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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記憶層面：日常生活的實踐 

 

第一節  拾撿老上海的文化記憶 

 

    倘若《霍桑探案》曾纖毫畢現地暴露文化記憶危機的症候群，那麼，反過來

說，小說亦強化了一天也不能少的日常生活實踐的綿延力量──弄口街巷裡滾沸

的老虎灶，聚攏著四面八方提熟水、喝老虎湯的人，由這個老虎灶騰挪出的一個

鍋儲百沸的爐灶生活，成了《霍桑探案》裡收納市民日常生活韻味和習慣的一個

儲存器；街頭的小食挑子，他們以其特有的方式走街竄巷，勁頭十足地做著生意，

詩一般、帶著濃濃口語的吆喝聲，在弄堂悠悠遠遠地從這頭飄到那頭，已成了《霍

桑探案》裡民初上海弄堂背景音樂的象徵。茶館提供了一個擺脫窄小住所而度過

閒暇時光的空間甬道，此起彼伏地流動著堂倌的招呼和服務，茶客回應的聲音和

姿勢，但原本形構出的空間氣氛，在各式賣藝、推銷和閒雜人等的加入後，更加

添了茶館的異質聲音。 

從《霍桑探案》出現大量以日常生活實踐文化記憶之主題，我們可見偵探具

體展現了以行為踐行與人性訴求的日常實踐歷程。無論是行動或言談，《霍桑探

案》的敘事結構則指向一種以滌蕩為訴求、以診治為審美情感的張力，因而改異

並變轉了二元價值對立的內涵。霍桑和包朗的日常生活實踐，讓來自民間的生命

力和活力迸發出來，並成為都市文化精神可持續的力量。 

 

一、走巷穿弄的吆喝生活：小食挑子 

     民初上海街頭沿街吆喝叫賣的「小食挑子」，是《霍桑探案》勾勒弄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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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缺少的一部分。這些小食挑子往往穿梭於上海「里弄街頭」1上，構成一個

露天職業的景觀。從〈怪電話〉裡提到浙江路正豐街口的「賣水果的小販」2，

到〈活屍〉裡的「一副賣綠豆湯的擔子」3，〈第二彈〉裡霍桑和包朗向大北路口

鴻安裏四弄整排單幢的舊式石庫門走去，到第五個房子的後門口，向左右望見的

「一個賣紅心山薯的小販」4，以及〈血手印〉裡在妙法路鴻升客棧裡吆喝賣貨

的小食挑子，他「白晝往各馬路去叫賣，必須上燈時才回棧房。」5凡此總總，

連綴鏈結起一幅走巷穿弄的小食挑子圖景。 

    大體說來，小食挑子烹煮的小吃，已成為上海文化記憶的表徵，且市民與之

建立一種相互需求的關係網絡。小食挑主一肩挑起「廚房」，內部固定的資產就

是一根擔子和兩個專用支撐的盆架。盆架上所挑的食物，往往出自挑主道地的手

藝，更有一番風土民情的風味。在普羅╱無產階級的餐館，或里弄大餅店雖也出

售小食；但最為大眾化和別出心裁的小食，恐怕還得到街頭挑擔的小食挑子那兒

去買。此外，小食挑主雖然不斷流動，但他們卻相對地固定在弄堂的某個角落或

沿街的某個路口，小食挑子準時在弄堂裡出現，已成為可被市民預期的生活一部

分；作為忠實顧客的一分子，在口味上亦建立起偏好特定小食的習慣。因此，在

經常性且定時交易的基礎上，顧客與小食挑子之間可能建立了一種相互需求的關

係網絡。而街景中亦可見市民與小食挑子閒談之景，例如〈霜刃碧血〉裡，包朗

行走在街頭上，偶而和小食挑子閒談。那時天色漸漸地黑下來，計家樓窗上的燈

亦完全亮了，包朗正在街頭執行監視計家的任務： 

                                                 
1 二十世紀三十年代上海街頭各色小食挑子散發的香味，連同悠揚的吆喝聲，充滿了誘惑力。民

初上海街頭賣食物的小攤林林總總，方便了市民生活。參見上海市檔案館編，史梅定主編，《追
憶──近代上海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78-79。及參見上海市歷史博物館編，
鄧明主編，周振德責任編輯，《上海百年掠影 1840s-1940s》（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8），頁 166-169。 

2 〈怪電話‧五、意外舉動〉，《霍桑探案集一》，頁 412。 
3 〈活屍‧一、窗上的彈痕〉，《霍桑探案集二》，頁 168。 
4 〈第二彈‧五、意外舉動〉，《霍桑探案集一》，頁 340。 
5 〈血手印‧五、曙光〉，《霍桑探案集二》，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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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遠遠地站立在人叢中間，有時跟路邊賣水果的小販們搭訕著，有時

在人行道旁緩緩踱步，裝做行路的模樣。6 

賣水果的小販們在居民每天上下班必經之地，略能掌握附近瑣事大要。因而包朗

跟一群路邊賣水果的小販們搭訕閒談，實質的動機就是要藉機刨出一些小道新

聞。 

    此外，小食挑子的吆喝聲標誌著動態弄堂空間裡無可抹滅的文化記憶，《霍

桑探案》裡小食挑子的吆喝聲是霍桑和包朗行走時意外的反饋。走巷穿弄的一路

吆喝，悠揚、拉調的，這是挑著擔子，敲著按在扁擔上的廢鐵，伴奏著的吆喝聲

音，鋪成了民初上海的街頭音樂和藝術表徵。在〈催命符〉裡，即鋪陳一段有關

巷弄吆喝聲音的情節： 

這時候我忽聽得一種尖銳而延長呼「豆腐花」的喊賣聲音，從街面上直

送到我耳朵裡。7 

那一聲高一聲低的吆喝聲，一股腦兒地傳到霍桑和包朗待的弄堂室內，再鑽進耳

裡。霍桑側轉了身子，把頭伸到陽台外去。一會兒，他進來向包朗說話：  

「果真是一個老頭。」  

「那聲音真是無錫口音。」  

霍桑忽舉起一隻手，似禁止我說話的樣子。  

「豆──腐──花──」一陣悠揚而曳長的聲浪從街上傳進來。  

霍桑點點頭道：「這聲調倒有音樂意味。是的──無錫口音！」8 

濃濃無錫口音的吆喝聲，伴隨著一根扁擔，一掛棕繩，吆喝聲迴盪在里弄小巷中。

其聲調和諧複雜形構成優美的音樂，悠揚而曳長的聲浪連波地從街上傳來。霍桑

和包朗遂被這吆喝聲吸引著，走出樂意樓的門口，眼光向南面的小弄口瞧著，一

個頭髮花白的老頭兒，正挑著一副豆腐花擔平穩地出了小弄口。於是，霍桑和包

                                                 
6 〈霜刃碧血‧五、申壯飛的消息〉，《霍桑探案集四》，頁 453。 
7 〈催命符‧九、青鳥使〉，《霍桑探案集四》，頁 61。 
8 同註 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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朗放慢腳步慢慢地跟過去： 

我們已走到小弄口，弄口只有兩個孩子蹲在地上玩玻璃丸，甘家後門口

卻靜寂無人。我們繼續前進，又走過甘家前門的那條花衣弄。我瞧瞧前

面的那副豆腐花擔又在另一條弄回歇住，那有音樂意味的「豆──腐─

─花──」的聲調，又抑揚轉折地乘風吹進我的耳朵。9 

在物理學的分析上，聲音是以「波動的形式」10傳遞，當波長變長而頻率變小，

聲調就降低；反之，波長變短而頻率變大，聲調就逐漸加高。這裡描述弄堂吆喝

聲「豆──腐──花──」的聲調，顯見歷經了一個接收者會因音源不同的振動

頻率與波長，而影響接收聲音高低大小的過程。然而，那吆喝聲之所以帶有「音

樂意味」，乃至「抑揚轉折地乘風吹進」耳朵裡，很可能是因為這個音樂感受和

接收者的感官經驗緊密交纏，甚至因此喚醒接收者「內在的獨特體驗」11，於是

當吆喝聲傳入了耳朵，接收著的心靈也連帶觸動著身體的每一根神經纖維末梢，

得到某種特定的共嗚。 

    經由音樂意味的吆喝聲穿入了最尋常的里弄裡，原本似乎頹敗的老化之地竟

被喚起再生活力之境。〈催命符〉裡，進一步描述藉由吆喝聲音引導腳步移動，

終至拉近彼此距離，產生近距離的互動情節。依循著吆喝聲的遠近流動，霍桑和

包朗亦步亦趨移動行走的腳步，「那挑豆腐花擔的老頭兒轉彎了，轉彎進水閣橋

街」，轉角上有一個巡警，街上店舖較少，住戶居多，比花衣路靜一些。霍桑和

包朗加緊腳步，跟著轉了彎，走進另一條小弄弄口，那時正好「那悠揚的聲調也

跟著送到了小弄口」。至此，吆喝的聲調從一開始遠距離的的尖銳愴厲，轉而為

近距離的悠揚圓潤，抑揚頓挫的聲調牽引著行者挪移的步履，轉彎穿巷的腳步聲

                                                 
9 同註 7，頁 62。 
10 義大利物理學家伽利略（Galilei, Galileo, 1564-1642）曾論述了一個物體的振動，能引起另一

個有一定距離物體的相似的振動這種共振現象，且振動弦的音調與長度關係，可從每個單位時
間振動的次數──即「頻率」裡找到。參見 Hermansky, H., (1990) “Perceptual linear predictive 
(PLP) analysis of speech,” J. Acoust. Soc. Am.,87(4):1738-1752. 

