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小小說
2013 年，我與結婚 10 年的丈夫離婚
，由親戚做主，移民到香港。
說是移民，其實就是為了打黑工，
貪點香港人工資高的好處而已。要不是
被我癩皮狗似的前夫逼得沒法，我是絕
不會想到香港生活的。畢竟，移居香港
的代價可比到北上廣深高多了。
離婚之前，我一個人扛著一個家。
前夫吃我做的飯，穿我買的衣服，連他
在外邊和人賭輸了，都是我給他還債。
離婚以後，我帶著兩個女兒回娘家
。做飯、洗衣他還能自己湊合，但賭債
就沒人還了，債主可不會讓他好過，沒
幾天他就跑到我家，先是給我磕頭認錯
，說是以後再不打老婆孩子、再不喝酒
賭錢了，求我跟他重婚。見我抵死不肯
，他就當著我父母女兒的面對我拳打腳
踢，連我媽都挨了兩拳。
要不是我三個堂弟正好經過，父母
死死拉著堂弟們要他們給我出頭，說不
定走投無路的前夫真會把我活活打死。
明明已被打跑了，但前夫還是不死
心，托親戚撂狠話：“從今以後，你到
哪裡，我就到哪裡，債主自然也跟到哪
裡。”他還說，既然我不顧夫妻情面，
非要害死他，他就要讓我找不到工作，
也沒人敢娶。
這麼多年來，我算是受夠他了。只
要他去不了哪裡，哪裡就是我的選擇。
所以，香港才會成為我的目的地。
我與前夫都是海南人，那時候海南
還不能到香港自由行，要去只能辦團簽
。前夫是身上有兩個錢就賭光的人，自
然不會有錢辦團簽，他連到香港的路費
都湊不全。
而且，親戚跟我說，香港人均工資
高，隨便一個洗碗工，月薪都能過萬，
我只要辛苦幾年，就能攢夠孩子讀大學
的學費。要是我肯再吃點苦，說不定過
幾年就能給父母蓋一座新房子，體體面
面地在鄉下養老。
這幾年，因為我不成器的前夫，父
母在村裡沒少受白眼，女兒也沒少受人
家欺負，我實在不願意繼續委屈他們了
。眼看著親戚從香港回來探親，穿著新
簇簇的衣服，大包小包的禮物分給親朋
好友，我也心生羡慕。
想起小時候天線勾來的 TVB 信號，
想起小螢幕裡五光十色的香港，我也沒
怎麼多想，就答應了親戚，親戚拍著胸
口說沒問題，叫我把證件給他就行。
而我到香港的第一站，就是美麗都
大廈。
美麗都大廈在尖沙咀，就在重慶大
廈旁邊，之前因為賣小熊餅乾出了名。
雖然說是大廈，但裡面餐館、商店
、賓館、超市樣樣齊全，就是一個獨立
王國。幫我辦移民的親戚在大廈裡開了
一家廉價的小賓館，這幾年開放了自由
行，給他帶來了很多大陸客的生意。
之前幫他打雜的女工也是親戚，但
她已在香港住滿 7 年，拿到了永久身份
證，自然不願意再做他的廉價勞動力。
除了靠體力吃飯的新移民，誰還會乖乖
地拿著低於市價的工資，在這裡做牛做
馬呢？親戚這才打上我的主意。
這些事情，當時我都不知道，以為
看著老母親的份上，親戚總不會騙我。
結果，我剛到美麗都，親戚就變了嘴臉
，跟我說，他幫我辦移民花了 30 萬，利
息可以不收，但本金一定要還上。
我哪裡拿得出 30 萬呢。
跟前夫離婚，我幾乎是淨身出戶
——當時想，只要能離婚就行了。陪嫁
的一對金耳環和一隻金戒指都拿出來幫
他抵了賭債，要不然他壓根就不會跟我
到民政局辦離婚。等到來香港的時候，
我身上只剩下 300 塊皺巴巴的人民幣，
藏在胸罩的夾層裡，這還是我媽攢了好
久才攢出來的救命錢，讓我留著在香港
傍身的。
但是，區區 300 塊在香港能管什麼
用呢？
而我也根本不知道親戚實際上花了
多少錢，但他說的數字我必須要還。
他知道我住哪，也知道我的父母孩
子是誰。就算我跑了，家裡人卻是跑不
掉的。萬一連累了他們，那我千辛萬苦
到香港又有什麼意義？
明知道我拿不出 30 萬，將我劈頭蓋
臉數落一通以後，親戚便不再管我了。
