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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花樣

疫情裏窺看小生命

黃埔花園，多個商場
年三十大清早出門
內的餐館早就渺無人
買報紙，街上一片悄然
影了，我們探望小女
無聲的靜謐。維港的海
回家路過，探身看
水微波不揚，的士站十
看，平時歡聲笑語的
幾輛的士靠路邊排着隊
商場水盡鵝飛，多間
候客，十字路口紅綠燈
寂寞地轉換着顏色。
人生在線 食肆已經拉下鐵閘。
疫情下的新年，
上午八、九時，我
東
瑞
果然遜色很多。所
再度出門辦事購物，到
幸，隨着近日本港疫
銀行、到菜市場，方知
凡事不能僅看表象。到了熱鬧
情稍緩，年初七開始食肆放寬
的蕪湖街，先後進入幾間菜
至四人一枱，晚市也重開堂
舖，人頭湧湧，滿是主婦、長
食，希望飲食業在防疫同時，
者，也有年紀輕輕的家傭姐
能多做一點生意，多點進賬
姐，他們在搶什麼呢？原來是
吧。
在猛掃豬肉和一隻隻冰鮮雞，
傳統的拜年，相信很多人
幾乎已被一掃而空了。再拐彎
都跟我們一樣，取消了長者之
到一條橫巷，也是如此，連平
間的互拜，避免潛在的病毒感
時肉質酥軟、價格比較高因而
染。因為我們上下兩代三個小
較少人問津的西施骨也購者
家庭住得近，互訪小坐，還是
眾，所剩無幾。忽然頓悟，這
蠻歡喜，雖然少了出遊話題的
市井的興旺景象，真與前幾年
談興，惟有年幼的孩子純真，
的農曆新年大除夕大不同。
吃糖果朱古力、照樣嬉戲個不
往昔，菜市場沒那麼熱
停。
鬧，生意一半讓酒樓食肆 「分
拜年，在病毒依然肆虐的
擔」 了。那時沒有新冠病毒，
新形勢改變了不少形式，可謂
團年飯預訂爆棚，大大小小酒
各出奇謀，花樣不少。像印尼
樓生意紅火，酒樓老闆賺得眉
的華文作家組織，就在初三舉
開眼笑；而二○二一年辛丑年
辦了一個百餘人的視頻團拜，
不但疫情未了，香港在疫情的
跨城市還跨國境，事先錄影賀
驚濤駭浪中如一隻小舟，顛簸
年的有之，現場拜年說話的有
起伏，酒樓食肆餐廳堂食的
之，非常熱鬧；微信群組的賀
「限聚令」 依舊，這意味着大
年、拜年也因此比往年更熱
家庭的團圓飯成了鏡裏花水中
鬧，從大除夕晚就開始互傳。
月，也難怪家家酒樓、快餐店
色彩斑斕、款式奇特燦爛。錄
或超市的新春盆菜或新年外賣
影真人、有聲有色的有之；圖
套餐宣傳單張印製得五顏六
文並茂、組織有序的有之……
色、令人垂涎。由於疫情，大
病毒無法阻擋聰明人類的親情
部分家庭不能上酒樓餐敘團
友情聯繫，疫情未了，人情依
圓，退而求其次，只好自己買
舊濃。
菜餸、大顯廚藝。菜市場的雞
如果從最初爆發的二○一
鴨牛豬如何不被橫掃一空呢？
九年底開始計算，疫症已橫跨
這樣一想，辛丑年春節過
第三年；特殊的年關，特殊的
年，真是虧了酒樓。接連到初
過法，隨着疫苗的開發、接
一初二初三，因為盡量不團
種，相信戰疫的成功為期不
拜，街上也顯得冷清，今非昔
遠，在辛丑年能看到第一道曙
比；初三夜晚未到九點，以前
光從地平線上升起，讓我們伸
住宅人口密度大、頗為熱鬧的
開雙手歡迎它吧。

港鐵車廂裏，小夫妻緊
緊依偎，坐在一角，懷裏抱着
新生嬰兒。疫情下市民盡量減
少外出，攜帶幼嬰出行的更
少，我禁不住留神望去。
如是我見
襁褓是個昭君套，帽子
連着衣服，下擺有一排紐扣，
黃秀蓮
恰像封套把嬰兒裹着。昭君套
滾了粉紅色緄邊，印上粉紅碎花，那麼年輕夫
妻懷裏的是掌上明珠了。嬰兒不便戴口罩，唯
有在昭君套內再加一頂帽，帽子前端垂下透明
膠造的面罩。面罩猶如屏障，多少也可以擋一
擋新冠肺炎的病菌，然而透明膠的硬度使面罩