11 十七世紀德國的作曲家舒茲（Heinrich Schochtz, 1585~1672）曾提出人和音樂間，存在著相互
調準頻率和同時渡過的獨特經驗，是而音樂對人展開的是一種「內在時間」（inner time）的
經驗，人內心潛在的意識流可能在音樂的流展過程中被喚起。參見 Alfred Schutz (1964) “Mozart 
and the Philosophers”, Collected Paper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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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此起彼伏地回應著跌宕起伏的吆喝聲，一路搭配的吆喝聲與步履聲，奏起一支

市井生活奏鳴曲。這支曲子疾徐緩慢不一地像是變換著旋律，迴盪在里弄小街深

處，飄出陣陣豆腐花的清香。 

    接著，作者描繪出一幅小市民互動的生活藍圖。霍桑提高了喉嚨喊叫：「喂，

豆腐花，挑進來。」12那無錫老頭兒以為有生意來了，便挑進了弄口，把擔子停

住。他一邊拿起碗來，一邊向兩人瞧瞧，似在詫異他們倆穿著「西裝」，怎麼會

沿路買豆腐花吃。由老頭兒詫異的眼光，帶出一個值得注意的要點──在不同社

群交往的初識陌生情境裡，「外型打扮」往往成為社群成員第一眼接觸時，是否

能「認同」的識別標誌，以此來檢視對方是否符合不具威脅性的「善類」選項。

然而，霍桑不假思索地，立即扯起嗓子： 

霍桑很內行地說：「五個銅子一碗，兩碗──加辣！」 

那老頭兒的動作非常熟練，不一會，便將兩豌豆腐花盛好。我和霍桑各

接了一碗，霍桑便自顧自地喝著。13 

霍桑如此「內行」地點了兩碗加辣，毫不猶豫；而挑子主人也以熟稔的動作迅速

盛好端出去，乾淨俐落。霍桑似乎也熟諳老頭兒的疑惑，便通過一系列的動作，

翻轉了老頭兒的眼光，原本被視為是一個奇異的陌生人，從而使老頭兒的詫異逐

漸消弭。那時，近邊有兩個中年婦人站在一個後門口閒談；霍桑一派悠閒地大啖

起來。如此大啖小食的市景，是建立在一種脫卻食慾和忘卻身分的羈絆之後，才

讓小吃以最大限度地令食者享受到它的美味。相較於進用正餐多與肚腹的飢餓分

離不開，享用小食則不單純只是為了充飢，往往加添一份咀嚼美味的糾纏滋味。

甚至，在嘴饞背後透顯的，是霍桑實地品嚐在地生活的味道，並藉此來確立以上

海在地俗民自居的身份認同行動，把原本身份階層差異和陌生情境尷尬產生的緊

                                                 
12 同註 7，頁 63。 
13 同註 7，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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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關係翻轉過來，達到泯除界線和「視域融合」14的效果。 

倘若「吆喝聲」代表著小食挑子出現的訊息，「點用小食」代表著挑主和顧

客建立互動的開始；那麼，霍桑在接下來享用小食的過程中，和賣豆腐花老頭的

「閒聊」，則代表著互動關係的深入。霍桑一邊吃著豆腐花，一邊開始向豆腐花

老頭兒搭訕： 

「你每天可以賣多少錢？」  

那老人已不再疑心，操著無錫口音答話：「三四百個銅子。」  

「夠得到對合錢嗎？」  

「不到的。現在生意難做，醬油，麻油，都比以前加上一倍，本錢大哩。」 

「唉，生意的確很難做。……這醬油的滋味倒不壞。喂，再添一碗，重

辣。」15 

透過開啟日常生活話題的閒聊互動儀式，雙方互動關係逐漸深入。「那老頭兒似

覺得這主顧不壞，臉上現出高興的神氣。再添的一碗，他竟特別討好，比第一碗

盛得更滿。」16很明顯的，通過以上這樣閒聊的互動儀式，遂產生一種集體的認

同形式：小食挑主原本在社會位置、教育程度和經濟能力等方面不具優勢、往往

被視為低階的社會邊緣位置，其個體認同因其身為勞力族群的一員而挾帶負面自

卑。然而，依循著霍桑開啟互動的對話，並將交談話題引導至與對方最密切的基

本生活問題上，當對方放心開始地講述自己的生活收入、開銷和市價浮動的景

況，霍桑也正處於理解的過程，而這正是兩種視域不斷調整和不斷融合的過程。 

 

 

                                                 
14 德國哲學詮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認為理解活動是「理解者」與「文本」

之間的一種「視域融合」。他進一步解釋：「在這種談話中得到表述的事情既非僅僅是我的意
見或我的作者的意見，而是一件共同的事情」。理解者在本質上是處於特定時空、特定文化中
的歷史性存在，在理解中，理解者將這些具體的歷史情境與對「文本」的理解關聯起來，構成
一種交流與融合。參見（德）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真理與方法》（Gadamer: 
Truth and Method）（下卷）（臺北：時報出版社，1993 年），頁 499。 

15 同註 7，頁 63。 
16 同註 7，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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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鍋儲百沸的爐灶生活：老虎灶 

 

  《霍桑探案》勾勒出上海白晝裡沸沸揚揚的市聲。首先，是透過對於鍋儲百

沸的爐灶生活「老虎灶」17生活的描寫。遍設在巷口街頭的老虎灶，曾是上海市

民生活中的鬧猛場景，「灶開雙眼獸形成，為此爭傳『老虎』名；巷口街頭爐遍

設，賣茶賣水鬧聲盈」、「滬火炎炎暮復朝，鍋儲百沸待分銷；一錢一勺烹茶水，

免得人家灶下燒」18等一幅幅老虎灶賣水的生活市景圖，勾勒出一幅早期上海的

俗趣生活。 

  傳統的老虎灶灶面置有三隻燒水鍋，三隻鍋中央有一加煤孔，夥計必須慇勤

地不時往爐膛裡添木柴。這樣的舉動，除了使劈哩啪啦的木柴爆裂聲響個不停，

爐灶也被捅得星火飛濺。隨後，燒滾了水的水汽瀰漫屋內，煤碳或木灰塵飛四揚，

老虎灶裡工作的夥計臉上亦無可避免地沾了煤灰，如此賣力地在老虎灶裡工作的

夥計，亦在《霍桑探案》出現身影。在〈矛盾圈〉一文，霍桑、包朗和一個身材

高大的長腳工人三子碰面，他正是一位在老虎灶裡工作的夥計，因為每日在老虎

灶的灶肚燒木屑、刨花和煤炭的的關係，他「嘴臉上染著煤灰」19。染著煤灰的

臉，遂形成老虎灶夥計身上一道可供辨識的標誌。 

    每天一早，老虎灶的夥計就開門，將第一爐的水燒開，趕早市的人便來泡開

水，接著老虎灶的夥計陸續燒出幾爐的水，一直營業至晚上。透過〈矛盾圈〉一

                                                 
17 老虎灶作為上海的俗語，其得名的來由可分兩種。第一種在民間廣為流傳，是因「形似臥虎」

而得名──開水店添燃料的地方設在牆外，牆上開的兩個灶眼窗口狀似「虎眼」；燒水處的灶
膛口開正前方狀似「虎口」；灶尾有一根高高豎起的煙囪管狀似「虎尾」，因此被形象化稱作
「老虎灶」。第二種源於「洋涇濱英語」。因為自從上海出現大量的西洋建築，這些建築一般
都設有壁爐，並在屋頂上設有多孔煙囪，屋頂的英文為「Roof」，其音近滬語「老虎」；而江
南傳統的民間灶頭一般是破牆而出，煙囪設於屋頂，因此，屋頂上設有煙囪的灶遂被喚名為「老
虎灶」。參見楊潔，《新聞晚報》，2003 年 5 月 26 日。 

18 1906 年出版的《滬江商業市景詞‧老虎灶》：「灶開雙眼獸形成，為此爭傳『老虎』名；巷
口街頭爐遍設，賣茶賣水鬧聲盈」、「滬火炎炎暮復朝，鍋儲百沸待分銷；一錢一勺烹茶水，
免得人家灶下燒」正是舊上海老虎灶的形象寫照。老虎灶的圖示，參附錄之附圖 3-7，頁 181。 

19 〈矛盾圈‧六、送信人〉，《霍桑探案集五》，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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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保盛和霍桑的對話，我們可以略知居民已習於到老虎灶20。王保盛告訴霍桑，

昨夜裡他「買了些麵包牛肉回去，又親自拿了一個熱水瓶到這老虎灶上買了一瓶

水。」21又說：「剛才上燈的時候，我照樣拿了熱水瓶，親自到老虎灶上去買水。」

22可見，不僅是在早上，連晚上到老虎灶上去買水，都成了上海許多人日常生活

的一環。此外，王保盛又告訴霍桑，某天清晨玻璃窗上剛微微發白，天色尚未亮

足，他便瞧見保鳳正從一小方後天井中經過，穿出廚房向總弄南口出去，後來他

也走出總弄口，向東一望，果然見伊穿著一件灰布的罩飽，蓬著頭正急急前進，

不一會兒： 

伊走到獅子弄口一家賣熱水的老虎灶門前站住。這老虎灶已開了門，有

一個長腳的夥計模樣的人正站在門口，那長腳一瞧見保鳳，便笑嘻嘻地

點頭招呼。
23 

霍桑聚精會神地傾聽，直到保盛的故事終了，霍桑才點頭接話： 

這種老虎灶，一面賣水，一面不是也同樣賣茶的嗎？24 

王保盛點頭稱是。從獅子弄口的老虎灶賣水又賣茶，我們可以得知，老虎灶除了

單純泡開水，有些店家，除了半間的大灶頭燒著兩三大鍋水，另一邊則會擺上一

兩張方桌，由夥計沏茶添水，兼作茶館生意。 

    因此，民初上海人去老虎灶喝茶，也就成了日常生活的一環。老虎灶瀰漫著

濃濃白霧，飄著淡淡茶香，每天從早到晚不停地運轉，它帶給很多平日辛勞的人

們一點閒適俗趣的空間。在〈催命符〉一文裡，霍桑即特別費了一番功夫沐浴更

衣，待完畢便下樓，他拿出一件自由呢的長袍讓包朗更換。包朗問他換衣的目的，

                                                 
20 上海老虎灶的誕生，與上海人的居住環境、炊具條件的限制密不可分。二十年代初，由於軍

閥混戰和日軍侵華，一些江浙鄉民紛紛逃到上海避難，在短短幾十年內幾十萬人口擁入上海。
俗話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茶，這些外地難民初到上海，生活條件極差，他們喝茶全
部靠老虎灶解決，這樣老虎灶因運而生，越來越多。在日軍占領上海後，百業凋零，可是老虎
灶幾乎遍布上海灘的街頭巷尾，因為那時燃料特別緊張，百姓喝茶皆求助老虎灶。參見藍翔，
〈上海百年老虎灶尋蹤〉《飲食與生活》，2003 年 3 期，頁 42-45。 

21 〈矛盾圈‧六、送信人〉，《霍桑探案集五》，頁 295。 
22 〈矛盾圈‧九、殘舍中〉，《霍桑探案集五》，頁 321。 
23 同註 21，頁 295。 
24 同註 21，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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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笑著解釋： 

