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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街道為思考方法 

溫哥華的街道特別舒服。我於是一個人在街上走走。為什麼不跟山下聖月一起走？因

為她崇拜白種人，做了別人的女朋友啦。沒有關係，我不傷心，這是溫哥華，這樣的

事情多得是。我其實很享受一個人走路，尤其是在我思考的時候。我先來到了羅品遜

廣場（Robson Square）。這裏其實並不是一個廣場，而是一條兩百米長的步行街，夾

在北面的溫哥華美術館和南邊的法院之間。這些公共建築的外部空間與步行街連為一

體，構成了所謂的廣場。從廣場上有一條台階往下走，地下一層是一個滑冰場，以及

UBC大學的一個學院。這裏雖然不寬敞，卻是最受關注的地方。凡是想集會的民眾，

都想來這裏發表公共演講。尤其是周末，這裏更加熱鬧。

先是委內瑞拉的僑民集會聲援臨時政府，他們手拉手唱著西班牙語歌曲，羣情激昂。

他們離開之後，來了一班年輕大學生。他們在這裏玩遊戲為公益籌款。他們搭一個大

水缸，裏面水離胸高。水缸上面有一把椅子。一個學生坐上面。這把椅子有伸縮功

能，機關是水缸旁邊的一個按鈕。遊戲規則就是，參加者站在規定的距離，拿一個小

球，擲向那個按鈕。如果擲中，椅子就收縮起來，坐在椅子上的人就隨著一聲尖叫掉

水缸裏面了。五月天的水仍是冰涼的。這是遊戲刺激的地方，就是看著椅子上的人掉

水裏的狼狽像。這些學生玩得很開心，很多人駐足觀看。行人都可以參與，擲一個球

建議價是兩塊錢，但不損款也可以。年輕的學生輪流坐在椅子上。此時正是一個長發

女生坐在上面。我拿起一個球扔過去，差一點，球偏了目標。她虛驚一場。我又擲了

一球，打中按鈕，她叫了一聲，但椅子沒有縮起來。旁邊的工作人員說，你要用力地

扔過去。我心理很矛盾呀，我既想擊中目標，又不忍心看著女孩掉水裏。我拿起最後

一個球，這次沒扔中。按鈕旁站著另一個負責撿球的工作人員，他是。他說，我幫你

吧，啪的一巴掌按下按鈕。那女生尖叫一聲，話音未落就唰的一聲掉進缸裏，澆起水

花四溢，周圍的人大聲壞笑。她不斷地叫罵那個男生，爬出水缸，又冷又興奮。看著

這個女生渾身濕漉漉的樣子，我心裏有快感：她衣服貼著身體、長發粘在一起。這究

竟是誰發明的惡作戲遊戲？我還以為自己很善良，玩了遊戲我才知道心中有小小的罪

惡，只是被文明理性所掩蓋隱藏。

這個廣場上還有許多不同的場景：一羣少女伴著音樂在玩呼拉圈，見到行人駐足就邀

請你一起玩。我喜歡她們的態度，但我近來很少鍛鍊，肚子有點大，所以不喜歡扭動

腰部，於是婉謝了。角落那邊有一個彈吉它吹口琴兼腳踩鼓的街頭音樂家，不管人們

是否關注他，他都傾情於自娛自樂。圓邊帽子下面瘦削的臉有開心的笑容。我覺得他

像是個享受當下時光的遊吟詩人。街頭音樂可以消除生活壓力。路邊還有一個留著長

鬍子的大個子藝術家，在地上擺著一個小地攤賣畫。他不是很和藹。兩個韓國女生要

拍照，他比劃著手勢，示意不允許，臉上的橫肉很不高興，他的狗更是虎視眈眈。

羅品遜廣場（Robson Square）的外圍就是商業街，叫羅品遜街。這條商業街有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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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馬路，路邊都停了車，佔去兩條車道，可行駛的馬路就顯得更窄了。人行道倒是很

寬。街道兩邊是低矮建築，沿街大部分是美國品牌店。街上形形式式的人很多，但不

擁擠。幾個白人騎車者推著車走過，他們古銅色皮膚讓我很羨慕，相比他們的皮膚，

我才是白人。不遠處有幾個來自中國的小女生，手裏提著幾個名牌購物袋，站在無印

良品門口拍照。街角有個無家可歸者向我乞錢，我說對不起我沒零錢，你去跟那些提

購物袋的女生要吧。對面人行道上，有商鋪隔著窗戶向路人賣crepe餅。我想吃，又擔

心長胖，對面有位女士也站著發呆，想必有同樣的憂慮。正在猶豫，沒裝消音器的摩

托車黨突突地而來，打斷我的思路。大個子車手穿著黑色皮衣，這輛車聲音如行雷，

車速卻很慢。這就是招搖過市嘛，我鄙視他沒文化。快遞公司的郵車小心翼翼停歇路

邊。司機無心顧及路上戲劇性場面。他滿頭大汗地搬著東西從車裏出來。看見他在工

作，我覺得無所事事走在街道上好舒適。

這就是溫哥華市中心一條街道的樣子。你問我：描繪溫哥華街道，我究竟想說明什

麼？我想回答說：我沒有結論。這幾段話就是提供了一種態度、一種氛圍、一種可能

性。在街上，我的思想總是敞開的。街道上的場景通過眼睛進入我的大腦。對於這麽

多不斷變化的信息，我的大腦不急於去下是非判斷，而是把信息儲存在那裏。什麼樣

的人和事，只說明了什麼樣人和事。逛街的時候，不帶成見會玩得更好。

一、百年前的街道審美方法

城市街道並不僅僅是一條路，而且是一個類似舞台那樣的文化空間。一個城市有許多

文化場所，比如博物館、教育機構、娛樂場所。這些有組織的地方都有明確的文化指

向。與這些地方相比，街道上的人和事是隨機發生的，是城市文化赤祼祼的反映，沒

有篩選，沒有過濾，沒有中心，沒有偏向。以街道為思考方法，與此有關。

我在街上閑逛，在廣州被稱為無所事事；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國，我可能會被稱為費來

諾（flanour）。費來諾指的是十九世紀末觀看城市的人。這些通常是中產階級的男性

文化人，穿著紳士模樣，遊手好閒似的觀察這座從正從傳統轉向現代生活的都市文

化，並紀錄下來他們對城市的熱愛。他們用藝術的眼光去看一些平淡無奇的城市事

物。印象派繪畫的那些法國畫家，不少是這樣的人。比如說，凱伯特（Gustave 

Caillebotte）的一幅作品《雨天》（1887）。畫的是一個十字路口。畫面右邊有一對夫

婦，撐著雨傘，男士的大衣是敞開著，女士的衣服則是緊裹的。石頭街道濕漉漉的，

因為下雨，空氣中有一層水氣，把黃顏色的建築變得暗淡，只有近處的一根街燈柱，

綠色顯得很醒目。畫中沒有歷史題材的油畫作品中那種戲劇性，更沒有裝飾性藝術品

那種鮮明的色調。凱伯特選擇了巴黎最普通的行人進行描繪。畫中的夫婦或許是藝術

家的朋友，但都是普通人，絕對不是拿破崙家族的親戚或是某個貴族名流。其實畫中

人物都不是主角。畫中的主角是雨天街道的氛圍。畫面中的平淡，反襯出藝術家對於

巴黎街道的感情。那時候，巴黎經過幾十年的城市美化運動（Haussmannization），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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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骯髒小巷被整修成為寬敞干淨的街道，地下排水道、公園等基礎設施建設讓巴黎

成為一座現代都市。誰不愛呢？凱伯特就像畫中那個正對著觀眾的男士一樣，不動聲

色地觀察著城市中的各種細節。

 

無所事事，那是外行人看不懂內行人的錯覺。那個時代的巴黎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在

這個濃濃的文化氛圍中，即使是平淡無奇或者庸俗的人和事，亦披著一層柔曼的文化

藝術的面紗。把一切生活內容都從藝術的角度去看，那就是法國。費來諾在法國文化

史上的貢獻，就是這一點。在他們眼裏，街道上城市文化充滿著各種新奇，值得品嚐

鑑賞。

費來諾這個詞是由法國詩人波特萊爾（Baudelaire）提出，後來經過本傑明（Walter 

Benjamin）納入學術的概念，他把費來諾定義為現代主義、城市主義的基本元素。本

傑明之後，費來諾在學術上被用來研究城市生活或階級等社會現象的方法。

費來諾是具有豐富情感的城市詩人和藝術家。他們能夠在平常生活中看到藝術讀到詩

意，這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除了有知識外，還必需有其他的一系列素質。比如說，

他與人們交談甚歡，但內心卻是一個孤而不羣的人，因為他思考和別人不一樣。他在

世界的文化中心，卻不跳到台前。他有情而不煽情，而是注重理性，把握分寸，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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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察者的角度去思考。他甚至可以成為自己的觀察者。觀看自己在城市裏的生活，

