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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有媒體前輩建議筆者寫本文，並提議了四
個角度，第一是：今次自駕和上次有何不同？
筆者由今年八月十日入青海，之後伺機入新疆
（因為當時有省份出現疫情，故要在青海待夠
十四天），然後忽發奇想去西藏，便在九月二
十日由成都入藏，十月十三日繞完一個 「大圓
圈」 回到成都，完成了今次旅遊的主要行程。
筆者上次自駕是去年十二月初去了四川西部的
稻城亞丁、瀘定橋和小金（即當年紅軍會師的
懋功），那是今次的濫觴。今次擬去大西北，
事緣今年三月外媒蓄意抹黑新疆，故筆者銳意
要重遊新疆，為維護國家形象略盡綿力。

筆者曾在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二○○
五和二○一七年去過新疆，但一直沒有去過塔
什庫爾干和瓦罕走廊邊境；早年沒有獨庫公
路，新疆棉花尚未如今天般廣受關注。今次最
想看的是棉花田和隨意接觸新疆各族同胞，觀
察他們怎樣生活。九月七日由庫車開車到了喀
什時，屈指一算，筆者還可以再走一些地方，
便決定第七次入西藏。可以說，這次是邊走邊
想下一站目的地。林芝的墨脫也是在看《西部
自駕攻略圖》時決定去的，墨脫是筆者在二○
○六年首次聽到的地名。至於班公湖，是因
為看了去年的新聞才想到要去。所以筆者見到
的新疆和西藏是個人的真實體驗，行程中沒有
官員安排或陪同，有些地方更是臨時起意，才
去申請相關證件，例如新疆塔縣、西藏墨脫的
邊防證。筆者這樣 「自由行」 下寫的遊記，很

高興能獲讀者垂注，《新疆棉花的謊言與夢
想》一文更獲 「學習強國」 平台轉載，深感榮
幸。

新疆和西藏的住宿飲食等服務，其實都可
以接受。整體來說，新疆好一點。以邊區塔什
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塔縣）為例，其酒店雖
然簡單但很整潔，又有熱水，令筆者能好好休
息。在新疆遇到較遜色的酒店是塔里木沙漠公
路中段的塔中鎮，但那是浩瀚沙漠中為採油而
建立的只有幾家店面的小鎮，且不是旅遊熱
點，故可以理解。西藏阿里地區沿途酒店則簡
陋一點，但也很整潔，更重要是有熱水供應。
唯一的問題是往阿里途中的幾個驛站如薩嘎、
瑪旁雍措的霍爾鄉的酒店都沒有電梯。在薩嘎
時因為適逢國慶假期酒店爆滿，筆者被安排住

在酒店三樓。在逾四千米海拔爬三層樓梯，其
喘氣程度，不足為外人道。

至於安全顧慮，筆者在青海、新疆和西藏
自駕了逾兩個半月，從不擔心有人身安全或會
遇上盜賊，因為現在的新疆堪稱全國最安全的
省（區）之一，而西藏則民風淳樸。唯一一次
擔心安全的是：十月八日走夜路。當時筆者因
為內急，被迫停在路邊走出車外，周圍黑得伸
手不見五指，天上星光燦爛，唯一的光源便是
筆者的越野車燈。當時想，這裏是羌塘自然保
護區，會否有熊或狼接近筆者的車呢？這裏岔
開一筆，有人問為何筆者要這麼守規矩，遵守
規定的速度來開車，熬到凌晨兩點才到那曲市
尼瑪縣的酒店？筆者的回應是：由於收到限速
條，若筆者 「偷雞」 超速，到了下一個限速處

之前，便必須在老遠之處停在路邊，等平均時
速跌回限速水平內。筆者曾經歷過，停得不夠
遠就會被下一站的公安發現，他們會開車過來
詢問筆者是否超速了。但這裏是羌塘，若把車
停在僻靜處靜待平均時速跌回規定水平，到時
若有野狼來 「探訪」 筆者，那怎麼辦？反過來
說，若筆者把車按規定時速緩緩開行，至少野
狼等野獸難以 「埋身」 。

