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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爸爸是個購物狂
黃淑嫻 ，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 ，專
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 。著有 《女

性書寫 ：電影與文學》及編有 《香港文
學書目：40
~ 90》
n、《香港影片大全
191
3~1941
》
n、《
香港文化多面睇》等。

爸爸的年代
路易莎有一個很古怪的童年 ，但她並不知道 。
她們一家三口 ，住在優雅的市中心地段 ，四周是膨
路易莎的學校就在她家的對面 ，這是她生活的

香

人潮重重包圍著 ，但如果你不慎在購物大街迷路

中心 。不知不覺間 ，她在這裡過了十三年 ，在傷感

港

誤走進去 ，你會為這兒寧靜的氣氛感到措手不及 。

時她走遍學校裡每一個神秘的角落 ，在炎夏中她感

這裡偶然會有巴士經過 ，為這片寧靜補充一點大城

受到大理石建築的清涼 ，但路易莎對這以外的事物

市的節奏 。路易莎家裡養了一隻貓 ，牠喜歡低頭望

一無所知 。長大後朋友之問有時互相談到過去讀書

著巴士經過的一刻 。貓年輕的時候經常在下午走出

的生涯 ，路易莎會皺著眉頭說 ：「香港有這樣的一

花架曬太陽 ，但每次當小貓懶洋洋地躺在花架旁邊

間中學嗎 ？」朋友總以為她恥笑他們 ，但他們內心

的時候 ，路易莎總會使力把牠扯回屋裡 ，她害怕小

的不快 ，路易莎並不知道 。路易莎有幾位好同學 ，

專

玩伴會失足從五樓滑下去而死掉 ·每次當她成功把

每逢假日都來她的家 ，或者與她一起到海旁無無聊

號

小貓拉回來後 ，她會嚴厲的教訓小貓一頓 ，然後探

聊的遊蕩逛街 ，這樣一個星期的七天其實她都沒有

頭望出窗外 ，從小貓剛才睡覺的角度俯視樓下的風

離開過那優雅的市中心地段 ，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十

景 。對面街上的粥麵舖噴出一陣陣強勁的白煙 ，樓

多年 。她並未感到有甚麼特別 ，因為這裡有她生活

下速食店傳來炸雞腿的味道 ，還有斜對面的那所神

所需要的一切 ，或者是這裡不知不覺模造了她的生

秘的杭州菜館 ，白天好像是一問空置的店舖 ，晚上

活 。她有不少同學都是住在附近的 ，形成了一個小

變身成衣香鬢影的場所 ，一排排名貴的房車擠滿了

小的生活圈 。如果她想借功課 ，她會走到對面的電

這條小小的街道 。路易莎不明白當中的原因 ，她只

器舖 ，那是她一位同學的爸爸開的店舖 ，她常常跟

是不 自覺的把這些影像一格一格印在腦海中 。但這

這位同學在店內裡溫習功課 ，坐在電飯煲和冷氣機

些眼前的風景都不是路易莎最關心的 ，她把身體攀

之間思考算術難題 。路易莎喜歡音樂 ，她家裡長期

前 ，嘗試望向街角最右邊的一系列時裝店櫥窗 。今

放著一把木結他 ，她會坐在窗邊自彈自唱 ，小貓是

天的模特兒公仔穿甚麼衣服呢 ？她喜歡那件日本深

她的聽眾 。但結他不是她的 ，是她住在海旁的一位

黑色的短褸 ，她認為這是一件相當入時的服裝 。但

不懂 日語的日籍同學的 。不知過了多久後的一天 ，

媽媽在花架種的那盆可惡的蘭花一天一天的長高 ，

這位 日籍同學突然取回結他 ，之後她便 回到日本

把她的視線擋住了 ，她只好把身子再攀前一點 。

了 。路易莎有一個葡萄牙籍的同學 ，從她家的窗口

作

脹中的購物商店 。從外面看 ，她們住的那條小路被

家
小
說

可以看到她的睡房 。每次上中文課的時候 ，這位葡
萄牙籍的同學總會帶著書本離開課室 ，過了幾個月
後路易莎從班長那裡打聽得來原來她到另一個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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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課 ，路易莎覺得這個同學很神秘 ，很想跟她成

