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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妻子和孩子的照片。那是大概一九八三年左右吧，我們一家三口在海洋

公園拍的。回憶起那個時候，真的很開心。一到假期，我便駕車載他們到處去

遊玩。一家只有三口似乎單薄了一點，我曾經提議妻子生多一個，希望生個女

孩，那麼一家四口便更加樂融融了，妻子卻拒絕再生。 

 

你的妻子長得很漂亮，看上去很賢淑；孩子也很精乖。你說你兒子今年已經三

十歲了，但這些都是他四五歲時的照片。 

 

唉！我就只有這些照片，當初怎會想到他們失蹤呢！十年了，我尋找他們足足

找了十年，幾乎每天都在尋在找，始終尋不到、找不著。朋友建議我請私家偵

探幫忙，但我害怕他們會將查得的資料洩露出去，變成別人尋快感的閒話。其

後經朋友推薦說，你們是家國際性的專業私家偵探社，不會有問題，百分百可

以信賴，所以我才放心找你們幫忙。 

 

其實，一般私家偵探社都會遵守保密的規程。但，洛先生，我想再提醒你，我

們的收費很高，是以每小時來計算的。你是否同意？ 

 

我已經預備好了這筆費用。 

 

如果你同意的話，那就請你簽了這份合約，同時寫一張三萬元的支票給我們作

訂金。每個星期我們都會有一份詳細的出勤表給你看的。 

 

我相信你們是專業的。這是三萬元的支票。 

 

謝謝！現在請你告訴我，你的妻子和兒子怎會突然間失蹤的。 

 

我和妻子是中學同學，從 Form III便開始戀愛。中學畢業之後，她進入師範學

院，我去了浸會書院。畢業之後，她去教書，我選擇幫爸爸管理電鍍廠。1979

年，我們被迫結婚。因為算錯日子，沒用避孕套，結果有了。既然遲早都要結

婚，遲早都會有孩子，不如早點結婚，早點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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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世之後，頭幾年有請外傭來照顧他，妻子繼續教書。但到了孩子六歲入

學後，因為緊張孩子的功課，妻子寧願放棄教書，專心照顧孩子。與此同時，

我父親也退休，工廠的事全交給我管理。由於當時工廠的營業狀況早已很困

難，若不將工廠搬上大陸便很難經營。於是在一九八四年，我將電鍍廠搬到東

莞去，自此我便要往來港中兩地。 

 

因此，你在東筦認識了一位貌美的北方女子，再墮入另一條愛河，跟她結婚生

子，香港的正室無法忍受，最後她跟兒子一走了之，是吧？ 

 

不是！ 

 

不是？三十年來，所有這類故事都是按既定的程式發展。洛先生，難道你會有

不同的版本？ 

 

我確實在東筦有阿二，那是二十五年前開始的。當電鍍廠有了穩步發展，我結

識了大陸這個妻子，其後跟她同居。沒多久，她便生下第一個女兒，兩年之後

再生第二個男孩，砌成一個好字。大女兒今年二十二歲，小兒子也二十了。十

年來相安無事，除了因為我隱瞞得好之外，最重要是妻子和孩子都不喜歡去大

陸，叫他們上大陸就好像要他們上刑場似的。妻子每三兩個月才上去一趟，每

次上去都是早去晚歸，很少過夜。就是過夜也是因為公司有喜慶事，例如周年

喜慶或大時大節，過一晚之後，第二日就要匆匆忙忙離開。也因為這樣才方便

了我。 

 

畢竟，我們是由 Form III開始戀愛，到畢業、結婚、生孩子，我從來沒做過任何

越軌的行為，所以她對我非常信任。將廠搬上大陸初期，每天都要往返兩地，

為了不讓我太辛苦，她提議我在上面找個地方居住，一個星期再回來一趟。她

還建議我在工廠完全上了軌道之後，就在東莞物色一棟別墅。她說她雖然不喜

歡大陸，但會盡量適應上面的生活，到年紀大了便可以和我快快樂樂地過退休

生活。 

 

難得她很體諒你。那麼，你有沒有買物業讓她適應大陸的生活？ 

 

沒有！因為當時東莞的地產確實很興旺，但發展卻很混亂，大家都爭著給香港

人快建快賣，造成很多問題。所以，我的意思是不用急著買，待塵埃落定之後

再物色也不遲，反正我們不是急著買來居住。 

 

現時你和大陸的太太一家居住的地方，是買還是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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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地建的。因為我這個妻子以前是居住在農村，當時正巧附近有一幅五千呎地

出售，於是我買了，給她興建了一幢別墅。 

 

你的正室知道嗎？ 

 

不知道。因為我另租了一層樓，讓她以為我在那裡居住。她一直都沒發現我這

個秘密。 

 

你怎樣確定她沒發現？ 

 

嗯……十年前，我那個大陸的小姨產子，剛巧碰上大陸的奶粉出事，發現有

毒，於是阿二便吩咐我的司機阿成每個月替她妹妹買一打奶粉回去。那天，當

他買了奶粉，把奶粉放上車後準備運上大陸時，接到我妻子的電話說，她炆了

一鍋鮑魚海參，叫他送上來給我吃。當妻子把海參拿下來給他時，發現車上十

多罐奶粉，於是問是給誰買的。這一問使阿成驚慌起來，吞吞吐吐支吾其詞。

他慌張的樣子反而令我妻子懷疑是他有外遇。當我回港時，她叫我警告阿成懸

崖勒馬，免造成不幸。 

 

嗯，這樣看來，你的妻子確實很信任你。 

  

信任？唉……二零零二年，孩子大學畢業， 當初我們說好，參加完孩子的畢業

禮後，便一同去歐洲旅行，我還說也請孩子的女朋友一同去，反正他和女朋友

已談了幾年戀愛。誰知道我那天回香港，準備第二天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當

回到家，才知道人去樓空，妻子不動聲色把物業賣掉了。我的天，簡直是難以

置信，於是翌日一早便駕車去港大，我想她一定出席孩子的畢業典禮。哼，原

來典禮早在十日前舉行完了，我就是給蒙蔽著。唯有走去問我們的親戚，可是

沒有人知道他倆母子去了哪裡。 

 

