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奧運征途（二）

媽媽偉大過天
電視劇《寶寶大過
天》是近年令人感覺舒
服的溫情喜劇，當中傳

遞很多正能量，尤其適合在此時此刻
的香港。雖然由當紅小生馬國明和花
旦岑麗香分別飾演的寶寶父親游在山
和媽媽康雅悠領銜，但是，作為配角
的「四大長老」──飾演雅悠父母康
樂與方楚翹的李國麟和龔慈恩，以及
在山雙親游大浪與金美歡的吳岱融和
商天娥，由於角色刻畫出色，反而令
人印象深刻。
劇集透過一個年輕小家庭在迎接新
生命的到來，以及在如何教養孩子等
家庭瑣事上，帶出夫妻或男女、兩代
或兩個階級的相處摩擦和觀念衝突，
並最終因為姻緣這條紐帶和對親人的
愛，從互相對立、抗拒到彼此理解、
包容，從而找到各自的人生寄託，乃
至幸福生活。
這顯然是一部女性電視劇，所以，
劇中提出不少今日女性關心乃至正在
承受的問題，比如女人天生要生育
嗎？即使外出工作，分擔家庭開支，
家頭細務也該由女人獨自承擔？奶奶
和媳婦一定是死對頭？單親媽媽如何
兼顧子女和養家雙重負擔等等？
由於是喜劇設定，這些問題都得到
解決，顯然是理想化了。比如年近六
旬的江湖大叔兼情場浪子游大浪果真

「浪子回頭」，專心當煮飯公，並湊
起孫子來；長相平凡的基層師奶金美
歡因為真誠和爽朗，贏得兩個成熟男
士的尊重……倒是一對中產夫婦，退
休警察康樂與小學名校老師方楚翹看
似安穩的婚姻隱藏了很多怨恨和誤
解。年輕媽媽康雅悠聰明美麗，固然
令人喜愛，但她的媽媽方楚翹卻令人
尊重。這是一位嚴於律己的知識女
性，優雅大方又自尊自愛，由於年輕
時常受奶奶的冷言冷語，甚至辱罵，
懦弱的丈夫卻不理不問，令自己受盡
委屈，不但影響夫妻感情，也造成她
對女兒過分保護和對女婿過分要求
等。但是，這個知書識禮的女人卻外
冷內熱，以自己的燭光照亮他人之
路，不但悄悄關顧丈夫的前妻及其兒
子，也激勵和幫助失意的親家金美歡
自強自立。
值得留意的是，劇中探討了原生家

庭對子女或上一代對小輩的影響，這
一點以陳自瑤飾的雅悠表姐葉帆呈
現。因為小時候遭受家暴，加上母親
愚忠，葉帆被迫以誣陷生父入獄而得
到生理上的解脫，卻留下心理陰影和
創傷。長期壓抑在心，導致噩夢頻
發……
故事雖然有些零碎，問題也點到即

止，但編導顯然藉親情帶動，連繫各
人，來牽動觀眾的心。

時隔5年，終於再次
踏上奧運征途，本以為
是一條熟悉的路，但在
踏進飛機機艙的一剎

那，感覺比較異常，十分冷清，跟我
們平時所乘的飛機氣氛完全不一樣：
本來一架波音787航機最少也會坐242
人，但這班機卻不足40位乘客，全部
都是去東京採訪奧運的傳媒，包括香
港奧運電視採訪製作團隊及內地一些
文字、通訊記者，比起以往在飛機上
的氛圍，多了份肅殺之感。
班機下午3點起飛，晚上約8點降
落東京成田機場，可能當時只得我們
一班機到達，加上所有商店沒有營
業，機場一樣是冷冷清清的。全機人
員到達後必須全體進行新冠肺炎深喉
測試，等待報告發出，並要做工作證
手續，時間合共需約4個小時，在機
場也沒地方可以逛，該4小時可謂度
日如年，又深怕會傳來有人「中招」
的消息，忐忑不安；當報告一出，全
機人員都通過測試時，全場興奮到拍
爛手掌，沒人中招，則不用全機隔
離，可以全部正式入境了。
奧運專車把整個團隊送達轉車集合
點，那裏已有幾十輛的士排隊等我
們，強制每一個人獨立乘坐一輛的士
去酒店，以減低互相傳染的風險。甫
入酒店，再進行檢疫措施
下，我們被告知可外出購買
食物，但限時15分鐘一定
要回到酒店，即不可到距離
酒店太遠的地方，而在入境
時我們全員都必須裝上日本
追蹤App，如違反任何抗疫
措施則隨時可以沒收奧運工
作證，強制離開日本。
採訪團隊工作範圍地點亦
有限制，早上根據預定時間

