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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羅士打行、香港大酒店的下午茶廳，為勝利國民

打開了歡迎的大門。巴士的售票員向着爭先恐後擠進車廂

的乘客們大聲呼叫：「一等國民請守秩序！」

—我們終於勝利了，好日子接着會來了！不是嗎？

到處是興奮的情緒，到處是光明的幻景。

有辦法的人都盡可能用種種方式的享受去娛樂自

己。儘管「戰犯法庭」在進行着清算戰爭罪犯的任務；

天星碼頭在陳列着戰犯們的照片，上頭是幾個大字：「君

認識彼否？」這些只是一種政治上的手續。誰願意再去

關心那些猙獰面目？誰願意再去回味那些可詛咒的日

子？⋯⋯

在下午茶廳裏，勝利國民的紳士淑女們，以消閒的

態度交談着：「你說，徐國楨會判死刑嗎？野間什麼時候

開審呢？」而眼睛卻落在報紙的戰後新事物的廣告上面：

尼龍絲襪、尼龍內褲、玻璃雨衣、玻璃褲帶、嚤唏、沙士

堅、原子筆、亞斯匹靈、DDT。⋯⋯

戰爭嗎？那已經是一場遙遠的噩夢！

香港，迅速地復員了繁榮，也迅速地復員了醜惡！

穿着綴上徽號的美式黃色襯衫的人，驕傲地說：我

們是從內地抗戰回來的呢。身上因為落過水還濕淋淋的，

也穿上同樣服飾驕傲地說：我們是曾經作地下活動的呵！

在抗戰中獻出良心也獻出一切卻光着身子復員的

人，一直是光着身子。曾經出賣民族利益的販子，搖身一

變之後卻重新有了後台，招搖過市；把日子打發得舒舒

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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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九四六年春天。

戰爭過去了，但是戰爭把人打老了，也把世界打老

了。然而，在這個經歷了血腥浩劫的南方小島，卻依然是

青春的，—一樣是藍天碧海，一樣是風光明媚。

隨着米字旗代替了太陽旗重再在歌賦山頂升起，百

萬的人口從四方八面像潮水一樣湧到這裏來，像無數的螞

蟻黏附着蜂窩。

這裏面有着忍受了八年的辛酸歲月之後，跑來換一

口空氣的特殊身份的人物；有着揹了殘破行囊回來找尋家

的溫暖的流亡者；有着在暴行與飢餓威脅下窒息了三年零

八個月，而終於活下來了的人們；有着⋯⋯

吉普車、軍旗、戰艦、美式裝備的中國兵，戴綠色

帽子的英國「金冕多」部隊，在陸上、海上熙來攘往。

這一切都在喚起百萬以上的人們一個虛榮觀念：我們勝

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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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薄暮，天氣還拖着殘冬的寒冷。浮雲混合了

灰霧像一塊濃濁的漿糊，把天空膠黏得沒有一線縫隙；陰

暗暗地壓下來，一直壓到人的心上；叫人感到心也給黏住

了似的喘不過氣。

在香港對面的九龍半島，一個靠近船廠的偏僻區域

裏，在一條名叫木杉街的殘舊樓房的一間第四層樓上，這

種感覺更顯得濃厚。

屋裏的暮色比外面更加陰暗，可是沒有誰想起去點

亮一盞燈；雖然這裏有着四個人。他們都在一種緊張的情

緒中沉默着。他們遭遇了沒法應付卻又不能不應付的困

難。⋯⋯

這四個人的身份都不相同，但是有着相同的命

運 —窮困。由於人事上機緣的湊合，和相互間利害關

係的密切，便使他們消除了一切界限很自然地生活在一

起，而且也不能不生活在一起。日子是過得很艱苦的：因

難
關

「國際女郎」們依舊在夜街裏活動着，送了舊客又迎

新客；昨天才是靜子或菊子，今天卻是瑪莉或露絲。

這是無恥嗎？這是對社會現實的諷刺！是一個時代

的面影！

這裏有絕對，也有相對；有憎恨，也有寬容。

然而有歡笑的地方同樣有血淚，有卑鄙的地方同樣

有崇高。

真理在哪裏呢？它是燃燒在黑暗的角落裏，燃燒在

不肯失望不肯妥協的人們的心中！

一九四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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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個人之中只有兩個算是有正式職業，而收入卻又那麼

