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怎樣，還是珍惜她！

日本住宿
每次去日本旅行，多
會找尋不同種類的溫泉
旅店。除了要體驗不同

的溫泉，也可以看到日本人有趣的點
子，例如這一趟試過新式的商務酒
店，大堂於不同時段有免費小食及飲
料如茶、汽水等提供，果腹食物只在
早餐供應，酒只在消夜Happy hour供
應。全酒店採用密碼鎖設計，沒有鎖
匙或匙卡，追求高效率及簡約安排。
雖然只有小小的大眾溫泉浴池空間，
但分了男女時段，女方使用時段要用
特定密碼才可進去，可謂物盡其用又
確保私隱。
另外，當然還有機場附近的溫泉酒
店。在東京登陸，在成田及羽田機場
也開了有溫泉設備的酒店，讓人可以
在附近休息。我們就是在離境前一
晚，到機場附近的這些酒店休息，房
間比城市裏的都大很多，而且溫泉區
也十分寬闊，有些甚至有露天溫泉
區，絕對值得一試。
每次一家人去日本，我必定會嘗試

訂小屋，今次也找了一間獨立小木
屋，附有戶外木桶溫泉。孩子在二樓
看到全榻榻米，興奮得又耍功夫又翻
觔斗。可惜當天實在太冷了，連喉管
都結冰，令我們不能一嘗戶外私人木
桶溫泉滋味，真是一大遺憾。
這間小屋另有主樓，是一間間房
間，也有獨立風呂，但要每個客人預
訂（不用額外收費），每家人可以私
人享用小澡堂。有私人空間及時間，
沒有了大浴場的熱鬧，但多了私隱。
這間旅館最不好的地方是沒有包晚

餐，也沒有什麼食物提供，早餐只是
蛋和麵包。我們在此竟然碰到兩組香
港人，有一個年輕人還問我們附近有
沒有什麼東西好吃。很多人沒有駕
車，但現在有地圖，都很容易徒步到
鄰近社區。我們特意訂了另一間大酒
店的自助餐，結果十分難吃，早知應
該在小鎮看到什麼便吃什麼。街邊的
烤肉店也不太差，日本的街邊食物其
實不會太失色。反觀那所大酒店的自
助餐，簡直是騙遊客的！

最近翻閱世界華文
文學聯會旗下文學季
刊─《文綜》創刊
號，才知她已15歲了。

15歲，古稱「志學之年」。這是取
《論語．為政》的「吾十有五而志於
學」而稱；另有「及笄」之說，意喻
女子年滿15歲把頭髮綰起來。
誕生她的媽媽──世界華文文學聯
會，比她大2歲。如果拿今天《文
綜》與初創期的《文綜》比較，是最
好的註腳，她成長了。
締造她及她的媽媽，雙會長曾敏之
先生及劉以鬯先生，功不可沒。更準
確地說，為聯會及《文綜》的創立而
嘔心瀝血的，曾敏之先生功莫大焉！
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曾敏之先生，
聯會及《文綜》決不能成事。
我們都尊稱曾敏之先生為曾老總
─他曾當過香港《文匯報》副總編及
社務委員。
曾老總在醞釀成立世界華文文學聯
會的時候，是早年與我在香港灣仔道
利景酒店2樓吃午飯時提起。當時他
的構想是以「世聯」作為團結海外文
學社團及華人作家。談到會長的事，
他是推薦劉以鬯先生的，之後一計
議，曾老才是世聯真正的主催者，不
如設立雙會長制──即由他與劉以鬯
先生同列會長。後來我
向劉以鬯先生轉達此
意，劉先生也欣然頷
首，曾老總要我掛一個
執行會長的虛職。
值得一提的是，《文
綜》所以能維繫 15
年，得力於貝鈞奇名譽
社長的全力支持。
「世聯」與《文綜》
在濁浪滔天的商海中浮
沉，仍能屹立不倒，可
稱奇跡。我曾說過，文

學作為商業價值來衡量，是微不足道
的。她們的存在，靠的是海內外華人
文友的支持和會內的一班文學義工的
默默耕耘。
我想，她們之存在，可以套霍爾姆

斯一句話說：「不管怎樣，還是應該
的。」以下的一段話，我覺得很可以
道出我們共同的人生理念：

人們有時會缺乏理智，邏輯混亂，
唯我獨尊：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去愛他的。
如果你勤勉向上，有人會指責你別

有用心，謀取私利；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勤勉向上。
如果你已功成名就，難免會招來虛

