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三年，我修讀
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朋
友總戲稱我為 「文藝青
年」 。但真的文藝，不是
咖啡館裏看書，天台賞
月；也不是柳下彈琴，對
湖作畫，更不是我這種只
懂背誦書本的人。當我們
看到感時傷懷，即興賦詩

的人，便認為這是文藝的，其實不然。
真的文藝，是內心的苦澀。早前閱讀了

台灣文藝作家林奕含的長篇小說《房思琪的
初戀樂園》，深受啟發，令我不禁沉思，文
學到底為何物？有人說，文學有時是一種思
想，是一種情感，是一段故事。

而林奕含卻告訴我，文學及語言竟能成
為誘姦與哄騙之物。它在加害者對受侵害者
不可逆轉之剝奪和取樂中成為殘忍的同謀，
背叛了溝通和文明，也使人迎向了失語和瘋
癲。

她說： 「我已經知道，聯想，象徵，隱
喻，是這世界上最危險的東西。」 於是她叩
問：藝術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
即使某個思想體系它本來有非常非常多的裂
縫，只要用語言，用修辭，用各式各樣的譬
喻法去彌補，這個思想體系最後就能變得堅
不可摧。引用胡蘭成在《今生今世》裏的一
段話： 「我有愛玲，卻又與小周，又與秀
美，是應該還是不應該，我只能不求甚解，
甚至不去多想，總之它是這樣的，不可以解
說，這就是理了。星有好星，雨有好雨，人
世的世，亦理有好理。這樣好的理即是孟子
說的義，而它又是可以被調戲的，則義又是
仁了。」 這麼說來，所謂真正文人那個千錘
百煉的真心，到最後竟然只變成食色性也而
已啊。

林奕含繼續叩問：會不會藝術從來就只
是一種巧言令色而已？所謂的藝術家，他不
停的創新形式，像翻花繩一樣創造各種形變
各種質變，但是這些技法會不會也只是一種
巧言令色而已呢？在文學的信仰徹底崩塌
前，她拚了命地不斷地給它填加足夠的形容
詞，口上說着拒絕讓它成為主語的角色，但
她寫的每一個字都在不斷地執拗地鞏固着它
的主語的地位。在她去世前的最後一個採訪
視頻中，她說： 「錯的不是學文學的人，而
是文學辜負了我們。」

《小王子》裏也暗示我們，生命中那些
精彩的部分，都是說不出來的那一些。你
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但別人不理解，所
以你不能說；你畫了一幅 「蛇吞象」 ，但
別人卻說這只是一頂帽子。心裏有一個獨
一無二的世界，這是幸運，但身體依舊是

普通人的身體，這是悲哀。所以我想，林
奕含之所以會作出如此批判，是因當大千世
界的奇偉瑰麗被現實擠作一團，產生的大多
是痛苦，無處宣洩的，而這是文人們所必須
承受的。

內心世界越是華美，在現實生活裏越是
抓耳撓腮。 「知乎」 上有個對於文藝的闡釋
十分精彩：那些表現在面上的，不過是千分
之一，我們就讚嘆其瑰麗，殊不知那只是大
千世界在心裏激盪，撞出來的血，顯現在臉
上的腮紅而已。我們總以為那腮紅是文藝，
其實裏頭那攤血才是文藝，但是我們沒法看
到，看到了也不會相信，那攤血腥才是世間
美好的本源。青年給自己抹上了腮紅，就宣
稱自己文藝，面上倒也說得過去。對的，真
正的文藝，從來不說話。

林奕含最後說道： 「我們都知道 『在心
為志，發言為詩』 ， 『詩緣情而綺靡』 ，還
有孔子說的 『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無
邪』 。這些學文學的人，像胡蘭成，我們明
明都知道一個人說出詩的時候，他應該是言
有所衷的，他應該是 『思無邪』 的。所以其
實這整個故事最讓我痛苦的是，一個真正相
信文學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
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呢？」

如果要解答她的話，我想分享木心在
《文學回憶錄》寫的文字： 「文學的最高意
義和最低意義，都是人想了解自己。這僅僅
是人的癖好，不是什麼崇高的事，是人的自
覺、自識、自評。」 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其實
在於你自身，你從中學到什麼，從中悟到什
麼，都是你的獲得。同樣的，你若認為文學
是虛假的，那便是虛假的吧。文學是前進路
上的永不磨滅的燈塔，它的意義可以很小也