我只能厚著臉皮，問他借了 50 港幣，開
始自己找起工作來。
3 天裡，我跑遍了深水埗、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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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打黑工

荃灣、九龍，為的只是找一份能養活自
己的工作，有一個狗窩能落腳。人生地
不熟，還不會粵語，為了省錢多熬幾天
，我連小巴都不捨得坐，全靠兩隻腳走
。走完這 3 天，腳上滿滿的都是血泡。
可除了絕望，我別無所獲。
香港的人工高是不假，一個洗碗工
的起薪都有 13000 塊。但香港的物價更
高，一碗雲吞面 27 塊，一瓶水 6 塊，租
一間腳都伸不直的“棺材房”要 3500 塊
。再算上交通費，辛苦一個月，也就勉
強活著。
我來香港之前，完全沒想過會背上
30 萬的外債——我是要給兩個女兒攢學
費的。雖然她們的爸爸嫌她們是賠錢貨
，沒事就打她們出氣，但她們都是我的
小棉襖——每次前夫要打我，她們就沖
過來，抱著我、保護我。有好多個晚上
，我覺得這日子沒法過下去、只想喝農
藥的時候，就去看看兩個孩子的臉。
我當年是糊糊塗塗地結了婚生了子
，但兩個女兒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她們
聰明、好看，不該像我一樣，過著顛沛
流離、寄人籬下的生活。
到了香港的第 4 天，我問親戚借的
50 港幣就剩兩個鋼鏰了，而我也沒了力
氣，只能坐在美麗都大廈的樓梯邊咬麵
包。那個麵包還是我來香港的第 2 天買
的，吃了 3 天，早就發硬了，但我連大
口咬都不捨得。
我一邊咬麵包，一邊流眼淚，覺得
自己這回算是完了，只想跳樓死了算了
。但我怕 30 萬的外債連累家人，孩子還
沒了媽。想來想去，還是沒什麼好辦法
，只能哭著去求親戚，求他給我一份工
作。
後來我才明白，親戚就是在等我求
他，但他當時卻露出一副很嫌棄的樣子
。他先沒說讓不讓我留下做事，開口就
數落了我一頓：拿著單程證、欠他 30 萬
、不會講粵語，也不會講英文。最後他
蓋棺定論，說我在香港連做“雞”都賣
不出價錢。
我一個人撐起一個家這麼多年，本
也不是好欺負的。但我當時根本沒顧得
上生氣，聽他這麼說，反倒就覺得他說
得對，整個人都在發抖，就怕他不收留
我，後來乾脆跪下來求他。可好說歹說
，親戚還是一直擺譜不肯鬆口。我真的
急了，顧不得身後人來人往，哭著沖親
戚喊：“你要是不讓我在這裡做事，我
現在就跳樓。我死了，那 30 萬你一分錢
都拿不到！”
親戚這才在眾目睽睽之下答應了我
。
然寄人籬下，那我就是砧板上的魚
肉，親戚說什麼就是什麼。
親 戚 給 我 開 的 工 資 很 低 ，一 個 月
6000 港幣，還要扣掉 3000 塊來還債。我
跟親戚抱怨，這個錢實在太少了，餐館
的服務員時薪還有 50 塊。但親戚說，像
我這樣沒有根基的新移民，根本沒人會
要，遇上員警盤問就更麻煩了。我心裡
害怕，就沒再說了。
跟著親戚唯一的好處，就是親戚能
包我吃住。扣了“還債”的錢以後，剩
下的工資我能自己揣在手裡攢起來。
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說包住，其他
要求就不能太高了。我也是慢慢地才瞭
解，香港人其實活得並不容易，遠沒有
電視裡那麼光鮮。有些人連樓梯的角落
都願意租，甚至在廁所上邊搭塊木板也
能做床位，一個月還要幾千塊。
親戚雖然是開小旅館的，但經濟也
不寬裕。收拾齊整的房間是用來賺錢的