同學一起 。路易莎在不知不覺間走出了那優雅的市

為朋友 。有一次路易莎很高興到她家裡玩 ，她從木

中心地段 ，走遍大街小巷 ，但她還是喜歡每晚回到

櫃中拿出一件簿簿的 、圓圓的 ，直徑大概五吋長的

那熟悉的環境 。路易莎離開香港到外國進修之前 ，

小金屬片 。「這是甚麼 ？」路易莎瞪大眼睛問她 。

把Hi
Fi
搬到她的好同學家裡 ，她希望Hi
Fi
能夠繼

「這是CD！它比黑膠唱片好得多了 ，它不會容易

續奏出音樂 。當她把音響器材一件一件的搬上朋友

弄花 。你看 ！」話還未說畢 ，她把所謂的CD用力

唐樓的住所時 ，她感到這些笨重的東西好像真的有

擲到地上來證明自己的說話 。十五年後 ，CD在大

點過時了 。三年後路易莎回港 ，擴音器已經發不出

街小巷普及起來 ，路易莎走到音樂店舖裡 ，被數萬

聲音了 ，她把這兩大座的擴音器抬到修理舖去 ，

隻CD包圍著 ，但她記起的是掉在地上的那一隻圓

「小姐 ，這個型號太舊了 ，我們修理不來的 。」路

圓的物體 ，未來好像預先墮落在她面前 。
路易莎有一個好爸爸和好媽媽 。他們的分別

易莎不懂得如何回應 ，「是這樣的嗎 ？」路易莎已
經記不起這套Hi
Fi
的下落了 。

易莎眼前 ，她帶著興奮的心情踏入社會 。她很快

買各式各樣潮流的東西 。在路易莎小時候家裡有一

找到一份洋行工作 ，她和一個大學女同學搬了出

套高級Hi
Fi，無論是擴音器 、唱盤 、收音機 、錄

來 ，在海邊的一幢舊樓開始新的生活 。買家具 、買

音帶機和揚聲器都是爸爸精挑細選的 ，路易莎不知

電視 、買家庭用品把路易莎忙了好幾個星期 ，她用

道爸爸何來這樣的知識 。這一家三口的另外兩個房

最低的價錢購買這些東西 ，好讓她不會花掉太多薪

間還有兩部當時還未流行的微型音響組合 。值得一

金 。終於在一個天色灰暗的下午她們搬進新居 。路

提的是 ，爸爸是不喜歡聽音樂的 ，好像連收音機也

易莎滿懷希望的在自己的房間把一切東西安放好 ，

不聽 ；媽媽又只愛看電影 ，所以使用這些器材的重

然後走出客廳 ，探頭欣賞窗外的海景 ，但海面上的

大責任便落在路易莎一個人身上 。音響器材的熱潮

一層灰讓她感到不舒服 ，這個顏色好像是一襲白色

過後 ，爸爸便向雪櫃和電視機埋手 。有一個時候 ，

婚紗浸在污水中 。她記起那優雅的市中心地段有很

他們一家三 口有兩個不同型號的大冰箱和兩部新款

多婚紗店 ，那種白色是明亮的 ，好像包涵著無數的

