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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流離記憶的追溯與抵抗──讀黃碧雲

《微喜重行》1 

何曉瞳 

摘要 

2014 年，香港著名當代女作家黃碧雲出版了長篇小說《微喜

重行》，以獻給哥哥的遺書為名，對人生與創作階段進行了

整理與總結，重寫以重行。黃碧雲將小說定義為「懺悔錄」，

並視自己為「告解」的人。本文認為，它除了是一部私我的

「傷痕文學」，也是屬於作者與主人公的「香港故事」。在

半自傳式的回憶框架裡，「我」藉著一次蒐集家族記憶的旅

程，除了追溯本源和思索個人生命意義外，亦展現了作者對

香港和個人身分定位的想像、省思與關懷。 

 

引言 

微喜將她寫過的，再寫一次。你將我視作微喜，亦

無不可。這是我寫給我哥哥的遺書。2 

在她長篇近作《微喜重行》的封底，黃碧雲如此寫道。對

作家來說，小說是一部獻給已逝世七年親兄的遺書，也是

其在知命之年對過去人生與創作階段的一次整理、呼應與

總結。3 以往，黃碧雲一直拒絕重返昨日之我，但在《微

                                                
1. 本文初稿承吳盛青和金環兩位教授的指導，也承《香港研究》匿名評

審和編輯的悉心評閱，在此一併致謝。 

2. 封底的這段話的對話對象是讀者。故此，這裡的「你」是泛指，與小

說中的第二人稱「你」所指不同。 

3. 有關小說的總結性意味，在 2014年的書展講座上，黃碧雲曾和讀者

分享了她的個人想法。總的來說，在故事框架的設計上，《微》呼應了

她早期創作的〈其後〉。在經歷半生以後，作者希望能以親歷者的姿態

再次處理一個懷念故人的故事。此外，無法翻譯的希臘語 agape（廣泛

無邊的大愛）和自由的探索亦是全書的重要主題。這分別呼應了她的

〈無愛紀〉和《媚行者》。回想過來，作者認為自己在〈無〉表現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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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重行》中，她想要面對和承認的正是「重複」，故此選

擇「勇敢不逃避」──「重寫」（字花編輯室，頁 21）。

重寫的意義並非單為將過去重頭搬演，而是重新觀看、敘

述、反思、感受，以致懺悔；因為將所逃避過的都重新面

對和接納，故亦為重行。但《微喜重行》遠非只是與過往

作品的一次對話或角逐，它更是一部關於作者（同時也是

主人公「我」）私密情感與記憶的「懺悔錄」與「傷痕」

文學。即使作者或無意將《微喜重行》置於「家國」論述

的宏大理念框架之中，但小說在追憶往事的過程中，亦反

映了香港的文化身分處境，為小說平添了另一層寓言含義。  

小說從陳若拙與周微喜少年時的往事開展，兄妹自小

分離卻仍發展出有違倫常的曖昧關係。後來，微喜被生母

傷小離接回日本居住，卻與母親男友余亮發生關係，因而

被送回港。微喜回港後與哥哥重逢，展開了一段短暫而甜

蜜的同居生活。然而，世俗的目光、經濟與情感上的考驗

令他們最終分離。自此以後，兄妹各自組織家庭並步入平

庸的生命軌迹，承受生活中的拉雜繁瑣。二人雖先後到美

國定居，卻再無交集。九七過後，父親確診末期肺癌，若

拙來到長洲探望，有關父親過去的記憶因而開啟，往事一

一浮現，為家族秘事揭開序幕。未幾，在 2003 年沙士

（SARS）肆虐之時，若拙亦同樣因肺癌逝世。哥哥之死

不但觸發微喜過往痛苦的回憶，亦令與「故土」隔絕多年

的微喜因要完成他的遺願而回鄉埋葬哥哥。及後，敘述者

從回憶的框架正式回到「現在」，並由此「重行」。小說

最後結束在微喜女兒見雪的婚禮，見證微喜獲得真正的

「自由」。 

《微喜重行》是一部屬於女主人公周微喜與作者黃碧

雲的「回憶之書」，「記憶」是一個貫穿全書的重要主題。

                                                                                   
情之愛過於單薄，而她也曾想像過老了的媚行者（自由精靈）將會有怎

樣的追尋，故決定將這些題材再寫一次。語言方面，她並用了《烈佬傳》

與〈無愛紀〉的兩種語言風格，來表達人物心路歷程的複雜轉折。在此

以外，筆者認為，此部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呼應了關於描寫三代女性苦

難與命運的《烈女圖》。用黃碧雲的話來說，這是一部將以往題材 「炒

埋一碟」的舊故事（黃碧雲，《微喜哀傷》；字花編輯室，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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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以女主人微喜（妹妹）「我」為敘述者，以全知的角

