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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都市化

进程的普遍蔓延，城市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而

女性则不仅是小说家用来表现城市资产阶级道

德堕落和社会底层苦难的符号，而且是欲望的

化身和城市精神的象征。正如意大利作家伊塔

罗·卡尔维诺在小说 《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说：

“很多民族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梦，梦见自己看见

一个女人在夜晚奔跑着穿过一个未知的城市大

街，他们从后面看到她，裸体、长发，他们追赶

她，当他们追上她转过身的瞬间，她消失了，再

也找不见她。”$!%（&!"’）事实上，这样的意象在 !( 世

纪西方作家的笔下俯拾即是。在左拉早期的短

篇小说《爱我的那个人》中，主人公“我”在集市

上，十字路口一棵老榆树边的平台上，遇见一个

穿魔术家衣服的人，他有一面爱情镜子，男人可

以从那里看到自己未来的爱人。“我”和很多男

人都在里面观看。“我”看到了“我”的爱人，于是

在大街上寻找，直到天黑，行人散去，只剩下情

人、警察和醉鬼，“我”依然寻找着，与一个黑影

相撞，那正是“我”在镜中看到的未来爱人，“我”

和她走在漆黑的大街上，遇到了另一个男人，他

也呼喊着那个女人，说那正是他在镜中看见的

未来爱人。

走在大街上的男人追随着或者寻找着街头

大街和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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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纪以来，城市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而女性则成为城市精神的象征。中国现代派小说通过摩登女

性表现城市的他异性特征，并通过男女两性关系及男性对摩登女性的心理情感反应表现男性对城市的复杂感情。摩

登女性的文学形象体现了男性对于自由知识女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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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仅是西方都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

境，也是中国现代派小说中不断重复的情节。

而男人与城市的关系也正是通过两性的关系

得以体现，穿越城市的男性个体“阅读”城市这

个“文本”并解释其意义的行为也常常转化为

对女人的注视、追踪、获得或失去。城市文学中

的性别关系暗示了个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成功

与失败，表现了男性对于城市的复杂感情和潜

意识。

任何一个城市，不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

城还是新兴的现代化大都市，它的内涵是十分

复杂的。作为现实的上海也同样是复杂多元

的。它的历史和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

件及其文化品性的复杂性说明了这一点。然

而，综观现代派作家小说，进入他们想象范围

和视域的上海“景观”却十分狭窄甚至十分整

齐划一。那些不断重复的意象和主题正说明了

这个城市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那些层面。在

这些以上海为主题的小说中，主人公都具有某

种 共 享 的 特 性 ：一 个 在 大 街 上 “观 望 ”的 主 人

公，他们是没有来历的现代青年人，受了现代

教育，看外国书，有时在小说中以作家身份出

现。可以说他们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他们与作家在年龄、感情、身份方面有

许多相通性，而在一些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

中，叙述者与人物融为一体。不同于传统叙述

方式中叙述者等同于作者，高高在上俯瞰他小

说中人物的命运，这些短篇的情绪化的无情节

小说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作

者与人物的认同。他们走在大街上观望着，引

起他们极大兴趣的是大街和大街上的女人，这

成为他们主要的“注视”和“观看”对象。在对都

市风景的描写中，大街和女人有时交织在一

起，有时女人变成街道，有时街道上的汽车变

成女人，无生命的大街和有生命的女人，成了

城市外在的象征，并成为主人公渴望了解和追

求的对象。而这个欲求对象却是以他异者的面

貌出现的。正是通过对城市外在的物质结构和

女性的描述，小说家构筑了一个陌生、疏异、神

秘的城市，它是异国情调的、同时也是物质化

和欲望化的。观望并仔细咀嚼从观看中获得的

种种感受和体验，成为小说中主人公与城市发

生关系的惟一方式，这种体验和感觉是稍纵即

逝的，因为，他们眼中的城市就仿佛一个漂浮的

流动体，她的变幻莫测是“观看者”的主人公难

以理解或来不及理解的。大街不仅是主人公寻

求奇遇发生的主要地方，而且成为他活动的主

要场所，甚至是他生存的空间。

不同于古典小说，大街仅仅作为小说情节

的发生地点和场景而依附于故事存在，在现代

派作家的作品中，大街具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它们是城市内在的组成部分，而城市也存在于

