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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感與鼓勵性
欣聞國家第四批預
備太空人的選拔工
作，首次在港澳地區

選拔「載荷專家」，消息令人興
奮。雖然全國名額只有兩位，且有
學歷和年齡要求，入選機會不多，
卻具象徵意義。那不僅僅是學術資
格的認可，重要的是傳遞出港人有
機會參與國家級科研大事的信息。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航天科技近
年屢傳捷報，看着一艘艘「神舟飛
船」順利返回地面，港人也與有榮
焉；國家太空人訪港，更廣受市民
歡迎，但那主要還是「觀者」身
份。如今，港人有機會參與其中，
代表中央對港人的關心和信任，無
疑為人心回歸打了支強心針。
在太空領域，港人以往較多接觸
的是美俄主導的「國際太空站」及
其相關信息，主要受由此啟發而創
作的小說、電影和時裝設計等流行
文化影響，尤其是科技巨頭大炒
「太空旅遊」概念。記得早幾年跟
科技記者談選題時，發現他經常
撰寫國際太空站相關文章，我建
議他把眼光擴大，留意中國近年
的航天科技發展。他說，人家提供
的資訊多，更有不少衍生產品資
料，感覺親近。
此話不虛。「太空人」一詞最早
出自前蘇聯和美國，而於1998年建
立的「國際太空站」也由美國、俄
羅斯、日本、加拿大和歐洲的太空

機構合作運轉，我國曾表達參與其
中的意向，卻遭美國反對。不過，
此舉反而促使我們自力更生，建立
自己的「天宮太空站」。不過，對
一般港人來說，中國人和太空還是
有一段距離的。
這令我想到今年開始落地港澳的

「國家藝術基金」，本港共有9個
項目入選。我曾接觸過幾位獲獎人
或獲獎項目負責人，比如「書法
《矛與盾》」獲獎者容浩然、「小
戲曲《畫皮》」獲獎項目之靈宵劇
團創辦人高潤鴻等，他們都說多年
努力獲國家級認可，深受鼓舞，更
有參與感。尤其是個人化或小劇場
式創作，一直都是矢志堅持和艱難
維持。
科技創新和文藝創作往往不是短

期見效的，參與其中的人若不是特
別專注和熱愛，是很難堅持下去
的；而且在研究或創作過程中，還
要不斷地調整和更新，冒着前功盡
棄的失敗風險。
過去，由於「兩制」因素，加上

「有心人」教唆，部分香港年輕人
對祖國疏遠，慢慢生離心，以致發
生諸如3年多前的「黑暴」，更有
懵懂中學生提出「為什麼要跟中國
融合而不是其他國家」之類的疑
問。這其實跟參與感有關。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往往是在參與其中而增
加了解，產生親切感，對國家的認
同亦然。

日前政府宣布將放
寬防疫政策，意味着
本地體育賽事也將可
以一一如期舉行，再

不需要邊舉辦、邊提心吊膽地想着
因疫情而要改期的後備方案，有雨
過天晴之感。今個星期筆者參與一
個台山社團總會主辦的學界排球賽
事，見到一大班中學學生，興高采
烈一早來到球場比賽，個個摩拳擦
掌希望馬上落場一展身手，想必他
們已因疫情被困多時，能夠重新出
來活動，可以過回以往正常學生生
活，其興奮程度真的難以想像。
其實這幾年疫情對青少年的成長
實在有不好的影響，因為我總覺得
體育、運動、比賽等對青少年成長
有正面幫助，尤其是隊際比賽，可
訓練他們合群、互相幫助、相互扶
持，大家一齊去打比賽，可以學到
的絕不只球技，而是一系列對人生
有幫助的元素。参賽中有一隊的隊
員均是不同國籍的，比賽中他們用
多種語言交流互相提點，奮鬥心亦
很強，雖然他們排球水平並不是最
高，但也能憑着隊內團結打贏一場
又一場，希望他們能帶着這股氣勢
殺入決賽。香港電視觀眾可以於今
個星期日，10月9日下午兩點半香
港電台32欣賞這一班香港排球明日
之星的直播學界賽事。
體育是需要傳承的，而要社會體育
風氣熱烈，就要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下
去，雖不一定要每個人都参加比賽，
但如建立了運動潮流就一定可以令社
會風氣注重強身健體。例如當年香港