就像是觀看他人一樣。費來諾需要好奇心。他的思想是打開的，他不會以固有的標

準、先入為主地評判一件新事物。

十九世紀的那些法國費來諾的典型人物，後來就慢慢消失了。但他們的文化精神保存

下來。當代的藝術家、人文學者、文學創作者、建築師、攝影師都喜歡用費來諾的眼

光去看待他們生活的環境。我有時候也喜歡這樣做。

每個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環境，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往往會去認識這個環境、想要進一

步去思考自己與城市的關係，或者說自己與社會的關係。許多人對於城市的認識很不

相同，即使是住在同一社區的人。其中的原因除了個人經歷不一樣外，還有思考方法

不同。有如做麪包，有人用搟麪杖用手去搓去挰，有人用麪包機去做。做出來的麪包

不盡相同。同樣道理，想認識自己在城市中的文化存在，有的人用唯物主義和階級觀

念去認識、有的人用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去認識社會、有的人用某一個哲學體系去認識

社會。還有許多許多的方法，實際上我們都是綜合各種思考方法去認識世界的，只是

有所側重。街道亦是一種思考方法。費來諾這些人就是側重於以街道為思考方法。以

街道為思考方法，就是通過街道的文化現象去瞭解城市文化、瞭解城市可能性與自己

的關係。為什麼要以街道為思考方法？我覺得是這是新穎的方法，可以幫助我打開心

扉，克服傳統方法的某些誤區盲點，可以讓我比較酷地在城市生活，總之，這種方法

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所以我很想拿出來分享。

二、街道上的陌生人

天是藍色的，我的皮膚是黃色的，心情是咖啡色的，人字拖鞋是淡灰色的。我覺得在

街道上走著非常舒服。天氣不冷不熱。我像一個費萊諾一樣，四處觀察城市的細節。

我發現溫哥華街上的大部分人都穿著舒服的膠底鞋（sneakers），相比之下，多倫多市

中心街道上到處是皮鞋。這個小小的細節，道出了資本城市和生活城市的區別。我還

觀察到溫哥華的衣著裝扮。走在溫哥華的街頭，在衣著方面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融入街

頭。衣著不要顯得突兀。我著一條修身裁剪（slim fit）的短褲，皮帶是布做的，上身

是件粗棉花布上衣。只要覺得穿得舒服，別人看你就會覺得舒服，就是融入街頭了。

從皮鞋到膠底鞋，象徵著商業文化過渡到休閒文化，人字拖鞋則比膠底鞋更徹底。人

字拖鞋是城市的名片。穿在我的腳上就是自由的感覺，走路劈啪劈啪的聲音，就是無

憂無慮。

我劈啪劈啪地走進一家星巴克（Starbucks），排隊等候的有兩個警員、一人裝修工

人、還有兩個穿著西裝領帶的小青年。店裏坐著很多人：有學生在學習，有老人和狗

在一起看免費報紙，有下課的青少年在一起玩手機遊戲，角落還坐著一個頭髮蓬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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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可歸者在發呆。這裏真是什麼人都有，與街上沒有區別。我點了一杯日本抹茶加

上奶昔，找了一個空位坐下來。我靠在椅背上，無所事事。我留意到旁邊兩個人正襟

微坐，原來是在工作面試。我留意到洗手間外面有人排隊。突然有個亞裔青年跟我搭

訕。他問我是否經常來這裏，做什麼工作。我自稱是藝術家，我寫作和攝影。

「什麼攝影？」這青年眼睛一亮。我說有藝術攝影，也從事過時尚攝影。他馬上來了

興致，取出手機給我看照片。那是他的裸體藝術照，肉肉地映入我的眼簾。我沒有料

到一個陌生人會把祼照隨便給人看，有點不好意思。我稱讚照片很藝術化。他稱自己

兼職做模特，正想自己創業。我們開始交談人體攝影的話題。我在揣摩他的動機：第

一，他想在街上物色創業夥伴；第二，他是同性變者想物色我；第三，他反正沒事

幹，隨便說說話。他接到一個電話必需先離開了。我們約好下次見面時間。我心想，

這裏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很有意思。聊天讓我開心，讓我憶起當攝影師的事情，那

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我拿出電腦開始回郵件，側眼看見廁所沒有人排隊了，於是起身走過去。在離開桌子

之前，我告訴旁邊一個黑人。我說：「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我的電腦手機和背包，我

去去就來。」他說「沒問題」。我就放心地去上廁所了。在溫哥華的街上，大部分的

「陌生人」是可以信任的，除非你碰巧是在少數幾個治安不好的社區、或者是在外來

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如機場和火車站。在大白天的街道上打照面， 「陌生人」會彼此

給一個微笑，表示友善。遇到「陌生人」都要先予信任，除非其作出背離信任的行

為。

我是藝術家、記者、郵差、攝影師，因為工作原因，我需要與街上的陌生人打交道。

在溫哥華，熟人都在忙著，不經常見面。倒是街上的陌生人隨處可得，伴隨著我每天

的生活。我生活質量與陌生人直接相關。在面包店裏，我喜歡與收銀的女生講幾句

話。在柏文大樓裏送信，我喜歡聽打掃衛生的南美移民繪聲繪色地談大樓裏人們的衛

生習慣。早上去美術館路上我會經過一戶人家的前院，在前院裏剪草的白人老伯伯喜

歡和我談天氣以及花草樹木。在公園裏，我喜歡與越南裔的五歲小男孩談談他的小踏

車。話不用多，亦不需要知道對方的名字。只要有眼神的交流，交換個笑容，寒暄幾

句就走，都讓我心安。這種交通方式成為習慣之後，如果不與陌生人打招呼，我會覺

得很難受。和陌生人說幾句話，讓我覺得自己很正常。

誰是陌生人呀？陌生人是一個中華歷史傳統的熟人社會的一個概念，現代英文裏並沒

有這個詞，詞義接近的詞是奇怪的人（stranger）。陌生人的界定，我認為是一種狹窄

的心理定義，是用來加強家內或自己人的內在聯係而想像出來的其他人。我喜歡開放

式的社會關係。我偏向於認為我們正常的人其實都有類似的心理軌跡，尤其是在全球

化的環境中。我們根本不陌生。只有少數不正常的人和外星人（假如能遇見的話）才

是奇怪的人。我們在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人，都屬於同一個大家庭，彼此並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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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溫哥華就是一座螞蟻城，在路上見到另一只螞蟻，不管認不認識，我們友好地

相互碰觸角，打聲招呼，相互信任。

街上的人是隨機遇見的，而且互不認識，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上面提到的小青年。正

是這種隨機的性質與不確定性，讓我覺得陌生人有魅力。我喜歡在街道上走路，街道

是一個打開自己心扉的地方。即使是偶爾和陌生人點個頭談談天氣小狗，也能夠在總

體上讓我覺得自己是與更大的環境聯係在一起的，而不只是孤立地生活自己小天地

中，被一些瑣事所限制了自己的心境。

我最反感從人們給我的誤導：不要跟陌生人說話。我在廣州生活的時候，我非常喜歡

一個人旅行。那時候我背著一個大背包，行山涉水，漫步在遠方的城市，看著與廣州

完全不同的影像，我覺得很心胸舒暢。那時候的我對於陌生人和陌生地方是非常嚮往

的。期待著旅途的邂逅、享受著無所牽掛的自由感覺、對比著不同的人和景，讓我產

生許多觀點。我感覺我變大了，原本的瑣事變小了。廣東話把這種心境稱為「看得

開」。

話說回來，我也要提醒自己對陌生人的心理誤區。因為我每天都在一個非常熟悉的生

活環境中重複地做一些事情，難免會產生無聊感。於是，我的心理就會欺騙我，把陌

生的地方浪漫化，把想去到的旅遊地想像得很美；剛到溫哥華的時候，把溫哥華想像

很好，把廣州想像很差；我總會覺得新的陌生的環境比熟悉的環境更有吸引力，即將

要上任的新工作環境要比原工作環境好得多。對於陌生人也是同樣的心理基理：我往

往會把一個外表正常的陌生人想像得更好。這其實是一種「別人家的老婆更漂亮」的

心理。實際上，熟悉的和陌生的事物在本質上並沒有我想像的那麽懸殊。

我想要在藝術的層次來看待城市的街道，但我不想在情感的層次把陌生人浪漫化。我

在溫哥華已經住了好些年了，我顯然不是以一種旅遊者的角度來說話。溫哥華已經不

是「別人家的老婆」了。我自認為能夠克服心理偏見的來談溫哥華。我在寫這本書的

時候，我把「真實」放在「浪漫」之上。我的文字要傳達的是「真實」，然後才是

「浪漫」。真實與浪漫通常是矛盾的。我去讀過去的一個人旅遊的遊記。我發現文字

中充滿著各種抽象的形容詞，邂逅的陌生人比真實更加美好更誇張，故事很順暢情感

如流水一樣無痕。我現在不這麽寫了。我想寫的陌生人，譬如上面那個小青年一樣，

是沒有完整的故事的，是有頭無尾的。我認為這更加接近於真實的生活常態。日常生

活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碎片式的。陌生人的故事，就如城市的街道永遠是敞開的。除了