正月十二 搭建燈棚

春節習俗

正月十二，
搭建燈棚。元宵節
將近，開始做元宵
賞燈的準備工作。
圖：馮印澄
文：新華社





不能貼面，那做爸爸的對保護裝備很不放心似
的，時不時把面罩壓一壓，只希望更貼面，可
是沒一會兒面罩又回復原來狀態，與嬰兒粉紅
色的臉維持距離，這一兩寸的距離叫人多不放
心啊。嬰兒淺淺入睡，忽而睜開清亮的大眼
睛，輕輕呵欠，再尋夢去。一串小動作無限趣
致，又帶幾分嬌柔，看得父母甜甜的。
那父親穿了束腳褲，褲腳抽高，露出紋身
的小腿。那媽媽發胖的身軀說明了生育不久，
仍未收身，已經歷了產兒的痛楚，而跨過了女
性的里程碑。平平凡凡的小夫妻，因嬰兒在疫
情中來臨而面對挑戰，抗疫角色顯得更積極，
一下子擔當了勇者的任務，不止保護自己，還

要保護抵抗力弱的嬰兒。
車到了北角站，許多乘客在此轉車。那媽
媽把嬰兒接過來，男的伸手護着妻子，女的抱
緊嬰兒，還用手把面罩輕按，一家三口離開車
廂。既然心有所憂，因何還要外去？可能到母
嬰健康院檢查吧，可能祖輩盼望一睹愛孫稚嫩
如抽芽的容顏吧，塵世裏總有萬千理由，結果
讓我這陌生人無意之中窺看了小生命。
在疫情中彼此依靠，互相扶持，好一幅抗
疫圖。點滴回憶，浮生掠影，真該拍攝下來，
且看看這定鏡這特寫：溫馨中流露堅強，謹慎
裏透出擔憂，愁悶中沁出喜悅。車廂一景，小
中見大，亦足印證香港抗疫的經過。

我的父親胡靖安將軍（上）
──黃埔精神 薪火相傳
我第一次聽到黃埔
軍校的校名是在一九七
五年三月裏的某一天。
當時，有二百九十三名
特殊身份的老人住在北
京前門飯店。幾日來，
除少數家屬前來認親
人與事
外，還有一位訪客，他
的出現引起了新華社記
胡葆琳
者的關注。
「杜老是來探望黃維和胡靖安的」 ，陪
同幹部向記者介紹。杜老一眼見到幾十年未
見的老同學時，立即快步上前一一握手，鎂
光燈閃個不停。
當天下午，我和妹妹再次來到前門飯
店。 「今天，杜伯伯來看我和黃伯伯了。」
「爸，杜伯伯是誰？」 妹妹問。
「杜伯伯是杜聿明，黃伯伯是黃維，我
們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的，杜伯伯和黃伯伯是
黃埔一期，我是二期，比他們晚了三個月入
校。」 這是我第一次從父親的口中聽到黃埔
軍校，第一次知道父親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
期。
一九七七年一月，父親病重住院，我和
哥哥請長假陪護。一天，鄰床的病人突然大
口噴血，狀態甚為恐怖。我怕父親受刺激，
勸他轉過身去，他不肯，我只好去借輪椅，
推着他去院子裏曬太陽。
父親埋怨我大驚小怪，氣呼呼地說：
「這有什麼可怕的，打仗的時候什麼沒見
過！我當年軍校沒畢業就參加東征經常是早
上幾十個同學一起出發，回來時只剩下不到
一半，看着空蕩蕩的營房，我很難過，但是
不害怕，因為黃埔學生都做好了赴死的準
備。」 他頓了頓，接着說： 「戰鬥結束後，
我們立刻去戰場尋找陣亡同學的遺體，然後
抬回軍校埋葬，我如果戰死，活着的同學也
會找到我，將我和他們埋在一起。」
父親視死如歸的態度，令我很是吃驚。
有一天，父親說起淞滬大戰。 「當時，
我們侍從室一行數百人赴蘇州督戰，沒想到
日軍第二天一大早就來轟炸。我被飛機的轟
鳴聲驚醒，只見無數炸彈從天而降，附近的
幾座小樓頃刻間被炸毀，黑煙滾滾……」
「趕快把日本飛機打下來呀！」 我怒不
可遏。父親嘆了口氣，搖頭道： 「唉，蘇州
沒有防空設施。那次轟炸，我們死傷一百餘
人，其中有許多黃埔同學。面對一具具殘缺
不全、血肉模糊的遺體，我的心中充滿仇
恨。我是幸存者，活着就繼續戰鬥。」 他望
向遠方，神情凝重，目光堅定。
我默默地看着他，任由他的思緒飛回淞
滬戰場。
淞滬會戰驚天地泣鬼神，一場場屍山血