滑浪風帆奪得奥運金牌，參與風帆
訓練的年輕人馬上多了很多；今屆
奧運劍擊勇奪金牌，參與玩劍擊的
同學也馬上多了很多，雖有人認為一
窩蜂未必可以維持很久，但能令未
來棟樑們對運動的興趣萌芽，又怎
會不是好事呢？我們是前人，可以製
造體育風氣，待青少年參與體育，
引領他們走上一條正確健康之路。
有時前人做得不錯有成就，要傳

承給下一代，卻未能達到預期效
果，所謂「創業難，守業更難」，
足球就是面對這問題，雖然參與足
球活動的人很多，足球是一種玩又
好玩及睇又好睇運動，以前能製造
熱潮，但現在失去了風氣，每次路
過小型足球場，總是見到年長人士
在踢波，不像以前總是一大班青少
年的地盤，足球應該不是長者玩意
吧？筆者因工作關係曾在巴西、日
本等街頭拍攝當地的足球生活，在
球場總會拍到一群青少年踢波，相
較之下香港青年足球人口真的很少，
相反長者足球人口就較多，星期六、
日在旺角麥花臣小型球場或灣仔修
頓小型球場經常有比賽，分40、
50、60、70歲組，有過半是過往踢甲
組或香港隊球員球星，所以都吸引
過千觀眾觀看，觀賞性十足。
「傳承」是由下一代自由發揮還

是應該由上一代設好系統有計劃傳
承下去呢？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事情
也靠着制度傳承，足球只是一個反
映社會的小環節，如每一個小環節
都能處理得好，這個大環節就能成
為美好社會。

去年（2021年）是辛亥革命
成功110周年，北京「團結出
版社」出版拙著《黃花崗外》
簡體字增訂版，拙書能在內地

出版及發行是我多年以來的心願。作為一個
居港台灣同胞，自1999年開始在大公報、香
港文匯報皆闢有專欄；偶寫日月星晨、花鳥
蟲魚，偶寫本港社會百態、兩岸情況、國際
局勢，20多年來筆耕不斷，樂此不疲書寫一
個文學人眼中的家國情懷和一顆中國心。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成功111周年，也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今年的重
陽節（西曆2022年10月4日）是孫中山先
生唯一親自策劃、親自領導的史稱第一次
「廣州起義」的第127個年頭，這也是《黃
花崗外》的主題內容。
每到金秋10月，不期然都會想起中華民
族的近現代史。回顧孫先生親自領導的第一
次廣州起義，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九月初
九（西曆1895年10月27日）在廣州發動起
義，由於未發一槍即告失敗，
歷來無人研究其原因；幸運
的，我在胡志偉先生推薦下獲
得一份《黨人碑》打字稿，並
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
查閱發表於1907年《時事畫
報》（廣州出版），作者黃世
仲以第一次廣州起義為內容的
報道文學體小說《黨人碑》，
閱讀其中開始滿足我對該次起
義竟未發一槍就失敗的好奇；
由於當年沒有出版單行本，又
《時事畫報》連載的《黨人
碑》有三分之一散佚，若欲了
解全貌就必須外求，後經中國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陳鵬仁主任委員的協助，
得以翻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方能全面地了解
興中會時期廣州起義的史實，包括背景、成
因、失敗、逃亡及失敗後對孫先生本人和清
末朝廷與民心的影響。
作者黃世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文化人，

短暫的41歲生命裏，創作大量的文學作品
（共20本），創辦或參與多份報紙，1903
年有「黃世仲的一枝筆，勝過三千支毛瑟
槍」之譽，也有「北章南黃」之說，章指章
太炎，黃指黃世仲，由此可見，黃世仲在當
時有一定的文化影響力。令人扼腕的是，黃
世仲（1872年-1912年）並非死於辛亥革命
的炮火中，竟是死於辛亥革命成功後，被同
志間的猜忌而誣衊陷害。
中華民族自清朝末年的近百年中，受盡外

