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灣生活的那段日子

文人與道士的交往
不久前柴灣天后
宮遭遇一場火災，
大火把天后像前的

所有事物燒光，待蔓延至天后像
前，火熄滅了，大家都說是天后
娘娘顯靈。
也許與道教有緣，筆者獲柴灣

天后宮宮主邀請，出席天后宮重
光慶典，並現場為嘉賓揮毫。宮
主擬了幾個聯句，其中贈道教聯
合會梁德華道長的聯句為「玄風
耀古廟，師威攝太平」。道長主
持重光儀式後看到所贈聯句，認
為 應 改 一 字 ， 「 攝 」 改 為
「扶」，令筆者歎服道長的胸襟
和氣度。與道士來往和做朋友，
這算是我平生第一次。
古代文人與道士交往的很多，
史書記載：「有山陰道士，養好
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
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
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
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
這是東晉王羲之為山陰道士抄經
的傳說。
唐代詩畫家與道士來往頻繁，
白居易早年寫了《首夏同諸校正
遊開元觀因宿玩月》、《永崇里
觀居》、《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

贈》等詩，而禮佛的王維也常與
道士來往，寫有《贈李頎》詩，
首二句即云：「聞君餌丹砂，甚
有好顏色」，另外其《送張道士
歸山》、《贈焦道士》等詩，在
證明了他與道士的密切關係。李
白有《贈嵩山焦煉師》、王昌齡
有《謁焦煉師》、李頎有《寄焦
煉師》、錢起有《題嵩陽焦道士
石壁》等等，說明他們與道士來
往甚密。
宋代文人與道士交往構成特殊

的社會關係。他們主要是向道士
問道、超越世俗的精神滿足和心
理安慰。交往方式有寄贈詩作、
登門拜訪、臨別送行、文化修養
層面的切磋技藝、詩酒唱和等。
甚至蘇軾自言其啟蒙老師還是道
士呢！
明清時代，文人不但寫詩詞，

還寫話本小說，在這些小說中，
所描寫的智者多是道士。
明代四大奇書之一《水滸傳》

是對道教最為推崇的一部小說，
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神行
太保等等，無一不體現出道家的
影子！道教文化作為華夏民族重
要的一個文化標識，與道教和文
人關係至深有關。

上世紀八十年代
中，第一回到台灣
華視拍攝李惠民監
製的電視劇《雙雄

奇緣》，當時為了有「家」的感
覺，特別要求不入住酒店，而是
在製作單位附近租下公寓入住，
方便拍攝，很多時候要住上3個月
甚至半年。
第一次入住的公寓，坐落於台
北市仁愛路四段、安和路交界，
步行5分鐘就可到達製作單位，附
近是銀行和高端酒店商業區，四
通八達，十分方便。最難得的是
仁愛路四段本身是條特別寬闊的
林蔭大道，路中央大樹臨立，我
居住的公寓露台外望恰是一片翠
綠盎然，雖置身車水馬龍的繁華
鬧市，卻不失悠然自得。
為方便照顧我的日常起居，母

親特別安排了我的秘書同行——
她是我中學同學兼好
友，兩個家庭認識多
年，所以家人們也十
分放心我們兩個年輕
女孩在台灣獨立生
活，當然，其間大家
亦經常香港、台灣兩
地飛，每天 10 多班
機，只一小時的航
程，太方便了……哪
怕只有一天假期，我
們都爭取回港同家人
見面！

有時候，母親也會特意抽空赴台
探我，不用拍戲的日子，我們就在
公寓附近四周遊逛……去中山紀念
館、敦化南路、忠孝東路四段，在
我鍾愛的茶藝館、小咖啡館、書
局，悠閒度日，十分寫意 ! 這公寓
的地理位置優越，大約千多呎的
兩房間隔，挺舒適闊落，既屬高
尚住宅區，但又鄰近商業中心，
再經打聽，原來之前歌手蔡琴也曾
租住，由於特別欣賞她的歌曲，對
這公寓再增添幾分好感！
母親見我「情迷」這公寓，着