「我們今夜裡要嚐一回普通生活的滋味，去喝一碗老虎湯。你這樣子裝

束，當然不相配。」 

「老虎湯？」 

「那就是到老虎灶上去喝茶，三個銅子一碗，頂便宜。快換衣裳吧。」25 

對霍桑和包朗來說，平日過慣了偵探的緊湊生活，如今趁著夜裏到老虎灶去喝一

碗「老虎湯」，是一件愉快的事，不但可以暫且喘息、嚐嚐普通生活的滋味，且

一碗老虎湯只要三個銅子，算是相當便宜的開銷。花幾分錢去老虎灶灌幾瓶開水

或喝碗老虎湯，說明瞭老虎灶曾與上海市民的生活緊密地聯繫在一起。 

 

三、砌水品茗的喫茶生活：孵茶館 

 

    一方茶館，映襯著一方風情。以「京味兒」著稱的老舍在劇作《茶館》中，

成功地將北京的茶館作為風土民情的集中展示；而上海人把到茶館裡喫茶叫做

「孵茶館」26，這也成為《霍桑探案》濃縮表現老上海地方風情的動人之處。但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霍桑探案》的「茶館」作為小說人物日常文化中的一環，

卻體現出茶館文化空間裂變的的殊異特徵，其箇中原因值得更進一步探究。 

    一如《霍桑探案》所繪的茶館圖景，如〈沾泥花〉的「明園茶館」27 、〈催

命符〉的「湖心亭茶館」和花衣路北口的「樂意樓茶館」28、〈逃犯〉民權路的「中

                                                 
25 〈催命符‧十、強盜！強盜！〉，《霍桑探案集四》，頁 67。 
26 上海人把到茶館裡喫茶叫做「孵茶館」。明清之時，蔚然成風。「孵」字，不僅姿態傳神，

道出老上海人身處鬧市，只得到茶館暫享清閒的心境；亦有比較到位的時間概念表達。京劇
《沙家濱》裡開茶館的阿慶嫂，有一段唱詞：「來的都是客，全憑嘴一張。」道出了「孵茶
館」的目的，無非是喫茶外，來談天說地、交流資訊、聆賞評彈說唱。上海茶樓在清末民初
達到繁榮的高潮，遍佈大街小巷，較著名的有春江話雨樓、春申寶帶樓等，豫園內更是滿佈
茶館，其中以春風得意樓的廳堂最高大敞亮、生意最佳。參見上海市檔案館編，史梅定主編，
《追憶──近代上海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78。及參陸其國著，《老上海迷
人風情》（上海，中國福利會出版社，2004），頁 57-60。 

27 〈沾泥花‧三、墮落史〉，《霍桑探案集二》，頁 294。 
28 〈催命符〉一文裡花衣路北口的樂意樓茶館，「茶館中的茶客，各等人都有，大概以勞動階

級居多」茶客多為勞動階級。〈催命符‧八、意外消息〉，《霍桑探案集四》，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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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茶館」等，茶館內的裝潢擺設有華貴或簡陋之別，飲食亦有名菜專茗或粗茶淡

菜的精粗區分，但卻能容納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鄉裏巴人等社會不同階層的人，

使之找到合適的飲茶之地，足見民初上海的茶館市場如此蓬勃興盛，《霍桑探案》

隨處可見的茶館，再次印證了它著實流行於世的風尚。作者以霍桑和包朗的聽聞

視觸和親身涉足等感官經驗為基點，再以偵探的鑑賞眼光和心理體驗為重要依

憑，一系列偵探式的穿針引線，提供觀視╱體驗茶館的一個新視野。 

    首先，小說文本再現出各個的茶館圖像，架構起氣氛駁雜熱鬧、人物生活瑣

事的韻味，款款流動中充分展現出上海都市生活的富庶和誘惑。在〈催命符〉裡

即提到「湖心亭茶館」29，湖心亭茶館的地理位置座落於豫園的九曲橋上，雖四

面臨水，然曲橋相通，從九曲橋步入茶樓，踩著木梯而上，室內木頭屋樑和雕花

窗櫺形成古典韻味，室外飛簷樓台在碧綠湖水畫下折射的倒影，亭下池內的魚影

可鑒，一併融和在茶味兒的清香中，是老上海有著悠久歷史茶的品茗勝地，亦是

文人冶遊和商人洽談生意之地。一位少女麗芸說到她父親每天都會到湖心亭茶館

去喝早茶： 

他一清早出去，總要十一點過後才回來。他早晨洗臉吃點心讀報，都是

在茶館裡的。30 

湖心亭茶樓馳名滬上，其茶資雖比在其附近的四美軒等茶館同質茶水高出一倍以

上，但因其幽雅寧靜和茶具精緻，深受文人雅士以及較高水準的人所喜愛。由此，

不論是從〈催命符〉裡，麗芸父親每日必定前往湖心亭茶館和一整天待著的習慣

來看，或是再從〈催命符〉之後，霍桑含笑地告訴包朗：「其實，今天我已喝了

兩次茶，我剛才從湖心亭來」的情節來看，湖心亭茶館深層積澱的文化精神，不

                                                 
29 湖心亭原為豫園中間的一處風光名勝所在。清康熙年間，豫園附近的酒樓茶館已有不少相繼

開設。湖心亭建於清朝乾隆四十九年（1784 年），由大布商祝韞輝等人集資在島佚亭的舊址
上建造，直到道光年間，它始終作為經營青藍大布的商賈們聚會商議的場所。清鹹豐五年（1855
年）後，湖心亭開始改為茶樓，取名「也是軒」。清末，也是軒由商人劉慎康接盤，改名為「宛
在軒」。上海開埠以後，外國人到湖心亭茶樓去品茗，湖心亭茶樓遂供應一種「特別茶」，從
茶具到茶水都較為精緻歐化，茶資是每壺三角。參見時影編著，《民國洋房》（北京：團結出
版社，2005），頁 176-178。 

30 〈催命符‧五、察勘〉，《霍桑探案集四》，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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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帶有頗具吸引強度的拉力，亦曾召喚小市民的心理情感，從而小市民也將這股

內驅力，主動地轉化為前往留連駐足的日常行動。然而，這畢竟是基於時間與經

濟較為無虞之後，才漸次發展的文化消閒的體驗。因為市民要有不為時間所羈絆

的空檔餘裕，加上一定的物質經濟基礎和感受閒情，方能從事較為閒情淡雅的日

常活動。 

    其次，從〈催命符〉裡較為閒適的品茶活動來看，其實可鑑照出霍桑每日操

持的私人偵探職業，是在都市經濟發展和消費能力提昇的情況下應運而生。作者

屢屢安排偵探穿梭遊走於上海大街小巷的諸多文化空間，隨時可撞見不同階層的

人物，以此觀摹、談論品評，並追蹤細究他們的眾生百態，無非說明瞭偵探擁有

可供自由調度的時間和一定程度的經濟能力，而都市的特定空間正好承載了偵探

日復一日活躍的身影。不過，迥異於〈催命符〉裡霍桑似乎被塑造為去湖心亭茶

館一派悠閒品茗的閒雅者，在〈斷指團〉裡，作者卻指出霍桑穿梭走訪茶館，並

非完全奠基於消閒取向，其背後更重要的一個強大驅力，是出於他平日踐履偵探

志業的熱忱。在〈斷指團〉一文，透過包朗的口說道： 

茶館裡面良莠不齊，或許有機會可尋，但怎麼能如此湊巧，竟使他得悉

了賊黨的巢穴？就情勢上說，霍桑必定已深知那賊巢的門徑，決不會貿

貿然趕去。但看他臨行時帶了手槍，顯見已準備搏鬥。我想到這層，又

不覺替他膽寒起來。
31 

為了拾獲更多時事訊息的動脈以幫助偵查，霍桑甘願潛伏在良莠不齊的茶館裡，

獲取更多情報。而在茶館內履行偵探志業的工作，乃是超脫於單純的品茗休閒活

動的表現。 

    再者，作者透過鋪設「茶館」這個文化符碼，企圖讓霍桑和包朗在偵查事業

版圖的拓殖過程中，找到一個作為「偵查者」蒐集訊息資源和作為「體驗者」融

入俗民生活的綰合點。茶館形成的小世界，本是民間文藝的大舞臺，說書藝人將

它視為說書場，商人們將它視為洽談生意的交易所，連各式擺地攤和走茶館的人

                                                 
31 〈斷指團‧七、夜行〉，《霍桑探案集四》，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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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將它視為謀生的極佳去處，因此，〈怪房客〉裡，霍桑即觀察了葉時仙： 

他的行業是一個擺地攤走茶館的喊著「閘門流年運道生意對氣」的測字

先生。32 

茶館容納底層民眾討生活的實況，成為偵探直擊現場的一個觀測點。此外，茶館

裡普遍的「吃講茶」文化，形成另一個從民間且非主流意識形態角度評論社會現

象的中心。在〈沾泥花〉一文，一位婦人對霍桑說：「剛才我在一片小茶館裡歇

歇腳，又聽得人家在談論你。你果真了不得！」
33 從婦人毫不掩飾地直截告訴霍

桑她對他的敬佩之心，固然讓我們嗅出一絲吹捧偵探之嫌，然而，這也說明瞭茶

館以一種開放的文化空間形式，時刻傳播著民眾的輿論傾向，它甚至成為一種臧

否人物或譏刺時事的新聞報道中心，如此推想起來，婦人的「又聽得人家在談論

你」這句話，強調了「又」字的多數性，可見「霍桑」竟成了茶館裡茶客高談闊

論時高度點播率的話題之一，這不得不反過來歸功於「茶館」扮演一個匯聚人們

集體性論述與開展對話契機的重要角色，並構連成一塊可供日常實際參與「公共

生活」34的文化陣地。 

    但茶館作為一個有如市民參政議政的陣地，卻不可避免地摻雜蜚短流長或引

起社會衝突。類似〈沾泥花〉一文在茶館談論霍桑的情節，也表現在〈打賭〉裡，

不過迥異於〈沾泥花〉裡茶客對霍桑的正面評價，〈打賭〉則對照出茶客對大偵

探霍桑的負面評價，而這些流露質疑的聲音，藉由包朗的口中，又被評價一二： 

在那些閒話製造所式的茶坊酒鋪中，我時常會聽得些奇怪的問答：「那

個報紙上常登的大偵探霍桑，怎麼能夠窺見人家的秘密?又怎麼能猜測人

家的心思?」35 

這顯然是對於那些蜚短流長的反擊，而包朗也指出作為訊息匯聚的茶坊酒鋪，是

                                                 
32 〈怪房客‧一、種種疑點〉，《霍桑探案集五》，頁 195-196。 
33 〈沾泥花‧二、人間地獄〉，《霍桑探案集四》，頁 287。 
34 王笛考察了茶館與都市民眾的日常生活，他指出：茶館為市民的「公共生活」──家庭圈子