可以很大，敬畏而真誠地生活，就是文學的
意義與價值的體現。

於我而言，閱讀文學是一次對靈魂的追
尋。文學作品的解讀過程何嘗不是一個把作
品中透露出來的客體世界重新還原為活的存
在的過程呢。李白說：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
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
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慨嘆時間飛逝，
人生短促；《漢樂府．長歌行》的 「少壯不
努力，老大徒傷悲」 令我們不禁想到現在懶
惰的自己，勸勉青年奮發圖強。

作為讀者的我們，多多少少能在作者經
營的世界裏發現自己的影子。林奕含也提
到，在閱讀的時候，當你感受到痛苦，那都
是真實的。如果在閱讀的時候你感受到了
美，那也都是真實的。那麼，解讀文學作品
的過程何嘗不是一次探討深層自我的過程，
何嘗不是一次對靈魂的追尋呢？

閱讀文學，是弘揚一種人文精神。例如
孟子說，作為精神價值的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之心，是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 ，如果沒有這種 「心」 ，就 「非人
也」 ；荀子則說，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
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
生亦且有義，故為天下貴也。」 以至於現代
文學中，魯迅以《吶喊》一書喚醒麻木，懦
弱的中國人，令一代青年熱血沸騰……

在眾多優秀文學作品中，大多包蘊着對
於我們現代社會生活來說極為可貴的人文精
神，借助閱讀文學作品去發掘它，進而在我
們當下的生活中把它發揚光大，也正是我們
青年的責任。

閱讀文學，更是幫助我們找回丟失的情
感。以往文人大多在當自己仕途失意，一腔
激情被抽離之後，有感人生開始變得平庸和
空洞。但在這多變的時代、激烈競爭的社會
中，青年何嘗不是也丟失了許多曾給我們許
多心靈慰藉的溫情？而日常生活的瑣事、忙
忙碌碌的人生，不僅時刻考驗着我們的人
性，也正日益磨損着曾蕩漾在我們生活中的
詩情。難怪周國平要在他的一本小冊子《人
與永恆》中這樣感慨： 「磚、水泥、鋼鐵、
塑料和各種新型建築材料把我們包圍了起
來。我們總是活得那樣匆忙，顧不上看看天
空和土地；我們總是生活在眼前，忘掉了無
限和永恆。」

生活中，遭遇到壓力或艱辛是難免的，
但如果我們擁有着一份生活的激情，我們就
有了挑戰它們的勇氣。浸融着詩情的憂鬱，
往往會淨化人的靈魂，而詩意的悲愴，更可
以使人趨於崇高。

學會欣賞文藝，那才是青年該有的模
樣。

在加拿大多倫多的
女兒，最大的憂慮是，
何時才能回北京，看望
年逾八旬、已住進養老
院的我們。她已有一年
多沒回來了，心中甚為
思念。

多倫多的新冠肺炎
疫情，愈演愈烈，攔住
了她的回京之路。前一
段時間多倫多當局宣布，市民
不許串門來往。本來女兒和外
孫女住得很近，車程十五分
鐘，每周至少見一次面。不許
串門後，她們相約在湖邊見
面。在湖邊見面不能一起吃飯
是一個遺憾，但也是沒辦法中
的辦法。誰知好景不常，近日
多倫多病例劇增，當局又緊急
宣布，除買菜和購藥外，市民
一律不准上街，警察街頭巡
視，違者受罰。這樣一來，唯
一的湖邊見面機會也被扼殺，
女兒只好悶在家裏嘆息。

女兒對我們的關愛是至誠
的。十幾年來，她幾乎是每年

回一次北京，看望年
邁的我們，最近一次
是疫情爆發之前。她
在養老院陪我們住了
兩個多月，為我們打
飯，陪我們散步，為
我們洗衣服，有時還
為我們剪指甲。恰巧
我在此期間做了一個
小手術，她又讓先生

