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書寫中的對比手法─以胡晴舫《懸浮》為例 

 

語三甲 劉又綺 

 
摘要: 

 

  隨著都市化的普及，城市書寫的作品也愈來愈多，受到資本主義掛帥，和傳播

媒體的影響，人們生活步調愈發緊促，資訊流動愈來愈快，當空間和時間成為日

復一日的規律，便容易產生無法逃離的無力感。 

 

  進入 21 世紀後，城市書寫最大的對比已經不是「城市」和「鄉下」，城市做為

不可逃離的舞台背景，都市人們在舞台上演繹著理想與現實、親近與疏遠的矛盾

內心戲。 

 

  在胡晴舫的《懸浮》一書中，運用出色的對比手法突顯城市人的典型性格和價

值觀，故事與故事雖然各自獨立，卻有巧妙的相關，作者串聯篇與篇之間的角色，

分別講述他們如塵屑懸浮於城市的故事。一方面描摹都市化帶給人們的孤寂感，

一方面揭穿都市華麗面具下的種種諷刺現象。 

 

  本論文先探討書中對城市意象的描繪，再從傳統與現代、虛幻與現實、大眾與

隱私、親近與疏遠四個對比，剖析城市人的內心形貌與社會現象。 

 

關鍵字：城市書寫、胡晴舫、懸浮、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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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者胡晴舫除了小說創作外，也發表專欄、論文、評論，文字帶有理性與犀利，

擅用具體事物描寫抽象情感。2010 出版的《濫情者》由六十一篇小品組成，詮

釋不同的情感與事物，用精練的文筆描寫人類情感投射，用嘲諷、揶揄的口吻赤

裸道出人類心知肚明的潛規則。在 2011 年出版《城市的憂鬱》中，描寫許多城

市人的生活和價值觀。而 2014 出版的《懸浮》一書中，將胡晴舫擅長刻畫的人

性及城市結合，由城市人的內心出發，除了細膩描摹心境，亦諷刺現代社會一些

弔詭的現象，用文學的筆、社會觀察的眼，描繪一個你我身處其中的現實社會。 

 

  胡晴舫的《懸浮》是由十則短篇小說所組成，小說的背景橫跨台北、東京、香

港、澳門、紐約等城市，不同城市中的人有著各自內心的不安、憂鬱和矛盾，書

中特別在城市與人性上有諸多著墨，作者用尖銳的筆調諷刺城市人的虛偽、寂寞

等黑暗面，並從城市人探討人生觀、愛情觀、兩性、政治等議題。修辭手法上運

用相當多的對比技巧，反映現實的矛盾，突顯其要傳達的中心思想，加深讀者的

印象與啟示。透過作者寫實的筆法，和對人性的剖析，有經驗的讀者能輕易將書

中的文字在腦中轉變為具體影像，正如同林燿德所述: 

 

不同於社會版記者，作家並非僅止於對定義某一行政區域的都市外觀進行

表面的報導、描述，他也得進入詮釋整個社會發展中的衝突與矛盾層面，

甚至瓦解都市意象而釋放出隱瞞其深層的、沉默的潛意識。1 

 

  在《懸浮》一書中，用都市意象作包裝，將人們潛伏其中的倦怠、無助襯托出

來，而複雜的矛盾情感來自於不斷的對比，因此本文集中討論城市書寫中的對比

1 林燿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 年），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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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  

  書中塑造了一個現實、黑暗、物慾的巨大城市意象，「文明」與「墮落」的孿

生結果2，自古到今，城市的面貌不停改變，不論是沒落的城市或是新興城市，「城

市」這個詞似乎總包含著快速、流行、金錢、冷漠等意思在，在城市人的書寫上，

也無可避免的摻雜了這些成分，而這些成分幾乎帶著貶抑形象出現。 

   

