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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 何杏園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13 年度畢

業生，副修文化研究；《字花》助理編輯。

有時寫詩有時寫小說，一概寫得很慢。

樓  梯

我每天在樓梯上看着相同的面孔重重複複來來回回，我一直知
道，那些面孔沒有多少是真正重複的，只是轉換的速度過快，差異
遭到磨平，似曾相識的錯覺省卻重新辨認的手續。

我打從一出生開始，便住在這幢似乎隨時會倒下的大廈裏。我
很小的時候走在它的樓梯上，便已開始覺得它很快會倒塌，但一直
維持着相同的狀態，疲憊而又不會倒下，似乎那是能夠維持直到永
遠的。

大廈樓高十層，沒有電梯，樓底很高，樓梯便注定比別人長。
所有的住戶無論甚麼年紀，都必須跑一條比其他大部份大廈要長一
點的樓梯，沒有捷徑，也沒有更省力的方法。

樓梯總是昏昏暗暗的，面對梯級的大門永遠緊閉，密不透風而
黝黑的鐵門，孔武有力地恫嚇純粹過路的人。小時候的我，經常幻
想門會突然被粗暴地打開，裏面走出一個不懷好意的人，無聲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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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捕捉經過的人。
沒有人被捕捉過，大廈也沒有神秘地少了住客，反而無聲無息

地不斷塞進更多的人。每次我領着阿路走過樓梯時，他都會不自覺
地皺起眉。

「不過短短一兩分鐘，為甚麼沒有一刻不和別人肩擦着肩？」
他曾經如此抱怨。

大廈已經很殘舊，梯級深沉得接近黑色，沒有被過多的腳步刷
白刷亮，污垢緊密地黏在不同的角落。我領着阿路走過八層樓梯，
他總是很好奇究竟走廊內的單位在幹甚麼。我對於自己在長大以後
根本沒怎麼進入走廊後的空間感到難於啟齒，有時候也對大廈的用
途、來往的人過於複雜而尷尬無比。

          ✽                      ✽                        ✽

梯級其實不特別厚或特別高，但總在每個成長的階段都令我產
生恐懼。

我剛進小學時，每天都要沿着樓梯起碼來回一次，才能完成上
學和回家的動作。那時的我腿很短，總要用力的跨，才能踏穩每一
級樓梯，便覺得每一梯級都在取我的性命。因此，我很怕放學的時
間太快來臨。

後來我上學了沒多久便認識了住得比我還要高一層的姜美，她
是新搬進來的，我媽媽和她媽媽很快混熟了，每天總會四個人一起
回家，我有姜美的陪伴，走樓梯的過程不再那麼沉悶，也就不再如
此痛苦。

我們總會在走樓梯的時候交換同班同學的壞話，有時暗暗較
勁，看誰首先喘氣，誰腳步比另一人遲緩。我也會偷聽我媽媽和她
媽媽的對話，以致和姜美說話時往往顯得心不在焉，她便會取笑我
回話的反應太慢。

兩個母親的對話跟電視劇裏聽到的相差無幾，有時也像電視劇
到了高潮時的對話般，動魄驚心。但我已無法記憶哪些是我媽媽說，



小說組

133

小說組

而哪些是姜美媽媽說的。
「他昨天回到家就跟我說他把薪水輸了一半了。」
「那你還有和劉太她們搓麻雀嗎？」
「聽說她是二奶，不要以為她真的是獨居。」
「總有一天我會離他而去，找另一個男人。」
「有甚麼好怕的？回到家便把他宰了吧，不能留的。」
有時候她們也真的在討論電視劇，而這些時間也好像比較多。

討論電視劇的時候，也就是她們最認真投入、最有感情的談話時間。
「那個樂天被人綁架了，匪徒又十分兇狠，殺人不眨眼的，我

看得手腳冰冷！」
「據我說，兇手一定是他那個孿生的弟弟！」
「我早說了！男主角真笨，有甚麼理由不報警呢！」
「殺人魔戴着口罩出場時最恐怖，我都整晚發着噩夢！」
有時候我很渴望樓梯的長度再加長一點。聽她們在討論這些話

題時七情上面，彷彿自己便是裏面的主角，我便感到非常愉快，她
們亦因此而忘記了我們。我可以擺出很粗魯的步姿，或是和姜美賽
跑，她們都顯得很放心。當然，只要她們愈陷入劇情，她們便愈不
能自拔，我也就每天晚上可以用陪她一起看為藉口，追看每一齣電
視劇集。

