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羅斯的偉大心魂

原生家庭
近 年 家 庭 療
法、心理學越見
普及，談及原生

家庭的理論也漸多。原生家庭
即一個人的父母和那個家庭。
近期和朋友一起看《離婚活
動》的日劇，裏面談及男女主
角，再加男主角父母，以及女
主角父母和姐姐，4個家庭都因
不同原因同時離婚。雖然是相
當戲劇化的處理，但看不少評
論以至朋友的感想，也是慨嘆
原生家庭的影響，就知道大家
都開始習慣這個理論。
這反映現代社會愈來愈着重
「原因」，性格、愛情觀、人
生態度，都可算是由原生家庭
而來，這不但包括父母的言傳
與身教，也包括他們在你孩童
時如何對待你，以及他們自己
的性格和三觀怎樣影響你。但
我很喜歡劇中的推進，就是起
初男女主角都會回溯為何自己
的性格和愛情觀有問題，例如
男主角的家庭觀完全來自父
親，卻忽略了母親/女方的感
受；女主角的媽媽着重工作，

所以女主角渴望更多注意力和
完美的婚姻。女主角的前男友
則因為父母不太說話，所以學
懂觀人眼眉而不太表達自己的
感受，且起初都不願結婚，導
致女方離開。
每個人到了一定年紀，就是
開始明白自己的構成，而最容
易一定是從原生家庭身上找原
因。但劇情並沒有停在此。當
他倆面對父母離婚，及自己離
婚時，才看到人是應該對自己
負責，知道原因後，就要修
正，而非停留在怪責父母的層
次上，而父母即使來到老年，
仍舊是找方法令自己的婚姻能走
下去的。故此，最感動一幕是女
主角跟病重的媽媽說，其實不用
再道歉，不用為童年忽略了我
們而道歉，媽媽就是媽媽，她
做自己就可以，我也長大了，而
且我仍很愛媽媽。鏡頭一轉，女
主角的姨甥女也看着自己離家出
走的媽媽，說：「你做自己也可
以，我愛媽媽。」
體諒他人，然後自己對自己

負責，人生就是這樣吧。

「俄羅斯的偉
大的心魂，百年
前在大地上發着
光焰的，對於我

的一代，曾經是照耀我們青春
時代的最精純的光彩。在十九
世紀終了時陰霾重重的黃昏，
它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星，它
的目光足以吸引並慰撫我們青
年的心魂。」（羅曼．羅蘭，
下同）
我想喜歡文學的人，沒有人
不知道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國最
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影響千
千萬萬讀者，正如羅曼．羅蘭
所說的︰「在陰霾重重的黃
昏，它是一顆撫慰人間的巨
星。」
在中學時期，對他的作品便
心馳神往。但可惜的是，讀翻
譯本是一樁艱難的事，那些一
串串長達十多個字的譯名、地
名，根本難以記憶。
所以都是斷斷續續地讀，不
成氣候。
在記憶中，對他的作品總是
模模糊糊，並不清晰。
最近因疫情，居家時間多，
便發憤讀完他的代表作《戰爭
與和平》。
手頭上只有台灣遠景版的
《戰爭與和平》，全書近2,000
頁，140萬字，共分4冊，譯者
黃文範是從英譯本艾蒙絲女士

（Rosemary Edmonds）迻譯過
來。
有些地名、譯名與內地的譯

本，大相逕庭，如明明是西伯
利亞，譯者都一律稱鮮卑利
亞，前者已是法定中譯地方名
了，至於女主角，一般內地譯
名為娜塔莎，台灣譯為羅妲
霞……。
為閱讀方便，台灣把人名簡
化了，如把小說中的四府，簡
譯為俄國鮑（Bolkonsky）、羅
（Rostov）、寇（Kuragin）、
貝（Bezuhov），便於閱讀，是
其優勝的地方。
原因是《戰爭與和平》出場
人物繁多，如果所有姓名均照
本全譯，外國讀者讀來真是
「一嚿雲」。
記得之前讀台灣皇冠版《百