度出發，站在當下的時間點來回顧「我」（微喜）與「你」

（若拙）的一生，全書可謂一個以「我」的主觀經驗為主

導的追憶過程。小說的人物的過去均是以斷裂、碎片化而

交錯的回憶片段來呈現，在「我」和「你」的生命主線中

亦交織著小說各人物的回憶、命運與歷史。小說採用了倒

敘手法，「我」先從「我們」的少年時代說起， 直至「你」

因病逝世。期間層層往上回溯和追憶往事，從「我們」這

一代、到父母一代，再到祖父母的一代。然而，這一趟回

憶旅程卻是崎嶇的，在現在和過去之間，貫穿著錯綜複雜

的情緒、碎片化的往事痕跡和謎一般的個人與家族秘事。 

而在一次返鄉之旅，微喜通過蒐集照片來追溯了上一代的

家族秘事與記憶，一方面令「我」與曾一度彷如陌路的父

母親，同時也是曾經的自己，達致和解；另一方面，突顯

了「我」在身分危機裡的掙扎，並展示了黃碧雲對香港人

前路的省思。 

微喜的記憶書寫 

在微喜的記憶之流中，時間跳躍不定，敘事斷斷續續，人

物的生命經驗、思緒和情感有如碎片，當中關聯需讀者自

行感知和重組。這種任意、支離的傾向，或會為讀者帶來

解讀上一定的困難，但亦呈現了主人公如何在一個不穩定

的狀態中尋找意義的過程，再現了原始生命經驗裡的混沌

感。在小說中，「照片」是一個微小但重要的細節，我認

為它能為小說提供一個獨特的詮釋視角，有助我們理解作

者如何處理人物與過去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揭露了她

對自身文化、政治身分上深刻、曖昧而矛盾的思考。 

對於何為記憶，黃碧雲在〈遺忘之必要，理性之必然，

微笑之必須──歷史與小說的寬容〉中指出： 

我們經過，事物退到身後，漸遠漸小，然後我們以

為我們遺忘。〔……〕最可怕是我們會知道，我們

其實沒有忘記。我們會在一個轉角陰暗處，一天下

雨，沒有打傘，抬頭望天的一刻，或午夜收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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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訊，醒過來，打開口訊，都是亂碼，我們無法再

入睡，望著黯黃的街燈，忽然想起，一種氣味，一

人的微笑，我們曾做過的承諾〔……〕所有曾經令

我們發噩夢，後來慢慢淡忘的事情，我們都記得。

（頁 23–24） 

「記憶」是指「知覺、感覺與概念」；對黃碧雲來說，

「記憶」總是突然浮現，又或是由物體所引發的。這令人

聯想到華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所談到的「非意願記憶」（involuntary memory）（本雅

明，頁 152，154，198–199）。 這些記憶殘破不全，總以

「痕跡」或「灰燼」的形式出現；同時，它亦總是無意地

及需要「依仗機遇」而獲得的，或是從物體中引發出來的

（何杏楓，頁 451）。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形象〉一文

中指出：「對於回憶著的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他所經歷

過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憶編織出來」（本雅明，頁

198）。當微喜進行「回憶」之時，當中所涉的是一場追

憶與遺忘之間的角力。本雅明亦認為在自發性的追思工作

中，記憶與遺忘存在互為經緯的關係，故追憶便是一個抵

抗遺忘的過程。因此周微喜在以回憶編織文本時，無法遵

從一氣呵成的線性敘述方式，反之是一個以零碎記憶拼湊

過去的過程。這樣亦能理解到為何周微喜的回憶總帶着繁

雜交錯的時間，因為當物理時間被打破，時間的流逝只能

以空間或感官經驗來呈現。如同區仲桃的說法，若記憶本

身是一個能指的話，它的所指呈現著的便是一種浮動、難

以確定的狀態（區仲桃，頁 543）。而《微喜重行》中的

「記憶」亦是以這樣的特質展現，一種氣息、情感、或是

某件物件均可成為小說人物尋找記憶的線索。 

尋根之旅：記憶的蒐集與轉化 

哥哥之死是小說中極為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在小說那無可

逆轉的宿命論調下，它象徵著一次能令「我」有所轉變的

契機。從小便與父母關係疏離的微喜，對「故土」感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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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陌生疏離。後因若拙逝亡，令她不得不回到那「埋葬血