假的朋友和真正的敵人；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去力爭成功。
誠實和坦率會使你易遭傷害；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誠實坦率。
你今朝的善行，世人會在明晨淡忘；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多做好事。
胸懷大志的偉人往往失勢於目光短

淺的庸夫；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胸懷大志。
人們雖然常常憐憫失意的弱者，卻

總是趨炎於得志的權勢；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去扶助某

些弱者。
你多年建樹的業績可能毀於一旦；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去努
力建樹。

獻出你的全部精華去造福於
人類，可能會使你身陷困境；

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向
人類獻出你的精華。
末了，我想加上一句話：
文學雖是精神食糧，在今

天的商業社會往往被視為市
場上的票房毒藥，時人避之則
吉；但是不管怎樣，還是應該
去汲取她、滋養她、愛護她、
珍惜她。

娛樂圈，乃是「夢工場」！當中令不少演
藝人名成利就，但亦有人於這工作圈子裏半
紅不黑，也有人染上了「戲癮」，只要生活
質量還可以的，逐夢的仍是樂此不疲，皆因

「戲癮」難戒，也不想戒。
「任何的工作圈子都有着它的甜酸苦辣，在路上走動

的人心裏難免有着自己的感受，經歷種種後大多數人都
以『五味雜陳』來形容自我的心情，後悔自己選擇了這
條『路』嗎！？有的，絕對有的！亦會感嘆着天下並無
『後悔藥』，樂意與否只能繼續朝路的盡頭走去。」
有演藝朋友說：「記得在演藝道路上奮戰時，曾有

導師說過：悲喜自度，別人難悟！這麼多年來在娛樂
圈打拚，終於明白導師這句話的含義了！演藝人每次接
到演出，不論是拍電影、拍電視劇、綜藝節目或商演，
都是按照劇本角色人物來做，面對着『五花八門』的人
設，首要是要求自己全力以赴，如果演出受到歡迎而一
夜爆紅，心情像『打了雞血』般興奮，故此際遇對演藝
人來說太重要了，加上『時勢』的配合，就會從心底歡
呼喊出『天助我也！』儘管這是一剎那的光輝，然而大
部分人會視為事業上的一道光環，人生路上的所有經歷
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別人真的是難以代替自己
去領悟喜與悲的起伏情緒呀！這也是，局外人始終不是
局中人。」
閒來有修讀心理學及人格學的演藝人指出，風雨人

生，往往都要自己「撐傘」，因為人心隔肚皮，而人的
本性是自私和貪婪，很多事情都是人的「一念之間」，
大多數人是風來聽風，雨來聽雨，不論是戲裏的角色人
物，抑或現實生活中，給予他的啟發是：「若三觀不同
的不必強求，不停給予對方講大道理，其實是愚蠢行為，
事關每個人心裏的算盤早已打得劈裏啪啦響；多年來在演
藝工作的路上，對那些故意抹黑、造謠的事，我會拿事實
去打他們的臉！」

喜悲自度別人難悟
「舒適圈」是一個網絡
形容詞，是指一個人習慣
於自己熟悉的生活圈子，
輕鬆自在，過於安逸。當

走出「舒適圈」，往往遇到變化和挑
戰，因此便有惰性留在「舒適圈」，
得過且過。
我的經驗是，敢於走出「舒適

圈」，才能創造精彩生活。因為環境的
變化、人生的變化是常態，因此或許存
在短期的「舒適圈」，但長期的「舒
適圈」事實上並不存在。因此重點是每
個人究竟希望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是適合
自己的。當思考清晰這個問題，就會有
一個長遠的目標，也能敢於走出一個個
「舒適圈」，不斷向前，達成更好的
生活願景。
我在年初的專欄文章中提過，每年

我都會為自己寫一個目標計劃，為自己
設定新年奮鬥目標，到了下一年的新
年，我就會回顧和展望，希望未來能夠
改進，更好地實現夢想。儘管實現目標
會遇到各種困難，不斷走出各種「舒適
圈」，但值得高興的是，年終時回望，
付出總有回報，我寫的一半以上都能夠
做到。
當然走出「舒適圈」，並不是脫離

實際的天馬行空，而是勇氣和智慧的結
合，需要審時度勢、眼光長遠地「穩中
求進」。目標當然也不是刻意要過苦日
子，而是為了擴大「舒適圈」，創造更
美好、更有意義的生活。

走出「舒適圈」，在我看來，不光
是人生的道理，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
力。此次全國兩會，提到最多的就是
「落實好高質量發展，推動好新發展格
局」。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高
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的首要任務。他還表示，加快實現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
的必由之路。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動高質
量發展的最終目的。
高質量發展是推動國家更好發展的

