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行者的蓽路藍縷原來是最值得眷念的，但在
這個倥傯的現代社會，這些昔日建立功勳的人最
容易被遺忘，因為我們只看到時人的業績。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姑娘，當權者大事歌功頌德
的當然是他們的事功，人們津津樂道的也只有眼
前的名爵。

我憶起《深圳特區報》一位
締造者的名字，時人再沒有人
聞問。

他叫張洪斌。在深圳的現代
化道路上，他是文化的開拓
者，他是《深圳特區報》的創
辦者之一。

當時深圳還沒有自己的報
章，張洪斌原是新華社記者，
從北京御命南下，參與創辦

《深圳特區報》。他是首任的總編輯。
當時我在一家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工作，機緣巧

合下與他認識。他文質彬彬，與其說他是領導
者，更像一介謙謙書生，他沒有一點權貴仰視闊
步的作派。

特區文化萬事起頭難，還是當時
改革開放的一扇試驗的文化窗口，
沒有先例，任重道遠。

因是創辦人，只好埋頭苦幹，除
了招兵買馬，連印刷設施都闕如。
據副總編丘盤連事後回憶，初時
《 深圳特區報 》是由香港《 文匯
報 》印刷（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
年）。不用多久，《深圳特區報》
的創刊號出版，也因為張洪斌諳懂
文化，他還開闢了文藝副刊園地，

並親自邀請我寫稿。
後來當了深圳作家協會主席的林雨純及深圳市

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學強都是他辦報羅致的手
下——他們在那裏當記者。

每趟我到深圳，他都出面招待——其中與會也
包括林雨純和劉學強等人。他想通過我了解香港
傳媒的生態。

期間我也帶過於梨華、陳若曦等海外作家到過
深圳參觀。

他是一位有心人，一九八三年我參加該年度的
美國「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後，在美國紐約大
學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一面在紐約《華僑日
報．讀書周刊 》兼主編，他寫信給我，讓我為
《深圳特區報》寫點文章，稿費從優，以彌補一
點異國生活費云云。

因讀書打工兩忙，難以兼顧，好像只寫了兩三

篇稿，但箇中的感念一直磨滅不掉。
我從美國返香港，他退休後一家子來了香港定

居，偶爾也見面吃飯，後來不知道患了什麼病，
聽說逝世了。此後連他家人也失去聯繫，但他音
容舉止及那一份書卷氣仍揮之不去！

我後來翻查了關於改革後深圳傳媒文化資料，
關於他的事跡竟然無影無蹤。查百度說無此人，
以前他的手下，一個個崛起，響噹噹的名字觸目
可見。

張洪斌這個名字在世上消失得杳無了痕。
想起深圳現在這塊開放的金漆招牌，特區初創

期，不知有多少拓荒者為她競折腰，想起眼下深
圳特區文化的繁榮昌盛，不期然緬懷那些曾叱吒
過的失落的名字——遙遠而親切。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明報月刊》總
編輯、本版主編。）

一個失落的名字──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潘耀明

▲成立快四十三周年，深圳經濟特區
在迎來經濟蓬勃發展之餘，相信將迎
來豐碩的文學成果。（明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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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深圳作家筆下的風景
編按：文學高度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高度，羼入別的城市無法與深圳比擬的移民城市特性，就融合成今期深圳文學多樣而亮麗的文化風景。大灣區城市大多被冠上「文化沙漠」的稱號，某種程度上「文化沙漠」

曾經成為過它們的共同「文化符號」，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胡洪俠沿此新線索，並以深圳採樣資源為視角，階段式編年紀事，發掘「文化沙漠」的傳播故事以及它對深圳的影響。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

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路向。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別具匠心。深圳大學文學博士在讀的歐陽德彬析論吳亞丁的小說倫理困境與南方敍

事。一面鏡子、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飄逸的大地書法等，深圳詩人謝湘南以不同意象寫成組詩，向讀者展現自己心目中的深圳河。《明報月刊》總編輯、本版主編潘耀明藉此緬懷深圳傳媒文化的先驅。