微薄和不可靠。

現在，連那麼艱苦的共同生活也臨到危險地步了。

問題是在於欠上三個月的屋租。在五分鐘之前，住在二樓

的包租婆，一向被叫作「雌老虎」的周三姑，給了他們一

個毫不留情的最後通告：假如明天還不能付清欠租，他們

全體都得搬走！

這時候，他們正在為了要度過這難關焦躁着。

「莫輪，你再去跟雌老虎講幾句好話不行嗎？」說這

話的是個身材壯健的漢子，名叫杜全。有一張圓而大的

臉，厚唇皮的大嘴巴，一隻「雪茄」鼻；襯上兩道濃黑的

眉毛，和一對有幾分兇光的眼睛，顯出他是個粗豪人物。

他在抗戰時期曾經當過兵，也戴過花，臂膀現在還留有一

塊疤痕。但是復員以後，生活卻沒有着落，便憑着同莫輪

是多年老友的關係，由內地跑到香港來碰運氣。雖然天

天穿起非常配合他身材的「工人裝」，卻一直不曾找到事

做；生活全是揩朋友的油。如果沒有住處便是失去了倚

靠，什麼都跟着成問題了。他按捺不住突破了沉悶空氣，

緊抓住站在身旁的莫輪的臂膀。

「我還敢去！難道你不曾看見那副面孔！」莫輪的聲

音有點沙啞，這是由於他的行業是每天上街叫喊收買的結

果。他拒絕杜全的提議：因為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任務。他

本能地搖着短小的身子掙脫了杜全的手；人就像一隻崩了

底角的酒瓶似的偏側一邊。原來他的右腳是跛的，不時得

豎直左腳來支持身子的重心，站起來便顯得有點吃力。

「不要緊罷？莫老哥。」這個是羅建，當教師的；

四十歲左右，身體已因為每天擔任四五個鐘頭的功課弄得

極度衰弱；加上一對深近視眼鏡，一件在裏面多套了幾件

單衣因而顯得臃腫的灰斜夾袍，更把他的老態增加了十

年。他用他永遠抖顫的手推着莫輪，「你是這房子的老住

客啦，看在你的份上，我想總會通融一下的罷？」

「老住客有什麼用！最糟的是你們三個未住進來之

前，我也老是欠着屋租。」莫輪抓着頸項說，這是他在無

法可想時的一種手勢。因為誰都把難題放在他面前使他感

到委屈。他四處看一下，彷彿要找尋什麼援助。末了，眼

光落在另一個同伴的身上；急忙叫道：「高懷，你以為怎

麼辦好？」

被叫作高懷的那個，正從窗口那邊轉過身來。他的

年紀和杜全差不多，人卻比較清瘦而帶有文質的儀表；在

額上習慣地垂着的一撮髮梢下面，是兩隻深沉得近於憂鬱

的眼睛，配合了筆直的鼻子，和微微翹起的緊閉的嘴唇，

顯出沉着和意志堅強的表徵。他把手指關節揑得的的地

響，用一種新聞記者研究一樁消息底真實性時的神情在沉

思。—他的確是新聞記者，不過這是抗戰時期的事。現

在呢，他是個職業文人，靠投稿維持生活。

由於為人冷靜和機智，以及擅長分析事理和出主意，

使高懷在四個人之中居於大哥地位。尤其是在莫輪的心目

中，高懷是了不起的。但是此刻除了聽到他手指關節的響

聲，卻不見他有什麼反應，莫輪感到了失望。

羅建慫恿莫輪落了空，便拱起那給課卷壓彎了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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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在踱步，彷彿希望從地面能夠尋出什麼法寶；結果尋不