大街之中。出现在小说中的大街，或许是无名

的，或许是读者熟知的、真实的———南京路、四

川路、霞飞路、静安寺等等，不仅提供了小说叙

述的逼真感和现实感，而且也是上海的身份标

志。大街不仅是小说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具有强

大的叙述功能，而走在大街上，也不再像传统叙

述那样，是走向某个预期地点去完成某项任务

的一环。在现代派作家笔下，走在大街上本身就

是目的，这不仅是现代恋爱的一个步骤，而且是

现代青年的一种日课，主人公无目的无方向地

任意走在无目的任意存在的大街上，本身就是

一个隐喻，它暗示着一种生存状态。这样的大街

与主人公有着密切关系，它的声、色、味影响着

主人公的情绪。透过观望者主人公的眼睛和意

识，各种各样的大街被展现并被体验，激起了无

尽的好奇、迷惑和惘然。或许在现代文学史上，

没有作家像现代派作家那样如此喜欢大街，他

们描述了各式各样的街：晴朗的街、阴雨的街，

午后闲静的街、夜晚神秘的街，喧嚣的街、寂静

的街，“散发着尘埃、嘴沫、眼泪和马粪的臭味”

的街和飘荡着奶油、巧克力和咖啡、香粉味的

街。“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

的 色 调 装 饰 化 装 着 的 都 市 啊 ！ 霓 虹 灯 跳 跃

着———无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穆时

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这是由摩天大楼、大

饭店、咖啡馆、俱乐部、夜总会、旅馆、公寓、洋

行、赌窟、舞厅、游乐场、赛马场、大戏院、电影

院、外国时装店⋯⋯组成的街。无线电播放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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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其他国家的消息，书店里陈列着外国书

