用以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堅



．東海中文學報． 

 

 ．78．

回歸前後的香港提出「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的概

念，3 可說相當精準地揭露了香港作為一複雜文化身份長期以來的內在

隱憂。阿巴斯認為，香港的城市空間長期處在一種高強度的觀光商業情

境中，具差異化的本土空間長期受到資本主義的收編，成為單一而無差

別的商業利益空間，這將使得香港成為一「無時間感（timeless）」與

「無地方感（placeless）」的城市。其中，「消失」與「匱乏」正是這

座城市的核心本質。4  

阿巴斯的這個論述看似和一般西方學界談論城市現代性的理論並

無二致，然而，他的突出之處，正在於他將「九七回歸」的這條難以忽

略的、獨屬於香港政治現實的時間界線，帶入了這個論述的核心，從而

竟使得香港的城市現代性有了歷史與政治的縱深。阿巴斯指出香港的高

度資本主義化現象，其徵狀源頭乃在於政治上長期以來的缺乏歸屬，他

認為香港人對九七回歸之前早已存在的香港文化普遍視而不見，一直到

1984 年中英聯合聲明簽署、1989 年中國發生天安門事件，這一雙重創

傷終致使香港人民對將臨的 1997 回歸大限感到無比焦慮，香港文化遂

才在這種情境下現形（appear）；而弔詭的是，這個「現形」乃是矛盾

地來自於對「九七回歸」的一種「消失」的焦慮。阿巴斯將此稱之為「逆

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5 ——彷彿對「香港」的掌握，必須

透過「消失」的恐懼才能逆向式地使之現形（如同一種幻覺）。阿巴斯

的洞見顯然並非空穴來風，香港作家查映嵐就指出，九〇年代的香港在

這種消失的焦慮之下，「在九七關口前，眾多藝術家試圖在過去中找尋

本土性的能指，特別關注新近過去的回憶和生活經驗，攝影成為表現喪

失的焦慮的重要媒介。」6 她也指出回歸前的文學創作者亦著眼於香港

                                                                                                                      
實地基。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 8 期，頁 231-253。 

3  標線為作者所加，劃記以示重點。以下出現底部標線皆同。 
4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73-76. 
5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111-140. 
6  查映嵐：「王禾璧自八十年代起便拍攝將被拆毀的建築空間，例如般咸道的余園，《荔園》

攝影計劃既是一貫實踐的延續，也是以荔園象徵將被抹消的本土文化身份。」見查映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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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有的城市空間行將「消失」的焦慮預感，出現了大量對城市佚失中的

地景難以把握的描寫，如西西《飛氈》（1995）中消失的「肥土鎮」，

或董啟章《永盛街興衰史》（1995）：「不久之後，這幢房子便要化為

瓦礫。那將會是一九九五年十二月的某一天。永盛街無能苟延至一九九

七年了。但這又有甚麼值得惋惜？很快這裡便會高高拔起另一幢更能象

徵這個時代轉折的中資商業大廈」；「永盛街根本就不曾存在，它只是

你嫲嫲的夢。」7  

董啟章寫於 1995 年的這段話，悲觀地預示了「我城」在九七回歸

之後無可遁逃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收編的無出路感，同時也見證了一種

「消失的預感」——彷彿「消失」尚未來臨，它已然「失去」，乃至需

要宣稱「永盛街根本不存在」——只是你嫲嫲的夢。」在某種意義上，

《永盛街興衰史》其實相當具體地示範了九七前後香港「我城書寫」的

一種路線，那即是以「消失」作為方法，去回應九七回歸後那不可承受

的失城時刻。8  

換言之，「九七回歸」作為香港「我城」書寫的一波高峰，以其政

治環境的劇烈變動，其實改寫了《我城》以後、自西西以來一種對城市

共同體的感覺結構。如同何福仁對《我城》一書所指出的： 

《我城》的眾我，是對這平凡、大眾的肯定，一種出於對群體的

「同命感」；又同時意識到自身與環境的困限，這個我，置身在

各樣的人際關係中、城裡城外各種環境裡，不過是群體裡的一號，

                                                                                                                      
〈城市在烈日下消融︰文美桃與消失症候群〉，「虛詞」，2019 年 1 月 3 日，

https://p-articles.com/critics/98.html.，（瀏覽時間：2022 年 1 月 17 日）。 
7  這是查映嵐的評論，見查映嵐，〈城市在烈日下消融︰文美桃與消失症候群〉，「虛詞」，

2019 年 1 月 3 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98.html.，（瀏覽時間：2022 年 1 月 17 日）。

類似的說法也可見陳智德，〈「回歸」的文化焦慮——一九九五年的《今天．香港文化專

輯》與二〇〇七年的《今天．香港十年》〉，《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

（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514。 
8  「失城」這個說法乃來自王德威對香港文學史三個階段的區分：王德威將香港文學史自 1940

年以來的三個階段命名為：傾城、我城、失城。見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說新論》（臺北：麥田出版，1998），頁

27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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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什麼了不起。必須謙虛地學習，要改善環境，就得從改進自

我出發，踏實虔誠，彼此協心，才能眾志成城。然則這樣的我，

平凡裡已見不平凡。所以書名《我城》，而不是《我們的城》。9  

何福仁認為，西西的《我城》肯定了「眾我」之中每一個單一的「我」，

這個「我」就如同《我城》裡時時移動、需改變固定視點的敘述者，必

須時時察覺生存情境的瞬息變動，彷彿生於「香港」此地，就必然共同

承擔其前程命運——「一種出於對群體的『同命感』；又意識到自身與

環境的困陷。」以成就這一全景式的、立體如同複眼的「眾我」。如此之

「我」因缺一不可，故無法被簡單地集合泛指成為「我們的城」，而只

能以「我城」指稱之。何福仁意味深長地以《我城》這種類長卷式的閱

讀方式，暗示香港流動的身世與複雜的組成，書中每個遭遇的人物故事，

都寄寓過彼時彼地的「香港」，他們不是固著不動的；他們攜帶自己的

歷史與身世進到城中，某日也可能攜帶此城的故事離開。如同 1975 年

《我城》提筆之際，其實此城的命運未卜。 

何福仁對《我城》的詮釋，某種意義上提示了《我城》書寫時的當

下情境，其實仍保留予香港的前程命運一種寬綽餘裕的空間，仍有變造

與發明的可能。書中當然也觸及那遠在 1997 之後的「中國問題」，也

就是「回歸」之後的一種「本源」問題（「中國」作為「回歸」的母國——）。

但《我城》顯然拒絕將其歷史化，而是不斷以城市中各個空間的穿梭與

遊走，作為一種對本源的逃逸。10 然而，九七回歸前後的「我城」書

寫卻顯然失去了此種逃逸、變造或發明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作為

噩夢之預感的「消失」——大量的匱乏之感，成為「我城」書寫的前提，

在這個意義上，它甚至侵吞了小說作為一種故事的可能性，因為故事也

在「消失」中。換句話說，香港的「我城書寫」在九七回歸前後顯然歷

                                                 
9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讀法〉，收入西西，《我城》（臺北：允晨文化，1989），頁

228。 
10  這個部分將在下一節談及韓麗珠的「我城」書寫策略時，有較為詳細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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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了一種內在根本性上的轉折。其中，我認為生於 1978 年的香港作家

韓麗珠，是這批以「消失」／「匱乏」作為書寫驅力的作者中，將其實

踐得最為徹底、甚至從這種由「消失」所引發的空缺中，踩踏出一條以

「消失作為方法」的批判性路徑的寫作者。 

韓麗珠的成名甚早。她的第一部小說《輸水管森林》出版於回歸後

隔年（1998），11 可說直面了九七之後香港城市地景的變貌，與中國

國家資本主義大舉進入、改造香港城際輪廓與感覺結構的現場。此後韓

麗珠的小說書寫幾乎沒有離開「香港」這個主題——儘管她的小說很少

直接和「香港」的本土意象進行連結，也極少將小說中的空間地景直接

指稱為「香港」；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將「香港」陌生化的疏離技術——

圍繞著城市中個體與空間的陌異化，無有出路的生產循環體系，零件化

的人際關係，幾乎是卡夫卡式的現代主義東方之珠版本。然而，韓麗珠

顯然並不僅僅停留在刻劃這種城市快速變遷的「消失」而已。寫於九七

後的《風箏家族》、《離心帶》、《失去洞穴》等作品，就不諱言將這

種陌異化的城市地景空間，與其背後所主導的政治性因素（尤其是中國）

進行一種批判性的連結。到了《縫身》，更以一種卡夫卡式的寓言，暗

示九七回歸後中國因素強力介入香港、抹煞香港本土空間與城市身體，

並且嘗試和香港進行強硬縫合的慾望。 

本文認為，韓麗珠寫作中的這種大規模的「匱缺」，正折射出九七

回歸後香港曲折複雜的自我認同路徑，並且進一步地指涉出回歸後的香

港，與作為母國的「中國」之間，矛盾且難以縫合的關係。前者涉及到

香港百年以來流轉於各政權的統治之間、「借來」之感充斥於其自我認

同的精神結構之中，一切可見與不可見的，都處在一種必然的消失之

中，以致香港的自我認同常有既不屬於英國、也不屬於中國的雙重否定

之感——如同陳智德所言，香港的本土認同正是在這種「匱缺」之中否

                                                 
11  韓麗珠，《輸水管森林》（香港：普普叢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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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地被建構起來。12 九七回歸並沒有消除這種香港精神結構中的「匱