既然她那樣信任你，又怎會不動聲色，暗中將物業賣掉，然後一走了之呢？ 

 

我也不了解，或許……有外遇吧！ 

 

你們不是聯名擁有那物業嗎？ 

 

唉，後來我也埋怨自己為什麼那樣信任她，太愚蠢了。若當初以我的名字登記

擁有該物業，又或者我們兩人聯名擁有該物業，她就不可能不動聲色賣掉。 

 

有沒有報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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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警方調查過買入我們那層樓宇的新業主、也查問過地產經紀和律師，以

及查閱過妻子的銀行戶口紀錄，警方的判斷是，兩母子失蹤沒有任何刑事成

分。倘若我報案，警方便列為人口失蹤案處理，他們會透過傳媒、警訊和張貼

海報尋找。雖然我不像李嘉誠那樣有頭有臉，到底我在東莞及香港中小型廠商

中有一定的名氣，若果警方高調尋找他們，可能會給我惹來很多麻煩，所以便

請求警方撤銷。 

 

洛先生，聽你這樣說，我敢肯定兩母子的失蹤並非出於突然，是處心積慮，只

是你一直不察覺而已。試想想，賣樓不是賣瓜賣菜，而你竟然可以被蒙在鼓

裡，可想而知問題必有蹺蹊。雖然你說在二奶的事上，你的保密功夫做得很

好，但是，說不定還是有若干漏洞，只是你沒察覺到而已。至於你說她可能有

外遇，依我看，可能性不大。 

 

但是…… 

 

不打緊，你慢慢回憶那幾年所發生的事，究竟你們夫妻間出了什麼變化，然後

再告訴我也不遲，甚至不告訴我也可以，因為你委託我去找尋你妻子和兒子的

下落，不是委託我挽回你和妻子的感情。現在我需要的是你兒子和妻子更多的

資料。 

 

我都帶來了。這是他們的身份證號碼，以前的手提電話號碼，還有我兒子的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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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我不大相信委託人洛近榮先生一面之詞，於是吩咐我的助手去調查他的婚姻及

公司的業務狀況。而我也展開工作，很快便找到了他兒子的前女朋友 Cathy。 

 

你都算神通廣大了，竟然給你查出我和 Felix之間的事。我猜一定有人告訴你，

否則你不可能知道！是誰？ 

 

吃得了這行飯，自然有我們的辦法。在科技發達的今天，要找一個人並不太困

難，何況你們的畢業紀念冊還放在大學裡頭呢！ 

 

說的也是。但你可知道，下午接到你的電話之後，我好像有點失常，不能專注

工作。 

 

不好意思！ 

 

沒關係，難得昔日的情懷被勾起，陶醉在一段曾經美麗過的往事中也是快樂

的。就好像眼前那樣，讀大學的時候，我和 Felix及其他同學經常在這家 café喝

咖啡、看書、聊天。 

 

難怪當你答應跟我見面時，就不假思索地約我在大會堂這家 café碰頭，原來這

裡有些值得你回味的往事！ 

 

不，我約你在這裡見面，只是因為我的辦公室在高座，而我每天習慣下班之後

便來這裡喝杯咖啡看幾頁書，或約會朋友在這裡聊天，畢竟這裡文化氣息比蘭

桂芳好。不是嗎？ 

 

 哈哈哈，兩處地方迥然不同，確實很難比較。對了，你有多久沒見 Felix了？ 

 

十二年，足足十二年！但是，幾年前我在演藝學院看 Phantom Of The Opera，散

場的時候老遠地看到 Felix和一位中年女人走在一起，那女子的樣貌很像他媽

媽，於是我打算走過去跟他們打個招呼。但人太多，阻著去路，無法一下子走

近他們。當走到大堂後，已失去了他們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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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確定那是 Felix和他媽媽？ 

 

他是我的初戀情人，我當然確定。至於那中年女人……嗯，也確定是他媽媽，

因為我見過他媽媽兩次。Felix曾經告訴我說，他媽媽很喜歡看戲劇，Felix喜歡

戲劇也是因為受他媽媽影響。據他說，小時候，他媽媽幾乎每晚都朗讀英國文

學給他聽，所以在劇院碰到他們並不出奇。可是，我感到有點奇怪，你在電話

中告訴我說，Felix的父母沒有離婚，只是他們兩人突然間相約離家出走。一個

離開他的爸爸、一個離開她的丈夫，從此兩人同時人間蒸發，太誇張了吧？而

且誇張得很離奇呢！他父親怎可能一覺醒來失去了妻子和兒子呢！我記得在大

學最後一年時，Felix親口告訴我說，他父母要搞離婚。 

 

嗯？這點跟他的爸爸說的顯然有很大的出入，洛先生沒提過離婚。不過，當時

我也懷疑，無論怎樣，你是否可以告訴我更多關於他們的事嗎？ 

 

我答應見你，也打算告訴你關於我和 Felix的事，也希望你找著他後，能讓我知

道這幾年他的生活狀況，又或者請你轉告他，別忘記我這個既同過窗亦同過床

的初戀情人。 

 

我盡量做到你所託。 

 

我和 Felix是在大學第一年就開始戀愛，當時我們愛得很投入，也愛得很激，形

影不離。但三年之後卻無疾而終，現在回想起來也有點莫名其妙。 

 

是誰先提出分手？ 

 

沒有一方提出分手，只是逃避和疏遠。今天逃避一呎，明天疏遠一丈，就這樣

越逃越遠，越疏越闊，漸漸變成陌路人。現在回想起來，情況來得很突然，到

現在我也不明箇中原因。 

 