國欺壓，屈辱賠款，內憂外患，民不聊生。
今天中華民族的復興，需靠每一名中國人的
奮勵自強，團結一心。而今香港跨過了因香
港國安法的設立，被某些人過分解讀，所帶

來的誤解而移離香港，及因新
冠疫情所帶來的全球經濟蕭
條。
香港是祖國的窗口，在任何

的難關下，都有祖國適時在背
後支撐。我們看見李家超行政
長官上任以來大聲呼籲，香港
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要搶人才！是的，不能讓新加
坡掏走了我們的人才與錢財，
香港已有成熟穩健的金融體
制，恢復2019年前的經濟指
日可待，「香港好，祖國好」只
要有一個中華盛世，才不負辛亥
革命的愛國英烈魂。

《黃花崗外》增訂版出書感言
香港人對國家的司法認識不深，因為

香港實施的「普通法」與內地的「成文
法」有不同，只是透過內地一些大案的
宣判，略有所知；最近看了內地熱播劇

《底線》，對當代中國司法，有進一步的認識。
這部由劉國彤執導，靳東、成毅等主演的電視劇，

真實案件演繹，反映司法人員堅守人性、道德、司法
底線，又有相當篇幅普及法律知識，讓人民在生活中
了解法律常識，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權益。
如《追債辱母案》、《被男友閨密殺害案》、《高

校生弒母案》等，透過人倫的考量，讓法律變得更有
溫度。
該劇被認為真實、感性，主要是劇情貼地，不是高

官貪污案，而是老百姓在新時代面對的新糾紛，好像
《主播猝死案》，網紅在勞累中猝死，如何向網購平
台索償；《奶茶加盟案》反映了不少連鎖加盟店合同
存在的問題，對創業者不無啟發。
此劇之所以令觀眾追捧，拍攝手法是相當成功的，

一定的篇幅描寫法官一槌定案的背面，也有生活的喜
怒哀樂，法官在判案後被敗訴一方騷擾；法官在案件
調解後又有逆轉發展，法官找不到說理的地方，會委
屈得暗自抽泣；法官也有自己解決不了的家庭問題，
如單親子女照顧母親，家長面對子女學校霸凌問題，
更有經濟誘惑……，中國內地司法人員的天與地，並
非一片冰冷的凍土，也有老百姓的火與熱。
該劇以一個地區的法院為基地，堆積如山的案件糾

紛，法官能調解就調解，我們也從中看到調解手法的
高低。一宗房產案，華僑富商的姨太太，住在已故富
商的老房子，等到百齡不見人歸來，卻是等到富商的
兒女收回房子，法官在法外情，爭取讓老人家過百齡
生日後才搬遷，是很溫暖人性的一幕。
據說該劇拍攝前期，採訪過百餘名法院工作人員，

全部改編自真實案件，演員體驗法官生活，所以演員
演來真實自然，值得香港觀眾一看，從中了解當代中
國的國情。

法官的天與地

華裔、亞裔或非裔
等少數族裔，名字因
為與英文26個字母發

音相去太遠，在英語國家裏，尋找
工作時總會遇到多少麻煩，尤其是
名字冗長拗口的非裔。
華裔比較好一點，我們飄洋過海
謀生的祖宗，為求僱主和自己方
便，數不盡自動轉名的彼得/查理/
威廉/大衛，順口易記，一百幾十
年來，還算工作順利，除了個別的
種族歧視，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問
題，辦公室政治的歧視則是題外
話。
名字過長拗口，在華文來說，用
字過僻，相信求職或進行工作也可
能有一定難度，就是受到障礙，當
事人還不知道，比如資方從眾多求
職者名單挑選用人時，負責查閱者
叫不出也寫不出的名字，故意溜過
也是常有的事；甚至僱主為了不想
日後溝通麻煩，同一學歷、同一條
件兩個應徵者，說不定也會剔去名
字拗口那一個，名字簡單順口，先
天富音樂性，至少已予人親切感；
名字乾澀拗口，就是出入境也會經
常帶來不便吧，人際間交往，也可
能像放置在自己大門前的無形頑
石，有點拒人於千里。