緣與記事」的土地埋葬哥哥： 

因為歉疚，我知道我要埋葬你。我要重行，那我從

來未曾到的土地，我們所有的過往，在我們之先。

曾經再經，行者再行，出賣者回歸忠誠，思念近乎

無情〔……〕在世界終結之前，如有一微笑浮現；

可以忘懷，可以湮沒。記下為了成灰。（《微》頁

332） 

這一趟尋「根」之旅是一次「贖罪」的儀式。家族秘事、

記憶與種種往事痕跡由此一一浮現。這趟「尋根之旅」是

現實時間裡的一天，其中圍繞與鋪陳的家族記憶主要是一

段祖母的尋子經過──父親的哥哥（亦即伯父）朗遠的故

事。「尋根」的過程亦是「我」與父親身世與記憶聯繫起

來的一次體驗，故此部分可說是父親死前回憶的連接或

「後續」。在過程中，時間於過去與現實間不斷跳動，家

族各人物紛雜的往事、情感、記憶彼此交纏，意義不斷遷

延，也相互衝擊，予人一種極為斷裂游離之感。在返鄉之

旅中，黃碧雲安排微喜擔任「蒐集者」的角色，藉著三張

照片的收集，將小說中極為零碎、斑駁的記憶斷片貫穿起

來，以此理清生命中所有的前因後果，象徵了一次的總結。  

回到原籍增城，微喜在那土地和素未謀面的親屬上，

「蒐集」過去留下的種種「痕跡」，在探知「他人」身世

的同時，亦走過一次重新導向自己的心路歷程。照片是其

中的關鍵。一方面，它不僅可被理解為王明珂在〈集體歷

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中談到有關群體「集體記憶」的重要

傳遞媒介；另一方面，對微喜來說，它亦是她在尋「根」

途中「蒐集」的收藏珍品，具非凡的象徵意義。4  

照片本來不過是關於過去的遺跡碎片，在按下快門的

一瞬同時將之凝固。它留住的是「經已消逝的當刻」，因

此其所承載的意義是片面而單薄的，它也只能是「啞默」

                                                
4. 根據 Maurice Halbwachs 所言：「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爲，現實的

社會組織或群體（如家庭、家族、國家、民族，或一個公司、機關）都

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Halbwachs 65; 王明珂，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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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Koch 98–99）。故此，我們無法用一張舊照片來準

確地追溯過往的人或事。或更準確來說，就如克拉卡爾

（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在其名篇《攝影》中

所談到般，照片只是記錄祖先過往生命的單塊碎片，但同

時它也為人們提供了回到過去的機會──再次瞥見那已一

去不復返的瞬間（Kracauer 47–49）。亦因如此，唯有依

靠「口述傳統」，才能重塑或追溯先輩的形象（Kracauer 

48）。通過祖母、堂兄若渴及其兒子雄天等人的口述和記

憶，微喜尋回父親那失落了而無法經驗的記憶，黃碧雲最

終藉微喜蒐集的三張照片來總結所有： 

我〔注：微喜〕用老燕給我那一條白手帕，連同良

妹奶奶給我的兩張照片，包好，放在背包。這是所

有的過往，這大地，給我最沉重的禮物。（《微》

頁 365） 

這三張照片分別是：（一）父親與兄長在「民國廿九年攝

於廣州」的合照、（二）「父親與（母親）傷小離」的合

照、（三）「祖父陳朗遠死前，還很年輕」的照片，其中

不僅貯藏了微喜的家族記憶，也從中被各人賦予了不同的

情感重量。 

首兩張照片均在微喜離鄉前由祖母轉贈。第一張照片，

是朗越朗遠兄弟二人情誼的見證，也是祖母多年來的珍藏

之物。祖母麥氏香蓮是個養女，自年少時初遇祖父陳正方

止便芳心暗許，決心非君不嫁。嫁入陳家，她對家庭全心

奉獻，事事以朗遠朗越兄弟二人為先。然在風聲鶴唳的年

代，兩名兒子先後離家，朗越離家不歸，朗遠先是音訊全

無，後雖知他不幸離世卻非陣亡，最終屍骨不尋。在一切

不可掌握的亂世，照片成為了祖母唯一可以握在手中的物

質形態。那唯一一張攝於兄弟分離前的合照，記下了最遙

遠又最珍貴的時刻，亦是化那未曾有傷害、背叛的瞬間為

永恆的憑證。但照片的保存與遺失亦是一體之兩面。時間

的距離──按下快門的時刻與事後回顧的時刻──注定使

照片失去本來的完整意義。故此，照片雖仍「象徵性地提

供了散離的親人的存在」，但在祖母每次重看照片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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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必然看到時間的流逝和那無法往返的曾經（桑塔格，