缺」之感，恰恰相反地，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高度介入，剷除香港的城

市空間，反而使這種「匱缺」、「消失」之感，更被強化成為香港自我

認同的核心。而後者——九七回歸後的中國之於香港，顯然並沒有解決

香港這種自我認同上的匱缺問題。如同長年研究香港的學者周蕾所指出

的，香港脫離英國租借、回歸中國政府，這一事件本身就難以西方後殖

民論述中的解殖概念來加以詮釋。周蕾甚至問：「它要我們想到：應該

如何去討論一個被逼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地區？特別因為這個『祖國』

與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樣地施行帝國主義政策的？」13 周蕾的論點暗示

著她將「九七回歸」視為是中國對香港的「再殖民」，而非解殖。換言

之，九七之後，香港的「殖民地時間」其實仍未結束，而是以一種被「包

括在外」的方式，作為中國政府遂行國家資本主義的前哨城市。周蕾指

出，西方後殖民國家在解殖之際，為了去殖民化，往往會尋求母國文化

的本源，以本源化作為抵抗殖民他者的內在支柱。然而，香港在九七回

歸後的去殖民之路顯然無法循此路徑——如果中國與香港在九七後實

則是進入一種「再殖民」關係；而九七回歸後的香港若要（在北京政府

的陰影下）重新建構自身的認同，也就勢必懸宕其「本源」，而置換以

「匱缺」，來界定自身的歷史性主體，嘗試認同「匱缺」、「消失」、

「失去」等概念，就是自身主體的重要內核。 

本文認為，韓麗珠是這條「以消失作為方法」、重新尋回香港主體

性的路徑，相當典型而具示範性意義的個案。九七回歸以後，韓麗珠的

寫作始終關注「香港」這座城市空間、地景與人文的消失變遷，並藉由

符號化的技術，展現此城內部的匱缺本質。韓麗珠將這種匱缺和香港長

年作為殖民地的精神結構，以及中國在九七回歸後的政治治理後果進行

                                                 
12  陳智德的《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中的兩篇導論，對香港這種悖反性的

自我認同路徑，有十分細緻的論述，本文也將於第三節處對此有較為詳細的評述與延伸。

詳見第三節。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頁 514。 
13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年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收入《寫在家國以外》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 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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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並提出寓言性的批判。而近年的反送中運動（2019–2020）可視

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對自身歷史性債務的一次性爆發。韓麗珠亦在運動

的最前沿寫下即時性的文字《黑日》與《半蝕》。值得留意的是，這兩

部前後寫於香港與中國對峙情況最為嚴峻時期的作品，韓麗珠反而對

「暴力」、「暴政」進行一種結構性的爬梳，最終帶領讀者共同逼臨歷

史空無的深淵，洞見了國家暴政的虛空本質，以及人的有限與無限。尤

其是《半蝕》，此書寫於反送中運動的後期，以及國安法通過前夕，書

中不斷探問香港是否真的已死？韓麗珠將香港在反送中運動之後的情

境托擬為佛家的「中陰身」，而這個處在轉生途中、肉身「消失」的「香

港」，究竟該如何指認自己？並且進一步辨識出「我城」？那又會是一

座怎樣的「我城」？ 

本文認為，對「消失」這一存在於香港精神結構內部的概念的掌握，

將是理解後九七世代香港「我城」書寫的一條重要取徑。這一關鍵詞，

一方面具體呈現了香港長期以來存在於自身精神結構中的匱缺之感，在

九七回歸以後甚至表現得更為加劇；另一方面，它也和香港自身本土意

識與自我認同中的否定性邏輯，存在著親密而隱晦的連結。換句話說，

「消失」或許也是回歸後的香港，用以尋回自身「究竟是誰」、尋回「我

城」的一種悖論式的方法。本文將圍繞韓麗珠寫於九七後的作品，分為

三部分來進行推展。首先討論韓麗珠書寫中最直接的主題：城市空間的

消失與人事物的陌異化，如《風箏家族》、《離心帶》、《失去洞穴》

等作品，探討她如何以「消失」／「失去」作為重寫她的「我城」的路

徑。其次，將進一步討論這種已成城市常態的「消失」，和香港長期以

來「我城」的自我身分認同與本土意識將存在何種連結？在韓麗珠的小

說寫作如《縫身》、《雙城辭典》中，又展現為何種形式？並以此延伸

至韓麗珠近年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的兩部回應作品《黑日》、《半蝕》，

可看出「消失」如何演化、逐漸成為一種回應香港歷史與現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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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失、空缺、匱乏：重寫「我城」的方法 

從 1998 年第一部小說《輸水管森林》起，韓麗珠的寫作主題可說

完全圍繞在「香港」這座城市回歸後的各種變異，尤其是城市空間的退

縮與消失。這其實並不是韓麗珠獨有的書寫主題。回顧九七後的香港書

寫，包括潘國靈、謝曉虹、梁偉洛等人，皆有以此為題的寫作。這自和

香港主權在 1997 年移交予中國以後所產生的劇變擺脫不了關係。由於

九七後的特區政府將香港定位為「亞洲世界城市」，促使香港在回歸後

更為加速地和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脈動合流，趨向一個高度資本主義化

的城市型態。其中，城市空間主權的讓渡成為首當其衝的命題。2006

年香港政府在填海造陸工程中欲拆除有四十九年歷史的天星碼頭而引

發一連串的抗議運動，是香港社會關注城市空間主權的一個重要的開

始：「隨後數年，一連串以保護歷史建築以及反對現行城市發展模式為

主軸的社會運動陸續展開，無不引起香港青年作家再思持續發展資本主

義是否『我城』未來的惟一可能。這些重大社會事件及城市景觀急遽變

改帶來的衝擊，在『後九七香港青年作家』的個人經驗中留下不能磨滅

的印記，形塑了他們的『情感結構』。」14  

2006 年的天星碼頭抗議運動顯然並非突生，而是回歸後城市治理

愈趨緊縮的一種長期結果。15 這些政治性的後果，當然引起了九七後

香港社會的一種反彈，也促使文化工作者意識到香港的變異。鄒文律以

天星碼頭抗爭前一年、由香港藝術中心所舉辦的「i-city Festival 2005」

                                                 
14  鄒文律，〈《i－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論「後九七青年作家」的情

感結構〉，《人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2017 年 12 月），頁 220。 
15  鄒文律：「香港經歷 1997 年主權移交，以及資本在後九七時期持續塑造香港的城市空間，

對城市景觀不斷進行『建設性摧毀』（市區重建）；人口增長的同時，城市空間亦經歷『士

紳化』（gentrification），重建區域的房地產價格和租金不斷躍升。香港人在高度資本主義

面前，要麼被塑造成有用的『勞動身體』，要麼被置於無用之列。這些重大變化無疑衝擊

了新一代的生活與感受，在後九七時空形成屬於他們的『情感結構』。」見鄒文律，〈《i
－城志．我城 05》的城市及身體空間書寫——兼論「後九七青年作家」的情感結構〉，《人

文中國學報》第 25 期，頁 19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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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項目為例，指出這一以各種創作媒材、將《我城》進一步加以覆寫、

重寫為「i-city」的行動，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二十一世紀初資本主義

如何重塑／重寫《我城》的一種新版本。其中，潘國靈與謝曉虹所各自

寫出的《我城 05》皆沿用了西西《我城》原版的人物，然而其筆下所

重新繪製的「i 城」卻已然是一個深受資本主義侵入的城市空間，非但

分隔出不同社會階層的空間，同時也充分揭露空間本身的商品化與消費

化。 

2005 年的《i-城志》的企劃精神，顯然和阿巴斯所論述的、香港在

臨近九七回歸前的九〇年代所刮起的一股因回歸而開展的「消失的政

治」有所承繼。它反射出香港長期處在一種「殖民地」、「租界」、「歸

還」等租賃話語與借貸心理的不安預期，以致所有此時此刻的城市現

場，其實都自帶一種「消失的預感」。然而，《i-城志》和九七前董啟

章《永盛街興衰史》等一類仍帶著某種感傷的懷舊基調的作品，也有著

完全不同的差異面向——2005 年香港藝術中心將這個一個（小寫的）

符號「i」；再也沒有一個「我」可供城市用以自我指認、辨識，安置

身世。換句話說，「我城」從那仍可供「自我」緬想、懷舊與棲居的城

市，被置換成一個符號化的、空缺的「i 城」。 

這種全面性的「消失」／「空缺」，取消了城市空間作為一種懷舊

的可能——沒有「過去」可供逃逸與躲藏，只有空空的、沒有出路的「現

在」，正是韓麗珠九七後的書寫裡最重要也最顯著的特徵，幾乎貫穿她

迄今為止的所有小說作品。寫於 1998 年的《輸水管森林》，小說裡已

不見九七回歸之前香港作家普遍以追憶、懷舊筆觸重寫「我城」的情懷，

相反地，在《輸水管森林》裡，韓麗珠以一種極為冷調疏離的聲腔，連

結城市的輸水管系統和人體循環管線的隱喻，與其說這些小說是「故

事」，毋寧更接近一種「迷宮」。彷彿從城市的任一自來水管都可以進

入、連通——故而它其實是取消了「歷史」的概念的。如同作家董啟章

所指出的：「她的小說幾乎都沒有結局。反過來說，也沒有開始。隨意



．東海中文學報． 

 

