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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似乎聽不到）做老闆不是這樣的，早就看你不順眼！

（文員衝過去，用刀猛刺二人，二人不支倒地）

文：	哈哈哈！哈哈哈！再沒有人看我不順眼了！媽媽……（好像突然醒了，

驚訝地看著四周）我……我做了甚麼？我殺了人嗎？（急忙丟掉了手中

的刀）

（文員呆呆站著）

【畫外音：本席現在宣判，被告三項傷人罪罪名成立。被告行事過份衝動，

欠缺理智，本應重判，但鑑於三人只受輕傷，被告犯案前曾與家人爭吵，精

神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故酌量減刑，判被告……（聲漸細）】

（燈暗）

（幕閉）

運用誇張手法，反映了近日金融海嘯對社會的影

響。雖然有點暴力，但能帶出在惡劣環境生活時的

處世態度——保持冷靜，不應衝動行事的主旨。此

劇亦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值得人情淡薄的都

巿人反省。（勞嘉琳老師）

面對波濤洶湧的金融海嘯，我們還能「各家自掃門

前雪」嗎？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親情何價 1C	鍾志明、梁兆彤、伍浩愷、葉智傑、葉本達

第一場

時間：某天早上

地點：馬路

人物：爸爸（爸）、弟弟（弟）、司機（司）、警察（警）

（幕開）

（燈亮）

（司機戴著耳機駕著車。弟弟和爸爸一起在街上走，年老的爸爸拿著拐杖卻

走得很快，弟弟在後面追著）

弟：	爸，小心看車，不要走得太快，一不小心跌倒怎辦？我們只是上茶樓，

不用那麼急。（走在爸爸後面說）

爸：	你說甚麼啊？我聽不到。（一邊向後望，一邊仍快步走）

司：	上！二號！二號！哎！（不忿地一拳打在駕駛盤上）又「輸了一個馬

鼻」，真「黑過墨斗」！

弟：（大叫）爸，小心！有車啊！

（司機只顧賭馬，沒留意路上的爸爸，結果撞上了他）

爸：	哎呀！（倒在地上）

弟：（立即走到爸爸旁邊）爸！你沒有事吧？

（爸爸不會動似的，司機下了車）

弟：（指向司機）你怎麼會撞倒我爸？我爸有甚麼事的話，我不會放過你！

司：	他自己傻傻地走出來，不關我事。報警吧。（打電話報警）

爸：（氣若游絲的說話）你不要學你的哥哥……，要好好……做人啊。

弟：	爸，不要死！我們還未一起去日本旅行啊！

（警察到場，先查看爸爸的傷勢）

警：（向弟弟）不要動他，他傷得很嚴重。你是傷者家人嗎？

弟：	是，我是他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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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救護車很快到，不用擔心。（改向司機）是你的車撞倒這個老伯嗎？