  七、八 0 年代的城市書寫中，由於資本經濟的飛快成長，城市的急遽化發展，

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都市的面貌正在劇烈的改變著。
3，但是到現在二十一世

紀的城市書寫，都市化漸趨平緩，城鄉拉鋸的心理已經較少著墨，城市不再扮演

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只作為命定的生活背景出現而已4
，在視城市為無可逃避

的生存環境下5，城市書寫趨於針對未來茫然、人與人間的疏離、過度都市化的

反思以及所衍伸的社會現象。但不論年代、地域，城市書寫仍無法與個人居住經

驗脫節，乃是城市與人之間相互交織出的產物。城市人扮演的是一個前衛讀者，

閱讀著城市的多種樣貌，如羅蘭・巴特所述: 

 

城市即書寫。在城市中活動的人，例如城市的使用者(我們都是)，乃是一

種讀者，隨著他的義務與移動，取用了發言的片斷，以便祕密的將之實現，

當我們在城市裡，不知不覺我們都有點像這個前衛讀者。6 

    

  筆者將內文分作傳統與現代、大眾與隱私、虛幻與現實、親近與疏離四部分，

主要探討城市人內心的矛盾情感與對立，胡晴舫用大量及刻意的對比，呈現城市

2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116。 
3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62。 
4馬森，〈城市之罪－論現當代小說的書寫心態〉，《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5

年)，頁 195。 
5 同註 4，頁 195 
6 羅蘭˙巴特，<符號學與都市>，《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 2002 年)，

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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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種種諷刺的現象與城市人虛偽的人性，此篇所述的城市書寫著重在人性及其所

引發的現象上。 

 

二、傳統與現代的衝突 

 

  城市書寫中，時間軸的討論一直相當重要，今昔對比在文學上更是經常論及的

題材，白先勇在《台北人》一書中將此對比運用得相當成熟，過去的記憶是善、

是美、是靈；而現今的處境是惡、是醜、是肉。在文學書寫上，經常以緬懷過去

凸顯現在不如意的生活。然而在「現代人」的邏輯裡，過去總是「傳統」、「保守」、

「俗氣」，時間洪流下，當「現代人」成了「過時人」，便又會開始感嘆過往的美

德，批判現今的不是。這個循環似乎是自古以來常見的形式。筆者此分類下的傳

統與現代的衝突，包括物質上的差別，和思想上的拉鋸。 

 

(一)科技與消費主流 

 

  在現代社會中，資本主義當道，消費與科技涵蓋了整個城市的命脈，以下

引文為例: 

 

網路搜尋功能決定知識地圖的山水，因為知道了哪間餐廳好吃便以為那是

生活的全部，臉書案讚功能就伸張了社會正義，讀兩條消息並寫兩句感想

已是肅穆的思想活動。即便浩瀚資訊就在指尖，對一雙只願意盯著小小手

機螢幕的眼睛來說，一張照片抵萬言書，小美的半邊胸部，就能打敗曹雪

芹花費在描寫紅樓夢十二金釵的全部文字。7 

 

7 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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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間餐廳好吃對比生活的全部、臉書案讚功能對比伸張社會正義、讀兩條訊息

寫兩句感想對比肅穆思想活動」，以上用表面行為對比其實質意義，刻劃現代人

詬病的行為，缺乏探究與行動，卻想要有參與的痕跡以顯高尚。「小美半邊胸部

對比紅樓夢描寫十二金釵的文字」，以一張裸露的美女照片對比曹雪芹描述美女

的所有文字，一張能直接快速刺激大腦的羶色影像，比需花時間咀嚼消化的文字

更吸引人，城市資訊流通快速、步調緊湊，因此城市人追求量勝過質，效率即是

效益，於是行為容易流於表面卻沾沾自喜。這是對現代人的揶揄，除了對比出了

虛偽的性格，亦流露出對以往知識份子的稱頌。以下再則舉現代人習慣「電子化」

的行為。 

 

光碟壞了，他不能理解。壞了，怎麼會壞了，這是數位檔案，不是舊式感

光底片，不會因受潮或蟲害而損壞。之所以發明高科技，便為了圖個永遠，

像核廢料一樣萬年不變。8 

 