【專 題】■

我最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大灣區城市大都經常被人冠於
「 文化沙漠 」的稱號。在某種程度上，「 文化沙漠 」起碼曾經成為過
「 九＋二 」城市共同的「 文化符號 」。

據初步觀察，「 文化沙漠 」這頂帽子戴在灣區城市上的時間有早有
晚，香港自然是最「 資深 」的，至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
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則要晚得多。深圳是八十年代後期（而非人
們相沿成習多所謂「 建特區之初 」），廣州是九十年代，珠海、東莞
等地則要到二○○○年代之後了，這其中東莞屬於「 後來居上 」者。

這真是一個奇妙的現象。妙就妙在：其一，粵港澳大灣區竟然是所
謂「 文化沙漠 」如此集中的一個區域；其二，「 文化沙漠 」一詞既非
嚴肅的官方話語，亦非嚴格的學術術語，更沒有進入權威辭書與大百
科全書的闡釋視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員、文人、學者、媒體人乃至市
民的筆下嘴中傳來傳去，自帶流量，避之不及，驅之不盡；其三，幾
乎所有使用「 文化沙漠 」一詞的人，都是為了否定它，但正是輿論上
的「 否定 」，加劇了它的傳播，提高了它在媒體上出頭露面的曝光
率，造成了一種「 莫須有 」的現實。其四，大部分使用「 文化沙漠 」
一詞的人，既不深究此說法的準確含義，也不考察它的來龍去脈，都
只是人云亦云，順口挪用：既用於自我矮化，也用於自衛反擊；既用
於「 自我表揚 」，也用於「 自相殘殺 」；既用於給人「 摘帽 」，也用
於自我「 授勳 」……簡直就是各「 沙 」其「 沙 」，各「 漠 」其
「 漠 」。

我接下來要講述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
是不是「 文化沙漠 」的問題，而是「 文化沙漠 」本身的傳播故事：它
究竟是誰？它從哪裏來？它為何而來？它的使用場景有哪些？為了阻
斷它的使用和傳播，人們究竟做了什麼？鑑於此項工作極為龐雜，牽
扯各類文獻甚多，我先行給出一份「 文化沙漠 」編年紀事。有了一條
時間線，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清楚了。為了敍述方便，我暫且只以深圳
報業集團數據庫為採樣資源，其他略有涉及。

一九七九年之前

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幾種漢語辭書上都查不到「 文化沙漠 」這個
詞的「 出身 」。有個《新詞語詞典》舉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人民
日報》的一句話作為最早出處，明顯不靠譜。那句話是：「 台北《聯
合報》等最近發表文章說，台灣現在變成了『 文化沙漠 』。 」又舉例
說：據美國《工人周報》報道，美國存在着廣大的「 文化沙漠 」。這
倒是提醒我們注意「 文化沙漠 」一詞的使用場景：此語曾經是「 批判
詞彙 」，用於描述敵對陣營的文化現狀。這個詞給人的視覺印象也確
實極有利於引發鄙視與蔑視：誰會喜歡乾燥暴曬、風沙彌漫、寸草不
生的沙漠呢？

按有些學者的考證，香港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
人稱為「 文化沙漠 」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魯迅第二次來港
演講，一群年輕的香港寫作者向魯迅提問：「 香港是文化沙漠嗎？ 」
魯迅回答：「 不可以這樣說，這樣說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
不能改變的。 」近百年間無數文化、政商名人否定過「 香港是文化沙
漠 」，看來魯迅是這個行列中的第一人。

這代表了「 文化沙漠 」一詞的另一種使用場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
對新興工商城市的傲慢與偏見。巴黎曾經說倫敦是文化沙漠，倫敦後
來又說紐約，紐約說洛杉磯，蘇州說上海，上海說香港……這是一條
有據可查的「 鄙視鏈 」。

