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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重新相認與思考 

 一心 (資深新聞工作者／專欄作者／作者／ 翻譯作者) 

https://www.facebook.com/eunice.chu.92 

 

 

 
深水埗警署 

 

 

 

我看完侯萬雲這六個短篇後，當即做了一件事，就是跑到深水埗警署走一趟。 

 

那天我到長沙灣的明愛醫院探完老爸，從永康街走到深水埗，如同《愛情未登

記》的新移民秋華，在福榮街茶餐廳打工，收工後遊走荔枝角道、汝州街及欽

州街，尋找一見鍾情的深水埗差佬情人；也如同帶着濃厚推理味道的《他是

誰》的鄺志堅，他是深水埗警署雜項調查科督察，找尋深水埗昔日人脈尋尋覓

覓瓜葛糾纏的死者身世。 

 

https://www.facebook.com/eunice.chu.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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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九龍中心往深水埗警署，一路遇上不少新移民街坊，以及新移民開的小

檔，說普通話的美女在賣可愛小襪子，說鄉下話的大媽在賣耳環手鏈，潮州大

叔在賣雞蛋和地瓜，感覺如同穿越到侯萬雲小說中的大街小巷，滿滿感到這幾

個短篇很富電影感，六個小說的畫面流淌着本土社區的濃郁色調。 

 

《愛再風雨中》裏的菲傭瑪麗娜有着神秘的故事，他愛上的男人鄧福在屯門仁

愛街市乾貨檔做小生意；《髮型屋勒索事件》在油麻地吳松街的「髮喜人」發

生，有趣的是故事人物都有個蔬果的名字，但這個也是六個故事中，我最感莫

明的故事；《願望》是一位中三的新移民少女的故事，而我最喜歡的是以中港關

係為背景的《兒子妻子》；所有這些故事都發生在我們的社區裏，伴着香港回歸

以後的脈動，或急或緩地發酵，或深或淺地攪動，生活氣息撲面。 

 

一九九九年香港尋求居港權人大釋法的時候，秋華這位美麗的大陸姑娘，和弟

弟小華拿着行街紙生活，與港人身份的父親居於深水埗警署對面。當我走到深

水埗警署，抬頭看，果然發現四周舊唐樓，秋華可以從板間房看到我站在深水

埗警署門口，正如她在小說裏看着警察出出入入，等待她的未來老公。 

六個故事，作者侯萬雲每個均以不同手法寫作，《愛情未登記》是個長達三萬多

字的中篇，但手法卻是全本對話，易讀易看。其餘五個各是約一萬五千字的短

篇。我最喜歡的是《兒子妻子》，作者以第一身寫出獲得中港方便的男人，拿着

三十年前的照片，尋找失踪十年的妻子和兒子，故事很爆，因為很有張力。閱

後，很不安，不知為大婆的脫離前夫而高興，還是為脫軌的處境而惆悵，故事

每一段落都像在聽不同人在說話。我看這個故事時是深夜，而我又是個閱讀緩

慢的人，挑燈夜讀，還是一口氣看完。 

 

故事部份場景發生在離島，失縱的妻子和兒子，跟我一樣，會到中環 6 號碼頭

坐離島船回家，也和我一樣，選擇村屋生活，但《髮型屋勒索事件》卻選擇離

島作偷情。 

 

那天我找到深水埗警署後，再沿欽州街步行往南昌站，從南昌坐地鐵往東涌，

再從東涌坐巴士回大嶼山。平時的我，晚上會選擇到中環 6 號碼頭坐船，如同

《兒子妻子》中神秘失縱的妻子，在 6 號碼頭坐船，她在見過那位到坪洲租屋

的陌生人後，一周後，便在中環 6 號碼頭，打了個電話給陌生人，向陌生人訴

說了她丈夫招惹菲傭，其後北上又包二奶的尋常香港男人故事，但沒料到結果

是這樣破格不尋常。 

 

作者以第一身的陌生人，給這位失踪的妻子說電影《末路狂花》的感受，那是

另一個嫁了衰佬的女子的故事，她約了老友外出放縱一下，誰知途中被一個好

色男侵犯，她反抗，好友相救時打死了好色男，自始二女開始逃亡，最後被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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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追截窮途沒路，選擇了駕車衝下大峽谷。作者說：或許她們兩人的選擇很愚