以數位檔案與舊式感光底片對比，表面上看到科技的進步，硬體發展精緻化，實

質上作者要傳遞的是現代人對於科技過度的依賴，被科技與數位奴化的人類，似

乎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人類的歷史中，從高科技發展以來不到一百年，卻快

要將地球資源消耗殆盡，文末的核廢料便是暗示與對都市化的反思。而對於文字

之於現代人的意義，「文青」與「文創」的出現，胡晴舫也做了一番諷刺: 

 

這年頭誰還在書店買書。書店經營不下去，東尼早已在書店一角開設了攤

位，專賣設計提袋、花俏筆記本和上頭印有英文字的棉恤，像是 Art Is a 

Dirty Job But Somebody Has To Do It,以及 Stay Calm and Start a 

Revolution。這年頭文字不是用來讀的，而是拿來穿在身上。9 

8 同註 7，頁 144。 
9 同註 7，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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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比的是傳統的文字印刷(載體大多為紙張)，和現今會出現在服飾上的文字，

兩者差異在現代人賦予文字的意義，文字的傳達信息的功能沒變，載體則改變了，

這段文字中作者表現出濃厚的諷刺色彩，但現代人將文字穿在身上、表達自己，

甚至擴大了文字的傳達力量，並無壞處。 

 

  李歐梵說:「因為經濟因素的決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產物。」

都市文明急速擴張，資本主義掛帥所造就的消費習慣，加上媒體的渲染，代替舊

有價值而成為新的價值階層。而物品作為一種符號語言，打破了一般語言的界線，

成了消費者的身分、品味、生活風格的陳述。
10
 

 

  現代生活中，好似許多東西都可以被物化，而現今所謂的「文創商品」便是將

文化當作手段，最終目的為商品的販售，在許多經濟資本、消費決定的現代社會，

無法去褒貶這個行為，身處於時代的洪流中，擇己所好，將文化帶在身上表現自

己，可以說是膚淺，亦可說是用最容易的方式表現理念。 

 

(二)民主與民粹思想 

 

  本書的城市背景包含台北、東京、香港、澳門、紐約等城市，就台北而論，由

於歷史背景較為複雜，台灣到八 0 年代才有真正的民主，相對於城市化，晚了將

近六十年，在相對不成熟的情況下，許多人在民主思想上仍保持著「現代的傳統」，

舉例如下: 

  

他拚命搖頭。「唉，唉，妳這個老太婆，妳根本不懂甚麼叫民主，選票給妳

10張京媛，《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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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浪費了。」 

「我怎麼不知道甚麼是民主，民主就是我愛投誰就投誰，沒有任何人可以

強迫我。你也不行。」 

「妳會投錯人，損害國家前途。」 

「你才投錯人。」 

「妳這種人愚笨，頑固，資訊不流通，容易遭人操弄。根本沒資格投票。」

「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我跟你一樣有資格。」
11
 

 

以上對話的主角是一對老夫妻，丈夫自稱懂得民主，但做出的行為和民主八竿子

打不著，他表現出專制的態度，正好與民主對比。丈夫與妻子對於民主的各自解

讀，亦將民主一詞重新定義，究竟投票的是一隻訓練有素的狗，還是一群會投票

的驢，丈夫在此的角色是訓練有素的狗，熱愛聽從政論節目、報紙社論，而妻子

則是順從民意、注重外在的驢，顯然兩者皆不是民主的真諦，但是卻是現代人的

寫照，也表現出了台灣人民在政治民主上普遍不成熟。  

 

三、大眾與隱私的拉鋸 

  

隱私與大眾是較新的社會景觀，由於現代資訊的快速流通、取得容易，隱私

在這樣的背景下變的愈發重要，而大眾在這樣的背景下更加嗜血。在現代隱私不

保的年代，城市中的一舉一動都可能被鏡頭所捕捉，這之於過去是改變甚大的，

而現代人的胃口也漸漸被養大，隱私亦成了賺錢的工具，個體間均質化，差異漸

漸縮小，成了一群追求感官瞬間刺激，意淫快感的群眾。12人們一方面懼於成為

大眾茶餘飯後的消遣品，一邊沉浸於挖探隱私的刺激中。 

 