那年……是二零零一年萬聖節，我們一班同學約好在萬聖節前夕在蘭桂芳瘋癲

它一個晚上。但那一晚 Felix沒出現，他把電話關掉，無法找著他。明明約好

的，為什麼不出現呢？我氣極了，因為人人都一雙一對，偏偏我是形單影隻，

最惱怒的是他不出現，我卻被同學責怪說是我欺負他。 

 

唉，也很難怪同學這樣說，因為 Felix是個很內向的人，偏偏遇上我這個性格外

向的，有事爭起來，他一定是被看作受欺負的那一個。當時我很生氣……但說

實在的，擔心多於生氣，不知他出了什麼事，為什麼關掉手提電話，家中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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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沒人接聽，於是當晚急忙走出酒吧，跳進泊在路旁的的士去他家找他。他當

時居住在美孚新 。來到他的家。按鈴按了很久都沒人應門，於是走到樓下往

上看，屋內沒亮燈。究竟他和他家人都去了哪兒呢？若去旅行，他一定會預先

對我說的，當時真的急死啦！ 

 

連續幾天都找不著他，到星期一，上第一節課沒見他，直到第二節課他才出

現。整整一個上午，他都沒給我一點兒眼神交流，而且他看起來在很懦怯地逃

避，好像做了什麼見不得光的事似的。一下課，我便拉著他走，走到荷花池邊

把他怒斥一頓。 

 

噯，說起當天的情況也夠滑稽的，當時我拉著他走的情形給同學看見，其後同

學對我說，我拉他的那個情景就好像一個家長見了老師後感到光火，怒氣沖沖

地拖著兒子走回家那樣的可笑。 

 

聽了你的描述，再看你的樣貌和談吐，我也想像到那個情景，他一定很可憐

吧。 

 

對！他坐在荷花池旁邊，一副遲鈍的樣子，但是對我的光火全無反應。最後，

我厲聲的追問他，他才帶著有點羞愧眼神，慢吞吞地說出他爸媽要離婚。聽他

這麼說，我呆了一陣子，怒氣頓消，反而感到不安的替他難過。跟著我握緊他

的手，他整個上午沒看過我一眼，這個時候才把目光投過來。我發覺他的眼神

很空泛，全沒意識的情意，我猜想他一定承受了很大的打擊。突然，他把頭倒

在我懷裡，我覺得他好像失去一切支撐的大孩子一樣，我不知怎樣安慰他之

際，他輕聲地在我懷中說“Sorry Cathy，sorry”。我只是意識到他為失蹤了數

天令我擔心而道歉，於是我對他說“It’s ok，Felix，I love you”。那個時候，

我期待的是他說一句 I love you，還有深情的一吻，但他沒有說，也沒有吻，連

輕輕吻一吻我的面頰或手掌也沒有。 

 

自此，他開始很刻意躲開我，就算有機會坐在一起也恰似兩塊木頭，彼此難得

談上一句。最初我懷疑他已移情別戀，但從他的舉止看不出有異樣，同學朋友

也說沒發現他有新女友。每次打電話找他，他都說在家讀書做 paper。有一次，

我忍無可忍，懷疑他跟新女友在家，於是走到美孚打電話給他詐說，拜訪住在

美孚朋友，順道來探望他。來到他家，只見到他和他媽媽。我第一次見到他媽

媽，伯母長得很漂亮，舉止高雅，和藹又好客。她一見到我表現得很開心地

說，Felix經常在她面前稱讚我，現在看到了我，真的一點不假啊！她的稱讚令

我感到跟 Felix有機會再走在一起的希望。唉，可是…… 

 

可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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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故意關上房門的跟他親近，但是他總藉意走出房拿什麼的，將門打開。

也因為房門一直打開，所以我們只可說說話，連挨近點都沒有。其實……說真

的，我打算有，那天我噴點他喜歡的香水，也穿上他送給我的一件綠色杏領

「夢特嬌」。雖然我故意挨近他，但他完全無動於衷，最後我坐在他的大腿上，

他還是沒有反應，或許我不懂投懷送抱吧，那天我所做的一切都變得徒勞。 

 

當時有沒有想過他的性傾向有了改變？ 

 

其後，我也曾經懷疑這一點。我問一位男同志同學，他告訴我說，Felix不是同

性戀者，因為與他交往，沒發現他有這方面的元素。說真的，那天在他家，跟

他在一起要算是個多月以來時間最長的一次了，可惜難以為繼。跟著的聖誕

節，他說返大陸跟老爸住幾天。在那段時期，我沒聯絡上他，直到新年之後，

我們才在學校碰面。從此，我們便回復戀愛前同學的關係。 

 

不過，他的畢業論文確實寫得很出色，主任教授給他很高的評價，也印證之前

他經常說在家看書寫論文。其後，在畢業典禮上，他爸爸沒出現，只有他媽媽

來觀禮。 

 

那天，Felix表現得異常開心，他大部分時間都跟伯母在一起，典禮前他帶伯母

遊覽學校，典禮後很親切的伴著伯母一同離去。從此我們再沒有聯絡，就是每

年同學聚餐也沒有他份，因為大家都無法找到他，他的所有聯絡都中斷了。 

 

你剛才說，那天你去他家時，你穿了一件「夢特嬌」，是嗎？ 

 

對！ 

 

我不懂時尚，但以你的年齡，尤其是十年前，你才二十歲，竟然會穿「夢特

嬌」這類針織衫，這款衫是上了年紀的女士才會愛穿啊！ 

 

唉，你有所不知，我這個 ex的個性很奇怪。那年我生日，他買了一件「夢特

嬌」和 CD的“Poison”香水送給我。我們約好去 Jimmy’s Kitchen吃飯，他要

我穿上那件「夢特嬌」，還要塗上兩滴「毒藥」。老實說，打死我也不要穿那件

針織衣，那是上了年紀的人才穿嘛。不過，雖然我不喜歡「毒藥」那種濃烈的

味兒，我還是噴灑一點來應酬他，免得關係弄得太僵。  

 

他當時有什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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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一定不高興，只是不表現出來。Felix是個很善於隱藏情緒的人。和他相