之外的活動提供了最重要的場所。參見王笛，《二十世紀初的茶館與中國城市社會生活》，《歷
史研究》，2001 年第 5 期，頁 114-125。 

35 〈打賭‧一、一件小事〉，《霍桑探案集六》，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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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開的「閒話製造所」。唯恐製造閒話而惹事生非，在茶館空間裡竟人人自

危，〈血匕首〉裡，一位木匠王謹即說道： 

前天傍晚，我在茶館裡喝茶，聽說化石橋的西巷中出了一件命案。我才

想起前晚所聽得的聲音，諒來和兇案總有關係。但我守著多吃飯少管事

的主見，仍把那回事藏在肚裡，不敢告訴別的人。36 

茶館中雖然承載不同文化群體的各式活動，卻衍生出一個堪憂的問題──茶館內

的衝突和暴力明顯增加，一個全然平靜的世界已不復存在：地痞流氓可能在茶館

胡作非為，年輕婦女不時受到騷擾，黑道殺人和集體暴力也時而發生，甚至，它

成為橫行霸道的權力展示場。事實上，茶館文化空間的裂變，常來自於因財色無

饜、階級利益或意識形態而起，以致釀成劫色、毆傷或鬥爭。 

    此外，茶館文化空間的另一個裂變，是表現在茶館逐漸走向西化改造，其環

境佈局完全轉型且文化精神逐漸走樣。在〈逃犯〉一文，提及民權路的中華茶館： 

我到達中華茶館的二層樓時，正值食客們鼎盛的當兒，熱鬧異常。這是

一家上等茶館，佈置成全歐化，價格也特別昂貴。但是每夜裡華燈初上，

總有很多專在女人面前裝闊的少年男子們，挾著女友，在精緻的小室中

把杯談心。
37 

潔淨秩序、雅致精緻等歐化元素嵌入茶館空間，儘管價格昂貴卻招徠絡繹不絕的

顧客。這固然說明瞭越是現代化的都市對茶館的需求愈甚，茶館也逐步走向歐化

的改造，但〈逃犯〉有意識地點出歐化茶館成為「裝闊的少年男子們」帶女友前

往駐足之地，可見追求物質感官與時尚品味的滲透力，亦嵌入茶館的文化空間，

而隨著上海都市現代文明的引進，「茶館」亦成為見證西方元素鑲拼於中式傳統

空間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圖景。 

 

 

                                                 
36 〈血匕首‧十一、霍桑的見解〉，《霍桑探案集五》，頁 94。 
37 〈逃犯‧七、霍桑的閒情〉，《霍桑探案集五》，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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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捕獲摩登上海的文化風情 

 

    相較於「小食挑子、老虎灶和孵茶館」的日常生活，霍桑和包朗亦前往代表

都市華麗詞藻序列的「舞廳、劇院和西餐廳」。依憑著霍桑和包朗的步步偵察足

履，《霍桑探案》裡一個個嶄新空間中，乍然湧現，不斷躍動著新興的景觀和人

物交際生活，小說文本裡拉開了一個別有風味的上海文化風情布幕，將閱讀者帶

到另一個摩登上海的都市印象中。霍桑和包朗一方面沿著「摩登文化景觀」展開

偵察式的搜尋，另一方面享用置身於「文化生產和商業活動」運轉裡的新興娛樂，

再另一方面則依循文化景觀「內部交織的問題」展開偵察式的批判。這三者既構

成都市人對於摩登文化產生內在「認同」上的精神矛盾，亦揭示了都市裡無所不

在的「慾望流向」引發的波瀾，再者，都市人如何抉擇其「生存價值」的取向，

是一個置身於都市裡無可避免、必須正視的重要問題。透過《霍桑探案》一格格

片斷的舞廳、劇院和西餐廳，正好成為展示民初上海現代化過程中各種糾葛的櫥

窗。 

 

一、銷金迷魂的交際生活：舞廳 

 

    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舞廳混合人們的想像、錯覺和慾望，它挑戰了常人

奉為圭臬的「生活秩序」，卻又在逾越規則外，標新立異地遵循另一套規則來形

構它的「生活規則」，成為前衛元素的匯聚憩身之所。在〈活屍〉一文，霍桑和

包朗乘了汽車，向紫霞路明月舞場前進： 

舞場內部，佈置得富麗眩目。正中央是個寬大的舞池，上了蠟的狹木條

拼砌的地板，在燈光下麵閃閃發光。四周排滿了大理石鋪面的袖木小圓

桌，桌旁有兩隻或四隻精製的白帆布的軟椅。牆壁上是淡紅色的油漆，

加上許多金櫃鑲鏤花玻璃的壁燈，還有數不清的各式各樣蒙著淺紫或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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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綢罩的吊燈，真是色彩粉呈，眼繚花亂。一壁有一隻大的櫃櫥，擺滿

了各種名牌的香檳威士卡、白蘭地之類的外國酒，每瓶的價格都是數百

元。38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見，各式時尚流行元素在舞場內部聚攏──中央舞池、上蠟地

板、燈光、袖木圓桌、精製軟椅、紅漆牆壁、鏤花玻璃壁燈、淺紫或淺藍綢罩吊

燈、威士卡和白蘭地──在色彩粉呈的光影暗示下，它們四面多重地排列，耦合

成了一個新型的自我與世界的鏡像。 

    走進舞場的人，代表走進一個由繁複交疊的組合元素折射中呈現的鏡像；置

身其中的當事者，在這裡展開跌宕起伏的私人戲劇，並將相互交疊的鏡像視為真

實的存在。「來了！」一聲驚呼從朱阿大嘴裡透出來，包朗定睛向舞場的入口處

一瞧，果然，在陸續而進的男女舞客之間，徐之玉正挽著一位身著淺絳色鏤孔白

小花西式舞衫的女子潤臂走進來： 

那徐之玉陪著昨天我們瞧見的那個頭髮鬈曲的女人，臂挽臂地緩緩兒走

進來。他已經換了一身白底黑條紋西裝，紫醬色的領帶，足上漆黑的舞

鞋，的確漂亮異常。女的也換了一身淺絳色鏤孔白小花的西式舞衫，袒

裸的頸項間戴一條粗細勻整的精光的珠項圈，腳上穿一雙金色的高跟舞

鞋，舉步時裊裊娜娜，比前次看見時更加嫵媚。
39 

出場的一男一女，他們日常的鏡像暫時隱匿起來，取而代之的是在舞廳氛圍中催

生的新鏡像。作者以一種不透明的「外部服飾妝飾」將肉體的性感嚴嚴實實地隱

匿遮蔽，惟一顯露的是女子袒裸的頸項；但代表人物形象的華麗外飾，卻又一件

一件連綴成可見度極高的閃亮畫面，搭配女子舉步的裊裊娜娜，折射出形象透顯

的妖嬈魅影。在此富麗眩目的氛圍裡，「徐之玉和他的女伴進舞池裡去哩。」電

燈打暗，音樂響起，一對對舞侶開始揚起舞來： 

這時場中各式各樣的電燈暗淡了許多，醺醺醉人的音樂又蓬尺尺蓬尺尺

地響起來。一對對的男女舞侶摟抱著活動起來。徐之玉抱著那個穿淺絳

                                                 
38 〈活屍‧八、不期而然的消息〉，《霍桑探案集二》，頁 194-195。 
39 同註 38，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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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衫的女子，混進了光滑如鏡的舞池中心去。場中的氣氛醞釀得渾淘淘

的。40 

舞廳裡氣氛醞釀得渾淘淘，徐之玉抱著那個穿淺絳舞衫的女子，跳進了「光滑如

鏡」的舞池中心去，舞廳似乎允諾另一個「新鏡像」41的誕生，個體進入如鏡舞

池的表演儀式化活動後，正經歷一次浪漫化的洗禮，使之服從內心深處燃燒的熾

熱欲望，頂禮膜拜各種慾望衝動的遊戲。由此，舞廳裡不啻提供了一個讓人從中

獲得一個新的自我鏡像的場所；而狂熱的看臺、震耳的音樂和勾魂的身體，亦使

凝視者徘徊在獵奇與抵抗之間。 

  但是，這樣一種看似沒有黑暗的明亮、沒有雜亂的整潔，卻讓霍桑和包朗嗅

出另一種氣息。面對紫霞路明月舞場如此華麗的跳舞景觀，包朗以為： 

交際舞是從外國輸入的，本來是一種高尚的娛樂，茶餘酒後，男女賓主

翩翩起舞，可以增進彼此間的瞭解和友誼。42 

交際舞為一種娛樂，原本扣連著藝術美感與社交禮儀。接著，他的態度由褒轉貶， 

可是上海的舞場，它們的作用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卻變成了一種出賣

色相的所在。舞場老闆大半是些惡霸流氓之類的所謂「聞人」，他們用

金錢誘騙的手段，勾引一些窮困家庭裡的美貌姑娘，來舞場充當舞女，

專供那班憑搜括剝削發了財的大亨和他們的子侄們玩弄和洩慾。舞場老

闆便從這些變相妓女身上來掙錢發財。
43 

在這裡引發我們討論一個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即「交際舞」糾結著舞廳內部的

慾望流動和經濟營運等問題，因而產生「社會需要」與「社會焦慮」之間的拉據。

一方面，舞廳內部作為一個提供跳舞律動的場域，在跳舞律動的裡頭自然有其舞

                                                 
40 同註 38，頁 197。 
41 鏡像理論（the mirror stage），由法國精神分析家拉岡（Jacques Lacan, 1901-1981）在 1936 年

首次提出。拉岡認為「鏡像」是塑造自我的第一階段。嬰孩從六個月到十八個月，會對自己的
鏡像顯出莫大的興趣，試圖藉由鏡像所提供的完形（gestalt），來實現自己期望成熟的目的。
鏡像理論可看作是一種認同作用，不過精神分析學者不斷強調走出鏡像的重要。拉岡解釋，當
主體透過鏡像來認識自己，其實是藉由「他者」，才認識到自己的存在，雖然鏡像過程幫助嬰
兒發現「自我」，拉岡強調經由鏡中認識的自我，並不是真實的，而是一種鏡中幻象。參見劉
文，〈拉康的鏡像理論與自我的建構〉，《學術交流》第 7 期，2006，頁 24-27。以及 Zizek Slavoj, 
Looking Awry. (1991)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pp.188. 