籍，橱窗里呈放着：“堪察加的大蟹、鲑鱼，加利

富尼亚的蕃茄，青豆，德国灌肠，英国火腿，青

的 ，绿 的 ，红 的 ，紫 的 。 ”（叶 灵 凤 ：《流 行 性 感

冒》）大街上走着卖票的朝鲜人，开车的白俄，

日本的小学生、印度的巡捕、从身边擦过去的

蓝衣白帽的女尼，残日下西洋梧桐的路上，走

着穿土黄色制服的外国兵，带着个半东方种的

女人，（刘呐欧：《两个时间的不惑症者》）娼妓、

掮 客 、绑 票 匪 、白 俄 浪 人 、穿 燕 尾 服 的 英 国 绅

士、带着金表挂着金表链抽着雪茄穿着皮鞋带

着瓜皮帽的中西结合的商人⋯⋯ 这 些 碎 片 构

筑了一个物质化、“现代化”、西洋化的城市。这

也是一个被人格化了的堕落的、色情的城市。

而将女人和大街及城市联系 起 来 甚 至 混

为一体，也是这些小说将城市人格化的一种方

式。如《上海的狐步舞》对街道的描写：“铁道交

通门前，交错着汽车的弧灯的光线，管交通门

的倒拿着红绿旗，拉开了那白脸红嘴唇，戴了

红宝石耳坠子的交通门。”“上了白漆的街树的

腿，一切静物的腿⋯⋯!"#$" 似地，把擦满了

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 们 ⋯⋯ 白 漆 的

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静的大路，从住宅的窗

里，都会的眼珠子似的，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

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叶灵凤

《流行性感冒》从对汽车的描述，突然跳到对女

人的描述，并将二者融为一体，运用汽车意象

描述女人的身体，暗示其变换不定的特征：“流

线式车身，# 形水箱，浮力座子，水压灭震器，五

档变速机，她，像一辆 %&’’ 型的新车，在五月橙

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丛

中滑动。”用奔跑的汽车形容女人走路的速度、

她的身体和神态：“从第四档换到第五档的变

速机。迎着风，雕出了 %&’’ 型的健美姿态：# 形

水箱，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爱沙多娜邓肯试金

石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声音是：“琼克牢馥

式”的，递给“我”的名片“散发着科狄香粉的香

味”。这是一个在洋行工作的“独居上海”的“有

弹力的女性”。汽车作为现代派作家常用来表

现上海现代化的一个道具，已超越了物理意

义，而涵盖科技、速度、变幻莫测的意义。汽车和

摩登女人都具有流动、迅速和变幻莫测的特点，

因此，都被作为城市文明的象征来表现。运用汽

车意象表现女人，通过女人表现城市，将女人与

城市融为一体，上海在小说家的文本中成为一

个性别化、女性化的城市。摩登女人即异国情调

的女人和现代上海同样是男性经历中的陌生体

验。因此，上海在主人公心中激起的那种流动

的、漂浮不定的、变幻无常，令人费解、难以捉

摸、充满诱惑又让人无所适存、无法捕捉的感

受，正是通过一种新型的女性，即被称为“摩登

妇女”的女人表现出来的。

在中国现代派作品中，一个 ’( 年代的男

人，走在汽车奔弛、霓虹灯闪烁的大街上，他们

观看着风景，最有可能或者不可避免发生的事

情，就是在某一条大街上，与某个陌生女人的邂

逅奇遇。因此，男主人公追赶大街上的女人，观

看她、猜测她，但永远不认识她，心中产生无数

的幻想或错觉，成为小说的叙述中心。

施蛰存《梅雨之夕》中的主人公“我”，一个

公司职员，在雨天，傍晚时分，街灯初上，“沿着

人行路用一些暂时安逸的心境去看都市的 雨

景，红色，绿色的交通灯，雾中来来往往的车辆

人物。街道有些诗意。”从四川路桥走到文监师

路，止住步，看着从公车里下来的乘客：红皮雨

衣的俄罗斯人，宁波的商人，一家果子店店主的

中年日本妇人。突然“我”看到一个没有雨伞和

雨衣的女子。“我”猜想着她，观看着她在雨中被

雨打湿的沙旗袍包裹的身体，“我”看，“我”怜

悯，看她如何在雨中处理她自己，“我”给她打

伞，随着她走在大街上。越走越觉得她是自己似

曾相识的女子，似乎觉得她就是曾初恋过的少

女、同学或是邻居。“我”不时在梦里构筑着她的

生活。雨停了，“我”和她分手，“我”站在路中，看

她的后形，旋即消失在黄昏里，“我”只是呆立

着。然后，“我”坐在人力车上，“好像飞行在一个

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只留下无名的愁

怅。叶灵凤《流行性感冒》中的主人公在“二月的

傍晚，翻起了大衣领，在寒风里”，“站在南京路

一家洋书店门口，望着橱窗里陈列着的书，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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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荣《中外交通史》：两宋时期，海上贸易路线代替陆路交通路线，出口货以瓷器为主，进口货以香料或香药为

主，致使人们把航行于中国与南海诸藩国之间的船舶称为“香舶”，把中外交通之路称为“香瓷之路”。（香港）学津

出版社，!""# 年，第 $%& 页。

’(’)(*+,-(,. 的美梦”，这时候听到旁边的

女人，念着满 +,- /(01*20 /*+3-
（没有女人的男人），“我”看她：“一个黑衣女

人，手里拿着猩红色钱夹，猫一样圆而黑的眼

睛，在阴影里得意忘形地笑着。在冬的寒夜里，

女人像慧星一样出现，以她的突然的夺目的光

芒，在远不可及的云层中，填补了广大的黑暗

的空间。她来来往往，消失在人群中，留下无边

的黑暗。看着鳗一样消失在人群中的女人”，

“我”只是茫然。叶灵凤《第七号女性》中的“我”