年孤寂》，那位自稱在西班牙
獲博士學位的譯者，所譯人名
如「水蛇春咁長」，令人讀來
頭大如斗，根本難以記憶。
相對來說，這本台灣譯的

《戰爭與和平》易讀得多了。
閒話表過，言歸正傳。俗諺
說，成功人士背後都有一個默
默支持的女人。
托爾斯泰最負盛名的兩部作

品《戰爭與和平》、《安娜．
卡列尼娜》，都與他的年輕新
婚太太索菲婭（台灣譯︰蘇菲
婭）的默默支持分不開。

（讀《巨人三傳．托爾斯泰》札記，之一）

好友唐麗球（波波）生日，筆者與幾位
朋友為她慶生也要排到「第六輪」，因波
波的朋友眾多，大家都要排隊；當晚波波
一件白色襯衫配搭黑色短褲，時尚又潮，

沿途往食飯地方，回頭率極高，不少人認出她呢！
波波今年收到最開心的生日禮物，莫過於是女兒吳梓

希7月中旬將從加拿大返港︰「梓希要趕返港，另一原
因是家中的一隻6歲大的貓兒病倒，患了急性腎衰竭，
每日我和工人姐姐都要合力為牠注射皮下水作治療，雖
然獸醫指貓兒的健康狀況並不樂觀，然而梓希還是希望
盡快回來跟貓兒見面。」波波指女兒一直要求能飼養寵
物，並保證會全力照顧好牠，所以在梓希升讀初中一
時，一家人到愛護動物協會領養了一隻小花貓，梓希更
教會了貓兒要「畀手手」的技能，才可以吃東西。
亦有不少飼養貓狗的人士，甘心自稱為「剷屎官」，

疼愛牠們一生。
「星二代」通常都會被人追問是否有意投身娛樂圈

呀！？波波表示他們一家三口從來沒有討論過這問題，
事關女兒的性格比較內斂害羞，更無表演慾，但梓希卻
頗為樂意助人，見到老人家或孕婦她會主動讓座，或者
見有老人家辛苦推着車仔，馬上會上
前幫忙︰「我和老公亦不會強硬將主
見灌輸予梓希，只會將事情以舉一反
三的分析方式跟她討論，由她自行去
思考判斷，有謂︰『觀念正，終身
正！』未來的人生路上，梓希是很明
白自己責任自己扛的道理。」
波波坦言曾經上過心理學課程，理

解到時下年輕人的一些心態，就是不
論母子情或母女情也好，在合情合理
的情況下多融合他們的思維和愛好，
這種相處模式也是為人父母的一種身
教言傳方法。

觀念正 終身正
告別了長江源，告別了拉

薩，我來到位於四川省、長江
上游的重慶市（從長江源到重
慶距離約1,500公里）。

我到重慶去，因為我要在此地登上郵輪，
暢遊長江三峽，瀏覽長江兩岸的綺麗風光，開
展遊歷長江上中游段的行程。
從海拔3,663公尺的拉薩來到海拔244公尺

的重慶，頓覺腳踏實地，身壯力健，這久違的
感覺太美妙了；既然身壯力健，胃口大開，當
然先吃碗風靡全國的重慶小麵啦！
重慶小麵實在是太好吃——碗頭不大，麵

條不多，配料更少，只有數條青菜，但就是一
個字——香。坐在重慶街頭的小麵攤，幾張
小凳子，一張小木桌子，麵條來了。哎，先別
吃，先嗅嗅；呀，嗅到了，鼻腔裏灌滿的是
花椒麻香，重慶小麵用的當然是重慶花椒，
重慶花椒頂呱呱啊，把花椒翻炒搗碎，再用
鐵鍋以火「炕」，一下子就把花椒清麻的香
全「炕」出來了，花椒油澆在熱騰騰的麵條
上，你說，這樣的麻香香不香？
麵條放進嘴巴裏，舌頭沾滿厚厚的辣