頁 34）。由於照片的意義無法固定，也會和記憶互為作用，

那段親身確認兒子因被同伴張慎先出賣而死的尋子記憶大

概便是令她最難以承受的部分。5 她最終決定將照片贈予

微喜，意味著將收藏了超過半個世紀、她大半生的家族記

憶與個人情感一同轉交微喜，一方面令家族記憶得以傳承，

另一方面亦是將沉重記憶轉移的行動。對微喜來說，這張

照片不僅記認了微喜未曾想像過的倫理親情，也寄存了家

族倖存者祖母的動盪與苦難記憶。 

第二張照片，是父親與母親的合照。在照片中，微喜

彷彿從母親身上看到自己，隨之有這樣的聯想： 

他（朗越）寄這張照片來給他母親，是不是說，巫

氏女不用等我，有人便去嫁？或者他也曾想，與傷

小離再做夫妻，巫氏女卻沒有離開，她不離開，宣

佈，我至今仍是你妻，你另娶是背信棄義〔……〕

陳朗越不肯做一個背叛任何人的選擇，未芳成了他

最含糊的妥協，不解釋，不正名。（《微》頁 363） 

這張照片不單是一張父母親的紀念照，背後承載的更是父

親與三個女人──巫氏女、傷小離與未芳──過往複雜的

情感關係，以及微喜一直無法瞭解的過往和心事：在日軍

佔城，「身家錢財，一炸為零」的年代，父親與素未謀面

的巫家女在祖母的安排下在鄉毅然成婚，卻由此埋下悲劇

的種子（《微》頁 261）。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大陸政

局不穩，父親逃到香港，成為教師，卻又與學生傷小離相

                                                
5. 在「共軍打到來」的某夜，突有一軍人將一布包塞給祖母，從內裡之

物她方知兒子經已身亡。為了得知朗遠「屍在何處，因何而死」，她帶

同兒子的「可作遺物記認」的照片到新政府機關逐一查問。沿途有人認

出照片中另一青年是與朗遠同期的張慎先。雖然照片「已經摺白」，卻

無礙祖母尋子的決心，她來到青年的家鄉潮陽城南繼續探問。來到其中

一戶時，她發現舊紅木桌上有一相架，「良妹奶奶眼利，一眼便認得，

這是張生慎先〔……〕李氏良妹，從懷中掏照摺白照片〔原文如此〕，

陳朗遠張慎先，將照片塞上原來相架之上」。通過湊合照片，祖母結合

先前的記憶便知道「她兒子的死，與此人有關」（《微》頁 346，354，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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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並先後誕下若拙和微喜。由於父親在鄉有妻，令他無