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

深圳經濟特區剛剛成立時，深圳市文化設施落後，但主政者已經喊
出了「 文化先行 」口號，第一家深港合資文化企業博雅畫廊已經成
立。現在沒有當時的文字證據證明，有人給深圳戴上過「 文化沙漠 」
帽子。

一九八二年

是年深圳媒體上首次出現「 文化沙漠 」一詞，且只出現一次。十一
月十五日的《深圳特區報》上推薦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說，稱「 香
港不再是一個文化沙漠，她長滿了艷麗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兒穿梭

其間，《捕蝶》顯現了這小島文壇的熱鬧情況。 」這句話給深圳讀者
首次示範了「 文化沙漠 」的實用場景：經常用於否定，貌似這個詞專
門是為了否定而誕生的。

一九八三年

這一年，「 文化沙漠 」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上，可見一九八二年出
現的那次絕對屬「 偶發事件 」。

一九八四年

是年「 文化沙漠 」出現八次。數量陡然增高的原因應是本年年底中
英將簽訂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自年初起，深圳報紙上涉香港話
題增多。

一九八五年

這是深圳「 文化沙漠傳播史 」上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好像有一種
聲音開始傳播，即擔心深圳成為「 文化沙漠 」。這年二月八日的《深
圳特區報》報道：深圳青春藝術團應邀到哈爾濱演出……有哈爾濱青
年找到藝術團演員們說，看了演出，我們知道深圳並不是人們傳說的
文化沙漠，而是生機勃勃的一片綠洲！

一九八六年

這一年，「 特區文化 」成了熱門話題，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設
得到了當時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的重視。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四日《深
圳特區報》獨家採訪高占祥：「 特區文化要特起來，要比內地更大膽
更積極更主動更開放些；要有一些特殊的文化政策，打破一些常規的
模式，走探索的道路…… 」

《深圳特區報》還專門在同月十五日以「 如何發展特區文化 」為題
舉辦了座談會。有位與會者發言時表達出了一種很特別的焦慮。他
說：「 抓好特區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讓海外人士產生『 文化沙漠北
移 』之說。 」

考慮到不斷有人因深圳而拋出「 租界說 」、「 變色說 」、「 資本主
義說 」，第一批指責或擔心深圳成為「 文化沙漠 」的人，實際上是在
「 政治批判 」意義上將當年送給香港的「 文化沙漠 」帽子直接拿來扔
給了深圳。「 文化沙漠北移 」？移動的不是「 文化沙漠 」，而是「 文
化沙漠 」帽子。

一九八七年

本年度七月二十七日的《深圳特區報》報道四川省對外文化交流中
心時提到：一九八四年底，四川省委決定在深圳辦一個「 四川省對外
文化交流中心 」。當時有人提出疑問：「 到深圳辦文化窗口有啥意
思？去接受資產階級影響嗎？ 」「 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圖賺錢，那
裏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們中心還是想撈錢吧。 」

一九八八年

這年二月中旬的一天，《 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任文化部長王
蒙：「 一九八三年，您作為一名作家來過深圳特區。這次，您以文化
部長的身份舊地重遊，對深圳的文化現狀有何見教？ 」

王蒙說：「 一九八三年至今，一晃五年，這裏變化很大，發展很
快，令人高興。隨着生產發展、生活水平提高，人們對文化的要求也
在增長。深圳圖書館建得很不錯，很多人熱心閱讀，據介紹說，這裏
讀書空氣很濃。大劇院、博物館、藝術中心都在建設之中，出版了報
紙、雜誌、書籍。深圳大學建設也是十分可喜的，所以，現在要說深
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實際情況。 」

這是第一位部長級官員否認深圳是「 文化沙漠 」。然而王蒙話裏有
話：是「 現在 」不是，當初曾經是過。從此一個新的話術誕生了：承
認深圳原來是「 文化沙漠 」，但現在不是了。客人們都很願意用這個
句式表揚深圳。就這樣，從一九八八年開始，媒體開始承認深圳曾經
是「 文化沙漠 」，然後津津樂道如何如何變成了綠洲。這樣的一個邏
輯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九八九年