，給我住的地方在過道的窗臺邊，用木
板分成的小隔間，寬不到一米五，長也
不到一米五，在一塊大木板上裝個滑輪
，就當門來用，再用一塊大木板卡住小
隔間，就是睡覺的床了。
床鋪倒是現成的，但不是客人用的

白床單，而是先前女工睡過的舊褥子。
但我不介意，只要是不用花錢買的，就
是最好的了。只是小隔間實在小，拉上
門以後黑漆漆的，跟睡在棺材裡差不多
。我一個一米五的矮子，晚上睡覺也只
能蜷著腿。稍不注意，想伸展一下身體
舒服一點，腳後跟就會撞得木門砰砰響
，嚇自己一跳。
能有一個住的地方，我就沒什麼好
抱怨的了，只是門上沒鎖。先前的鎖是
之前的女工買的，她走了，自然把鎖也
帶走了，我只能到隔壁重慶大廈再買一
把。重慶大廈出了名的印巴裔多，男人
都長得五大三粗的，身上有一股奇怪的
氣味，盯著來往的女性打量。每次經過
我都害怕。
但也沒辦法，那裡的鎖幾乎是附近
最便宜的了。我也不懂得怎麼在香港的
銀行辦存摺，全副身家就放在小隔間裡
。雖然過道都裝了攝像頭，但我還是怕
。哪怕只是一個一砸就開的鎖，也能給
我莫大的安全感。
第一次去重慶大廈，我是跑著進去
、跑著出來的。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裡面
過了大半輩子，出來的時候手心冒汗，
但實際上只花了 10 分鐘。
至於吃的，親戚倒沒虧待我，有菜
有肉很豐盛，我在家裡都沒吃得那麼好
。美麗都大廈是這一片的物價窪地，除
了莎莎這樣的大商鋪以外，還隱藏著很
多住戶們開的小飯鋪小超市，有些小飯
鋪比自己買菜做飯還合算。
親戚平時就不自己做飯，都是叫樓
下小飯鋪送一個葷菜、一個素菜上來，
一天就算完事了。逢年過節會點一碟燒
肉，但平時大多吃的是便宜的馬鮫魚。
雖然是老闆，但親戚的日子也過得
緊巴巴的，老婆常年身體不好，醫藥費
就要花不少，孩子學費也不低，所以他
對錢很計較。我也不覺得這算什麼事，
能不花錢吃飯就已經很好了。小飯鋪的
老闆和親戚認識十幾年，老闆兒子上來
送飯的時候，總會免費捎上白飯和生滾
湯。小夥子愛笑，人也很好，每次都會
多帶一些，剩下的我做成湯泡飯當宵夜
。
也正是因此，我才能在香港留得住
。
小賓館雖“小”，但也有 30 多個房
間，我一個人要幹完所有的活。打掃房
間、洗床單被套、辦入住退房收錢，都
是我。我就像千手觀音，萬事萬應。剛
開始的時候難免焦頭爛額，常被親戚罵
“弱智”。
還好，小賓館裡事雖然多，但不複
雜，不過一個星期，也就都上手了。
每天早上，最晚 7 點我就得爬起來
。整個早晨就像打仗：洗衣機開動後，
先去把之前晾著的床單被套收進來，一
張一張疊好，塞到櫃子裡；再把洗好的
床單被套拿出來，甩幹水、晾好。一邊
在洗衣房做事，一邊留意有沒有住客出
來。
忙到 9 點，運氣好的話，我就能熱
點湯泡飯墊墊肚子。很快就會有早起的
客人出來退房，我得在大批客人出來退
房之前把其他事情料理好，然後一心一
意給客人算房費、收錢收鑰匙。
入住、退房，都是錢，所以是小賓
館裡頂重要的事。我心裡得有數，記住
所有客人大概的資訊，然後找到入住記
錄，收足客人的錢，再把鑰匙收回來。
要是收不足錢，或者丟了鑰匙，我這一
天就算白乾了。
有時候客人雖退了房，但還要出去
繼續逛街，拖著行李不方便，親戚就讓
他們把行李寄存在過道上。我還得留心
看著，要是有個萬一，鬧到員警上門，
就不好辦了。
怕員警，倒不是因為自己的粵語不
靈光，現在的香港員警大多會講普通話

，只是我心虛罷了。畢竟，我拿的是單
程證——按照親戚的說法，運氣好的話
，可能問幾句就了事；運氣不好的話，
說不定就留不住了。
在美麗都過日子，有點像華人在唐
人街，不會講粵語不算事。親戚在香港