法承諾傷小離，最終令她扔下兩個孩子便決絕離開，此亦

成為了兄妹悲慘命運的根源。微喜從小認定父親背棄家庭，

令她與兄長的生活孤苦飄泊，並發展出後來相愛相虐的亂

倫關係。而這張照片卻多少解開了微喜的心結。它說明了

父親將他與傷小離的合照寄給祖母，是希望巫家女自願離

開，繼而和傷小離再成為夫妻、組織家庭。即使最終無法

得償所願，但錯亦難以只怪在父親一人身上。父親一代是

「戰亂時期出生的嬰孩」，在動盪的大環境之下，個人只

是被動無力的一員，其過錯亦是「時代催人」種下的結果

（《微》頁 260，340）。而這張照片卻見證了父親曾經

的心願，也被賦予了父親曾不為他人所知的情感，說明了

他對母親與兄妹二人並非如她想像般無情。這可說是對微

喜的一個交代。 

第三張照片是年輕的朗遠和情人的合照，埋藏了朗遠

遭背叛而被判死刑的往事，是家族記憶最沉痛的一部分，

先由出賣者交給雄天，再由雄天轉交給微喜。張慎先與陳

朗遠本同是黃埔軍校第十五期畢業生，後來張「吿發祖父

陳朗遠，與一女欲投延安，二人被判死刑」（《微》頁

363）。朗遠卻說要在刑場舉行婚禮，並請張觀禮。他替

二人拍了照片後，再不碰相機。後來，因已隔太久，該照

片無法再被看清。但即使如此，他的歉疚之情並沒有隨照

片變得模糊而淡化。多年後，待兩地政治對抗消退，他來

找祖母叩頭賠罪，告知真相，以求寬恕。但祖母態度決絕，

張唯有將雄天「充當慈悲觀音」，最終，張於向雄天告解

後留下另一張照片便離開（《微》頁 364）。那張「已經

灰黃」的照片上的是年輕的朗遠和他的情人，由此微喜推

斷「張慎先喜歡這個女子」，並總結：「想陳朗遠知道吿

密的人是張慎先，因此請他觀禮。這一場是祭牲」，意即

這場告發是源於因愛而生的背叛與出賣（《微》頁 366）。

事隔多年，張亦不忘來叩跪祖母和歸還照片，是希望求得

寬恕，並藉將照片轉交他人而將照片內附的記憶與痛苦放

棄，令內心的歉疚之情得以消解。雄天再將照片交給微喜，

則意味著他將這段家族歷史的記認傳交給微喜，讓往事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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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喜離開。它顯示了口述這一行為如何賦予照片深度和意

義，使之成為家族史的見證和家族各人情感的記認物，最

終轉化為銘刻在微喜記憶中的「記憶意象」（memory 

image）（Kracauer 47–51）。更重要的是，它亦指向了

關於背叛與出賣的記憶，以及求恕和補償虧欠的可能。 

在這部小說中，哥哥是最重要的靈魂角色。縱觀全書，

雖然兄妹之間真正的相處時間並不長，但在整部小說中，

二人的人生依然互相糾纏，即使那是已為亡靈、時刻存於

「我」記憶中的「你」。有關「哥哥」的記憶是作者或微

喜最珍視的私密「收藏」，這有青春歲月裡的青澀、浪漫、

莽撞與磨難。在不堪回首之中，同時包括了最快樂以及最

痛苦的部分。「我」曾多次在小說裡告解，「我」不只一

次出賣與離棄「你」。即使分離了十九年，「我」在「你」

臨死前也拒絕再見「你」。而這些「我」心疼但殘忍地加

諸於「你」身上的「傷痕」在往後的歲月一直反覆折磨著

「我」的良心。這些揮之不去的「傷痕」重覆地以斷片的

形式出現，甚至與其他由他人加諸於「我」身上的「傷痕」

或不同的「我」與「你」（尤其是血緣親屬關係中）之間

的出賣與傷害互為糾纏、衝擊。不論懷念或悔恨，同樣刻

骨銘心。隨年歲之增，「過去」一再逼近「我」，也使

「我」不可避免地來到抑鬱的情緒狀態。 

而這張照片所說明的正是潛藏在人性之中的殘酷生命

本質，強調互相折磨與傷害是「我」（也是每一個泛指的

「我」）生而為人注定承受的磨難與苦厄。即使是在血緣

親屬關係中，親密與背叛是緊密糾結的共生關係。6 但在

血緣譜系以外，如第三張照片背後所展示的，同樣存在背

                                                
6. 例如母親離棄父親、父親當初背叛巫家女、父母親對兄妹二人各自離

棄、「我」一再出賣「你」，但在出賣與虧欠外，仍有不捨和羈絆。因

血緣而有的相似性或聯繫，「我」與「你」生死亦無法相隔的親密、

「我」與傷小離彷如「同一個人的再現」、「你」與若渴的一臉二人、

「你」和朗遠在照片裡同樣憂愁的臉等；還有血緣親族中的微溫暖意，

母親「將我的信，用一塊和布包起〔……〕原來她一直讀着我的信，沉

默不應」，父親對母親在第二張照片中得以說明的情感，祖母對兄弟二

人的心疼，「我」永遠珍惜與「你」共渡過的所有日子（《微》頁

246，2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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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與出賣：「你出賣人，人出賣你，如何記得清，誰又能