蠢，但她們沒做出任何卑鄙下賤的事，我們沒有權去輕視她們。 

 

當妻子說出失踪的原因，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有點不安，但正如作者以上一

番話， 我們沒有權輕視她們，但為什麼一般人都沒有輕視那位在大陸吃得開，

與市委及書記關係良好腦滿腸肥的廠佬丈夫，他因利乘便與菲傭上床兼包二

奶，因利乘便獲得太太幫助搞生意。 

 

 那天到了深水埗警署，才明白秋華為什麼可以在差館外倚門倚閭等人，也明白

她為什麼可以在門外偷看當席的師兄師姐，那場景與我常路過的灣仔軍器廠街

警察總部，那份金融中心味完全是兩回事。 

 

侯萬雲的這六個短篇，就像是站在深水埗警署英國殖民地建築的門廊邊，從現

在細味幾十年香港社會的變遷、人際關係及政治氣氛的改變。遺忘的、不想記

起的、誤解的、被寵壞的……他們的故事，情願與不情願，好像已被香港人所

遺忘，在侯萬雲的小說裏重新相認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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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 

我們總是這樣喊 
 

 陳曉蕾 資深記者。編輯／作家／影視節目監製及主持 

https://www.facebook.com/leila.chanhiului 

 

這書的作者侯萬雲曾經是雜誌的「把關人」，每星期我們寫了什麼稿子，要多少

頁，便是走到他跟前：「侯先生，給我八頁啦，最好不要有廣告。」「盡量啦，

盡量啦。」侯先生總是好聲氣地回答，然後盡量想辦法把廣告擠去別的版面。 

 

很難想像在七十年代，侯先生曾經火氣超猛，中文運動、保釣事件……街頭示

威都站在最前，甚至被拉上警署。隨後入當編輯、做編劇、並曾經是電影導

演，而在從雜誌退休了，又回復生猛，領助學金去英國唸書。 

 

他一直沒有停止創作，這本書收錄了他六個作品，都是充滿奇情：有懸疑的謀

殺案《他是誰》、刻劃基層青年渴望發達的《髮型屋勒索事件》、疑心妻子偷情

幾乎釀成家庭慘劇的《愛在風雨中》……縱使情節曲折離奇，卻令人生疑：這

些都是發生在香港的真人真事嗎？那些人物和事件，無不帶著香港特色，若在

這光怪陸離的城市發生，不是沒有可能。 

 

「是特地去法庭找案件嗎？」我甚至思疑侯先生整日在法庭翻文件。 

 

「《兒子妻子》是真實個案改編，我從某個途徑聽到故事裏的主角，於是借來反

映社會現象。」侯先生說──這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居然是真的！ 

 

還有，《願望》同樣改編自真實的新移民的故事，有血有肉令人無奈。《愛情未

登記》裏爭取居港權的港人子女，侯先生也參考了大量新聞報導，原文寫於二

零零一年，長達十萬字，現在收錄的版本刪為三萬六千字。 

 

當社會弄虛作假成為常態，這本反映社會現象的小說，愈見真實。     

 

 

https://www.facebook.com/leila.chanhiu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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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寫實主義電影感的 

新寫實小說      

 莫妙英 (莫仔)  

社工／舞台監督／《尋港》編輯 

 

《尋港》，寫的是香港人看新香港的故事。 

 

侯萬雲的小說結構和風格，令讀者像「看」電影…… 又像「看」香港近三十年

的紀錄片，有新寫實主義電影的味道。 

 

 

新寫實主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興起的意大利電影風格，在反抗獨裁政權及

受二次大戰摧殘的環境下建構出來的潮流，拼棄法西斯政權控制時期電影的浮

誇製作，以平實、自然、用普通人物作演員、夾雜半紀錄片形式，向社會展露

社會低下層的生活。 

 

侯萬雲的小說在舊區、離島「實地拍攝」，沒有華麗場面，角色都是社會上不起

眼的人物，他們不是大奸大惡的人，也不是出類拔萃的英雄，他們的所作所

為，有「對」亦有「錯」，所描述的是基層社區內平凡人在無所適從而尷尬的生

活情境。 

 

沒有理性批判、沒有道德論述。 

 