 ．86．

從一點進入，從另一點出來，結果可能也差不多。」16  

董啟章的說法為韓麗珠的小說和她的前行世代做出了相當精確的

分野。她的小說非但取消了「香港」明確的地名指涉，取而代之的是大

量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城市的「空間」：商場、醫院、地下鐵、公寓、大

廈……並且，在這些迷宮般的街衢空間裡，她所開展的小說往往也總只

是一個空間中的情境，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小說）情節，缺乏一種因果

推進的小說動能。彷彿每個情境都是一個可以被單獨擷取出來的片刻。

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故它們當然沒有「過去」可供緬懷。這並不是說

韓麗珠以香港為題的小說就從不涉及香港的過往，她當然也處理城市地

景的變換與消失。在《雙城辭典》、《失去洞穴》、《離心帶》等作品

裡，韓就曾以許多篇章來處理香港造海填陸、政權轉移、觀光事業發

展……等等，進而造成城市的景觀變易的命題。但處理這種「消失」的

手法，卻是將其代入一種寓言式的陌異情境，而非是對真實逝去之物或

年代的紀實書寫。如《雙城辭典》裡的〈拾遺〉、〈木偶〉等篇章，以

近似寓言的詞條，虛構式地標記出「香港」此城在各個年代的某種側寫：

「拾遺：六〇年代中期，第九城政府為了舒緩人口過剩問題而實施的

政策——每個家庭最多只能生養九個孩子。第十名或以後的孩子出生

後必須立即送到指定的超額收容中心（俗稱『拾遺地點』），等候處

理。」17 ；「九〇年代中期，第八城的木偶仍未被旅遊雜誌廣泛報導

而為人熟知，致令各地遊人慕名前來。……幾年後，『木偶配售店』成

為了第八城的旅遊熱點，箇中的原因，並非僅僅是那男人製作木偶的精

湛技藝，而是鄰近的第十四城那長時間勞動的工作模式，使居民缺乏結

識對象的閒暇。」18  

〈木偶〉與〈拾遺〉的故事性其實非常淡薄。它以寓言的形式，指

                                                 
16  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與充實〉，收入韓麗珠，《風箏家族》（臺

北：聯合文學，2008），頁 7。 
17  韓麗珠，〈拾遺〉，收入《雙城辭典》（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40。 
18  韓麗珠，〈木偶〉，收入《雙城辭典》，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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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了城市高度發展的過程中，或是因為勞動而無暇顧及情感生活、尋覓

配偶的人，最後只能到第八城來尋找一個用木頭雕成的木偶；或是撿拾

他人所遺棄的嬰兒、將之高價出售的人口投資販賣者。這些看來荒謬的

城市寓言，在韓麗珠的小說中比比皆是。即使是在寫作題材上最接近香

港城市發展之現實的《失去洞穴》，她也調度了類似的手法：〈渡海〉

以一位渡海者的寓言寫香港回歸十年造陸填海、偷渡者與倖存者的現實

經驗，小說中的「海」既充滿逃生意味、同時也具有囚禁性質的暗示。

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如此具有現實指涉的材料，在韓麗珠的小說裡，人

物與情節似乎並不是重點，她也並不著意於那些事件之間的「因果」；

當渡海者「凡」坐在午休時間擁擠的食店裡觀看街上的人潮，滂沱的大

雨使得路人的臉孔看起來像是那些海中游泳的人，「凡」的體悟是： 

他們扭曲的臉容，使凡想起在海的中央徒勞地呼救的人。他因此

更肯定，時間從來並非線性前行，而是撞擊後隨著偶發的因素散

落各處的碎片。他往往可以透過一塊碎片，照見另一塊碎片中的

自己，他感到，自己其實只是活在無數的折射之中。19  

韓麗珠的「我城」顯然是一個由破碎的「我」拼貼而成的城市。小說中

的敘述者透過「折射」才能映照出「自己」的臉孔——碎片化的、缺乏

因果鏈結下的「我」。基本上，是以主體陌異化的方式處理了城市發展

過程中的異化。換句話說，對韓麗珠而言，這些「消失的過去」似乎只

是城市發展的一個過程，她取消了其中對於一種懷舊、鄉愁的可能，而

將之描繪成一種變異的過程。連續性的時間感在其中消失了（因此它缺

乏情節的演進）。朝向「過去」時間逃逸的可能性亦不存在（因而它也

並不「抒情」）。她的小說的主要組成並非「情節」，而是無數斷裂的「情

境」——每個「情境」都指向一種異化過程中的「當下」，因此，那些

城市地景裡的「消失」，在韓麗珠的小說裡並不是一種城市發展中的「失

                                                 
19  韓麗珠，〈渡海〉，收入《失去洞穴》（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5），頁 13。 



．東海中文學報． 

 

 ．88．

去」，而是一種「空缺」，彷彿是城市與生俱來的一種匱乏感。誰都可以

被放進來填補，誰也都可以從這個故事裡被拔除。換言之，這其實是一

個符號世界。沒有非誰不可的人物或情節，一切是填補式的。 

韓麗珠的這種寫作看似和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以來的西方現代

主義作品並無二致；在西方任何一個現代化達到一定進程的城市裡，都

可能出現這樣疏離、匱乏且充滿陌異色彩的作品，描摹人在其中的異

化。然而，在韓麗珠的作品裡，這些匱乏、疏離與陌異化，似乎都可以

找到一種來自外力介入性的創傷根源，而非僅僅只是一種現代性城市的

內化創傷。董啟章將韓麗珠小說中的這種匱缺感歸因於香港這座城市資

本主義的商業空間與生產結構。20 然而，韓的意圖顯然不僅於此。比

如同樣描寫城市中這種填補式的、充滿斷裂感與填塞性的符號世界，在

《風箏家族》的短篇〈壞腦袋〉裡，韓麗珠著力描寫的，反而是這種替

補過程的裂縫裡，個體的自我意識如何經由空間的變異、縮減、縫合或

過渡，而歷經一種被規訓、壓抑的過程。〈壞腦袋〉裡，小說描述一個

偷渡來到 Y 城的主角「白」，如何在被放置進入一個無差別的、充滿

高度重複性的城市空間，逐漸將自我的意識閹割給與他人共享的公共空

間： 

當我對她說，那氣味真噁心，她總是回答，忘記你的鼻子。其實

我無法忍受的是，當我把自己關在洗手間內，在門外等候的長長

的隊伍，全都是陌生的人，他們在談笑，抽菸或吹口哨。我母便

說：忘掉你的身體和所有的祕密。那天我從洗手間回到家裡，決

心要跟母親說清楚，我再不能容忍，要跟大廈的陌生人分享同一

個洗手間，而不是像這世上大部分的人，擁有自己的洗手間．要

命的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他們再也不是陌生者，我們的關係已

經在公共洗手間無法挽回地展開。……只是我母她說：「忘掉你

                                                 
20  董啟章，〈「自然懼怕真空」——寫作的虛無與充實〉，收入韓麗珠，《風箏家族》，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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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21  

「白」進入 Y 城（香港）擁擠的城市空間，被母親告誡必須「忘掉自

己」，抹煞腦袋中的一切記憶與意識，讓他人的表情與氣味進駐自己的

身體，才能獲得活下去的生存空間。在小說裡，「白」意識到自我以外

的每個「他人」都是無差別的：「……車廂內的人迅速湧上來爭奪番茄，

跟一堆沒法驅趕的螞蟻沒有分別。但那時我甚至忘記了他們、忘記了呼

吸、忘記了他們的生命、忘記了自己的生命、忘記了味道、忘記了恐懼、

忘記了死亡。」22 甚至「自我」其實也是這無差別化的「他人」之一；

於是一切的記憶也都是無意義的：「過去了的事情，還是忘記吧。昨天

對今天沒有意義，今天對明天也沒有意義」23 ；「他的母親說得沒錯。

無論你走到哪裡，也會發現世界沒有多大的不同。無論你在什麼地方，

都只能忍受。」24  

換句話說，在這個被壓縮為一則卡夫卡式的變形寓言體的故事裡，

一旦將之還原至它的現實現場「香港」，進行「解壓縮」，我們將會驚

異地發現這則故事並不如它的寓言體表面所呈現的疏離與冷冽，而恰恰

相反地，它其實是一則香港的政治現實故事——偷渡來港的 Y 被放置

進無差異化的香港商場。在這個九七後被大規模收編、發展為高度資本

主義空間的城市現場裡，Y 的個體性必須被壓抑、削減，成為無差別的

「他人」。在這篇小說裡，韓麗珠精準地以一種零件化的結構，摹寫出

中國政府隱藏在資本主義的面具底下，將極權統治的政治治理，佈局、

遮掩於香港的資本主義城市結構之中。 

類似的書寫，在雨傘運動前後的《離心帶》（2013）與《失去洞穴》

（2015）有著更為顯著的表現。這兩部小說的寫作雖然仍圍繞著「失

                                                 
21  韓麗珠，〈壞腦袋〉，收入《風箏家族》，頁 24。 
22  同上註，頁 26。 
23  同上註。 
24  同上註，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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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消失」與「匱乏」的命題，但顯然有更強烈的政治性指涉，揭

