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人劇場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本土文學作品改
編，這次亦非初次與本地作家韓麗珠合作。《十
年。寒。笑》嘗試把韓麗珠的三部短篇小說轉化成
劇作，而新作《縫身》則改編自韓的同名長篇小
說，二○一四年五月九日到十一日假上環文娛中心
劇院演出。

要成功把小說跳躍的時空，豐富的意象以及複雜
的人物心理梳理清楚，並以劇場的形式呈現絕非易
事。浪人劇場在時空處理、意象以及人物關係的描
繪上花了不少心思。然而，將文字轉化為劇場的嘗
試仍有未盡完善之處。

重整時間與空間
浪人劇場以線性敍事交代故事脈絡，一改小說隨

思緒跳躍的敍事方式，嘗試使觀眾易於理解故事的
發展。小說《縫身》以非線性方式敍事，在故事開
首女主角已接受成為連體人的縫身手術，其後憶述
手術前的心理和生活狀態。女主角的思緒在過去與
現在之間來回穿插，只有把跳躍的時間點拼湊在一
起，才能呈現故事的全貌。劇場的演出受制於時
間，需於限定的時間內把故事完整交代，若按小說
的敍事方式照樣搬演，恐怕難以在兩小時內完成。
浪人劇場改以線性方式敍事是明智的選擇，以事情
發生的先後順序而非思緒的流動切割時空，能使原
本分散的細節以及不斷轉換的空間變得集中。更重
要的是改編劇作需要照顧未曾閱讀過原著的觀眾，
當敍事線索按時間順序發展，對小說全然陌生的觀
眾能更易理解劇情，而讀過小說的觀眾也能把注意
力集中在演員的演技以及劇場的意象之上。

劇作除了把零碎的情節集中處理外，更嘗試將故
事的場景簡化，但場景的處理在傳意上並未能達到
直接有力的效果，反而成了解讀故事的障礙。舞台
左面為一個小坡道，右面為一張牀，中間被兩堵牆
所佔據。整個場景沒有明確的地理特徵，而是偏向
抽象，隨角色的活動和對話，空間不斷被重新定
義。當主角的同房微站在坡道上，與躺在牀上的主
角對話時，坡道至牀之間的空間為宿舍。微對主角
表示明白主角失眠的痛苦，並為其預約了治療師。

突然之間，主角躺着的牀已非指涉宿舍的睡牀，而
是睡眠治療師辦公室的牀。場景在人物對話中不斷
更新，其更新頻率在劇作中期尤為頻密。對未曾閱
讀過小說的觀眾而言，空間意義的變動容易分散其
注意力。觀眾一方面需要留意劇情發展，另一方面
又得適應抽象且不斷變化的舞台空間。即使敍事方
式變得較易理解，但空間被對話不斷切割、定義，
對觀眾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失溫的意象與人際關係
將小說中意涵豐富的意象以劇場元素呈現，實為

一大難題，而浪人劇場未能完全克服。繩的意象在
小說中佔重要地位，其把兩個獨立的身體連結。女
主角與他人的連繫依靠繩，繩為其與他人情感交流
以及身體接觸的樞紐。浪人劇場在處理女主角與母
親的關係中，嘗試以劇場元素豐富繩的含意。主角
的母親為裁縫，負責縫製連體人的衣服。在試衣一
幕中，主角應母親要求把身體套入布製的紙樣中，
紙樣上印有紅色虛線。虛線把女主角完整的身體分
割，暗示其即使進行縫身手術，穿上連體人的衣
服，也不能脫離破碎的心理狀態。而母親與其穿上
同一件衣服時，表面上二人身體緊密相連，但女主
角與母親都否定對方的想法。紅色虛線並不能將二
人連接，反而突顯出溝通的斷裂。然而，在處理女
主角與教授、白的關係時，浪人劇場的手法便略顯

蒼白。女主角曾在開展研究前，與教授以繩相連，
感受與他人短暫連體的感覺。其又以繩子量度研究
對象白的身體。繩子使原本斷裂的個體得以相連，
而在相連之間，引發雙方的內心交流。浪人劇場刪
去了量度白身體的情節，又只以女主角讀白的方式
交代其與教授以繩相連一事。劇場原可將抽象的意
象具體化，若只截取小說的描述作讀白，不但未能
發揮劇場視覺元素之長，更切斷了人物情感以及肢
體交流的機會。