司：	是他自己衝出來的！

弟：	他開得很快，才會撞到我爸！（激動地）

司：	不要亂說！我依足交通規則。

警：	不必爭辯，警察會查。

【畫外音：救護車聲】

（燈暗）

第二場

時間：發生車禍的同一天下午

地點：醫院（左場景）；內地的辦公室（右場景）

人物：弟弟（弟）、哥哥（哥）

（弟弟在醫院的走廊，哥哥在遠方的辦公室）

弟：（邊哭邊打電話）哥，快聽電話。

哥：（正處理事務，好像很忙，聽到電話響，用普通話接聽）喂，哪位？

弟：	哥，是我，阿良呀！很難才找到你！（哭了起來）

哥：（轉用廣東話，很冷淡）阿良，甚麼事？

弟：（哭得更厲害）阿爸他……他死了！

哥：	吓，怎會這樣？（很意外）

弟：	他給貨車撞死了。

哥：	這麼沒福？才剛拿了退休金。

弟：	哥，快回來吧。

哥：	回來？（停一停）我不在廣東，我在山東，現在不能回來。

弟：	回來吧！買機票趕回來吧！

哥：	不是機票的問題，我在做生意，不能立即回來，你明不明白？（安撫弟

弟）

弟：（激憤地）不明白！「而家死老豆呀」！有甚麼比這更重要？

哥：	你冷靜些，我試試看，試試看。（收了線）

弟：	哥！哥！

（燈暗）

第三場

時間：爸爸出殯那天

地點：靈堂

人物：弟弟（弟）、哥哥（哥）、殯儀館堂倌（堂）

（燈亮）

弟：（跪在靈前燒衣紙）唉，爸，你為甚麼死得這麼早？（掩面而哭）

（哥哥進入靈堂，不知道怎樣做，左右張望）

堂：	有客到！來賓請留步。（哥哥依指示做）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

屬謝禮。來賓請隨便上香。

（哥哥鞠躬完，想去上香）

弟：（謝禮時看見哥哥，覺得很荒謬，很憤怒）哥，你是家屬呀，你傻的

嗎？

哥：	我怎知道！「而家日日死老豆咩」？

弟：（高聲罵哥哥）你現在才回來，當然甚麼也不知道！阿爸的死亡證是我

辦的，車頭相是我選的，壽衣是我著的，你做過些甚麼？

哥：「咁，使唔使再辦過，再揀過，再著過呀？」（很不滿）

弟：「老豆」不會死兩次的！你連爸爸最後一面都不見！

哥：	現在去見吧！（無奈地）

弟：	入了棺了，見！人死了想見都沒可能見到了，你回來幹甚麼？

哥：	我很忙，（想解釋）我……

弟：	你很忙？忙就不如連出殯都不必來吧！（憤怒地推哥哥）



146

渠 成 集

147

劇 本

警：	救護車很快到，不用擔心。（改向司機）是你的車撞倒這個老伯嗎？

司：	是他自己衝出來的！

弟：	他開得很快，才會撞到我爸！（激動地）

司：	不要亂說！我依足交通規則。

警：	不必爭辯，警察會查。

【畫外音：救護車聲】

（燈暗）

第二場

時間：發生車禍的同一天下午

地點：醫院（左場景）；內地的辦公室（右場景）

人物：弟弟（弟）、哥哥（哥）

（弟弟在醫院的走廊，哥哥在遠方的辦公室）

弟：（邊哭邊打電話）哥，快聽電話。

哥：（正處理事務，好像很忙，聽到電話響，用普通話接聽）喂，哪位？

弟：	哥，是我，阿良呀！很難才找到你！（哭了起來）

哥：（轉用廣東話，很冷淡）阿良，甚麼事？

弟：（哭得更厲害）阿爸他……他死了！

哥：	吓，怎會這樣？（很意外）

弟：	他給貨車撞死了。

哥：	這麼沒福？才剛拿了退休金。

弟：	哥，快回來吧。

哥：	回來？（停一停）我不在廣東，我在山東，現在不能回來。

弟：	回來吧！買機票趕回來吧！

哥：	不是機票的問題，我在做生意，不能立即回來，你明不明白？（安撫弟

弟）

弟：（激憤地）不明白！「而家死老豆呀」！有甚麼比這更重要？

哥：	你冷靜些，我試試看，試試看。（收了線）

弟：	哥！哥！

（燈暗）

第三場

時間：爸爸出殯那天

地點：靈堂

人物：弟弟（弟）、哥哥（哥）、殯儀館堂倌（堂）

（燈亮）

弟：（跪在靈前燒衣紙）唉，爸，你為甚麼死得這麼早？（掩面而哭）

（哥哥進入靈堂，不知道怎樣做，左右張望）

堂：	有客到！來賓請留步。（哥哥依指示做）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

屬謝禮。來賓請隨便上香。

（哥哥鞠躬完，想去上香）

弟：（謝禮時看見哥哥，覺得很荒謬，很憤怒）哥，你是家屬呀，你傻的

嗎？

哥：	我怎知道！「而家日日死老豆咩」？

弟：（高聲罵哥哥）你現在才回來，當然甚麼也不知道！阿爸的死亡證是我

辦的，車頭相是我選的，壽衣是我著的，你做過些甚麼？

哥：「咁，使唔使再辦過，再揀過，再著過呀？」（很不滿）

弟：「老豆」不會死兩次的！你連爸爸最後一面都不見！

哥：	現在去見吧！（無奈地）

弟：	入了棺了，見！人死了想見都沒可能見到了，你回來幹甚麼？

哥：	我很忙，（想解釋）我……

弟：	你很忙？忙就不如連出殯都不必來吧！（憤怒地推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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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把弟推開）你想怎樣？不回來罵我不回來，回來了又趕我走，我不