我通過製作單位問業主洽購，惜
當時業主堅決只租不售，後幾經
轉折，終於認識了業主，但事情
就是這樣——他肯割愛出售的時
候，我們卻決定不買，只為一個
原因︰我見識過的「台灣式民
主」！

（待續）

詠翔（香港）是本港唯
一為活齡女性於生命歷程
中作好準備的慈善註冊團
體，它提供平台，鼓勵女

性悠然自處，維持家庭與社區的聯繫。
今年詠翔10周年舉辦全港首屆「香港傑

出活齡女性選舉」、10位得獎者剛已誕
生，排名不分先後，包括吳文華女士，香
港立法會前秘書長，退休後發展專為退休
人士而設的資訊網站we60.com……「很
榮幸獲獎，很多年紀比我大的女性，仍然
全情投入為社會付出，好典範，希望得獎
後有更多機會與大家分享退休後如何適應
做得更好。」
容蔡美碧女士，黃金時代基金創辦

人……「我從來不提退休，退休只是一個
生命軌跡去到第二個，退休只是一個制度
和掣肘，有心有力可以繼續貢獻社會，去
完成夢想，開展更有意義的人生下半場。」
余秀珠女士，香港單親協會總幹事……

「女性一生，在家中做囡囡、太太、奶奶
等，其實還有更多的角色，無論在經濟、
興趣、每日生活安排上，應該由40歲開始
計劃退休後的生活，到時便可在人群中，
過着豐富開心的生活。」
林崇綏女士，羨翔健康中心首席顧

問……「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女，（信）
香港精神，香港將再創奇跡，（望）夢想
帶來健康快樂人生，感染身邊人，（愛）
代表70多歲人的得着，爭取更多學習機
會，關懷身邊的人。」
霍陳美玲女士，脊髓
肌肉萎縮症慈善基金創
辦人……「多謝鼓勵！
我的兒子有此症狀，當
年我放棄修讀律師課程
去幫助仔仔，他已經30
歲，我們要繼續支持這
些孩子。」

朱楊珀瑜女士，香港防癌會主席……
「我曾問自己，作為這樣的年紀可以做些
什麼？其實只要身體健康、心理健康、社
交健康、不要再講我老了，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的長處和網絡，可以做到好多事情。」
蔣秀珠女士，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

席……「退休後，有人去旅行、有人學習不
同的興趣，而我選擇回饋社會，將我以前
在勞工及社會福利局的經驗，發揮到為大
眾市民和長者服務方面去，更培訓年輕藥劑
師，使他們明白社會對藥劑的需要。」
鄭玉珍女士，香港弱智人士家長聯

會……「我有個智障女兒，人幫我、我幫
人，我性格樂觀、積極正面，65歲還年輕
有活力，要不斷刺激思維，認識更多同路
人，擴闊社交圈子，人生就不一樣。」
陳寶莉女士，恩橡基金會創辦人……
「老不是問題，我們之前的貢獻，60歲之
後還有40年，任何時間都可以停一停想一
想，做更多有意義的工作。」
黃綺馨女士，香港危重病護理學院創院

院長……「要將經驗分享，其實每一個項
目並非一個人可以成就得到，每次都多得
很多專科護士攜手合作。其實年齡只是數
字、心態才是真正的年齡！」
在此恭賀我們10位「傑出活齡女性」之