有工作人員到酒店接我們上專車到國
際廣播中心，進入廣播中心必須領取
唾液測試瓶，交回收集處，頭3天日
日測試，除密集的工作外，也常擔心
自己或身邊的人會否中招，一中招就
可能要隔離；這幾天製作團隊屬於隔
離期間，團隊只可以在附近場館及國
際廣播中心範圍內活動，而國際廣播
中心感覺上工作人員也比過往少。大
會防範疫情傳播，規例也很嚴格，所
有人除進食及飲水外必須戴口罩，曾
經有3名德國工作人員，因工作時除
下口罩，被東京奧組委發現後沒收工
作證，已經離開日本。
香港時間明晚7點奧運就正式開

幕，原本可坐68,000名觀眾的球場，
現只可招待約1,000名嘉賓、官員、
各國使節入場觀禮。大會指出雖然沒
有觀眾，但仍會有煙花表演、運動員
進場，過往每個國家派出一名持旗手
進場，今次則改為一男一女兩位持旗
手，宣誓環節也增加至運動員、教
練、裁判各兩名，而民藝表演則較為
簡潔樸素，從燦爛奪目變為更直接坦
誠地表達理念的內容，至於火炬塔將
用什麼形式燃點呢？全球將會有50億
觀眾於明晚透過不同的渠道收看東京
奧運開幕禮，就讓我們期待一個難得
又不一樣的奧運會開幕吧！

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仗仍
未結束，老天爺又給我們新
考驗，水災又降臨。前兩天
才看到西歐洪災席捲德國、

比利時、瑞士等國，從新聞片段所見是一
片澤國，房屋倒塌，災害死亡人數已上升
至188人。估不到事隔數天，連中國河南
鄭州都發生，甚至早前還鬧旱災的台灣，
前天也在高雄出現至少23處淹水災情況通
報，引發民怨。所以氣候的問題真的難獨
善其身，世界氣象組織指出，這次西歐國
家在2天內降下相當於2個月的雨量，是地
球平均氣溫升高，以致強降雨更易發生。
地球氣溫不降，「一千年難遇的洪水」這
句話可能不斷重複出現媒體上。
德國媒體稱此次洪災是近幾十年來德國

最嚴重的洪水災害，許多房屋、街道和橋
樑已成廢墟，德國總理默克爾用超現實、
極其恐怖、令人震驚來形容洪災所造成的
破壞程度。比利時東部許多城市面臨有史
以來最嚴重洪水，修德方登（Chaudfon-
taine）的市長巴克雷恩形容眼前恍如世界
末日的畫面，可見其嚴重性。西歐城市不
少是歷史悠久城市，排水系統設計肯定落
伍，變澤國是必然。
而昨日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鄭州被洪災沖

毀的道路，只見「街道成河道」、水淹地
鐵、街道上車輛被淹沒，人在汽車內無法
動彈、洪水將汽車和人沖走的影片和圖
片。更有乘客困於地鐵車廂內水深至肩膀
的影片，讓人觸目驚心。據報道是鄭州3
天內幾乎降下1年雨量，強降雨造成水庫
也潰堤，周邊區域嚴重積水，積水沖垮擋
水牆，造成鄭州地鐵5號線列車被大水倒
灌進地鐵車廂。
室內如此，戶外鐵路亦肯定受影響，據