大戰略，體現出國家主動應變、穩中
求進的信心，如今的中國已經更有能
力、更有信心在變局中成長。在我看
來，轉變發展理念，敢於走出「舒適
圈」，是國家新一輪發展升級的動力。
正如習主席指出，必須堅定不移深化改
革開放、深入轉變發展方式。
從我們文化藝術界來說，創作更多反

映新發展理念的作品，給予受眾走出「舒
適圈」的正能量，就更重要。特別是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能夠更好地向海內外傳播中國的高質量
發展理念，明確告訴世界，中國的發展
升級並不是為了稱霸世界，而是為了「人
民幸福安康」，這都極其重要。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

越」，相信有了敢於走出「舒適圈」的勇
氣，有了高質量發展的全新理念，中國
能夠無懼風浪，為大家創造更加美好的
明天。

走出「舒適圈」

這幾年多接觸粵劇老
倌，慢慢對他們了解多
些，有機會聽聽他們的

故事，接觸多了、了解多了，私聊的
機會又會多些。過往見到老倌我只會
很禮貌地跟他們打招呼，客氣地寒暄
幾句。
這些老倌之中，我對其中一位印象
特別深刻，他常以丑生姿態出現於戲
劇中，他叫陳鴻進，除了演丑角，亦
常反串扮演角色，不過之前很不喜歡
看他演反串，總覺得不好看，而且真
的有點醜！
然而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事情是
在好幾年前，我跟着李居明大師、鳴
之聲班主劉生、蓋鳴暉等多人到杭州
上海出差，－天在旅遊巴士上我聽到
劉生在講電話，知道是與在香港的陳
鴻進對話，當時劉生很勞氣地責備他
不可以那樣做的，說他太過分。我一
直記得這件小插曲。直至好多年後的
今天，我們和陳鴻進共晉午餐，三幾
個人在飯店的房間聊天，我才問起進
哥（陳鴻進）這件事。
他聽我提起此事，反應很快地說：
「我記得呀，當時是因為台期的事
情，大家出了問題，不過終於還是解
決了。」聽他說班主劉生生前對他很
好，所以他埋了鳴之聲班一做便做到
現在。之前對他演反串的感覺漸漸
有變，總之這幾年他有明顯的改變，
對他便又有不同的感覺。
他說還要多謝李居明大師給他不同

的機會，很多李大師的劇目都有預他
演出，令他不斷地把握機會努力演出
不同的劇目不同的角色。尤其在近代
歷史劇中他被安排扮演不同的現代領
袖，如華國鋒、斯大林，簡直精彩絕
倫，李大師敢寫他敢演，造型一流，
演繹手法過癮！那是他在接到劇本角
色之後，用心地處理和了解有關的歷
史和人物出來的結果！
演了幾十年粵劇的他最近又籌備了

自己精心新編的作品《繼母》，與鄭
詠梅於3月19日及20日在高山劇場新
翼演藝廳演出。
在私聊中我們提到粵劇界的頂尖人

物仙姐白雪仙，進哥說他很敬佩仙
姐，曾有過與仙姐談粵劇，聽她分享
了4個多小時的心得和經驗，阿進問
仙姐點解咁叻？仙姐答他：「愛佢
囉！知道愛字點解，愛粵劇囉！愛佢
先至會成長！」那次的分享令進哥一
生受用！

把握機會

兩會在京閉幕，新一屆國家機
構領導人全部宣誓就職，一個新
的5年再次啟程。第三次擔任國

家主席的習近平說：「人民的信任，是我前進
的最大動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責任。」新
一屆政府總理李強在中外記者會上說：「絕大
部分老百姓不會天天盯着看GDP增長了多
少，大家更在乎的是住房、就業、收入、教
育、就醫、生態環境等身邊具體事。政府工作
就是要貼近老百姓的實際感受去謀劃、推進，
真正做到民有所盼、政有所為。」
在春天許下承諾，在夏天付出汗水，在秋天
收穫果實，在冬天圍爐懇談，擘畫來年努力方
向。這是一屆政府的職責，是這個國家的運轉
時序，也是我們每個人走過四季的匆匆痕跡。
一個民族要強盛，一個國家要興旺，最終還
是要落在一個一個、腳踏實地勇於擔當的肩
膀上。
共商國是的春天盛會落幕，暖春熏染，踏春