在公共车里观看女人，并把她们的特征记录在

笔记本上：烫发，435-*)67 型的圆脸，大眼

睛，不加修饰的眉毛和嘴唇，看文艺新书，职业

地址不详。最近的服饰：堇色华尔沙长旗袍，拿

着小洋伞，读着《谷崎润一郎集》，大而黑的眼

睛，狡狯的笑。

大体说来，现代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有着

某种类同性。她们是被观看的、渴望欲求的对

象，她们是被欲望化甚至色情化了的。男主人

公一看到她们，就幻想着成为她的情人，甚至

想到结婚。但她们却是陌生的、神秘的，无法了

解、无法把握的，她们如同异国化了的都市，代

表着人性的两大原始欲望———物欲和情欲，而

这二者都是中国正统道德所否定和压抑的，因

此，成为人们历史经验中的他异性体验而以陌

生的形态出现。我们在中国和西方的古代及现

代的文本中都找不到她们的原型，她们是一种

奇怪的混合体，她们是现代的，与五四女性有

着某种联系，是五四妇女解放的受益者，她们

具有中国现代“解放”女性的特征，已经走出了

家庭，现在没有来历，甚至没有真实的姓名，受

了现代教育，会某种外文，有时读着一本外国

小说，从事某种职业，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但

是她们与五四女性有着根本的区别，五四女性

视恋爱为神圣，拒绝作为性对象的身份，甚至

规避性，但这些 8& 年代的都市女人视恋爱为游

戏，她们不属于任何男人，甚至是性放纵的，在

男性的眼里和文本里，她们也被当作色欲的对

象，但她们又不是传统意义上以出卖身体为职

业而没有人身自由的妓女，她们是绝对的“自由

女性”。她们摩登、时髦、新异，是异国情调的。而

这些正是激发男性兴趣之所在。她们所具有的

异国情调如同城市的“现代化”一样，是通过外

在的包装显示出来的。这种具有“面具”意味的

包装激起了注视者强烈的兴趣，现代派作家在

对她们的描述中采用的手法与“现实主义”作家

茅盾十分相似，即对她们的身体和服饰采用“自

然主义式”的描述手法，这使他们不放过任何细

节，甚至不忘记交代她们衣服的布料和出产国。

她们无一例外的穿西洋服装，至少是西洋布料

的旗袍，露出臂膀和大腿，显出身体的流线。作

家不厌其烦地详细描述她们烫着的卷发、雪白

的没有血色的脸、浓艳的化装、散发出的奇异的

香味、!神秘狡狯的微笑、甚至脚上的高跟鞋。

“西班牙风的脸”、“琼克牢馥式的声音”、“邓肯

式的发型”和白得没有血色的脸的黑衣女人，或

走在夜晚的大街上，或出入于异国情调的娱乐

场所和摩天大楼等等，都是作家用来突出这些

女人的异国情调和“现代”（摩登）的主要标志，

正是通过这些外在的包装将中国女人西洋化，

同时这些外在的包装也具有面具的作用，既遮

盖原形又产生一种神秘感并激起探秘和征服的

欲望。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详细地描述了

这样的女人的身体、服饰和表情，从头发到脚踝

不放过任何细节，并表现了她所具有的神秘性

和性的诱惑力：“她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

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末白金似的。说话

时有一种说梦话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

的。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

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

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

和气味的 !"88 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与“观看者”的男主人公相比，这些女人更

能与城市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体现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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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精神，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却只是这