的大電視 。媽媽用盡全力才能夠把其中一個冰箱轉

色彩在內 。路易莎不想再看下去 ，她轉過頭來逃避

讓給親戚 。爸爸沒有氣餒 ，因為他還有很多東西可

窗外的灰色 ，可惜屋內的家具沒有放過她 。她購買

以買呢 。他鼓勵路易莎學習不同的東西 。路易莎想

的束西此刻讓她感覺更難受 ，她看到那沒有牌子的

成為女童軍 ，他便說 ：「真好 ！我會送你一套童軍

電視 、沒有質感的木桌椅和劣質的窗簾布 ，她感到

制服 。」路易莎早上告訴他想學鋼琴 ，下午他便帶

自己活在一個錯誤的世界中 。然而 ，這些東西老老

她到琴行買下一座黑色的高身鋼琴 ，很有氣派 。爸

實實的站在她面前 ，好像想跟她握一握手 。

小

角度看 ，路易莎的爸爸是一個購物狂 。他最喜歡購

家

逝了 ，她的媽媽已經老了 ，但流動的城市仍然在路

作

們的分別 ，但路易莎喜歡爸爸 。大概用現在的社會

港

回港後的路易莎感到一陣失落 ，她的貓已經過

香

是 ：爸爸喜歡揮霍 ，媽媽喜歡節儉 。路易莎不明他

逢假日的下午她喜歡與朋友在市中心的傳統酒店喝

裡 ，唱片不停地轉動 ，路易莎流著眼淚 。

茶 ，閣樓的樂隊奏出輕快的華爾滋 ，一切還是歌舞

號

暗黑的房間聽音樂 ，那座Hi
Fi
還是穩固的站在這

專

路易莎自此喜歡走回那優雅的市中心地段 ，每

說

爸逝去的那一天 ，路易莎從醫院回來 ，一個人在

昇平 。有一天的下午 ，路易莎在酒店遇上她的舊

媽媽的年代

中學同學瑪格蘭 。瑪格蘭在路易莎的成長中份演一

爸爸死了以後 ，路易莎再沒有學鋼琴了 ，節儉

個很重要的角色 ，一個反面的人物 。在路易莎的記

的媽媽把鋼琴轉讓給親戚 ，換來了六千元 。考入大

憶中 ，瑪格蘭每一天都是異常清潔的 ，她有兩條長

學後 ，路易莎亦再沒有時間聽音樂了 ，整天忙著跟

長而貼服的辮子 ，以她當時的年紀是沒有可能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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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此整齊的 ，她的家人每天一定花了很多時間幫
她梳洗 。她身上每一個細節都是完美的 ，而且絕對
符合校規的要求 ：藍色晶瑩的髮夾 、雪白通花的白