到，腦子裏卻湧起一個僥倖的想頭：「老高，姑且研究一

下，你以為雌老虎真會趕走我們不會？」

高懷把垂在額頭的髮梢向後一擺，冷笑一下應道：

「我想不會的，如果我們都是她的女婿的話。」

羅建知道高懷在譏笑他的想法，只好住嘴；背手踱

了開去。但是杜全從高懷也看不出希望，更感到惶急，仍

舊固執着向高懷說：

「那麼，你以為由莫輪再去跟她說情會有些用處嗎？」

莫輪又氣又急，伸手在頸項上亂抓。他擔心高懷會

贊成，他便推辭不得，活受罪。但又不方便向杜全發作什

麼；只是䀹着眼睛注意高懷的表示。

「怎麼會沒有用處呢？至少就更徹底露出我們的弱點

給雌老虎看：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的！好叫她迫得我們更

加緊些。」高懷用冷嘲的語氣說着，隨即轉過頭來朝着大

家：「我們別太糊塗，事實擺在眼前，雌老虎要想從莫輪

手上收回這間屋子，已不是今日的事，她轉租給別人可

以賺一大筆錢。只因為我們住進來了，而且由我保證不欠

租，她才無可奈何。但是事實上，我們沒法不欠，現在三

個月租滿了期，還不是她要抓住的好機會！在這情形下，

不但向她說情是不濟事，就是向她叩頭也動不了她。」

莫輪點頭點腦的承認高懷說的對。急的是杜全，他

扯起一張苦臉看看高懷，忘形的叫着：「那麼，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目前最實際的事還是大家商量一下，該怎

樣設法去應付這難關！」

「一個月五十塊，三個月一百五十塊，一夜之間要弄

到這筆數目，唔，除非我們是魔術家。」羅建沉吟自語。

「不過，」抓着頸項的莫輪終於抓出一個意思來了：

「如果我們有辦法先付一個月的租錢，聲明其餘數目隨後

再付。我想總可以和緩一下。我們並不是有意拖欠，只為

了目前只能夠付一個月。難道她有理由不接受麼？」

「不接受我們就交到警署去！」杜全揮起手來截住

說，好像雌老虎已經拒絕接受的樣子。

羅建從眼鏡邊睨着杜全：「說的響亮，一個月的租錢

又從哪裏去弄法呵？老兄！」

杜全和莫輪都因羅建那一問呆了一下。桌上轟的給

打了一拳，三個人一齊轉過視線。只見高懷的拳頭放在桌

上，一副嚴肅的神氣說道：

「我有個意見，大家看對不對。我覺得，目前說什麼

都是廢話，我們先得認定，無論如何必須保留這個住居。

在香港社會，我們寧可沒有飯吃，決不能沒有地方棲身，

否則萬一被當作無業遊民遞解出境，簡直不堪設想的。我

想，度過目前這關頭的唯一辦法，只有如莫輪說的，付一

個月的租錢。首先使雌老虎沒有趕走我們的藉口，然後再

想辦法。」

「說得對，只是，一個月的租錢又從哪裏去找呢？問

題還不是在這裏！」羅建仍舊是這一句。

「這事一個人當然辦不來，」高懷接住說：「只有大

家合作才有希望。我主張我們今晚分頭進行，用一夜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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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各人盡自己所能的方法籌一點錢；怎樣籌法不必管，

