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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休假，下午前往
以 「家庭」 開篇，詠唱母愛
M+博物館，見到展廳內秩序
與父愛；至中段 「浪漫」 ，
井然，訪客三兩成群細看展
關於愛情將至的喜悅或愛情
品並不時細聲交談，傍晚至
逝去的哀傷；最後以 「詩」
臨近自由空間大盒欣賞天使
收束，加添舞蹈元素，呈示愛
聲 樂 團 的 音 樂 會 《Notes
與藝術之真純。除開篇及最末
樂》，又見到全院滿座，想 黛西札記 合唱之外，其餘樂段皆為獨
到藝術在這疫情持續的炎夏
唱，展示天使聲樂團每一位歌
李 夢
時分，可讓人們避開暑熱、
者的天分與特色。當我見到那
尋求慰藉與安樂，深覺感動。
些上了年紀的歌者，仍用心用力地歌
天使聲樂團由十位醉心聲樂的歌
唱與表達，便覺得所謂 「優雅地老
唱家組成，其中有知名歌手王菀之的
去」 絕非遙不可及。腿腳不便如何，
父母（兩人皆為聲樂家），還有曾在
身形不再挺拔高挑又如何，當藝術家
香港及世界多地深造並演出的樂壇前
們站在舞台中央歌唱或坐在鋼琴前伴
輩。王菀之回憶，前輩們當年在各地
奏的時候，他們已然忘了自己，心中
演出的時候，她總是待在後台，或獻
眼中，皆為藝術。
花，或揭譜，或擔任鋼琴伴奏。如
演出後步出自由空間大盒，戶外
今，當年常常出入後台的小妹妹長大
晚風清爽，將日間的暑熱掃去大半。
了，策劃這場多媒體音樂會，既是邀
正逢本地搖滾樂隊舉辦戶外音樂演
請一眾樂壇老友再聚首細說當年，也
出，草地上、舞台前，人們相聚，或
是希望台上的樂音、色彩和舞蹈，予
對酒傾談，或隨着樂音搖擺，好不自
台上及台下的人們共享、同樂。
在。近來我常想，隨着M+博物館和
音樂會選曲皆經典，除了部分宗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相繼建成開放，
教聖歌之外，大部分是普契尼、史特
西九文化區未來將在香港這座城市的
勞斯、比才等著名作曲家創作的經典
文化建設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呢？誠如
歌劇詠嘆調。整場演出分為三部分：
當天下午在博物館所見，以及當晚觀
演所感，我想，或許關鍵就在
於這 「自在」 二字吧。
藝術從來不是陽春白雪，
而就在你我身邊，抬眼可見，
伸手可及。若表演的藝術家以
及到場欣賞及享受演出的觀
者，能在這關乎藝術的對話與
互動中覓得些許自在，便也不
▲《Notes樂》聚合天使聲樂團多位資深歌 枉這一片海天相交的愜意風景
唱家。
圖片來源：王菀之FB專頁 吧。



2022年6月30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謝敏嫻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
年，中西區民政事務處邀請摺紙藝術家陳柏
熹，於金鐘太古廣場舉辦 「香港昇平 繁盛
共享摺紙藝術展」 。
展覽透過摺紙藝術，創作出港島和九龍

兩岸的特色建築模型，展現香港的繁盛。場
內亦擺放以香港可見動物為題材的摺紙作
品，如黃牛、招潮蟹、灣鱷、綠海龜等，並
設有不同裝置，成為市民的 「打卡」 熱點。
展期至七月十日。
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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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園