處幾年，我還是一直沒法摸透他的心。我真的希望你找著他之後，代我問他，

他可曾對我真心過！ 

 

 

 

III 
 

 

 

 

 

他們是否已經移民呢？但 Cathy在演藝學院見過兩母子觀賞《歌聲魅影》，那是

二零零六年的事，距離現在已有六年。六年是個長時間，總會出現許多意想不

到的變化。 

 

離開大會堂，我接到在其中一家電訊公司的臥底傳來的短訊說，有我要找的

Felix電話和網絡用戶登記，登記的地址是在坪洲。  

 

坪洲？為什麼他們會選擇在離島居住呢？ 

 

有了新情況，就得立即走進小島看看，就算住上一兩晚也無妨，反正我的工作

就好像探險，要到處搜索，順便在島上發掘被競今疏古新世代所埋沒了的古典

事物，作一下懷古幽情之餘，找著一兩樣古典事物提供給「民建聯」或「工聯

會」，讓他們向聯合國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也算是對香港和祖國做了一件好

事。 

 

來到小島已經是黃昏。說坪洲大並不算大，但也不算小，雖然有了地址，島上

除了腳踏車，再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就是消防車也是古舊的，要找尋目標便得

徒步。既然已掌握資料，便不太著急，反正都來到了，就在度假屋安頓後再

說。 

 

入夜後的街道昏暗而寧靜，空氣中沒有嗅慣了的汽油味，卻夾雜著濃郁的草葉

味，從海邊吹來的陣陣涼風，令人忘掉市區的悶熱和煩囂。走到鎮上一家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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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卻混合意大利式烹調的酒吧餐廳用餐。這家餐廳是由一對荷蘭籍和泰籍夫婦

開設。向來對聯合國式的烹飪非常厭惡，很難想像腐乳和雪糕、臭豆腐和乳酪

混在一起的味道。只有那些自命對烹飪有不凡品味的食家才以此奇謀播名。我

還是選擇傳統的泰國冬蔭宮粉作晚餐，跟著以啤酒來結交當地朋友。 

 

在這裡，很容易交上朋友，特別是結交外籍人。居住在島上的外籍朋友長的有

十年，短的也有兩三年。跟他們混熟後便向他們打聽兩母子的事。可是，沒有

人對他們有絲毫印象，就是我把兩母子的地址告訴他們，得到的都是搖頭答

案，唯一獲得提供的是兩母子居住的地方離碼頭頗遠，而且在半山上，要步行

十多分鐘才抵達。 

 

才十點，但島上的人習慣早睡，令四周一片靜寂。既然知道他們的住處，我決

定去看看。我倒下少許啤酒在手上，讓啤酒的味黏在手掌，假裝喝醉，然後摸

黑走進他們家那種滿植物的庭院。屋內沒燈光，漆黑一片，屋內的狗或許聽到

了聲音，不停吠叫，把屋內的人吵醒，我立即站著不動，也同時聽到屋內的一

男一女的聲音叫狗兒不要吵，接著說了一些話兒，我沒聽清楚說什麼。為免枝

外生節，我決定離開。 

 

翌日醒來，天已亮，我急忙起床梳洗，然後離開渡假屋，假裝攝影發燒友，攜

著小型數碼攝影機在晴朗的晨光下到處拍攝。我按昨晚走過的路線再走一趟，

以確定自己昨晚沒弄錯地方。當還有十來步便來到昨夜攀入那家人的地方時，

一位年約三十歲的英俊青年挽著公事包迎面走來，我被他的樣貌吸引，因為他

長得跟我的委託人非常相似。迎面相遇時，他很有禮貌地向我微笑點頭說聲早

晨，我也回應他一聲早晨。看著他的背影遠離，我已確信昨夜沒摸錯地方。 

 

當我來到昨夜攀過那道矮牆進入庭園的外面時，一隻白色魔天使聞聲從屋內撲

出向我吠叫。女主人在屋內以溫柔的聲音制止小狗的無禮，而我隔著欄柵伸手

撫摸牠，小狗溫馴的接受我。或許沒再聽到小狗吠叫吧，女主人顯得有點緊張

的走出來看個究竟。當她看見我伸手跟小狗玩，便向我展露笑容，我們互祝早

晨之後便寒暄起來。 

 

她正是我要找的人。她跟二十年前的照片中所見一樣漂亮。我的目光不停借意

在她身上流連，我在想是什麼奇蹟竟令二十年的歲月沒給她絲毫磨損，僅僅給

她添上一層銀白色的秀髮，也因此而讓她看上去更顯出成熟美，散發出高貴的

氣質。在寒暄時，我不停編織一個個不真實的故事來討好她，讓她信任我，從

而掌握更多兩母子的資料，向我的委託人作詳細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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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城市住慣了，要搬到離島鄉村居住，一下子很難適應，而且感到諸多不

便，尤其在颱風季節，渡輪停航，幾乎與外界斷絕呢。為什麼你突然有這個念

頭呢？ 

 

唉。這個嘆息讓我有一點緩衝時間編織另一個新故事。其實……一切都是為了

我媽媽…… 

 

嗯？ 

 

我媽媽快八十了，她經常懷念兒時居住過的小島，很想搬回小島安老，但她又

說不出住過的是哪個小島，於是我和姐姐及弟弟在假期帶她走遍香港的離島，

讓她回憶。上星期來到這裡，一上岸，她便很有感覺，能說出鎮上有個廟宇叫

「金花廟」，經常有許多婦女來人拜祭。其後我們在鎮中心發現那座金花廟。於

是，我們向她建議讓她遷來這裡居住，她聽了很開心，一口便答應了。 

 

以前的島民很少會離開原居地的，你媽媽為什麼會離開這裡走到城裡去？ 

 