觀花的旺期才剛剛拉開帷幕。
北京故宮東華門一帶，白玉蘭已進入盛花

期，碩大的白花瓣全然燦開，再多兩日，怕只
能看到花瓣委地墮泥了。北海公園的垂柳，嫩
黃淺綠，隨風依依，很有些江南柔美嬌俏的意
思。各處盛放的山桃花，早已是雲蒸霞蔚，佔
據了京師的大小屏幕。這幾日，也開始隨風把
花瓣揚揚灑灑。穿漢服妝容精緻的小姐姐們，
團扇在手，穿梭花下，一顰一笑，裙裾生風，
眼帶風情。抱素書屋前的丁香花，花苞未見鼓
出，青綠的葉芽倒是很飽滿。熱搜榜上掛了一
整天的玉淵潭櫻花，還是去年紅過的那一張。
看來，一眾櫻樹尚在默默奮力醞釀好顏色，今
春可期。建國門南大街垂吊着的連翹，金黃了
一整段路，細密如織，花開如瀑，引得路人頻
頻駐足賞玩。
出門俱是看花人。
剛過去的周末，雖仍要提前網絡預約入園，

但北京各大公園門口還是人頭湧湧。春日姣
好，莫負春光。90年前，朱自清先生在《春》
裏寫道：「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也
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90年後，趕
春赴春沾染春光的勁頭，似乎比以往更足。不

止花事繁盛的北京，大江南北，凡是春色漸漸
掠過的地方，不論城鄉，無關長幼，手裏的手
機對着的都是開得最好看的那一枝，人頭最稠
密的也是春意最濃的所在。對春天的分外着意，
對美好不約而同的嚮往，透出來的精氣神，很容
易就能讓人產生一種愉悅感，一種撲面而來的
勃勃生機。觀之可親，嗅之有力，英氣明快。
100年前，梁啟超先生用一篇《少年中國
說》來批駁帝國主義對中國「老大帝國」的污
衊，亦藉此盼望能喚醒國人抖落暮氣重拾自
信。100年後，在一
場預期的春光裏，青
春洋溢的氣息四處瀰
漫，對美好生活追求
的衝動激盪人心。
這樣的中國，你，
不愛麼！

出門俱是看花人

晚飯後在抖音上刷視頻，刷到一
個野菜遍布在田間小坎的畫面，看
到這個視頻，馬上就聯想到了「吃
春」，整個晚上夢到的都是在田野
裏剜野菜的情景。從這條小路轉到
那條小路，從這片麥田穿到另一片

麥田，綠油油的田野裏彎腰行走着童年、
成年的自己，真真實實，卻又虛虛幻幻，
靜靜地遐想，那情景就在昨天。
實在是沒有什麼東西吃了。不是米櫃裏

沒有米糧、菜籃裏沒有青菜，而是單純地
不想吃家常的飯菜，胃口刁鑽，饞蟲從立
春的那一天開始，就在肚腹裏躁動不安，
滿眼都是從田野裏挖出來、從泥土裏拔出
來、從溝渠邊挑出來的山野菜。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那些油膩的菜餚，

成了三高病人的大忌。雖然我沒有三高之
疾，但是只要家裏出現一個，這個家裏的
飯菜必定會在青菜上做文章，春天尤甚。
這個時節有個先天的好條件，那就是挖野
菜。早春二月，遠看地面上枯草一片，等
走近了才發現，那些枯草的下面緊貼着泥
土的地方，又一輪生命已衍生出來。
最先萌發的是野草。那天去公園散步，

發現草枯得厲害，就想，這樣乾枯的草今
年還能再活嗎？它還會有生命力嗎？這個
疑問在腦海裏迴旋了許久，幾天之後的一
天，再次走向那片枯草連片的地方，用手
扒開衰黃的草皮，發現它的根下已經發出
了嫩芽，只是暫時被枯草遮蓋着，不曾被
人發現。那種不顧一切的生長速度，那種
頑強的生命力，真的很令人驚訝。
隨即，雨水造訪。這個時候生發出來的

是山野菜，它們在寒夜裏被枯草暖着、土
地護着，單等春風徹底地來臨，陽光和煦
地照耀着大地，水柔了，風也暖了，田地
裏的冰凍都化了，這才悄然鑽出地面，不
動聲色地越過衰草，將鮮亮的葉片一點點
鋪展開來，一邊向着大地，深深地感恩，
一邊向着藍天，開出白色、紫色、粉色的
小花，用微小的力量，將花莖高舉過頭
頂，星星點點的，為逐漸復甦的所有生命