个都市的“看客”或旁观者，在与这些被“看”、

被 “注 视 ”的 女 性 的 关 系 中 ，他 们 处 于 被 动 地

位。这些女性如同城市一样，是他们无法控制

无法捉摸的飘浮物。她们仿佛一种流动体，激

起男人的欲望却不属于任何男人。她们像鳗一

样滑，鳗是男主人公经常用来形容这样的女人

的一个感性词汇，猫、人鱼、花妖都常用来形容

男性的看客对这类女性的感觉。她们所说的话

连同她们的身体一样，难以确定、难以把握、神

秘未知、不可控制。而男主人公反而不由自主

地被她们控制。她们激起男人的无限欲望和幻

想，但永远不使他们满足这一欲望，因此她们

预示着男性欲望的幻灭。穆时英《被当作消遣

品的男子》所表现的男性面对这类女人时的感

觉只是其中之一：“第一次瞧见她，我就觉得：

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

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

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上似的，飘荡着袍角⋯⋯

一双会跳舞的脚⋯⋯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

骗人的眼”。“我看着她，可她对于我却是个陌

生的女人。我不明白她，她的思想灵魂、趣味是

我所不认识的东西。友谊的了解这基础还没造

成，而恋爱已凭空建筑起来啦。”

神秘而未知的女人是现代派 小 说 中 女 性

形象的典型，这种形象在许吁及施蛰存的小说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魔道》表现一个青年男

子对于一个老妇的诸种猜测和幻觉。火车上邂

逅相遇的老夫人，在主人公“我”的想象中，是

一个西洋的巫婆、《聊斋志异》中出来的女鬼或

是“从石窟门里走出来的奇丑的怪老夫人”、从

王妃的陵墓里走出来的木乃衣”的混合物，她

像一个影子追随着“我”，“我”对她既陌生又熟

悉”，“我”在乡间的农妇、朋友的妻子、咖啡女

的脸上都看到了她的影子。她如同一个有奇异

魔法的女人，神秘怪诞。许吁的《赌窟里的花

魂》、《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及《禁果》在主

题、人物形象和结构上一脉相承，与同时期的

其他小说存在着本质上的相似，如以两性关系

为中心、表现神秘莫测的女性形象。但许吁的

不同之处在于突出他笔下的女人———不论是上

海都市里的女人，还是犹太女人、阿拉伯女人抑

或是没有国籍的女人（如《禁果》）所具有的超常

智力，她们的神秘性主要来自她们的无所不知

及对世界的把握，她们身上具有某种巫性。这正

是她们神秘性和吸引男主人公的根源，因此，他

的小说主要表现了男性对知识女性的认识和内

心反应。众所周知，《鬼恋》表现的是一个男性的

夜行者与一个自称为鬼的神秘女人的传奇性奇

遇，小说的进程就是主人公探秘的过程，即逐步

认识这样一个女人的历程。事件的发生地点同

样是我们熟悉的大街：南京路香粉路口、纸烟店

旁边，时间是夜晚：六七年前一个冬夜三更。接

下来作者详细描述了一个黑衣女人的所有服饰

和身体特征：“我”看她：月下保剑一样的牙齿、

锋利的眼光、白得像银子一样的没有一点血气

的脸和嘴唇，黑旗袍、黑大衣、黑袜、黑鞋、丝袜、

高跟鞋。她就像“霞飞路橱窗里半身的银色立体

型女子模型。”戴着一副纯白手套的手拿着一支

正在吸的烟。但她远离城市居住，只是在夜晚像

幽灵一样出没在上海的繁华街道上。她自称为

“鬼”，而且迷恋黑夜，她的所作所为和她的话都

具有不同常人之处。她说：“人的死尸的丑状，是

任何美人的归宿，所以人世间根本没有美，谈不

到美，因为无论什么美归根还是丑的。”“自然到

底是美，”“夜尤其美”，“比白天美”，“夜正是属

于鬼的”。“鬼是一个对于人事已经厌倦的存在，

而恋爱则是一个极其幼稚可笑的人事”。她也超

常地博学，从鬼的美讲到灵魂之有无，讲到真

假、认识论、道德、爱，“她引用了许多书本上的

话，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康德、费希特、黑格尔、

叔本华、尼采、帕格森⋯⋯龙树菩萨、孔孟老庄、

王阳明、弗洛依德之精神分析、爱因斯坦之相对

论、波力说、电子说。”从形而上学谈到形而下

学，从天文谈到地理。尽管她的博学和种种表现

令男主人公不安、有几分恐惧，但他却不得不承

认鬼美过人的可能：“在月光下，她的姿态和表

情却是已完全吸进了我的魂魄，她叫我死，我也

非常愿意的了。”她“像神一样高贵”，“超凡脱

俗”。男主人公对这个神秘的女人充满了好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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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渴望，他终于明白她是犹太人，先前做