樓梯的長度往往不足以讓她們把觀劇報告完完整整地交換，所
以每當她們未把一個話題談完，而樓梯又已走完時，便會在我家門
口多站一會兒，把話題完結後才各自回家。每次話題延續的長度都
不相同，有時候可能會長達半小時，我和姜美便自行發明遊戲，包
括想像出一些異境，一同扮演異境中仙子或公主，創造單單屬於我
們的劇情。我們試過一同在森林內冒險，打敗了一個滿身烏氣的巫
婆，也試過聯手殺掉一個過份漂亮而驕縱的公主，監禁了她的王子。
當我媽媽和姜美媽媽終於把話說完時，我媽媽總會跟姜美媽媽補上
一句：「有空來我家搓麻雀。」

但這個邀請至今仍未實現。我媽媽根本不會搓麻雀，家中也沒
有麻雀檯。甚至，姜美媽媽好像由始至終也沒有在我們家作過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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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我媽媽也沒到過姜美的家，會經常進出我家的人是姜美，每
當我感到異常沉悶無所事事的時候，她便會出現，瘦弱矮小的身體
站在我家那疏着幾條無用鐵枝的大門外，輕快地敲着我家的門喚着
我的名字。

我從來覺得姜美的敲門有着一種獨特的節奏，我想像她的手指
像在彈着鋼琴般輕巧躍動，於是我便能輕易地辨認出姜美的拜訪。
但我媽媽後來推翻我的假設，擺着一副冷漠而充滿智慧的表情說，
「你不過是聽到了她下樓梯時響亮的腳步聲，」樓上的住客寥寥可
數，姜美甚至是唯的一個小孩，當屬於她，輕巧的腳步聲由上而下
漸漸迫近之時，我根本用不着猜測來者是誰。

樓上那唯一的小孩要來按門鐘，想進入我的家。
姜美來按門鐘通常是因為她想和我一起做功課，我們是對方打

發悶得發慌的下午最好的同伴。那是我對於姜美常常來訪我的家的
解讀，但我媽媽一直嘗試改變我的看法，「姜美的媽媽要外出，她
不能讓姜美自己一個待在家中，才讓姜美過來由我代她監看姜美。」

有時候姜美也會代她媽媽給我們送來禮物，多數是一些能吃的
東西，例如她媽媽弄的糕點、超市在推銷的新式食品，我媽媽總是
禮貌地立即打電話給姜美媽媽推辭一番，姜美會繼續留下來直至晚
飯的時間或她媽媽來電催她回去。

我對後來姜美和我之間的事已無法記得清楚，但我記得我和她
其實一直就讀於同一所小學，甚至後來也升上了同一所中學，但我
們在往後的日子再沒有任何交流，各自流向不同的圈子去，彷彿我
們並不認識。

姜美和她的一家在這裏住了很短的時間，便從我們的上層遷走
了，確實的原因我並不清楚，只知道她們一家其後遷居過多次。但
很快的，他們獲得了一間公屋，在市區裏的公屋。有些人花光一輩
子的運氣希望得到的，在市區裏的公屋。

那天姜美和她家人一起沿着搬運工人們的汗濺過的樓梯，徐徐
離開這幢殘舊的樓宇。樓梯的天窗滲進了厚重炙熱的陽光，當姜美
下着樓梯的時候，陽光跟在後面配合她興奮的步姿和說話的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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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在她身上。她不知道我在家中的門縫看着，並且牢牢記住了這個
畫面，後來有好一段時間在學校的作文功課上都忍不住加入了「蹦
跳的蝴蝶」這些濫俗的描述。

每天下午四五時開始，樓梯便會開始嘈吵，孩子們帶着過份喧
嘩從樓梯的最底部慢慢掩至。那是自從大廈漸漸搬入了愈來愈多的
家庭開始的。也許已經是幾年的事了，每星期也有赤裸上身的工人，
拖拉着沉重的傢具組件，走入不同樓層的單位，有時候同一單位竟
在一個月內有幾次的搬運工程。那些孩子便是由新遷進來的夫婦拖
拉着帶來的。

一個叫加進的名字是他們永恆呼喊的對象，我已經聽過不少次
他們在跑動時叫着這個名字，也許那人是孩子們的首領。阿路對他
們很感興趣，總是帶着欣賞的眼神看着他們，「他們淡化了這些舊
樓給人的危機感。」

我總會在他們擾攘時，把大門重重地關上。
記得姜美遷出以後，我過了一段時後，又認識了另一群住在低

層的小孩。那時我的年紀已足夠讓媽媽放心給我自己一人出入大
廈，或到樓下的便利店和報紙檔買些需要的東西。我便開始常常找
個藉口替媽媽買東西，然後會合新認識的朋友一起在大廈的內部冒
險。