找我 ，我又能夠幫到他們甚麼呢 ？我大部分時間其

襪 、光亮有質感的黑色皮鞋 。她是一個活生生的小

實是在處理文件 、寫報告 ，這個部門有很多文件要

公主 ，永遠帶著一個令人舒服的微笑 。路易莎希望

寫 ，甚麼事情都要報告 ，但不知給誰看 ？

自己永遠不會變成瑪格蘭 。路易莎望著此刻的小公

我的第一個 「個案 」是關於本校的一位英語教

主已經是媽媽了 ，她的兩個小朋友靜靜的坐著 ，旁

師 ，她就是路易莎 。其實這不是一個甚麼個案 ，只

邊還有一個傭人 。路易莎沒有上前打招呼便離開

是在上任的頭一天 ，一名很生鬼的學生走進我的辦

了 。好一段時間她沒有再和朋友到酒店了 。

公室 ，他說有一位老師責備他穿 「人字拖 」上課 ，
他不明白為甚麼老師要這樣對他 。他的家就在學院

乘坐的士趕到醫院 ，她的心情隨著車輪奔馳 ，眼前

的對面 ，他到樓下茶餐廳與朋友見面或到對面報紙

甚麼也看不到 ，「司機 ，請你再開快一點 ！」但車

檔做兼職 ，他都是穿 「人字拖」的 ，他認為穿 「人

輪的轉速突然變慢 ，「司機 ，是甚麼事情？」路易

字拖 」上課沒有問題 。我認為這是小事 ，不需要小

香

莎望看前方有一輛車和另一輛車相撞 ，兩名司機正

事化大 ，我隨即向他解釋老師只是希望你多注重外

港

在吵起來 ，「司機 ，可以走另一條路嗎？」司機沒

表 ，好讓往後找工作比較容易之類的說話 ，學生似

作

有回答她 ，因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這條小路只有一

乎對於我的解釋很滿意 。他臨離開辦公室前 ，我不

個方向 。路易莎想馬上離開車廂 ，她整個人好像在

經意望向他很自豪的 「人字拖 」 ，當中露出十隻圍

極度吵鬧和混亂的搖擺音樂會中 ，但突然她的眼睛

滿黑邊的腳趾 。學生稚氣的揮手跟我說再見 ，我看

接觸到她窗外的現實世界 ，她感到有點熟悉 ．那不

見他的手掌也污上一片黑色 。我好像在 「人字拖 」

是杭州菜館 ？她回頭望向上方 ，那不是我的舊居 ？

與路易莎之間明白了一點事情 。

家

媽媽過逝的那一天 ，她接到醫院的電話便立刻

小
說
專

一切好像回到默片時代 ，的士的車輪在優雅的市中

號

心地段慢慢前行 ，一種完全不真實的節奏 。路易莎

位英語老師在辦公室為她搞了一個簡單的歡送會 ，

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看自己的家 ，她很久沒有回來

我也有份參加 。很奇怪 ，路易莎的面容有一種戰敗

了 ，很多店舖都變了 ，這段小路再談不上優雅了 。

國人民的愁緒 。她的衣服很簡單 ，很樸素 ，你以為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前方的意外似乎得到和解 ，兩

她是一個衣著隨隨便便的人嗎？看真一點 ，她衣服

個司機很滿意的各自走上自己的車 。下一秒鐘 ，的

的剪裁很特別 ，有點含蓄的怪異 ，質料不是平時看

士的車輪又以全速轉動 ，離開了這條小路 。路易莎

見的 。我直覺認為她不屬於這裡 。我一個人站在窗

回頭望向那優雅的市中心地段 ，那漸漸變小的杭州

前 ，這裡大部分人我都不認識 ，我看見他們談得很

菜館 ，她唯一認識的店舖 。

高興 ，說到有甚麼好工請介紹之類的說話 ，路易莎

我第一次碰到路易莎是她離開學院的那天 ，幾

似乎要到另一間學院教英文了 。吃了一些三文治後

我們的時代

我便獨個兒離開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工作 。

我的名字是史提夫 ，我是一間偏遠小學院的社

五時半下班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遺失了一張音

工 。一個月前我轉到這裡工作 ，我喜歡這裡 ，因為

樂會門票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這是一隊

工作並不繁重 。學生有時會走來跟我談話 ，但總不

我很喜歡的樂隊 ，很難得來香港表演 。我找了很多

是甚麼大問題 ，我的責任是跟這群缺乏家庭照顧

地方也找不到 ，一個人很沮喪的在陌生的學院的

的青年人聊天 。老實說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學生來

角落四處尋找 。我走過英語老師的辦公室 ，駭然發
現門票很隨意的貼在辦公室門口 ，下面是粗大的黑

字 ，寫道 ：Wh
oh
a
sl
e
f
tt
h
i
s
p
r
e
c
i
o
u
st
i
c
k
e
ta
tmyo
f
f
i
c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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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十年代的分別 ，大概我說得太興奮了 ，感染
了路易莎 ，她開始告訴我以前聽音樂的事情 。我們
Lo
ui
s
a
.我高興得手舞足蹈 ，馬上推門想說多謝 ，而