过革命工作，暗杀过七个人。在他眼里，她具有

巫女的魔术或者催眠者的技术，她即使是人，

至少也有魔术。虽然小说终于揭开了她的身世

之谜———犹太女人，但这样一个充满神秘色彩

又危险的远离尘世的女人，让我们联想到《聊

斋志异》中的女鬼。正如作家在小说中借助主

人公之口所说：“非常奇怪，那种无比的净洁的

美好像是我所熟悉的一样，似曾相识的感觉和

她的美吸引着我，我完全被她迷惑，幻想着将

来，想到同居、旅行、生活，久久以后、茫茫的未

来，但她永远地消失了，我在梦中与她相遇。二

三年来的人生都与这个梦交织在一起”。在某

种意义上说，这个鬼一样的异国女人实际上是

作家关于犹太民族的某种概念与 《聊斋志异》

中女鬼形象的综合体。《阿拉伯海的女神》中的

女人同样是具有巫女性质的异国女人，有多变

的外表和神秘莫测的魔力，到处流浪、自由自

在，到过许多地方，会许多语言并以此为生，具

有超常的能力，通过方言知道各种人的思想方

式。作者通过她的口说出她的巫女特性：“我是

一个巫女，我会魔术，我会骨相术，我会知道你

的过去和未来，我会推断你的命运终生，你的

环境身世，以及你的家属与你的寿数。这是一

种技术，同许多科学的技术一样，它包括几何

定理之证明，逻辑上的推论，生物学上的分类

与系列，统计学上的精密统计，以及一切自然

现象研究的观察，外加漂亮的语言，用审判心

理学上的技术催眠心理的花巧，以侦探的手腕

获得人家的秘密”。她的神秘吸引着主人公，并

使他感到人的渺小、苍天的伟大、世界的奇巧、

万物的嚣扰。小说中的另一个女人是女巫之

女，她蒙着面纱，“我”渴望着撩起她的面纱，了

解她的神秘。许吁笔下的这些异国情调的女性

都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特性，具有洞察世界的能

力，是一种超现实的存在。许吁小说表现了男性

对于那些神秘的知识女性的心理和情感反应，

这种反应与 !" 年代现代派小说中对于摩登女

人的反应和感受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表现了一

个时代男性对于知识型的自由、解放女性的态

度，她们是令人无法把握、难以控制的神秘女

人。

李欧梵在对现代派作家的评论中说：“他们

所追寻的是颇为现代的西洋异国情调，而最能

体现这种异国情调的是具有西洋作风的摩登女

性，我曾把这种女性称为‘尤物’，她们是一种色

欲化的化身，从弗洛依德的观点看，也是一种下

意识的力量，向‘上意识’或‘超我’———也就是

文化俗成的约束力量挑战。⋯⋯都市文明的诱

惑，表现在一种性欲的力量，藉着尤物的形象，

使得中产阶级的男人无所适从。”#$%（&$"’）小说中

的两性关系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男作家与

城市的关系，而异国情调的或神秘的女人形象

以及她所激起的种种迷惑正表现了 !" 年代现

代派作家对西洋化城市的种种感受，表现了他

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和解释。他们通过大街和女

人，塑造了一个西洋化、神秘化、欲望化的现代

城市。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渴望着了解这个城市，

但却无法进入它的实质。他们只能通过外在的

标志来表现，于是外在的可感的物质成了西方

化和现代化的标志，代替了它的真正内涵。现代

派作家对都市的表现方式，即通过印象式的外

在的描述，通过看到的一系列碎片构筑了一个

物质的、他异的城市，并表现这样的城市在其内

心激起的迷惑不解，正是中国现代派作家与城

市关系的一种反映，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疏异感、

孤独感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更是心理意义上

的，他们对上海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深

深的迷茫，城市和女人也表现出浓郁的神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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