每層樓梯的兩旁都有兩個單位，然後是一條比樓梯還要陰暗的
走廊，連接到大廈中間的天井位置。圍着天井每層都有數不清的單
位，基本上除了住在那兒的人，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人會記得那兒
的結構，哪一條走廊能通向哪一邊的出口，哪個方向又能通向另一
幢由走廊接駁的大廈。也沒有人會有興趣在天井逗留多一會兒，當
作看風景之類的。天井的最底部是一片不斷在脹大的灰黑，已經沒
有人能說出那些東西實際上是甚麼，其實只要你能說出的棄置物，
都有可能在天井底部找到──假如你有能耐成功進入底部。傳聞中
被扔得最多的是未成形的胎兒，少女的胎兒，而我便親眼目睹有人
把家中死去的貓和金魚隨手扔入天井。每晚也必然會有一兩戶人家
走出家門就向天井傾倒當晚的剩菜，一群只懂吱吱發聲的老鼠會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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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從各處跑出來，圍上剩菜便快速地吃起來。緊隨而來的，是肢體
尖銳地刮着木材，崩緊而排山倒海的聲音，聽到的人都說毛骨悚然，
令他們惡夢連連，只得在晚上更加緊閉門窗。

二樓的天井處住了很多南亞來的人，他們都是一家很多口的屈
居在角落處的單位內。他們有時候會把門打開，我們喜歡悄悄地走
近他們的家門，瞧瞧裏面有甚麼，究竟他們在家中是如何生活。但
那些都是我們給自己堂皇的藉口，我們不過是想要比賽誰最能夠忍
受他們屋內傳來的味道。那是一種塵埃的味道──雖然我們中間沒
有人知道塵埃真正的味道如何。但我們知道，只要他們隨便一家人
把門大喇喇地打開，一陣潮濕而混濁的味道便會慢慢覆蓋走廊，不
一定很臭，只是怪異。曾經有同伴吸了幾口後哮喘發作，他把一切
抵賴為屋內傳出的味道藏有太多的塵埃，也成為我們日後用來取笑
那群南亞來的人的砌詞。

我們曾經打賭，誰在捉迷藏的遊戲中輸了，便要隻身走進天井
的底部，查探那團烏黑究竟是甚麼，順道在那兒找找有沒有我們錯
失了的寶藏；也有人提議輸了的人要去敲南亞人家的門，向他們求
點吃的，以便證實他們的食物是否就是他們家居以及身上的異味來
源。

很多頑劣的小孩都是勇敢的，但那些勇氣並沒有落到我們這一
群的任何人身上。所有這些打賭最後都只變成了欺負最弱小一個的
惡劣念頭，沒有比他強的人要承受懲罰。

後來有一次，我和那群朋友一起玩捉迷藏的時候，被一個同伴
遺棄在陰暗的樓梯上，繼而被一群中年男人的巨大的影子包圍，你
一言我一語地不知向我說了些甚麼，也不知是誰開始伸手捏我的
臉，粗糙的手指擦痛我漲紅的臉頰。

「你怎樣自己一個人在這裏遊蕩啊，很危險的啊你知道嗎？
尤其這裏這麼多阿差！你怎麼知道他們會對你幹甚麼啊，哈哈哈
哈！」其中一個長着大鼻孔的中年男人如此對我說。

他的同伴聽完了他說的話後，用不屬於他們聲線的頻率發出令
我非常不安的笑聲，和應着他的話，一同下樓。我僵在原地，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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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被一群巨大的影子包圍，無力衝破。腿部發軟，我開始流
淚，緊緊抓住欄杆向上爬，夾着暈眩逃回家中。

自此我再也沒有跟遺下我的同伴說過一句話，也開始慢慢的疏
遠那一群玩伴。也沒有人來找我詢問原因，似乎一切都理所當然，
也似乎他們並不介意多一個或少一個玩伴。我很快又在學校裏和另
一班同學混熟了，每天都興高采烈地和他們玩耍，便把大廈裏的玩
伴忘卻了。

我告訴阿路，除了天台，愈高層的住戶愈純粹，他們是安全的
住客。我彷彿害怕阿路會掉頭離開。當我由小學向大學爬升，身邊
的同伴所住的層數也愈來愈高，再沒有誰需要爬樓梯才能回家，他
們的大廈內居住的人輕易便能分類，衣着永遠鮮明潔淨。每當我到
阿路的家時，必然要在華麗的大堂攤開我的證件，不被信任地被人
要求我簽上名字，守衛眼中的不耐煩是質疑我到訪目的的最好證
明，雖然我每次都有點難受，但守衛從我表情看出的，一定只有畏
縮。