露其背後的現實結構性癥結。以《離心帶》為例，小說裡的〈飄蕩〉同

樣以城市中流行起來的怪病「飄蕩症」作為主軸，這些「飄蕩者」的病

症是「判別事物的準則變得不確定，方向感會出現障礙，有時候，甚至

不知道，想要走的路究竟在哪裡，然後身體會愈來愈輕，雖然重量並沒

有一點改變，但可以感到，內裡一些重要的東西，那用以維持平衡和重

心的元素，正在一點一點地流失。……直至某一刻，身體終於不受控制

地飄起來。」25 「飄蕩症」患者和韓麗珠過去小說中所描繪的、不斷

丟失記憶或身體的角色類似，都暗指香港這座城市生活的無根與匱乏。

然而，不同於以往大多數的篇章，韓麗珠為這篇小說提示了一個極具現

實感的背景：「執法者」來到街道上，出示工作證（挾卡夫卡式的「法」

的效力），掃除那些在街道上賣藝的人。城市街道在執法者的掃蕩下面

目全非，而城市裡的居民多罹患這種飄蕩的疾病，無法紮根於街道的地

面。在某種意義上來說，〈飄盪〉其實是一篇政治性寓言，指涉著香港

回歸十年的政治現實。另一篇〈失去洞穴〉則是一個和政府收編土地、

遷村計畫有關的故事。小說中的主角「平原」不願離開這個即將消失的、

充滿記憶的地方： 

他的父母接受了賠償的安排，遷出村子的那天，他走在他們身後，

替他們挽著巨大而異常沉重的行李，送他們到村口，父親突然回

過頭來，彷彿終於無法忍耐般憤懣地責問他：「為什麼還要留在

這裡？這個終將消失的地方。」26  

〈失去洞穴〉同樣處理城市空間的退縮與消失，然而，它卻不是一

篇僅僅只處理「消失」的匱乏情境的小說。小說裡，同意遷村的父親與

決定留下的兒子的衝突，是韓麗珠小說中少見以衝突製造的情節高潮，

它折射著這一衝突背後的權力機制與現實成因。換句話說，在《離心帶》

                                                 
25  韓麗珠，〈飄蕩〉，收入《離心帶》（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3），頁 17。 
26  韓麗珠，〈失去洞穴〉，收入《失去洞穴》，頁 48。 



．「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 

 

 ．91．

與《失去洞穴》裡，韓麗珠為我們揭示了其小說裡長期顯現的這種「匱

缺」之感，並不僅僅只是來自於「香港」作為現代性城市資本主義體制

下的一種物理性後果而已，而是它的整個現代性城市本身，就是一種政

治治理的殘餘。韓麗珠的小說寫於九七回歸之後，她所專注摹寫的「我

城」本身即是一種後九七時代被政權轉移介入後所變形、異化的「香

港」。也因此，無論是城市地景的消失，抑或記憶肌理的強迫性消除，

都隱隱然指向其背後一個更為龐大的政權體制，強硬介入原有的記憶系

統後，所連帶引發的排除、替補效應，如〈失去洞穴〉裡發出土地沒收

通知書的「土地管理局」，抑或是〈飄盪〉裡制定街道條例的「執法者」。

有意思的是，在《離心帶》與《失去洞穴》裡，即使如此顯著——「執

法者」的現實指涉當然就是不斷造陸填海、掏空香港城市空間的中國政

府；然而，小說仍使用一種寓言的空殼套住了這個現實，使這個現實指

涉更接近一種對結構性本身的控訴，而非指向單一特定的政治對象。韓

的書寫企圖似乎並不僅僅只是和現實中的政治霸權進行對話？她藉小

說書寫所欲直面的，或是一種結構性上的執法者？而她的對話對象，或

許更是香港歷史中更迭易主的殖民結構本身。 

三、匱缺的共通體：九七後的「我城」本土認同 

我認為這種遍佈覆蓋在韓麗珠小說地表的「匱缺」與「填補」，某

種意義上，正是香港這座城市長年以來飄忽的殖民地身世與無根的身分

認同的一種徵狀。與其說韓麗珠所書寫的是一種「香港故事」或「我城

敘事」，更準確地說，她其實書寫的是一種「我城」的精神創傷結構。

這個結構根源於香港自 1841 年開埠以來，其所有權多次流轉於大清、

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殖民、租借與回歸等詞彙根植於香港的精

神結構之中——彷彿每個時期或每個當下都懷揣著「此刻」不屬於自己

的惘惘威脅。而在跨過了九七回歸線之後，這種「每個此刻皆不屬於自

己」的匱缺之感，非但沒有因為回歸而獲得解決，反而更為加劇，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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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變現成為香港此時此刻的現實。換言之，「九七回歸」招喚來的，是

作為香港殖民地身世的謎底：香港的現實就是匱缺本身。 

換言之，即使在九七之後，漫長的、無根的殖民地歷史，早已是香

港自我指認時的一種能指；這個能指所指涉的，是一種匱缺的、不斷消

失、變動的「香港」，它一方面受制於現代性城市的快速汰洗與發展，

彷彿每個當下都可拋擲；一方面它缺乏穩定的、來自香港人民意志的政

治主權，而流轉在殖民政權之間。如同阿巴斯所言，香港「消失的政治」

並非僅僅只是一種資本主義高度發展的結果，而是一種歷史性的創傷後

果，是香港自我指認的路徑之一；換句話說，它其實也是一種香港的自

我認同方法。有意思的是，這種根源於「匱缺」、「消失」而建構起來

的自我認同，是曲折地以一種否定性的邏輯來進行運作。如同香港學者

陳智德所指出的，受制於百年來複雜的殖民地歷史，香港長久以來難以

擺脫「借來的地方，借來的時間」之感，這使得香港的「本土認同」在

精神結構上有著十分複雜的一種內在周折。陳智德指出，四、五〇年代

隨中國大陸的政權易轉，內地學者如唐君毅、錢穆等學人南來香港興

學，多強調文化傳承與家國之思，藉以抗衡殖民地的無根。加以五〇年

代中國文革種種的「割斷」運動，香港作為中國文化的一種接續之地，

顯然只是這批南來學者的一個離散中繼站，並沒有發展本地認同的意

圖。然而，卻也正是因為這種「非本土」的、特別強調香港作為一種中

國「失去的國土」之認同的文化思潮，進入六〇年代以後，反而觸發了

香港本地青年在反思這種來自中國母國的國族認同之際，也同時站在香

港本土的位置，思索自身認同的立場，進而進一步發現身份認同上的危

機及這種「雙重不可能」——既不可能是「中國」、也不可能是「英國」。

這條軌跡顯示香港本土意識的發展，不是單純地只是從無到有的過程，

而是建立在一再地自我否定、質疑、進而尋找某種獨屬於香港本土認同

的過程。27  

                                                 
27  見陳智德，〈導論一：本土及其背面〉，收入《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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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德相當細緻地考究了五〇年代乃至七〇年代，香港本土意識如

何反覆在身份認同的自我貶抑、游移與矛盾中被確立起來。他指出，香

港的本土意識「不是簡單地由無到有或由弱轉強的過程」28、「本土與

非本土，並非一個如硬幣正反面對立的轉變，實存在更複雜的辯證。」

29 這個定義看起來曲折曖昧，卻也極為務實地切合進香港複雜重層的

歷史情境。陳借用邱貴芬用以談論臺灣文學「在地性」的論述框架，30 

指出同樣有過殖民地歷史的香港，其本土意識的成形，亦是一種「根與

路徑（roots／routes）」流佈增生的糾結關係，31 進而以此提出影響香

港文學發展的兩組關鍵詞：「流動」（flows）與「根著」（rootedness）。

前者來自香港特殊的移民、離散、遷徙、放逐等特質，以及其所牽動的

文化上的交流、翻譯與轉化等。而後者則是建立在殖民地失根的歷史現

實之下，所引發的一種對「根著」的慾望驅力。32  

值得注意的是，陳智德以「根與路徑」之說論香港本土意識的誕生，

在這個觀點裡，作為「本源之根」的「中國」，在香港的政治現實裡本

來即是佚失的；相對於空缺的「本源」，他更強調的是離散情境下的「靈

根」如何在香港土地「自植」的問題。由這個論述脈絡可知，香港「本

土意識」起先來自於一種先天的匱乏感，它非但起自一種殖民地對殖民

                                                                                                                      
（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35-67。 

28  同上註，頁 63。 
29  陳智德，〈導論二：流動與根著〉，收入《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

頁 71。 
30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臺灣現代派小說談「根」與「路徑」的辯證〉，收入張

錦忠、黃錦樹編，《重寫臺灣文學史》，（臺北：麥田出版，2007）。 
31  見陳智德，〈導論一：本土及其背面〉，收入《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

頁 38。 
32  陳智德指出，從五〇年代香港作為中國離散文學的其中一支，「中國」仍是香港文學書寫

中用以發動根植慾望的本源驅力。進入六〇年代，唐君毅的兩篇論述〈說中華民族之花果

飄零〉與〈花果飄零及靈根自植〉則以「花果」同時暗示了香港離散的宿命與作為殖民地

的前途必須「靈根自植」的出路，遂逐漸將南來的過客心態轉向為一種內在重建，嘗試「根

著香港」，到了七〇年代，以香港為家的根著感逐漸普及，電台、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

參與其中，香港的地方認同即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和上一代的家國意義上的「根著」聯繫。

換言之，五〇年代懸置的離散之根，歷經了六〇乃至七〇年代的「自植」，和香港地方的

土壤連接，重新長出花果。陳智德，〈導論二：流動與根著〉，收入《根著我城——戰後

至 2000 年代的香港文學》，頁 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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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抗拒意識，這種匱乏更多的部分是來自對中國母國的矛盾情感。加