幾十年了，粵語還是不鹹不淡，一樣能
開賓館做老闆。
不敢住重慶大廈的大陸客都往美麗
都跑，我那口不鹹不淡的普通話正好能
滿足他們的需要。在大多數的無聊時刻
，他們會倚在房門跟我閒聊兩句。
“你怎麼就來香港打工了呢？”他
們通常會這樣問。
“親戚介紹來的。”我通常這樣回
答。
一般情況下，對話到這裡就結束了
。他們來香港不是為了住這種又小又破
的賓館，他們住這種又小又破的賓館也
不是為了和我聊天，只是嘴巴癢了想找
人說話而已。至於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無關緊要的。
辦退房和入住的人，每天都不少。
畢竟在尖沙咀這樣的繁華地段，一晚的
住宿費只要 200 港幣，除了重慶大廈，
哪裡都不會比這裡更便宜。我一天下來
也總是忙的，唯有中午 1 點到 2 點，是
我最喜歡的時段——要退房的都已經走
了，要入住的還沒來，帳面和床單被套
都弄好了，這是完全屬於我的時間——
只要不離開小賓館，我做什麼都行。
至於招妓，那就更不費錢了。不管
是美麗都還是重慶大廈，有的是人等著
開張做生意，嫖資一般都不貴。我聽住
客抽煙聊天的時候提起過，一般五六十
港幣就能找到不錯的。要是他們不挑，
一碟咖喱飯也有人願意。
很快我就和這些長租客熟絡起來，
他們都是老一代香港人，享受過經濟騰
飛的好處，現在老了不走運，卻還想保
留一點英國人的紳士派頭，裝出點倨傲
來維持自己的體面。
但他們對我還算客氣，見面都會跟
我打招呼，買了新鮮的小點心，也會主
動叫我去吃。逢年過節見到我，多少都
會給我一封利是（紅包）。錢不多，一
張 10 塊港幣而已，他們香港人很在意
“意頭”。
其中有一位，對我尤為殷勤。不僅
時常堆著笑臉跟我打招呼、請我吃點心
，還給我整百的利是。有一次我跟他開
玩笑，說他一個男人的手比我的還好。
他當時笑笑沒說話，過後就在樓下的莎
莎給我買了護手霜和指甲油。
要說我的心裡不感動，那肯定是假
的。我在這裡幫工了這麼些年，親戚何
曾給我買過什麼？我覺得過意不去，對
他就比對別人周到些。
他明明是一個單身漢，換洗的衣服
卻不少，每件襯衣都要燙過才掛起來。
一個大男人，頂著將軍肚，縮在小洗手
池邊洗衣服，看著很可憐。衣服洗好了
又沒有陽臺晾，掛得滿屋子都是。後來
，我就幫他拿去洗衣機裡洗，晾乾疊好
後，才還給他。
一拿一送，一來一往，我們就更熟
絡了，有時候他會走出來，倚著門跟我
開玩笑，笑著笑著就越靠越近。有熟客
看見的次數多了，就拿我跟他起哄，叫
我們在一起算了，彼此也算有個伴。
我只當他們是玩笑，不敢多想。
他是本地人，50 歲出頭，是個“不
婚主義者”。年輕的時候，手裡有幾個
錢，又會討女人喜歡，女朋友換得比衣
服還勤，7 個孩子 6 個媽。現在年紀大了
，頭頂禿了，肚子鼓了，更重要的是沒
錢了，自然就沒有女人了。
他這麼說的時候，就一直盯著我笑
，然後親密地拍拍我的大腿，跟我說：
“年輕的時候，我不懂事，有錢都拿去
玩了，現在孩子都不理我。現在我想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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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了，要是有合適的，就想認認真真地
談，要結婚也可以。”
我一個離過婚生過孩子的女人，還
有什麼好怕的，關鍵是我也怕出醜——
女人總比男人易動情，男人可以逢場作
戲，女人卻渴望天長地久，而服務員和
租客也難長久。
