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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記憶‧身分

永恆的家鄉
—新耶路撒冷異象與早期教會的身分建構

當記憶與身分遇上救贖的美好



編者話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短短八個字，刻劃了烙印在不同時代港人心

上的傷痕，多少情景，仍舊歷歷在目。也許在時間長廊裡，一件又

一件的事件仿佛凝結於當下，但只要有人念念不忘，就必有迴響。

甚麼是記憶？不就是記取我們心之所繫嗎？箝在心頭的一些事，容

不下無視與輕蔑，更容不下扭曲與抹殺。尤其在指鹿為馬、顛倒是

非的黑暗時代，挺身守護記憶是不可推卸的共同責任和使命。

誠然，記憶是關注之所在，難免蘊含主觀情感，亦會出現缺漏偏

差。但由於記憶與身分建構的關係密不可分，個人記憶總帶著社群

框架，因此完整地保全集體記憶更形重要。你、我、我們的記憶，

經喚起確認，修正補足，重現事實真相，建立信念價值，使文化與

身分得以傳承。李耀坤老師在今期「尋思」文章〈文化記憶·身分〉

裡清楚指出，建制雖坐擁主導記憶的優勢，甚至可以壟斷對經歷與

真相的「正統」理解，卻始終無法完全規劃和限制後世對文化記憶

的挪用和評鑑。就如校友馬莉在「工人手記」提到的黑人福音音樂，

音符裡承載著歷史、信仰、態度和信念，那份沉厚的力量穿越了時

空，亦突破了國界。在香港，「香港舊照片」面書專頁版主余震宇

則選擇以一幀幀舊照為載體，保存珍貴的集體回憶，建構屬於我們

的身分。他在「踐道」〈尋索與覺醒〉一文，重提拆卸天星皇后碼頭

一事，因這標記著香港人尋索身分認同的里程碑。不過，雷競業老

師與中大講師劉紹麟博士在今期「一期一會」的對話中坦言，建構

港人身分是項艱巨任務，但信仰是重要出路，賦予我們信念和勇氣，

敢於走出安舒區，繼續走下去。

回望歷史中的教會，壓迫苦難不絕。在瞬息萬變的處境中，怎樣才

能夠守住使命，不致於迷失方向、崩壞瓦解？余振陵老師在〈永恒

的家鄉—新耶路撒冷異象與早期教會的身分建構〉一文，從啟示

錄出發，勾勒初期教會怎樣透過新耶路撒冷的異象，凝聚信徒委身

於立約群體的身分當中，以終末的應許重新檢視眼前的處境，使他

們承擔起隨這身分而來的張力、逼迫與誘惑，並為一切行動與方向

賦予意義。

無可否認，刺痛的記憶委實痛苦難當，苦難可以壓碎靈魂。今期

PUSH介紹的電影《返校》，正是描述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下的

台灣。極權之下，甚麼最可怕？如果太可怕或太痛苦，可以選擇遺

忘嗎？有人確是刻意逃避了，最終連自己也認不出；但亦有人拒絕

遺忘，雖是苦痛，卻得到救贖。從事心靈輔導服侍、多年來與不少

靈魂倖存者共行，校友張慧嫈以「尋思」系列文章〈當記憶與身分

遇上救贖的美好〉勉勵著我們，慘痛的往事不一定只留下苦澀的淚

水，當接通愛的源頭，負傷的記憶也可轉化為救贖的力量，讓我們

更好地活在當下，存著盼望期待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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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身分有不能分割的關係。

人受造成為時間性的存有，我們在時間中遭遇各種生命經歷，塑造我們獨

特的身分。記憶帶我們回到那些我們曾經驗的事情，讓我們重新檢視那些

事件，發掘當中深層的意義，把當下的生命與過去連接起來，並展望未來

行動的方向和可能性。換言之，記憶讓我們把經歷綜合為對過去的形象和

敍事，在同一過程中亦發展出我們對自我形象和敍事的理解。

李 耀坤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趙叔榮 ‧霍佩芳教席教授（神學科）

年少時醉心數理，大學時與主在曠野相遇，如今盼能和眾

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分化
‧身記記化記化化記化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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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阿爾布瓦克斯的洞見，德國文化研究學者楊及阿