一個個片段的「影像」(文字)，訴說過往幾乎被人忘記的生活細節夾雜著香港回

歸後小人物的處境……故事結構流動、或交錯發展、或以對話敍事，把幾近褪

色的一絲絲回憶靜靜地召回你的腦海內……那些是幾曾認識的事 ── 那些在

六、七十年代的深水埗；舊區的建築和街道陳設；一屋十多伙的板間房、劏房

生活……小市民的生活點滴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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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故事 

過往的美麗、清純、樸實生活﹔無法抵禦大時代的貪婪，慢慢被吞噬…… 

一篇篇的小故事，是一個個的社會事件的揭露： 

 

輕柔柔的戀愛故事背後──回歸前後時社會上對有居港權的「窮」親戚炎涼心 

態。像日本推理小說的探員，抽絲剝繭地把五十年前的生活重現眼前；現今的

物質「賓主」關係，「你騙我、我騙你」對照着當年的街坊重情重義，是何等脆

弱？荒謬的「中港」政策，扼殺一個努力向上的新移民少女及她一家人的願

望。普通「欠債」的自殺案背後，存在着一大堆的由來，是一個無知，想盡辦

法「脫貧」的小男人所引發……結果他本人也引火自焚……那是無數「想發

達」的香港人被「他」騙了的寫照。異國情緣的背後隱藏了離鄉別井，隻身來

港打工的外傭的悲酸遭遇。美麗而浪漫的愛情，竟是要受道德唾駡，看後卻又

不忍心去責備……一個港人向北望衍生的家庭…… 

 

故事中看似柔弱的女性，表現得最堅強，每個女性都願意承擔肩負那時代給與

的生活擔子，咬緊牙關做自己該做的事。 

 

那是作者對女性的一種尊敬表現吧。 

 

寫於 18/11/2013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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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啼妃的迴響 
 

胡子： 

 

读完《寻港》我会写一篇读后感。 

 

谢谢你带给我深厚的品尝。搞得我又有点跃跃欲试了，我心里一直有个题材。 

《发型屋勒索事件》看得很明白。深感遗憾的一点仍是我非港人，对于侯先生

小说作品中于街道、地域、建筑、风土等诸多之处表现、表达的港人追恋情

怀，我能明白，他是在一个熟如呼吸的环境中讲述故事，或者说他是在自己的

故事中再度笔墨重建他心中的香港。可我终究是个局外的读者，这使我的阅读

和理解更多一层隔靴搔痒。再是关乎侯先生时时在作品中流露的时政褒贬，我

也是感觉得到，确捉摸不到。 

 

从谋篇布局来说，《发》篇取名别致，番茄角色塑造成功到位。结构拉收尚可商

榷。番茄勒索生菜第一回合不及第二回勒索秋葵精彩。想必侯先生此作非一气

呵成，笔墨细处火候略有不同。结尾在我看来是蛇足，至番茄从米线店仓皇逃

走便可嘎然而止。中文作品的留白意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另外一点感受是：有质量的好小说，若是被人评价文笔好，作者该感到悲哀。

譬如我便是一例。小说不仰仗文笔的。侯先生的小说作有时简单到只有对话，

但丝毫不妨碍意境产生，张力达成，角色丰盈，这是大巧不工，也应是岁月礼

赠，不是每个执笔写小说的人一挥而就的。 

 

《他是谁？》侯先生应该有篇幅话外音的，可惜我不是港人，无法从小说提供

的隐元素找到文学剑指政治的激活所在。 

 

啼妃 01-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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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細良 (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成員 / 現任網台主持人) 

  https://www.facebook.com/kowloonsingjai/ 

 

侯萬雲新作《尋港》，以六個單元故事，刻劃回歸後香港基層市民生

活，內容十分寫實，被稱為新寫實主義電影風格作品。新寫實主義電

影，最為人認識是意大利導演 De Sica 五十年代作品《單車竊賊》、《擦

鞋童》、《風燭淚》，內容貼近民生，有價值信念，如追求社會公義，演

員有職業及業餘混合，拍出紀實風格的批判作品。 

侯萬雲的寫作風格是讓我們閱讀時好像在一齣電影，感受劇情的發

展，同時帶我們走進生活。 

 

■ 

 

鄺穎萱 (《讀書好》主持人) 

 https://www.facebook.com/Books4you/ 

 

《尋港》其中一個故事「愛情未登記」寫得很感人。 

 

■ 

 

Ella 鄭雲裳(D100 電台監製)： 

來帖通知她已買了書, 只讀了一篇《兒子妻子》, 已很喜愛了。 

Ella read "Wife and Son". she said that she found Houwood's style of 

writing intriguing (her exact wording). 