唉……其實我媽媽很可憐，三四歲便被父親、也就是我的公公，帶到九龍紅磡

碼頭佯說去看工展會，其實是把她遺棄在那裡，自此便流落街頭。流浪了半

年，很幸運給好心人發現，通知宗教團體收留了她，媽媽才能過正常生活，直

到十八歲那年進入原子粒廠當女工，開始過獨立生活。其後在工廠認識爸爸，

兩年之後便結婚，姐姐最先出世，三年之後便輪到我走出她的肚子。唉，很不

幸，我才兩歲，爸爸因病去世了，媽媽再次掉進另一個茫茫的苦海裡…… 

 

但你說還有個弟弟的呀？ 

 

唉……我垂頭背向她，取出紙巾擦眼，故作傷心哽咽狀說。我才說上集，還有

下集呢！ 

 

噢，那……請你進來再慢慢說吧，讓你站在閘外很不好意思，雖然我們才相

識，但看你一表人才，無論怎樣，從城裡來到我們的村莊也是我們的客人啊！ 

進來花園坐吧，我去弄壺熱茶來。你媽媽的遭遇確實值得同情，上集已經夠悲

哀，很難想像還有下集。請坐，請隨便坐。 

 

我藉機創作下集的同時，也窺視屋內的情況。這是一般兩層高的普通村屋，大

門開在中間，兩邊及側邊牆壁是窗戶。屋周邊種了藤蔓植物，藤蔓自由自在的

在牆外任意攀爬到二樓。我的視線穿越大門進入大廳，廳的佈置很有英國風

格，古式的大沙發椅，一個大古董玻璃櫃放置各式各樣磁器，側邊有個古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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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鐘，天花板上掛著兩把古舊吊扇，還有牆壁上的大大小小畫像，讓晨光從四

扇窗戶灑入，恰恰顯出寧靜而和諧。 

 

我沖了這壺 rosehip茶，至於這幾塊茶果是我向果婆婆訂購的，每天早上她都把

做好的茶果推到碼頭賣，她第一站就是把茶果送來我這裡。果婆婆手藝很好，

做出的茶果夠軟夠韌，很好吃。英國茶配中國農村茶果，算不算很好的配搭？ 

 

的確很好！我還沒請教，怎樣稱呼你呢！ 

 

叫我 Priscilla吧，你呢？ 

 

我叫Mike。看你的談吐，還有你的家居佈置，一點都不像原住民，你也是從城

市搬來嗎？ 

 

是的，我搬進來已經快二十年了。 

 

一家人都住在這裡嗎？ 

 

……嗯，和兒子。 

 

啊，我想起了，剛才我走來這裡的時候，在前面不遠遇著一位英俊的年青人，

我想他一定是你的兒子了，因為你的家遠離碼頭，而且這裡幾乎是盡頭，只有

你們這家人，所以我想他一定是你兒子，是嗎？ 

 

是的……對了，你還沒告訴我下集呢！ 

 

唉，我媽媽真的很可憐，爸爸去世後，她就要獨力撫養我們兩姐弟，直到姐姐

十四歲那年可以工作，才減輕她一點兒擔子。雖說是減輕，但實際在內心上增

添她的內疚感。媽媽經常悔恨自己無能力讓兒女過好一點的日子，竟要重複她

的悲哀。不久，另一個男人出現在她面前，一年之後兩人便結婚。最初姐姐反

對母親再婚，因為她無法接受有另一個父親。我唯有勸姐姐說，媽媽擁有快樂

的日子很少，現在既然遇上一個她喜愛的人，為什麼不讓他兩人走在一起，互

相關懷和愛慕呢？我花了不少唇舌，最後才能令姐姐接受媽媽再婚。 

 

媽媽再婚後，她的生活出現了很大的變化，至少不再愁眉苦臉，人開懷了。新

的爸爸對我兩姐弟很好，大家一起生活得很融洽。不久，媽媽懷孕，大家更關

心她。很不幸，弟弟出世後不久，爸爸因車禍喪生，我們一家又再陷入傷痛的

日子。媽媽不停地埋怨她自己的命不好，害死了兩個愛她的人。我們只好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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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贊成她再找到愛的時候不要放棄。但她斷然拒絕，自責說命不好，不想

再害人害己。 

 

唉，媽媽前半生的不幸遭遇卻影響了她下半生的不快樂，作為兒女的，我們能

做的就是盡量讓她在晚年的時候過得隨心所欲。所以，當她很想搬回她出生的

地方居住，我們一定滿足她。 

 

難得你們三姐弟都有一份孝心，特別是你，完全不介意媽媽再嫁，甚至鼓勵她

繼續尋找新的伴侶，豁達大度，非常難得。 

 

其實，我覺得女性確實很偉大，只是命運註定她們是悲劇人物。尤其女性比男

性長壽，更令她在悲劇中承受更多的哀痛，起碼她要先看著心愛的人離她而

去，然後自己才黯然而孤獨的離開人世。所以，我向來對女性都屈尊敬仰。 

 

你如此尊敬女性，難道……她們作過傷天害理的事，你也一樣敬仰她們嗎？ 

 

你所說的傷天害理的事，若是指殺人放火，那是犯法，這跟我所說的扯不上關

係。 

 

你說得對！那……讓我換句話說，若一個女人只為追求自己的快樂，拋棄家庭

遠走高飛，你認為她是否卑鄙無恥？ 

 

我的觀點一定和社會大眾所持的觀點不同，他們的態度一定很嚴苛，因為他們

有維護公共道德的陋習，從來不理會道德的善與惡，而我寧願選擇了解和寬

容，只有了解和寬容才能公平不偏。很多年前，我看過一齣電影《末路狂花》，

片中的女主角因受到丈夫的苛刻對待卻不敢反抗。一天，她約了一位同性好友

外出遊玩，打算放縱一下自己。誰知中途被一個好色男人侵犯，她反抗，最後

那好色男人被好友來相救時殺死，也就開始了她們的噩夢。她們開始逃亡，在

逃亡過程中闖下彌天大禍，為逃避警察的追捕，她們最後選擇了駕車衝下大峽

谷。或許她們兩人的選擇很愚蠢，但她們沒有做出任何卑鄙下賤的事，我們沒

有權去輕視她們。這齣電影很值得欣賞！ 

 