萊達 ‧阿斯曼夫婦（Jan and Aleida Assmann）把集

體記憶的概念擴充至文化層面。2阿斯曼認為，人不

但透過社群交往中的語言符號，分享和傳遞記憶，

也會建立文化客體／符號作為載體，把記憶保存和承

傳。所謂文化客體，形式十分多元，可包括文本、圖

像、建築物、景觀、詩歌、儀式、紀念碑或紀念日等

等。眾多研究顯示，社群交往記憶大概三代以後就

無以為繼，能否承傳下去，取決於能否成功過渡為文

化記憶。過程中，集體經驗要先轉變為「去肉身」

（disembodied）形式，繼而需要人類組織體制來保

存並使它們「再體現」（re-embodiment）。例如，歷

史經歷需要紀錄人員蒐集、整理為檔案，再經歷史學

者考究，探討前因後果，論證及表達歷史觀點；這些

資料和觀點再經編撰，就成為歷史課本，由教師授予

不曾親身經歷這些事件的學生，讓共同過去的記憶得

以在後世群體中再體現。 當一個群體把它的團結和

獨特性建立在對某些客體化文化的認識之上，並從中

引伸出培育和規範力量，群體的文化身分便可確立

傳承。

文化記憶—穿越時間的長廊，突破國
族的藩籬

阿斯曼指出，文化記憶的建立需要不少人力物力，並

透過持續的組織來傳遞保存。這意味著它無可避免會

觸及複雜的權力－資源關係。因此，建制往往坐擁主

導記憶的優勢，壟斷對過去和真相的「正統」理解，

集體記憶—建構共同的理解，形塑共
享的身分

毫無疑問，每個人都有透過自己身體所經歷的感受，

與及由此而來存留於腦神經系統的記憶。雖然科幻小

說和電影經常構想把一人的記憶直接轉移至另一人，

但這種涉及生理層面的記憶轉移，以現今技術而言，

仍屬天馬行空。這些記憶始終是每個人最私人的部

分，把我們與別人區分開來。即或如此，法國社會學

家阿爾布瓦克斯（Maurice Halbwachs）提醒我們，

個人記憶與集體社群記憶其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1

正如沒有人是完全單獨地存在，人的記憶也不可能是

封蔽的獨白。當家人或舊同窗偶爾圍著舊照片回溯那

些年時，我們總會涉及外界的人、地、事、物，例

如：童年時與家人前往的公園、同代人共同面對的公

開試，還有重大的社會事件等等。有了這些重要的社

群框架，我們的經驗方能構成一個清晰的形象和融貫

的敍事。

透過共同語言的溝通，我們彼此呈獻自己

的記憶，也讓別人確認、喚起、補充、修

正自己的記憶。在社群的互動交往下，不

僅存在「我的」或「你的」記憶，也存在

「我們的」集體記憶—一種對共同過去

的理解，形塑著成員的社群身分、價值、

信念、生命情調。

4



塑造高度同質的文化定型。3然而，建制無法完全規

劃和限制後世對文化記憶的挪用和評鑑。基於其特

質，文化記憶縱有可能暫時離開了日常的視野，但它

凝結下來的價值、意義、信息卻可穿越時間長廊，突

然接通後世。換言之，文化記憶並不是鐵板一塊，台

前的可轉回幕後、潛伏的可變為活躍，促成文化的轉

化、重組，甚至創新。4舉個例子，隨著二戰和冷戰

時期的檔案重見天日，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歐洲出

現「記憶潮」，無論學術界或民間都熱切關注如何理

解這段歷史，各種回憶錄、歷史主題電影、歷史博

物館，以至紀念碑等紛紛湧現。新的集體記憶正在形

成，基調已經離開了過往的民族榮譽或悲情，取而代

之的是對受害者的哀悼、道德責任、對生命尊嚴的確

認等。5

就如其他層面的記憶一樣，文化記憶都有

被壓抑、誤用或操控的危險，但它同時把

人類社會寶貴的經驗存留，形塑我們的身

分、信念和共同價值。

其多元形式和複雜結構更為後世留下想像空間，讓人

重新檢視和詮釋其中的意涵，開拓更遼闊的視野，不

僅跨越世代界限，甚至可突破國族的藩籬。6由是，

如何正確和負責任地記憶，無疑是維護社會共善的重

大課題，這不但需要大量專責人員委身，為後人累積

豐富的記憶，也考驗社會對人文價值和批判精神的

重視。

                                                                                                                                                     

1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1925), ed. and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eds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 (New York & 

Berlin: De Gruyter, 2008) 109–118;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in Cultural Memories: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eds Peter Meusburger, Michael Hefferman, 

Edgar Wunder (Dordrecht, Heidelberg, London, New York: 

Springer, 2011) 15–27;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Spring – Summer 1995) 

125–133;  Aleida Assmann, “Memory,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xtual Political Analysis, eds 

Robert E. Goodin and Charles Til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10–224;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Social Research 75 No. 1 (Spr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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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gar Nünning (New York & Berlin: De Gruyter, 2008) 97–107.

3 Aleida Assmann,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57–58, 64–66;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2008) 114–116.

4 Aleida Assmann, “Canon and Archive” 103–105; “Memory,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220–221.

5 Aleida Assmann, “Memory,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210–

212, 219;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Memory” 

54,61-63;  陳宥喬〈德國歷史教育（一）：面對轉型正義，歷

史課本永遠需要修訂〉，載於 The News Lens (https://www.

thenewslens.com/article/113708)；〈德國歷史教育（二）：從

「加害者」角度介紹納綷血淚史〉，載於 The News Lens (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3709)；〈德國歷史教育（三）：

誠實的記憶，是今日身分認同的基石〉，載於 The News Len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13710)，於 2020年 8月

13日引用。

6 Jan Assmann,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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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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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助理教授聖經科助理教授

對宇宙好奇的小朋友，變成沉醉於數字

與符號間的數學人。後來改行讀神學，

投身於探索聖經的博大精深。投身於探索聖經的博大精深。投身於探索聖經的博大精深。

余 振陵

永恆的家鄉
—新耶路撒冷異象與早期教會的身分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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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啟二十一18）

有次一位讀建築的弟兄問我：「為甚麼天堂這麼俗氣，就像暴發戶的房子

一樣？」這問題一語中的。回頭一想，到了天家，我們真的會稀罕黃金和

碧玉嗎？當然，這位弟兄的問題不難回答，因為啟示錄中新耶路撒冷的異

象，只是一種象徵描述，正如啟示錄中其他的異象一樣。不過，這便迫使

我們進一步問：新耶路撒冷的異象，真的只是告訴我們天家的華美嗎？這

異象還有甚麼重要的意義？

危機中的身分認同

一切要從啟示錄的背景說起。早期教會身處於羅馬帝國中，面對的是絕不容易的

處境。隨著羅馬帝國對教會的逼迫加劇，信徒—尤其教會的領袖—需要承受

殉道的威脅。另一方面，帝國對教會的攻擊亦不只是殺害身體的「硬攻」，同時亦

是透過帝國的意識形態以及所提供的利益，吸引人民歸順的「軟攻」。教會這一群

屬天國的子民，如何在帝國的大環境中自處，是早期教會必須深思的問題。啟示

錄正是要回應這種掙扎，強調聖民群體如何在世界中保持對上主的盡忠。

當挑戰以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襲來，早期教會深知他們必須回到「我是誰／我們是

誰」這最根本的問題上，以一種強烈的身分認同指導教會群體當走的方向，以免

在瞬息萬變的處境中迷失方向，疲於奔命。因此在啟示錄中，約翰以書卷大半的

篇幅記載了一連串天上的異象，這些異象的主要作用，並非預告未來的歷史將要

如何發生，而是要將讀者的注意力帶回上主那個全備的拯救計劃中，重新認定自

己在這個宏大故事中的位置與角色。而在接近書卷終末那個新耶路撒冷的異象，

也是這身分建構中重要的一環。

永恆的家鄉
—新耶路撒冷異象與早期教會的身分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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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身分