個別死胡同外，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街道永遠敞開著。故事只有開頭沒有結局。街道

不似封閉的居住小區，有完整的概念。我過去的習慣就是凡事都要追求完整，都要下

結論；現在我能夠接受一種更加真實的存在：我們永遠生活在沒有結局的故事中，這

是街道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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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憶童年感性的街道

那是80年代的一個仲夏，那時候我是個小男孩。那是商品時代前的中國南方一座歷史

小城潮州。這座小城依山伴水，江邊保留著唐宋年間的長長舊城牆，城門樓上精緻的

綠瓦紅牆，像古詩中的黃鶴樓一樣屹立，為這座文化小城站崗。城門卻是深深的，有

點陰森。大人們告誡說，小孩走出城外，就會被拐賣。城裏面就很安全，我和小朋友

們在街上巷裏亂跑亂竄。我們跑過西湖倒映的波光垂柳，爬上江邊急彎處的金山，躺

在點綴著出自唐宋文人墨客手筆的石刻上嗮太陽。城裏最大的一條街道叫做「太平

路」，這裏有一來一往兩條車道。我們稱之為「大街」。大街上有一家百貨大樓，五

層樓高，是全市最高建築。有一年熱帶台風把三樓的幾扇玻璃窗吹掉了，就再沒修復

過。但大樓裏的人們不以為然，視而不見地忙著。街道上還有一家新華書店，裏面散

發著一股特有的書籍味道。街道兩旁的騎樓下都是小店鋪，有賣涼茶的、有理發店、

有幾百年歷史的小吃店。大街上有許多行人和腳踏車。瀝青馬路這裏破個洞，那裏多

個坑，與破舊騎樓斑駁外牆相配稱。踏三輪車的大叔沿街叫收購舊金屬；手拿芭蕉葉

做成扇子的納涼老伯伯坐在竹椅上問價錢；綽號「老八」的清潔工人推糞便車叫聲

「借過」；被街坊稱為「大傻」的少兒麻痺症的青年正在用手指挖鼻孔，他見到糞便

車，就傻笑掩鼻跑開。大街之外是迂迴曲折小巷。我和小夥伴們從大街跑入小巷玩

耍。巷子只有幾米寬，迂迴曲折四通八達，那是我們玩地道戰的戰壕。巷子裏的騎車

青年吆喝一聲。我急閃開，差一點撞到一個駝背的廋小老婆婆。她在巷子緩慢地走

著。天快黑時，大人在巷頭街尾大聲吆喝孩子的名字，於是各家的野孩子就跑回各家

吃飯。飯後，鄰居家的漂亮小女孩在門外喊貓兒的名字，貓兒「喵」的一聲，跑到她

懷中。我在不遠處偷看她，很想變成貓。她往我這邊望過來，我趕緊看樹頂的麻雀。

城裏沒有新鮮事。每一天都是同樣的街景。我覺得無聊。於是，我和幾個大膽的男孩

瞞著大人、走到城外的北堤去探險。城外很開闊，天空掛著彩霞，涼風習習，金色陽

光為堤坡上的小草和沙灘上的腳印鑲上金色，未受污染的江水像詩一樣隨著和風流

淌。細沙踩上去特別柔軟，水邊有小螃蟹橫著走路，有小貝殼。一切都很美好。我的

兩個同伴迫不及待脫剩下底褲跳進水裏。不會游泳的我，被慫恿地走進淺水區。在大

熱天裏泡涼爽的江水，就有如吃雪糕。我害怕水，又經不起誘惑。同伴鼓勵我往水深

處走，那裏江水更涼爽。「沒事的，我們保護你。你若淹到水，我們會救你。」他們

在水裏對我說。我有些猶豫。但想起家中的父親造成的壓抑，我控制不住，就往水裏

面走去。突然間，我一腳踩空，眼前一黑。整個人被淹沒在水裏。我在水裏徒勞地掙

扎，使不了勁。剛才還柔和的江水，突然兇狠起來，往我胸口灌水，我無法呼吸。生

死關頭，我用盡力氣奔騰把頭伸出水面，看到天空的彩霞依舊，四周一片平靜，沒有

任何驚濤駭浪。離我才幾米遠的同伴，他們剛好背對我在戲耍，並不知道我淹水。我

想喊叫，但水灌進嘴裏喊不出來，我很快又沒入水裏。我再次撲出水面，但仍然無法

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在再次沒入水裏之前，絕望地看到天空與大地平靜如故，大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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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對我之生死不感動一根毫毛。

我用盡最後力氣再次浮出水面，我最後的光明是同伴戲水的歡樂影像。然後我沈下水

底，眼前是一片黑暗，越來越深沈的黑暗。我的胃裏進水，四肢放棄了掙扎。色彩繽

紛的小城、大人們巷頭的叫呼聲，鄰家小女孩的影子，貓兒的聲音，漸漸融化為無邊

無際的黑暗。黑暗裏沒有對錯，沒有害怕，沒有傷心，沒有悲痛，沒有孤獨，沒有父

母，沒有起伏。黑暗是絕對的平靜。死亡的過程才是絕對真實的。水面上的一切喜怒

哀樂都是幻覺。我不再對抗死亡，我接受了死亡，我享受死亡過程中體會到的平靜和

真實。 

奇跡出現了，不知哪裏來的力量，我突然一伸腳，腳底下居然碰到踏實的沙灘。原來

河床並不是平的，在漩渦作用下形成一個深坑，那是我意外掉下去的原因，但水流又

將我衝向深坑的邊緣，於是我就站結實了，鼻子剛好高出水面。我又見到天空大地、

聽見飛島船鳴、聞到空氣炊煙、噹到河水味道、摸到沙石風塵。陽間真美好！

回家路上，小朋友們安慰我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聽不見他們說話。任何語言

形容不出死亡的真實。死亡的真實，只有死而復生的人才知道。回到家，我很難過，

但不敢告訴家人，怕被父親責駡。晚上我睡不著。第二天，我一個人走在大街上，不

想和任何人說話。街上行人依然如故地忙碌著。又是個很平常的一天。人羣中，我突

然發現那位廋小的老婆婆，緩慢地蹬著一輛破舊的小型三輪車，車上坐著三歲大的孫

子在玩自己的手指。上坡路，婆婆身子向前傾費力地蹬著。她的手臂像干枯的小樹

枝。不平的地面造成顛簸，破車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一輛吉普車，在她身旁呼嘯而

過。我心很熱。我眼淚掉下來。大傻拖著花白頭發的母親的手。母子倆橫過大街。母

親從褲袋裏摸出破爛的幾毛錢，買了串甘草水果。大傻含在嘴中很滿意。我心又是一

熱，又流出熱淚。我一邊走一邊用手擦眼淚。鄰居家的小女孩又站在家門邊。我被她

看見，想掩飾臉上的淚痕已來不及，索性淚眼對視。我看出她眼神中的關切，我心很

熱很熱，眼淚像割斷動脈的熱血，止不住地噴出來。

我和她手牽手一起爬上了城牆遠眺韓江。一艘運沙船突突突地緩緩逆流而上，水面蕩

起漣漪。這個普通日常景象現在看上去有點神奇，似乎是魔術師變出來的。江中每滴

水、黑漆漆的船上的每粒細沙都脈脈含情。金色的落日灑在遠處不知名的山坡上，山

坡背後住著什麼人家？他們在山上採蘑菇嗎？更遠處有一座看不見的無名小城，可愛

的人們在忙碌什麼？我愛他們，我的愛飄得很遠很遠。運沙船突突突的聲音有如大地

的心跳，聲音漸遠，船只消失在河的地平線外。我伸手拉住她的手。我清晰地感知到

我的心在「咚咚咚」地跳，她手上的脈搏心也在跳。心跳與大地一起脈動，分不清彼

此。通過大地的無遠弗屆，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地球另一面另一個時空的脈搏。

街道是平淡無奇，還是充滿生機，取決於我用什麼態度。童年的街道並沒有變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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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溺水之後心態變了，所以就看到了平時看不到的場景。