──我只是經過那條污跡處處和異味濃烈的樓梯，但如此短暫
的時間是不會把任何這些沾到身上的。

我差點衝口而出，跟那掛着不懷好意的笑容的守衛說。不，我
說話的對象應是阿路。這句話是應該說給他聽的，當他剛與那個要
下樓、滿身香料味道的南亞人擦身而過後，緊緊皺起眉疑惑地看着
我的時候。

          ✽                      ✽                        ✽

沒有幾個玩伴和我一樣由那時一直居住到現在。當然我不會認
得他們的樣子，他們長大後也就不過跟街上來來往往的年輕人差不
多樣子，正如我每天在來回大廈時所碰到的面孔一樣。有時我差點
以為我終於碰上長大後的玩伴，過後卻發現那人不過是來送外賣。

反而和我一樣一直居住在這兒的，只有那幾戶南亞來的人，我
不能分辨他們究竟是來自哪個家族，也記不起所有成員的樣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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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記得那幾個兒子。大廈的一樓有個小平台，放置了一排排整齊
的信箱。偷看別人信件上的名字是我小時候的習慣，我差不多可以
背誦住在我同層的收信者的名字。那些信箱雖然排列整齊，但大多
都不能上鎖，或是蓋子不能合上，我要把信拿來看看是輕而易舉的
事。試過多次，我想拿信，但未走到信箱前，已嗅到強烈的味道，
那是屬於尿液的酸臭味，並且必須經過風乾和濃縮。

有幾回母親回到家中便喋喋不休地投訴，有人在信箱前小便，
那些酸臭的尿味附了在信件和鞋底，即使走了八層回家，味道也絲
毫沒有減退。她甚至一口咬定是那個滿臉鬍子把頭包得緊緊頂着大
肚子的南亞人所為。

「他有八個兒子，」媽媽嘗試拿出證據。「太多的兒子讓他沒
有一刻能夠好好把小便完整地排出。」

我確實曾經見過他們在信箱前排便，但並非父親，而是兒子。
那次我在很早的時分下樓，信箱平台還有光管亮着，他們二人穿了
一身白色和黃色的長袍，裹着全身，背對着街巷，也背對着我。當
我還有半層樓梯便走到他們身邊時，他們急急轉身過來，掛着若無
其事的表情，身上的長袍絲毫不動，就這樣在我面前走開了。一陣
強烈的異味便傳了過來，隨着他們的移動方向。地上有一攤新鮮而
不斷向下層梯級流動的深黃色液體，像一條引路的線。我小心翼翼
地避免踏在線上，同時用力捂着鼻子，逃避一切可能附在身上的污
垢質感。

「低層除了住了很多南亞裔，是否還有其他……不太普遍的租
客或用途？」阿路總是在觀察走過的人，我知道那不是單單出於好
奇。

在我差不多升上中學的時候，低層突然多了些怪異的彩色光
芒，是裝在上面的異色光管所發出，每當有人的面孔被異光照到，
便能浮出平日掩藏起來，不可告人的表情。裝上光管的單位圍攏着
走廊的開端，敞開着大門，任何過路的人都能清楚看到裏面有幾間
小房間，各自緊閉起沒有厚度的空心木門，門的正上方又裝了個小
燈泡，時亮時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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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豔的女子會準時走進小房間中，她們都喜歡穿着鮮豔而不講
求品味的廉價衣服，通常是大紅的印花，或閃亮格網和仿皮。她們
帶來了大紅的花，也帶來了很多相貌相近但永不重複的中年面孔。
當我認知了那原來是色情的場所以後，每當我經過有光管的層樓，
便會生出某種恐懼──雖然我明知道不會有任何危險。她們都在默
默地守着某些我不能明白規則，她們會盡適當的責任減低影響，不
過這是我很後來才發覺的事。──我會閉着氣然後用不超過五秒的
時間走完一層，同時避免和那層出來的任何人有眼神接觸。這樣的
習慣一直維持了整個初中。

陌生的男人們仍然會來訪，但現時的異色光管已經不再張揚，
熱鬧的時刻也只集中在傍晚，豔麗的女子不再在樓梯上招搖，回到
室中默默地守候來訪的熟客。

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向阿路坦白道出這些樓層的實際用途，我
知道他假若知道了的話，可能不會再來，他懼怕在他眼中看為罪惡
的事。所以我避過阿路一切好奇的眼神。