11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114。 
12蕭語涵，《過於喧囂的孤獨—論穆時英的都市書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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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帶著窺人隱私的意淫快感，坊間紛紛對號入座，媒體找出他生命的中

的各個女人，扛著攝影機，守在這些女人家門口，讀小說頓時像觀賞名人

性愛錄影帶一樣刺激，原來人生缺乏高潮，會讓人抑鬱而終。13 

 

上引文中的小說原先是日記，而日記是隱私的，將其發表後，引發各界關注，此

作家原先的作品銷售量差，但是公開隱私之後卻熱賣，大眾不滿足於此，甚至想

要將書中屬於隱私的相關人物們，也曝露於大眾的眼睛之下。隱私大眾化，私密

被記憶
14、被評論，成了所謂知識份子的教科書: 

 

小美的裸照更是網路滿天飛，人們對照片中那名少女品頭論足，保守派罵

她淫蕩不知恥，小小年紀不學好，自由派嫌她出賣女性尊嚴，物化自己身

體。所有人均仔細看了死去女孩那批裸照，並熱烈將他們活人的道德加諸

於那句而今已然冰冷的肉體上。15 

 

上引文中諷刺了現在社會的亂象，以保守派、自由派共同出場，帶出人類的劣根

性，盡管將之分類為保守與自由，所作所為卻只是同質不同調，又再一次諷刺城

市人的虛偽。而小美由於貪戀名聲、物質，以致被拍攝裸照，最後甚至被仰慕者

殺死於暗巷中，暗示城市人被物慾所吞蝕，暗巷亦象徵隱私，以身體的衰弱對比

出了都市強大的致命誘惑，16最後冰冷的肉體仍引來貪婪的禿鷹啄食，又更進一

步對都市人冷酷自私的行為作批判。 

 

四、親近與疏離的矛盾 

13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82-83。 
14王志弘，<記憶再現體制的構作:台北市官方城市書寫之分析>，《中外文學》，第 33 卷 9 期(2005

年 2 月)，頁 21。 
15 同註 13，頁 151。 
16黃自鴻，<聚焦身體與小說空間:兼論台灣都市文學的衰弱身體>，《東華人文學報》，第 23 期(20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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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市書寫當中，描述人對城市的情感時，不免書寫到身在其中，卻充滿疏離

感的矛盾情緒，而疏離感來自於於都市住民們，大多受都市外表誘惑的各方由四

面八方湧來，帶有流動性及游離性的「陌生人們」聚集在城市中，因此在這異質

性高的城市人之間，形成了冷漠、不信任的疏離感。17而這些背景大相逕庭的人

們彷彿是都市的精神分裂，由此產生了各種社會現象，例如貧富差距、勞資對立

等，城市仍兀自壯大，但是在積極發展的背後，都市人卻愈加迷惘與徬徨。楊澤

<書包>一文中寫道: 

 

在變動的事物中心，，窒息的高速流失緊緊的握住自己，看濟人群、車輛

紛紛從我的眼向四面八方流失，我緊緊的握住自己，在無數車輪的遷徙以

及反射鏡的光速相乘裡，我已然成為急逝街景的一部份…… 

 

作者也在書中有類似的寫法，以城市建築物的龐大，對比城市人心中的強烈不安

全感與無地自容，以具體的建築比抽象的心理。 

 

東京大街小巷都乾乾淨淨，路樹每一片葉子都像上了蠟般油亮，櫥窗玻璃

純淨無瑕，地鐵月台縱使人來人往，萬足踐踏，地板依然光亮鑑人，彷彿

能在上頭吃壽司。周圍的人看起來都漂亮體面，生活從容，幸福兩字似乎

不再是一幅貼在大廈牆面的街頭廣告，她卻突然有種天地之大卻無處可躲

的惶恐。18 

 

(一) 既擁擠又冷漠的城市 

17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5 年)，

頁 101。 
18 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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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時英在《公墓》序言中寫道:「每一個人，除非他是毫無感覺的人，在心底