向人家借也好，或者幸運地在街上拾到鈔票也好，總之籌

得多少就多少，明朝把各人所得的數目湊夠一個月租錢交

給雌老虎。她不肯收再說，我們的計劃卻是這樣進行。莫

輪不妨去嚤囉街找找平日的主顧商商量。羅建不是說過蘭

桂坊有個親戚嗎？⋯⋯」

羅建和莫輪沒有異議，只是杜全感到為難：他沒有

職業，沒有半點人事關係，叫他從哪裏去籌到錢呢？他的

嘴臉扯得更難看，自語地沉吟着：

「我得聲明沒有辦法，如果你們今晚不回來，我只好

在街頭過一夜了。」

「怎麼會睡街頭呢？」羅建從眼睛邊向杜全射出一道

揶揄的眼光，「你大可以到樓下跟你的香煙皇后去睡呀！」

杜全滿胸惡劣的情緒正沒處宣洩，驀然給開了個玩

笑，忍不住光火起來；一拳朝羅建的臉上揮去，卻給高懷

手急眼快的格開：「幹嗎？杜全！」

「整天香煙皇后香煙皇后的取笑，我受不了！」

「受不了是另一回事，拳頭是向自己人打的麼？」

杜全垂下了手，狠然的向羅建白一眼，便向靠壁的

床位走去。羅建聳一聳肩膊同時走開。他心裏在懊悔：並

非為了這玩笑開錯了時辰，而是為了自己的疏忽，忘記了

這「軍佬」脾氣的傢伙是不好惹的。

高懷明白杜全的心事，立即走前去低聲說：

「別那麼傻，我剛才說的只是一個計劃，並不是強迫

你也去弄一份租錢。只要我有辦法，你的一份當然算在我

的範圍內。不過你最好也出去，免得雌老虎來麻煩你。」

杜全不說什麼，只吐一口氣；隨即把壁上掛着的一

件「工人裝」抓下穿起來。

高懷回到他的書桌前面匆匆疊好在寫作中的文稿，

隨手拿了丟在床頭的一頂已經變了樣的舊氈帽，向腦門一

壓，便向門口走出去。

杜全坐在床沿上發愁，他不知道該到哪裏打發時間

的好。在和他的床位並排的另外兩張床子前面，兩個人在

那裏嘆氣。莫輪對住他的收買籮呆看，他今天收買了好些

不值錢卻很零碎的東西，可是今晚沒有機會去清理了。羅

建對住堆在衣箱上面的課卷在抓腦袋：今天的卷子特別

多，今晚又沒法改了。下次校務會議時，準有希望再聽到

校長先生對於他的「工作效率太差」的檢討，加薪的希望

更渺茫！他搖頭嘆息着：

「唉，真想不到，來到香港也一樣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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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要抄捷徑，高懷出了碼頭就獨自沿住海邊向