人到中年，不想做上
多了形態，但神性大減，沒
山虎，也不想做下山虎，
有王氣。
只甘願如卧虎。仰天咆
那日讀《管子》，書上
哮，縱身溝壑，或跳或撲
說，卧名利者寫生危，息其
或剪或掀或翻或咬或撕，
名利之心，則無危生之累
自然有猛獸之力，但不及
也。書上還說，思索精細容
卧虎蒼勁。
准風物談 易明智不足，德行修者王道
一隻老虎卧着，懶洋
狹窄，名利炙盛恐有禍端，
胡竹峰
洋的，雨淋日曬風吹，從
智慧過頭損害生機，名進而
容自在，深藏狂瀾的王氣與雄心，休
身退，才合於天道。滿盛之國，不可
養生息。
為官；滿盛之家，不可聯姻；驕倨傲
我喜歡兩漢石雕卧虎，看得見
暴之人，不可與交。道雖如此，奈何
《史記》氣息，看得見《漢書》氣
修道路上寂寂寥寥，名利場中熙熙攘
息，酣暢、簡潔、浩蕩、醇厚、清
攘。
爽。作賦之心，寫碑之心，才氣颯
人到中年，卧着就好。澄懷觀
颯，司馬遷與班固引來高古之風，戰
道，卧以遊之，如此甚好。壁畫中，
馬嘶鳴，兵戈碰撞一起，風吹過旌
有舞者迴旋而舞，全身蜷縮一起，身
旗，幾聲低沉的虎嘯。他們下筆，隱
體卧下像仰望天空的雲彩，是為卧雲
隱有老虎的色澤，風吹過紙頁，遙遠
式。
的舊城傳來幾聲老虎的低吼與咆哮。
多少人卧着，眼光卻在雲上。
司馬遷筆力洗煉生動，氣息充
詩人說得好：心有猛虎，細嗅薔
沛，信手寫來，莫不詞句縱橫，形象
薇。
明快，使人驚呼擊節，從遠古到漢
心裏住着猛獸，依舊有細嗅花開
風，一支筆生生鼓蕩三千年。班固文
的溫柔。
采或稍遜風騷，但史實扎實，字字如
心有薔薇，細嗅猛虎如何？
磨盤，一柱火光沖天照着。司馬遷像
心有猛虎，細嗅薔薇。當然令人
御風而來的劍俠，班固卻是坐聽車聲
低回。心有薔薇，細嗅猛虎。更讓我
轔轔的儒士。
嚮往。
見過幾尊墓地石虎，多是唐宋明
老子認為人生之化境乃復歸於嬰
清舊物，面目大多有些模糊了，斑斑
兒，如此方才道德圓滿渾厚，毒蟲不
駁駁裏王氣越發混沌越發滄桑，更有
螫，猛獸不傷，連性情兇狠的禽鳥也
股深不可測，一團團如濃雲。風吹日
不會加害分毫。《道德經》所論：
曬，蒼石披上一層獸紋。人在它面前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
站着，是好文章的氣息。不刻意，形
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入世漸深，
意自生，一時對那些不知名的匠人生
人心大多漸漸如虎穴，多了暴烈多了
出敬意了。也見過一些栩栩如生的石
戾氣。嬰兒之心方才是花園，開滿了
雕老虎，刻意了，卻顯得小器，雖然
薔薇。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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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海角
當我到達目
的地，已是日落
時分，天色仍然
泛白，但視線開
始變得模糊。穿
英倫漫話 過寧靜的小鎮，
崎嶇的海岸線便
江 恆
橫亙在眼前，遠
處深灰色的大海，與天際連成一線，
陣陣拍打礁石的波濤聲彷彿在提醒，
這就是美國著名旅行作家保羅．索魯
筆下的蘭茲角（Land's End）。
在來時的路上，我和保羅．索魯
一樣也搭乘了支線小火車，或許是經
過了四十年的植被變遷，他提到的
「車窗外的樹枝掃得玻璃吱嘎作響」
並未出現，但 「高低不平的綠色曠
野、海浪拍打接近白堊斷崖、海鷗像
風箏般掛在空中」 等場景卻真切地展
現在眼前，連拂過面頰的輕風也同樣
如他所說帶着絲絲海的鹹味。畢竟這
是英格蘭大陸的最西端，英國人心目
中的天涯海角。
蘭茲角絕對配得上天涯海角這個
響噹噹的稱號。次日清晨再次來到海
邊，視野已格外開闊，順着地標式白
色指路牌眺望，海天融為一體，目之
所及皆是蔚藍，的確如蘭茲角的英文
直譯那樣── 「大地的盡頭」 。但蘭
茲角的奇妙在於，在英國人看來，來
到這裏並不意味着走到盡頭，而是另
一個新的開始。二○一二年倫敦奧運
會火炬傳遞時，蘭茲角被選為第一
站，恐怕就是沿襲了其作為遠航起
點、走向世界的傳統。
英國人常說，沒有來到蘭茲角，
等於沒有來到英國。或許就是帶着這
樣一種衝動，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倫敦
旅居了十多年的保羅．索魯，決定一
探究竟。他搬出英國地圖，順時針沿
着海岸線畫出一條路線，於是整個旅
程構成了一幅有趣的圖案：一個女巫
騎着一隻豬。女巫當然是蘇格蘭，而
英格蘭就成了那隻豬，鼻子在西南方
的威爾士，伸出去的腳是康沃爾，而
屁股則是諾里奇。位於康沃爾的蘭茲
角，便恰巧成了腳趾尖。
保羅．索魯在他的《到英國的理
由》一書中寫了自己的感受：領略天
涯海角的蘭茲角，固然是一個美妙的
體驗，但在康沃爾徒步卻給他留下了
更為深刻的印象。就像他說的， 「我