深處都蘊藏著一種寂寞感，一種沒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個人，都是部分的不能

被人家了解的，而且是精神隔絕了的。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到這些。生活的苦味愈

是嘗得多，感覺愈是靈敏的人，那種寂寞就越加深地鑽到骨髓裡。」城市中的疏

離複雜又難解，也許是受日復一日追趕的壓力，或是科技發達下，冰冷又陌生的

關係連繫。而這些疏離感並不只存在於點頭之交或是陌生人當中，在親近的關係

之中，也不乏這種疏離。下文例子為妻子對死去丈夫遺像的想法: 

 

平台上掛了一禎男人肖像，一張再熟悉不過的臉被放大了，就像上了報紙

頭版，看上去都不再像自己認識的人，因為失去了那麼一點私密的味道。
19 

 

上文有兩個對比，一是熟悉人的臉，與不像自己認識的人，二是報紙頭版的公眾

性與私密的味道。前者表現出空間的親近與心靈疏離的對比，照片被放大，且是

靜態的表情，少了點立體感，就像城市中無數與自己擦肩而過的人們，即使活生

生，但是由於沒有產生感情，每張臉都是平面的。同樣妻子與丈夫的關係，產生

偌大的疏離感，舉例如下: 

 

在她心底，文字像是他的情婦，每一回他打開稿紙，旋開筆蓋，就像去跟

另一個女人做愛。坐在書桌前的男人，永遠是背影，沒有笑臉，沒有嘴唇

可以親吻她，沒有雙臂能夠擁抱她。只有堅決得背棄，他寫得愈多，遠離

她的時間愈久，他寫得愈好，代表了另一段感情愈美滿，而她不在那段關

係裡。她屬於他背影之後的世界。她看不到他雙眼前方看見的美麗世界，

因為她活在他背對的現實陰影裡。20 

19 同註 18，頁 28。 
20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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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處於親近的空間，但是互動卻是疏離的，丈夫面對稿紙，對比丈夫背對妻子，

丈夫與文字的親暱，對比妻子與丈夫的疏離，丈夫文字裡美麗的世界對比現實陰

影，從三個層面看這段文字，畫面由遠到近，一是位置的正面與背面，二是丈夫

對文字與對妻子的差異，三是筆中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但是讀者卻感受兩人的距

離愈來愈遠，從作者營造的距離感，與讀者的感受也是一層對比。 

 

  在書寫親近與疏離對比中，城市中常用人與人之間的擁擠空間，對比心境上的

疏離，另外也是城市特產之一的「速食愛情」，往往也是疏離感下的產物，忽略

心靈的契合只追尋肉體的滿足，在城市當中性可說是唾手可得，但是人來人往卻

找不到一個可以真心相愛的人，受到資本主義與消費市場的影響，金錢的重要性

已經漸漸凌駕於許多無價的事物之上，因此缺乏感情的聯繫與心靈溝通，不敢付

出真情，於是愈發寂寞，精神上便陷入了孓立的飄泊感，從此理解、愛與真誠成

了電影與小說中才看的到的稀有物，而城市人的孤寂又添幾分。下文引書中分手

後的情侶在書店中巧遇為例。 

 

「常來這家書店?我怎麼從來沒見過你。我兩年前搬來這區，街角那間咖啡

館，臨窗那張扶手沙發是我的寶座，每個店員我都認識。隔壁酒吧根本是

我家，我每晚都在那裡喝到他們關門為止。」  

 

不，他不常來這間書店。他比較常去下條街的專業學術書店，他咖啡總是

外帶，因為他的研究室就在附近，而他不去酒吧。  

 

除了句子內容的對立，女人的文字是說出來的，男人的文字是旁白，聲音上是沉

默的，作者亦用過去與現在、親近與疏離做對比，兩人在過去是情人，現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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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表現出城市之小，完全不同的二人能夠相遇、相愛、分離又相逢。 

 