阿路在我家逗留後，總會要求我陪他在附近的區域多走一會，
順道把他送到乘車的地點。繞過我住的大廈（其實是大廈的正後
方），就是寬闊的海旁。前往的路是灰白的瀝青，四周是來來往往
而從不停下的貨車，寥寥可數的樹木和沒有顏色的草。入夜後青蛙
閃閃發亮的眼睛會從石磚的背後若隱若現。但海是實在的，無論夜
有多深，粼粼而起的光和帶點腥臭的海水不會向我們隱藏。

「想不到你家的後方竟有這樣的地方，我以為那是豪華住宅區
域的專利。」阿路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驚嘆着。我微笑。那是我和阿
路之間最和諧的時刻。

          ✽                      ✽                        ✽

近來我不斷在夢中重遇姜美，那長大了的姜美，跟我最後一次
在中學裏見到她的時候很相似，背後仍掛着那不疲倦的陽光，只是
比從前更豔麗，帶上迎合潮流的媚態。早上醒來以後，走到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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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斷續續的以為真的重新遇到了姜美，（甚至以為在我大廈出沒的
幾名妓女其中一個是她），但原來她們都不過是有着和姜美差不多
樣子和打扮的人。

在我開始夢見姜美的不久之後，幾街之隔其中一幢和我所住的
大廈差不多年紀的唐樓忽然在中午倒下。那是中午間最寧靜的時
刻，樓內的老人都在睡午覺，孩子和成年人不在，忙着在電話間傾
談的外籍傭工也不在，很少人在交談，只有倒下時隆隆的聲音最響
亮。相鄰的大廈開始傾斜，專家說是連鎖效應，相鄰的大廈必然互
相影響，況且幾街的地基都相連在一起。

樓梯中開始多了氾濫的名片，都是來收購的經紀的所遺下的。
我領着阿路下樓，一直低頭看着名片上的名字，就如我當初在信箱
偷看別人的名字的一樣。突然，我瞥見一張寫着姜美的名片，那是
真真實實的姜美，姜美不再只在我的夢中出現，是突如其來的再次
回歸這幢大廈。

她出現在大廈的大門前。不動。像在守候甚麼人。是的，她是
姜美。我肯定地告訴自己。

「姜美。」
我在她身邊低聲地呼喊了她一聲。那是我預計之外的行動。阿

路微微一呆，隨着我的腳步停下。
「你是住客嗎？要出售單位給我們了？」她輕盈的語調略帶急

速，是專業而令人安心的口吻。「不，我不認識你。」阿路沒為我
提供任何協助，站得遠遠的，盯着在我身前的姜美。

我匆匆從她身邊走開，趕到阿路身旁。「她有向你詢問過收購
的事嗎？」阿路只拋出這個問題。「你知道她的名字。」我只能夠
想起姜美黑色的高跟鞋和窄身套裝。姜美。

那次是阿路最後一次到訪我所居住的大廈。我知道，在他臨走
前，他在信箱前拿了一張因過份潮濕而變得軟垮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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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城文獎延遲截止日期，感謝評判的閱讀和討論，也感謝城大一直舉辦

城市文學獎鼓勵創作和提供參賽／發表的場域。

李黎女士
這篇小說的主角其實就是「樓梯」所在的這棟大廈。而這棟帶着神秘氣息、

陳舊到「似乎隨時會倒下」的大廈，其實就是整個城市的象徵：複雜而疏

離的居民，擁擠又荒涼的氣氛，文字經營的種種意象到了後來 － 尤其描述

到中庭的垃圾堆「一片不斷在脹大的灰黑」，已經有了超現實的意味了。

從漫長到幾乎詭異的樓梯，寫到只有樓梯的大廈與不需爬樓梯的電梯大廈

的對比（對立）帶出了城市的「階級」，也帶出「我」與「阿路」（男友？）

的疏離 － 因為他倆屬於不同的大廈／階級／社群。他們不可能在一起。

童年鄰居好友「姜美「離開了樓梯，離開了大廈，離開她原先的社群階級，

以比大廈居民「高級」的陌生外人身份姿態降臨，作收購（其實就是拆除、

湮滅她的故居與昔時記憶）的幫工（幫兇？）。姜美已不認得（不記得？

還是記得但不願相認？）童年友伴，她與「阿路」是一類的人了。結尾的

曖昧（阿路取的是姜美的名片？）很有趣，讓故事立體化了。「姜美」這

個角色也有豐富的象徵性。

全知觀點的敍述，幾乎沒有故事線，因而很難掌握結構，但還不至於鬆散，

至少圍繞着「樓梯「的那種氛圍是帶出了，而且越來越稠密不散，直到最

後那點睛之筆。

得獎感言

評審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