報鄭州至洛陽區間的鄭西高鐵、隴海鐵路
發生水漫線路、路基坍塌、設備淹水等情
況，列車無法通行。嵩山少林寺被淹，水
流成河，超過50個景區已臨時閉園。水災
帶來經濟損失，令人失去財物，失去家
園，甚至生命，怎不令人心痛？還好，在
中國上有個優良傳統，就是︰一方有難，
百方支援。任何天災出現，政府絕對不會
拖延搶救行動，軍民多方出動搶救，災民
很快獲得救助。目前民間各界已經自發性
捐款援助河南，人間有愛。
廣東有句諺語︰「水浸眼眉」，即指狀

態很危險了，人隨時會被浸死，水災實在
不可輕視。天災出現通常就有人想到追究
責任，網上有人問「水淹地鐵，究竟是天
災還是人禍」？因為地鐵車是在室內，有
質疑是正常。究竟是設計上未考慮周全還
是工程質量導致漏水那麼嚴重？還是防漏
排水問題？自然現象都是超出人的預防範
圍才成災難。每一個事故都是一個教訓，
一個反思改進的機會。
其實任何國家或城市的規劃設計，都不

能忽略排水系統的建設，不要忽略打地
基，不要忽略質檢。常為人詬病的豆腐渣
工程，都是有人不願花多些金錢在打地基
上，或是偷工減料，可想過當你省一時金
錢卻害人一生。一條橋每日承受為數眾多
的車輛駛過，如果你不用扎實的好材料去
建造，試想一下最後產生的後遺症會有幾
大？如果一條行車路兩旁邊的地基也是堅
實的屏障，有個緩衝空間，這條公路才不
會那麼輕易全毀。正如港鐵的出入口設計
頂蓋長度很短，難遮擋雨水，地台石級同
地面高度的距離太低令水易漫入，不利防
洪。幸好，近十年在渠道排水方面做得
好，才少了水浸場面。

水災變相考驗城市基礎建設
英國在Delta變種病毒影響下，確

診數字不斷惡化，連續兩日新增確診
5萬宗，但英格蘭還是解除大部分防
疫限制，食肆不限人數，夜店重開，

年輕人無戴口罩、零防疫，舞動全城，末日狂歡，
實為世人所不解。
香港防疫步步為營，好不容易捱到今天「零確

診」，但部分香港人此時此刻卻趕往英國，解下口
罩，呼吸最自由的新冠空氣，是禍是福，不得而
知，只能祝他們好運。
賣了樓、辭了工，在港什麼都沒有了，五成人在

英國未找到新工作，四成「準備創業」，即是九成
都是工作無落，如此倉促的抉擇，真是莫名其妙
的別離。
難為送行的遺老，一幕幕機場泣別，很多長者臨

老被拋棄，痛苦確實令人難過。養大了兒女，再照
顧孫兒，生活的焦點都在兒孫身上，被溺愛慣了的
後代，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連根拔起，說走就
走，全不考慮父母感受。
身邊不乏有此遭遇的長者朋友，兒孫捨兩老離

去，兩老頓失生活焦點，像掉下了冰窟，年邁體弱
多病，在港又無後代照應，孤寂之餘還有恐懼，十
分淒涼，每次見面，說到傷心處，都是淚如雨下，
作為朋友的我們，只能多點關心，給予安慰。香港
從來都是外向型的城市，即使沒有政治風雲，也有
不少家庭遺下父母移民他鄉，歷史循環，不必看得
太重。同齡朋友茶敘相問，如果你兒子闔府要移
民，你會怎麼面對？我說，理智的人，都不會倉促
作出移民決定，不會隨便放棄職業，賤賣樓宇，去
面對不可預知的將來。上一代的移民家庭，都是經
過探路、鋪排，才會連根拔起。
「簷前滴水，何曾見過倒流」，如果長者要面
對被兒女移民拋棄這一天，既來之則安之，面對現
實，由他去吧。長者要自強。從今天開始，減低對
兒孫的依賴，預備足夠的錢，做好入住老人院的
準備。