最後，筆者的建議是：西藏是個很漂亮的
地方，在三一八和三一七國道的非景區處，仍
見到不少塑料飲料瓶被隨意扔在路上，這是十
分可惜的。雖然這些地方不是景區，但也是綠
水青山一部分，希望隨着國家的進步，人們的
環保意識也不斷提高。至於西藏行車途中的廁
所，更是大有進步空間，這對西藏形象和國民
的健康，大有裨益。

這兩個半月在青海、新疆和西藏合共跑了
近二萬公里，見到不少美景，令筆者印象最深
刻的是青海的艾肯泉、新疆伊寧的梵境民宿、
西藏墨脫的果果塘大拐彎和阿里地區聖湖瑪旁
雍措的紅土地。今次隻身自駕擁抱祖國大地，
圓了筆者的夢。可以說若有一天永遠睡去時，
臨閉眼前回望這段經歷，筆者依然很自豪地
說：用這方法去愛國，無悔今生！

今次的主要行程已結束，之後筆者會再造
訪一個地方，作為遊記續篇，然後回北京正式
休整。大家不妨猜猜筆者會去哪裏？

（總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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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 「獅子山」
「圓規」 兩場颱風過
後，持續半年之久的
悶熱終於離開，吹面
而來的，是爽朗秋風
─香港的秋天總算
來了。此時，北方冬
衣初添，寒意初顯。

日前，聽一位外
媒駐港記者講起，如

果用第三隻眼看香港，有幾個很小眾卻很
特別之處：一是霓虹和招牌；二是天台文
化；三是小巴。仔細琢磨，有點意思。

觀察香港的招牌和霓虹，大街小
巷，高樓低舖，每塊招牌霓虹都有它的性
格，千姿百態，沒有兩塊招牌是相同的，
沒有兩盞霓虹是相同的──拼的就是獨一
無二與眾不同。它們因又高又密的樓群而
密集分布，隨山海起伏相間的地形而立體
式鋪排，因香港經濟社會的高度自由而不
拘一格，快意綻放。看起來不規整， 「野
蠻生長」 ，有點 「亂花漸欲迷人眼」 應接
不暇的感覺，卻多姿多彩，創意盡顯，給
水泥森林增添了靈動跳躍，足以成為一道
獨特的城市風景，展現香港的活力與開
放。

天台也是一個別出心裁的視角。天
台（樓頂平台）在我們眼裏，頂多晾晾衣
服、養養花草、做做健身、發發呆之類
的。前年 「黑暴」 期間，也曾站在天台驚
望街道上黑壓壓的人群呼嘯而過──那是
因為不敢在街上與 「黑暴」 直面，怕捱
打。但在很多港片中，不少重要情景都發
生在天台。比如《無間道》，警察卧底劉
德華與黑幫卧底梁朝偉的巔峰對決，劉德
華與其上司黃秋生的密會，都發生在天
台。頭頂朗朗青天，腳下樓宇森林，除了
兩個主角，周邊空無一人，頗有中國畫留
白的意韻。然後一段精彩情節在兩個關鍵
人物中展開，在天知、地知、你知、我
知、天台知的緊張氣氛中揭曉謎底，成為
整部劇情點睛之筆。再然後，蒼天大地，

何去何從？既讓人恍然大悟，也留下無窮
懸念。

天台在香港這個獨特的重要性，或
許是由於香港房子狹小，許多理應在室內
展開的故事或比較私密的交談，因地面環
境促狹而無法施展，因擁擠而不便交流。
所以，半空中的天台就成了一個合適地
方，這也符合港人注重私隱的特性。不
過，香港如此密集的樓群，縱使躲到天
台，依然有林立的樓宇環伺周邊，依然躲
不開半空的鄰居，怕是也有 「不敢高聲
語，恐驚天上人」 之虞吧？

再說小巴。小巴在香港是作為公共
交通的輔助及接駁之用運營的。一九七六
年刊憲規定全港最多只容許四千三百五十
輛公共小巴運營。其最大特點就是 「靈
活」 ──路線靈活、班次靈活、收費靈
活。起終點及大致路線是明確的，中間怎
麼停停哪裏隨需而行。維基百科描述得有
趣 「不設固定車站，乘客可於非禁區任何
地點下車，下車前須高聲呼叫司機下車地
點，並由司機揮手作實」 ；車資波幅大，