02/01/2014 18:15 

 

■ 

 

https://www.facebook.com/kowloonsingjai/
https://www.facebook.com/Books4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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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小說的襟懷 
吳萱人 （詩人／講師） 

 

寫小說者講襟懷，經常被要求面對面。 

 

面對面可以是讀者或論者，但較高層次的，卻是作者對作者。所以曹霑對自家

的《石頭記》有要求: 不千人一面，不才子佳人; 都指他之前的作者發話。啓讀

侯萬雲新結集，亦可嘗試來一回面對面罷。 

 

一九八八年八月，两位被尊稱两岸良心作家或第一人的，在第三地的香港大學

陸佑堂作歷史性碰面對談，他們是劉賓雁與陳映真；筆者有幸被抽中列座台

側，細聽了两岸良知襟懷，以返照两位的作品。 

 

两位之中，名字響自台島的陳映真，尤其叫人關注。他除了两度入獄哄動社會

外，更觸動文壇內外的，是他幾個系列性創作，不似前賢的一本作品鋳造一

生，他是幾番追尋，幾番奮戰。到一九九一年底，同樣在台因創辦《草原》文

藝雜誌而於六十年代末入獄的丘延亮，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坤耀的

支持下，成功主催了《實與非實一一陳映真作品國際研討會》，會議期間，筆者

亦有幸被分配擔任，台名評家葉石濤論文《評陳映真〈鈴璫花〉系列三篇小

說》的評講工作。之所以重翻舊事，皆因為安排一次紙上的面對面。 

 

同樣在研討會期間，自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室的彥火(潘耀明) ，返港

主持文藝風出版社[台灣文叢] ，為配合會議，率先出版了丘延亮選編的《趙南

棟一一陳映真選集》。他在[前言] 《前有古人  後必有來者一一重讀〈鈴璫

花〉系列頭三篇之後》濃墨寫着： 

 

『在「改善生活」、「努力上進」的意理主導下，新的世代在一個「政治虛脫，

人性真空」的極度虛偽、扭曲、矯飾的環境中萎化了正義的觸覺，也被斬却了

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官能。在這同時，相對的當然是其他個人物質與動物性感官

的畸形發達與特化。 

 

『政治的恐怖是有技巧的營造及不斷維持增強的結果，閹割一整個社會以致閹

割一整世代作為人的基本權力的政治覺醒，更是馴化百姓專制政權的特殊成

就。 

 

『西哲有言，歷史的忘却者是要被詛咒的，被詛咒再次去經歷一切歷史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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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凌晨) 

 

我讀侯萬雲新作六篇，總不能撥走丘延亮因選編陳映真《山路》三作而來的重

話，時隔廿五年即四分一世紀，當時犀利的觀察和縷析，何其吃驚地冒現於侯

的作品多個題材所面對者，尤其是一些解不開的困境，包括看似喜劇或好結局

的。 

 

侯萬雲三番交來集稿，最後排版序列，依次為: 《他是誰?》、《兒子妻子》、《愛

情未登記》、《髮型屋勒索事件》、《願望》及《風雨中的愛》共六篇。其實，在

他的存稿篋內，斷斷不衹此數，既然選定，自必有他的愛惡和倚重。 

 

毋庸諱言，侯萬雲的作品文本，對白手法常見；似劇本多於一般小說的寫法，

既然如此，就不因之妨礙我們進入作品，反正現時流行圍讀劇本成為舞台劇場

外的文藝活動，而人們亦喜歡觀影多於捧書。作品劇本化，不失為另的打造生

路。 

 

侯的選材特色有強列社會性，甚至政治暗喻。首篇《他是誰?》讀至[柒] 節，可

能還在訥罕究竟是《「她」是誰? 》罷，但神龍終見尾，他在使用諧音，曾、

陳、葛(郝) 都易猜中原型。原型畢露，微言大義是指甚麼? 好事如筆者得從頭

又細讀了。作者斷斷不會以寫成功一名勤力警探破無頭緒命案為創作上的滿

足，可他更強烈的意指，又是否為讀者所悉解。 

 