以八、九〇年代，香港殖民地的命運即將終結，中英政府針對香港的前

途多次談判，「整整兩三代香港人民在移民與留港、認同與疏離的兩難

處境中徘徊、掙扎」33；更不用說最關鍵也最核心的問題，是等在九七

回歸線之後的（共產）「中國」，早已不是「靈根」所指的文化中國。

而另一方面，除了「殖民」情境，香港本身同時也是一個「移民」城市。

政治情勢所帶動的常態的流動情境，使得它帶有一種逃逸的開放性格。

它的本土認同也因此更難以和「本質」、「本源」等概念產生強硬的連

結。也就是說，香港的本土認同雖然起自一種中國文化民族主義，但同

時也在建構自身本土性之際，同步遭受本源匱乏的挫敗。這使得「本土

主義」這樣本該和「本源」、「本質」等概念具有強烈連結的一種意識，

在香港的個案裡，它的「本土」卻顯得對「本源」、「本質」這些語彙

具有一定程度的防禦心態。陳智德精準地指出，這將使得香港本土認

同意識的內在出現一種悖反性的矛盾：它既欲朝向「根著」，卻拒絕

向本源接連；但當它試圖向外「流動」，卻又不免總是匱乏與虛空。34  

綜上所述，存在香港本土認同裡最矛盾的因素，正是和母國中國之

間的複雜連結。在這個討論裡，我認為周蕾的意見是相當值得參考的。

周蕾敏銳地覺察西方後殖民理論關於迫害／被迫害者的邏輯，不見得適

用於東亞的殖民地如香港與臺灣。這是因為作為西方殖民文化統治的一

種反抗形式，被殖民國家常需藉由本土主義的路徑，重新進行一種歷史

的「自我記載、創造與構築」，這條歷史的自我重新爬梳之路，勢必要

接銜它成為殖民地之前的母國歷史。然而，「共產中國」卻使得香港的

問題遠大於這個框架路徑。周蕾問，如果回歸的母國和昔日的殖民者一

樣，都奉行帝國主義，那後殖民主體跟「本土」這個概念的關係就很耐

人尋味： 

                                                 
33  同上註，頁 85。 
34  同上註，頁 6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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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英國與中國之間，香港的後殖民境況具有雙重的不可能

性——香港將不可能屈服於中國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的再度君

臨，正如它過去不可能屈服於英國殖民主義一樣。……香港的「後

殖民」現實並沒有恢復「本土」文化這個可能性的幻象，儘管這

種「原本化」幻象在世界各地曾被殖民的國家中，始終仍是反殖

民抗爭的重大支柱。……它要我們想到：應該如何去討論一個被

逼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地區？特別因為這個「祖國」與以前的

殖民者是同樣地施行帝國主義政策的？……香港這例子正好具體

地突出和強調了在其他後殖民文化中，因為民族尊嚴而一向被壓

制著的「血統」或「根源」（origins）這問題？35  

周蕾直指在香港的後殖民重建之路上，「本土」其實只是一種幻象，因

為如果香港循西方後殖民國家的路線，依循本土主義來進行自我重建，

那麼香港的自我記載、創造與構築，就勢必是中國自我記載、創造與構

築 的 一 部 分 。 36  她 借 用 後 殖 民 論 者 狄 帕 斯 ． 查 格 巴 堤 （ Dipesh 

Chakrabrty）的提案，認為香港的去殖民之路「不應該是一個民族主義、

本土主義或返祖性質的方案」，在香港問題上，「拆解『英國』的同時，

也要質詢『中國』這個觀念」；從香港本土內部承認「一、過去的歷史

不純正，二、本土語言的變化」。換言之，周蕾反對將香港的本土意識

與民族主義進行連結，認為香港「本土認同」下所指認的「我」，應是

一種具混雜性、流動的「我」，是一種混雜、流動的「本土」。 

周蕾的論點一語道破香港本土意識發展中最關鍵的夢魘與威脅，正

是九七回歸後的「母國」中國，是一個被偷換掉的共產帝國母親。與其

說「本土是一種幻象」，在她的論述脈絡裡，毋寧應更精準地改寫為：

本土中的「本質化」、「原本化」在香港這個案例裡，本身就是一種幻

                                                 
35  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年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收入《寫在家國以外》，

頁 94-95。 
36  同上註，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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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香港的去殖民道路與本土意識的主體自創，不應以「原本化」作為

後殖民抗爭的路徑。有意思的是，在這個解構了「本土」中的「本質」

共性、將「本土」置放於一種流動中的觀點裡，某種意義上，其實讓「本

土」所連帶引發的「認同」問題，倏忽顯得邊界模糊，難以定義。它進

一步衍生出的問題是：「我城」究竟該指向一種什麼樣的自我認同？「我

城」的「我」這一用以自我指稱的詞彙，又該如何在香港的個案裡被理

解？ 

回到韓麗珠的個案。韓的多部作品如《空臉》、37《風箏家族》等

諸篇章，都涉及到「自我」輪廓的摸索。然而韓麗珠似乎有將「自我」

從臉孔掏空的傾向，往往呈現為一種塌陷、匱乏的空缺，無法指認出明

確的「我」。這些模糊難辨的「我」的臉孔正呈現了香港九七回歸以來

的一種自我指認的困境。而出版於 2010 年的長篇小說《縫身》或許正

能為九七回歸後香港複雜的自我認同與匱乏之感，找到較具全面性的呼

應。《縫身》延續韓麗珠一貫的寓言風格，小說設定在一個以「香港」

為原型的城市，為了存活下去，人們選擇政府頒布的「縫身」方案，將

自己和另一個他人的身體縫合起來，變成「連體人」。這個具有高度指

涉性的政治寓言故事，明顯地影射著九七回歸後香港被強制與中國「縫

合」的困境： 

這並不是我的選擇，也不是這裡任何一個人的選擇。必定早在很

久之前，這樣的安排便已經確定，而我們的工作就是共同承擔責

任。……但我曾經以為，可以逃避跟它們連上關係。當然那已是

多年以前的事，當我跟城市內別的孩子一樣，還沒有進入成年期，

享受著短暫而有限的自由，這些事情彷彿都存在於一個離家太遠

的區域，使我們能保有一種虛妄的想像，在我們成長起來而不得

不面對它以前，或許一切已經改變過來，或許我們已經夭折。38  

                                                 
37  韓麗珠，《空臉》（臺北：印刻文學出版公司，2017）。 
38  韓麗珠，《縫身》（臺北：聯合文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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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身》或許是韓麗珠的作品中，最具批判意圖的一部長篇小說。

寓言所指涉的現實輪廓呼之欲出——正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被中國

強硬地進行縫接，造就了一種歪斜、荒謬的「連體情境」；這種「連體」

無視於雙方文化情境上的個別差異，如同進行縫身手術後的兩人：「我

們沒有一刻不被身體各處如螞蟻奔竄的刺痛纏繞，總是沒辦法適當地安

放手和腳，甚至無法敏捷自如地活動。」39 然而，也如同現實中難以

完全縫合密接的香港與中國，「在每一次衝突快要展開時，我們其中一

人，便會吞服那淡褐色的顆粒，很快，焦躁會被昏昏欲睡所取代。」40 

這顆「淡褐色顆粒」的藥丸，正是國家權力以資本主義的形式，介入、

滲透香港城市的經濟體質，使香港不得不陷入這種沒有選擇、只能接受

與之「縫合」的處境。於是，小說裡接受縫身手術的角色只能這樣告訴

自己：「增加重量並不必然是負面的事」、「只有穩靠地站到地上去，

才可找到更遠的地方。」41  

《縫身》揭露了回歸後「香港」的城市經濟本身就鑲嵌在巨大的國

家資本主義結構之下，其中牽制香港城市地貌變遷的，並不僅僅只資本

主義本身，而更是控馭其經濟、政治的極權國家機制。這個環環相扣且

彼此咬嚙的循環系統，正是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後最現實的處境。受到全

球化資本主義的影響，香港的製造業大規模遷徙到成本更為低廉的國家

去，以致香港暴現失業潮。小說裡敘事者的母親亦是在這波失業潮中被

裁撤的員工之一。而小說透過「縫身」這個政策頒布的設計，長年從事

製衣業的母親竟又在醫院趕製病人服的工作需求中，重新找到工作。不

僅如此，「許多從前被迫提早退休的醫護人員紛紛被重召回原來的崗

位，待業了整年的醫科畢業生也找到了工作；部分陷入了財政赤字的汽

車生產商，因為一批設有連體座椅的新型號座駕而接獲超額預購，令業

務重現生機」；「閒賦已久的室內設計師、裝修工人、建築師和在地盤

                                                 
39  同上註，頁 4。 
40  同上註，頁 4-5。 
41  同上註，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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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人陸續投入不同的樓宇翻新和改建的工程之中，例如加寬所有的