這段故事講完了。你能記住故事中的細節是什麼？我想大部分就會記住我拾回一條小

命。你能記住街道上的細節嗎？街上人和物的細節描比重最大，如書店、大傻、老婆

婆、鄰居女孩等，形成一個面。我是一個點。通常的閱讀習慣就是從面到點。當我們

集中到一個點的時候，就會把面給忽視了。以街道為思考方法，就是要克服這種習

慣，把面當作關注點。如果把故事中的我去掉，那麽這個故事就很不完整。但是，如

果我真的溺水死掉了，那麽街道還是那樣的街道，鄰居女孩還是會在門口等著貓兒，

大傻仍然會在街上傻笑。街道並不會因為一個靈魂的離去而有任何變化。我這個點，

相對於面來說，是微乎其微的。 

四、人行道芭蕾舞和城市社會學

街道就是一個公共的舞台。我最喜歡的一位加拿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叫做雅各布斯

（Jane Jacobs）。她是一位記者、一位獨立的知識分子。她曾經在紐約居住，在那裏提

出了她的城市規劃觀點，影響了整個西方幾十年來的城市景觀。在她的許多觀點中，

有一種說法叫做「人行道芭蕾舞」（sidewalk ballet）。她將人行道上人來人往的日常

場景，比喻為芭蕾舞。我喜歡這種角度。

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中，我意

譯她的一段論說：舊城表面上看似沒有秩序，但其實舊城區出色地維護街道的安全以

及城市的自由。這是一種很複雜的秩序，其中的核心是行人道的使用。行人頻密地使

用人行道，形成不間斷的相連接的視線。這種秩序是由一系列的行人動態和變化構成

的。雖然這是生活不是藝術，但假如我們想要說得好聽一點，可稱之為城市的藝術形

式，將之比喻為舞蹈。這不是一種講求動作統一準確到位的羣體舞，而是精緻的芭蕾

舞。各位舞者分別有自己獨特的肢體動作，這些不同的動作交錯益彰，形成一種有秩

序的整體感。城市行人道上的芭蕾舞是從不重複的，在任何一處地方都是即興的。

雅各布斯緊接著就以自己為例，描述紐約哈德遜街（Hudson St.）的情景。她早上起床

出門去倒垃圾，看到了街上的一系列情景（這是八十年代的紐約）：哈勃先生在洗衣

店門口，推著一架手推車，約翰的女婿在搬運木箱子，街道上的理發師展開摺疊椅

子。幾個聖路克小學的學生往南面走去上學，聖維多克學校的孩子往西走，而P.S 41的

學生則往東走。街道的兩邊分別出現了穿著莊重、帶著皮箱的職男職女。有的人往巴

士站走去，有的走向地下鐵出口，還有的人站在街邊揚起手，出租車就神奇地出現

了。出租車是每個早晨都有的城市儀式，他們連接了曼哈頓的中城區和下城區的金隔

中心。緊接著，行人道上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穿著便服的女子，她們相向而行，碰面時

就寒暄幾句，她們要麽是一起笑，要麽是一起憤怒，從來不會是中庸的情緒狀態。看

到這裏，雅各布斯自己也要去上班啦。她向鄰居羅法拉先生道別。羅法拉是一位矮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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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果店店員。他總是站在店前的行人道上，身上著白色的工作圍裙，雙手叉在胸

前，雙腿直直站在地上，就像大地一樣無堅不摧的樣子。Jacobs和羅法拉的眼神碰到一

起，相互點點頭，然後他們分別向街道望了望，眼神再回來相視傳遞微笑。他們這樣

打招呼已經十年了。這個眼神交接的意思就是：這裏一切都很正常。

我喜歡雅各布斯這種欣賞社區街道的審美視角。我想到了童年的大街。那條大街，就

像她所說的一樣，充滿樸素的城市生活氣息。在街道上看行人，確實蠻有戲劇性的。

在童年的大街上，我看到了老婆婆、大傻、鄰居女孩。他們是什麼名字，我都記不起

來。但我仍然記得他們的動作，記得當時的聲音，天空的光線。童年的街道早就被拆

遷改造不存在了，但街景卻長存在於我的記憶裏。記憶就是一部攝影機在頭腦裏播放

老電影。在這部攝影機的鏡頭前，街道成為了舞台背景，人成為演員，發出聲音和動

作。在腦中重播這些影相，我覺得就似昨日，表演太真實感人了，心頭熱乎乎的，空

中飄著人情溫暖。這就是我的溫情世界。

把思緒帶回到溫哥華。我看到了有人玩呼啦圈，有人玩遊戲，有街頭藝術家、摩托車

手。這些人在我眼前一楨一楨地閃過。這些形形式式的人雜合在一起，確實像是一個

多聲部、多層次的交響表演（ensemble）。實際上，在世界上許許多多的城市，只要留

意城市的街道，都可以看到像舞蹈一樣的街道動態，前提是要把腦中的攝影機打開。

都說「人生如戲」，街道就是這出戲的每一個具體的鏡頭。

雅各布斯用芭蕾舞的視覺去看待平常的人來人往。這是一種藝術的視覺，把平庸的東

西當成神奇。我很喜歡。她提出這種說法並不只是藝術審美。對她來說，芭蕾舞是一

種比喻的說法，為了說明行人道是生機勃勃的、是安全的、是需要保留的。雅各布斯

這本書主要是反對二戰後北美的「城市改造」（city renewal）運動。城市改造包括去

除所謂的髒亂社區，改造成為有現代感的、整潔的、有秩序的市容。她反對城市功能

分區的大規劃。她分析了紐約城市改造之後形成的社區問題。總結來說，她認為必需

保留社區的原生態。

原生態的社區，看似混亂無秩序，但其實是更合理的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就是自發開

成的，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聯係。雅各布斯作為一個記者進行了訪問和研究，發現原

社區比新城區更安全、更適合人生活。於是有了「街道芭蕾舞」的說法。行人道上是

有無數只熟悉社區的眼睛在看著，於是治安更安全。而城市規劃構建了新秩序，把原

來社區中人與人的有機聯係消滅了，於是產生了許多問題，新秩序並不奏效。比如

說，紐約規劃師把幾個街區都劃為福利房屋，把窮人家庭集中在一起。看似更有秩

序，但實際效果事與人違。新社區街道雕零無生氣，沒有人願意去那裏住。這裏面的

道理很簡單。我童年的大街很少發生治安案件。不良少年不敢在家門前做壞事，因為

熟人的眼睛都看著。城市開發新區，陌生的建築一幢幢地立起來，過往的熟人都不見

了。這些少年就跑到建築的空隙地帶打架。原社區的良性互動不存在了，對誰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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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我母親搬到新社區居住，就有了壓抑症。

城市之所以有活力，是因為人與人混居。即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種族，不同年齡，不

同文化的人混居在同一個社區裏。這就是Jacobs所比喻的「交響」（ensemble）。在她

的街道裏，有小販，有白領，有學生。城市規劃應該是促成這些不同的人之間的交

互，而不是簡單粗暴地進行功能分區。在我童年的大街上，有一個精神病人。我們稱

她為「神經」。她總是自言自語。當我們在街邊玩得正好的時候，她就出現了。她忽

哭忽笑地走過來。我們覺得又害怕又好玩，向各個方向逃跑。過了五分鐘後，我們從

巷子裏探出頭來，她不在了，於是我們繼續玩。其實，她從未做過任何傷害人的事

情。她瘋掉是由於在「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受到迫害刺激。她的

存在是社區裏的談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按照城市規劃，她會被送往遠方的福利房

屋居住，在那裏有醫務人員管理，有藥品供應，樓裏都是精神病人。這種集中規劃的

地方對她未必是好事。在未經區隔的城區，街上什麼人都有，我學到了許多東西。

雅各布斯對於城市規劃的看法，這個領域叫做城市社會學（urban sociology）。她的影

響是世界性的。她書中有許多影響深遠的觀點和訴求。譬如說提倡保留舊建築，保持

社區的多樣性。我們可以在許多國際大城市都可看到舊廠房被改成藝術社區。倫敦的

泰特美術館（Tate Modern）大樓原本是一個大廠房，現在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藝術

館之一。北京的798區域，也是舊廠房改成藝術時尚。廠房牆上依稀可見社會主義的標

語。這些舊廠房沒有被拆掉，都可以追溯到Jacobs保留舊建築的倡議。我喜歡舊建築的

新功能。

溫哥華這座城市可以說是深受這些觀點的影響。譬如溫哥華市中心南邊的小島Granville 

Island。這是溫哥華最成功的城市規劃多樣化案例。那裏曾經是一個工業區，沒有人居

住。後來城市重新規劃，這裏變成了一個非常熱鬧的藝術旅遊休閒區，有許多工藝商

店，有一個類似農貿市場的市集，曾經有一座藝術學院的大樓，有藝術畫廊，藝術工

作室，有兒童玩具城，有漁人碼頭，有船塢，有公園草坪，有露天劇場，有戲院，有

賓館，還有一個你絕對意思不到的地方：水泥廠。Granville Island社區的工廠都搬離

了，廠房被改變用途，成為了藝術家的工作室。但就是保存了一座水泥廠。在這個時

尚的社區中，水泥車在廠區內運作，工人載著顏色鮮艷的頭盔和熒光背心走來走去。

水泥廠的建築是這個社區的地標，高聳的幾根大柱子的外牆，被來自巴西的藝術家披

上了彩色燦爛的壁畫。

我喜歡小島多樣化的社區。這裏沒有高樓大廈，除了水泥廠外，很少有大型的建築，

這個環境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貼近。夏天的時候，我喜歡走到水邊的平臺上，聽街

頭藝人給小孩子講故事，或者和坐在那裏曬太陽，與旁邊的人聊聊天。我喜歡到這裏

吃市集（Public Market）的甜圈（donut）和果仁店，我喜歡逛藝術品店，再到大學的圖

書館裏看看書。晚上，我喜歡把車停小渡船碼頭邊，和女朋友一起，看著大橋及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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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燈火。我很感激溫哥華創造了這樣的一種複合的人文環境。