這是第一層面的「面對面」。作者要大家面對的是終於閃現的「他」！ 

 

《愛情未登記》用了個滿是幽默的題目，卻又是另一個「警察故事」。前後两回

動用活現於日常社會的必有人物，進身故事主角，可見侯在向這類人物作微妙

且由衷的致意。甚至借為主體價值的代體，從而在其身上生發故事，是逆反新

聞輿情的人間扶持的動人故事。在舊區街角被疑「北姑」的港父北生少女，遇

上了恍如夢中或有的好人，一個「超」正直和正常的勇敢男人，一名好警員。

好警員飛破樊籬，身入地界以北，非政治考慮挽回愛情，以肉身及精神締結两

地姻緣；两地源在一區，他和她把地界自心理消除，等待小幸福的明天。 

 

侯以如幻的大同情大悲憫筆法，喜劇正劇化現實可能是十不離九的悽酸故事；

故事中，就有同樣身份的透露: 打不成黑工，便得當娼。難怪作者也掩不住本

意地，借女的友人嘆讚: 遇到的都是好人! 是向讀者進行潛移默化的淑世工作

了，恁誰也知，遇上好人委實不易。文藝工作者的襟懷在此初展現。 

 

同樣的襟懷，再見讀《風雨中的愛》。原擬題為 Love begets love 的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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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ets，一字便很惹遐思。不錯，唯愛才能孕生愛；在這超過七百萬人口的極

其多元化及小地域的特色, 舉世不多，再至歷史政治身份，更覺無雙。我們在

這裡，必然及必須由衷共融互愛，纔可共同奮戰明天。低下階層全為涸轍之

魚，不相濡以沬，即我們僅能付出的來自個體力所能及的微愛，無分別無歧視

的人間亦怎會有明天? 作者在是篇展示的，是高一層的亞洲為本的國際襟懷。 

 

《願望》的篇幅如小品，似勵志之歌。來到這小島，它先天性是處華麗渡頭，

總擺着浮搭的跳板，供人走向世界他處；任何人要向外發展，均無可厚非，作

者寫了一個靜待希望重臨的小節故事。是國際化襟懷的再展現。 

 

就作品論作品，《兒子妻子》是較難處理得好的一篇，可却是侯野心觸碰亂倫禁

區之作；大器的作家，題材無禁忌，一般來說，祇有寫好或壞的問題。侯之在

結集中選刊這篇，據告知故事真有，乃由朋友告知，再加母系原初社會 生的

廣泛戀母情結，使他做了嘗試。當然，古希臘神話燴炙人口，成為某些負面人

性原型，長留悲劇基因。而我國女媧伏羲以至大洪水葫蘆兄妹，留傳的平代同

胞戀，跨代戀例則罕見；賈府大觀園內史太君普照全局，祗有一個混世魔王有

犯上嫌疑，夢了妙齡侄媳可卿，猴上堂嫂鳳辣子的轎。是夢不是真，是耍不是

幹，如此而已如此而矣。侯的嘗試，倒是母誘子亂，劍及履及，子則如附蛛

網，不求自脫。雖說有父在東莞包二奶的背景鋪陳，两母子仍自躭小天地，但

外在紛紜世界仍在兒子的日常生活如序並行，兼有親父和前棄女友倩探偵查，

就故事的徵信程度和結構來說，試驗成功與否成疑。未知作者以為然否；有文

友看過後，提出了很多紕漏之處，都有其心眼。 

 

剩下都市奇情的《髮型屋勒索事件》，場景細致縝密，主角的是一條小而不該可

憐蟲，橫生歪念卻又無知，靠人拿去污錢投機，能夠保全一個儍痴軀殼浪迹街

邊，已是作者手下留情。此篇應了丘延亮的深度觀察： 

 

『在這同時，相對的當然是其他個人物質與動物性感官的畸形發達與特化。』 

 

準哉斯言，末後两篇，俱可作如是觀罷。 

 

侯萬雲兄另名侯思傑，是筆者七十年代前後在《70’ 》雙周刊及保釣聯陣時期

相識的朋友，亦如他與已逝傅老炳相處的年期一樣，所謂「醉後各分散」，街頭

行動時期告一段落，彼此都往塵俗求生。但人心不死，俗世難安，一九九八年

底，九七剛度，他，以成熟的姿勢回歸文字創作；之前已累積了豐富的編劇經

驗和電影行業的各崗位工種。 

 