出入口和通道，使相連的人能順利通過」；「瀕臨結業的家具店，都為

了製作數以千計的，供連體人士使用的椅子、桌子、馬桶、浴缸和盥洗

盆等用具而重新招請員工。」42  

這段描述非常有意思。因為在西西的《我城》裡，我們也曾讀到過

西西描寫這種香港庶民的集體群像。然而二者有著完全不同的話語情

境。韓麗珠藉由《縫身》尖銳地指出，九七回歸後的香港，在全球化資

本主義進程的壟罩下，和中國的經濟連結不得不愈趨緊密。「縫身法」

頒布後的香港經濟，反而被強硬而荒謬的政策所激活，恢復活絡。「我

城」這一共同體自西西以降的定義，到了韓麗珠的寫作，似乎有了一種

關鍵性的轉變？有別於西西《我城》時期對「香港」庶民群像這一共同

體的摹寫，仍帶有一種對群體的「同命感」，肯定「眾我」所組成的每

一個「單一的我」；43 韓麗珠的《縫身》中這些被「縫身法」所集結、

不得不登上同一條船的「眾我」，卻顯得臉孔塌陷，匱乏，且模糊難辨。

彷彿被掏空了自我的臉孔。這些「我城」中破碎、不完整的「我」，一

方面既無法排拒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介入，一方面卻也並不從認同上接

納（被強制縫合的）「中國」，而只是存活在一種不得不然的生存情境

之中。 

韓麗珠寫作的現實情境，與西西《我城》時期已有了巨大的差異。

即使她們都共同把握了香港作為一座殖民城市的無根與漂浮，抗拒和中

國進行某種本質化的連結，然而，回到香港對自身的「本土認同」命題，

二者有著相當迥異的態度。如同謝曉虹以儂曦（Jean-Luc Nancy）的論

述出發、所討論的《我城》裡非常曖昧、幽微的一種本土認同。謝曉虹

認為，早在 1975 年寫作《我城》之際，西西即對香港複雜的歷史身世，

懷有一種對本源化的排拒。謝代入儂曦對「共通體」的討論。這個共通

                                                 
42  同上註，頁 10-11。 
43  何福仁，〈《我城》的一種讀法〉，收入西西，《我城》，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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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並不是連結自一種共同的本源，恰恰相反地，是指向一種共通體內部

的差異。謝以此重新詮釋西西《我城》中的本土意識，是一個儂曦所謂

「獨一的存在」，認知到人與外在、人與他人的親密性不可恢復，故《我

城》並不尋求一種集體性的本質，而是著力於分享界限。她說，這種共

通體的經驗，其實來自一種空間經驗。44  

謝曉虹在這裡所指涉的「空間經驗」相當耐人尋味。她也在論文中

以班雅明的「城市漫遊者」視角，連結《我城》中的敘事者視覺，從《我

城》裡敘事者阿果漫步掠過的城景空間折射出一種實踐性的本土認同。

然而，九七之後的韓麗珠的「我城書寫」，卻殘酷地為我們揭露，當香

港的現實空間在九七回歸後成為國家治理強力介入的一個重要的場

域，城市地理空間的重劃、填補、造陸，加速了空間變換與消失的速度，

西西《我城》裡那種由敘事者視覺對城市空間的捕捉、觀覽，折射成一

種共通體認同的路徑，自不可能再復現於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書寫。在國

家資本主義的高度發展與收編下，空間是破碎、匱乏的，只能折射出難

以完整的一種破碎的自我。在與謝曉虹對寫的《雙城辭典》裡，可以看

出韓麗珠筆下所擘劃的香港「我城」，正是這樣一個碎裂、難以統合的

城市。 

《雙城辭典》以香港作為原型，以十一個詞條作為篇名，書寫香港

這座城市的十一種面向，儼然有重寫西西《我城》的企圖。值得留意的

是，不同於《我城》有一明確的地理空間邊界，全書圍繞著「我城」這

個城市的細部空間，橫軸式地對城中人事進行觀覽。城中人事與城市空

間，自成一種「香港」自我認同、自我指認的意義邊界；韓麗珠的《雙

城辭典》卻是刻意地將「香港」這個詞彙的意義虛構、分裂為無數個不

同的城市，並且隨機分派它們不同的編號數字。第九城、第七十二城、

第八城、第二十二城……這些散落在全書中的城市們，都是一部分的「香

                                                 
44  謝曉虹，〈城市漫遊者及「我－們」的「本土」：重讀西西《我城》〉，《思與言：人文

社會科學期刊》第 56 卷第 2 期（2018 年 6 月），頁 7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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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零件」。如同智海在此書的序文所言，這其實是一部（被國家

機器所宰制下的）微型的「城市機器」：「更顯而易見，更伸手可及，

徹底滲透於生活裡，人們更自覺／不自覺參與其中。」45 韓麗珠顯然

有意去書寫這種城市的局部零件化，將每個零件擘劃成一個獨自的迴路

空間，而每個迴路空間所投影出來的「城」／「詞條」，都是無法和書

中的另一個「城」互通與共享——《雙城辭典》佈置出一種「我城」的

不斷自我分裂、切割、巢穴化。儘管書中的每個城市都是「香港」，卻

斷裂、無法互通，難以整合成為一種香港的本土「共性」；它們是一群

彼此缺乏意義關聯的城市群，無機地彼此運作。書中最後一則的詞條「劏

房」或許正為此給出了一種隱喻上的說明。「劏房」是香港獨特的城市

居住空間，意指在地小人稠的城市大樓裡，將住宅單位切割至最細小的

一種空間，供人居住。韓麗珠為「劏」這個字給出的解釋是「把物質無

限切割的方式」：「住進一所被切割的房子裡，讓自己的身子遭遇外在

的人和事物的割裂，體驗原初的分離粒子的狀態」、「在你眼前出現的

每一個人，原只是由一堆粒子構成」。46  

原子／粒子化的個人，無差異的個體。《雙城辭典》呈現出香港本

土認同的一種內在矛盾。因為這個寫作計畫的起點本身即是一種以詞彙

定義、廓清香港邊界的嘗試。它必然涉及一種對自我指涉與本土認同的

冀望。然而，韓麗珠的《雙城辭典》所指認出的「香港」，卻是在構造

形式（隔離、切割）上遠大於它內在所承載的人事物——這是一座沒有

人情、時間與歷史的、無故事的城市。韓麗珠的「我城故事」如同她前

此的其他作品，都是符號化的詞條，沒有「故事」，只有被無盡切割分

裂的情境。彷彿這種「沒有」就是它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韓麗珠為

我們揭示了九七回歸後香港的「本土認同」，正是建構在以否定性作為

其本質的基礎上。以內在的空缺作為自我認同的起點。 

                                                 
45  智海，〈序言〉，收入韓麗珠，《雙城辭典》，頁 7。 
46  韓麗珠，〈劏房〉，收入《雙城辭典》，頁 15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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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與債務 

韓麗珠的寫作起自 1998 年《輸水管森林》，至 2021 年的《半蝕》

為 止 ， 其 書 寫 歷 程 基 本 上 拉 出 了 一 條 和 九 七 回 歸 、 途 經 雨 傘 革 命

（2014）、反送中運動（2019–2020）等重大事件平行並進、互有回應

的軸線。眾所周知，九七回歸後，香港的前途命運與中國北京政府的關

係愈趨緊密。香港因其特殊的國際關稅地位，成為北京政府前進世界貿

易經濟的重要前哨，北京所主導的香港特區政府，亦對香港的城市空間

治理進行了大規模的改變。2006 年的天星碼頭拆除事件，即挑戰了香

港人對舊時香港空間的記憶與認同，引發九七後首次較大規模的抗議靜

坐運動；2009 年則因為廣深港高鐵案的超支、回收土地、對生態造成

影響等因素，再次引發爭議。這些在主權移交後所加速導致的城市空間

的縮減與變遷，在韓麗珠同時期的作品中，極力呈現這種資本主義發展

進程裡的匱乏感。而另一方面，掩飾在經濟發展下的，則是香港自治主

權的日趨緊縮。眾所周知，自 1984 年中英聯合聲明簽訂以來，九七後

的香港本應在「一國兩制」的框架下，在回歸後的五十年內保留其原有

的資本主義與民主制度。然而，2002 年，香港特首董建華頒布《實施

基本法第 23 條諮詢文件》。立法禁止任何煽動叛亂罪、顛覆國家罪等

涉及國家安全的罪行。這個法例雖在 2003 年受到五十萬人的遊行抗議

後被無限期擱置；然而，2004 年的 7 月 1 日——即香港回歸七周年當

日，二十萬香港人發起上街參加「七一大遊行」，向北京政府抗議、爭

取特首普選。此後香港的民主自治問題愈趨惡化，普選問題也在建制派

的壓制下持續懸宕，終在 2014 年爆發「雨傘革命」、並且連帶埋下了

2019 年反對《逃犯條例》修訂草案運動而引發的「反送中運動」的遠

因。 

我認為將九七回歸後的這段抗爭歷程，放置到香港漫長的殖民地歷

史來看，將是香港自我認同在精神結構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延續與衍

異。如前所述，阿巴斯為我們指出，在英屬殖民地時期，香港歷經了「從



．東海中文學報． 

 