是嗎？ 

 

是的，是很值得欣賞再欣賞呢！ 

 

我不是指那齣電影，我是問，你當真不會輕視那些私奔的女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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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為什麼要輕視她們，而我也沒權利去輕視她們啊！ 

 

我斷然地說。她聽了之後，很久沒作聲，似乎在沉思什麼似的。無言了良久，

我沒打算擊破沉默，因為從她的臉色來看，她內心正受著一種痛苦的掙扎。突

然，當她好像醒悟我仍坐在她面前，於是向我作了一個牽強而歉意的笑容。我

不想打擾她太多時間，反正我已確定她是我要找的人，於是向她辭別。她看來

對我還有點好感，在我要離開前，她要求我留下電話聯絡，若她知道什麼地方

有屋出租或售賣時，可通知我。於是我把電話號碼告訴了她。 

 

 

 

IV 

 

 
幾天過去，我的助手找到了委託人洛近榮先生的婚姻資料後，我感到很愕然。

原來法庭早於二零零一年批准了太太跟他離婚。由他的前妻 Priscilla提出離婚訴

訟，理由是丈夫在外另有妻室和子女。 

 

既然已離婚，為什麼現在要找他們呢？我必須要弄清楚這一點。於是我打電話

找他，可是打了很多次電話都沒法找著他。打到東莞他的工廠，接電話的說他

回香港去了，而打他的手提電話，又沒法接通。看來，這回失蹤的應該是他。 

 

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 Priscilla的電話，還以為她要告訴我坪洲有屋出租或售

賣，誰知她說很想見我。她說話時有點半吞半吐，好像有許多感慨話說不出

口，顯然她的心情在目前很煩亂，而牽扯到的事情應該是很緊急。 

 

我答應立即和她見面。她選擇了在天星碼頭樓上的露天咖啡館。當我來到，她

已在那裡了。原來她今天一早便乘船來中環，整個上午就在海旁逛盪，直到打

電話之後，才走來咖啡館坐下等我。 

 

那天聽你說的一齣電影《末路狂花》，第二天我便去 HMV買了回來看。電影中

的 Thelma 和 Louise很可憐，但她們的經歷就是向不公義的世界作出悲壯的控

訴。Mike，謝謝你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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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客氣。但是，你不是叫我出來聽你說句多謝吧？ 

 

當然不是！你還記得那天你告訴我說，你對女性向來都屈尊敬仰，從不輕視她

們，就算她們作了不道德的行為，你也選擇了解和寬容，是嗎？ 

 

這確實是我的信念，我也不斷的堅持這個信念。可是，現在被你這樣的一問，

我反而覺得有點為難，難道這個信念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嗎？ 

 

當然沒有不妥，我還很欣賞，也很尊敬你。自上星期和你一席話之後，我也打

算將我的故事告訴你，就好像你將你媽媽的故事告訴我那樣。但經過幾天的納

悶不解，我不停的反問自己，為什麼要將自己的故事告訴一個陌生人？今天，

我對兒子說去中環買點東西，於是跟他一同乘船出來。他上班去，我卻在海旁

心神不寧的踱來踱去，直到打電話給你，稍為喘息，現在見到你，我才感覺沉

悶的壓力得到減輕。 

 

請你放心說吧，Priscilla，我保證我是你最好的聆聽者，也是一個可信賴的守密

者。 

 

我相信你是。當那天你出現在我家門前時，你告訴我關於你媽媽的故事。你走

了之後，我忽然覺得，若果我能找到一位值得信賴的人，向他傾訴我生命中曾

在那一天開始出現的一件可以說是非常荒唐的事，好讓我釋然於懷，那就好

了。 

 

我不停的想，最後想通了，我覺得你是一位我可以信賴的人，只是我不知如何

開始告訴你才對，因為我不曾打算將我的遭遇告訴別人。所以，這兩天我一直

在整理好整件事的脈絡以便告訴你。你剛剛說你是我最好的聆聽者，我非常感

激，或許你能幫助我，讓我得以解脫。 

 

她的前夫懷疑她有外遇，而我當時不認同他這個懷疑。但，現在聽她這樣說之

後，我的信心反而有點動搖了。 

 

我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只有一個哥哥，所以爸爸和媽媽很疼惜我們兩兄

妹。一九七七年，我在師範學院畢業前夕，就已經擁有自己的物業，那是在美

孚新 一個三房兩廳的單位，爸爸給我付了樓價五成，其餘由我自己供款。 

 

一九七九年，我和丈夫結婚。丈夫是我中學的同學，在中學時期我們已開始談

戀愛。婚後不久便誕下我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孩子。有了孩子，我仍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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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因為教書是我理想的職業，照顧孩子的事便落在外傭身上。至於我的丈

夫，他要打理他爸爸遺留下來的電鍍廠…… 

 

遺留下來？ 

 

是！他爸爸、也就是我的老爺。老爺在一九八二年去世，那是我們結婚有了孩

子後不久的事。老爺去世前給丈夫遺言說，要他回去打理由他一手建立的心

血。丈夫只好放棄在英資洋行的那份高薪職位，回去打理電鍍廠。誰知工廠在

老爺離世前，生意已經不好，而且欠缺資金，困難重重，很難經營下去，我回

去請求爸爸協助。爸爸是企業的能手，人面很廣，他不但將經驗傳授給我的丈

夫，還為工廠作擔保人，向銀行借貸。有了充裕的資金便把工廠北移，令成本

下降，這樣便有能力在市場競爭。而丈夫在洋行工作那段時間，亦建立了廣闊

的人脈關係，因而對他經營也有很大的幫助。工廠漸漸重上軌道，丈夫亦可大

展權腳。從那個時候開始，他的工作很吃力，經常要往返中港兩地。 

 