雅各布斯借用「街道芭蕾舞」的比喻，形象地佐證了她的觀點。我在溫哥華親眼見到

真正的街道芭蕾舞。那是由一所芭蕾舞學校組織的活動，他們讓幾十個學員來到市府

大樓外面的街道花園旁，在那裏展開芭蕾舞標準的笑容和舞姿。她們三五成羣，分散

到高低錯落的各個花圃叢中。她們膚色各異、動作各異，隨著音樂起舞，與紅花綠葉

相映成趣。過了一會兒，在政府大樓裏工作的溫哥華市長走到大門口向各人致意。他

利用喝咖啡的休息時間，和舞者一起合影。我覺得很有意思，於是以記者的身份採訪

拍照，送給報社。中文報社的總編輯對此不屑一顧，很可惜。如果用世俗的眼光來

看，這就是一次普通的舞蹈學員練習，沒有新聞價值。但對我來說，將高雅的藝術變

成街頭藝術，讓我聯想到街道的審美，聯想到雅各布斯的理論。我看到組織者深厚的

文化底蘊，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思。 

五、普普通通的咖啡店

在溫哥華的街上走著走著，就會進去一家咖啡店買杯茶並上洗手間。溫哥華的咖啡店

幾乎每個街區都有。所以，我把咖啡店理解為街道的延伸。表弟很少去咖啡店，他喜

歡去麥當勞喝咖啡。我決定帶他去幾個咖啡店，我想改變他對咖啡店的成見。

我帶他到我最喜歡的康碼斯社區（Commercial Drive），走進一家咖啡店。這是我最經

常光顧的咖啡店。咖啡店樸素無華：石灰牆、水泥板的桌面、舊式瓷磚地板。表弟

問：「這裏為什麼這樣殘舊？」我說：「這家咖啡店是這個區歷史最久的咖啡店了，

他們有好多年沒有翻新過，保留了原來的風貌。」表弟先去了洗手間，出來後大聲抗

議，說裏面全是塗鴉，嚇得他尿不出來。表弟說：「你記得嗎？以前在廣州的時候，

咖啡店比這裏好看多了，而且有情調多啦。那時候有句經典的話：如果我不在家，就

在咖啡店；如果我不在咖啡店，就是在去咖啡店的路上。還是你告訴我的呢。」我

說：「是呀。那時候喜歡生活小情調的城市青年人被稱為『小資』。那是我的青春歲

月。我的許多咖啡色的想像，都來自於那個年代的咖啡店呢。」表弟問：「那你怎麽

會喜歡這一間簡陋的咖啡店呢？」我說：「在不同國度不同時空，咖啡店文化很不一

樣的。法國早期的咖啡店，是藝術家和文化人聚集的地方，藝術氛圍很濃。現在溫哥

華大部分的咖啡店就是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非常簡單。並非所有的咖啡店都要精心

設計。以前廣州的咖啡店被過度浪漫化，變成生活時尚。那是另一種文化。」

表弟說：「咖啡店的檔次高有藝術氣質不是更好嗎？」我說：「那當然好呀。上海也

是一個喜歡咖啡店的城市，他們的咖啡店檔次越來越高。但問題是，檔次太高就超出

了平民消費的範圍。咖啡店的性質就變了。我喜歡這家咖啡店，普普通通的，大家都

消費得起。當然溫哥華也有不少裝修好看的咖啡店，咖啡店出現的密度很高，尤其是

在市中心。在我的印象中，我去過的國際大都市都沒有這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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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說：「我孤陋寡聞，除了星巴克（Starbucks）外，我不知道溫哥華還有哪些咖啡

店？」我說：「除了幾個連鎖加盟咖啡店外，更多的是本地的特色咖啡店。你留意就

能看到。我更喜歡去這些特色店。」表弟說：「特色表現在哪裏呀？」我說：「最主

要的特色當然就是咖啡，咖啡豆的來源，咖啡的製作，拿鐵藝術（latte art）以及糕點

的烘培等等。據說溫哥華的咖啡飲品的質量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這是一個咖啡鑑賞

家的話題，我知道的並不多。」

表弟偷偷地瞄了一眼正在調咖啡的女生說：「你看這個服務員，她穿著很隨意噢，就

是一件運動衫。她還戴著大耳環，鼻翼上穿洞戴了個環，手臂上有密集的紋身。」我

說：「你這人不關心咖啡，就愛看女生。她叫瑪麗安娜。」表弟瞪眼說：「你認識

她！」我說：「我就知道她的名字，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表弟說：「快看，不

得了，我看到她剛才有T恤衫脫掉了。她現在就只穿著背心內衣，露肩膀和肚臍眼。這

麽可以這樣？」我說：「對。在咖啡店裏，這樣做的店員並不多見。這裏是比較嬉皮

的社區，所以他們很隨便。她幹活覺得熱，就脫掉衣服，就像家裏一樣。只要她覺得

舒服，我也會覺得舒服。」。表弟說：「你也太寬容了吧，他們是在工作啊。你看，

她還和其他店員有說有笑的。完全沒有工作的樣子。」我說：「她沒有怠慢客人呀。

沒有客人服務的時候，她們交談一下有什麼不對呢？你可以說話，她們為什麼就不可

以？我覺得店員和客人是平等的，這樣做沒有問題呀。」

表弟說：「好吧，你是喜歡自由散漫的人。」我說：「我不喜歡日本甜品店的日本服

務生。我一進門她們就頭點哈腰，讓我覺得自己比她們高一等，好像我是黑幫大佬進

來收保護費似的。她們過多的禮節，反而讓我不自在。我更喜歡真實的、不裝逼的態

度。我舉一個其他例子。這附近還有另一家歷史很長的咖啡店，叫喬伊咖啡（Joe’s 
Café）。店裏有吧台，有電視機放體育及娛樂節目，還可以打桌球，具有三四十年前

的時尚。店主就叫喬伊。他是一個特別和藹的老先生，幾十年都在經營這家店。我一

進門，他就對我說：嘿，年輕的小夥子，我能幫你什麼？語氣聽起來，就像我到鄰居

家串門一樣。我喜歡這種咖啡店與客人的關係，感覺大家都像是小鎮上的熟人，而不

是隔閡的大城市居民。」 

表弟說：「溫哥華太平淡無華了，咖啡店搞得像鄉下似的。裝修撲樹、衣著隨便、稱

呼隨意。」我說：「這算是亞洲文化與美西文化的小差異吧。我覺得咖啡店就像是街

道的延伸，就是街道邊可以坐下來的地方，並不需要浪漫化。咖啡店的一個功能，就

是社會交融（social mixing）。就是適合普通人交往的地方。如果你需要找到優越感，

你得去五星級賓館的咖啡店、或者高級料理，那裏就有你要的服務。這些街頭的咖啡

店不適合你。我是個普通人，不慕求尊貴。我喝普通的咖啡，五元一杯，心裏自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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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和我決定去市中心買東西。買完表弟說餓了。我還他到西邊的一家咖啡店。裏面