香——把炒好的辣椒搗碎，澆上高溫的菜籽
油，再加上芝麻和花生——咀嚼麵條時，辣
香統領着林林總總的芳香，緩緩
進佔你的口腔；為了把辣香在嘴
巴裏多留一會兒，你把麵條一小
口、一小口細咬慢嚼，最後才依
依不捨把麵條送進肚子裏——你
說，這樣的辣香香不香？
吃了麵條，喝一口湯吧，重

慶小麵的湯以新鮮骨頭熬湯，配
上「邪惡」的豬油，讓你在濃濃

的辣香中緩過神來。麵家先把所有佐料放在碗
底，把煮好的麵條放上，再澆上清鮮的骨頭
湯，二話不說，重慶小麵的鮮香就此銘刻在你
的心坎上，你說，這樣的鮮香香不香？
滿身麻、辣、鮮香的重慶小麵成了一位老

師，讓我在色、香、味的享受中，上了一節寶
貴的人生課，小麵老師教會我：「吃要專注，
活在當下。」小麵老師說：「你看，我的
『小』在於質樸，我用不上魚、肉、雞，更沒
有山珍海味；但我就是香，我的麻香、辣香、
鮮香帶領着你，霸佔了你。你用鼻子嗅，牙齒
嚼，舌頭嚐，這一刻，你的身心只有我——重
慶小麵，這一刻，你就只活在這一刻，享受這
一刻，這美好的當下。」小麵老師也教會我：
「吃要感恩，活出偉大。」
小麵老師說：「你看，我這碗小麵只用佐

料：鹽、醬油、辣椒、花椒、薑、蒜、豬油、
味精、葱花、香菜、芽菜、芝麻、豌豆、花
生，數條青菜；但我就在樸實無華的材料中，
為大家送上源源不竭的溫暖和幸福。大自然
多好啊，她以慈愛的胸襟，甘甜的乳汁，培育
豐富多樣的食材，讓我們的餐桌百花盛放，讓
大家生龍活虎。我們得到大自然疼愛，要悉心
回饋大自然，在各自崗位上發揮『螺絲釘』精

神，活出各自的偉大。」
坐在重慶街頭小麵攤，吃着

6元一碗、重慶人每天必吃的
重慶小麵，看着重慶人在平凡
樸實中活在當下，感恩大自
然，我知道，重慶人和我都是
小麵老師的好學生。
感謝你啊，親愛的小麵老

師！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上游重慶市重慶小麵

很久沒有去新光
戲院看戲，黑暴和
疫情令所有活動都

要停下來，李居明大師的新作觀
眾是等了又等，直至7月1日，
終於等到了！這天既是香港回歸
24周年紀念日，又是李大師的紀
錄電影《大運同行》和新派粵劇
《共和三夢》首映，這一天做首
映，作為其擁躉，心情是掩不住
有些激動！
李大師的紀錄電影《大運同
行》首映，電影中指出香港的風
水存在的問題，相信風水命理
的，看完此片都有所同感，而且
那天的首映後，我第一時間聽到
圍在我身邊的人紛紛說：「好
睇，好睇，真係好睇。」
我估計不到李大師這次是怎
樣編排一個龍貫天演 4 個角
色，包括毛澤東、孫中山、溥
儀、光緒。我知道觀眾也是很
期待又很存疑的，當然看完整
部劇大家才知道，此劇李大師
為每個角色寫了一段故事，且
也是由龍貫天入夢之後才顯現
出來的。
新 劇 的 演 員
中，大多數演過之
前的兩齣劇，參與
演出的新劍郎、陳
鴻進、陳咏儀、鄧
美玲、王超群、呂
洪廣等都會在劇中
一人分演幾角。而

作為最主要的演出者龍貫天，
便在新一齣劇中一人演4個角
色，更極具挑戰，也是令他藝
術表演再攀高峰！
今次還有個特別角色，就是
邀請到藝人歌手呂珊演川島芳
子，首演粵劇對她同樣是一個
新挑戰！
十年，由2011年至今，李居
明為新光戲院編寫了35部劇，
第一部是蓋鳴暉的粵劇《蝶海
情僧》，該劇並迅速地改編成
京劇和上海粵劇，且舉行了三
地聯演。之後更應日本之邀到
福井演出該劇。到2017年，李
居明的兩部粵劇《夢之戀人毛
澤東》、《三國志》分別在日
本大阪和名古屋兩地國家級劇
場公演，300位海內外粉絲見證
了創舉。
於2020年李大師編撰了第35