 ．102．

漁村到國際金融中心」的一段奇蹟歷程，其代價乃是割捨了歷史記憶的

積累，朝向未來的「發展」主義，使得香港人習於一種歷史的空白。阿

巴斯認為，殖民政權擅長將民眾的精力引領到經濟層面而遠離政治。在

高度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香港極早就朝向商業觀光與金融經濟的情境，

「本土空間」早已被無差異化的資本主義輾壓扁平，成為單一而無差別

的商業利益空間，沒有什麼是可以被永遠留下，一切都是轉瞬即逝。直

到臨近九七大限之前，香港人才在這種「消失」的恐懼中，重新招喚香

港的本土記憶與認同——即阿巴斯所稱的「逆向幻覺」。 

阿巴斯的論點在九七回歸前出現，顯然帶有強烈的批判色彩。阿巴

斯不無悲觀地在九七回歸的情境下，將這種由否定性邏輯下所產生的認

同視為一種幻覺的現形。進言之，它其實是一座無望的海市蜃樓。是抽

空了當下的時間性、麻醉自己，以產生的「香港幻影」。尤其九七回歸

等同宣告殖民地時間（在表面意義）的結束，而事實上，香港隱形的（被

中國）「再殖民」的時間才正要開始。阿巴斯所謂的匱乏、消失之感，

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並未消失，甚至隨著緊縮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加劇而

成為後續多次抗爭行動的重要推力。有意思的是，這些抗爭的邏輯同樣

也來自於一種否定性的邏輯——面對龐大的極權國家的治理，九七乃至

反送中這漫長的二十餘年，香港的民主自治之路基本是建立在一種「必

然失敗」的預期，明知不可為而為之。換言之，它其實也根源自香港精

神結構中的一種「消失」。47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發現九七後的

                                                 
47  見香港記者張潔平的評論：「這一次，和以往不同，我想絕大部分在烈日之下走了五六個

鐘頭的人都知道，僅僅如此，已經撼動不了今時今日的香港。當特首的權力不來自人民的

授予，而來自北京時，百萬民意就如螻蟻，比不上習的一句旨意。這是曾一直朝著民主目

標邁進的香港，所陌生的，但正被迫快速熟悉的常識邏輯。知其不可為而為之，所以才有

那麼多香港人形容這一天是：就算將被強暴，也要喊出聲啊。」、「死亡從來不是一夜到

來，而在任何一點活著的、也許平庸而殘酷的日子裡，事情都可能有變化。我們會失去一

些東西，但也會得到『不再理所當然、接下來的每一點自由都要自己去爭取』的自覺。這

不是最後一戰啊。輸了也不要急著死，或者走，還有那麼多仗要一起打，可以一起打。因

為香港不是命定的。香港是一個過程，她活在歷史裡，活在每一個香港人身上。」張潔平，

〈香港反送中筆記：這不是又一場雨傘運動〉，「Matters」，2019 年 6 月 13 日，

https://reurl.cc/9OOj4n.，（瀏覽時間：2022 年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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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其實正在這種以「消失」作為立足點的基礎上，進行一種行動上

的實踐。 

有趣的是，以「消失」作為認同的核心，其本身的邏輯也必然帶有

某種意義上的反身性。因而它總是難以真正抵達一種確切的集體「身

份」，而是徘徊、停駐在一種辯證迴圈。以韓麗珠寫於這段時期的作品

而言，也能觀察出類似的端倪。《縫身》、《風箏家族》與《離心帶》

等，小說情境經常被設定在不可逆的、城市空間或舊有事物的消失之

中。小說中的人們經常不得不接納新的空間結構與城市治理甚至是新的

病症，比如〈感冒誌〉裡的新型感冒疾病、〈林木椅子〉裡人在城市中

的變形、《縫身》裡與另一個人的縫合契約……，我們也會經常訝異地

發現，小說中的敘事者往往是脫落出這些集體潛意識般的新生活型態，

而常有一種疏離的姿態；這些疏離往往無法真正給予小說人物救贖，恰

恰相反地，這些主述者經常處在一種反覆的自我辯證之中，邊和城市集

體的變遷進行對話與抗駁。比如《縫身》裡一邊質疑著縫身法、一邊仍

接受縫身手術的主述者——因此他們總是顯得荒謬與突梯。《縫身》或

許正是一種典型：和他人（中國）縫合的命運乃是不可改變的，自我的

「消失」成為必然，然而敘事者「我」在接受縫身手術之後，反而對自

身進行一種反思性： 

手術開始之前兩天，護士打電話來，……「最理想的狀況是，把

腦子也維持在空蕩蕩的狀態，放下一切，什麼也不要想，甚至暫

時住進一個新的單位裡，忘掉所有發生在以往的事，以及過去了

的自己。……唯有如此，才有足夠的空間放置另一個人的情緒和

習性，減少互相排斥的狀況——沒有一本連生指南能告訴你以上

的事，這全來自我的經驗和觀察。」 

把電話掛上後，我一直在思考她的話，可是找不到實踐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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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48  

這個「找不到實踐的途徑」、始終意識到自我與他人之間的裂罅，而找

不到縫合後共生的途徑的主述者，某種意義上，正暴露了九七之後乃至

雨傘運動前後漫長的、以「匱乏」、「消失」作為自我認同的路徑，卻找

不到確切身份降落地的一種迴圈困局。《縫身》耗費整部長篇小說的篇

幅，都在主述者的自我論證與反身性的思考中，終而還是進行了「縫身

手術」。她形容「我」終於進了縫身手術房，進行麻醉——「那是一個

漆黑的洞，在那裡，沒有時間和重量」49；而醒來之後，小說裡的敘述

者寫下一段句子：「睡眠其實是一次暫時性的死亡。只有反覆經歷許多

短促的死亡後，人們才能慢慢適應生存的各種狀況。」50  

這段話精準地指涉出香港與中國在九七後相互磨耗的過程：如同

《離心帶》、《失去洞穴》、《縫身》等作品裡所提及的，中國政府在

九七後對香港所展開的經濟控制與資本主義發展邏輯，正如同一種麻

醉，「在那裡，沒有時間和重量」；而《縫身》的終局，主述者「我」

也為此付出了強烈的代價：在縫合後的痛苦與不適中，「我」雖然終於

要求將「樂」割除出自我的身體之外，卻無法遂願，只能被手術醫生切

割得更為細碎，甚至當作垃圾一起遺棄。《縫身》為九七後的香港提出

了一種可怖的警世預言：沒有時間和重量的麻醉，終導致自我的碎裂與

真正的「消失」。換言之，《縫身》其實預見了香港若持續以幻覺麻醉

自身，終將完全失去自我。 

《縫身》之後，韓麗珠的書寫漸次展現其建構在「消失」的本質之

上、卻極力打破阿巴斯所謂「逆向幻覺」的一種路徑，那即是突破「沒

有時間和重量」的迷障，正視香港的歷史性債務。2013 年的《離心帶》、

2015 年的《失去洞穴》，香港的政治現實逐漸被引注進小說中，這當

                                                 
48  韓麗珠，《縫身》，頁 143-144。 
49  同上註，頁 146。 
50  同上註，頁 149。 



．「消失」作為一種方法：九七回歸後的「我城」書寫——以韓麗珠的寫作為討論對象． 

 

 ．105．

然與同時期香港雨傘運動的升溫與白熱化有關；在五年後爆發的反修例

運動——香港有史以來最劇烈也最大規模的抗爭行動——2019 年的反

送中運動後，歷史、債務與香港的自我認同等面向，終交匯於韓麗珠的

兩部作品《黑日》與《半蝕》。 

不同於前此的書寫有極大部份多為小說，《黑日》與《半蝕》乃是

集結自韓麗珠在反送中運動時期於香港《明報》的連載，在文體上是具

有即時性的散文書寫。它們一反過去韓麗珠寫作中強烈的寓言小說體

裁，而是切切實實的「當下」。寫於 2019 年、集結出版於 2020 年的《黑

日》開篇即有這樣一段具提示性的話語： 

……這些可怕的事像黑色的雨，一直從天空不斷落下來，雨傘是

擋不住的，肉身也終究會被腐蝕融化掉。人們無法對這些黑色的

東西視而不見，當它們長久附在這城市裡，便會成為一種堅實的

存在，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將會一直活在幽暗的影子裡。 

對城市外的人來說，這樣的黑暗在二〇一九年的六月開始，但對

於住在城市內的人來說，這些深藏在日常裡的、在各種歷史因裡

衍生的惡，從二〇一四年的雨傘運動，或更早之前的反高鐵運動

裡，已一點一點地囤積起來，人們可以做的就是不斷地對抗著這

城市被惡蠶食淨盡。51  

《黑日》開篇的這段話，清楚地表述了 2019 年的反送中運動並非突然

生發，而是九七主權移交後的一種歷史性積累，是長年的債務。此書以

日記、散文的形式，幾乎統整、回應了韓麗珠十年以來小說寫作中所處

理的所有問題，其中最顯著的，是她一改過去疏離、冷異的口吻，描述

香港城市的日常： 

偶爾，我會回到那個出生和長大的區域，位於城市的邊緣地帶，

                                                 
51  韓麗珠，《黑日》（臺北：衛城出版，2020），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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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有被拖進不斷發展的巨輪中，可以保留一點舊區痕跡，讓居

住在那裡多年的年邁者、基層人士和有障礙的人，仍然可以得到

一點具有餘裕的生活空間。52  

這個來自韓麗珠眼珠，類近田調式觀察的、記憶與生活中的香港，並非

幻覺，而是高度資本主義壓縮的空間裡，城市縫隙裡真實存在的生活場

景。有意思的是，這也是《黑日》作為一部紀錄反送中運動的作品的基

調——韓切入這場大規模政治運動的角度，並不是拔高的政治主張，而

是個人微小的生活；正是「我城」裡無數被壓迫、窘擠的「個人生活」，

積累成為香港的每個「當下」，引了數以百萬計且無有回頭之路的這場

政治運動。換句話說，反送中運動其實是香港長年精神結構裡「消失」、

「匱乏」的內核，與每個「當下」、「瞬間」碰撞、交會的一種結果。韓

麗珠引用《西藏生死書》的話語說： 

生命本來就由許多小小的死所構成。失去即是其中一種死亡的方

式。時間之消逝、關係的終結、信念之毀滅，全都是小型之死。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以為這並不礙事，一天之後會有另外一