那是星期六，學校工作很忙，下午我也得留在學校工作。那天丈夫剛巧在香

港，於是我叫他駕車載孩子出外遊玩，帶同女傭一起去，好讓女傭照顧孩子。

翌日，女傭放假，我們一家三口便外出逛街吃飯。吃過晚飯後，丈夫要返回大

陸，我和孩子便回家。回到家，時間尚早，女傭還沒回來，我替孩子梳洗後，

我也準備梳洗睡覺。這個時候女傭回來，孩子一見到她，便開心得走過去擁抱

她，同時不停的說 I love you，Maria，I love you……當時，我被這個情景嚇呆

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怎懂得說這些話、做這樣的動作呢？顯然是孩子經常目

睹這樣的情景、聽過這樣的說話，他才會有這樣的表現。 

 

我懷疑女傭趁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約她的同鄉男人來鬼混。因為我經常從朋友

那裡聽到這樣的事。我不能讓孩子繼續耳濡目染，於是決定立即將兒子暫時交

給外婆照顧，不再聘用女傭，我打算在第二個學期開始不再教書，放棄教職，

專心照顧兒子。我把這個決定跟丈夫商量，最初他不贊成，認為教書是我理想

的工作，又怕我在外工作慣了，一旦當上主婦，心理會出現變化。雖然他提出

諸多的理由來反對，但我一直堅持自己的決定，最後他也無可奈何接受了。 

 

Priscilla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一陣子，接著語帶悲涼地說。 

 

我按照勞工條例將女傭解僱，女傭竟然大發雷霆說要見男主人，因為男主人答

應過給她很多東西。爭吵到最後，我終於知道，原來她是和我丈夫鬼混。簡直

是晴天霹靂，我無法想像為什麼他會戀上一個女傭，也很難想像我們由戀愛到

結婚到有孩子才短短十年時間，他就見異思遷。我更加不能接受一屋兩妻的荒

誕事件在我的家出現。我氣得幾乎昏厥。拒絕讓丈夫進入家門，但他不斷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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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還請我爸爸和媽媽來到門口，當著爸媽面前跪下乞求我原諒。他確實打動

了爸媽，兩老加把嘴勸解，最後我才回心轉意讓他進來。但是，我沒立即讓他

跟我同床。 

 

其後他向我解釋說，和女傭只是即興。就是那天星期六我很忙，我叫他帶同孩

子和女傭一起去玩，才令他們有機會觸動起來。但對我來說，一次和一百次是

相等，何況還在孩子面前進行這樣的勾當呢！差不多過了一年，我才肯和他同

床，而每次做愛都擺脫不了那女傭的陰影，所以很難再像之前那樣達到魚水之

歡。自此之後，我將大部份時間都放在兒子身上，直到他讀到 Form III，我才出

去工作。在此之前，丈夫的工廠業務發展得很好，也因為這個理由，他回來不

再那樣頻密，由最初的每兩三天回來一次，漸漸變成每個禮拜、甚至兩三個禮

拜才回來一次。而每次…… 

 

她遏然把話停住，氣氛凝結了好一會，嘴唇懊惱地噘著，然後以厭惡的語氣

說： 

 

每次他回來，我總會發現他有點轉變，無論是身體上或性格上都會有點轉變。

轉變有好有不好，很不幸，他的轉變統通都是負面。身體方面，他的肚子越來

越脹大，口腔噴出的是肉嗅味，皮膚滲出的是煙酒味，很難聞。以前在洋行工

作時不抽煙，放工後也有與朋友去酒吧 happy hour，但只喝幾杯啤酒。去了大

陸之後，學會了抽煙，酒不烈也不喝，性格方面變得很高傲和暴躁，失去以前

的謙虛禮儀。去到飯店吃飯，如果味道不合他胃口，就大發雷霆，破口亂罵，

還要侍應立即拿走，按他的意思再煮一碟來。每次他回來，Felix不肯見他，走

去舅父家那裡躲避。我也不再和他出外吃飯，要吃就在家吃。 

 

她拿起咖啡杯，隨即又放下。內心起了不安的沉默。當情緒稍為穩定之後，她

又再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十年前，工廠舉行建廠五十周年酒會，他叫我前去出席，因為到時會有什麼市

委什麼書記都會來祝賀，而身為夫人的應該在場。我向來很不喜歡那種言不由

衷的交往，但作為老闆娘無可奈何也得出席，整晚就在浮語虛辭下打轉。 

 

到了散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小孩子走過來對著他叫爸爸、爸爸。當時司機阿

明應變得很快，立即走過去抱起孩子把他的頭按在自己胸前，然後高聲說，都

叫你不要亂走，等爸爸送老闆和老闆娘回家後，再帶你去玩。跟著向我們說了

兩句道歉話，然後很快的把孩子抱走。但一切都看在我眼內，那孩子根本不是

阿明的，何況我早已發現有一個女人雙眼不懷好意的整晚瞪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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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回到住所，我追問那孩子的事，他最初否認，經過我不厭其煩的追問，最

後才和盤托出，承認除了那孩子外，另外還有一個女兒，都是他跟那瞪眼看我

的女人所生。我聽了之後，表現得很冷靜和自制，拿起手袋離開住所往車站

去，乘搭最晚一班火車返回香港。 

 

你離開時，他沒有留你嗎？ 

 

沒有。他看來好像若無其事，跟當年跪在門口求我原諒判若兩人。 

 

連電話也沒打一個給你嗎？ 

 

當時沒有，但幾天之後，他打電話回來，像平時那樣問候。我警告他從今以後

不要再打電話回來，因為我已經找律師辦離婚。事實上，Felix也贊成我離婚。

他說，多年來，不曾覺得自己有個爸爸；他還記得小時候的那一天，爸爸帶他

和女傭人出去玩，回家時一進門口，他爸爸從後擁抱女傭那個情景，跟著把女

傭推進浴室。他說當時還以為爸爸跟女傭捉迷藏擁抱玩耍，大了之後才醒悟那

是怎麼一回事。 

 