社會科學的研究指出，人的身分認同具有相當的彈

性，會隨著處境的細微變化而作出調整。1然而，這

種靈活性會產生一種理論上的結果，就是人的身分認

同變得碎片化（fragmentized），隨著處境的不斷改

變，人也無法維持穩定的身分認同。這個推論縱然受

一些後現代的思想所接納，但卻明顯與我們現實中的

經驗不符。2為解決這矛盾，一些社會科學家指出身

分認同並非只受當前的處境影響。

事實上，一個群體從過去到未來的歷史軌

跡，是人的身分認同一個不或改缺的元

素。3 當人擁抱某個身分，就是將自己置

身於這歷史軌跡之中，將自己的生命歷程

視為這軌跡的一部分。如此，人便能保持

認同於某一個身分，並委身於這身分所帶

來的責任。

在啟示錄新耶路撒冷的異象中，約翰提到十二個城門

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根基上則有十二使

徒的名字。這強調新約的教會與舊約的以色列是屬於

同一個終末的群體，教會是置身於以色列的歷史軌跡

中，分享上主向以色列發出的一切應許。對早期教會

中的外邦信徒而言，這尤其有重要的意義，就是將他

們置於上主與以色列的立約故事中，使一段原不屬於

他們的歷史，成為他們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而這段歷

史所建構的身分，亦得以轉化他們原有的身分，使他

們能歸屬並委身於新的群體，甘願承擔這新身分所帶

來的張力。

此外，一個群體對其將來的預期，為群體及其成員的

一切行動賦予意義。4啟示錄的結束部分亦強調耶穌

基督「我必快來」的應許，這為信仰群體的歷史軌跡

賦予了清晰的焦點。主的再來要為這個群體的故事帶

來圓滿的結局。正是這個終末的盼望，使教會能找到

其存在和行動的價值。

群體身分的維繫

當一個群體陷於不利的處境中，群體的成員便會產生

離心力，有離開群體的傾向。因此，群體必須有方法

維持其正面的特質（positive distinctiveness），以保

持成員的投入。5

群體成員的委身涉及三個層面：認知、價

值、情感。6 當人能在認知上確認繼續作

為群體成員的重要性、在價值判斷上接受

群體的規範、並透過強化成員間的關係加

強對群體的情感投入，便能維持對群體的

認同與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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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耶路撒冷的異象，亦包含這些維繫群體認同的元

素。第一，約翰強調「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才

得進去」，將信仰群體與其他的世人作出了斬釘截鐵

的劃分，促使人認定保持其群體身分的必要。第二，

對聖城華美的描述，將現世的價值相對化，使信徒更

能擁抱天城的價值和準則，因而更有動機聽從書中的

勸誡，接受其規範。第三，經文將新耶路撒冷與基督

的新婦兩個意象結合，以夫妻這種最親密的關係，加

強成員情感上的投入。這些元素都有助強化信徒的委

身，使他們在逼迫和誘惑當中，仍能持守其信仰，與

整個上主子民的群體休戚與共。

由此可見，新耶路撒冷的異象，並非只是

為了描繪天堂的樣子。透過這個異象，約

翰鞏固了信仰群體的身分建構，藉此幫助

教會面對接蹱而來的挑戰，並為教會的生

活和行動賦予方向和意義。

總結：福音的敘事與教會的身分

在歷史中的教會從來不乏各種挑戰。當處境改變，我

們固然必須思索如何應對。然而，若只被處境牽著鼻

子走，教會很容易便會迷失其方向與使命，甚至因為

各種互相矛盾的聲音而瓦解。因此，在思考回應處境

的具體方法的同時，我們必須不斷回到上主拯救計劃

的宏大敘事中，確認我們是這故事的一部分，並透過

終末的應許檢視我們行動的意義，才可在風雨飄搖

中站穩陣腳，繼續前行，不致在幻變的處境中進退

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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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UP, 1989), 3.

4  J. Cohen, “Subjective Time,” in The Voices of Time, ed. J. 

Fraser (London: Allan Lane, 1968),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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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Identity Theory,” in T&T Clark Handbook to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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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德慧文化事工總監、心靈輔導室負責人德慧文化事工總監、心靈輔導室負責人

MDiv 1993

出生於台灣，八十年代隨夫定居香港。獻身事主後出生於台灣，八十年代隨夫定居香港。獻身事主後

擔任過教師、學生工作者、女傳道、師母及靈命培擔任過教師、學生工作者、女傳道、師母及靈命培

育導師。最愛從事滋養人身心靈的志業並烹煮美食育導師。最愛從事滋養人身心靈的志業並烹煮美食

餵飽人。渴望讓人在亂世黯日活得像人！餵飽人。渴望讓人在亂世黯日活得像人！

張 慧嫈

記憶
與身分

遇上遇上遇上遇上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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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論及記憶與身分在牧靈關顧與心理治療歷程的實踐體驗，腦海中立即浮現

多年前觀看電影《五星級大鼠》（Ratatouille）的一幕景象：「撲克面孔」

美食評論家梵高森（Anton Ego）在他「踩場式」刁難挑釁的要求下，嚐

到老鼠味王（R'emy）感受到家的溫暖而煮出的 "Ratatouille"（雜菜煲，

法國家常菜），這當下一口頓時勾起小時候的味覺記憶，再度連繫媽媽的

愛而深深受感、潸然落淚⋯⋯畫面中，他的高傲無情融化了。

黑暗裡心未死

這是電影的畫面，卻也是我在輔導室靈性對話空間看見的真實畫面。從 2007年

更清楚自己從上主領受的「分」—召命、恩賜與喜樂—是從事心靈輔導的服

事，我開闢了一個接待生命的空間，此後就在此與「靈魂倖存者」相遇，陪伴他

們在崎嶇曲折的人生行旅匍匐行進。我用上「靈魂倖存者」這樣的稱謂並不為過，

正如精神科醫生 Thomas Hora曾指出：人類一切問題都源自心理層面，但所有解

答都在於靈魂。輔導室進行的對話式關係互動心理治療，往往觸及當事人被否定、

感覺不安全及操控能力不足的掙扎與創傷，呼應了內在靈魂對蒙愛（be loved），

安穩（be safe）及良善（be good）的渴望，按 Cathars人格分析的說法，這也

正是人類對自信自愛、智慧真理及融和合一的追求。過去十多年在輔導室遇上的

朋友，幾乎每一位都是帶著置身黑暗逆境中的傷痛和不解前來，正因為他們不是

無感，也心有期待，故此我稱他們倖存者—因為他們的心未死。

美好遇上遇上遇上
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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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身分的（不）確定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從過去到現在：從外在經驗到內心世界。與受助者展