42 同註 38，頁 194。 
43 同註 38，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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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詩學，Farnell 曾把舞蹈視如詩在構成語言時的緊密一般： 

舞蹈是一種文化的形式，來自於極富創意的過程裡，在時間與空間中操

縱身體，因此，舞蹈中動作的形成，是如此的緊密，如同詩在構成語言

時的緊密一般。44  

然而，從另一方面的角度來看，「交際舞」作為舞廳內部再生產的一個產品，舞

廳老闆等「聞人」從中利用交際舞的美感資源，組織為舞廳內部營運的利器。並

且，舞廳老闆在利用交際舞美感資源的同時，又再以財富資源誘引美貌的姑娘充

當舞廳名媛，並將一個個懷著夢想的姑娘納入舞廳的生產線中，成為內部組織資

源結構的一環。而誤入其中的美貌姑娘，撥不開舞廳裡大量製造的幻象，錯估所

需付出的代價，終究難以脫離操縱這個舞廳機構老闆的控制。再者，透過舞廳特

別打造和形塑的集體感受和身體慾望的融匯，這些元素巧妙地消解了現實社會等

級的群體分類和身份位置，成為另一個極具解放性格的文化情境，這無疑為尋找

刺激和享樂者提供了一塊沃土。因此，「所以舞場顧客，男的自己帶了女伴去跳

的固然也有，那只是少數，絕大多數都是不帶舞伴專門來玩舞女的單身男客。」

45在舞廳搖擺的夜生活中，無不見發財大亨和不攜帶舞伴專門來玩舞女的單身男

客的身影。 

  此外，相較於〈活屍〉裡，霍桑和包朗從觀視舞廳內部，嗅出爭妍鬥豔的歡

樂氣氛內挾帶大量黑色死亡的味道，〈舞後的歸宿〉則描寫了一位舞女前來找霍

桑的情節。那是某日早晨，霍桑愛文路寓所門外人行道的法國梧桐新葉，因夜裡

的雨水洗滌得越發肥潤和青翠欲滴，忽而一陣清脆的門鈴，衝破了清晨的靜寂。

緊接著一位女客的高跟鞋已喀喀喀地走進霍桑的辦公室，「你──你不是霍桑！」

女客首先拋出第一句話。她一邊疑訝地瞟了包朗一眼，一邊「舉起伊的指爪上塗

                                                 
44 Dance is a cultural form that results from creative process that manipulate human bodies in time and 

space in such a way that the formalization of movement is intensified in much the same manner as 
poetry intensifies the formulation of language. 參見 Farnell B. (1995) “Human Actions and 
Signs in Cultural Context: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in Movement and Dance”. Metuchen, NJ: 
Scarecrow, pp32. 

45 同註 38，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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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粉紅色蔻丹的尖細的手指」、「掠著伊的燙卷的近乎赭紅的頭髮」，來了個先聲

奪人後，包朗請她先坐會兒，說明霍先生馬上就回來。女客坐下後，「伊將那披

肩卸了下來，露出兩條也經過人工裝點的『玉臂』。伊的衣服很單薄，因著成衣

匠的精緻的技巧」。透過一個外觀表面的視覺層面，文字和圖像之間形成互為補

充的方式，視覺符號挾帶著對這位女性的想像於焉展開： 

那旗袍和伊的肌肉特別熨貼，越顯得不足以抗禦這暮春的曉寒。但伊似

乎並不覺得，使我不能不佩服都會女性的抗寒力的高強。46 

從旗袍和肌肉熨貼的身體線條展開一番想像，再以文字和圖像的視覺修辭並置方

式，描摹眼前的女體：諸如「把一條腿疊了起來」、「銀皮鏤孔露出猩紅的趾」、「姿

勢熟練」、「翹起一隻腳」，「把一隻紅白相間的皮夾擱在大腿上」、「眼睛向我瞟了

一膘」47等，手勢、腳姿等身體動作流暢俐落，瀲灩的眼神向包朗瞟了一瞟，由

文字翻譯生成的身體感知圖像，遂匯聚在這位女體身上再現。 

  這樣的圖景喚起包朗的一絲「窘意」，然而，當包朗將視點轉移至猜度她的

「社會地位」時，先前的感覺反倒消失了大半： 

伊也許還夠不上出於布爾喬亞階級，可是裝擺著那種貴族氣焰，反而喪

失了伊的本來面目，這是非常可憐的。48 

相 較 於 馬 克 思 主 義 定 義 裡 的 「 資 產 階 級 」（ bourgeoisie ） 49 和 「 無 產 階 級 」

（proletarian），分別指稱擁有或不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在現代非馬克思主義

                                                 
46 〈舞後的歸宿‧一、一位挺漂亮的小姐〉，《霍桑探案集一》，頁 3。 
47 「伊坐在靠書桌的那張沙發上，把一條腿疊了起來，我的眼睛便又增加一種色彩。伊的腳也     

和我一樣是赤裸的，那銀皮的鏤孔中露出了猩紅的趾爪。伊坐時的那種姿勢似乎非常熟練，
翹起了一隻腳，把一隻紅白相間的皮夾擱在大腿上，眼睛向我瞟了一膘，彷彿等我去奉承的
樣子。」同註 46，頁 3。 

48 同註 46，頁 4。 
49 在馬克思主義的定義裡，「資產階級」是在生產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擁有生產工具的「資

本家」 階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賺取薪資者）與資產階級在本質上相悖，如勞
工希望薪資能提高，但資本家卻希望降低成本，造成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剝削勞工的事實。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用語脈絡下，「資產階級」指稱那些控制公司機構的人，透過對公司大多
數股份的掌握、選擇權、信託、基金、仲介或關於市場業務的公開發言來達成控制目的；「資
本家」則是指財富主要透過投資得來的人，而他們不須要工作以求生。參見鄔昆如，《西洋百
位哲學家》（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67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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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用法裡，「布爾喬亞」（Bourgeoisie）50和「普羅大眾」則多用來指稱「富人」

與「窮人」之別。〈舞後的歸宿〉裏提到「伊也許還夠不上布爾喬亞階級」，意指

其社會地位尚不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富有」階級，但卻裝擺著貴族氣焰，「反

而喪失了伊的本來面目」。對於女客那種不自然的矜貴傲氣，和一開頭無禮貌的

稱呼，似乎已洩漏其身份地位和教育程度，包朗報以譏嘲口吻後，又話鋒一轉，

似乎隱藏著一種惋惜可憐的語氣。 

    待霍桑回來詢問後，得知女客是快樂舞廳的舞女，名喚姜安娜──取自外國

女子閨名 Anna 的譯音，此行正是為好友王麗蘭的命案而來。包朗在旁一聽，暗

肘：「我先前的料想總算不大差遠。伊是個舞女，伊的這種裝扮也許是被迫而然

的，平心說來，那只有可憐的成分。」51在此，包朗點出舞女的「裝扮」與其置

身的社會結構脈絡有關。進一歩來說，舞女在裝扮服飾上常刻意突顯身體的部

件，如袒露滑溜的頸項手臂、流線型的長腿曲線、豐美的潤胸玉臀、交纏的髮髻

和媚惑的眼神笑容等，實混雜著各種消費意識──包括男性凝視╱求愛慾望、尋

求身體擁抱、情色文化想像、復返青春記憶的幻想，以及撫慰家國鄉愁的擬像等，

這一系列移位錯置的混雜意識被挪移至舞廳內部，舞女滿足了舞客某種「對位慾

望」的投射，舞客亦在舞女身上找到暫時補遺匱缺的「自身認同」。由此觀之，

舞女的裝扮美學實鑲嵌上文化社會學意義。 

    有關這位快樂舞廳的紅牌舞女之命案，安娜語聲悲哽地說王麗蘭是「被人謀

殺而死的──被一個什麼人用手槍打死的！」霍桑的臉色越發莊重，瞧著那舞女

                                                 
50 布爾喬亞，從翻譯「資產階級」（英文 Bourgeoisie，法文 petit bourgeois，義大利文 borghesia。 

「borghesia」原指村莊，源自希臘文 pyrgos 演化而來的 borgo；「borghese」原指在村莊中心
擁有房子的自由人）一詞而得。十九世紀之前，這個詞多指稱低於貴族、高於農奴和無産階級
的廣大人群，如那些從事新興活動如貿易家、金融家與銀行家。十四世紀歐洲文藝復興之初，
隨著工商的繁榮與城市的興起，「布爾喬亞」逐漸成為富裕市民的代稱。對於資產階級有正負
面觀點，正面觀點認為資本主義比勞動階級來得有文化教養，並知所節制，不似貴族那樣窮奢
極華和揮金如土。負面觀點認為資產階級是：奉從主義者（conformism）、保守主義者、庸俗
主義者（philistinism）、個人主義者、對於個人財產過度關注、對宗教的虛偽信仰、資產民族
主義者（Bourgeois nationalism）等。在現代非馬克思主義的中文用法裡，「布爾喬亞」和「普
羅大眾」時常被用來指稱「富人」與「窮人」，而不一定是指擁有或不擁有生產工具的人。同
註 49，頁 681。 

51 同註 46，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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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頭說：「近來舞女被打死的已有好幾個。上月裡光明舞廳的胡玲玲，不是也