  胡晴舫筆下的城市角色塑造，男女對比相當強烈，男人通常木訥又膽小，外在

看似懦弱沒主見，但心底卻自視甚高；女人則是有自信又獨立，熱情又有想法，

似乎想要表現出城市中女性地位較高，但是實際上是，這些獨立自主的女性仍被

傳統框架侷限，「守婦德」、「賢淑乖順」、「地位低於丈夫」這些口號仍緊緊的扣

在她們身上，性別的權力者依舊在男性身上，儘管女性已經有經濟自主能力。 

 

(二) 手機與通訊的影響 

 

  二十一世紀城市書寫最為明顯的特色，在於手機與通訊軟體的盛行，又更

加深了人際之間的疏離感，甚至出現了「臉書中毒」、「已讀不回」症候群等

流行語。書寫這類題材的文學還未成為主流，數量亦不多，不過在將來，這

些現象影響層面將愈發廣博，儼然會成為新興文類，也必定會在將來的城市

書寫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下文引一男子撿到手機，睹物思人: 

 

這支手機是從別人人生掉落的片段，他恰巧路過，撿拾了起來，但依然不

是他的人生，若這支手機進入了他的生命，他又為何不能擁有這支手機和

接聽每次鈴響的權利呢。21  

 

此段描寫某人撿到了一支手機，並以手機借代前女友，前女友偶然進入了他的生

活，因此他認為有權利能控制她，文中掉落與撿拾為一對比，他人與自己也是一

對比，但是主要對比是在手邊手機，與手機中陌生的號碼、簡訊等不是自己世界

的事物，正如同他的前女友，雖然曾進入他的生命，但是依舊無法操控她的內心。

21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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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為冰冷冷的機械，卻成為了無可取代的物品，好像整個城市都懸在這個機械

上，稍一離手，就會與世界脫離一般，而手機中的生疏文字與號碼，取代了人與

人之間的身體語言，熟悉之人的聲音，全代換成了敲擊螢幕的聲響。 

 

 

  城市中的疏離感常會令城市人產生一種想要回歸自然，逃離日常的衝動，或是

無所適從，漫無目的的無力感，當空間與時間成為日復一日的規律，地方新鮮感

消失，停止拓展人際關係，再加上地域界線逐漸模糊，空間流動變得容易，便如

「地方的死亡」般，造成無地方性，人對於地方感到無法改變的疏離。
22 

 

室內一幅畫都沒有，也看不到鮮花綠葉的影子，只有他老婆四處蒐來的玫

瑰桌布、雛菊杯墊、薰衣草餐巾和白茶花窗簾。乍看之下，五彩繽紛，喧

囂紛雜，其實一切都是平的，缺乏生氣，聞不到一絲生動的味道。23 

 

 鮮花與綠葉是自然的，而桌布、杯墊、餐巾、窗簾是人造的，將自然的生物加

諸在人造的物品上，表現出一種想要逃離城市回歸自然的意識，僵化的場景與僵

化的物品更顯文字色彩的慘淡，處在五彩繽紛的背景中，卻絲毫不被感染情緒，

營造苦悶與頹然的城市人形象。 

 

五、虛幻與現實的抗衡 

 

  城市書寫的魅力在於，於真實又虛幻的城市中，體現人們矛盾的情感，城市人

的生活充滿利益、物質、慾望這類的現實元素，因此經常嚮往虛幻的夢想，將虛

22 Alaan Pred， <結構歷程與地方感—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

的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2002 年)，頁 100。 
23 同註 21，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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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變為現實就是所謂成功人士，書中沒有談到這個部分，而著墨在那些耽溺虛幻、

不願面對現實，混淆虛幻與現實、及曾夢想虛幻，最後敗給現實的城市人。 

 

  人本非完美的生物，雖然試圖將自己理想化與高尚化(現代城市人尤為明顯)，

約束自己的行為，在社會化的傘下囚禁自己脫軌的行為，但是卻無法擺脫動物性

與社會性、獸性與人性、靈與肉、情與理的內部衝突，無法完全的控制個人意志，

因此產生了矛盾與痛苦。
24
 

 