開輔導面談、心靈對話的過程，經常是從聆聽開始；藉受助者的記憶打開—有

些記憶十分深刻，有些實在記不（不願記）起來—隨著記憶的確定與不確定，

我嘗試拼湊、串連，希望能夠漸漸認識眼前這在黑暗中尋光、苦困的他者—他

是誰？他的所是及所作。

耶魯大學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在他的著作 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中譯本《記憶的力量》）曾闡釋奧古斯丁的思想，指出 

「記憶並非只是複製快樂或痛苦，也決定性地形塑了我們的身

分」，然而雖然憶起發生過的事將它訴說出來，能夠觸碰情感經

歷淨化（catharsis），但失憶遺忘也可能是創傷後的自我防衛保

護，因此記憶的倒敘（flashback）需要小心盛載，不宜刻意挖

掘，只能期待當尊重、信任、連繫達致溫暖厚實的支持（holding）

時，那「未敢記起、不願遺忘」的記憶就能浮現（unfolding）。

身分決定如何記憶

無疑，負傷的記憶（較之快樂的記憶）更會形塑人怎樣看自己，負傷的記憶需要

被醫治，這讓人不禁探問：單單「記起」、「記住」，本身具有救贖力量嗎？盧雲

神父在《記憶的治療者：盧雲談服事與禱告》（The Living Reminder: Service and 

Prayer in Memory of Jesus Christ）給了我一個方向：「接納」只是整個醫治過程

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連結」。他認為「服事者的重要呼召，就是時時刻刻把人

的故事與神的故事連結起來。我們承繼故事，一個需要被訴說的故事；透過這故

事，許多我們每天聽到的痛苦傷害，能因此不再孤立無援。它們同時被顯明其真

面目，乃是神與我們關係中的一部分。醫治代表的，是揭露出人的傷痛乃是與神

的受難最親密地連結在一起。」（頁 31－ 32）我在輔導歷程除了與受助者連結，

也更期待引導受助者與上主連結，細心留意聖靈在受助者內心的觸碰與啟悟，抓

緊那靈光乍現的時機，陪伴受助者意識自我的形塑—我（真正）是誰？我身在

何處？我（可以）活得如何—同時也更多發掘上主如何在他的生命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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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願意展開這樣的內在旅程，並且尋找上主的同在，就會漸漸

認識到上主是最偉大的愛者，祂在愛裡創造及救贖，讓人體悟我

們是祂所愛，這是我們存在的核心真理，賦予我們模塑那些原本

形成我們身分記憶的救贖的能力（redemptive power），如此我

們的身分就不再只是存在於我們記得甚麼。

我們在救贖的美好中決定如何記住，也就能發揮正確記憶的作用—重新詮釋想

像過去，在真理的自由中活好現在，及存著盼望期待未來。

結語：復甦記憶．復活生命

走筆至此，讓我說回電影那讓我動容的一幕及驚喜的結局：仗恃食評專業主義、

以筆殺人的梵高森，因著美好的味覺體感，藉此復甦了最美好的記憶，連結了愛

的源頭，恢復了能承認真相、與異己融合及彼此共享的愛與共善的生命。雖然他

因著說真話把老鼠味王評為巴黎最偉大的廚師，因而失去「人間信譽」和評論家

的工作，但他卻仍然肯定老鼠大廚的才華天賦、因著尊重異己的存有價值，為他

們開闢展現生命的空間—投資贊助開了一家名叫 "La Ratatouille”的小餐廳—

Being Alive！

我記起在以馬忤斯村莊與耶穌一同用餐的兩位門徒，也想起耶穌在逾越節的最後

晚餐對門徒這樣說過：「我已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跌倒。人要把你們

趕出會堂，並且時候將到，凡殺你們的就以為是事奉神。他們這樣行，是因未曾

認識父，也未曾認識我。我將這事告訴你們，是叫你們到了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

們說過了。」（約十六 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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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宇

「香港舊照片」面書專頁版主

中學老師

尋  索   與覺醒

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身分便成為社會熱熾討論

的重點。所謂香港人身分，說來尷尬，既是國際

城市，我們不少人強調自己與中國人有別，亦不

願意再度擁抱英殖時代，遂開始尋索香港自身的

文化，包括歷史、文學、語言及生活文化等範疇，

嘗試從虛無之中，填補這個議題的空洞。

六十年代．第三代天星碼頭。近鏡處即天星與皇后碼頭之間的公共休憩用地。（相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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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來說，2006至 2007年中環天星皇后碼頭保育事件，成為了香港人尋索身

分認同的里程碑。那年，天星、皇后碼頭要拆卸的消息傳出後，居然惹來前所未

有的反感。在主權移交前，歷史更悠久、建築更華美及文化價值更高的建築被拆

卸，香港人一般只會感到惋惜，眼巴巴的看著一座又一座的古典瑰寶遭清拆。

可是，天星、皇后卻一石激起千重浪。

不僅民間立即回顧天星、皇后的歷史，包括曾在這裡發生的歷史大事、兩大碼頭

所標記的海岸線變遷，更有人嘗試將它們的價值升華，把八、九十年代在兩大碼

頭拍攝的電影、電視及音樂錄像，加以整輯。這些影像的語言絕大多數是廣東話，

而且創作兼具文藝元素。於是，不消幾個月的時間，香港市民突然驚覺原來這兩

大碼頭見證著、亦代表著本土歷史，只是自己從未發現。

要捍衛，當然會牽涉抗爭。當年天星、皇后的保衛策略，涉及佔領及絕食。還記

得主權移交之後，遊行已經是大多數香港人的抗爭手段，走出馬路遊行經已是底

線。想不到當年的抗爭策略，竟在 2012、2014及 2019的社會運動中大行其道。

還記得當年朱凱迪在皇后碼頭與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對話，誰想到事隔十多

年，香港已經人事幾番新。

失去了實體建築，唯靠留下的照片與文獻作為紀念。在此基礎上談身分，也未免

流於空中樓閣。人，本是善忘的，若非有實體建築物存在，今人無以借它遙想當

年的歷史，後人亦無以借它學習昔日的往事，港府仍沿用殖民地時代的思維，拆

走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可是，殖民政府的目的是要抹去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便