走！

弟：	你不走我打到你走！

哥：	有膽便打我吧！

堂：（見二人爭吵，上前勸阻）兩位，一人少句，一人少句。

弟：	我要代阿爸教訓你！（打了哥哥一拳）

（兩人扭打起來）

堂：	不要這樣，對先人不敬！兩位，不要再打了。

（兩人分開）

弟：	你不尊重阿爸，我要教訓你！

哥：	我是你長輩，你為甚麼又不尊重我？

弟：	你像一個哥哥嗎？要我尊重你？下一世！

（又繼續打）

堂：（向觀眾）還是報警吧。（走出靈堂外）

（二人繼續打）

（燈暗）

第四場

時間：兄弟衝突後，在警局給完口供

地點：警局門口

人物：弟弟（弟）、哥哥（哥）

（燈亮）

哥：	你好膽量！我縫了十多針，念在一場兄弟，我才不告你！

弟：	哼！我沒有受傷嗎？我不想阿爸屍骨未寒，我們兩兄弟便要上法庭才不

告你！

哥：	以後你有你，我有我，我們不再是兄弟！

弟：	好！我也不想有這樣不孝的哥哥！

哥：	那麼我便登報和你脫離兄弟關係！

弟：	上法庭也可以！

哥：	法庭我不想上，只要遺產分足，我不想律師賺我的錢。

弟：	分遺產？

哥：	正確一點說是：我是長子，阿爸的遺產應該全歸我！

弟：	你想得美！阿爸去世前叫我不要學你，還說要把錢全給我。

哥：	你才想得美！我是長子，又有兒子，長子嫡孫才是正式繼承人，你別想

私下侵吞！

弟：	呸！你還是阿爸的兒子？你剛才不是說要和我脫離兄弟關係嗎？我才是

阿爸的兒子，你就不是了。

哥：	我倒沒有和爸脫離父子關係。

弟：	你這幾年有照顧過阿爸嗎？還厚著臉皮說分家產，真是不肖子孫！	

哥：	甚麼不肖子孫！

（兩人邊吵邊推撞，又打起來）

（燈暗）

（幕閉）

劇本參照了真實案件創作而成，同學雖沒有親眼目

睹事發經過，但憑著生活經驗和合情合理的想像，

把人物語言寫得活靈活現，情節交代得有板有眼，

角色性格亦表現得恰如其分，令人欣喜。（賴燕萍

老師）

老父一點點的退休金已足以令兄弟在靈堂上大打出

手，難怪有些人為了巨額遺產，做盡受人非議的

事。金錢真的比親情道德更重要？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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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繼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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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上法庭也可以！

哥：	法庭我不想上，只要遺產分足，我不想律師賺我的錢。

弟：	分遺產？

哥：	正確一點說是：我是長子，阿爸的遺產應該全歸我！

弟：	你想得美！阿爸去世前叫我不要學你，還說要把錢全給我。

哥：	你才想得美！我是長子，又有兒子，長子嫡孫才是正式繼承人，你別想

私下侵吞！

弟：	呸！你還是阿爸的兒子？你剛才不是說要和我脫離兄弟關係嗎？我才是

阿爸的兒子，你就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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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參照了真實案件創作而成，同學雖沒有親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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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物語言寫得活靈活現，情節交代得有板有眼，

角色性格亦表現得恰如其分，令人欣喜。（賴燕萍

老師）

老父一點點的退休金已足以令兄弟在靈堂上大打出

手，難怪有些人為了巨額遺產，做盡受人非議的

事。金錢真的比親情道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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