天，一個人離去了再尋找另一個人，心裡無可信靠也可照樣過日

子，直至更巨大的幻滅來臨，人們可能才會看清楚，每天的新陳

代榭之後，重新長出來的再也不是死去了的那些舊細胞。……城

市出現頻繁而劇烈的變化之後，許多人說「香港已死」。可是這

並非夷為平地式的死亡，而是，褪去了一層舊的，令人迷戀的幻

相。53  

2019 年的反送中運動裡，臨近的死亡與暴力，讓運動現場成為一個香

港反覆探問「我城為何？」的場域。韓麗珠為我們指出，在巨大的幻滅

之前，香港已不能如同九七回歸前的僥倖心態，心存一種由「消失」所

                                                 
52  同上註，頁 11。 
53  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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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的「幻覺」虛相，而必須直面這種時時存在於意識根柢的「小型死

亡」，就是香港的日常；反送中則是這種死亡的極大化，反而能以此激

迸出香港對自身認同意識的可能性。這種認同並非「幻相」，而是清楚

而真切的一種「轉瞬」，就是「香港」這個詞彙的最大集合體。如同書

中所言：「以往，人們總是說，這是個無根的城市。這個夏天，城市終

於長出了根，由眾多傷口盤結而成的根部，成了我們共同的身份。」 

這種借自佛家對死亡與重生的看法，在 2021 年出版、以反送中運

動後期、新冠疫情爆發為主題的《半蝕》裡，顯然有更為深化的思考。

相較於《黑日》對反送中運動時期個人生活的紀實與錄記，《半蝕》寫

作的現實情境約在 2020 年新冠疫情初起與香港國安法的通過，香港漸

次進入一種永夜狀態。韓麗珠以「中陰生活」來指稱這段彷彿死後到轉

生前的晦明狀態。如同本人在為此書所寫的序言裡曾提及的——這是香

港此刻情境的一種隱喻：大量墜樓落海的死亡肉身，尚未渡化的亡靈，

以及那些還未來得及等到一方自由新土的倖存的人……「如果『中陰』

已然成為一種日常狀態，那會是一種什麼樣的『生活』？」54  

在這個意義上，「中陰」這個詞彙是間接連接到書名「半蝕」的意

象的。在這個既看不見「來生」、迷昧於轉生之道的半途之上，《半蝕》

重新思索的，正是死亡與暴力的結構本身。跳脫了《黑日》時期對抗爭

現場與日常的凝視，韓麗珠回到個人生命經驗中十分私密的情感事件，

甚而將對「暴力」的探針直指「自己」；在書中的輯三〈心裡有蛇〉、

輯四〈吃人的家〉裡，我們甚至可以看到這樣一種內向的裂變、幾近自

虐式的探問：「我想殺掉那個人」；「可是我可以殺掉的只有我自己而

已。」55  

換言之，《半蝕》所真正面對的，並非僅僅只是反送中或國安法的

國家暴力；這個反身性的內向指涉，意味著它所欲討論的，是那與歷史

                                                 
54  言叔夏，〈中陰地帶——讀韓麗珠《半蝕》〉，收入韓麗珠，《半蝕》（臺北：衛城出版，

2021），頁 8。 
55  同上註，頁 9。 



．東海中文學報． 

 

 ．108．

時間幾乎共生、等長的暴力。可以看到，無論在《黑日》或《半蝕》裡，

韓麗珠經常探問暴力的邊界如——國家警察作為暴力的執行者，或也可

能是體制結構下的受害者？而《半蝕》裡，在情感事件中的受害者如

「我」，或也有遂行暴力的可能？韓麗珠要說的或許是——暴力的歷史

本身遠比我們來得更為古老而漫長，反送中或國安法，其實只是它的其

中一站。在人所身處的時空網羅之中，歷史本身就是一個因果相連相生

的鏈結，惡與善可能同源，而罪與罰也可能鬆動易位。 

我認為在這個層次上，韓麗珠在這部最接近香港現況現實的作品

裡，特別凸顯出「中陰」這個概念的寫作意圖，就顯得別有意味。藉由

這香港現實的「中陰時間」，韓要我們引入一種歷史的諦觀，思考何為

造就今日香港政治現實的歷史性推力？直言之，香港的現況乃是（一切

皆消亡後、卻還沒有「投胎」的）「中陰地帶」，她在書中反覆提及「業

力」與「債務」的概念，乃借道佛教的輪迴思想，指出「消失」、「死

亡」雖是一種歷史的必然，然而人的種種意志、選擇、決定的行動……

每時每刻所造就的「業」，才是真正能用以影響、直面歷史與國家暴力

匱乏的本質、使人重建自身家園的方式。而這也正是建構在認知到「消

失」、「匱乏」乃是殖民地歷史之必然，從而否定性地自空缺的廢墟裡

尋回自身主體性的一種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韓麗珠踩踏出了一

條突破阿巴斯「消失的政治」中所產生的「逆向幻覺」，找到一種以「消

失作為方法」、直面香港歷史與現實的路徑。 

五、結語 

本文討論九七回歸後香港「我城書寫」的變異與演化，嘗試從韓麗

珠的個案裡，拉出一條以「消失」為主軸的核心命題，詮釋九七後香港

「我城書寫」的根本性轉折。而反送中運動則是長期關注香港「消失的

政治」的韓麗珠，終於在國家極權運作達到極致之際，重新凝望香港百

年來殖民地命運的種種「消失」，而反身性地在這必然的「失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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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了回歸後的香港若要尋回自主的可能，唯有走踏上「失去是為了失

去失去本身」的奪胎換骨之路，在全無之後重新尋回「我城」裡關於「我」

的這個主詞。換言之，「失去」也可能是重新成為「我」的開始。 

當然，在香港當前的政治現實底下，這裡的「自主」並無法指涉為

一種現實意義上的政治意涵。我認為那也並非韓麗珠的關懷。與其說韓

麗珠的「我城書寫」是在建構一種香港的「自我認同」，不如說她其實

是在重新凝視作為香港精神結構內核中的「消失」，並嘗試從這種「消

失」裡，凝望出一種香港在九七回歸後反覆歷經一次次抗爭的「小型死

亡」後、可能轉生而成的「共同體」的形貌。 

那會是一種什麼樣的「我城」的輪廓與形狀？或許，2019 年，當

反送中運動的抗爭者高舉「Be Water」、「無大台」的旗幟來作為集結

彼此、也可隨時解散的一種策略，在某種意義上，也悖論性地回應了這

個問題。香港的下一哩路在哪裡？或許這個提問本身，也處於一種「中

陰地帶」。但若「消失」、「失去」甚或「死亡」能作為一種方法，我

們或許也能在這晦暗的過渡隧道裡，懷寄有一點關於重生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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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Disappearance” as a Method:  
I-City Writing after Handover of 

Hong Kong via a Study of Hon Lai 
Chu’s Works 

Liu, Shu-Jhe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he variation and evolution of “I-City 

Writing” after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to China, and attempts to reveal the 

main discussion point: “disappearance,” by exploring Hon Lai Chu’s works to 

interpret the turning point of “I-City Writing” after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Hon Lai Chu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the city space, landscape, humanities, and cultures in Hong Kong. Moreover, 

she reveals the deficiency of the city by means of symbolism. Hon makes a 

connection among the deficiencies, the mentality of Hong Kong after being a 

colony for a long period, and the political status in China. In addition, she gave 

allegorical criticism. Recently, the Anti-ELAB Movement (2019-2020) could 

be seen as the explosion of Hong Kong’s historical debt after the handover. 

Hon also wrote “Darkness under the Sun” and “Half Eclipse” during the 

movement. It is worth noted that these two works, written during the most 

severe period of conflicts between Hong Kong people and China, are Hon’s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violence” and “tyranny,” which finally lead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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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to approach the abyss of historical voidness, and sees the void essence 

of tyranny as well as the limit and limitlessness of humans. In particular, “Half 

Eclipse” was written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movement, before the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 passed.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repeatedly asked 

if Hong Kong is dead. Hon analogiz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Hong Kong after 

the Anti-ELAB Movement to Buddhist’s concept “Bardo”, to refer to Hong 

Kong’s status quo as an “intermediate state,” like a “transitional, or liminal 

state between death and rebirth.” She repeatedly mentioned the concepts of 

“karma” and “debt,” referring to reincarnation, to point out that 

“disappearance” and “death” are historical necessities. However, the 

willpower, choices, action, and the “karma” people created at every moment 

are factors that can not only influence people to face the essence of a 

deficiency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violence, but also provide people a way to 

rebuild their home. This is based on recognizing that “disappearance” and 

“deficiency” are historical necessities for a colony which is a way to seek 

subjectivity by negating the voidnes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is hence 

considered that Hon breaks through “reverse hallucination” emerging from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proposed by Ackbar Abbas and uses 

disappearance as a way to face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in Hong Kong. 

 
Keywords: Deficiency,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identity, 

Anti-ELAB Movement, re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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