忠誠徹底」（《微》頁 329）。 由此，作者再次強調了人

際關係裡注定互相折磨的殘酷生命本質。但同時，「我傷

害一個」，亦「被另一個所傷」（《微》頁 335）。故此，

其實每一個「我」都在「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互換

或流轉，在集體的關係裡又有反射與延伸。正如微喜在離

開家鄉前不禁反問自己的一句：「怎可以論斷，誰出賣，

誰忠誠，我曾那麼恨傷小離陳朗越，何以有我」（《微》

頁 359）。 

在返鄉之旅中，微喜蒐集的照片並非只是一種物質痕

跡，而是克拉卡爾所指的，貯存了生活細節、多重意義與

個人記憶的「記憶意象」，當中涉及一個轉化的過程

（Kracauer 47–51）。上文論及的每張照片均無法被理解

為純粹的「複製品」，它們各自銘刻在各人的記憶中，其

中的情感意義難以劃一，但必定被賦予深度和重要性，承

載了對個人最難忘或重要的記憶與情感。同時，照片的意

義亦因家族成員的口述而變得豐富起來。通過照片這一細

節，微喜一方面以生者的身分替已逝的父親尋回失落的記

憶；另一方面，她將之與她的認知、情感、記憶和後來蒐

集所得的照片結合起來，經重新編排，在混沌的記憶海洋

裡重塑出一幅完整的家族圖像。這次的追憶旅程更令她認

清俗世人生中人與人之間曖昧而複雜的關係──背叛、出

賣、仁慈、守護、歉疚與愛恨混為一爐，從血緣之根中尋

得救贖力量。 

香港身世寓言：「根源」的想像 

返鄉之旅結束後，便來到小說的最後一章，黃碧雲如此寫

道： 

因他人之死，我們得以完成。良知或缺。我沒有再

回到中國。（《微》頁 368） 

很顯然，這是一句與「中國」劃清界線的宣言。「我」回

鄉埋葬哥哥，同時追溯了父輩在亂世中的流離記憶後，最

終指向的卻是「告別」，而非「歸屬」。我認為這種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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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或所謂本源的抵抗態度，是小說裡不同層面與層次的

「我」協商後的結果。這決絕的政治姿態，是來自作家本

人對於個人文化身分困境的自覺，也是主人公的理性最終

戰勝情感的結果。 

上一節所討論的三張照片，可被理解為蘇珊・史都華

（Susan Stewart）在《論渴望》一書談及的「祖傳之物」

（heirloom），其功能在於強調血緣譜系的獨特和重要性，

而消解了外在宏大的歷史觀或既有的時序與因果（Stewart 

137）。換句話說，照片這種收藏品追尋的是──也只能

是──血緣譜系的「根」和記憶，在一定程度上迴避了歷

史的視野。通過蒐集照片，微喜的返鄉之旅使她從親屬身

上尋得同命感，承認了自己的「血緣之根」，了解到上一

代的就造如何影響她這一代人，因此與曾一度彷如陌路的

父母、以及她自己達成和解。這展示了小說溫情的一面─

─在不可逆的宿命裡仍有戰勝的可能，肯定了血緣親情的

救贖力量。然而，這卻無法解決小說中另一更為根本的掙

扎──有關「我」在身分文化危機上的掙扎。 

小說中，在微喜若即若離的記憶片段裡，處處流露出

一種對「中國大陸」的恐懼、焦慮或抗拒感。從主人公的

身分設定可見，「你」和「我」的淒涼身世與香港的獨特

歷史經歷之間是一種互為指涉的關係──都是「在被遺棄

中成長」的「雜種」和「孤兒」（周蕾，頁 101）。這種

處於夾縫中的處境，不但令「我們」從小自卑不安，更由

此生出一種「對不純粹的根源或對根源本身不純粹性質」

的自覺（周蕾，頁 101）。亦因如此，「我」從小便覺得

自己是個罪人，「根源」的不純粹彷彿成了她難以說清或

清洗的「原罪」。小說中令人最深刻的一個片段，便是在

故事的甫一開首，敘事框架仍未見清晰時，敘述者即不只

一次強調了「你」對大陸貨的厭惡，並披露了「你」的想

法：「你討厭大陸貨，你覺得如果有一天可以不用大陸貨，

你就可以忘記羞恥」（《微》頁 7）。如果說大陸主流文

學書寫因香港的殖民背景而將之表述為「欠缺」，其「羞

恥」的殖民記憶只能待中國這一「拯救者」來清洗，黃碧

雲則是微妙地以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的姿態，在小說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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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想像模式顛倒過來，反將「羞恥」的根源指向中國