◀胡靖安（左起）、
黃維、杜聿明三位將
軍合照。
作者供圖

海的犧牲，讓中華民族形成了抗戰到底的共
識。
上海的春天陰雨綿綿，好不容易等到天
氣放晴，我連忙攙扶父親坐到輪椅上，然後
推着他去院子。這一天，他講起台兒莊大
戰。 「當時，日軍以優勢兵力大舉進攻台兒
莊，我台兒莊守軍拚死死守，為外線部隊完
成再包圍爭取了時間，然後將敵人包了餃
子。」 「包餃子？」 我忍不住提問。 「就是
日軍圍攻台兒莊久攻不下時我們從外面將他
們團團圍住，然後裏外夾攻。」 父親解釋一
番後，面露喜色地告訴我： 「那一仗，我們
一舉殲滅日軍二萬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和彈
藥。」
「太好了！」 我聽聞中國軍隊打了勝仗
非常高興，心想，父親一定參戰了，便問：
「爸，你有去台兒莊督戰嗎？」 「有，我曾
經三次進入台兒莊傳達密令。」
「哎喲！你參加東征時負責傳令班，怎
麼十幾年以後還是傳令？」 我有些納悶。
「呵呵……」 父親忍不住笑了笑，解釋
道： 「我去台兒莊傳達的命令是軍事委員會
委員長的機密作戰命令。」
「可是，為什麼要派你去？」
「因為負責死守台兒莊城的師長池峰城
也是黃埔的，他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時，
我是副團長，他知道我的身份。」
「什麼身份？」 我很好奇地問。 「軍事
委員會侍從室參謀，為防止日軍通過無線電
偵聽和破譯電報密碼得知我們的行動計劃，
委員長下達的作戰命令只能口諭。」
「口諭是什麼？」 「就是口頭傳達。」
父親不厭其煩地回答了我的一連串發問後，
開始講述那段令他刻骨銘心的經歷： 「我第
一次進去時戰鬥尚未打響，我傳達完口諭後
即去視察工事構築和機槍掩體，不料剛一探
頭就被打了冷槍，子彈擦耳而過，好險！第
二次，是在一場白刃戰後，我冒險穿過激戰
後的戰場，看到許多戰士是與敵人扭在一起
同歸於盡的，禁不住熱血翻滾。」 父親說到
此，視線放遠，停頓片刻後微微激動道：

「我回去向委員長報告，我們有這麼好的士
兵，中國不會亡！」
父親第三次冒死傳令，是在日軍已經佔
領了台兒莊城的三分之二，情勢萬分危急之
時。父親回憶道： 「我好不容易找到守軍向
池峰城傳達口諭，務必不惜一切代價再堅守
二十四小時。他面色沉重地告訴我，這些
天，日軍每天天一亮就出動大量坦克和重炮
發起猛烈攻擊，我師傷亡嚴重，現在只餘四
百兄弟死守。面對這些明知自己第二天即將
犧牲卻毫無懼色，已然決然與陣地共存亡的
將士們，我肅然起敬。士兵們得知我是上峰
派來的特使，援軍很快就會趕到的消息後，
士氣大振。我和池峰城反覆研究後決定組織
敢死隊。」
父親越說越激動： 「當晚，一支撕去左
袖，左臂紮一條白布條的先鋒敢死隊摸黑殺
入敵營，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狠狠砍殺
熟睡中的敵人。日軍做夢也沒想到，經過連
續猛攻已經死傷大半的中國軍隊還會乘夜出
擊，以至猝不及防。在隨之展開的白刃戰
中，許多戰士在死拚中犧牲，有的在敵群中
猛然拉響手雷以身殉國。」
台兒莊守軍以生命換時間，用生命拖住
敵人的英雄氣概震撼了我的心靈，我小聲
問： 「敢死隊員有活下來的嗎？」
「有，去了五十七人，回來不到二十
人。」 父親沉默片刻，接着說： 「敵人受到
重創後，第二天沒有發起攻擊，而我軍各部
已經成功合圍，並立即發起總攻。」
台兒莊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
話，鼓舞了中華民族抗戰到底的勇氣和決
心。
父親冒着生命危險三進三出台兒莊，出
色完成任務，同年年底晉升陸軍中將。之
後，又繼續奔赴各戰區督戰，一次次臨危受
命，一次次不計生死，不負使命。我在父親
身上看到一種甘願為國家和民族獻身的信
念，很多年以後才明白，這種信念正是黃埔
精神。就這樣，父親在回憶親身經歷的同
時，將黃埔精神的種子播在了我的心裏。