看來這頂以「 文化沙漠 」為材料製成的「 帽子 」，深圳糊裏糊塗就
戴上了。什麼是「 文化沙漠 」？為什麼要把原用來貶低香港的「 帽
子 」送給深圳？深圳為什麼要承認自己曾經是「 文化沙漠 」？這些問
題尚未獲得及時與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開始了為自己辯護的路程。

這條路很長，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辯護策略是先承認，再否認：承
認原來是，否認現在是。

本年度的十月七日，特區報刊登綜合消息，標題為〈昔稱文化沙漠
今成文化窗口 深圳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消息說：我市文化事業原
來底子薄、起點低，文化隊伍小，文藝設施少。市委、市政府為樹立
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投資興建了深圳大學、電視台、體育館、圖
書館、博物館、大劇院、科學館、新聞文化中心「 八大文化設施 」，
辦起了深圳市交響樂團、歌舞團等專業文藝團體和藝術中心，擴建了
市粵劇團、美術館、深圳戲院和新華書店等。

現在看來，這則報道混淆了兩個問題：其一，文化設施落後，並不
等於一個城市是「 文化沙漠 」；其二，興建文化設施與機構，並非僅
僅為了「 樹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 」。作為「 後知後覺 」的「 事後
諸葛亮 」，我只能猜想當時「 文化沙漠 」論調給深圳文化人的傷害太
深重了，以至於他們把摘掉「 文化沙漠 」帽子當成了一座城市發展文
化事業與產業的目的。堂吉訶德們紛紛大戰風車。

一九九○年

深圳迎來了第一個十年。總結十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這一
年，「 文化沙漠 」一詞在主流媒體上出現的次數迎來第一個高峰。從
此，每逢說起深圳文化，「 文化沙漠 」都如影隨形，好像離開這個
詞，已經不知道如何判斷自己的文化方向了。

我們已經習慣了以否定「 文化沙漠 」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
我們對這個詞如此在乎，以至於有人在媒體上開誠布公地承認：「 作
為一個深圳人，每聽見有人譏諷深圳是『 文化沙漠 』時，就像蒙受到
一種恥辱，禁不住要與之爭辯。 」

多年之後，原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二○一九年接受記者專訪還憤憤
不平地說：「 二十多年前，有人給深圳蓋上了一頂『 文化沙漠 』的帽
子，認為深圳只抓經濟建設。我們對這個說法感覺不愉快、不服氣，
更認為這是一個誤會——我們絕對不是『 文化沙漠 』」。

然而，「 爭辯 」時無法迴避的同一個問題，答案卻有截然不同的兩
種：一種是堅稱「 文化沙漠 」論是對深圳的誤讀、貶低乃至污蔑，即
認為不論建特區之初，還是任何時候，深圳都不是「 文化沙漠 」。另
一種則是承認深圳曾經是「 文化沙漠 」，但時間只是「 建特區初 」或
「 八十年代 」。這兩種由一個問題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於一九九
○年特區十周年之際，構成了深圳應對「 文化沙漠 」論的最初模式，
且結構穩定，直到今天也變化不大。

本年見報的一篇成就報道說，特區十年間「 聚攏了許許多多平凡與
不平凡的工程師、經濟師、教員、醫生、教授、作家、藝術家……他
們在這塊昔日的文化沙漠上，傳授着知識，貢獻着才智，播種着人類
文明。 」而官方色彩濃厚的《 大鵬頌 —— 深圳經濟特區十年成就
展》，則在解說詞裏一會認為「 文化沙漠 」是「 貶稱 」，一會又說
「 文化沙漠 」已變成文化綠洲，恰似《射鵰英雄傳》裏的周伯通左右
手互搏。

這一年的年底，一本「 奇書 」《深圳特區文化初探》出現了，所謂
「 奇 」，是書中文章的十幾位作者似乎不約而同堅持一個原則：不承
認「 文化沙漠 」說法；文中根本不提「 文化沙漠 」這回事。