曾因颱風，香港仔至華富邨（三點四公
里）小巴由三元加至三十元。時間也靈活
──通常司機要等乘客上到七八成了才發
車，所以發車不按時間來，按乘客人數
定。這種靈活性，也是香港經濟社會務實
靈活特質的一個縮影吧。

小巴還有特點是車速特別快，風馳
電掣穿梭於狹窄的街道，很考驗車技；司
機的腦子特別好使，你上車時告訴他哪裏
下，自己盡可放心打盹，快到時司機肯定
會喊一聲提醒你下車。每個人他都記得明
明白白。

剛來港時坐小巴有兩個經歷。某周
六傍晚，靈光一現想去赤柱看落日。上了
往赤柱的小巴一路飛奔，眼看乘客一個個
叫着 「唔該！××大廈（街）落車」 ，
司機揮揮手表示 「朕知道了」 ，我猛然發
現不知如何用粵語表述想看落日的地方
（內心只知在赤柱那個海灣）。於是默默
坐着，一心盼望有人能與我同路，省得我
喊了。但直到車內只剩下我一人，司機回
頭用粵語講了一聲，意思我懂 「終點站到
了」 。下車一看，哭笑不得──林蔭盡頭
的眼前矗立一座白底房子，上書四個黑色
大字 「赤柱監獄」 。落日在哪兒呢？沒辦
法，沿着原路往回走吧。天色已晚，好在
香港治安好，不必提心吊膽。一個人傻傻
走了一會，見一地眼熟，轉過去──果
然，就是心目中看落日的海灣（其實就是
赤柱廣場前）。此刻落日早就回老家了，
我還是在海邊坐了好一會兒，並犒勞自己
喝了一杯扎啤──哈，晚霞和酒也蠻好。

還有一次是從鴨脷洲到灣仔。大約
晚上十點多，因為巴士車站找不到，情急
之下揮手上了一輛小巴。告訴司機自己想
去哪裏，司機說因為離終點方向相距有點
遠，走不到，我有點緊張。沒想到待所有
乘客都下車後，他繞來繞去，將我送到公
寓附近的一條街口，並告訴我怎樣走過
去。真是個好心人！

你瞧，第三隻眼中的香港，有色彩
有情節有樂趣，關鍵的，還有暖意溫情。

第三隻眼中的香港

▲霓虹招牌及紅Van是旺角的一道獨特風
景線。 圖片來源：Imagejoy

在路上 亦師亦友
二○一四年七月二

日晚，我在倫敦皇家歌
劇院從英國皇室安妮公
主手中接受英國皇家工
程院菲利普親王勳章以
表彰我在現代電動汽車
和工程創新的貢獻，
Carlo Rubbia教授和他
的助理Delia Salmieri博

士專程從瑞士趕到倫敦出席頒獎晚宴道賀，
還有我的好友，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英國
巴斯大學原副校長Fred Eastham教授，及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諸自強教授也分別從巴斯
和謝菲爾德趕到倫敦道賀，到了二○一六
年，諸自強教授獲選為英國皇家工程院院
士。

二○一二年我在波茨坦高等可持續發展
研究院（IASS）的第一任助理是我在港大的

前研究生蹇林旎博士，現任南方科技大學副
教授。二○一三年的第二任助理是當時柏林
工業大學研究生屠丹，現在是德國的英飛凌
Infineon集團的高級研發工程師，該公司是
全球著名的半導體企業，前身是西門子集團
的半導體部門。二○一四年我的最後一任助
理是薛冰博士，他是中科院瀋陽應用生態研
究院的研究員，也是德國洪堡學者，他和他
的太太很會烹飪，經常請我到他的公寓品嘗
他們的手藝，讓我大飽口福。

到了二○一五年，Carlo Rubbia教授的
任期即將結束，他對我說，因為他的任期結
束後就要離開研究院，無權再邀請聘任我。
後來該研究院換了領導，也改變了研究方
向，主要研究社會科學。我也因此不再去該
研究院了。