他先交出了「香港反擊戰」之《風暴前線》這本以九七後亞洲金融風暴，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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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遭跨國基金沖擊聯繫滙率下的港元體制為題材的「退敵」故事。而據出版社

書末消息，似還該有續篇《轉危為機》，又其系列名下再三書。總的來說，同樣

由主編[台灣文叢] 的潘耀明在《明報》出版社主其事，冥冥中，陳映真與侯萬

雲，似有了前後出版社經同一編輯之手的聯擊，筆者安排他倆紙上面對面，便

不會太過無的放矢了。 

 

迨至二零零八年夏及翌年九月間，侯萬雲更具意義的回歸，不單止於文字創

作，而是返顧舊志，先為傅炳榮編出《他 ── 遺下一個旁觀者的檔案》攝影

集，筆者因而得以在其內[欲] 輯，紙上再演出原北京之春時期星星畫展成員畫

家，黃銳於期後旅日，為八九民運十周年而作的街劇《六月之死》的主角暴發

者/官僚。侯在集內[編後語] 說: 『當我「閱讀」到他(指傅老炳) 在澳門回歸那

年，拍攝黄銳寫的一齣街頭劇演出時，又有另一番感受：他在那個時刻顯然很

不想當一個旁觀者，反而很想變作演出的表演者──介入。』 

 

是則侯本人終在這集子「介入」，而且似乎愈見其深。到翌年寫成「不為懷舊的

文化政治重訪」的《1970s》原創舞台劇本廣東話版。侯萬雲，該被認定了他香

港身世意義上的回歸。一份六十後不再逆轉的回歸情懷，或許就叫「文化政治

重訪」罷。 

 

陳映真就其活在台灣未抵一九八九民運六四屠城發生，旋赴北京拜晤李鵬的

「良知歲月」而言，不失為一位大器作家的榜樣，可他畢路藍縷，幾個時期，

從未停息歷史的介入、時代的介入，以至路不通行的政治介入。現仍活着躺在

北京病床上，寫他將了生命的未完小說。 

身為「六兜嘢」過外又再發力的侯萬雲，會在陳映真的大半生得到甚麼啟廸嗎? 

 

創作，究竟為甚麼? 達到或得到了甚麼? 丘延亮的詰問又在耳畔響

起。 

2013.11.13 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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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 

前《明周》老編侯萬雲出版了一本新書，叫做《尋港》，這書名頗堪咀嚼。他的

書裏面有六個故事，大家可看一下。 

 

為時代把脈的小說  

(林燕妮為《風暴前線》撰寫「序言」 

小說作者是時代的把脈人，香港自七十年代經濟起飛以來，從未受過如此沉重

的貨幣狙擊，侯思傑緊緊把住這個脈搏，把索羅斯狙擊港元的新聞，加上人性

的情仇愛恨，穿梭成為 1990 年代不可忘記的故事。 

 

一切都從「我偶爾聽到女主角發現一個不為人知的陰謀」開始，直到「我真的

覺得我的作品很好看」為止，侯思傑花了十個月的時間，把這充滿窺秘性的故

事寫出來，很興奮地告訴了我。從來都高興聽到作者說「我愛我的書」，不愛自

己的書的作者大概缺乏了生之熱忱。 

 

在這本書裏，作者豪無掩飾地表示了他的家國情，他對「六四」回歸的看法，

以及她對香港的深思，這令我很感動，到底今時今日還勇於赤裸揮筆直書的人

太少了。 

 

作者過往的電影編導工作讓他的小說注重畫面感，書中的人物有中有外，外國

人之中有不同的國籍的，中國之中有生長在香港特區和內地兩種不同體制之中

的，這事相當符合時代風貌的人物組合。 

 

侯思傑是著名的旗手編輯，在編輯生涯中打過不少艱苦而漂亮的仗，那給他帶

來了敏銳的時代觸覺，也讓他走了幾許風雨路，對一些人來說，人生風雨是摧

殘，但對侯思傑來說，風雨都化成收穫了吧，他把雙手所窩起來的情懷都慷慨

地送給讀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