被人打死在汽車中的嗎？」52舞廳舞女被他殺的例子頻傳，繼光明舞廳的舞女胡

玲玲被猛然暗殺，旋即快樂舞廳舞女王麗蘭亦慘遭謀害。對此，姜安娜的眼眶泛

紅說道： 

我們做舞女的，實在太苦了！太吃虧了！這一次我所以來請教你，一則

為麗蘭報仇；二則也為著我自己。人家高興時隨便把我們玩，玩厭了就

隨便處死！我們委實太沒有保障了！53 

從這段話來延伸來看，舞女的身份位置同時受制於「職場需要」和「性別歧視」

的多重壓力。一方面「舞廳」有其職場行規，舞廳驅使舞女進入以「身體資產」

作為交換的儀式，而舞女既在舞廳的職場邏輯中求生存，則必須遵行規則並履行

職責，否則以舞廳包藏著各派黑社會勢力竄動的情勢來看，未能確保舞女有好下

場，這是舞廳職場內部無所不在的權力宰製，所構成第一重壓力。另一方面，「舞

客」掌有財富資產，舞客的權力主宰慾望有其主動性、爆發性、收編性甚至強大

的摧毀力，致使舞女的身體乃至性命安危常拿捏在他人手中，無可自主掌握，這

是舞客先掌握消費權，再行使對舞女的身體控制權，乃至掌控舞女性命權的層層

壓迫，則構成舞女的第二重壓力。 

  相較於法國文化批評學者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曾透過

巴黎紅磨坊中的脫衣舞對法國的「資產階級」
54作了批判，《霍桑探案》則透過偵

探所捕獲的舞廳生活的片斷，隱隱地對民初上海的「資產階級」作了反諷。民初

上海「舞廳」無不被打造為一種以雄厚資產示人的現代化摩登地標，但亮麗外表

下，舞廳職場的內部卻實存權力宰製的關係，資產階級的「舞客」們，表面上以

傲人的資產權勢在舞廳裡慷慨示闊，暗地裡卻在幾番追捧舞女和尋歡作樂後，狠

                                                 
52 同註 46，頁 6。 
53 同註 46，頁 6。 
54 法國文化批評學者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神話學》一書裡有關於脫衣

舞孃的研究，他指出巴黎紅磨坊存在「驅魔暗示」，觀賞脫衣舞孃的舞客不把色情抹煞，反而
將之巧妙地馴服，並賦予脫衣舞孃一種假相的「小資產階級地位」。參見（法）羅蘭‧巴特（Roland 
Barthes）著，許薔薔、許綺玲譯，〈脫衣舞〉（On Striptease），《神話學》（Mythplogies）
（臺北：桂冠出版社，1997），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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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地將之棄絕或殺害。摩登現代化圖景裡暗藏舞女的駁雜身世，舞女命案留下的

傷痛令人反思。透過一種舞廳裡身體與國體互為對譯的符號，舞廳──舞女──

舞客互為關涉的權利糾葛，「舞廳」不僅成為《霍桑探案》構織上海摩登文化書

寫中的焦點場域，亦讓我們讀出偵探在日常生活裡所實踐的觀察行動與內省行

為。 

 

二、粉墨登場的娛樂生活：戲院 

      

    《霍桑探案》提及不少有關「戲院」的片斷。首先，霍桑和包朗在上海街頭

穿梭時，戲院是一閃而逝的地理景觀之ㄧ。在〈霜刃碧血〉一文，即描寫霍桑和

包朗乘坐著汽車來到有恆路時，從「華光影戲院」轉角上轉彎，再駛進通州路。

55其次，霍桑和包朗進行偵查時，有關市民平日的某些戲院娛樂生活的片斷，即

浮現出來。例如在〈催命符〉一文，楊春波說道：「我們只有兩個人同吃夜飯，

吃過了夜飯，又到光明戲院去瞧了一會電影，就分手回家。」56 〈青春之火〉一

文裡，一封信留下了字跡：「昨天晚上，我看見伊和一個男子一同在大華戲院裡

瞧戲。」57。再者，在〈逃犯〉裡包朗說到：「說起我的嗜好，也有不少項目：如

旅行文藝美術紙煙等，近年來又加上一項，就是瞧電影。」58可以讓我們看見戲

院在市民生活中成為一個不可或缺的一環。 

     細部深究，〈怪電話〉則較為巨細靡遺地展示了女伶即將登臺演出，戲場如

何地進行宣傳，以及如何地在市民生活中掀起波瀾等情節。透過〈怪電話〉一文

的描寫，我們可以知道中華舞臺的白玉蘭是一個唱青衣的女伶，她才十七歲即踐

履粉墨生活，在舞臺上的豔幟流風折服了一大批戲迷，那時有一齣新排的「十三

                                                 
55 〈霜刃碧血‧一、習習微風〉，《霍桑探案集四》，頁 414。 
56 〈催命符‧五、察勘〉，《霍桑探案集四》，頁 32。 
57 〈青春之火‧五、分工〉，《霍桑探案集一》，頁 191。 
58 〈逃犯‧一、黑形與槍聲〉，《霍桑探案集五》，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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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將在晚上開演： 

那天下午，中華舞臺印了幾萬傳單，在大街小路四處散發，聲明白玉蘭

所主演的「十三妹」並不改期，白玉蘭也照常登臺。59 

從這裡我們可見，縱然伶人身懷絕技，但是透過舞臺宣傳更可托起她絕奇的身

段，並打開提升其知名度。而中華舞臺印製幾萬張的傳單，往大街小路熙攘來往

的人們散發，可見除卻劇場舞臺上的表演，營運戲場所牽涉的是一個更龐大的行

銷運作的體系，包括財務、業務到宣傳行銷皆得顧及。洞察市民往來行動的密集

路線沿街發單，或者如同包朗所觀察的「這幾天報上正登著大幅的廣告」報導白

玉蘭，由溝通介面的廣告宣傳，延伸產生一種隱匿其中的「認同感經濟」60，凝

塑為普羅文化中的一個情緒出口、社交話題、生活調劑品和經濟活動，這無非是

戲場基於經營考量，所包裝設計的一種經營行銷的策略。 

     從〈怪電話〉有關戲院宣傳的這些零星片段，包朗探觸了潛藏在民初上海

日常生活裡的一些問題： 

上海社會本有一窩蜂的風氣，人們得了這一驚一喜的消息，當真萬人空

巷地都冒暑去瞧伊這一齣新劇。61 

當一部片預告上市，一時間竟造成一陣風潮，人人樂於互相奔走告知，觀眾紛紛

一窩蜂湧向劇場。這裡透過指陳「上海社會本有一窩蜂的風氣」，似乎以此指出

戲迷們是一群擁有瘋狂情感，被迷魅牽著走的俗眾。然而，這裡卻牽涉到有關「迷

文化」（fans culture）的認定問題，我們有必要做個釐清。基本上，迷文化的形

成是透過「社群形成」62的方式，以此關聯同好並共用興趣與嗜好。對「迷文化」

                                                 
59 〈怪電話‧六、妙計〉，《霍桑探案集一》，頁 422-423。 
60「認同感經濟」是一種典型的感覺體驗經濟，它顛覆過去市場一般價格誘因和功能導向的行銷

邏輯，反而憑藉著攪動某種社會共同情緒，讓這股情緒在極短的時間內凝聚起來，就像一股龍
捲風暴風的中心，不是「功利」（功能與利益）的結合，而是一種「同一國」的凝聚，以高度
認同感形成市場動員力。參杜凱如，〈認同感經濟－－龍捲風式的行銷生意經〉，《數位時代
雙月刊》，2002 年 5 月號。 

61 〈怪電話‧六、妙計〉，《霍桑探案集一》，頁 422-423。 
62 朱華瑄譯，Matt Hills 著《迷文化（Fan Culture）》（臺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社，2005），

第二章：在社群與層級之間的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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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持正面看法者，是把焦點置於以「迷群」作為一個主動構連語意和主動詮

釋者的代表；不過持負面看法者，則不苟同迷的愉悅行為，認為那是一種有別於

勞動的活動，並不優於在資本主義中複製意識形態的人群。63 以此觀之，「上海

社會本有一窩蜂的風氣」，較為趨近對「迷文化」所持的負面看法。但是，當包

朗話鋒一轉，不諱言說道： 

傍晚時汪銀林送來了兩張戲券，約我們去瞧戲，並商量別的綁案問題。

我和霍桑也破例地去飽一飽眼福。64 

這裡包朗「破例地」去飽一飽眼福，可見他轉向了一種較為正面的「迷文化」實

踐邏輯下的美學或品味，「這一晚中華舞臺裡擠得水洩不通，而且一連幾夜都是

如此。白玉蘭的聲譽因此奠定了穩固的基石。」65事實上，中華舞臺裡維持一定

的文化空間模式，特定的戲劇表演元素，如服飾化妝的姿態、眼神演繹心理情感

的表演風格，或者故事唱詞，和臺上光影流洩至臺下黝暗觀眾席上的劇場感受

等，俱吸引數以萬計的民眾。也因此，作為上海庶民的娛樂生活版圖圈內的戲院

生活，的確連霍桑和包朗亦難以抗拒，無可抗拒地成為參與其中的一員。 

     事實上，《霍桑探案》裡，並不把霍桑和包朗塑造為一個逸離娛樂生活的嚴

肅偵探家和作家，相反地，他們兩人平日生活並不吝於到戲院裡看戲、看電影的

舉動，反而讓我們窺見霍桑和包朗選擇戲院裡提供的娛樂，已成為他們日常生活

的一環。例如在〈活屍〉裡霍桑力邀包朗前去大光明戲院看《國魂的復活》一片：  

                                                 
63 有關迷的相關研究，文化研究學費斯克（John Fiske）強調文本是一個多義性的空間，迷群有

構連語意、主動詮釋的空間與能力，能生產出意義建構、庶民文化與愉悅。參見 Fiske,J. (1989) 
“Reading the popular”, London and N.Y.、 Fiske,J. (1992) “The culture economy of fandom”, L.A: 
Lewis. 以及 Fiske,J. (1992)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London and 
N.Y.然而，Fiske 有關愉悅的說法引起持左派觀點學者的質疑，米翰（Eileen R. Meehan）即指
出迷的愉悅是在一套生產機制與既有的文化脈落下所生成，因此，迷的愉悅行為，有別於勞動
的活動，而優於在資本主義中複製意識形態的人群。參見 Eileen R. (2000) ‘Meehan, Leisure or 
Labor? Fan ethnogra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Ingunn Hagen and Janet Wasko, “Consuming 
Audienc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in Media Research”, US: Hampton. 