趕回來照料。
但誰也沒想到，那時在她

從北京返回多倫多一個多月
後，疫情爆發至今一年多，而
加拿大的感染病例依然此起彼
伏。雖然如此，女兒也還抱着
一線希望，新冠疫苗已經問
世，多倫多市民正在搶着接
種。女兒已年過五旬，又是過
敏體質，但徵求家庭醫生的意
見可以接種，她也做好接種的
準備。疫情打亂了人們的正常
生活，但疫苗問世或許能改變
這一不正常情況。女兒心中期
盼的是，能早一天回北京看望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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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青年

日前看了一部叫
《送你一朵小紅花》的
電影，該片由當時得令
的易烊千璽出演男主
角，起初以為是講年輕
人的愛情故事，看着看
着，竟是一齣勵志抗
癌、催人淚下的片子。

探討疾病對老百姓
影響的影視作品，從來
都不嫌多，正如影片《我不是
藥神》裏那個患癌婆婆對查假
藥案的警察說： 「誰家能不遇
上個病人？你就能保證這一輩
子不生病嗎？」

片中飾演病友群群主吳曉
昧的岳雲鵬有一句對白罵由易
烊千璽演的腦癌患者韋一航：
「你得病了難，周圍的人更

難！」 這十一個字可謂說中芸
芸病人與病患親屬的心聲，讓
人不勝唏噓。

相聲高手岳雲鵬演插科打
諢角色是可圈可點的，我看過
他有份演的《煎餅俠》、《縫
紉機樂隊》、《從你的全世界
路過》、《祖宗十九代》、
《幸福馬上來》，不時被他圓
圓臉蛋、蝌蚪眼睛、憨厚懵懂
的神情動作逗得發笑，料不到
他出演喪偶的悲情人物依舊出
色，雖說只是配角，但是非常
入戲。

《我不是藥神》、《送我
上青雲》、《送你一朵小紅
花》這三齣以癌症病人和病患
家屬為主題的影片，不約而同
也提到病人和病人親屬為了籌
款治病而幾乎弄到傾家蕩產的
慘況。《送我上青雲》主角盛
男（姚晨飾）為了湊夠三十萬
元醫卵巢癌，無奈地昧着本心
幫土豪富商（梁冠華飾）的父
親寫自傳。《送你一朵小紅

花》裏韋一航的父親
韋江（高亞麟飾）為
了把錢省下來作兒子
的治療費，不但日打
兩份工，更捨不得花
錢做胃鏡檢查。《我
不是藥神》亦有一幕
講王醫生冷漠地說，
若程勇（徐崢飾）交
不出治療費，就不會

為程勇的爸爸動血管瘤手術。
這代表什麼？代表病人如果沒
錢醫病或者買不起抗癌藥，就
只能認命等死。

不幸患上重病已經很痛苦
了，治療過程中的各種副作用
與後遺症更是煎熬，最要命的
是，身心遭重創之際還要為治
病和買藥的錢而發愁，被迫借
錢度日、散盡家財，甚至鋌而
走險。

醫療是治國理政的重中之
重。《我不是藥神》一度引起
國家關注，並着手改革醫療體
制，一些抗癌藥現在已納入醫
保藥品目錄，顯示執政者有聆
聽人民心聲，但這還不夠，
「九元的掛號費被炒高至八百

八十元」 、 「先收錢，後醫
人」 以及醫生收紅包等等沒醫
德、不人道的醫療陋習必須廢
除。政府要確保每一個公民不
會因為沒錢治病買藥而被醫院
和醫生拒之門外。

衣食住行、教育、衞生醫
療、老人問題都是尋常百姓家
面對的現實。對，我知道免費
為窮人治病會令醫療開支劇
增，但，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應
該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要扛起
來的，否則，為人民服務這句
座右銘便是空喊！ 「博施於民
而能濟眾」 ，才是真正的仁
政。

幾部講病困的電影

女兒的心境

 




















 

鹽田梓藝術節

如是我見
周軒諾

自由談
于媛澄

人生在線
延 靜

市井萬象





由旅遊事務署主辦的
「鹽田梓藝術節2021」 開

幕。延續首兩屆藝術節
「天」 與 「地」 的概念，藝
術節2021以 「人」 為主題，
透過多元及不同形式的藝術
作品，展現鹽田梓島上人與
大自然的融和。是次藝術節