  城市人的心理時常在「心理正空間」與「心理負空間」25之間拉鋸。「心理正空

間」指的是心理感受符合物理空間的機能，代表當時心理狀態符合本體的預期；

「心理負空間」則是心理感受違逆、對抗既有的機能意義，甚至產生截然相反或

不相關的幻覺。胡晴舫在書中塑造的角色不外乎受「心理負空間」所苦。而耽溺

虛幻、不願面對現實的人在書中，不外乎有著悲劇的結尾。 

 

(一) 城市中的理想破滅 

 

    曾夢想虛幻，最後敗給現實，是城市大部分人的典型形象，在城市巨大的載

體下，階級流動較過往封建時代容易許多，擠入上流階級，成為「成功者」的野

心，使企圖心與競爭意識高漲，人人都視自己為新興知識份子，年輕人受物質與

慾望控制，各個對城市摩拳擦掌，但亦容易失足掉入色彩斑斕的陷阱中，並在夢

想破滅後，仍以「追尋自我」為由，自願以高姿態迷失在燈紅酒綠，靡爛的大黑

洞中。舉書中角色東尼為例，曾有攝影師夢想，最終破滅而仍沉溺於虛幻中。 

 

24 蕭語涵，《過於喧囂的孤獨—論穆時英的都市書寫》(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69。 
25 張啟疆，<當代台灣小說中的都市「負負空間」>，《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

1995 年)，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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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東尼是住在紐約的天才攝影師…他是那顆最閃亮的明星，迅速攀升，

照亮半邊曼哈頓天際，所有廣告商和傳媒爭相邀約他合作，畫廊排隊要幫

他開個人展。26 

 

上文想像的文字充滿美好想像，但是下文的現實卻天差地遠 

 

小美一踏進去，就看見他日思夜想的攝影師再裡頭跑堂，英文語音不全替

客人點菜，用廣東話朝廚房吆喝，負責收拾殘羹剩菜，從桌面撿取客人留

下的零頭小費
27。 

 

明顯的看出兩者的對比，且兩段文字中作者用了不同的視角，達到了更顯著的效

果，第一段全知觀點，作者由東尼的心理視角描寫，而第二段一樣全知觀點，卻

由小美的視角出發，只有畫面沒有評論，更突顯東尼虛幻與現實的落差。謊眼被

戳破的窘境不言而喻。 

 

  除了夢想與現實生活的落差之外，經過時間的洗禮，過去的理想與現今的現實

差距也有著墨: 

 

等他終於掙脫了老婆的魔爪，跑到街上，他心臟依然砰砰跳，好像要從胸

腔跳出來，跟他四十年前初見老婆的時候一樣。她當時只有二十五歲，五

官秀麗脫俗，身材纖細曼妙，每回燦然微笑，他就如同看到金黃光束由天

灑落。28 

 

26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137。 
27 同註 26，頁 137。 
28 胡晴舫，《懸浮》，(台北:麥田，2014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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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可見四十年前與四十年後的改變，包括老婆容貌的變化，並以不變的心臟怦

怦跳，帶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緒，四十年前是沐浴於老婆的清新脫俗，而四十

年後則是受到老婆因過敏而猙獰的面容所驚嚇。時間除了會磨掉人的韌性外，亦

會改變人的面容。在年輕時的愛戀、海誓山盟，卻因外在因素而變質，這似乎也

是城市人常以貌取人的通病。 

 

(二) 價值、物質界定的模糊 

 

  在都市中，好似任何事物都可以以價格衡量，甚至連無價的親情、友情、愛情，

在一定的金錢層面影響下，也稍稍的變質了，只剩下生命是金錢無法換回的，然

而在城市光輝底下的另一面，髒亂、貧窮、黑暗的城市底下，有許多人像是遊民、

獨居老人等城市邊緣人，是「沒有價值」的生命，生死並不影響城市整體的機能

運作，甚至連激起同情的漣漪都相當困難。最終，好似連某些「生命」也沒有價

值。與此對比相似的，是自賤於自身寶貴的生命: 

 