（周蕾，頁 124–127）。 

這一股混合了自卑與焦慮的抗拒態度可謂在有意無意

間貫穿全書：與「陳舊」及「發霉」掛勾的「大陸賓館氣

味」和令「你」大發脾氣的「舊中國」苦藥味，或是抱怨

的話語，如「這是甚麼鬼地方」、「如果你想得很低很低，

中國真是一個天天有驚喜的國家」、「那些大陸女人

〔……〕她們坐完監出來，一樣容光煥發，橫掃四方；我

們香港人沒甚麼用」（《微》頁 347，227，285，306，

334）。敘述者「我」是黃碧雲的代言人，她自然是站在

香港的立場發言，強調了香港與大陸的相異與距離，令人

清晰地感到彼此之間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當中有關文化

身分的寓言意味不明自言。然而，敘述者對中國大陸的態

度，除了充斥著刻意的疏離，卻難以說是一面倒的批判與

否定。「我」對於 「根」（中國大陸）的想像不但愛憎交

集，也曖昧矛盾。 

「我」和「你」生於 50 年代，以香港為家，卻是沒

有故鄉觀念的香港人。同樣是「花果飄零」 的一代，作者

更曾一度以為自己沒有歷史、過往，也沒有「根」（「鄉

下」），但「一連串的遭際離散」，親人逝亡、九七「政

權的移交」等，讓她看到自己的「根」──即使那是已斷

裂的「根」（葛亮，〈一紙歸命〉）。她形容「我們這一

代卻鮮有歸屬，而也並不享受漂泊」，唯「孤寂感」明晰，

這是「香港予人的特性」（葛亮，〈一紙歸命〉)。談及

書中對過去、歷史的思考，她認為她關心的是「人」，着

眼的是「家族」而非「家國」。如同黃碧雲自《烈佬傳》

以來清晰顯示出來的取態，她眼裡的歷史再不是家國的

「大敘述」，而是平凡人「經驗並記得的歷史」（黃，

「言語無用 沉默可傷」）。小說中安排的一趟返鄉之旅，

用作者的話來說，是人在 「無法逃脫」的聯絡面前要面對

的責任，同時也是一種以「理性」的方式來審視過去與自

我身世的過程（葛亮，〈一紙歸命〉）。 

在半自傳體的敘述模式下，「我」是具多重性的，不

但游離於一個真實的「我」（正在書寫的「我」）與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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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正在被書寫的「我」）之間，同時「我」更是

兼具多種身分──血緣上的、國籍上、文化上的，身分之

間互動又糾纏（Calvino 15；陳麗芬，頁 47）。因此，

「我」無法只停留在講述一個家族故事的層面，而必須轉

向回應和關心一個更普遍和基本的論題：自我身分定位的

問題。這可以是出於作家在公共領域身分上的自覺，又或

許是基於一種普遍存在於香港、每一個「我」，對自我身

分定位的思考與困惑。這一點在文化觀和身分議題更趨複

雜的時代裡更是有所呼應。微喜回鄉剛好是 2003 年的沙

士，九七已成過去，但人物對城市命運的茫然與焦慮仍清

晰地在個人身上折射出來。在旅程中，雖然可以說微喜在

血緣譜系的記憶上找到情感的歸屬，但亦是因為這種隔代

記憶的傳承，令她深刻地意識到上一代的所遭受過的創傷

與苦難會深深影響下一代的命運，也如香港的命運早已因

中國而被決定一樣。 

「自我身分定位」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黃碧雲最

終選擇了一個決絕但較容易的解決方法，即是與所謂的

「根」（「羞恥」的根源）切斷聯繫。她認為「上一代人

的造就」決定了「我們」這一代的生命經歷，故她最終必

須以「我」為家族史的最後見證人，將上一輩的記憶穩妥

收藏、安置與切斷，便正式與「過往」告別，方可獲得真

正的「自由」。這與舊作《媚行者》的一句「我父親死後，

我感到自由」亦有遙相呼應之意（《媚》頁 3)。由此，寄

予新一代逃出中國大陸、得以重新開始的可能。也即是說，

新一代的新可能是必須以「世代隔閡」來完成。因著血緣

的關係，見雪身上仍有遺傳自上一代的特質，例如那張和

傷小離一模一樣、令「我心一驚」的「眉心若蹙」的臉

（《微》頁 274）。見雪在千禧年於美國出生，而「禧」

具喜慶之意，那命定般的「舊人新貌」的詛咒（被決定）

或有破除的可能：「但她見雪，在此新地，可否改變她的

曾經〔……〕」（《微》頁 274）。長年生活在遠離地域

本源的見雪，對於上一代的「血緣與記事」一無所知，亦

是因為與舊世代集體記憶的隔絕，令她無須承受母親那生

而為人便俱來的痛苦。這一點在小說中的視角設計中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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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體現。小說中的敘述者「我」擁有全知視覺，超然地游