我了解那種當自己對某人的信任被摧毀之後的感覺。我凝視著她，她的眼光帶

有點嘲弄，也顯得有點落寞。 

 

從大陸回來的那天，我便開始計劃好離婚及離婚之後的生活。我不願再見到我

那不忠的丈夫。唉，稱他為丈夫實在是在取笑自己。不是嗎？結婚二十二年，

累積在一起的日子不會有十年，但我已為他生了一個孩子、為他重整事業。他

在大陸十幾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對著那個女人，那個女人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這樣看起來，我還算得上是他的妻子嗎？ 

 

我不是在自怨自艾，但也不想讓我的兒子來分擔我空白的生活，所以我打算把

居住的物業賣掉，然後搬去遠一點居住。可是我又擔心影響他日後生活，因為

他第二年便畢業了。畢業之後他要工作，接著要結婚。他當時已經有女朋友，

女朋友很漂亮，叫 Cathy，是他的大學同學。幾個月來，我就是為這件事思前想

後，連和他談話的時間也少了。平時我們是無所不談，尤其談戲劇。那段時

間，我不曾看過一齣戲劇，也沒有和他談過任何戲劇。 

 

那一年，萬聖節前夕，Felix說不回來吃飯，我也沒煮飯，一個人開了一瓶紅酒

坐在長沙發自斟自飲，追尋失去的美夢，享受一下欺騙自己的回憶樂趣。不知

過了多久，兒子突然回來，他站在我跟前看著我，我對他傻笑了一笑，問他為

什麼那麼早回來，為什麼沒跟 Cathy去慶祝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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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你為什麼要喝得如此爛醉？ 

 

我沒喝醉呀，孩子！我在平日也會喝點酒，怎會醉呢！ 

 

平日你喝一杯，但，現在你已經喝了一瓶。媽，我不是叫你忘了那個冷酷自

私、不顧情義的人嗎？你還為他去醉倒自己，值得嗎？媽媽呀，我不止一次的

告訴你，我永遠都在你身旁…… 

 

我藏不住苦澀的淚水，按不住內心的壓抑，歇斯底里的哭了起來。兒子走過來

擁抱著我說，不要擔心，媽媽，我永遠都愛你，像你愛我那樣的愛你。我感受

著這份真情，緊緊地摟著他，他也緊緊擁著我，我們互相依偎在一起……不知

過了多少時間……我們的第一道障礙物……迷迷糊糊的甩掉了，跟著是……所

有樊籬都被衝破，最後……那條唯一的防線也崩潰了…… 

 

我的天！我暗道，兩母子竟湧起一個不當的激情。我用顫慄的手取起那杯已涼

的咖啡，呷了一口，隨即放下。杯子和碟子發出了叮叮幾下響聲，良久我才能

穩定杯子。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難道那是源於婚姻失敗所造成一個沒結疤的

傷口所帶來的結果？  

 

白天，我們是一雙母子，到了夜晚，我們是一對夫妻，十多年來，我們過得很

快樂。然而，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便胡思亂想起來，但想來想去總是擺脫不了

世俗的觀點，害怕有一天，突然警察衝進來，拘捕我們，把我們帶到法庭，放

在犯人欄上受審。然後，那些自命不凡的衛道之士，挖空心思，運用創作力，

瘋狂創作不同的惡毒的字句來咒罵我們。 

 

我不知該說什麼，只是呆坐原位。而她沉鬱的心情，躊躇了一會，語帶傷感的

聲調說： 

 

所以，當我聽到你對女性持有善意的觀點後，我便很想找你來傾訴…… 

……可是，剛才我發現你聽後臉色立即起了變化，我知道你未必諒解我們，但

對我來說，起碼心靈上的負擔得到了一點紓緩。 

 

面對 Priscilla，我非常不願意用亂倫這個詞彙。我確實陷入窘境，一時之間不知

對她說什麼才好。看著她把剩下少許早已涼了的咖啡喝完，然後站起來，我知

道她是打算離開。當她伸手與我握別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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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必告訴我你的感受，你願意花時間來聽我的傾訴，對我來說是難能可貴，

Mike，謝謝你！ 

 

她用力跟我握手，讓我感受她的回報。就在這個時候，我才醒悟，今天她穿了

一件綠色杏領的「夢特嬌」，還嗅到從她身上散出陣陣「毒藥」的香味。 

 

看著她走在海旁走廊往六號碼頭時，步伐是那樣的堅定和自信，足以讓她解除

過往的黑暗的同時，也能夠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災情，這使我深受感動。另一

方面，我又感到很內疚，因為我用一個捏造的故事來換取她的一個充滿激情的

真實故事。 

 

我為此感到很愧疚：這可算是卑鄙嗎？ 

  

但，我對她捏造的故事是讓媽媽搬到坪洲居住，若果日後她在坪洲沒碰上我，

豈不是增添她的傷痕？無妨再給她多編織一個故事，我想。 

 

隔了一個星期，我給她發了一個短訊說，媽媽病重，入了醫院，所以搬進坪洲

一事暫時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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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終於有洛近榮的消息了。難以置信的是，他被中國公安扣押，罪名是詐騙及瞞

稅。雖然未展開審訊，他的命運幾乎可以斷定了。我決定終止調查，同時把調

查得來的資料封存，待有機會才交給他。 

 

因為他被拘控，我很懷疑他急著要找前妻，無非是希望前妻在他走投無路時能

幫他一把忙。 

 

 

 

 

 

 

VI 

 

 
 

十二月，一個充滿博愛氣氛的月份，我買了一張聖誕卡寄給 Priscilla。除夕夜倒

數過後，我收到她傳來的一個祝福短訊：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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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 

 

朱一心 (資深記者 /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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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細良 (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成員 / 現任網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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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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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燕妮 (已故(2018)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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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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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妃： 

读完《寻港》我会写一篇读后感。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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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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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 堤岸 華裔 (海內外)莘莘學子 書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