由即日起至七月十六日舉行，共三十一件由
本地、海外藝術家及年輕人創作的藝術作品
在西貢鹽田梓展出。

政府新聞處

▲林奕含長篇小說《房思琪的初戀
樂園》。 資料圖片

「民主」 是個近代以來最有魅惑力和引
用最多的詞，但它又是個被誤解和美化最多
的詞。有些人往往會把民主想像成理想國或
完美狀態，這卻是皮相之談。從語源詞根上
講， 「民主」 甚至不是它字面意思上所承載
的概念。在把這個詞從西語譯成漢語時，它
可以說是一個語義誤譯。人類理想共同意義
上的 「民主」 根本就從沒存在過，所謂民主
是有其主觀詮釋色彩的。

西方權威工具書上說，英文 「民主」
democracy一詞出現於一五七六年，它的詞
根源於古希臘，本意是 「大多數人建立並統
治的政府」 。而其希臘語字面意義是 「公民
的統治」 或 「主權在民」 ，看上去冠冕堂
皇。但這裏的 「民」 卻大有講究。

舉最著名被尊為民主典範的雅典民主制
為例，當時的所謂 「民」 僅指二十歲以上的
男子。女性、男性奴隸和外邦人都不算公
民，自然無資格作 「主」 。在雅典全盛時

代，依上面資格為 「民」 者約四萬人，他們
的妻兒約五萬，再加上四萬左右外邦人和三
十五萬左右奴隸，這 「理想民主社會」 是大
約僅為全社會十分之一的四萬人代表近五十
萬人決策並決定他們的命運。其霸道本質一
望可知，有何 「民主」 可言？

雅典民主僅是極少數人享有而排斥大多
數人的，而這種民主政治所謂 「多數人統
治」 的本質卻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極少
數人統治；所謂 「民主」 不過是貴族學者造
出來愚民的一個笑話而已。

民主是美好的，但可惜它只是一張畫
餅。即使真正是 「多數人統治」 實現了，亞
里士多德也曾定義其缺陷是它本意是建立一
種窮人控制政府的體系，因為窮人往往是社
會的多數；但多數人關心的多是一己之私。
在這種所謂民主制下，政事裁決不取決於法
律而取決於民眾，它容易被綁架或走向專
制，所以它簡直 「不能算是一個政體」 。而

文藝復興的主流思潮也認為 「民主主義」 不
過是 「愚民、暴民」 統治的代名詞。民主並
不等同於自由，民主亦只是大多數人和國家
專政，不等於正義、平等，團結和和平。古
代學者並不把民主看成是允許所有人享有平
等政治權利之公平制度，而是看作數量佔多
人橫行霸道之制度，是群氓政治。

民主的施行有 「直接民主」 和 「間接民
主」 兩種。所謂直接，是由選舉人直接投票
立法或決定政府政策和制度，不必經由任何
媒介代表。歷史上，直接民主因技術實現上
的困難而施行較少。間接民主也稱代議民
主，選民不能直接選舉而只能選出代表參與
投票；但這些代表並不能代表所有選民而是
採取 「贏家通吃」 的策略。因此有時當選人
並不能代表民意。最典型的是美國的選舉制
度，大家對此都早已熟知了。因此，抽象和
絕對的民主在這個世界上永遠不可能存在，
很多社會所標榜的民主都是被綁架、被利用

的民主，甚至藉民主的名義行罪惡之實。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出，民主絕

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即使所謂
「民主」 真的實現了，由多數人作出的決定
也可能給荒謬悖理、行兇作惡的行為披上合
理的外衣，比如蘇格拉底就是古希臘人根據
民主程序表決處死的……歷史上以民主名義
所為的惡行數不勝數。

因此， 「民主」 有時是有盲點的。眼下
的西方國家槍支施暴、對種族歧視的容忍、
大麻合法化、綁架本國百姓的民意從事侵略
或干涉別國內政，等等等等，都是在披着民
主外衣下立法並執行的。如果這些虛偽和罪
惡都能成功利用 「民主」 的名義來堂皇前
行，那麼這個民主本身的意義就值得重新反
思和討論了。

民主，是一個需在使用時謹慎思考、認
真理解的詞；否則你可能會被它的似是而非
語義或被別有用心人強加的意義給誤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