部劇《虛雲三夢》的第三部曲，
下集大結局《共和三夢》，他告
訴觀眾此劇是為推廣中國近代
史，開創先河，也是他今天編劇
的高峰時期的作品！

再創高峰

這幾日，安徽合肥一條名叫延喬
路的路牌下，堆滿了鮮花，紛至沓
來的人群，不斷在這塊路牌下駐足

致敬。延喬路得名於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名
字。他們是陳獨秀的長子和次子，投身革命後，先
後犧牲於29歲和26歲。得益於央視熱播劇《覺醒
年代》，這兩兄弟鮮為人知的革命者經歷，讓更多
人知曉。安徽合肥是陳氏兄弟家鄉的省會城市，這
條路名傳遞的意義寄託的哀思，終於沒有被埋
沒。路牌下的鮮花叢裏，有人在卡片上寫下了這樣
的句子︰「所有的幸福都需要付出相應的代價，如
果沒有那一定是有人替你承受了這些代價。」「延
喬路雖短，但繁華大道很長，我們必將繼承你們的
遺志，建設中國！」「你從安徽安慶走出，將革命
的光輝灑向全國，毅然轉身走進了無邊的孤寂。」
張桂梅老師纏滿膠布的雙手，連日來也再次引發

內地社交媒體上廣泛的關注。就是這雙因為傷痛纏滿
了膠布的雙手，剛剛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接過了沉
甸甸的「七一勳章」。帶着滿手的膠布，張桂梅又和
這個國家的多位平凡英雄，跟現任及前任國家領導人
一起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百
年大會。患有多種疾病的鄉村女教師張桂梅，雖然

自己無兒無女，卻是許多學生的「媽媽」。在她多年
的努力和堅持之下，全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得以建
立，約2,000名山村裏的女生，在這裏延續學業入讀
大學，從此徹底改變了命運。張桂梅的理想很樸素，
「我體會得到，一個受教育的女性，能阻斷貧窮的代
際傳遞」。
一個國家不會隨隨便便就能獲得成功，必定有

無數默默為之付出的人，長年累月為之添磚加瓦
奮力拚搏。藉着建黨百年的契機，許多為國家為
民族前途命運，作出過巨大犧牲和奉獻的無名烈
士、英雄、功臣，正在被愈來愈多的年輕人所認
識。英雄是最好的人生榜樣，尤其是從普通生活
中脫穎而出的平凡英雄，他們在平淡的工作中，
煥發出的人性光芒，起到的示範效應格外強大。
正當舉國上下還沉浸在對英雄人物的欽佩和崇

敬的濃厚情緒之中時，香港卻發生一件令人震驚
的事情。
剛剛過去的7月1日，在人來人往的銅鑼灣繁華

街頭，有人預謀持刀襲擊警務人員後，即刻畏罪
自殺。這樣極具恐怖主義色彩的暴力行為，無論
放在哪個社會，都是在赤裸裸挑戰法治和文明的
底線，理應遭到全體民眾的譴責。震碎三觀的

是，這名嫌犯居然被人歌頌成「英雄」、「烈
士」，除了在網絡上對其美化和「悼念」之外，
竟然還有為人父母者，帶着不諳世事的無辜孩
童，前去案發現場為嫌犯「獻花」。諸如此類的
舉動，不僅玷污「英雄」、「烈士」稱號，甚至
也侮辱了「獻花」這一飽含深情的行為。
一座城市要建立起安全有序的秩序，實在太不容

易了。但是要破壞和摧毀，往往只需要編造一段別
有用心的謠言，就能收到蠱惑人心的效果。此前的
所謂「爆眼少女」、「8．31太子站冤魂」，就是
靠着精心編撰的虛假資訊，製造聳人聽聞的謠言，
肆意抹黑一直形象良好的香港警察。這次對銅鑼
灣襲警兇徒「讚美歌頌」背後
包藏的禍港之心，不由得讓人
為香港捏一把冷汗。
因為，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