他將自己反鎖最後一間，頭上綁了個塑膠袋。塑膠袋是那種最常見的廉價

塑膠袋，紅白條紋相間，…。我先生戴了如此這般最普通的劣質塑膠袋，

進去洗手間，往頭上套，頸間打個死結，就這樣坐在馬桶上活活悶死自己。

29 

上引文諷刺的以常見的、廉價的塑膠袋，對比珍貴的性命，達到一種不勝唏噓的

效果，亦以塑膠袋比做現實，死亡做虛幻，最終以現實做為橋樑，取得虛幻的結

果。特別強調用廉價塑膠袋作為手段，地點決定在廁所馬桶，表現出極欲輕生的

堅定，輕率的尋短，和事後盛大舉辦的追思會前後比看，又可窺其弔詭處。作者

剖析宗教也是用一樣的手法: 

29 同註 28，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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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索求忠誠的方式就像宗教裡的上帝，他們要的是你的脆弱無助，要你

明白他們是你人生唯一的解答，而你為了獲得一點撫慰，稍解生命的苦難，

願意屈服他們名之為保護的掌控。30 

 

宗教是虛幻的，但是宗教的手段是現實的；生命的苦難是現實的，但是撫慰的來

源是虛幻的。大城市下的傳統宗教力量漸漸式微，但是卻不會消失，即使科學與

數據不停的修正「迷信」迷思，卻無法代替宗教達到安撫與淨化的功效。城市人

對宗教的看法，大部分是隱晦而私密，在高樓大廈巍巍而立，而個體渺渺的反差

下，容易產生自我懷疑與對他人的防備，因此宗教信仰在此時扮演重要角色，但

與過去的宗教稍稍不同，現代城市的宗教觀更傾向是內心的沉穩力量和精神的寄

託，實質親身參與宗教集會活動反而較少。 

 

  上引文的論述，與大部分現代城市人宗教觀較不同，卻是真正受到城市反撲，

而產生傷痕的城市人寫照，無法逃離的背景使得必須另尋容身之處，而那大部分

張開雙臂歡迎的是宗教，這使的他們對宗教的忠誠度遠大於其他人。上引文的「掌

控」為何?不外乎是金錢與時間，「他們」是誰?宗教集團中的高層人物，此時為

了尋求內心無價的安慰，便屈服於他們的掌控之下，亦是以有價換得無價。 

 

六、結語 

 

  在《懸浮》一書中，作者大量的用對比手法，達到強調、諷刺的效果，在情節

中例如人物、行為之間的對比，讓讀者讀完會留一些空間給自己思考，但是在許

多章結當中，故事進展到一半，突然插入了一大段像是說教的句子，中斷讀者的

30 同註 28，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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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感和思緒，故事變的冗長，讀者也會產生不耐煩的情緒。 

 

  胡晴舫的對比複雜、多層次，每次的閱讀都可以產生不同的想法與新發現，而

每篇獨立短篇人物的巧妙連結除了滿足讀者好奇心、補充說明之外，更強調了城

市雖以人為中心，但某個人生命的大事只是其他人的過眼雲煙，這也是書中最大

的對比。 

 

  此外，胡晴舫對於城市書寫只有貶沒有褒，這也是大部分城市書寫作家常見的

書寫立場，但城市中繁華的、蓬勃的人物景觀，便利的、效率的交通硬體，皆為

城市中值得頌讚的地方，當然，書寫矛盾與拉扯的心情更貼近人性，只是這些負

面被過度放大了點，身為城市人，還是希望將來所居的所在，有它正向、溫暖、

開明的地方，城市這個駁雜地充滿著矛盾與對立，但正因為如此，其中的正向能

量更應被書寫。 

 

  觀城市書寫的歷史脈絡，從八 0 年代前著墨於城鄉差距、景觀的改變，到九 0

年後強調人格疏離感、社會現象的反思，也看出城市人面對的難題改變，而這些

改變皆在近二十年內，更令人感嘆城市中變化之快速。然不論在下個十年城市又

會變成甚麼樣貌，對於這個善變的載體來說，對比的手法是處理時間軸題材時，

最有力又容易的方法，而這正也是城市書寫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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