走於不同時空點和人物心理之間，唯來到與下一代相關的

敘述時，「我」卻回到限知視覺，無法得知人物的心理變

化，由此突顯了兩者之間的距離與隔閡。新的可能雖然未

必是明晰的希望，但卻因著未知，人生仍然可期。 

小說結束在見雪的婚禮，微喜、關早年與友人從婚禮

溜了出來，此時「我」看到： 

尖沙嘴五支旗杆，各旗飽滿飄揚，有人等我，有日

子，有大洋船，遠行出航，莊嚴回歸，生鏽拆毀。

（《微》頁 380） 

在歷盡人事滄桑後，再見到「五支旗杆」時，微喜不再哀

傷，可說已在平淡找到生命豐盛的質感。身處紐約的「我」

似是已與過往的「根源」告別，但這種「逃離」卻是不徹

底的，因為她最掛念的仍是在香港的所有當初。全書最終

以難以說清的曖昧之情為一段曲折的自我文化身分追尋作

結。 

總結 

回到黃氏的創作譜系，作家自八十年代開始寫作以來，就

以鮮明的「暴烈」風格在文壇上別樹一幟。她筆下均是沉

重得令人無法喘息的敘述，彷彿是以絕望故事的重覆搬演

來印證生命昏亂暴烈的本然（王德威，頁 314）。但即使

如此，「暴烈」一詞並不足以概括或定義黃碧雲的作家定

位。若要真正瞭解她筆下世界的複雜性，或應先從她第二

部作品集《溫柔與暴烈》出發，其中重要的是如書名上展

示的一組概念──「溫柔」與「暴烈」。王德威認為，黃

氏筆下的各種「至痛」其實來自對世界仍有情，她的暴烈

是生於對那原無足戀的世界仍不死心的溫柔，作家在以後

的階段或將有更多「驚人」的舉動（王德威，頁 332–334，

344–345）。7  

                                                
7. 王德威將黃碧雲與余華、殘雪兩位先鋒文學的奇兵相比，精確地點出

黃氏筆下的各種「至痛」其實來自對世界仍有情、仍有「溫柔」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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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往後的階段，黃碧雲以各種實驗形式書寫，意圖推

翻過往，停寫又再繼續，從對宏大事物的追求和執迷的推

翻，到「小寫之可能」與「自由精靈」的追尋，亦只為接

近「生命的核心」（黃碧雲，〈文學的權力與自由精靈的

懷疑與否定〉）。2007 年，黃念欣在《晚期風格──香

港女作家三論》中以《沉默．暗啞．微小》一書來標記黃

碧雲的晚期風格，點出黃碧雲的小說已「具顯老的心情」，

並來到一個拒絕定義的階段（《晚期風格》頁 147）。七

年後，在《微喜重行》出版的同年，黃念欣以〈晚期之後〉

為題，另文探討了黃碧雲（也連同鍾玲玲及鍾曉陽）如何

在晚期之後重寫，以她的話來說，亦即如何在連愛德華．

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都「無法完成

（的）」中找到可能（〈晚期之後〉，頁 29–34）。 

如前文所述，《微喜重行》是一部作者獻給哥哥的遺

書，亦是黃碧雲以往所有寫作階段的總結。2012 年，黃碧

雲的《烈佬傳》以半文不白的語言來寫下了古惑仔周未難

的一生，承載了底層小人物在歷史川流裡的經驗與記憶，

憑藉「以微容大」的姿態奪得第五屆紅樓夢獎的殊榮

（《烈佬傳》，封底）。在這次的嘗試後，黃氏在《微喜

重行》中轉向個人私密的情感經驗與心理處境，以探勘生

命裡更為深沉、隱密和私我的部分。通過一趟穿梭於過去

與現在之間的顛簸追憶之旅，小說在懷念故人、思索個人

生命意義，同時它亦是一個追溯本源和歷史的故事。在虛

構又似是回憶錄的小說框架裡，作者以半自傳式的敘述模

式建構出「我」的多重性。故此，《微喜重行》除了是一

部私我的「傷痕文學」，也因著作者在文化身分上的自覺

與自省而平添了一重寓言意味。 

小說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時間點是「哥哥之死」，此令

與故土隔絕多年的微喜回到那片埋葬血緣與記事的土地，

展開一次尋「根」之旅。「我」藉著照片的蒐集與收藏，

並在結合口述傳統的前提下，追溯了上一代的流離記憶，

                                                                                   
託，即使所謂的寄託仍是如此的徒然。相比余華、殘雪的漠然與疏離，

黃碧雲的暴烈卻是生於對那「原無足戀」的世界仍舊不死心的「溫

柔」，此尤能在 1999年出版的《烈女圖》上有所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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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填補了認知與情感上的裂縫，理清一切生命裡的前因

後果。這次「返回」的經歷令「我」在先輩的記憶裡得到

救贖，獲得重新出發的力量。但這趟旅程也是一場告別的

儀式，象徵「我」從此與所謂的「根源」切斷聯繫，從而

令新一代獲得逃離歷史（中國大陸）的可能。這一結局突

顯了作者個人、文化與政治身分之間的互動交錯。同時，

這亦意味著黃碧雲將私密寫作的寓意推到一個更遠的境地，

在私領域與公領域互動交疊之間，為「從來都難說」的香

港故事提供了黃氏版本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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