Carlo Rubbia教授於二○一五年從德國
退休後，回到他的祖國意大利。他原來在美

國任哈佛大學教授，然後在瑞士任歐洲原子
能研究院院長。他二○一五年回到意大利
後，獲任為意大利國會終身議員，這是極高
的榮譽，在國會會議廳有特別的座位，在國
會大廈有特別的辦公室，還配備高級別墅，
他邀請我訪問意大利欣賞這些待遇。意大利
國會有此制度，聘任幾位傑出的科學家為國
會終身議員，任期直至去世，那年正好有終
身科學家議員去世，由他接任。

二○一六年我和Carlo Rubbia教授一起
在徐州的中國礦業大學創辦可持續能源研
究院，他任院長，我任常務副院長，直到
二○一九年他的任期屆滿，由我擔任中國礦
業大學可持續能源研究院院長。二○一六
年他獲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
獎。

（ 「回憶錄：在德國波茨坦高等可持續
能源研究院的經歷」 之三，標題為編者加）

 





































百花齊放

人生在線
陳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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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北京畫院創
作與典藏精品展」 現正於中國國
家博物館舉行。展覽以 「芙蓉國
裏盡朝暉」 「無限枝頭好顏色」
「春來喜氣繞華堂」 「幾點硃砂

花更紅」 四個篇章介紹了北京畫
院在研究、收藏、創作、交流等
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圖為觀眾在拍攝潘天壽畫作
《鷹》。

新華社

疫情期間談論
「在路上」 似乎不太
合時宜，且不說關口
封閉，城市封鎖，就
算闖過了重重關卡，
捱過了或長或短的隔
離，在路上的也不光
是想看的風景和看風
景的人，大概率還要
與病毒同行。這種與病毒同行
的狀態不知道要持續多久，恐
怕這多少會影響人們 「在路
上」 的心情。

「在路上」 需要什麼樣的
心情呢？或者說人們通常是被
怎樣的心情驅使着 「在路上」
呢？ 「在路上」 有很多制式的
符號，比如旅行時特定的穿着
和玩伴，比如豪華的酒店和美
食，比如社交媒體上令人炫目
的照片，但除去這些符號，更
重要的原因是新鮮的環境和體
驗，是對於活着的自由和自我
的追尋。凱魯亞克寫過一本十
分暢銷和有名的書，名字就叫
《在路上》，常常被人們說成
是 「垮掉的一代」 的代表作，
但透過不羈的外殼，我看到的
是廣闊的天地，是對自我和世
界的探索，是生活中的雞毛蒜
皮最終就是雞毛蒜皮的安心。

河南鞏義有這樣一塊匾
額，上題 「留餘」 二字，本意
是教導後人做人做事都要留有
餘地，但在我看來， 「留餘」
二字也可用來詮釋 「在路上」
的含義，人們之所以上路，何

嘗不是為自己和生活
「留餘」 呢，留的餘

是什麼呢？我想就是
對生命的無盡熱愛和
無限可能吧。

「在路上」 不光
是尋求新鮮、自由和
各種可能，更多的是
去體驗 「失敗」 ，而

這種 「失敗」 永遠不會在安於
自己限度之內生活的人中出
現，但我們有時不得不承認，
相對於永遠沒有 「失敗」 的人
生， 「失敗」 更誘人，也能給
人帶來更大的安全感和自由。

在《老人與海》中，老人
桑迪亞哥在海中不斷地去挑戰
自己的極限，去迎接大概率的
「失敗」 ，但這種 「失敗」 絲

毫不會掩蓋他是最好的海上
打魚人，大海便是他人生無邊
的路，他願意永遠在路上。
「在路上」 就是人性的不軟

弱。
不管我們的生活正遭遇怎

樣的困難或不幸，不管我們最
終對於人生做了怎樣的選擇，
不管病毒是不是還在與我們同
行，但若能一直 「在路上」 ，
不一定非要是地理上的穿越，
只需心境自由，不受外物束
縛，勇敢地拓展自己的邊界，
那些看似過不去的困難或不幸
終究會淡去，大多數選擇也變
得可推翻重來。 「在路上」 能
讓我們 「永遠年輕，永遠熱淚
盈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