浪人劇場在處理角色的互動上，除了可以進一步
以劇場元素豐富小說的意象外，也可以加強角色間
的情感交流。董啟章指韓氏小說人物的生存狀態為
破碎、缺陷或空洞，浪人劇場在處理角色的情感及
其生存狀態上過於側重在破碎、孤立的一面。劇中
大部分角色的讀白自始至終都為平調，近乎沒有情
感起伏。而人物間也極少眼神以及肢體接觸，女主
角與母親對話時大多背向其，又或故意與其眼神錯
開。即使與伴侶樂進行了連身手術，女主角與其也
極少肢體接觸。眼神和肢體接觸為角色間情感交流
的重要方式，去除二者時，角色彷彿完全從家庭、
友情、婚姻關係中割裂開來。而欠缺情感交流，角
色間保持着隔離的狀態，難以令觀眾投入情感。小
說中的人物雖有破碎、孤立的一面，但並非全然沒
有情感交流。在小說中，女主角與他人接觸時，會
細察對方的神色。而每一次眼神和肢體的接觸都會
引起心理變化，從而作出不同的反應和行動。當人
物的情感交流不多，角色的行為動機便顯得不明
確，如女主角與樂的情感以及肢體交流不多，其為
何選擇與之連身，同時又在轉眼間決定與之分割。
觀眾從演員冷靜的面容、毫無交流的眼神和肢體動
作中難以推測以及代入角色心境。

浪人劇場嘗試將本土文學創作轉化為劇作，其努
力值得肯定。改編韓麗珠的作品確實不易，小說內
部奇特的意象、有異於現實的邏輯關係都構成一定
的難度。期待今後劇團能創作更多出色的作品，為
觀眾展現一個新的角度，重新閱讀本土文學作品。

（作者是香港藝評人。）

「嗒。」寂靜的夜裏，傳來隔壁關燈的聲音。
「爸媽睡了。」我輕輕的拉開被單，用手按着牀板翻身跳下

牀。一定要把牀板按得死死的，要不然它就會 「吱」一聲叫出
來。夜裏的地磚倒是挺涼的，但我沒有穿上人字拖。因為穿了拖
鞋，走得快一點或只是稍稍一跳都會 「躂躂」作響、打草驚蛇；
再說，我總覺赤足踩在地板上，能感受周圍的氣息，我的心才更
踏實。

拉開了房門，我瞇起雙眼，借窗外街燈的光瞄着廁所的門。祖
母上廁所時不喜歡開燈，也不喜歡關門。要是門開了，就要耐心
地等她回房。 「很好，她不在。」我躡着手腳，一口氣急步走過
廁所，拐個彎避開了飯桌，鑽進了廚房，看着我的目標。

那是我家裏的雪櫃：綠色的，四四方方；已經很舊了，一隻角
的油漆都掉了，露出裏面的鐵鏽。它比我還高，我伸長了手才勉
強碰到冰格的門柄。

但我只要打開下格就夠了。拉開櫃門，一陣腐臭餿味撲面而
來，那是昨晚的酸菜，我不管；放眼都是死雞死魚，我不管；還

有櫃門邊被幽幽的黃光照得格外陰沉、啡啡灰灰的雪霜，我也不
管。那些都不應是我管的。我只看着那幾罐紅色的罐子。

每次媽媽買了汽水回來，不到兩天都給姐姐喝掉，我卻一罐都
沒有。我每次只好在夜裏偷偷把一罐藏到雪櫃的深處，好讓她找
不到。看着罐子淹沒在一包兩包塑膠袋後，我滿意地笑了，然後
再次輕手輕腳地潛返房間。

我躺在牀上，回想自己的身手而得意洋洋。 「卡！」我跳起來
了，顧不了牀板尖叫一聲。那是廚房的開門聲，絕對錯不了。腳
板又踩在地板上。我悄悄溜到廚房，不敢作聲，望向雪櫃，卻被
那淡淡的黃光照着的影子嚇呆了。哥哥正拿着白雲鳳爪，用力地
吸啜着。雞爪蒼白的腳趾在他口中掙扎，顯得多麼無力，最後只
餘一堆白骨。這時哥哥的臉分外猙獰。

我又回到牀上，心裏無端有點不安。 「我的汽水沒事。」我安
慰自己。 「這是他的雞爪。」我的話多了點底氣。 「明天別向哥
哥問起，他會不高興的。」想通了，慢慢也就睡着了。

我們都有東西藏在雪櫃。

幾個月前，專程飛去台北，觀賞賴聲川導演的八小時舞台劇
《如夢之夢》，之後大夥兒到 「橘色」吃火鍋宵夜，剛進門，
有一位男士上前問我，林命羣先生可不可以進來打個招呼？小
林是相識多年的故友，二三十年沒見了，他是中泰賓館創辦人
林國長先生的長孫。我下車到達時，他正要上車離去，所以禮
貌的請司機先來問話。