的人很多，我們等了一會兒才找到位置。我給表弟買了兩片香蕉面包和濃咖啡

（espressos），我喝一杯印度茶。我說：「你看，這裏面什麼人都有，有國際學生，在

附近的居民，有工作的專業人士，還有警察也在這裏閑聊。有的坐在沙發上，有的坐

在窗邊的吧台上，有的坐在戶外的庭院（patio）。這就是社會交融。社會交融不同於

社會交往。社會交融不一定需要和不認識的人談話，不同的階層背景的人在同一個地

方，就會互相觀察互相影響。你看那邊的長桌子，有十幾個人坐在那邊。我最喜歡坐

在陌生人旁邊看電腦和報紙。感覺有個伴，但又不用說話互相干擾。」

表弟說：「那裏有兩個日本女生，我很想坐過去和她們說話。」我說：「可以呀，你

要留意是否合適去打擾她們。咖啡店不是酒吧，來這裏的年輕女孩不一定想認識新朋

友的。但如果她們很樂意，那也挺好啊。」表弟扭扭捏捏，最終還是不敢走過去。我

說：「你真是好色之徒。但好色是正常的呀，不需要靦腆，直接表達就好了。這家店

開24小時，到了深夜，就會有些中東人來這裏認識亞洲女孩子。」

我們坐在舒服的沙發上玩手機。我收到一條短信。我看後對表弟說：「我們去另東邊

一家咖啡店吧，走個十分鐘就到了。今天是周四。每個周四那裏都舉辦一個小音樂

會。我有個朋友將在那裏表演歌唱，他叫我過去呢。」表弟問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

是男的。表弟有點不感興趣，但他還是跟我來到東邊這家綠色店徽的咖啡店。店裏並

沒有舞台，店主把幾張椅子移開，騰出空間來擺了一張電子琴和一把吉它和麥克風。

我的朋友羅伯特剛好唱完一首歌準備唱第二首。見到我進門，我就用麥克風和打招

呼。店裏所有的觀眾都向我這邊看過來。我也向他揮了揮手，越緊坐下來。他唱的歌

是自創的舒曼歌曲。大意是他小時候在河邊長大，到城市裏遇見女孩，不知為什麼他

就有點傷心，想回老家。唱完之後，一個戴著牛仔帽子的老年人上去唱著鄉村歌曲，

彈木吉它吹口琴，唱的是牛啊馬呀風呀戀人呀。表弟問：「他們為什麼不唱流行歌曲

呀？這些歌都沒聽過，很乏味。」我說：「要不你上去唱？」表弟說：「開玩笑！」

我說：「真的可以的。這家店的偉統，就是給普通的的喜歡音樂人士提供表演機會。

你也可以報名參加，不需要專業人士。 」此時店主走過來，我給他十元，作為捐贈。

表弟說：「這家店裝修還不錯，但這些表演太隨意了。唱的歌太平淡，沒有衝擊

力。」我說：「你要感官刺激，我倒是更享受這種符合我身份的普通人的平淡生活。

我喜歡這家店的實在。這些咖啡店都很有文化意義。如果我有錢，我不去炒樓房；我

要開一間咖啡店，盡管利潤不多。」

六、跨越時空拜訪汴京的街道

北宋的翰林畫師張擇端繪制了《清明上河圖》是中華歷史上最出名的畫作之一。這幅

長卷軸畫描繪的是宋徽宗時期清明節的汴京（開封）的繁忙情景。在我小的時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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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古代的知識都受到當時共產主義政治的誘導。當時課本強調的不是這幅畫的趣致，

而是重點突出北宋之後的歷代皇親貴族，在這幅畫上留題跋，慨嘆北宋汴京之繁華不

再，被蠻族入侵毀於一旦，睹畫思故國。現在的我需要撇開意識形態的解讀，細看這

幅畫的內容。整幅畫的中心其實就是汴京的街道。

畫面中由鄉村的路道漸次至市郊及城門，然後是市井街道。在道路及街道上有各式人

等約八百多人，有大量建築，有各行各業的情景，熱鬧非凡。畫家對各種人物的刻畫

都具體生動，包括不同的衣著細節及身體動作。要把這麽多個人物栩栩如生地刻畫出

來，張擇端肯定要認真地長時間地觀察，在京城街頭走來走去，認真地觀察街上的人

物，觀察各行各業的街市特懲。在這個意義上，張擇端也是一名費來諾。他比費來諾

早了七百多年。這幅畫是他對街市的鑑賞。或許法國的費來諾是看到張擇端對汴京街

道的細緻刻畫才產生對巴黎街道的熱情。

法國印象派的畫家中不少都是費來諾。相比之下，他們的畫通常是在室外即時完成。

他們畫的是巴黎的局部角落。張擇端此作品十年成畫。他要攬括全景，要刻畫各種城

市細節，用現代的語言來說，這就上升到了城市街道研究的層次了。通過這幅畫，我

看到了張是一個城市社會學者。他看到的汴京之美，是由活色生香的社區構成的。比

如牽牛的農夫，拉船的縴夫，他們的肢體動作，與亭台樓閣裏端坐的仕女形成對比。

又比如街道上的人羣疏落有致。他以藝術化的眼光去看待街道及社區。與Jacobs所講的

街道芭蕾舞相比，雖然提法各有不同，但審美感受異曲同工。

清明上圖河的重點著墨在於汴京及其市郊的街道場景，而不是把重點放在開封的皇宮

之宏偉。重點在於描繪市井民眾之活力四射，而非達官貴人的生活方式。他選擇的時

間是民間的清明節，而非皇家的大典之日。畫中的重點人物皆為黎民百姓，而非君

臣。他花了十年心血來畫百姓，用全景式的畫幅，說明繪畫對象的重要性，說明他重

民眾的平民思想。這幅畫側重於記錄的功能，即所見即所得，區別於士大夫文人畫借

景喻人的深刻用意。畫中表現了節慶氣氛，情緒是積極向上，區別於士大夫的哀怨憂

國憂民。從這個意義上講，汴京街道上的平民生活，定義了京城的繁華，定義了京城

的文化；而不是皇親貴族的奢華決定京城的地位，亦不是士大夫的韻味決定京城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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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這幅畫雖為皇帝所作，卻包涵了更多的自下而上的文化視角，區別於自上而下的

士大夫視角。這在中華藝術史上是很少見的。

如果用兩個字來概括汴京的街道，那就是「熱鬧」。各式人等佔滿了寬闊的馬路，出

現在樹木與建築錯落的空間裏，出現在亭台樓閣上。畫中人最擁擠的地方就是虹橋。

人滿為患。細看這些人，就可以發現汴京的街道就是一種混居的狀態。畫中包括了販

夫走卒、街頭戲子、僧侶、擔夫、乞丐、算命先生、客棧老闆、鐵工木匠、讀者人、

坐轎子的大家閨秀、拉船的苦力等。畫中有賣酒的、二手商店、樂器行、金飾行、戲

棚、畫廊、藥店、餐廳、燈籠店、廚具店等。貧富貴賤，南來北往都交錯在街道上。

城市繁華，來自於熱鬧的人羣。而熱鬧，來自於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行業交錯

在同一個空間裏。這些多元的文化元素構成了京城的繁華。

我找了一些描繪汴京的古代詩詞，譬如「画桥虹卧汴河渠，两岸风烟天下无。繁華夢

斷兩橋空，唯有悠悠汴水東。」「清明上河俗所尚，倾城仕女携童儿。」但我不太滿

意這些詩句。前者太籠統，後者不尊重事實，全憑主觀臆想。《清明上河圖》中的仕

女並不多，攜幼的更少。既然文字記載的不多，我還是回到視覺上面，回到汴京的街

道上閑逛。「街道」作為一種思考方法，是以視覺為先導的。即是把首先映入眼簾的

事物作為支點進行思考。描繪汴京的古代詩詞很籠統，是因為詩人用先入為主的、站

在道德的高度自上而下的主觀意識，把城市與腦海中的固有的詩情對號入座。結果絕

大部分的詩詞都在感嘆故國繁華不再。《清明上河圖》的內容如此豐富，文人墨客卻

很少詳細著墨，就是因為大家都忙著惋惜繁華不再，而忽視了該畫的內容細節。《清

明上河圖》有文獻功能，比如街上各行各業人士的裝扮，或許填補了歷史書某些方面

的盲點。如果用「街道」的思考方法，就很容易注意到這些方面的價值，注意到文化

的精彩細節，避免太多的成見，減少意識形態的影響。

我細看《清明上河圖》中的各個小人物：看戲的觀眾入迷的樣子很可愛，小孩童奔跑

好快樂。我感到很親切。街道很直觀，街道很精彩，街道很豐富，街道很實在。我再

看看溫哥華的街道。一個女人邊走邊吃著雪糕，一條大狗靜靜地蹲在十字路口等綠

燈。雖然這裏是不同時空的景觀，但我可以重複地說：街道很直觀，街道很精彩，街

道很豐富，街道很實在。不同時空的人可以有著相同的心境。

七、街道通向未來的可能性

我和朋友阿誠準備一起吃飯。阿誠說：你定個地方吧。我說：就這家越南餐廳吧？阿

誠說：沒問題。我們進餐廳坐下，我覺得桌子和椅子很窄。我說：這裏空間太小了，

我們換個地方吧。阿誠說：既然坐下來了，就將就吧。這個對話的例子中出現了「地

方」和「空間」的區別。「地方」和「空間」這兩個詞是相同的物理所指，但意涵不

一樣。我說越南餐廳「空間太小」而不說「地方太小」。如果我是頭大像，400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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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餐廳容不下我的大屁股，我就可以說這個地方太小。但我不是大象。我覺得窄的原