機場泣別

朋友說她看過的書從
不保留，不是馬上送給
別人，就把它丟掉，理

由是書牢記腦海中就夠了，這麼瀟灑
的讀書人，相信不少吧；我也有過一
段日子，曾經這樣瀟灑過，可是記憶
力不夠強，事後想起某書說過的句
子，要想翻看時，發覺早已丟掉，也
會為之後悔不已。
當然，有些志在消遣的閒書，過目

看過算了，香港樓宇寸金尺土，真犯
不教人「怎樣開啟386電腦」之類
大而無當的書都要保存下來吧。
有些冷門的書也有它一定價值，初
版時印刷數量不多，過了一段日子消
失後不見有人翻印才可惜。
最不應丟棄的是工具書，尤其是不
同類型字典之類，我對這類字典特別
感興趣，其中一本十六開本硬皮
《中英辭典》，漢文註解，英文對
照，而且還附有「粵語分韻」表
格，比如查一「希」字，「喜」、
「氣」同韻字便連同註解一起出
現，全書不用排字，中文由作者毛
筆正楷書寫，英文仍由作者親自動
用上世紀流行的打字機打字，作者
蔣愛民，很可能是旅美廣東華僑。
另一本《部身字典》也是獨一無

二的奇書，大多中文字典都從部首查
字，如要查「韁」、「繮」二字，就得
費時間分別查看「革」、「糸」兩個部
首；但是只要查看香港一位中學老師
馮思禹發明的《部身字典》，「畺」、
「薑」、「僵」、「彊」、「疆」、
「韁」、「繮」便都同時出現，而且這
本小型字典查閱方便，只需按「術」字
筆劃次序12345分成五筆查閱便可，也
是難得的心血之作。
可惜這書已在一次裝修搬運時不知如

何失去，事後想補購一冊，訪尋過大小
書局都不見蹤影，至今仍未再版。其實
查閱中文，有些字，部身有時比部首來
得更加省時方便。值得一提的是，連同
王雲五的四角號碼在內，上述三本字
典發明者都是廣東人（王雖生於上
海，原籍廣東香山）。

必須保存的書

很慚愧，除了寫作，我對音
樂、美術等藝術是一竅不通，可
以說得上是一個「藝術盲」。對

眾多優秀的音樂和美術作品，我只能夠淺顯地
直觀地欣賞，而這種欣賞多是出於一種本能的
感知和共鳴。
前些日子，看到中國作家莫言先生在演講中提

到自己少年時和母親去拾麥穗，被看守麥地的人
打了一記耳光，導致她嘴角流血，跌倒在地，這
件事成了莫言記憶中最痛苦的事。莫言的回憶在
網上引發了網友們的討論，莫言的母親拾麥穗的
行為因此被一些網友定性為「偷」，我的一位從
未在農村生活過的老友也因此發了一條朋友圈，
表示自己對「拾麥穗」的困惑。
朋友和許多網友的觀點一樣，認為莫言的母

親把撿到的麥穗據為己有是不對的。如果回到
那個特定的年代，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那
麼麥地的看守者打人固然不對，將公有的麥穗
據為己有當然也是不對。當然，公有的麥子豐
收了，拾麥穗的母親仍然食不果腹，那又是另

外一回事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那一刻忽然想
起一幅世界名畫：法國油畫家米勒的《拾麥穗
的女人》。雖然已經過去多年，我仍舊記得畫
中的年紀已經不輕的3個母親，彎腰在撿拾
收割後的土地上遺落的麥穗，麥子收割的時候
正是夏季，3個窮苦的母親卻都還穿厚厚的
衣服，整個人顯得無比沉重，看起來令人心
酸。畫中3個母親的身後是豐收後堆得高高的
麥垛和騎馬的主人。從前看這幅畫的時候沒有
想過的問題，如今卻是想到了，不知那3個母
親撿拾的麥穗，是可以拿回家給自己和孩子們
吃呢，還是也要交給土地的主人分配？
我小時候也在麥田裏拾過麥穗，我拾麥穗的