取名選用僻字不是為貪一時好
玩，也無非旨在強調性格與人不
同，今日很多香港新一代事業型女
性，為了表示自食其力，不再像她
們母親那一代經濟需要依附異性生
活，名字多已撇除用到什麼女性美
的珍蘭芬芳，更視什麼貞賢淑德為
封建囚籠，甚至也不屑於在乎什麼
勝男超男傲男，主要為了表示「我
係我」，只在字典裏挑不見有人用
過的僻字，這現象比起來，內地新
一代流行的瓜瓜毛毛倒灑脫多了。
娛樂圈中很多新進以僻字用名的

女藝員，有些字連字典也查不出
來，大概以為名字愈僻愈易引人注
意，殊不知名字愈淺白才愈收宣傳
之效，試看看同是詩人，李太白/
白居易詩好之餘不是更容易引人傳
頌嗎，綦毋潛/權德輿就算也有
「二白」一樣詩才，至今還有幾多
人認識？

不要讓名字成為絆腳石

重陽過後，秋意漸濃。
秋意濃了，睡意也漸濃，即便
在大多時候都很自律地早睡，第

二日仍舊要在睡夢中掙扎又掙扎，才能醒過
來。有時候彷彿又回到了小的時候，在一覺醒
來之後怔怔地呆上半天，問自己幾遍「我是
誰？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我小的時候，父親的單位到處搬遷，駐地經

常變來變去，我讀書的學校也經常變來變去，
有時候轉了學，連一個學期都沒讀滿，父親的
單位就又要搬了，我們便又要跟着搬家，又要
去面對許多陌生人。如此年復一年，年歲逐漸
地增長了，心底的安全感卻沒有隨之增長。
所幸，單位雖然經常搬遷，單位食堂的廚師

卻是常年不變，這讓自小「為食」的我在吃着
熟悉的人做的熟悉的食物時多少會感到安心。
食堂的大廚裏有一位是北方人，做的麵食極

受歡迎，尤其是筋道的老麵饅頭和包子，早上
若是起得晚了，想吃他做的饅頭和包子，便只
能等到第二天。我當時就讀的鐵路子弟校的班
主任老師在一次家訪時留在我家吃飯，嘗過那

位北方廚師做的饅頭之後讚不絕口，每到周末
放假就會託幫他買幾個饅頭或者包子，周一返
校時帶去給他。
父親單位廚師做的饅頭、包子雖然好吃，在
當時的我的一些同學眼裏看來卻是很「土」的
食物。那段時間我所讀的鐵路子弟校，在那個
年代因為單位福利好，學生的伙食費交得也
高，因此食堂的吃食亦是比別的學校甚至機關
單位要好、要「洋氣」。對於我來說，「好」和
「洋氣」的標誌是每到周六，食堂的早餐裏都有
豆漿、牛奶和蛋糕、麵包，那時候的麵包種類不
多，學校早餐配的幾乎都是奶油菠蘿包。
最初吃奶油菠蘿包，陶醉於它的柔軟和香

甜，總是一拿到手就迅速地吞吃下肚，又期待着
下一個周六的早餐。吃了幾次之後終於想起父
親並沒有吃過這樣「洋氣」的麵包，便耐住腹
中饞蟲的垂涎，周六早餐時把菠蘿包留下，到
下午放學時帶回家給父親嘗鮮。
從學校到家裏要坐好幾個站的火車，不到10

歲的孩子，書包裏背着寶貝一樣的菠蘿包，聞着
香氣忍了又忍，終是忍不住，將麵包拿出來，把

上面的酥皮摳下一小塊吃掉，又再摳一小塊……
於是，父親最後吃到嘴裏的菠蘿包是沒有「菠
蘿」的。那天是重陽節，那時候父親還年輕，菠
蘿包沒有菠蘿，父親的嘴角卻有笑容，就像我在
某年春節花光了我的壓歲錢，只剩下三毛錢給他
買了兩包「大鐘」煙，他抽着煙時的笑容一樣。
今年重陽，朋友和我聊起他的故鄉，聊起他的