只有一個例外：書中一篇寫於一九八五年題為〈深圳特區文化建設
與經濟建設的關係〉的文章第二部分寫道，據一九八二年統計，特區
與外商簽訂一千六百三十四個項目，投資額一百零五億港元，實際投
入二十七億，文化方面只有四項，投資三百萬港元，佔整個投資的千
分之零點二。作者接着假設了一種情況：「 如按這投資比例建設下
去，城市就會畸形發展，變成『 經濟綠洲，文化沙漠 』。 」作者並沒
有回擊「 文化沙漠 」論，因為一九八五年深圳的這頂帽子尚未成型。
他文中橫空出世般提到的「 經濟綠洲，文化沙漠 」不過是個假設，而
且還不是單指文化，而是與經濟「 對舉 」。

書中一篇題為〈迅速發展深圳特區文化事業〉，作者蘇偉光從八個
方面歷數纍纍成績，證明深圳文化經過十年努力出現嶄新局面，不過
通篇文章根本見不到「 文化沙漠 」一詞。有趣的是，六年後已經成為
文化局長的蘇偉光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 十六年來，在市委、市政
府的關心重視下，深圳文化事業有了『 超常規 』的發展，徹底甩掉了
『 文化沙漠 』的帽子，並逐步走向文化綠洲。 」

他終究還是接受了「 文化沙漠 」這頂「 帽子 」。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
（本文為節錄，全文刊於《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

二三年二月號。）

「文化沙漠」編年紀事（一九七九— 一九九○）（節錄） ●胡洪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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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吳亞丁的長篇小說《誰
在黑夜敲打你的窗》近年再版，再次掀起評論與
研究的熱潮，可謂深圳文學的一次大事件。這部
小說有着源頭活水的特質，每次閱讀都會呈現不
同的面相，其意義似乎在不斷地有機生成。文學
史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很多作家一出手就是巔峰
之作。筆者認為，《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便是
吳亞丁的代表作。

小說開篇便營造了一種情感危機的氛圍，「 飛
機在大霧中盤旋了十來分鐘，然後俯衝向地面的
跑道。 」這時候，「 主人公岩桐所熟悉的城市，
那些縱橫交錯的街道，格子般綠黃相間的田野，
鏡子似的明晃晃的養蠔水域，都隱藏在無盡的地
方。 」小說不容分說直接將讀者帶入了一個危險
重重的現實世界，一面是身家性命的危機，一面
是熟悉的都市背景。飛機失事的危機映照着都市
中的感情危機，對於都市漫遊者岩桐來說，後者
跟前者同樣危險，同樣致命。岩桐就是在飛機失
事的危機中結識了「 她她 」，今後與她的交往將
是一連串的情感危機。兩者之間飄忽不定的情感
狀態恰似那航班的飛行狀態，一會兒俯衝直下，
一會兒一飛沖天。這種氣氛其實奠定了小說的基
調，鹿兒從「 一零零八大廈 」一躍而下，石榴離
開深圳殞命京城，青春少女香消玉殞，凡此種
種，皆是無常青春與神秘命運的寫照。

深圳特區成立之後，一些內地的覺醒者，受到
改革春風的召喚，成為特區建設者和都市漫遊
人。他們擺脫了內地的生活狀態，一到深圳便放
飛自我。從「 人的自我覺醒 」和「 人之所以為
人 」的角度上來說，像岩桐這樣有着豐富的都市
情感體驗與深刻的生活思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
僭越了某些傳統世俗倫理，才算真正地活過。

世俗倫理與人的價值

前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建構其文藝美學思
想時，將人擺到了中心位置，着力強調了人的價
值。他說：「 這是一個可以思考、可以觀察、可
以珍愛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人，在這個世界中
一切之所以具有意義和價值，只是由於它和人聯
繫在一起，是屬於人的。在這裏，人完全不是因
為漂亮才有人愛，而是因為有人愛才漂亮。 」吳
亞丁的《 誰在黑夜敲打你的窗 》則是「 人的文
學 」，尤其契合巴赫金所謂的不斷感受着的「 在
場的人 」。「 在場的人 」的美學觀念，突出表現
在其小說對包裹在兩性關係之上的「 愛 」與
「 情 」的深入探討上。