前走。迎着潮濕的寒氣，他把衣領翻起來，帽子拉得低

低的。

這是用石堤鑲了邊的一塊荒地，到處叢生着野草。

地面凌亂地堆着許多石塊和磚頭；還有三兩輛破舊的運輸

貨車，或縱或橫的丟在那裏。這些都是他平日所熟悉的；

即使在霧裏，他也能夠走得很輕快。現在，卻由於進行的

事情沒有結果，他的心是重沉沉的，腳步不期然地慢下

來了。

就這樣惘然走着的時候，突然有一陣哭泣聲傳進耳

鼓。高懷停下來注意地聽，發覺那哭聲是在堤邊傳來的。

他帶着好奇心摸索着走前去。在靠近堤邊的一堆磚頭中

間，有一團黑影在那裏蠕動着。他站下來喝問一聲：

「誰在那裏？」

沒有反應。高懷走前一步，看出那是一個人；低了

頭，兩手掩住面孔在抽咽。在驚異中，他伸手把那人的肩

膊搖一搖：

「哭什麼呵，朋友？」

對方不回答。高懷從衣袋裏掏出一隻袖珍手電筒捻

亮，另一隻手扳起那人的頭。在火光裏，他看出這是一張

女人的臉，臉上閃着淚光。她穿的是黑衫，頭髮披在肩

上。不提防給火一照，她便掙扎着低下頭去。高懷捻熄了

電筒，有點意外的感覺：

「究竟為了什麼事情，這麼夜的時分，你一個人坐在

這裏哭呢？」

2

高懷過海去的目的是到《大中日報》找外勤記者老

李。他是高懷在香港唯一的老友。也是通過了他的關係，

高懷才能在二三家報紙的副刊上賣點翻譯稿子，勉強和朋

友們合夥維持生活。由於經常在《大中日報》發表文章的

緣故，老李便常常做了他的短期債主。到了報館結算稿費

時償還欠債。這樣的救急方法在高懷是多半有把握的。可

是今晚卻很不巧：當他跑到報館的時候，市面正發生了一

樁嚴重事件：中國兵因事搗亂一家洋人商店。老李訪查新

聞去了，半夜還不曾回來。高懷因為要趕尾班的船過海，

不能再等下去。沒有辦法，只好留下字條就走。

因為霧大的關係，船泊岸時已經超過正常時間。高

懷在一羣寥落的乘客裏匆匆的跑上碼頭。

海濱到處瀰漫着濃霧，街燈好像一簇發光的棉絮，

光暈和霧氣混合一起，映照出一片淡淡的迷濛。靠近碼頭

的地方，一個巡警恍如幽靈一般在迷濛中踱步。

海
邊
奇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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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依然是沉默。高懷耐不住，重再把她搖着問。

這女人才不耐煩地答出一句話來：

「和你沒有關係，不要管我罷！」一面反抗地推開他

的手。

與其說要滿足好奇心，倒不如說是給那一種近於倔

強的態度攝住了；高懷追問她：

「惟其和我沒有關係，你才不妨讓我知道。究竟什麼

事情使你這麼傷心，不可以告訴我嗎？」

「尊重我好嗎？先生，我請你不要管我呀！」抬起頭

來，仍舊是不耐煩的樣子回答。

「但我問你是出於好意的哩！」

「我請你不要管我，難道又是惡意的麼？」

這回答使高懷困窘，可是事實使他不能不管。堤岸

下面是海，他意識到一個哭着的女人留在這裏可能有怎樣

可怕的下文。但是從這女人的倔強態度看來，要想問出一

些什麼，或是要為她做些什麼，都是困難的事。他只好

說：「姑娘，這海邊太冷，我勸你還是早些離開的好。我

這勸告又是出於好意的哩！」

可是這女人不理會他的話，只顧自己哭。沒有辦

法，高懷便踏響腳步向前走；一面若無其事地吹看口哨。

就在這時候，那女人迅速站起身子，向堤邊踱出

去，顯然她已不容許自己再猶豫。她向滿了濃霧的天空望

了一下，又垂頭注視下面的海，隨即堅決地把身子向前面

一衝。

電筒的光一閃，一隻手飛快的從後面抓住她的臂

膀，同時一個聲音喝出來：

「你要怎樣？」

高懷實在並未離去。他只是故意走開，卻悄悄的繞

到那一堆磚頭後面，躲在角落裏注意着那女人的動靜。果

然不出所料，他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幸而還來得及用

兩隻手抓緊了她。

「告訴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高懷把她按倒在原

來的那個地方坐下去。

女人不回答，卻哭得更淒切。也許覺得連死的自由

都沒有，而求死的勇氣又遭着打擊，一時感到茫然起來。

一隻手飛快的從後面抓住她的臂膀，同時一

個聲音喝出來：「你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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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你有什麼苦衷呢？」高懷重複地問她。「你