思鄉之情。朋友的故鄉在北方，是他出生、成長
的地方，他酷愛吃麵食，遠離故鄉數年未回，彷
彿在咀嚼麵食的時候，就能從裏面感受到故鄉
的味道，那味道亦能從胃裏抵達心裏，泛着一絲
愁，又彌補着遊子不得歸的幾分遺憾。
有的遊子離家是自己的選擇，有的遊子是迫
不得已，至今尚未結束的俄烏衝突讓許多人迫
不得已地成為背井離鄉的遊子。而對於戰爭，
我們大多人是無能為力的。惟願他們不要再繼
續如我幼時一般每天醒來都要迷茫地去想自己
人在哪裏，要到哪裏去，能早些再吃到沒有愁
思的故鄉的味道。
畢竟，能踏踏實實地站在故鄉的土地上，舌
尖上有故鄉的味道，才是最令人心安的。

遠去的菠蘿包

從西安走時，氣溫攝氏38度。
這是1985年的夏天。我和妻利用

假期外出旅遊。
我們沿寶成鐵路南下。茫茫夜色

中，只感覺火車不時地穿過一個隧
道，又穿過一個隧道；視線一會兒玄

青、一會兒幽暗、一會兒又轉成鉛灰。這條
鐵路，是中國鐵路史上的奇跡。沿途幾乎全
是崇山峻嶺，地勢極為複雜，工程艱巨異
常。共和國的鐵道兵和鐵路工人，硬是逢山
開道，遇壑架橋，在長達1,085公里的鐵路
線上，打通隧道427個，架設橋樑653座，
在隧道裏或橋樑上建造了幾十個「地下車
站」或「空中車站」，整個工程歷經12個春
秋，1970年7月1日正式通車。於今我們身
臨其境，卻因為是晚上，體會不到多大驚
險，留下些許遺憾。
凌晨到達昭化車站，馬不停蹄地趕到汽車

站，坐上了去往九寨溝的汽車。一路上的勞
頓非言語所能道盡。那時交通落後，我們坐
的竟是一輛解放牌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
簸搖蕩，一邊是懸崖峭壁，另一邊是水流湍
急的白龍江，人似在畫中游，心卻提到了嗓
子眼。一天下來，嘗盡「蜀道之難，難於上
青天」的滋味。好在九寨溝的風景迷人，算
是將一路上的艱辛做了補償。
從九寨溝出來，有人指點，可以坐九寨溝

至成都的旅遊車，途經松潘草地，「走」長
征路。這一消息，使我倆陡添驚喜。一咬
牙，每人花80元買了一張車票——這在當時
可是很昂貴的，過草地。
時值8月。出發時還是艷陽高照，酷暑當

頭。我們這一車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清一
色夏裝裹身。我穿短褲背心，妻着短衫長
裙。進入草地後，人煙逐漸稀少，頓有荒涼
之感。偶爾可見到一些石頭堆，討教同行客
方知，那叫「瑪尼堆」，藏語稱「朵幫」，
就是壘起來的石頭之意，類似於蒙古族的
「敖包」。說明我們已進入藏族居住地區。
藏民以碎石塊疊壘成堆，布上經幡，每次路

過時，就在石堆上添加一些石塊，然後繞
「瑪尼堆」順時針走3圈，祈求上天保佑。
這裏人煙稀少，天高地闊，間或出現幾頂帳
篷，二三牧民，還有陪伴他們的牛馬。牧民
見到汽車，老遠就招手，就喊叫，我們還之
以禮，也揮手、也喊叫。雖然素不相識，心
卻在溝通交流。天空忽有蒼鷹盤旋，妻首先
喊：「高山之鷹！」車廂裏的人都伸出頭
來，對着天空大叫：「高山之鷹！高山之
鷹！」車廂裏，一派浪漫、歡樂景象。
不料，再往前走，氣氛逐漸冷卻下來。雖