於管治。但既然回歸了，何解不能塑造港人身分，保留我們的歷史建築呢？

這是天星、皇后事件給香港人帶來的覺醒。

自天星、皇后拆卸以後，每逢政府打算拆卸舊建築，皆會引起民間的廣泛關注，

不少團體必會嘗試循歷史論證該建築物的地位和價值，亦會條陳理據，嘗試說服

政府收回成命。平情而論，政府地皮上的舊建築，爭取保留的機會較以往大增，

這未嘗不是一種進步，也反映了香港人自天星、皇后拆卸事件之後，更熱衷尋索

自己的身分，尤其是注意歷史建築的保育和發展。

希望香港人繼續堅持，不讓記憶逐漸遺忘。

尋  索   與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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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競業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據呂大樂《四代香

港人》的劃分，屬第二代港人，亦即「戰後嬰兒潮」

一代。

劉紹麟
大學本科修讀社會學。九七前後，有感對香港教會

史的認知不足，必須探古方可知今，遂開始搞歷史

研究。曾於中神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而

當時的研究興趣成為了他日後的博士論文專題，研

讀亞洲地區最早接受西方文明及現代化的信徒，亦

由此啟發他從教會史走進香港史，越踩越深，不想

自拔。

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雷： 從近年的社運抗爭與社會撕裂，不難看出各代

人擁有不同的共通記憶。對不同代的人而言，

有甚麼記憶最重要？又如何形塑他們的身分？  

劉： 這問題既長篇又複雜！因每代人置身的具體

環境都不一樣，何況記憶這回事，永遠都是

reconstruct（重構）的，絕不客觀。 

 曾經問大學同學，還記得八十年代追看中國女

排嗎？一問下，他們才醒起有過這回事。可

見，即使親身從那些年走來，數十年後，就會

遺忘了某些事物。若然不再提起，大家或已採

取了今天的「本土記憶」來詮釋過去和現在。

可見，記憶十分 selective；要挖，才挖得出。

究竟是源於選擇性失憶？抑或刻意選取某個版

本的記憶？這問題的複雜性亦在於此。

 我們這些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跟大陸多多

少少有具體連繫，除了有內地親友等人脈關

係，文化上亦相當「中國」，當時各式的中國

文化傳承是以 everyday life方式，滲透社區。

反觀今日，不少傳統習俗已淡薄得很，像端

午節，我只識得買兩隻糉，但我父母卻認真地

記
憶
・
身
分
・
傳
承

—
專
訪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學
系
講
師
劉
紹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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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我去看龍舟。又記得有次，阿女問我一個很

有智慧的問題：「阿爸，我們鄉下係邊度？」

這問題問我的父母，根本不用想就答：「廣東

省鶴山縣囉！」我呢，成世人都未返過鶴山，

嗱∼我用個「返」字，就好有問題啦！（笑）

我傳承的是二手中國經驗，到阿女已是第三

手。所以，我答阿女：「你話你係香港人，都

合理！」

雷： （笑）對，我是台山人，也不曾去過！

劉： 儘管 1949以後，與中國逐漸疏離，但其影響

力猶在。當裡面出了大事，就如八九六四，大

家的中國情意結就“ba ba聲”湧出來。不過，

話說回來，隨八零年代中港家庭湧現，他們對

中國、對香港的態度和印象，跟土生土長的港

人家庭有巨大差別，這或許是導致今天撕裂的

原因之一。

時代與文化，重構記憶

雷： 似乎北京最初期望港人回歸後，自會認同這個

成功的中國，可惜沒有⋯⋯起碼這十年內依然

沒有。你認為何以會這樣呢？ 

劉： 你看 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奧運，當時港人

還很愛國呀！真正改變⋯⋯2012年肯定是巨

大的轉捩點─習近平上台，梁振英當選，而

那次特首選舉相當核突，強烈感受到中國的直

接干預。同年，香港亦發生了一件大事─至

少我是這麼認為，就是司徒華死，令泛民失去

了最後一個能夠鎮住局面的人。政治人物為突

顯與別不同的戰略，不斷鬥左、鬥激進，哪還

夠膽溫和？！

雷： 今時今日，年輕人對香港社會的觀感已截然不

同了，視香港為鬥爭社會，不再是「獅子山

精神」！

劉： 這裡有很多課題值得討論。

 在我看來，年輕一輩對香港的觀感深受 2006年

以後出現的「集體回憶論述」影響。它並非一

門扎實的學術研究，而它的出現可追溯至 2003

年七一遊行。隨「自由行」政策開展，兩地融

合加劇，港人身分危機越演越烈，藉著文學創

作，透過〔社會〕運動，把心中的焦慮表達出

來。當中不少人渴望挖掘一些“indigenous”

的東西，以呈現「純種」的香港，於是富中國

色彩的東西就不能、也不會摻進去！由保護維

港到囍帖街、藍屋，再到皇后碼頭，還有菜

園村⋯⋯，這論述選取充滿溫情的部分來描

述，映照出來的香港也是溫情脈脈的舊區、舊

行業，還有舊屋邨，某程度上也把昔日香港

浪漫化或美化了。現在有不少廣告也在 sell香

港舊區，例如深水埗、灣仔藍屋或拍過電影

“Transformer”的北角等。事實上，我們所講

的「認識歷史」，可以是某個版本的歷史。

雷： 我們這一輩對舊香港的印象，跟年輕人實在不

一樣！像我，雖沒有住舊屋邨，但我認識在

舊屋邨長大的人，很少說懷念家住石峽尾的

日子⋯⋯

劉： 我是在舊屋邨長大。（笑）常跟學生說：「住舊

屋邨嘅願望，就係唔駛再住舊屋邨。」（大笑）

不少女性在公共屋邨裡皆遇過各類性騷擾，以

致不敢行後樓梯，不敢到樓下球場玩！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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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輩的成長經驗，但對我某些學生來說，卻