記憶亦是難忘的，然而卻是充滿快樂。收割麥
子的時候多是已經放暑假了，麥子熟了以後最
怕遇到下雨，也怕來不及收割的倒伏，那時候
的土地已經分包到戶，搶收麥子的時候村裏家
家戶戶都會相互幫忙，你家收完了幫我家收，
我家收完了又幫他家收……
搶收的大人忙完後，孩子們的歡樂時光就開

始了，大家成群結隊地背小簍子，提小籃
子，也不分你家我家的，滿地裏跑去拾麥
穗。拾到大穗的完整穗子多會得意地向大家炫
耀，有的地裏收割得比較乾淨，心細的孩子連
掉到地上的麥粒都會照樣拾起來放進籃子裏。
拾得的麥子拿回去，多是不與家裏的麥子混在
一起的，自己另外曬乾，包起來，待趕集的時
候拿去賣了，得了或多或少的私房錢，無論是
買零食吃，還是買課外書看，都有了一種理直
氣壯的成就感。除了拾麥穗，還有拾穀穗、拾
花生、拾番薯，都深刻地保留在我少年時代的
記憶裏。
網絡上還在斷斷續續地討論莫言關於拾麥穗

的對與錯，然而我卻看到了麥穗的神奇。我想
起米勒，一個農民的兒子，在悲哀的人生中找
到繪畫的靈感，因而創作了《拾麥穗的女人》
等許多的舉世名作，莫言曾經的痛苦也化作了
他的財富，讓自己成為了第一位中國籍的諾貝
爾文學獎獲得者。而本呆，亦因為拾麥穗而獲
得了許多的快樂和美好，這就夠了。

拾麥穗的林林總總

「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
現在社會裏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
的。我好像是一個土販或私售燈吃
的，同學們好像是上了癮的鴉片鬼，
大家在暗頭裏作勾當。先生坐在案桌
上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
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

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喫茶
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豐子愷先生回憶
他小時學畫，畫畫彷彿見不得人的事，而且
豐子愷先生不只說過一次，每回提學畫，他
就重複「先生在館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
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
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喫
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先一幅幅地
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塗顏料。」
那是離我們不算太久遠的民國時代，但是，
對繪畫有興趣的孩子，不敢公開作畫，而是像
作賊一樣偷偷摸摸私下作業。缺乏學習機會和
條件的環境下，因熱愛和堅持，豐子愷先生後
來還是成為中國漫畫的一代大師。聽過豐子愷
的回憶，我的學生有所感：「今天的我們很幸
福。」感慨的她來報名學畫時說，她的朋友
建議她先報名學股票投資。
我的許多學生都已離校多年，有主婦、有
高管、有老闆，離校後還能有機會學習，且
是自己喜歡的水墨畫，這就是她所謂的幸福
吧。當年開始學畫的我，是兩個孩子的母
親，嘲笑的人問︰「太無聊沒事做嗎？」諷
刺的人說︰「幻想當畫家吧？」約幾個和我
年齡差不多的朋友一起，她們回答：「畫畫
我也喜歡，不過，等賺更多錢了再看吧。」
「這個時候哪有時間？待我退休後再來說藝
術。」我帶兩個女兒當繪畫班同學，不以為
然的朋友勸我「還是先教孩子學賺錢吧，有
錢以後就有藝術了。」
聽起來，藝術是有錢和有閒人的玩意？
這到底是貶低還是把藝術抬高了呢？
電視劇《三十而已》富有的王太太說，自