談及兩性關係，必然涉及到兩性倫理。甚至可
以說，兩性關係的核心就是倫理觀念的嬗變。因
此，從兩性關係的視角考察岩桐的倫理困境，堪
稱一場趣味十足的旅程。鹿兒、她她、妮妮……
那些精靈一樣美麗優雅又難以捉摸的女孩出沒在
這座城市，與岩桐相遇。在跟她們的交往中，岩

桐始終面臨着複雜的兩性倫理問題。
岩桐與重慶女孩鹿兒同居，不願意放棄她，也

不願意與她結婚。在「 不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都
是耍流氓 」的世俗倫理面前，岩桐的行為是前衛
的。岩桐的好友「 但是 」的一番話，坦白了這些
「 都市漫遊人 」的婚戀觀：「 在深圳這樣的城市
裏，多少三十好幾的男人，甚至四十好幾的男
人，都還優哉遊哉地過着舒適和自由的單身人士
生活。誰願意那麼早結婚？誰願意那麼早就把自
己塞進家庭和婚姻的小籠子裏去？那不是作繭自
縛麼？既坑了自己，又暴殄天物！ 」鹿兒選擇了
從「 一零零八大廈 」一躍而下。事已至此，鹿兒
不得不死，殉情成了她永遠活在岩桐心中的唯一
方式。

跟鹿兒相比，「 她她 」與岩桐的關係擁有更多
的可能。在蓮花山公園，岩桐第四
次遇見「 她她 」。而「 她她 」的身
邊，多了一位喊她媽媽的小男孩。
這一幕場景立刻把岩桐拋入了倫理
困境，「 他曾經夢牽神掛、純潔無
比的黑衣女孩，原來就是這樣一個
美麗的肥皂泡，被一個倔強活潑的
小男孩一腳踩得粉碎。無論他相信
還是不相信，他都已經看見那小男
孩喊她媽媽。 」緊接着，吳亞丁進
行了一段獨白式的講述：「 誠然，
他孤身一人在深圳，內心深處渴望
愛情，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
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身
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
愛情麼？這樣想着，他那顆曾經傾
慕過她的心，彷彿踩上滑板似的，
在急速地滑遠，彷彿要躲避某種不
潔的東西。 」吳亞丁對主人公內心的剖析，顯示
了固有倫理與都市愛情的矛盾。岩桐夢想中的理
想女人，必須深得自己喜愛，最好是一塵不染的
處女，這種「 處女情結 」只是沒有明說罷了。

在小說的結尾，岩桐在報紙上讀到關於「 她
她 」的報道。「 天空細雨斜飛。岩桐愕然呆立。
這麼說，他曾經見過的那個小男孩，不是她自己
的孩子？她沒有結婚？……他呆呆地想着。手中
晚報無聲地滑落，然後散開……在帶着海洋氣息
的秋風中，像大鳥展翅，撒着歡，飄向玫瑰色的
遠方。 」報紙向岩桐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
「 她她 」再度成為純潔天使的化身。於是，「 大
鳥展翅 」，遠方成了「 玫瑰色 」，在幽暗的敍述
當中透出一線希望之光。

比「淘金的故事」更高維度的表達

統觀吳亞丁的小說世界，無論是《誰在黑夜敲
打你的窗》中的岩桐，還是《出租之城》中的葉
蟬，兩人面對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總在虛構與

真實之間遊走，在憂傷與希望之間徘徊。恰恰是
這種游離和不確定的狀態，訴說着都市生活的本
相，攀登着都市文學的高峰，成為深圳都市文學
一處繞不開的地標。筆者閱讀所及，很多深圳作
家致力於表現改革開放的奮鬥故事，執迷於將深
圳塑造成一座淘金的城市、改變命運的城市，始
終跳不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圈套。吳亞丁的小
說則致力於深圳人的心路歷程與情感秘史，無疑
是更高維度的文學表達。