然門窗緊閉，但我們卻分明感覺到寒冷在逼
近、壓迫過來。一步一步，一點一點，令人
漸漸招架不住。冷，徹骨的冷。又過了一段
時間，天空中居然飄起了雪花。雪花紛紛揚
揚，似乎很溫柔、很耐心，輕輕地叩擊着門
窗，無聲無息地陪伴着我們前行。同車中有
幾個廣東青年，生平第一次見到真雪，不由
激動得大呼小叫。當司機在一個地方停車讓
大家「方便」時，他們又是拍照，又是打雪
仗，可樂壞了。路旁有青青的小草，小草中
間有成群的犛牛，以黑色居多，毛長長的，
在悠閒地吃草。犛牛不怕冷。
我們怕冷。在車廂裏面坐着，又不能活

動，大家一個個瑟縮着，紛紛從隨身的行囊
中搜尋衣服禦寒——實在也搜不到什麼衣
服，除了夏裝，還是夏裝。我將一件雨衣披
在身上，妻子索性把一條裙子套在頭上。這
時最艱巨的任務，是抵禦嚴寒。
在草地上共走了兩天。第一天傍晚到達松
潘縣城。松潘西面，有個地方叫毛兒蓋。
1935年7月，毛澤東、周恩來等率領中央紅
軍到達這裏。部隊一面籌糧準備過草地，一
面耐心等待張國燾率領的四方面軍到來。其
時，張國燾自恃兵眾槍多，已經不把中央放
在眼裏。他野心大發，企圖篡奪領導權。8
月6日，黨中央在毛兒蓋的沙窩召開了政治
局會議，對張國燾進行批評教育，決定紅軍
兵分左右，經草地北上。然而張國燾竟拒不
執行中央決議，主張西出阿壩，向青甘邊緣

退卻。8月20日，中央又在毛兒蓋召開政治
局會議，反對張國燾的錯誤，堅持北上，實
現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戰略目標。這兩
次會議後，右路軍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周恩
來等的指揮下，戰勝嚴寒和飢餓，勝利通過
草地，到達四川巴西。而左路軍由於張國燾
的倒行逆施，使紅軍兩過草地，遭受了巨大
損失和痛苦。
第二天，我們開始穿越草原腹地。或許由

於氣候逐漸乾燥的緣故，草原沒有我們想像
的那樣遍地是泥濘沼澤。但天氣依然不好。
天空仍不時飄着雪花。遠處雪峰連綿，眼前
野草茫茫。牛糞觸目皆是。顯然，這裏已經
成了良好的牧場。而50年前不是這樣。當年
紅軍過草地時，也是8月，氣候比現在惡劣
得多。記得曾讀過周恩來的警衛員魏國祿寫
的回憶錄：「草地是個氣候變化無常的地
區，有時天空無雲，烈日曬得臉上火辣辣地
疼；有時烏雲密布，疾風暴雨猛烈襲來，一
剎時就像到了嚴寒的冬天。在那愈走愈難走
的草地上，長滿了齊腰的水草，起伏不平，
踏上去像是走在海綿上一樣晃蕩。」當時，
紅軍後有川軍，前有胡宗南，還要攜帶武器
和極少的乾糧，又缺少禦寒的衣服，在茫茫
的草地上跋涉了十幾天。糧食吃完了，就挖
野菜，吃草根，喝涼水，咽棉花，有許多同
志沒有走出草地就累死、餓死了。先烈們沒
有想到，在他們倒下14年之後，新中國就誕
生了。半個世紀以後，又有一些人坐着旅遊
車，來重踏他們的足跡。雖然我們的目的是
為了玩耍，但也出於緬懷和感恩。每一個人
的心中，都對紅軍懷着深深的崇敬和謝意。
是的，歷史不應該忘記。就在第二天，我

們到達了紅原縣。紅原縣屬於阿壩藏族自治
州，原先叫哈拉瑪，因為紅軍當年長征經過
這裏，解放後更名紅原，意為「紅軍走過的
草原」。人民沒有忘記。
出紅原抵南，經刷經寺，直奔成都，離松

潘草地漸漸遠了。
又是艷陽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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