我年紀大了，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沒男人也總比丟臉丟錢強。男人給我的
只是零花錢，我卻是要養家糊口的。萬
一真跟哪個租客好上了，我怎麼好意思
真追在他屁股後頭，找他要房租？
要說催收房租，真是小賓館一等一
的大事。每到催房租的時候，租客們的
矜持、禮貌就全都不見了，好像看不見
我一樣，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咯咯
”的皮鞋聲都輕了好多。
都是熟客，我也不能追得太緊，要
不然傷了和氣，以後就沒法再占他們什
麼便宜了。明明月初就該交上個月的房
租，我一般月中才問他們要。但他們還
是推搪——欠一個月是欠，欠兩個月也
是欠，欠得越多越佔便宜。
一開始他們還會解釋一下自己的苦
衷，不是說生意難做，就是說小孩子多
、前妻掏光了家底。再到後來，他們就
懶得解釋了，再問也只是笑，像是在看
我一個女人能把他們怎麼樣？我能怎麼
辦？我也是要生活的。他們不出門，我
就拍他們的房門，當面催他們要；他們
出門了，我就在小賓館的門口堵著，問
他們要。
還好，這群人也還是要臉面的。堵
過以後，多少都會拿出一點錢。畢竟香
港居大不易，要活著就得學會給別人一
條生路。
就這樣，我在美麗都生活了 4 年。
這 4 年裡，我的生活無風無浪，更
多的是日復一日的無聊。這裡沒有電影
演的那麼恐怖，沒有當街的槍戰，也沒
見過什麼黑社會。雖然偶爾會遇到一些
小混混，但更多時候都是努力謀生活的
老實人。
比如樓下小飯鋪的老闆，說是老闆
，其實也和打工仔一樣，大熱天不捨得
開空調，汗水淋漓地在爐邊炒菜，還經
常把做作業的小兒子叫去送外賣。對面
小旅館的老闆，捨不得請人做事，七十
多歲的人了，一頭白髮都不捨得買染髮
劑染，頂著大肚腩在旅館裡進進出出，
為了能多一間房收租，在客廳的沙發上
睡了幾十年。
最起碼在美麗都，我沒見過一個人
是活得容易的。以前我覺得香港人的臉
色難看，現在我也成了臉色難看的“香
港人”。這裡的生活太累了，但沒辦法
回頭。
我在香港幾年，認識的人不少，但
沒一個朋友。熟悉的人都是老鄉，但我
和她們的交流僅限於倚著門聊天，因為
我想知道哪裡的人工高，搞清楚後我就
繼續回去做事了。她們約我去公園玩，
我也從來沒去過。
那些休息日就喜歡在大街上坐著聊
天的菲傭，哪怕能說再流利的粵語，我
也跟她們聊不來。流落到香港的親戚也
有不少，但我都不願意去見，因為我不
願意花錢，而拉關係總是要花錢的。對
我來說，最大的消遣就是一個月休息一
天的時候，走兩個路口到海港城逛逛，
運氣好還會撞到哪個小明星在登臺走秀
。
從海港城回來，我喜歡到重慶大廈
的“大家樂”坐一會，點一份最便宜的
套餐，用 4 包白糖配一杯燙嘴的絲襪奶
茶，這個月就算過去了。
一個月慶祝一次發工資，日子就不
會那麼難熬了。
生活雖然一成不變，但我的收入還
是比 4 年前多了一些。親戚還想用 3000
塊留住我，我告訴他，他真是想得美。
我在香港雖然沒有立足之地，但在美麗
都，我總能找到一份新工作。要不是看
在親戚一場的份上，我早就跑了。
所以，親戚給我加薪了，現在一個
月到手能有 4000 港幣。只是這些錢不屬
於我，我得留著給小孩做學費，等著拿
香港的永久身份證。以後她們要是想來
香港，我就留在香港，多攢些錢也得把
她們弄過來；如果她們不來，那我攢夠
養老的錢就該回去了。
香港雖好，卻不是久居之地。我在
香港所有的，不過是美麗都的日日夜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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