因，是由於桌子和椅子擺放得太密集，導致我與鄰桌的客人距離太近。「空間太小」

指的就是我的桌子以及身體四周胳膊能伸得到的範圍內。在我坐下來這一刻，這個空

間就暫時屬於我的，是我的自由空間。

我舉了上述的例子，是為了提出法國學者底克魯（Michel de Certeau）說法。他老人家

在八十年代寫過一本書叫做《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實踐》），是

城市研究的一本必讀書。書中有這樣一個章節，專門談論地方（place）與空間

（space）的區別。按照底克魯的說法，「地方」側重於功能組織，比如「地圖上的標

識、土地勘探以及城市規劃的用地」。地方的「構成元素都是既定的，屬於這裏

的」。地方意味著一種穩固的文化狀態，在這個地方裏的人，要服從認同這種文化狀

態。所以「正確性（propriety）」決定了「地方」。

在上述例子中，越南餐廳就是一個「地方」。這裏是一個組織過的地方，有特定的功

能，就是填飽肚子。餐廳有穩固的文化屬性，餐廳環境對我的行為提出了要求：必需

是坐著吃，不能站著吃；吃完要付賬和給小費。我和阿誠必需作出符合這個地方的行

為規範。這就是底克魯所說的「正確性」。

底克魯對「空間」是這怎麽說的：「空間」是無政府主義的性質（anarchic）。他把

「空間」稱之為「實踐的地方」（practiced place）。在這裏，主流的意識形態、主流

的宏觀敘事可以被掠在一邊不加理會，個人的記憶可以大過集體記憶，甚至是沒有既

定目的的想法和做法都可以在這裏實踐，暫時性地蓋過了一個地方的規範或既定「正

確性」。

舉另外一個例子，公共藝術館或者展覽廳的場地常被稱為「空間」。這是對的。純藝

術的場所就像是一張白紙，任由各種思想進來展現。在理論上，這裏是沒有意識形態

的空間。藝術機構辦一個展覽，就是暫時把這個空間給藝術家，讓藝術家的作品意志

去主導，去定義這個空間。公共藝術館可以展覽印象派的繪畫作品，也可以展覽另一

批藝術家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作品，也可以展覽學生作品。公共藝術館是一個實

踐的地方，不同思想的藝術品都可以在這裏嘗試。

從不同的角度，街道可以理解為地方，也可以理解為空間。在社會主義的北韓，把街

道理解為地方比較合適。不管是家裏還是街道，都是被政極監控的地方。街道不是自

由的空間。溫哥華的街道是一個空間，因為街道是開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去「實

踐」。比如上面所講的羅品遜廣場，一會兒是政治氣氛濃烈的委內瑞拉集會，一會兒

又可以是輕松的學生遊戲募捐。你永遠猜不到明天這裏將會上演什麼內容。在商業街

上，形形式式的人層出不窮，我也無法事先預計可以遇見什麼人。有活力的城市，街

道就是無政府主義性質的，是多變的，是充滿戲劇性的，總是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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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街道是自由表達意見的空間，由此催生新的可能性。溫哥華的形成就是一個例子。在

十九世紀中後期，溫哥華地區的中心城市是二埠（New Westminister）。溫哥華市還是

大片荒野，只有零散的工業區。市中心西部的煤氣鎮（Gastown），在那時候只有一個

木材廠。有一天，路上出現了一個人。他喜歡講故事，滔滔不絕，人們戲稱他為「放

屁的傑克」（Gassy Jack）。他在二埠的小酒吧破產了，流落到這裏。他提著一桶酒站

在路上，對木材廠工人說：如果你們每人給我捐點零錢，我就開個酒館，讓你們天天

有酒喝。於是一間簡陋的酒館在一天之內就籌款完成並落成了。他的話並非是放屁。

他信守承諾，在這裏紮根。他的酒館聚集了人氣，生意越來越大，聚集的人越來越

多，城市鎮就發展起來了。幾年後，這裏獲得了市鎮的認證，成為溫哥華最早的市中

心。煤氣鎮Gastown實際就是「屁鎮」的意思，指傑克的屁。他在街上放了個「屁」，

就誕生了一個城市鎮。

在街道上發展起來的文化，就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由某種政治意志所謀劃的。我喜

歡這種自然形成的事物（organic）。許多年前，有人不小心穿了一條破個洞的牛仔褲

在街上走著。後來就成為了許多年青人的時尚。一羣黑人拿著播放機在街上跳舞，就

成為了風靡全球的街舞。這些可能性都來自於街上。欣賞街道文化，就是關注這種不

斷變化著的可能性。

既然街道是一個自由空間，是通向未來的可能性。所以街上人們的作為將影響城市未

來的文化走向。所以，溫哥華的節日通常是採用街道遊行的形式來慶祝。自豪大遊行

（pride parade），華人新年遊行，愛爾蘭節遊行（St. Patrick Day parade）都是在大街上

舉行。紐約時代廣場的新年除夕慶典，也是在街道上。除了這些有組織的活動，還有

許多自發形成的。比如球賽結束後，球迷在街上鳴按汽車喇叭慶祝。不要小看這些街

面的情緒表達。這些都在影響改變著一座城市的文化走向和價值走向。文化傳播的渠

道有許多種，如展覽、電影、網絡視頻。與之相比，街道是最直接的文化傳播，街道

是透明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最有活力的地方。

八 回歸街道的思考方法

我一個人在街上閑庭信步，喜歡戴著藍牙耳機聽手機音樂。我喜歡的音樂很廣泛，比

如高科技舞曲（Technol Music），有時也喜歡回味中文老歌，尤其是九十年代來自大

陸北方的搖滾歌曲。我讓手機音樂隨機播放，耳朵裏傳來了張楚的一首歌《和大夥去

乘涼》。歌詞寫道：

「這個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陽曬成漆黑。城市在用舊的眼裏退掉了顏色。就在街上，

碰到一個富人朋友陰沈著臉，讓我很慚愧。還是在這條街上，碰到一個窮人朋友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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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沈著臉。喔，讓我擡不起頭。」

我喜歡這首歌曲，把同類歌曲歸為街道題材的搖滾。在那個年代，我對北方的想像，

就是人們到街上曬太陽。人們是指所謂的「老百姓」平民階層。一個小夥子閑著沒

事，沒有車沒有錢沒有會員卡，去不了別的地方玩，就在街上享受光陰。但街道上並

不完全都是好事。以我在那個年代的經驗，在街上你會被欺負，會被人瞧不起，會見

到社會不公平的現象，聞到不舒服的汽車廢氣，聽到吵鬧的噪音。偶爾見到的靚女永

遠都是牽著別人的手。年輕的張楚走在家鄉的街道上。他感受到的是別人的眼光。他

體會到社會力量對他的壓迫感。我喜歡用「意識形態」（ideology）這個詞來概括這些

社會壓力。走在街上，是貧是富，是醜是美，都受到街上行人的審判。街道的每個角

落都是意識形態。

張楚把街道上的鬱悶演唱出來，把悲傷變成歌聲的美感。這是把負面的能量變成正面

的。這些感受隨著搖滾的腔調升華，但升華之後才發現並沒什麼高位可攀，於是又跌

回原處。這就是荒謬（absurdity）。在那個年代，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年輕人的理想被打

破之後的幻滅感和虛無感受。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世界變得如此荒謬。

在那個年代，不少藝術家把情感植根於街道。我認為情感最深沈的就是九十年代中期
汪峰的《晚安北京》。歌詞是這樣的：「我將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著國產壓路機的
聲音，伴著傷口迸裂的巨響，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們。風會隨子夜的鐘聲北去，帶著街上乞討的男孩，帶著路旁破碎的輪胎，隨子夜的
鐘聲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們。晚安，北京。」

以蒼涼的音樂為背景，那時候的汪峰用吶喊的歌喉，表達出深深的城市裏的孤獨。通
過雨中深夜失眠，聽到街上的聲音，帶著傷口嘗試入睡說晚安。我被這首歌深深地吸
引到一個黑暗的洞裏。我聯想到沈澱澱的京城歷史，在街道上曾經發生過多少事，都
濃縮為音樂的深沈。這首歌被收集在汪峰的專輯《鮑家街43號》。用一個街道號碼作
為名字，也是一種以街道為思考切入點的方法。

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汪峰又推出了另一首蒼涼的歌曲《北京北京》，繼續以北京街道
為背景。這是我最喜歡的歌曲之一。歌詞如下：

「當我走在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我的心似乎從來都不能平靜。除了發動機的轟鳴和電
氣之音，我似乎聽到了他蝕骨般的心跳。我在這裡歡笑，我在這裡哭泣，我在這裡活
著也在這死去。我在這裡祈禱，我在這裡迷惘，我在這裡尋找也在這失去。北京，北
京。」

在這首歌的音樂視頻中，汪峰走在北京的過街天橋上，看著街道上的車水馬龍，看到
背景中一幢幢新建的住宅樓。然後畫面中出現了街道上騎自行車的人羣、吸煙的大
叔、玩耍的小孩……都是北京城街道上最平常的場景。這些場景色調暗淡，而且多數
出現在夜晚裏。