是聞∼所∼未∼聞！感到震撼！這個嘛，我是

理解的，因他們的香港觀感都是來自集體回憶

論述。

 我們的長輩各有恐怖的抗日經驗，到我們這一

代，在工廠打工是大家的共同經歷、覺得海

洋公園、太空館、海底隧道和地鐵興建，好

威！學者稱這為“materialistic value”。反觀

今天，起高鐵、港珠澳大橋，是破壞地球

的舉動！箇中展現出來的正是 post-

materialistic value”，而集體回憶

論述正正包含這種價值觀，且沒

有摻進中國元素。因此，幾代

人「傾唔埋欄」好正常！

保存和認知，拒絕遺忘

雷： 改革四十年，大陸至今仍是採取

“materialistic mentality”，誇口

的亦是這些；但香港的新生代已

不想擁抱所謂「中環價值」。如此一來，更突

顯了兩地的文化差異。

劉： 兩地的差異確實很大！譬如國家安全這類範

疇概念，對香港人而言，是 systematically 

absent。我班上的大陸學生從小已知道甚麼是

「古巴危機」、「冷戰」和「韓戰」。雖則版本

跟官方說法接近，但也不會 100%跟足。香港

學生嘛，對這些事的印象卻相當模糊。當然我

們都知道，一旦與具體政策相左，史觀亦可以

隨之改變。

雷： 嗱，有個假設問題，如果大陸推動國民教育，

由你去教，你會怎樣教中國及香港歷史呢？

劉： 嘿，我不會入手就講中國、香港囉。（笑）

 我一直在大學嘗試做的，是跟學生解釋世界如

何運作。譬如說，是因為日本奸才驅使她搶別

人的東西？誰是奸角∼是美國？還是中國？我

們需要的其實不是先急於判定忠奸，而是要去

好好思考。假若你置身那處境裡，究竟需要解

決甚麼問題呢？這樣的進路，毋須歌頌或貶損

任何一方，亦不牽涉向誰效忠的問題。我們在

現代社會中求存，面對共同的困境，想盡辦法

求生。而所謂求生，就是要解決問題。當然，

所揀的解決方法有可能帶來不良後果，甚至引

發衝突。

雷： 但現在是人人都講效忠！你這條進路，學生聽

後有何反應？

劉： 〔講效忠〕委實是個悲劇，此刻社會對立這麼

嚴重，很難搞亦好慘！我不知道如何解決。

至於學生的反應嘛，有的態度會改變，

也有的覺得眼界開了，不過取態不

變，而我會堅持以這種方式教學。

現代科學講求兩件事，就是 fact

和 logic，根據過往經驗，總結

出一個 pattern。這 pattern需要

以各種事實來對照和驗證；你所

講的任何說話，我期望有資料根據

的。當大家都遵從這原則，或會發

現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所看到的世界，原

來跟一直以來想當然或經由媒體塑造得來的

世界，極不相同。身為教師，這樣教導學生，

我認為只是做該做的事。大學的好處，就是擁

有多一點空間，向同學呈現和講解較複雜的畫

面，並相信他們的閱讀和思考能力，足以理

解。若然換作我的中一兒子，〔這教法〕就未

必得！

雷： 對呀，國民教育往往從幼稚園開始，採用簡化

版本，給他們灌輸某種世界觀。

劉： 唔，我其實不太擔心所謂成功洗腦。洗腦這回

事嘛，不是你洗，就是他洗，不好意思（笑）∼

我確是這樣理解。我覺得，我們的方向不是去

抵擋哪種方式的洗腦，而是要提高我們整體對

事物認識的深度。

雷： 剛開始時，你提到記憶本身具選擇性，人往

往只會記住自己關心的事物，或只想抓住自

己知道的一些 fact，得出一個自己喜歡的論

述，無意了解全幅圖畫，甚至有些人是刻意遺

忘的⋯⋯

劉： 我不敢說有人刻意遺忘，倒覺得更關乎習

慣─就是慣了不好好保存每件事，處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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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飄飄。我期望有一種認真態度，就如我常跟

兒女說：就算是 facebook按讚，只是一剎，

但也有後果要負呀！若然全班嘲笑一位同學，

你會以為自己的 input很小嗎？！即使不是學

者，至少也要留意自己的行為可能引發的負面

影響。我們處事，絕不該輕飄飄的，要有負責、

認真的態度。

信念加勇氣，委身傳承

雷： 要令一個社會凝聚起來，十分需要有一個大家

共同擁抱的論述，藉此衍生身分認同。然而，

今天黃藍陣營都有各自的記憶論述，還有辦

法建構得到一個能夠拉近彼此距離的共同敘

事嗎？

劉： 人的困境是甚麼呢？就是我們只看到漆黑舞台

上、被 spotlight聚焦的那一點，就是這麼多。

spotlight以外的呢，直情不知道有別的人與事

存在，但我們就以為這是世界的全部。聽來，

好像好無奈、好悲觀。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

要不斷擴闊 spotlight，讓大家看得見它以外的

其他事物。若然我們一味沉醉於自己

所理解的世界，那不過是小孩的

思維模式：我不明白的就等如

無，我不認識的就是假。但

真實世界怎會這樣？即使要

講轉型正義，也必須建基於

對往事有相對全面的認知，

有了基本認知，才有較為實事

求是的態度來評斷現在是進步

還是退步，並著手處理。

 事實上，要改變世界，要建立有長線價值的

事，不是一個〔社會〕運動可做得到，而是要

有更多願意委身的人，長時間投身，從合適的

角度著手做，經歷漫長過程，方可成事。我嘛，

繼續教書囉，繼續做我認為應該要做的寫作，

亦要不斷自問並為此禱告：可否再做更多、

更多？

雷： 建構共同論述看來似是mission impossible！？

劉： 香港確實難好多，屬於這群體的跨代元素太

少。為何這麼說呢？我曾在課堂上，給同

學看 Beyond、叮噹（哆啦 A 夢）、任白、

Rubberband等照片，只有 Rubberband是他

們認識的，Beyond已很遙遠，而能夠橫跨他

們一代、我以至我母親一代呢，只得哆啦 A

夢，喂，那是日本的呀！我們不像英國，皇

室與莎士比亞都是多代人的共同記憶。甚麼

是 indigenous HK呢？數來數去只得奶茶，粵

劇也有爭議，可見我們這群體的底子好薄，也

太年輕，找不著能夠吸引跨代人迴響的共通事

物。於是，每代人只管自己那一代，無法統合。

對群體傳承來說，很不理想，代際之間，亦溝

通不到。

 當我們說是 HongKongers，箇中的 defining 

characters是甚麼呢？如果真的想把這身分的

特性發揚光大，更要好好思考。所以，做學問

的功夫實在重要，並且任重道遠！

雷： 香港底子這樣薄弱，教會在傳承記憶和身分方

面，可有所貢獻嗎？

劉： 今天，難免會有「都冇㗎嘞，講乜都無用，不

如過一個自己 happy嘅生活，搞咁多嘢做

乜！」的心態；而在 Postmodern氛圍

裡，叫人抱持長遠建設的態度做事，

更是困難。但我是老人家（笑），

commit 了一件事，如果不能再

commit，一定痛苦得像失戀！不會

輕易拋下一句「無嘞」，就完了。

 教會與信仰，最重要是給予我們信

念和勇氣─以致能夠長遠地堅持

做認為正確的事，並能夠面對因

spotlight擴大、自己的 common sense與安

舒區被挑戰而陷入的痛苦不安，仍然可以敢於

聆聽、了解不同故事。我認為，這就是信仰在

此時此刻給我們既重要亦是最需要的東西。

雷： 你一直強調需要認真和投身。

劉： 哈，我老派嘛，年輕時看《突破》雜誌，提到

能夠「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真理，雖然很

沉重，但做人不該是這樣嗎？不是堅持數月，

就煙消雲散。於我，亦會不斷自問，能否存著

這樣的信念勇氣，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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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莉
Nard Music創辦人