中泰賓館重新建設，引進國際名牌文華酒店。這次和小林偶
遇，他請我擔任台北文華東方酒店開幕剪綵嘉賓。憶起那些年
我在中泰賓館的日子，為朋友、為緬懷過去、為見證國際名牌
酒店在台灣的發展，我和郝市長、林命羣大剪一揮，除舊布
新。

高中時期，時髦的同學張俐仁就帶我到中泰賓館游泳和吃蒙
古烤肉。記得賓館大廳的正中央掛着一幅男士照片，耳垂又大
又長，我們時常佇足欣賞，讚歎這麼大耳垂的人命一定好，那
是賓館的創辦人。中泰的泳池是當時台灣最高級的公眾游泳
池，許多帥哥、美女、明星、名人都會聚集在池裏、池邊或草
地上享受夏日的風情，我曾經在這兒和同學、朋友共度了不少

快樂時光。許多年後，自以為泳術高超，有一次遇到當時的立
法委員趙少康，自告奮勇要跟他比賽游泳，第一趟比賽自由
式，我一口氣沒有呼吸游到終點，贏了他一大截，很高興。第
二趟蛙式競賽，我又憋一口氣游，以為肯定贏了，沒想到輸
了，池邊做裁判的教練指導我蛙式不能憋氣，一定要換氣才會
快，我從此蛙式不憋氣。後來林命羣在賓館開了一間 Disco
「Kiss」，簡直盛況空前，人潮洶湧，那是夜間潮人醉舞狂歡

的好去處。有一晚我和朋友四人擠進舞池跳舞，跳到一半發覺
周圍的人都不跳了，一圈圈圍着我們看，舞池強光配合快節奏
的音樂一亮一暗一亮一暗的，周圍一張張臉也一明一暗一明一
暗，彷彿電影的無數停格鏡頭，我們被淹沒在人潮裏，感覺十
分蒙太奇。一直以為台灣那段昏天黑地的軋戲日子，好像沒過
什麼日常生活，這會兒全記起來了。

車停在台北文華東方酒店，下了車，抬頭一望，彷彿到了歐
洲，那是法式雄偉的建築。小林帶我們參觀客房、餐廳、泳
池、SPA，觸目所及的地方都有品味、都是藝術，偶爾看到牆
上的書架擺着一排排的書，更增添了書卷氣。這裏的裝修是我

最喜歡的歐美二十年代和現代的結合。驚奇的發現房間裏的窗
簾，往外一拉它就自動打開，往裏一合就自動關上。光着腳走
進浴室，腳踩的大理石地上竟是溫熱溫熱的。住過不知多少五
星級七星級酒店，從來沒住過窗簾是這樣開，浴室的地下有熱
管的。洗完澡穿上睡衣就捲進雪白膨膨的枕頭和被子裏，經常
失眠的我，埋在裏面竟然一覺到天亮。因為睡得早起得也早，
凌晨六點躺在牀上居然聽到自己撲通、撲通的心跳聲，原來這
裏的房間如此安靜。

林命羣花了七年時間，付出不少心血，打造了這座世界級的
酒店，他體貼的為顧客設想周到，整體空間豪華之餘，仍不失
典雅的氣質，實在令我驚艷。

我一向以為把一座酒店做得像一件藝術品，就真的需要鈔票
以外的東西了，小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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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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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點評

有 「荒誕現實主義大師」之稱的中國作
家閻連科，獲得捷克第十四屆 「卡夫卡文
學獎」。由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組成的評
審團在五月二十二日公布消息，指閻連科
得獎的主要理據是他以中國一九六○年代
為背景，創作出 「極具現實諷刺性的小
說」。閻連科亦成為首位獲得卡夫卡獎的
中國作家，亦是繼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二○
○六年獲獎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作
家。

每年一度的卡夫卡文學獎為了紀念捷克
猶太裔作家法蘭茲．卡夫卡，在二○○一
年設立，被視為具全球重要性的文學獎
項，並有 「諾獎風向標」之稱。獎項主要
頒予作品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家，並要
求得獎者至少有一部作品被翻譯為捷克
語。閻連科的代表作有《受活》、《丁莊
夢》、《日光流年》、《風雅頌》、《四
書》等，作品被翻譯為多國語言，其中描
寫中國 「大躍進」荒唐社會情況的作品
《四書》曾翻譯為捷克語。

卡夫卡文學獎將於今年十月在捷克首都
布拉格頒發，閻連科表示能獲獎 「很意
外」，但也沒有特別的感想，今後將如常
創作。他並表示將前往領獎，獎品為一萬
美元獎金和一座卡夫卡小型銅像。

▲舞台劇《縫身》劇照 〔浪人劇場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