北京城的街道是很生動的，那跟京城的老百姓的生活習慣有關。在我印象中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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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大嬸都喜歡來到街上納涼，說閑話都頭頭是道，下棋的後身有許多人評頭品足。
他們稱自己為「老北京」。其中有人告訴我：「天下就北京城最好住，我哪裏都不
去。」他所指京城是胡同裏的生活情趣。這是老百姓感到最舒服的地方。我能夠體會
到這種市井黎民百姓的親和力。

在《北京北京》的意境中，北京生動的街道出現在夜中，籠罩在一種悲涼的氣氛之
中。這是那個時候汪峰看到的情感化的街道。這不是老北京的視覺。在這個年代，北
京城成為許多外地年輕人找工作的城市。這首歌看似是這些打工的「草根」一族的視
覺。只有在深夜，這些忙碌了一天的人才能心理平靜，去感受街道上傳來的蝕骨般的
心跳。歌詞的第二段寫道：

「咖啡館與廣場有三個街區，就像霓虹燈到月亮的距離。人們在掙扎中相互告慰和擁
抱，尋找著追逐著奄奄一息的碎夢。我在這裡歡笑，我在這裡哭泣，我在這裡活著也
在這死去。我在這裡祈禱，也在這裡迷惘，我在這裡尋找也在這失去。北京，北
京。」

北京街道成為了情感的載體，成為了傾訴的對象。草根的迷惘，被悲情地演繹出來。
祈禱與迷惘、尋找與失去、生與死，音樂把情感推到了極致。基於北京街道的歷史厚
度，這首歌的情感深度遠大於歌詞所及。

我閉著眼聽完了《北京北京》慢慢地睜開眼。眼前的羅品遜廣場上又迎來新一天。夏

天到了，廣場上的人更多了。我見到溜冰場周圍有很多人聚集，原來是街舞節。在強

烈的節奏下，台上有一個街舞組合在表演。台邊的都是年輕的觀眾，他們熱情高漲，

不斷地尖叫。這裏充滿著能量，讓我的心血鼓漲起來。台上的舞蹈是以拉拉隊的動作

為基礎改編的快節奏舞蹈。他們穿著鮮艷的拉拉隊服，臉上是燦爛的笑容。四女一男

共五個舞者，他們膚色各異，有個白人女孩長得漂亮的身材很好，有個亞洲女孩長得

肥胖的，同樣跳得很自信。那個男的膚色黝黑看似巴西人。他比任何女舞伴更女性

化。他誇張的動作及笑容很逗樂。舞蹈結束的定格動作，是這個男人跳起來被四個女

的抱住，他刷的一聲打開一把日本藝伎的摺扇，如孔雀開屏。經過一輪尖叫之後，他

們才哈腰謝幕。主持人也先是尖叫之後再說話。下一隊表演者是街舞對壘，雙方都是

一些五六歲的小朋友。其中有一個戴著眼鏡的亞洲小男孩，就像電視動畫片裏的小

人。他的動作成年舞者一樣有力到位，既可愛又可敬。他結束動作是雙手交叉於胸前

作出一個很酷的樣子，但眼鏡卻跳歪了，不知道這是故意的還是意外的，我笑得眼淚

流出來了。

我在溫哥華的市中心走著，與二十年前汪峰在北京街道上感受到的內容是完全不一樣

的。溫哥華的街道很舒適，沒有北京城的悲壯和歷史深度。這裏活躍而輕松，是一個

沒有縱深感的後現代城市。這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溫哥華也沒有九十年的張楚所經歷

的街道眼光。溫哥華的街道沒有那些意識形態。我可以穿工人階級的短褲，用五年前

出產的手機。這是溫哥華街道輕松舒服自在的根本原因。但問題都有正反兩面。溫哥

華的自由街道對我來說也是有問題的，那就是人們不在乎我。《和大夥去乘涼》的街

道上，人們審視你，說明他們理你。走在北京的胡同口，冷不防就有個大叔搖著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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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和你說話。在溫哥華的街道，很多時候我必需自己主動找人說話，才有人搭理

我。不會經常有人對我有興趣。在荒謬的《和大夥去乘涼》以及蒼涼的《北京北京》

的迷茫中，我可以找到一絲縫隙讓自己感動。相比之下，在溫哥華的街頭有快樂，但

靈魂深度的感動卻不多。

我繼續在市中心的街道上走著。這些街道特別適合走路。這裏有寬闊的行人道和樹

蔭。溫哥華這座城市沒有人行天橋，沒有地下人行隧道。憑什麼要讓行人繞著變爬高

爬低、騰出空間給機動車呢？所有街道要麽是東西向、要麽是南北向，都在同一個層

面，簡單明瞭，小規模好把握。我喜歡像費萊諾一樣，看著街道上充滿活力的精彩，

我又像人行道芭蕾舞一樣去的欣賞城市，去想像著街道的可能性，以及我在這個環境

中的可能性。

表弟說：你說了這麽多，從羅品遜街談到童年的小城街道談到北京城，從法國費萊諾

談到街道芭蕾舞再到底克魯的日常生活實踐，從溫哥華的街道陌生人談到咖啡店再到

清明上河圖，還有你上一章談緬街的時尚，也是關於街道的內容。那麽你對於街道有

什麼深刻的大結論，有什麼深刻的意義？

我說：我沒有大結論沒有大意義。表弟詫異地問：沒有大結論？那麽花這麽多時間說

這麽多東西有什麼用，還不如去炒股和上交友網站？我說：我不僅是在寫街道的內

容，更主要是講述以街道為思考方法，我是在講方法。你也可以理解為：我是在講如

何對街道進行審美。在這個事情上，方法要比結論更重要。

表弟不說話，我繼續說：你要知道，我們小時候接受的語文教育，就是要求總結中心

思想和意義。這是很不對的教育。不是所有文化現象都要歸結為一個結論並且有黑白

分明的意義。有的文化現象就是一個現象。就像一座你面前的高山，你能下什麼結

論？欣賞一座山在於山上的樹木小花和小動物等細節，我們享受這個過程，而不是為

了什麼高尚的意義。如果說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峰，這個結論與你有實際相關嗎？

這個結論當然不如身臨其境去感受更真切。

表弟說：但是我聽不出來你講的這些東西對我有什麼激勵作用。如果我去聽一個人講

成功之道，我的上進心被激發出來。但你所講的陌生人呀、街道芭蕾舞呀，都是很平

庸的事物，沒有衝擊力，吊不起我的興趣。我覺得這些內容很平庸。

我說：街道是平而不庸。如果你真的進入了以街道為思考方法的語境，就能從平的街

道中看到不庸的體驗。你看看。我們走在街上，兩邊是商業大廈的摩天樓。那些大廈

裏的人居高臨下，俯瞰著街上的人。我們在街道上看東西，視點是平視的。街道就是

一種平民化的視覺，平民化的審美。與關起門的高尚藝術表演相比，羅品遜街上的表

演就是敞開給市民分享的；雅各布斯每天早上在紐約街頭隨機看到的人，每個人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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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緊要，但合在一起就是一種秩序，維護著城市的正常運轉；我童年生活的大街上的

各式人等，雖然記不起名字，但他們共同構成我的生死體驗；緬街上看到的酷時尚，

是反對高級時尚的平民產物；費萊諾雖然是成功人士，但他們也選擇了平民的街上去

看熱鬧，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尋找藝術；張擇端具有皇室畫師的身份，卻認真地描繪市

井百姓；平民的咖啡店一杯咖啡五元以下的價格，定義了平民的身份；街道上的陌生

人，說明了平民之間的社會關係可能性；汪峰的歌曲，因為走平民路線受到廣泛歡迎

的。把街道作為視覺的高度，實際上就是對普羅大眾的審美。以街道為思考方法，可

以讓我們看到平時看不到的美。

表弟說：你是說可以提升生活的品味嗎？可是，平民有什麼品味值得講的呀？我說：

你覺得平民不上進。我並不這樣認為。你所說的上進心，屬於精英主義的範圍。我們

以後再專門談一談精英思想和平民思想。我現在只是簡單地打個比方。假如社會結構

是一座金字塔，精英在尖頂，而平民在底基。如果以精英的標準來衡量一切，可欣賞

的東西並不多。更高更強更快更富，這並不是隨處可得的。所以你的興奮點就不多。

如果你以平民的標準來衡量，那麽可以欣賞的東西就多了。「街道」這個詞的審美意

涵非常廣，可以是時尚的街道、情感的街道、規劃師的街道、城市社會學的街道、人

類學的街道、藝術的街道、東東的街道……街道是文化舞台、是公共空間、是各種城

市生活可能性的載體。我的這些視覺位於金字塔底部的龐大基座，我的興奮點就很

多。實際上，因為太多平民都是用俯視的眼光來看待生活，我因而覺得平視街道才是

一種審美的境界。表弟說：好吧。現在我明白你為什麼喜歡到街上走路聽音樂。我

說：這是我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