打開，毫無下線可言的魑魅
魍魎，必定會讓這顆「東方之
珠」再次蒙上恐怖的陰影。

延喬路上的鮮花和張桂梅手上的膠布

生，須懂取捨、知比對、會借鑒。
美麗鄉村，鄉村旅遊，農村生。這幾

句話好像並不搭。我卻覺得它們互包互
容，若簡潔點兒，那就用「村生」。這
二字，意蘊深遠。
商務印書館2011年6月第273次印刷

的第11版《新華字典》中生有14條釋
義，第3條為：活，跟「死」相對。而其2017年
9月第52次印刷的第2版《古代漢語詞典》中生
的字意有15條，第3條解釋為：活，活的。
就像薩頂頂那首《萬物生》，當初金星提

建議把《萬物生長》定名《萬物生》，顯然是
成功的。單就歌名而言，減掉了一個字，卻增
色數倍不止。但金星在此後的一檔節目中抨擊
薩頂頂「山寨」時，也毫不留情。薩頂頂翻
牆請教金星，到後來被金星一通批評，必有其
不對之處，也不一定就是單純山寨那麼簡單，
須得認真反思。金星作為大咖，在「金星秀」
直戳新人脊樑骨，雖然有「理」，卻也未必真
的可取。只論薩頂頂的歌，嗓音之空靈透徹，
實屬罕有。同一首歌，換別人唱，未必能火。
聽她的歌，很是享受！
農生，不是為了討巧。這裏的生，就是指

「活」，活着，且活得好。村生，是我去大殿
汪村遊玩後想到的兩個字。中國內地有多少個
貧窮落後的村？有多少個地處偏遠、土地貧瘠
的農村？有多少個自然村、行政村，肯定有精
確數字可查，有多少個地處偏遠的村，這數字
恐怕就沒人說得準了。莫說全國，就是一個
省，也沒人說得清！
周六休息，睡懶覺到9點，想去大殿汪玩

玩。吃過午飯，一家人開始朝大殿汪趕。出了
縣城，一路順暢，導航把我們帶到一處山嶺附
近。大殿汪被定義為「水浥田園」，有自己的
發展理念。水浥田園的入口是處復古建築和現
代建築的結合體，售票處、服務中心、衞生間
都很醒目。
沿着起伏的水泥路沒走多遠，就見到路左邊

的小嶺上有架淘汰的飛機和一輛坦克。不管是
不是真的，好奇和歡喜被勾起來了。爬上小

嶺，和坦克合影時，又瞥見另兩處景觀。跑馬
場和卡丁車場。卡丁車場建在泥土地裏，只有
鋪設的小道可通行。若不沿着小道走，就得弄
得滿腳黃泥。卡丁車場售票處頂部，被設計成
觀景台。站在觀景台上可以鳥瞰整個跑道。跑
道不寬，坡度也不大，彎彎曲曲的，拐拐繞繞
成一個閉合的圓環。跑道兩側，各擺了一排舊
汽車輪胎，防止其衝出跑道。等着開卡丁車的
人，圍了一堆，想開的話得等。大兒子梓航不
敢開，小兒子熙順倒是想開，可惜不到2歲的
他根本不能上車。
抄近路去跑馬場。聽說跑馬場有小馬，小孩
可以玩。到跟前才發現，裝了馬鞍的只有兩匹
馬，都是高頭大馬。裏面倒也有匹小馬，在那
裏蹓躂着玩呢，根本就沒有被騎的打算。閒聊
時聽去過大殿汪的同事說，體驗騎馬收費30
元。到售票處一問，單人騎行一圈40元，一個
大人一個小孩收費50元一圈。梓航想體驗，我
就給他買了張票。跑馬場不大，跑一圈也就一
分鐘。有遊客體驗時，後面會跟着一匹馴養員
騎的馬，緊隨其後催促和照應着。時間就是金
錢，愈快愈好吧！離開跑馬場的路，仍然是新
鋪的窄道。在沒有這些道路前，那個地方應該
是片並不肥沃的農田。道路邊上，翻建了幾個
土囤，還有一處人民公社時的破舊屋框。
水浥田園自然不能沒有水。回到飛機坦克
處，下了坡，繼續前行。道路低下去，那裏有
段石頭橋。左右兩邊，是被隔成幾段的河。靠
近岸邊的地方，被用石頭布了幾條小道，喜歡
嘗試的人可以大着膽子一步步在上面走一遭。
那段低伏的路前頭，又高起了一段。那一段修
建得更復古。兩側是石頭台階，中間是石片、
石塊和水泥砌成的斜坡。有壩子的地方，不時
有個石雕龍頭探出來，口裏噴吐着清澈的溪
流。小水潭處，突然冒出個咕嘟咕嘟翻滾的泉
眼，把水花頂至十多厘米高。路旁，不多遠就
有一塊招牌，就像明清古畫裏的街市擺設。在
第一段上坡處，建有一個數米高的牌坊，復古
味足，也還算美觀。只是，這類架構很多地方
的景點都有，不足為奇。