同時，更恭喜4位「卓越獎」的得主︰資
深演藝人、專業心理輔導治療師胡美儀女
士；納康科技行政總裁倫月嫦女士；廸德
施管理顧問創辦人曾惠珍女士；以及由家

庭主婦到傑出義工蘇
玉萍女士。
這14位出色女性

不約而同地都凸顯了
「詠翔展翅、卓越蓮
姿」的風範，她們在
生命留下美善的印
記，與蓮花一樣燦爛
多姿！

「傑出活齡女性」創造燦爛人生
香港一直有呼聲希望早日與內地通關，而香

港政府亦積極與內地商討詳情。有消息指，港
府目標在12月試行「小規模通關」，當中關
鍵為港府計劃推出的「港康碼」如何運作，至

於通關日期、名額及適用群組則有待公布。
香港是否能與內地順利通關，相信決定因素是香港的防疫

抗疫能力，是否能獲得中央投下信心一票。內地由於使用結
合智能科技的「健康碼」，上下一心全力抗疫，令疫情變得
更易受控，雖然仍然未能完全消除疫情，但已比世界各國遠
為優異。
反觀香港政府，自反「修例風波」以來，社會就瀰漫一股
互不信任的氣氛，加上別有用心者造謠生事，令政府任何防
疫抗疫的措施，都出現反對聲音，以陰謀論解讀者有之，消
極對抗者有之，陽奉陰違者亦有之。
抗疫實際上是一場和病毒對抗的戰爭，應對除了必須作出

明智的策略部署外，更須果斷執行！政府的應對卻溫溫吞
吞，連內地證明行之有效的「健康碼」，港府也對是否引進
猶疑不決，最後只推出了一個自願性使用的「安心出行」程
式。而就算政府如何全力保證，該程式不會收集個人資料，
還是有不少市民以各種理由拒絕使用，寧願浪費時間填寫聯
絡資料，其中少不免有人胡填亂寫，甚至有假冒程式出現，
令使用者陷於偽造文書罪名。
要和內地通關，其中一個先決條件，相信是「安心出行」
能和內地的「健康碼」接軌，而目前的「安心出行」明顯不
及格，必須大為提升功能和普及率。較早前，政府終於宣
布，要求進入政府各類處所者，都必須使用「安心出行」，
開始了強制使用防疫程式的正確第一步。
政府進而在上星期宣布，由12月9日起，所有進入受法例

規管的處所者，包括食肆酒吧、遊戲機中心、體育場所、健
身中心、泳池、卡拉OK、主題公園以至酒店等，均須使用
「安心出行」，相信此舉將可令「安心出行」進一步普及，
但卻有行動姍姍來遲的感覺。
目前，疫情又再生變數。本港有兩名入境人士在隔離酒店
內，證實感染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而全球亦因發現新變
種病毒，紛紛嚴陣以待，令兩地通關又再添上不明朗因素。
如要順利通關，何不直接引進「健康碼」，任由市民自行
決定是否申請？凡持有者毋須再掃「安心出行」，並可只需
通過檢測而免隔離進出兩地，相信可比硬將「安心出行」與
「健康碼」接軌簡單。

抗疫措施須更果斷

上星期TVB播出
兩套全新劇集《十
月初五的月光》和

《拳王》，兩個劇種截然不同，
顧及到不同年齡層觀眾的口味。
新版《十月初五的月光》將經

典再現，拍攝地點由澳門街改為
在流浮山小村實地取景，不少網
民大讚劇集把流浮山拍得很美，
很多時劇集或電影取景地會因劇
集受歡迎而成為旅遊景點，不少
韓劇都有此效應。流浮山有成為
旅遊景點的條件，一日遊食生
蠔、海味街買海味、白泥看日落
都是假日好節目。
《十月初五的月光》是TVB 4
部台慶重頭劇之一，從選角方面
看，TVB有意藉此劇力捧多名年
輕藝人，角色配搭新鮮，由胡鴻
鈞演文初、何依婷演君好、羅天
宇飾司徒禮信。他們來代替當年
的張智霖、佘詩曼、馬浚偉，3位
新人會不會有很大壓力？不會。
回望舊版，那時候張智霖事業處
於靜止期、佘詩曼尚在起步階
段，兩人就憑此劇彈起，人氣急
升。胡鴻鈞、何依婷、羅天宇演
來流暢自然，相距舊版21年，劇
集反而有集體回憶的優勢。
胡鴻鈞苦練有功，做手語如與

生俱來，加上外形似文弱書生，
演弱勢文初很具說服力，但另一
方面，他在剛完成的兩場演唱會
上，大騷唱功及弗爆腹肌，跟文
初形象成強烈對比，顯示這位

「星夢一哥」是唱得、演得的多
面手，具當家小生潛能。
何依婷在《星空下的仁醫》演

新手醫生已有突出表現，在《十
月初五的月光》中發揮亮麗，加
以琢磨，可升呢新紮花旦。羅天
宇演文質彬彬的司徒禮信不作他
人想，自令他爆人氣的《香港愛
情故事》後，他有更多擔正主角
機會，亦是當家小生人選。
想知道的是，究竟新版文初和