MCS (CC) 2020
快樂、喜樂，差別明確

這句說話，我們大概在音樂敬拜裡說過或聽過千百次。但在這千百次中，我們又

有多少次真的歡喜、快樂地敬拜？來到上主面前敬拜，我們的煩惱和壓力就要棄

於一邊，然後仿佛活在美好世界中「快樂」地歌唱嗎？抑或我們可以帶著生命裡

的種種經歷與沉重，決意去敬拜上帝呢？「快樂」與「喜樂」，有明確的差別。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hed (when Jesus washed)
He washed my sins away (oh happy day)”

—“O Happy Day”《修女也瘋狂 2》（1993）

《修女也瘋狂》（Sister Act）系列電影，可說是無人不識的經典。這系列為世界

各地很多人打開了黑人福音音樂（Black Gospel Choir）的大門。澎湃的音樂、充

滿穿透力的和聲、滿載激情的叫喊、歡呼、拍手，加上主領和合唱團的「呼召與

回應」（call and response），都是黑人福音音樂（Black Gospel Music）的一些

「讓我們歡喜、快樂地敬拜上帝！」

有重量的「喜樂」
—黑人福音音樂‧不離地的信仰‧
 不離地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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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 這種情緒高漲及充滿活力的音樂風格，起源自十七世紀由非洲被賣到美國

為奴隸的黑奴。他們在飽受苦待、歧視和壓迫當中，選擇將這些陰霾與他們的信

仰結合，用生命的力量，唱出上主的釋放與拯救，以及對天堂的期盼。苦難裡，

信仰與音樂化為受欺壓黑奴的力量，使他們能在生活的壓迫中堅忍下去。這份患

難中的堅持與力量，賦予這種音樂一份有重量的「喜樂」。「快樂」源於環境，「喜

樂」卻是源於上主。

敬拜、生命，互不分離

身處過往一年的香港，黑人福音音樂的信念不禁讓我們反思：今天我們的信仰和

敬拜，是一種掩耳盜鈴式的快樂，還是一份支撐著我們渡過艱難的力量？每次當

我們回到教會（或是在線上）唱著詩歌時，是否能讓歌詞連結我們的真實生命與

經歷呢？

美國黑人的其中一個信仰特色，就是一種無分「聖」與「俗」的整全，他們的信仰、

音樂，以至生命的各個部分，都是互不分離的。他們的音樂亦因此完全結合了自

己的信仰、生活態度和歷史，訴說著民族的故事，甚至是切身面對種族歧視、貧

窮、罪案等問題。當中，基督是他們的一切，是他們的力量和盼望。這種信仰文化，

其實非常值得學習，教導我們在生活裡的每時每刻都有上主參與，好叫我們「或

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林前十 31）。同時，也讓我們的信

仰和敬拜生活「不離地」，使我們經歷一份真正的「喜樂」。

剛成立不久的 Nard Music，一方面是為了使敬拜音樂達到更專業的水平，培訓香

港的敬拜歌者，以更精湛的技巧，提煉出為上主獻上的香膏（Nard）；另一方面，

亦期望能夠在這世代當中，以黑人福音音樂並各式各類的音樂為載體，傳達生命

的信息，令音樂成為生活、社會與信仰的連結，帶出那份有重量的「喜樂」。

喜樂，並不代表事事一帆風順，也不等如生活沒有苦難。反之，喜樂是在一切沉

重、壓迫和困難中，我們決意捉緊上帝，靠著祂作我們的力量；亦正因如此，我

們能夠歡欣、喜樂地敬拜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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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麗霞
臨床心理學家

心理學作為了解人類行為的實證研究，始於十八世

紀後期，讓人在開發藥物治療以外，提供了輔助治療

的方法。隨著二十世紀後期科技迅速發展，大腦神經

科學讓人更了解人類的生理反應、情緒和行為的相互作

用，並從豐碩的研究成果中，設計創新技能。

傳統心理治療多數由思想和情緒入手，可歸納為「自上而

下」的方法。但身體導向的進路則有別於心理治療，大致

上是「自下而上」、透過運用不同的呼吸方法，感知身體

感覺的反饋，並進行不同強度的身體活動等，使神經系

統回復平穩，從而調整情緒，使頭腦恢復清晰，能夠更

有效判斷外在處境和內在需求，達致個人最佳狀態。

身體導向練習可以整合應用於傳統心理治療上。輔導

員據觀察所得，發現在面談中加入一些對應當事人

狀況的身體活動，有助提高治療效果。而當事人亦

24



身
體
導
向

練
習

在

心
理
治療

和
日常
中的應用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練習在面談指導時的身體活動，

提升身心調整機制。身體導向練習也可應用於個人靈

修操練之中。幾個月前，筆者曾經嘗試和教牧一起在

主日學裡教導和應用身體導向練習，參加者都認為這些

技巧有助他們安靜心神，在個人的靈修操練中，容易進

入狀態。

2020年 7月 29日，中神為 2020年MFC畢業校友舉辦

了一次身體導向練習工作坊，向參加者介紹基本的身體

理論，並現場示範技巧，讓他們有機會體驗身體導向練

習對自身的效用。但因疫情嚴峻，筆者首次提供了在線

（Zoom）研討會。可惜，很遺憾未能掌握參加者即時

的反應，仍然冀盼參加者找到適合自己的身體練習，

恆常操練，相信大概三至六個月後，就會有理想的

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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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督督新新敎敎
PROTESTAN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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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競業 :::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架構竟