的關係有突破性的進展 ，是我不知為何說了以下的

竟然忘記了敲門 。門內的路易莎與我對望 ，露出不

一句話 ：「那你應該買這個牌子的擴音機 ，我認識

高興的樣子 ，我隨即向她解釋事情 ，她聽後笑 了起

一間在銅鑼灣的店誧 ，店主比較老實 。」我在紙上

來 。這樣我和路易莎便認識了 。

寫了一個名字給路易莎 ，她可能以為我是推銷員 ，

幾個月後的一個下午 ，天氣突然轉冷 ，放學的

但我真的覺得這個牌子是好的 。路易莎望著紙上的

時候我看到路易莎拖著一個很笨重的暖爐 ，她原來

名字若有所思 。回到家裡 ，我繼續寫有關路易莎的

還是住在學院附近 ，我幫她把暖爐搬上她的家 ，然

報告 ：「喜歡貓 、音樂 、爸爸是個購物狂」。

後把電線插上 ，暖意開始一絲一絲的包圍著我們 。

過了幾個月 ，我收到路易莎的電話 ，她說到自

在柔和的燈光下談話 ，路易莎說她很喜歡 「人字

他們感到焦急 ，然後要求一個折扣 。路易莎付錢

拖 」這個學生 ，性格真誠 ，但她希望他明白生活的

後 ，我在商店的門外用責備的眼神望著她 ，但可惜

細節是很重要的 。我告訴她 「人字拖 」在報紙檔兼

她仍然不明白 ，她還很高興的說要請我喝咖啡 ，我

職的事情 ，她走到窗邊張望 ，好像要尋找現實的全

沒有她的辦法 ，只好直接跟她說出我對她購物態度

部 。她坐下來 ，說起最初在學院教書的感受 。她記

的意見 。「現在所有東西都可以減價發售 ，你這樣

得那一天走進一個不像教室的教室 ，樓梯傳來學生

購物是很愚蠢的 ，很快便會把儲蓄花光 。」路易莎

大聲叫囂的聲音 ，她感到不知所措 ，以前自己學校

說她明白 ，但她每次扮演這個角色總是不成功 ，最

上課的氣氛簡直是蒼蠅飛過都聽到 ，她不懂得如何

後還是店主戰勝 ，她不想因購物而產生挫敗感 。自

處理叫囂 ，這從來不是她所理解的 。她緊緊的拿著

此 ，我和路易莎經常一起購物 ，她帶我到各式各樣

課本 ，低頭想著 ：課室門口就在面前 ，要踏進去 ？

的店舖 ，我實地訓練她成為一個稱職的消費者 。我

還是走回頭 ？路易莎這樣在學院教了兩年 。路易莎

們喜歡在大減價的時候買質料好的衣服 、顏色特別

把她自己的事情說得很平淡 ，但我還是感受到她內

的皮鞋和耐用的家具 。在這不講求品質和細節的年

裡的激動 。我覺得路易莎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

代 ，路易莎有不一樣的追求 。不知不覺間 ，寫報告

第二天 回到辦公室後 ，我把她的資料寫在筆記簿

一事已經忘記了 。

上 ：「獨生女 、講求生活細節 、性格孤僻 、教學問
題」
C。

號

的 ，她的表現太真誠了 ，她應該扮作漫不經心 ，令

專

的杯碟是名貴的骨瓷 。屋外的陽光慢慢消失 ，我們

說

滿意她的選擇 ，但我發現她是完全不懂得買東西

小

很客氣的為我準備茶點 ，小小的蛋糕很精緻 ，白色

家

了銅鑼灣的店舖 ，她選了一個很好的牌子 ，我非常

作

女性 ，但其實她就住在 「人字拖」的對面 。路易莎

港

己有一些儲蓄 ，希望可以買一部Hi
Fi。我和她到

香

她的家很講究 ，很整潔 。我想像她是住在市中心的

很多年後 ，我和路易莎在城市中心的酒店喝下
午茶 ，我突然想到那一張貼在門口的音樂會門票 。

第二次探訪路易莎是聖誕節的時候 ，那一天天

「路易莎 ，其實你不應該把門票隨便貼在門上 ，
萬

氣變得溫暖 ，路易莎調了一杯果汁特飲給我 ，說是

一有頑皮學生經過 ，那就不堪設想…… 」路易莎

甚麼酒店的招牌飲料 。她向我講到父母的事情 。她

望著我笑一笑 ，不知道她明白還是不明白 ，但她的

總愛把沉重的事情變得輕鬆化 。聽完後 ，我想把氣

精神是如此放鬆 ，我感到很高興 ，這是她成長的環

氛變得真的輕鬆一點 ：「
你現有聽甚麼音樂？」路

境 ，她從這裡離開 ，最後還是回到這兒 ，哪怕這個

易莎停了片刻沒有回答 ，「聽的 。」 「那你喜歡聽

年代變成怎樣 。

甚麼音樂？」「我以前很喜歡聽搖擺音樂 。」我馬
上跟她說了我對音樂的看法 ，又比較現在的音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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