牌坊處右拐，上斜坡後，又是一處遊樂之地。
賣玩具的、套圈的、蹦極的、騎旋轉木馬的，
只要帶孩子去遊玩，小傢伙們一定喜歡。小兒
子被軌道車吸引，妻子抱着他坐上去。軌道車
繞着預設好的軌道，一會兒爬坡一會兒下坡，又
是盤旋又是來迴繞，一圈圈重複着。幾圈後，車
輛停靠。兒子還想再玩，妻子趕緊抱他離開。來
到牌坊處，還得往上走。牌坊前面的斜坡，還是
規整的。台階和斜坡都由石頭、水泥壘起。與
路並行的，還有鑲嵌在道路中間的兩條「河
道」。河道是在台階上生長的，也可以說是踩着
台階流淌的。那兩股鋪滿河道的水，應該也是
從高處水池引來的，不像山泉水。但路上有水
流相伴，且是清澈的水，感覺也挺美。
再往前，就到了水浥田園的主建築區。各種
店舖，都守候在復古建築群裏。店門外的裝飾
也都考究。一律是復古式的旗子，毛筆字體的
木頭招牌。最遠處的一條街巷，是小吃一條
街。那街的巷口，在青磚牆上，刻就「香村美
食街」幾個紅色毛筆字。街巷裏，簡直是全國
小吃的匯聚地。沂蒙煎餅、土家醬香餅、東北
烤冷麵、北京爆肚、天寶梨汁；羊肉湯、烤毛
蛋、冰淇淋、拉絲熱狗棒、餛飩、米線。二三
百米長的小吃街，幾步一攤點，不僅有各地名
吃、時尚店舖，還有最最傳統的小賣部。大兒
子渴了，選了瓶脈動；小兒子渴了，喝了杯現
煮的梨汁。到大殿汪村遊玩，真是吃喝不愁！
大殿汪的房舍，從一進入，到逛了一圈出

來，只有一個感覺，復古。那些建築，一溜兒
的古建築格調。街巷設計的也蠻合理，也到處
都整潔。但總感覺，缺了點什麼。回家後終於
想通：大殿汪村的建築，美得不似之前的舊村
舊貌了。舊村的房舍，石牆灰瓦，不似這般高
大上，但別具風味！
村裏人，整體搬到新村了。那是處遠離山嶺
的社區，到處為別墅式小院和樓房。村子舊
址，變成了鄉村旅遊之地。周邊，幾片採摘區
大棚，已初具規模。再遠些的規劃，也在不斷
培植着。可以預見，各地的「大殿汪村」們，
思路理清、筋脈打通後，都可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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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波與女兒梓
希。 作者供圖

●香味四溢的小麵老師。
作者供圖

●李大師送大海報予每位演員！ 作者供圖

●民眾在安徽合肥延喬路路牌
下自發獻上鮮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