君好，最終會否結成一對？
《拳王》是以泰拳作主題的陽

剛劇。邊看邊忍不住讚劇中演
員，黎耀祥、張振朗、譚俊彥、
黃子恆、朱敏瀚等一眾男演員，
為以最佳狀態演出擂台激戰，不
惜一切地獄式訓練操出一身肌
肉。3屆視帝黎耀祥亦不容有失，
本來繼《殺手》後，揚言不想再
辛苦地鍛煉操肌，亦再次接受艱
辛的泰拳訓練。
張振朗在多部劇集中表現搶

鏡，今次擔正大旗，有指他可憑
此劇問鼎視帝寶座，看首周表現
的確勢頭甚佳，對他成為視帝有
期望。劇中的拳賽甚具真實感，
全因演員都接受了泰拳訓練，並
得泰拳運動員跟他們分享經歷，
演來更入木三分。
張振朗飾演30歲才學泰拳、目

的是誓要踏上擂台，追擊泰拳傳
奇人物黎耀祥，會否成功不作劇
透。但有可能像繼學打劍潮後，
掀起一番學打泰拳潮。

雙線劇小品與泰拳任揀

一個人為什麼終日都在計較中，
為什麼擁有了很多卻始終悶悶不樂
呢？這兩者為什麼同時出現在我們

每個人身上？因為我們常常都會出現這種問題和
困擾。當然，我也沒有找到更好的答案，但是覺
得有一件事情，可以讓我們更能夠明白生活的真
意，那就是創造價值。
什麼是創造價值？首先我們不妨這麼想，其實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都是以一種索取的態度去對待
萬事萬物，想得到這個也想得到那個，要達到一
種什麼樣的成就，獲得怎樣的夢想和成功，賺多
少錢等……想得到的有那麼多，看起來我們的人
生目標很明確，都是想要獲取，我們心中都會有
着這些想法吧？可是，為什麼在我們一個一個去
實現目標的時候，卻反而會陷入迷茫？這時候就
可以想想，我們是不是沒有去創造價值？其實獲

取的這些東西，並不是在實現自己的價值，而是
花盡我們的心力去得到一些東西而已。可是我們
能不能做出一些對別人有價值的事情？也就是
說，是否能夠也給別人創造價值呢？
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大部分活得快樂充

實的人，都是懂得創造價值的。舉個簡單的例
子，如果一個人日夜不停地去賺錢，賺了很多很多
的錢，可能他在獲取這些錢的時候會有一些快
感，但是如果他一直忙着賺錢，那麼他的人生狀
態就會定義在只是忙着賺錢，會有一些錯覺︰好
像他的人生本該是這樣，這是因為他只是在獲
取，而假如這個人是一個有目標有想法的人，他
要去賺錢，但他的眼光並不局限於錢的本身，而
是通過錢去實現更多的夢想，比如讓自己的孩子和
家人過上好日子或是自己想創出一番事業來，給別
人帶去價值創造：就業崗位或者用自己的企業去做

慈善等等。如果這個人能夠意識到自己要去創造價
值，那他的人生一定是愉悅而成功的。
我經常都會關注一些企業文化，也會關注創業

的歷程。比如在大灣區這麼大的一個環境中，有
些人創業，事業發展態勢也許比較穩定，但是我
經常能夠判斷他們是可以走得更長遠的，因為綜
合社會和環境的各種方面來看，能夠做到給別人
創造價值，而並不止是想着積累財富，所以有時
候其實我們可以轉換思維，在創業中也好，在人
生中也好，當我們也在受着別人的恩惠，接受着
時代的福祉時也可以去想一想，我們作為每一個
獨立的個體，是否也可以給社會、給別人創造一
些價值呢？一個人如果能夠堅持創造價值，他會
從這種高尚的成功之中獲得愉悅感，從而他的人
生方向也更為明確，我們都可以朝着這個方向去
努力。