在吳亞丁後來的小說創作中，始終可以窺見存
在主義哲學的影子，有時候甚至呈現出一種曇花
一現的個體存在。比如他的「 江上之旅 」系列短
篇小說，其中的《少年的江上之旅》，就探討了
一種轉瞬即逝的個體存在。該短篇小說的背景設
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是一個社會管制開始放

鬆的時代，也是很多中年人心中的
黃金時代。正如小說中表達的那
樣，「 少年的心渴望飛翔，少年的
腳則渴望奔跑。 」在十七歲的暑
假，少年偷拿了家裏的六十塊錢，
跟着要好的同學沿着長江長途旅
行。女人對少年的愛情密碼就藏在
女人為少年寫的文章裏，這是女人
破碎卻依然魅惑的春夢，「 我更感
興趣的，是你去船尾看浪花。哎，
你這麼一個安靜的男生，怎麼會想
到去船尾看翻滾的浪花呢？ 」以及
少年江上之旅的奇特見聞：「 你說
那個年輕的男人，整個晚上，他從
背包裏，居然就像變戲法一樣，拿
出近二十種不同的香煙來。當然，
他不光給你抽煙，他還拿出一隻銀
光閃閃的新手表。你告訴我說，那

是最新款的廬山牌手表。是一隻漂亮的最新機械
手表。那年輕男人將手表輕輕在鐵質的船舷上面
清脆地敲了敲，炫耀說，瞧！防震的。 」在那個
時代，少年竟敢沿着長江長途旅行，展
現出非同尋常的個體覺醒和心靈力量。
這是吸引女人的核心要素。只不過這種
個體的覺醒只是曇花一現，結婚後，女
人面臨着三十年寡淡無味的生活。少年
的個體覺醒也很快就會被殘酷的現實消
磨掉了。少年是偷了父親的看病救命錢
去旅行的。這足以再次將少年甦醒的主
體性打回硬殼內。結婚之後，在女人的
心目中，少年便「 不存在了 」。這正呼
應了許多年後女人引述的富蘭克林的
話：「 有的人二十五歲就死了，只是到
了七十五歲才埋葬…… 」。

女人年輕的時候，愛上的是那位表面
羞澀內心狂野的少年，那個去長江漂流
渴望飛翔的少年，那個伊卡洛斯一般渴

望天空和遠方的少年。可是，當兩人攜手走進婚
姻的殿堂，男人沒了少年時代的情懷，成了庸眾
中的一員。「 伊卡洛斯 」墜落了，女人也不再是
喜歡逗笑的女人，成了一名歇斯底里的潑婦。小
說結尾的淡漠具有巨大的震撼力量，「 只是，令
人悲傷的是，到了這個時候，他的內心似乎已經
枯竭了跟那個女人說話的欲望。 」多少婚姻的結
尾，彼此變得漠然。

給深圳人的寓言小說

吳亞丁的小說，緊扣深圳這座城市的獨一無二
的精神氣質，並在這座城市裏的情愛敍事中，建
構起了一個文學意義上的詩意之鄉和哲學意義上
的精神家園。在深圳這樣的新型移民社會，人們
追求溫暖與愛情以擺脫孤獨，而非單純的身體欲
望。殘酷的是，人們往往求而不得，靠着回憶的
餘溫自我安慰。而在一個特殊的急速資本化時
代，現實中的身份標籤和對物質與名利的追求，
往往遮蔽了自己的眼睛，同時約束了自己的行
動，追求真愛變得十分艱難。當社會異化造成了
一個個相互隔膜的存在，每個人都期待着他人來
敲打自己的窗戶。尤其在黑夜，則喚起了他們剪
不斷理還亂的孤獨與寂寞。因此，敢於卸下傳統
倫理的重負，勇敢地走出房間，相信他人也相信
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世界，也把握自己。這既
是對陷入倫理困境的深圳人的忠告，也是吳亞丁
小說的獨特話語。