64 〈怪電話‧六、妙計〉，《霍桑探案集一》，頁 423。 
65 同註 64，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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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朗，你夫人在嘉興還有三四天的耽擱嗎？你再到我寓裡去住一夜吧。

今夜大光明戲院正在開映《國魂的復活》，此刻還趕得上最後一場哩。66 

僅管那是晚場的戲，回去時也已是晚上十一點半，對霍桑和包朗白日緊湊的偵探

生活來說，似乎更可選擇晚上早點歇息以補充睡眠，但他們卻選擇了到大光明戲

院裡去看《國魂的復活》一片，足見當時夜間娛樂事業的勃興發展，為市民夜間

的娛樂去處提供不少新選項；且這些娛樂去處在實質上亦可紓解不少白天工作的

的壓力，因此，霍桑和包朗晚上仍依然樂此不疲地駐足戲院。 

  此外，觀者抱持的熱誠興致，亦可從不畏風雨攔阻地前去戲院的情節體現；

而戲院裡播放的某些片子，也令觀者欣賞後再度深思並回味無窮。這固然呈現出

娛樂生活圈迷人的一面，使人無法抗拒；然則影片中輔以聲光剪輯、鏡頭安排和

場景調度等技術來托襯電影語言的多方展現、人物系譜的特殊氛圍和場景佈置的

轟動效應等，也已加深銘刻了觀者的記憶痕跡。有關影片情節如何被編織置入小

說，人物如何融入影片，在〈逃犯〉裡著墨頗多。小說裡提到八月十三日的晚上，

包朗正在用晚膳時，天上突然驟起一陣陣的傾盆雷雨，溫度陡降中吹來習習涼

意，包朗打算用餐後去看戲的興致，卻不被這一陣傾盆雷雨打消，「從戲院到我

家裡不過一裏多路」，用餐後，包朗冒著大雨前往公園路北端的「唯美戲院」看

《金縷痕》。〈逃犯〉裡詳述的《金縷痕》這部影片，大體勾勒出一個有關愛情的

悲劇故事。故事重心從由內轉外，由個人轉向家族，由心理轉向社會，一對原本

在年輕時互為相戀的男女，兩人性情面貌雖然相稱，卻因社會地位差距大引起阻

限，女子終究好夢難成而嫁給一位富家子弟。影片針對現代問題，從愛情關係到

婚姻空間，從單純的甜蜜戀情到複雜的人際關係，透過對比進行刻畫。婚後女子

固然享了安富尊榮，然丈夫卻頤指氣使和縱博狹邪，她精神上飽受痛苦倍感寂寞

無援，後來丈夫走向墮落而破產，女子的痛苦由精神面擴充至物質面，終至饕飧

不繼。影片將婚姻以「危機」的方式處理，視婚姻為綑綁女子身心的障礙，所反

                                                 
66 〈活屍‧二十、榮譽的道歉〉，《霍桑探案集二》，頁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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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正是現代社會裡女性聲音的吶喊，企圖打破不幸婚姻裡女人噤語的型態。為

增強戀愛關係與婚姻空間的批判力度，故事重心再從由外轉內，由家族轉向個

人，由社會轉向心理，影片安排了女子舊情人卓然成名後，千方百計地探尋女子

蹤跡的情節。舊情人終於在一家小旅舍中會見了女子，但女子已愁病交迫地躺在

一張破榻上一息奄奄，最後氣絕。67 

    有關〈逃犯〉裡觀影者陷入觀看回憶的性格特徵，我們可進一歩來檢視影片

圖像和情節故事中的情愛糾葛與傷痛故事，如何介入主體人物的回憶。包朗看畢

影片後立即道出觀影心得： 

這《金縷痕》一片在描寫和結構表演取景方面，處處都合乎藝術的原則，

的確當得起「名片」的評價。所以我雖冒雨而往，還覺得非常值得。
68 

此時街路上的大雨已停，經過雨水的沖洗更倍感乾靜。在戲院裡安坐了近三個鐘

頭之後，包朗從戲院步行回去。一路回家的途中，便是他一路掉入回憶的過程。

「我沿著公園路向南進行，影片中的情節，兀自在腦子中一幕一幕地自動搬演」，

當人的記憶機制開始啟動後，便進入回味影片的情節裡。這裡一幕一幕片斷回憶

的串聯，將人推入追憶的影片情境中，「緊抓心弦的劇情佔據了我的整個的意識，

從公園路緩步向南時，竟像忘了我在路上走」，影片最扣人心弦的最後一幕：  

那男子緊緊抱著他的愛人的頭，眼淚汪汪地凝注著他的愛人的憔悴灰白

的臉。他竭力地安慰伊道：「玉妹，你苦了！可是現在你有了新的生命，

你盡安心吧。現在我的能力，盡足以使你安享了。你要什麼，愛什麼，

我都辦得到。我告訴你，我的奮鬥努力和今日的成名，都是為你。所以

                                                 
67 根據包朗的回憶，在唯美戲院所看的《金縷痕》內容，原文如下：「那是一齣悲劇，描寫一
個女子在少年時愛上了一個有志而清貧的男子。他們的性情面貌都相稱，盡可以成一對美滿的
佳侶，可惜因著社會地位的阻限，那女子受了環境的誘惑和逼迫，終於好夢難成，另外嫁了一
個富家兒。在結婚以後，伊的安富尊榮的願望固然滿足了，可是敵不住伊的精神上所受的痛苦。
原來那富家地非但不知道溫存體貼，而且頤指氣使，縱博狹邪，無所不為，伊的生活便陷入寂
寞悲慘的境界。這女子受盡痛苦，便自怨自艾起來，恨不得時光倒流，把先前的錯誤糾正過來。
後來伊的丈夫因著墮落而破產，伊的痛苦又從精神的面擴充到了物質方面；進一步到達了饕飧
不繼的地步，於是伊更不堪了。這時候那先前的情人已經卓然成名。他的心坎中仍不忘他的舊
時的愛人。他聽得了那女子的景況，使千方百計探尋伊的蹤跡，準備盡量地助伊，使伊重享逸
樂。後來他在一家小旅舍中會見了他的愛人，但伊已是愁病交迫，躺在一張破榻上，一息奄奄
了。」〈逃犯‧一、黑形與槍聲〉，《霍桑探案集五》，頁 205-206。 

68 同註 67，頁 204。 



 

程小青偵探小說中的上海文化圖景 

 72

我的一切所有，甚至我的生命，都在你的指揮之下！玉妹──玉妹──」
69 

這一幕將個體追求愛情的力量拉升至一個高度，企圖衝撞緊固束縛的家族婚姻結

構，然而，儘管男子的話說得懇摯沉痛，但沒有太大效力，那女子「閉合的雙目

微微地張了一張，伊的枯萎的嘴唇上，又略略現出一絲笑容」，伊就在這一笑之

中斷氣而絕。《金縷痕》影片形塑女性的雙重尷尬處境，擺盪於男女情愛和家庭

社會結構的糾葛互動，是片中現代女性遭遇的核心命題，由於特定的意識型態強

行地置入在女性身上，因而遭受個人主義聲音的挑戰與質疑。但無可諱言，影片

中安排舊情人呼喚無效，而女子嚥氣而絕的結尾，仍說明瞭時代核心文化強悍的

觀念定位。作為仰賴文化工業生產線製作的影片，背後亦夾帶其意識型態的運

作，影片總有刻意建構和特定組織的劇情，當追憶中主體在選擇性的記憶中陷入

扣人心弦的那部份時，竟魂牽夢縈地終竟忘了置身何處，這裡顯見人物主體已實

現主客體位置互換的特性，現實人物跳入虛擬情境中，虛擬情境強大地召喚並衝

擊現實人物。〈逃犯〉一文並未能深刻地體察這一點，然而透過小說再現的《金

縷痕》影片，仍讓我們一探小說裡企圖轉化影片繁複的藝術形式與社會實踐意

義，轉而帶入一個日常生活裡私密性、自主性、浪漫化和慾望投射的個別體驗。 

  

三、銀質白綢的刀叉生活：西餐廳 

 

    《霍桑探案》裡的「西餐廳」是偵探在每日偵探生活實踐中，不可迴避的一

個關於西式飲食文化的重要地標。從西餐廳率先引進了西方飲食的物質文明，即

接引了西式的餐桌禮儀、用餐習慣和食品烹調技藝，乃至對於盛宴的想像、階級

品味、從美食到養生，以及醫療飲食的健康概念等，這不僅僅是一種飲食風格的

轉型，還是一種消費模式和文化風尚的轉變，甚至是與社會想像和階級品味息息

                                                 
69 同註 67，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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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文化認同」70密切聯繫。然而，在餐桌檯上僅管看似不起正面交鋒，餐

桌檯下的文明衝突卻同時暗潮洶湧。隨著時間流逝與空間裂變，資本主義與時尚

文化的興起，民初上海的飲食文化亦從悄然改造到驟然變奏，這之間突顯了一些

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以下即要藉由《霍桑探案》來探討偵探所省思的西餐

廳所挾帶的飲食文化焦慮，並映照出資本主義夾擊下的文化記憶與時代隱憂。 

    首先，從〈珠項圈〉一文，我們可以探看靜安路西段一個高價的西餐廳「卡

洛頓西菜館」，不乏承載著人如何體驗西餐廳的空間佈局特色，且西餐廳空間又

如何反過來凝塑人文互動的種種軌跡。某日晚上，包朗正在家中進膳，霍桑的電

話來了，請包朗換一身衣裳，趕緊到「卡洛頓西菜館」去。從霍桑要求包朗「換

一身衣裳」的這句話，我們可以看出，到高價的西餐廳用餐，不僅著重穿著的得

體整潔，也意味著人們踏入另一個特別的時空，必須遵守一定的時空規則，由此

看來，「卡洛頓西菜館」的空間特色承載的是一個較為高消費能力或者身分品味

較為特出的人們。然而，依霍桑「平日不甚喜歡西菜」，引起了包朗心中的暗暗

懷疑：「怎麼今夜裡約我到這樣高價的西人菜館裡去？」作者藉此特別勾勒出霍

桑平日的飲食習慣，也藉由包朗的問句導引，鋪述出疑惑的情節佈局。包朗並沒

有花太多時間功夫仔細推敲霍桑的用意，便換上「一件黑毛葛夾袍」前去赴約： 

卡洛頓菜館在靜安路西段，地點比較冷靜，食客們以西人和菲律賓人居

多。我國的顧客不過十之一二。71 

從卡洛頓菜館地理位置來看，座落於屬於中上階層居民雅好的靜安路西段，是一

個較為幽雅安靜的高雅區段，此以突顯了「靜安路西段」在地理空間上的高級勝

出；其次，從餐廳內部的食客們以異國人士為主的食客身份來看，外賓居多而國

人顧客甚少，以及西人和菲律賓人種族的不同，以此突顯西餐廳的內部空間係可

                                                 
70 Flandrin, Jean-Louis.(1999) “Food : a culinary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ean-Louis Flandrin and Massimo Montanari”, translated by Clarissa Bos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71 「我國人到這裡來的，目的不在示闊，卻只是抱著特別目的的少年男女。」〈珠項圈‧七、
餐館中所見〉，《霍桑探案集三》，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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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區辨社會身分階層和人種特徵的異質元素。再者，從包朗一進餐廳門口，便