創造更多價值

寒風中充盈着過往的群聲嘁喳
寒風是騎着烈馬的大將軍，橫掃一

切，不問滴水成冰與飄雪萬里。落葉
喬木木然地指向天空，如冰涼鐵戟覆
蓋着滿滿的冷氣，凝望着周邊的蒼茫
大地，問春來還有多長？寒風中充盈
着過往的群聲嘁喳，走路的人知道，
坐車的人卻不怎麼了然。寒風呼嘯
着，猛烈地吹過屋頂，風勢很大，瓦

楞捏緊嗓子叫，屋簷似也被凍得瑟瑟發抖。
作家劉亮程說，一個人趕着牛車進沙漠，

寒風中會聽到遠遠近近的雪路上其它牛車的
走動聲，還有趕車人隱隱約約的吆喝聲。他
在一個寒冷的早晨，把一個渾身結滿冰霜的
路人讓進屋，倒一杯熱茶。當路人坐在火爐
旁，爐火須臾間變得蒼白了。劉亮程還寫
道，在火爐的烤化之下，似乎路人充盈着過
往的群聲嘁喳；可在這一邊，他卻一句話也
說不出來。因為路人的話被一點點凍硬了，
得化上一陣兒才行。
冬天的寒潮，真像一把把所向無敵的大刷

子，把裸露在外的萬千什物刷了又刷，周遭
沒有一點兒活氣兒。倘若還有什麼氣孔張開
着，寒潮就把浸骨的冷風往裏灌個沒完，把
氣孔變成一條條冰涼的隧道，冷颼颼，透心
涼。聲語呼喝間，便有冬泳時氣血的一時麻
木與身體的持續泛紅。人們「呬呬」地吹着
凍麻的手，緊抄到衣兜裏，一旦看見火爐，
馬上會湊上去，恨不得用身體抱上一會兒。
白天，太陽被寒風吹得站不住腳，陽光的
微笑擋不住寒風的獰笑。夜的斗篷在悄然揚
起，籠罩着冰冷的大地，寒風張牙舞爪地咆
哮着，蠻橫地撕下樹梢上最後一片枯葉。繼
而，寒風以冷酷的眼神，狠狠地注視着農戶
的窗欞，它奔跑的小小身影像一道道閃電般
奇襲而去，掀動着窗戶，尋找着大大小小的
縫隙。屋裏的人，聽到呼嘯的寒風，趕緊拉
上窗簾；但依然會聽到寒風沿着壁隙從眼前
「唰唰」走過，如入無人之境。
寒風中充盈着過往的群聲嘁喳，是心靈感

應，更是自主適應。這不由讓我想起一篇小
說的場景：一位外國教師帶着因戰事而厭學

的一群學生來到操場上。大雪化後已結成
冰，風呼呼地吹着，寒風穿過學生們的棉襖
鑽進他們的身體裏，一個個凍得縮成一團。
可萬萬沒有想到，外國教師卻把自己的大棉
衣脫下來。這時，老師的身上只有一件薄薄
的襯衫，學生們驚詫地看着他。老師轉過身
來大聲地說：「如果不來操場，你們肯定以
為自己敵不過這寒冷的天氣，可事實上現在
你們都站在了這裏，很了不起。孩子們，一
起跑起來，就有了人的群聲嘁喳了，這就是
生命在苦難面前的無畏呈現。來吧，大家一
起跑起來，迎接這種嚴酷的挑戰吧！」
作家王安憶的小說集《眾聲喧嘩》通過對