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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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中的理解與成全


辛丑牛年伊始，內地趕在新春檔期上映
的電影中，一部《你好，李煥英》賺足了票
房和口碑。這部電影是喜劇演員賈玲執導的
處女作，改編自二○一六年出品的同名小
品。故事取材自賈玲的個人經歷，是其為紀
念已故母親李煥英所作，因而她一併承擔起
編劇、導演、主演等重要角色。故事講述作
為女兒的賈曉玲，因母親意外重傷而過度悲
傷，穿越回二十年前、與少女時代的母親相
遇。
在觀影之前，我已從多種渠道獲悉與該
片相關的資訊，如：賺足觀眾眼淚的是賈玲
的 「真誠」 ，賈玲憑藉此片成為中國票房第
一的女導演，等等。 「有故事」 的人，通過
不同途徑 「轉化」 親身經歷、寄寓個人情
懷，由此昇華成某種創造，如藝術作品，是
值得尊重和敬佩的。因此，我本人對這樣的
作品往往抱有寬容的心態，更能以同理之心
去觀察、了解和反思。

也許是前期心理建設之充足，我在觀影
過程並未如此前觀眾反饋那般：淚濕一包紙
巾或一個口罩，而是能夠與角色保持一定距
離、以更為客觀的視角去解讀。簡要來說，
觀眾之所以覺得電影 「好哭」 或使人動容，
大多出於賈玲在其中的本色出演，她的哭
戲，與其說是 「戲」 ，不如說是真情流露或
個人情緒淋漓盡致的釋放。這樣的釋放，無
關乎技巧，卻是藝術創作的原動力，也是最
能打動觀眾、引起共鳴的 「感染力」 之所
在。
「發乎情」 對於文藝創作確實重要，但
就作品而論，只有 「情」 是否足矣？以這部
電影為例，觀眾如果不事先了解劇情或被
「劇透」 ，未必能輕易看懂電影的高潮部
分。當劇中重要資訊、元素無法清晰、有效
傳達，創作者想要傳遞給觀眾的感動就會大
打折扣。
故事的高潮應在女兒賈曉玲意識到重傷

後的母親與其一同穿越回二十年前，母親以
少女面目與已成年的女兒相遇、相處。只
是，電影前半部對這一 「戲眼」 的伏筆、提
示不足，或過於隱晦，使得觀眾需要花更多
時間、精力去理解劇情。待演員情緒釋放之
際，觀眾仍處於對劇情雲裏霧裏、艱難解讀
的狀態，根本來不及、顧不上與戲中角色進
行情感共鳴。這大概是處女作導演需要進一
步反思和雕琢的重點之一。
作者以作品寄託哀思與念想，在虛構的
境域、一償無法實現的心願；作品傳達出人
之常情，受眾自然廣泛，成為作者與觀眾、
乃至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觀眾感動於作
品真情流露的毫無保留，為作品與作者帶來
反饋與回響，定能慰藉作者 「缺一角」 的快
樂。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在這個禪宗
經典中，花就是玄妙的媒介。也許，在日常
生活中，藝術創作的可貴或功能更多體現在
作者與觀眾、亦即人與人之間，以作品為媒

介的相互理解與彼此成全。
對於創作者而言，作品既是工具，也是
目的。而現階段的導演賈玲，也許更偏重以
作品為媒介寄託、傳遞與交流情感和想像。
或許，待一切沉澱與昇華過後，她會交出不
一樣的作品。
我在文章開頭曾說，本人對於真情流露
（區別於 「消費」 、 「販賣」 情感）的作
品，往往帶有同情之理解，這也許因為 「人
生如戲，戲如人生」 ， 「藝術源於生活」 ，
沒有個人的生活、經歷、情感本身，就不會
積聚創作所必須的資源、動力和相關要素。
這大概也是大多觀眾為作品之 「真誠」 而打
動的原因，以至於無意計較其中有關電影製
作技巧、表現手法上的不足。
總的來說， 「單絲不成線，孤木不成
林」 ，這部電影所收穫的票房和口碑離不開
觀眾對藝術創作 「同情的理解」 ，也離不開
人與人之間以此為媒介的相互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