歡呼。
春季裏，野菜是飯桌上的無冕之王。它

不在乎你是平民百姓還是貴族，只要與大
自然接近，你就會發現它的種類琳琅滿
目，一棵棵水潤飽滿，如果拍成照片，可
不就是滿屏的綠色！它們的味道是奇特
的，帶有一股土腥味，以及自身散發出來
的味道。每一種野菜的味道都不相同，有
的苦澀，有的清香，有的先苦而後清新怡
人，就是沒有甜的，各種味道，決然不會
相互混淆。
野菜不甜，倒是多苦，每一種都有

「苦」味含在裏面。有一種帶「苦」字的
野菜，叫「苦菜」，開黃花、白花，花莖
高挺，在風中搖曳，採挖時要趕早，太晚
了花就會開了。在鄉間，苦菜最為大眾
化，它可以擇洗乾淨，用涼水浸泡，切碎
做一鍋小豆沫，又可以採回炒成苦菜茶，
清涼、去火。在夏天，我就喜歡喝它。
它的繁殖力也非常地強大，只要春來，

苦菜花便會迎風而開。山野間、小溪旁、
田坎上，一叢叢一簇簇，隨處可見。人類
也和其它生靈一樣，喜歡到大自然中去尋
找滋味，只要你能捨得花時間和心思，有
足夠的耐心去加工，就能做出味道絕佳的
食物，在甜的生活裏嘗一些苦，苦的情緒
裏找一些樂的生活體驗。而在我的心裏，
想到的是每到春天沾一沾野菜的氣息、泥
土的氣息，就是對春天的感激、尊重以及
隆重的捧場。
最喜歡吃的是茵陳，它既是一味中草

藥，清熱解毒，又可做出美食。只是它知
春遲，生發得比較晚。春天已經露頭，泥
土已經化凍，春風吹皺了春水，茵陳還沒
有冒出地面，而其它的野菜卻早已從地底
下鑽了出來。最先在大地上行走的是蒲公
英，還在大地冰封的時候，它們就鑽出地
面，開出向日葵般的花朵，若是遇上倒春
寒，花盆上還會結一層冰。冰霜覆蓋在上
面，也不曾有半點畏懼，照樣在地凍天寒
下精神抖擻地燦爛。
我一直覺得泥湖菜是最招人喜的，它的

形體大，一棵能佔半個籃子底兒，聞到原
生氣味後，無人不蹙緊雙眉。然而，當你
以熱情的心溫柔對待，把覆裹在葉片上的
白絨輕輕揉去，搓出綠色濃濃的葉漿之
後，再聞聞，它的氣味赫然大變，變成一
種芳馨濃濃的清香味了，這還不是草木的
香，是食材裏面難尋的那種良蔬香。
沂蒙山人愛吃春，吃的就是春滋味。草

叢裏能找到的葉片，葉片上能看到的綠
意，綠意裏洋溢着的春水，這春水從你的
眼睛裏滑向指尖，一把小鋤頭輕輕斜進鬆
軟的泥土，一株隱藏在大自然裏的野菜，
就成了可以烹飪出美味的材料，走向挎在
臂彎上的籃中，或者塑料袋裏。北方人吃
春，吃的很少是果實，都是當季長出的鮮
嫩春芽和野菜。
從前糧米不豐，吃春為的是彌補糧食不

足、青黃不接時食物的補充。而現在的吃
春，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它吃的是一個
新鮮，飽含青春的、翠綠的，鮮嫩欲滴。
吃的是它的營養，無論是什麼野菜，只要
能吃，就有降血脂的、明目護肝的、消毒
去火的，甚至有消炎止血的作用。吃是一
個過程，而到達身體、安撫五臟才是一個
食療的效果。風有風的情愫，雨有雨的溫
度。春天來了，一年只有一次，那些山野
菜在風裏雨裏浸着，從出生就注定與高山、
河流、盆地生老在一起，從稚嫩就懂得報答
土地的孕育之恩，知道怎麼把生命迅速劃分
給每一個季節，每一個季節都有一段精彩與
之生生相依、遭受災難和苦痛，隨時準備
和天地萬物燃成一片，融為一體。
吃野菜，就必定吃山上的野菜，地無污
染，溪水乾淨，營養豐富，所以叫山野
菜。草木對人類是有情的，今年挖了一次，
它們的根系還在，從來沒有挖盡的時候。蒲
公英、薺菜、山馬齒菜等等，都是大自然給
予人類的饋贈。雖是草木，卻天賦異稟，
胸藏錦繡。每年去山上看看它們，珍惜並
愛護它們，它們自然也會將全身心奉獻出
來。草木是否有情，就看你怎樣對待，這
也是我們每個人對待生活的態度。

草木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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