這樣做之前已經想透了嗎？」

「想透了。」語氣是很堅決的，不過態度卻和緩了

一點。

「為什麼要想出這件事來？」高懷不放鬆這個轉機。

「為着戀愛嗎？」

女人不答。

「為着生活問題嗎？」

也不答。高懷不得要領，可是哽住喉頭的話總得吐

出來：

「不管你為的什麼，你也得聽我說，姑娘，死決不是

困難問題的解決辦法。世界上也許有很多人比你更不幸，

比你更需要去死；但是他們不去死，為了什麼？便是因為

對前途還有信心。他們都相信，一個人只要向前奮鬥，到

底會在絕路上尋到出路的！」

女人在漸漸微弱下去的抽咽中，忽然從鼻子哼出一

聲輕微的冷笑。「先生，你的道理講得真好！」這樣譏諷

地插一句話。

這反應出乎意料，使高懷感到一點興奮，急忙說：

「這是事實呀！一個人既然生存到世界上來，就應該

生存下去，這是人的權利。對於一切阻礙我們生存的東

西，我們都應該把它一腳踢開去。」

「你說得很動聽，但是先生，你不是我，你不會知道

我的痛苦。」

「痛苦？」高懷接上去說，同時故意笑一聲：「哈哈，

我相信我的痛苦不比你輕。同樣的，你不是我，你也不會

知道。如果我要自殺，容易得很，我的住處並不遠，不消

十分鐘，便可以跑到這裏 —撲通！這就完事。可是我

不這樣做，而且決不肯這樣做。我希望你學我的樣！」

女人靜下去了。與其說是給高懷的率直的態度和演

說似的動作引起興味，使她暫時忘掉一切；不如說是他的

耐人玩味的議論把她引進了沉思。

「算了罷，姑娘，」高懷趁這機會加緊他的勸告：「你

不願把你本身的事情告訴我，沒有關係。不過我希望你接

受我一個要求：馬上離開這裏。」

「離開不離開是我的事，我有我的自由。你走你的

罷，先生。」

這反應使高懷困窘。他也套了她的口吻說道：

「走不走是我的事，難道我又沒有我的自由麼？不

過，爭執這個問題是無謂的，與其大家都不肯離開，不如

索性大家都離開罷，好嗎？我同你一齊走，怎樣？」

女人不回答，卻依然動也不動。正在這沒法轉圜的

時刻，堤岸的盡頭處傳來沉重的皮靴聲，同時有一道強烈

的電筒的光線在濃霧裏閃動。高懷趁勢催促道：

「趕快決定，如果你不聽我勸告，我便把你交給警

察。這對於你沒有好處。你不知道自殺在香港是犯法的

麼？你打你的算罷，我不管。」

女人向電筒的光那邊望，來的果然是警察。她有些

惶惑，立即站立起來。

「還是走罷！如果你不介意，不妨裝出情人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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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得給他查問的麻煩。」

女人沒有了主意，挾住手袋把身子挨住高懷。警察

已來到跟前了。她不能不同高懷一齊走了。

穿過草坪，走到柏油路邊的時候，高懷才開口問她：

「你的家在哪裏？我送你回去。」

「我沒有家。」

「怎麼？你沒有家？」高懷楞住了，「那麼，你從哪

裏出來的？」

「從一個出來了就不能夠再回去的地方。」

話說得奇特！高懷不由得停下步來。困難的是她不肯

道出自己的事，他沒法了解她這句話的內容，只好問她：

「那麼，你此刻打算到哪裏去呢？」

女人搖搖頭：「我不知道，是你叫我走的。」

這可把高懷窘住了。滿以為說動了她離開海邊，他

的義務便算完結，誰知竟然是問題的開始。而她卻表示過

沒有去處的。高懷思索了一下，忽然有了一個主意：

「你出來了，有人會找尋你嗎？」

「鬼才會找尋我呢！」

「沒有親戚嗎？」

「沒有。」

「朋友呢？」

「也沒有。」

高懷的主意於是決定了：「那麼，你跟我走好了。」

「跟你走？」女人閃開身子，問道：「到哪裏去？」

高懷恐怕她懷疑他的用心，加重了語氣說：「如果你

信任我，你便跟我回我的住處去。」

可是女人站住不動，遲疑着：「方便嗎？」

這一問喚起高懷一個醒覺：沒有解決的屋租問題，

雌老虎的一副可怕的面孔，明天的難關。⋯⋯他的心不期

然沉了一下。但是仍舊硬着頭皮應道：

「不要緊，住一晚再說。走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