人物命運、市井生活、鄉村走訪、國外旅行
等多方面考察，描述並思考了自然、城鄉、
人生、愛情、親情、生命、死亡、佛學等問
題，鮮活地再現「天地間都是嘁喳聲」。這
些聲音，像小鳥「嘁喳」地小聲嘀咕着，更
像腳踏雞蛋殼兒發出的「嘁喳咔嚓」。我時
常見到，冬日滿地積雪映着淡雲，明亮嚴肅
的寒光伴隨着「嘁嘁喳喳」的私語穿過樹
林，尖利的寒風得意地吹着口哨。還清楚地
記得，我坐長途汽車去外地上學，當時母親
送我。那天，天氣特別冷，寒風仍然不斷地
「吱忽—吱忽」地颳着，母親的頭髮被寒風
吹亂了。她站在寒風中默默不語，我急切地
朝母親擺手，示意她回去。但母親站在原地
沒動，一直到汽車開動。我猛地吃了一驚，
愛的堅守可以打敗寒風，並飄落成深情的絕
句。我遠遠看到母親的鼻頭變得紅彤彤的，
耳廓也一樣，好像要透明似的。
正因有了這種記憶，在冬天的凜冽裏，我

不懼怕甚至喜歡聽與寒風搏擊的聲音，於是
愛持續跑步，大聲地呼吸。無論颳風下雨，
我在學校裏每天都去體育館訓練。一進門，
就看見隊友的微笑，這時我便會覺得大家都
經歷了與寒風的嘁喳心談。換上體操服後，
教練又帶着大家到大操場跑步。一開始被凍
得雙腿直抖，當我和隊友們頂着寒風，迅跑
起來，兩條腿有節奏地飛速邁動時，寒風從
我耳邊呼嘯而過，連呼吸都感覺有金屬氣

質，五圈的征程很快就被拿下。
下雪了，地上白茫茫的一片。在逼人的寒氣

中，忙碌的人們踏雪而行，一路「咔嚓—咔
嚓」地響，好像寒風早把過往的群聲嘁喳音
符——灌注到積雪中了。每個行人的腳，就是
彈奏那如絲竹一樣聲音的神奇所屬。通常彈奏
的聲音有幾種，有長調、短調，還有複合調。
如果非要找個乾淨的地兒，或跑得遠一些，這
個時候踏雪的聲音會出現天籟感。此時，沒有
行人會張望你，只有涼風靜靜陪你。你突然膽
大起來，會對着雪原像換了一個人「啊—啊」
地吼上一嗓子，將聲音和能量發得震天般
響，音色粗獷，但酣暢淋漓，直抒胸臆。
寒風中充盈着過往的群聲嘁喳，除雪野裏

的不斷回聲，還有那種沁人心脾的清新甘冽
與肺的撞擊，身上一定沒有溫暖的室內味道。
但是，當雪野中的溫度降到極點，時間好像
靜止了，只看到無盡的大雪，聽到呼嘯的寒
風怒吼。在一年中最冷的日子裏，所有的故事
都落下帷幕，葉子與枝椏完全離別。迎寒風，
穿雪野，朝彩虹橋那邊走去。周圍彰顯出寂寥
和高遠，雪野袒露出真誠、安詳和包容。
來森林公園的路上，看到集市上有個身高不

足一米的侏儒，站在風肆虐的口子位置賣東
西。他凍得鼻涕長淌，一位上山打兔子的男人
走到侏儒攤前，說：「一樣要一個，這是錢。
只是我這陣兒去打兔子，帶着不方便，先存在
這兒，等回來再取。」侏儒說：「好吧，我等
你！」下午，風更大了。市場上的人都散了，
那個侏儒還待在那裏等，只是往風小的地方挪
了幾步，小攤上的東西只剩那男人要的東西，
風將地上的塑料紙颳得「嘩啦啦」地響。
天色已暗，侏儒還縮着脖子蹲在那裏，

啃着一個烤紅薯。旁邊賣烤紅薯的人說：
「別等了，人家不會來了，他也許是想接濟
你的。」侏儒說：「人家說要來，可能有啥事
兒？我又不是討飯吃，怎麼能要人家接濟
呢？」上山打兔子的男人終於來了，他不安
地對侏儒說：「兄弟，不好意思，我差點兒
把這事給忘了，害得你在寒風中等了五六個小
時，對不起，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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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香港傑出活齡女性選舉」得
獎者誕生。 作者供圖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我在台北居住的仁愛路
四段是條林蔭大道。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