能洞悉世界變幻。後來體會到人心的轉變比統計數字的起

伏更加奇妙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作，先後在紐約和香

港參與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龍

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來的思潮文化之中，以神學佬自鳴。

有一妻三女幫助他貼地而行。

好像這批人都是專搞抗議的滋事分子。然而，宗教改

革絕非為抗議而抗議，亦不是要否定教會的所有傳

統，強行把教會回復到新約的境況。事實上，改革運

動的神學肯定了歷代聖徒對真理的貢獻，他們所要抗

議的是那時代中的邪惡力量，比如是當時貪婪的羅馬

教庭。而加爾文等教會領袖亦同時強調世俗政府有責

任去建立公義社會，世上若然有任何權勢阻擋真理與

公義，無論是墮落了的教會還是世俗政府，教會都要

甘冒觸怒當權者的險，起來抗議。

改革運動傳統中有一個重要口號，就是「改革的教

會要根據神的話語不斷改革」（ecclesia reformata 

semper reformanda est secundum verbum Dei）。

每當我們翻譯“Protestantism”為「基督新教」，「新」

並不是指時間，而是指教會生命的更新；「新」的相

反也不是「舊」，而是指「腐朽、衰敗」。不同宗派

和不同時代的教會都可能因貪戀權勢利益或因循死

守，而變得腐朽。我們既為改革運動的後人，需要不

斷更新教會，當個真正的基督新教信徒。

                                                                                                                                        

1. “Protest”這個字的字根來自拉丁文 “pro”+“testari”，有公開

作見證或宣告之意。

新新敎敎
PROTESTANTISM

字字的的名名
很多信徒，都會知道基督宗教有三大支派—正教

（Orthodoxy）、天主教或公教（Catholicism）和基督

新教（Protestantism）。不過，“Protestantism”一

字的中文翻譯其實沒有定案。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這

名字的起源，再從歷史裡看看譯作「基督新教」的

含義。

馬丁路德掀起了十六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當時的

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是一個聯邦，版圖大概相等於今

天的德國加上奧地利。當時的皇帝查理五世，為要團

結帝國內的勢力，抵抗強敵奧圖曼帝國，數次聚集

各地領袖召開帝國會議。其中，1526年的施派爾議

會上，Diet of Speyer決定容許改革傳統的教會合法

存在。到 1529年，在再次召開的施派爾議會上，由

於以信奉公教的領袖為多，結果推翻了 1526年的決

定，把一切不跟隨羅馬教宗的教會定為異端；在席有

份與會、跟隨基督新教的 14個自由城市和六位皇子，

就此決定向皇帝提出正式抗議，遂被稱為「抗議派」

（Protestants）。其後，隨宗教改革運動產生的各個

教會其後亦被統稱為「抗議派」。1

今天，我們如把“Protestantism”譯作「抗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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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教官固然可怕，在他面前，最好像死人，免招禍患。
但比他更可怕的，卻是二人生命的幽暗和那幽暗促成
的罪過。

他們非常害怕把一切想起來。白教官的聲音因此成為
誘惑：不要聽，不要想，把一切所有的痛苦都留在過
去。就這麼忘了，不好嗎？或許他認為，當大家都忘
了，血債如同不曾存在，痛苦就會成為過去，一切就
能回復往昔整齊秩序。但魏和方選擇遺忘，卻沒能真
的忘掉。痛苦和恐懼沒有消失，只是被壓抑在意識深
處，待意識模糊，會悄悄伴隨真相回來。而遺忘真相，
付出的代價，就是同時否定了真實的自己。無法想起
事情的方，因此無法看清自己在鏡中的面容，也無法
認出那個手拿紅燭、頭髮披面的女生就是自己。

極權暴虐而虛怯。師生不過讀幾本書而已，最後變成

極權之下，甚麽最可怕？如果太可怕，或者太痛苦，
可以選擇遺忘嗎？

就這麽忘了，不好嗎？

電影《返校》裡的高中生魏仲廷，因參加讀書會，遭
受酷刑。他說最可怕的不是刑求，而是每次失去意識
後進入去的那個惡夢。夢中他總會遇見學姊方芮欣。
兩人在已被查封的校園尋找真相，也逃避真相。他們
跑來跑去，離不開，回不去。夢魘周而復始，如逃不
出的無間道。

他們離不開夢中的校園，因為那是負罪者自己建構出
來的世界。二人在讀書會慘案都有逃不開的責任，同
樣懷著罪疚和逃避本能。方的痛苦掙扎，也是魏的心
路歷程。他們最怕的不是代表極權的白教官／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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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國家被處決或受刑至死。極權因真相的篡改和人
們的恐懼得以鞏固，又利用人性弱點獲得滋養。方和
魏本來只是簡單少年，但私心發動，間接或直接成了
加害者的同謀。人性的缺憾與極權結盟，讓極權看
起來巨大如鬼差，肆意操弄一切，而個人顯得脆弱
無力。

活著，又要記著！

但假若人不再懼怕，人的墮陷得到救贖呢？

終於，有這麽一次，方對著施虐的鬼差堅決的說：我
不要忘記，我再也不要忘記了！鬼差就失去能力，破
裂倒地。方拒絕遺忘，幫助魏逃離校園，負罪者自困
的世界就開始崩塌。如果方和魏的掙扎和救贖是一
樣，兩人最大的不同則是魏是活人，方是死人。外面

[黃潤仙 ]
MCS 1996

相信文字的力量

世界的改變，方已無能為力，她只能留在那崩塌的世
界，但魏則一定要離開活下去。

活著，又要記著，儘管那記憶充滿痛楚。魏能承受這
痛，因為他從沒忘記張老師。張老師是近乎耶穌基督
的一個人物，是魏的救贖。魏是受害者，亦是間接加
害人，見盡人心醜惡和脆弱。沒感到幻滅，只因為老
師說過：人有惡魔性，也有神性。醜惡至極，人性仍
有另一種可能。最後老師走上刑場，對魏無怨，只期
許他一定要活下去。老師的愛和寬恕，成為魏一生背
負十架的力量。

如老師說，活著，很多事情都可以期待。極權終於衰
敗，暴虐止息，自由來臨。魏回到學校告慰亡魂，到
老仍承諾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痛苦而堅強的靈魂，溫
柔撫慰了螢幕下每顆悲傷的心靈。

— 一場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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