「脫掉帽子」的舉動來看，他遵守了進入高及西餐廳的禮儀規範。 

    〈珠項圈〉進一步鋪陳西餐廳室內空間的佈局特徵，以及在西餐廳用餐如何

轉變為一些符號意旨的表徵，並從而對照出中西餐館的差異。從包朗踏進一間廣

大的餐室，即以總覽鳥瞰的視角先掃瞄了一遍，整體說來佈置得富麗華貴，其次

再以細部的餐廳裝潢部件和餐具組合，召喚人們對此空間特色開展的想像力，「地

上鋪著厚厚的毯子」、「淡藍色的油壁，罩著幽淡的燈光」、「餐桌上白綢的檯布」、

「銀質的刀叉」、「異色的鮮花」72，羅列的文字圖像除了具有視覺審美的作用外，

亦含納了餐廳內部空間的實用和品味功能，如地上鋪著厚厚的毯子使「走路時絕

無聲響」，幽淡的燈光增進柔和的照明效果，白綢檯布提供方便整理且時尚優雅

的雙重機能，銀質刀叉的西式餐具代表著飲食體系，桌上繽紛花朵的點綴更襯托

出空間洋溢的青春氣息等，似乎符號已先賦予西餐廳一個美麗的傳說。此外，食

客談說時都放低語聲，輕聲細語： 

食客雖已有了六七成光景，談說時卻都放低語聲，絕無我們舊式餐館的

喧鬧喧囂，卻有一種幽靜的趣味。73 

這裡顯然有意地為「舊式餐館」和「新式餐廳」作一個明顯的區辨，前者「喧鬧

喧囂」，後者「有一種幽靜的趣味」。類似的例子我們亦可在〈活屍〉一文看見，

「梅園酒樓是個新式的中等餐館，一間一間分隔的雅座，佈置很清潔，也沒有舊

式菜館的喧囂吵鬧。」74梅園酒樓的地理位置座落於南京路十八號，亦屬高級住

宅的分佈區，其內部空間擺設亦屬高尚雅緻。從〈珠項圈〉和〈活屍〉特意突顯

西餐廳╱新式餐廳的光亮雅潔，並對照出舊式菜館╱舊式餐館的喧囂吵鬧，我們

可嗅出伴隨著現代物質文明的高速推進下，民初上海的西餐廳正一家家地應運而

生，而人民對於飲食的品味版圖亦隨之挪移，甚至影響身分品味的社會區辨。 

                                                 
72 〈珠項圈‧七、餐館中所見〉，《霍桑探案集三》，頁 23-24。 
73 同註 72，頁 24。 
74 〈活屍‧九、舞場中〉，《霍桑探案集二》，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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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西餐廳╱新式餐廳的光亮雅潔裡，並不全然美好。在〈珠項圈〉裡，

則透過西餐館提供一個可供辨識人跡耳語的空間，霍桑開始進行偵測西餐廳裡暗

藏的人性試煉。〈珠項圈〉裡，包朗走進餐廳後向四面一瞧，見這廣室的右邊的

裡角，霍桑換了一身藏青白細線條的西裝，正靠著一隻圓桌，舉著杯子正在飲水，

而「侍者正端了兩盤牛尾湯上來」75，霍桑仍默默無言的開始飲湯。等到飲完了

湯，第二道菜剛才上來，霍桑忽把頭前傾了些，低聲向包朗說話：「你先瞧瞧我

的背後。可認識他？」包朗移轉目光，停睛瞧一瞧，那人穿著一件黑色的長袍；

身材非常高大，待他人偶然回過臉來，原來是邱奎。霍桑忽又低低地說。「現在

你試再運用你的目光，瞧瞧這廣室左邊的外角，可也有認識的人？」包朗依著霍

桑的指示，遠遠地瞧去，見那左面向外的角上，有兩個本國的食客： 

那是一男一女，女的穿著一件淺黃色的頎袍，衣角上還繡著黑色的蝴蝶，

滿頭鬈髮，蓬鬆得異乎尋常。這樣的裝束，在那時候原是上海最流行的。

伊的面貌也很漂亮，這時正低著頭和伊對面的男子說笑。那男的穿著栗

殼色的西裝。光亮的頭髮。向後梳得非常齊整，斜側著臉，湊著那女子

一臉上含著一種媚笑。我再好好一瞧，他的鼻子是鉤形的，眼睛是稜角

的。
76 

一女子穿著上海最流行的裝束：一件淺黃色的頎袍，衣角上繡著黑色的蝴蝶，滿

頭鬈髮，對面的男子穿著栗殼色的西裝，光亮的頭髮，向後梳得非常齊整，接著，

他摸出了一隻小小的紫羅蘭色的絨匣，遞給他對面的女伴，女子則把絨匣開了，

仔細瞧了一瞧，臉上露出一種「含著誘惑的巧笑」，霍桑判斷「這大概是一枚指

環，連那絨匣計算，總也值兩三塊錢。」77包朗認出這男子是車時傑，又隨著觸

目所及，包朗心情起了轉折的變化： 

                                                 
75 同註 72，頁 23-24。 
76 同註 72，頁 24。 
77 同註 7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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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忖這人明明是那個惡少，邱奎怎說不識？莫非他果真是同黨？這時

那侍者陸續的把菜端上來，我一邊吃著，一邊偷偷地瞧著對角的一男一

女。所以無論煙魚炸肉，送到嘴裡，實在也辨不出什麼滋味。78 

在愛情空氣凝結的瞬間，其實暗藏男方陡升的騙局，這一曲西餐廳裡唯美卻殘酷

的死神序曲，悚然奏起。從這裡指涉出一些特權階級或者紈褲子弟巧用時尚資

源，以宴客為由卻暗藏一局飯中之計，恰恰透露了西餐廳裡對人性的試煉。 

    此外，霍桑和包朗的偵察無疑是指向了西式餐廳內部一些的問題，而這些的

問題卻又連繫糾結於社會文化風氣與國家局勢。誠然，民初上海的一股又一股浮

誇風和浪費風席捲都市裡的每一個角落，這種現象雖包含上海人獨特的交際文

化，卻也製造出不少令人堪憂的問題。從〈活屍〉一文裡，趙尚平律師的餐室佈

置地完全歐化，且傢俱大半是舶來品，包朗指出這也是不足為奇的： 

我懶得一件件細瞧，因為當時的一些所謂「上流人」的的家裡簡直大半

是舶來品的天下！儘管多數人大聲疾呼：「用國貨，用國貨」，可是這

些「上流人」卻充耳不聞，還是以用外國貨為榮！79 

由此看來，餐廳的「西式空間」本身作為一種符號的象徵與符旨，其空間特徵已

組成了資本主義或符號帝國的譜系，而由西餐廳裡衍生出的符號涵義，卻被包朗

拿來作為透過投射於西餐廳的憎惡，以此彰顯代表著一種對於民族的信仰與愛國

情操的表徵。這不能不說是一重過為偏頗且誇張的想像，然而，卻也彰顯了在危

急存亡的時代語言裡，這段話所折射出霍桑和包朗對於某些傳統的珍視與維護。

因此，透過對於西餐廳佈局的區辨，遂形塑為一種文化記憶與國族認同的憑證。 

 

 

 

 

 

                                                 
78 同註 72，頁 25。 
79 〈活屍‧十七、杏生說話了〉，《霍桑探案集二》，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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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 結 

 

在《霍桑探案》有關老上海文化記憶與摩登上海文化風情的建構過程中，「小

食挑子、老虎灶、孵茶館」和「舞廳、戲院、西餐廳」不啻成為兩組強大的反差

和對比，程小青羅列這兩組相異的生活場景，使之層疊交叉，反覆出現於文本，

並形成具有代表性的兩組逆反修辭意象，除了可供考察小說人物不同身分階層生

活的依據，亦可作為對比性別身體、文化權力等向度的研究資料。第二組以舞廳

的胴體、舞衣、羽毛亮片和高跟鞋，戲院的園子和西餐廳的亮麗，強調銷金迷魂

的交際生活（舞廳）、粉墨登場的娛樂生活（戲院）和銀質白綢的刀叉生活（西

餐廳）；與之相較，第一組以小食挑子的疾緩節奏，老虎灶的擾攘濕熱，茶館的

叨絮聲浪，強調生活實用式的走巷穿弄的吆喝生活（小食挑子）、鍋儲百沸的爐

灶生活（老虎灶）、砌水品茗的喫茶生活（茶館），似乎更見後者的樸質、前者的

奢靡，兩者的文化情境畢竟截然不同。 

    藉由霍桑和包朗在上海都市裡的每一次漫遊，便如同對「小食挑子、老虎灶、

孵茶館」和「舞廳、戲院、西餐廳」兩組迥異的文化文本，進行一次又一次不同

的閱讀，在走入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過程中，片斷的或者連續的人事物景，皆與

他們共用了都市文化的相關記憶。但是，霍桑和包朗並非只扮演客觀的觀察者和

讀者，而是主動地歸納與辨識這兩組貌似大相逕庭的文化文本，從市民的言行舉

止和日常樣態，區辨這兩組文化文本分別銘刻在人們生活日常的印記，重整兩組

異質文本各自展現駁雜的活力，並進一步揭示，這兩組展現的異質特色，實緊密

地與上海的多元都會語境產生構連。《霍桑探案》透過霍桑和包朗的每日遊走逡

巡，捕獲的一些鬧猛片斷，如〈矛盾圈〉和〈催命符〉的老虎灶、〈活屍〉的舞

廳，以及〈怪電話〉的四方傳單和戲券，化為為一格格「景框」，從中或許透顯

出交錯的迷人光影，卻未能鎖住民初上海日常生活裡再衍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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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其將《霍桑探案》裡的「小食挑子、老虎灶、孵茶館」和「舞廳、

戲院、西餐廳」視為兩組對峙的修辭語彙，我們毋寧將它們視作是一個個觀測文

化流動的羈留站。事實上，它們收納了文化曾經的沖刷、流動和浸潤，最後形成

《霍桑探案》裡一個個被記憶的標的物。在文本中，它們就像是都會浮顯的一個

個象形文字和一道道密碼，經過霍桑和包朗仔細的推敲解讀，蘊藏其中的時尚生

活訊息和深層的文化精神底蘊遂被召喚而出。這是一個故事不斷被述說的過程，

也是一個記憶不斷被擦亮的過程，一旦漫遊的行動不停止，日常生活的靈光也就

有可能陸續地被拾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