己喜歡梵高的《睡蓮》，於是就把它買回家
來。真牛呀！女角顧佳有一天受不了王太太
的作派，終於揭穿：「畫《睡蓮》的畫家是
莫奈。」不知道畫《向日葵》的才是梵高的
王太太即時崩潰了。
一個人對藝術的認知，並非有錢就可馬上
提高。當年學畫想的是：藝術是每天的，生
活的，既然任何時候我們都需要藝術，為什
麼要等以後呢？家中各種擺設、裝修設計、
客廳的沙發桌椅、臥室的窗簾樣式和顏色、
天花板燈飾，甚至櫥房裏的一個杯一個碗，
不都是你以自己的眼光和品味選購回來的
嗎？你看的每部電影，讀的每本書，聽的每
首音樂，日常穿衣打扮，都是你的藝術眼光
做出的選擇。就在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小節
當中，人無意間透露自己的藝術格調。提高
藝術修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藝術感知和審
美能力都需要培養，這一切要從細節開始，
而有美感的前提是有愛。
傅雷給兒子傅聰的家書裏說︰「藝術家最

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還有一個『愛』
字！」「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
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裏有句話叫做
『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
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決不
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
真誠的、潔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
我的愛。」
平日對藝術一無所知，堅持等有錢才開始
接觸藝術，然而藝術需要的一顆赤子之心，
已經隨追尋名利的腳步，愈走愈遠。你可
說沒時間，可說不會，不懂欣賞，都沒關
係，等到你有錢，你拿名牌包，穿名牌衣，
名牌鞋子，你懂得的是牌子名氣大，價錢
昂貴，但你不知美在哪裏。都說名牌美名牌
好，你看到的是牌子的Logo，穿用時不忘
把Logo露出來。至於為什麼美，為什麼
好？看不到的人永遠不知道。有能力買貴的
好東西的你「享用」不到美，你用的是「很

貴」而不是「美好」。又有人以為學畫就是
學繪畫技巧。但我更希望我的學生除了繪畫
技法，還一併學會欣賞美，提升審美水平。
每個來報名的學生，我第一個問題是「為什
麼學畫？」畫畫可以賣錢。為了開畫展。給
我這種答案的，我建議他們另選高明。我也
畫畫賣錢，我也開畫展，但開始學畫不應該
把名利放在第一。
人過中年，只想遠離庸俗粗鄙和急功近利

之輩。開班授課，希望找到一批心靈契合的
朋友，一起努力傳承和推廣，發揚曾經不在
南洋人生活裏的水墨藝術。選擇和喜歡的人
在一起，生活變得有趣。人生不要只剩下賺
錢，只看重名成利就，接近藝術讓自己增添
幾分靈氣，減去幾分俗氣。
疫情期間，拿起筆繪畫，心有所寄，找到
自己的興趣，心有所託，發揮自己的才華，
通過繪畫累積起來的自信，消解生活和精神
壓力。專心投入做一件事，浮躁焦慮自動攜
手離開。畫畫時整個世界都是安靜的，雖然
是一個人，生活卻豐富多彩，鎖國封城的孤
單寂寞，不知不覺消失無蹤。繪畫是和自己
對話，和作品對話，和內心交流，從前輩畫
家的畫冊吸取營養，豐富思想情感，提高審
美能力。陶冶情操是在養心養氣質。這些都
不在繪畫技法裏。
錢收在銀行是儲蓄，學畫是文化儲蓄。
紹興在宋代已是名酒產地，當地人家裏生
女兒，等孩子滿月時，選酒數壇，泥封壇
口，埋於地下，待女兒出嫁時取出招待親
朋戚友，由此得名「女兒紅」！學畫似儲
藏愈久愈醇香的女兒紅酒，文化積澱藝術
修養也是在時間裏不斷提升。
畫畫帶來心靈安寧、自我肯定和成就感。

只要你對詩意的嚮往未曾停歇，堅持肯定讓
人變優秀，時間會給你你想要的。
不讓愛好和夢想留在腦海裏，今天就開始

提筆享受繪畫的美好時光，有機會學畫真的
很幸福，因為遇見最美的自己，指日可待。

學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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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傳媒中心！ 作者供圖

●這辭典，與漢英只差一字。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