顯然，吳亞丁的小說，不是喃喃自語的私人話
語，而是具有極強現實針對性的隱喻小說與寓言
小說——人們不能總是等待別人來敲打自己的窗
戶，而是要像無數的義工們（如「 她她 」）一
樣，勇敢地走進社會，擁抱世界，在大時代裏重
建人的尊嚴。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大學文學博
士在讀，著有小說集《我想去趟布拉格》。）

編按：作家書寫深圳，大抵離不開外地人遷入，努力工作最後成功發家致富。此等無疑是深圳一道常見的風景。「不過既然深圳女孩是如此之多，他還用得着在一個已婚女人

身上，或者在一個單身母親身上尋找愛情麼……」吳亞丁寫深圳，卻以新型移民社會人們的倫理婚戀觀切入，寫出深圳人潛藏的寂寞並予以開解，別具匠心。

▲吳亞丁著《誰在黑夜敲打
你的窗》再版，二○○一九年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倫理困境與南方敍事─簡論吳亞丁的小說 ●歐陽德彬

【專 題】■

一、

我是長在河岸的一棵木棉
深圳河對於我
就是一面鏡子

三月，我將一樹的花蕾
投射在河面
我的火紅與熾熱
令它為我唱起叮咚的歌

我對城裏的事不怎麼關心
那些高過我的樓
自有他們的樂趣
我只全心全意
照看它的流淌

二、

我是一位騎行者
自行車滾動着我的汗珠
沿着深港邊界
我從蓮塘口岸出發

隔着鐵絲網
我看到你的河面
越來越開闊

我很想跨過鐵絲網
將我的雙足
涉入你的清冽

三、

一塊剝落的礁石在海裏游動
一堆土在水上漂移

河上的船
盛放着兩岸的倒影
四十多年過去
倒影換的裝，數不清

此刻，我在一棟樓的窗前抽煙
在保稅區，數山巔的雲
看到船像魚一樣
從河面游過
呼吸輕盈，像什麼事
都沒發生

四、

在一百一十六樓，城市的至高點
我看到最飄逸的大地書法
從梧桐山至深圳灣
一筆逶迤

我看到山嵐飛升
海嵐吐納變幻的光影
我看到河與海的相交
紅樹變成水墨的皴法

蜿蜒的河道是地表的金線
入海口簇擁着飛翔
樓宇排列在右岸
田園合圍在左岸

候鳥在空中
看見活絡的美餐
我在高空
看到修長的寫意

五、

隱在山峰之間
聲音忽遠忽近
在盤山公路
我感受到你的輕靈
我聽到你的跳躍
有如我的心跳
對岸的崗哨
或有同感，與我一樣
在山間佇立
凝神傾聽，你的清亮

你從山上下來
如釋重負，如去纏繞
左衝右突
越走越寬闊

石頭在河底
撥動琴箱，我期望
有一日能溯流而上
去觸摸，去合奏
獻給你的
心之交響

六、

河套像放大的字母D
那一灣水流
是深港的鑲嵌

無人機在天空不着痕跡
將兩岸的波紋與土地的翻滾
一併攝錄

流水兜着未來的想像
灘塗留下萬鳥的足跡

七、

紅嘴海鷗、小白鷺、蒼鷺、黑臉琵鷺、
反嘴鷸、綠翅鴨

……這些鳥，比我更親近深圳河
更貪戀深圳灣

我最近距離的看深圳河
是在羅湖橋上
隔着玻璃瞄上幾秒

因為不可逗留
因為過關的人潮湧動
那幾秒，我覺得
這是一條靜止的河
在歷史的夾縫裏
它正在讓時間倒流

（作者為詩人、藝術評論人、媒體人。
一九九七年參加第十四屆「 青春詩會 」。
作品入選近百種當代詩歌選本。部分詩歌
被譯成英語、俄語、日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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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秒，我覺得／這是一條靜止的河／在歷史的夾縫裏／它正在讓時間倒流（明報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