不是來觀光的。我是來看雨和太
陽。」 在康沃爾徒步過程中，他遇到
了英國環島之旅中經常見到的情形，
「大雨掃過曠野，朝我席捲而來，將
我淋濕，幾分鐘後露臉的太陽又把我
給蒸乾」 ，這種盡情接受大自然洗禮
的酣暢淋漓，讓他樂在其中。
也許由於年代過於久遠，保羅．
索魯的康沃爾之行除了讚美自然風
光，幾乎見不到他褒獎人文景色。他
隱約提到， 「康沃爾只剩一個錫礦廠
還在運作，到處散布着廢棄的礦場，
宛如鬼鎮裏的教堂廢墟……看起來是
英國最陰森的地方。」 不過，保羅．
索魯想不到的是，如今的康沃爾，早
已今非昔比，他見到的舊礦場已被野
草和鮮花覆蓋殆盡，在廢棄的礦坑中
更建起號稱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大型植
物 溫 室 「 伊 甸 園 計 劃 」 （Eden
Project），不僅成功兼顧了人與自然
的和諧發展，更讓康沃爾的形象煥然
一新。
在英國人眼中，康沃爾的地位從
來都是獨一無二，當地的華人喜歡用
康 沃 爾 Cornwall 的 英 文 直 譯 昵 稱 其
「玉米牆」 。對英國王室來說，康沃
爾分量極重。康沃爾公爵爵位永遠屬
於英國君主的長子，現任康沃爾公爵
正是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的長子查爾
斯。光有頭銜並不夠，康沃爾公爵還
有領地 「康沃爾公國」 ，橫跨康沃爾
郡和德文郡，佔地七百餘平方公里，
可謂山清水秀，風景宜人。
康沃爾的地位當然還體現在文學
上，以其命名的流派憑藉獨特的寫作
風格，在英國文學史上獨佔一席之
地。該流派創始人英國著名女作家達

夫妮．杜穆里埃，厭惡城市生活，長
期居住在康沃爾，但當地優美的景色
沒有治癒她的敏感和脆弱，反而成就
了她帶有宿命論色彩的感傷主義。她
筆下的作品充滿康沃爾風情，人物刻
畫細膩，情節婉轉曲折，故事懸疑神
秘，令 「康沃爾小說」 自成一體。
就像她在回憶錄《衰亡中的康沃
爾》中所說： 「我帶着空想家的自由
和行者的直覺走在這片土地上，並把
一些這個古老地方的民間傳說糅進了
小說。」 她的經典之作《蝴蝶夢》
（Rebecca）中的曼陀麗莊園，正是
以她自己位於康沃爾的米納比利
（Menabilly）別墅為原型。類似的經
歷，還包括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
斯蒂，她也一直生活在康沃爾，海
灘、曠野、別墅，統統被納入她的筆
下，她的所書所寫，皆能在康沃爾找
到影子。
不止如此，英國民間傳說中的康
沃爾小精靈（Pixie），也在作家J．K
．羅琳的《哈利波特》作品裏復活。
那些生活在康沃爾郡和德文郡周圍的
沼澤地，喜歡耍弄各種各樣的鬼把戲
和惡作劇，雖沒翅膀但可飛行的鐵青
色的小傢伙，至今仍讓不少到康沃爾
「打卡」 的哈利波特迷們相信，在樹
林田間或許就能發現它們的蹤跡。
我從蘭茲角回程時，順路探訪了
僅四英里之遙的波斯科小鎮，那裏有
一處同樣聞名於世的景觀──建在懸
崖之巔的米奈克劇場（The Minack
Theatre），莎士比亞的劇本無數次在
此上演。這個幕天席地，以浩瀚大西
洋為天然舞台背景的劇場，又何嘗不
是天涯海角。

▲蘭茲角（Land's End）位於英國康沃爾郡西南端。

資料圖片



東 瑞

四十載的文字緣

HK人與事

讀 「我與大公報」 欄目，得知大公報
已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經歷數代人；到郵局
寄信，猛然看到牆上張貼着香港郵政發行大
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特別郵票的海報，一
時感觸萬千，回憶的河水迅速倒流。其他方
面我不敢說，如果說起與大公報的文字緣，
我倒是有點資格。
如果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算起，與大
公報的文字緣分，已逾四十年。
一九七二年，我和妻子剛剛踏上香港
這塊福地，人生地疏，舉目無親，工作無
着，心情彷徨；於是業餘寫稿，聊以自慰。
我很希望以文字的突破來改變命運，花了好
幾年，日以繼夜地拚命，陸陸續續寫成了二
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出洋前後》。一九七
八年大膽寫了一封自薦信，將整部書稿寄到
大公報副刊，出乎意料地很快收到編輯部即
將連載的回覆，令我驚喜萬分。這部小說連
載了十個月。由於該書內容寫的是華人出洋
的血淚史，淡化政治，帶有歷史的普遍性，

先後獲在香港、內地和台灣出版了三種版
本。
記得香港版當時是與香港三聯書店簽
約，內地版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還請老
作家艾蕪寫序；台灣版前幾年由金門文化局
李錫隆寫序後出版。這一切，如果不是先在
大公報小說版連載的影響力，很難辦到。一
家有那麼長報齡的老報紙，向一個毫無名氣
的陌生小作者伸出溫暖的大手，給予關愛和
支持，我無法不感動和感恩。這件事，從此
鼓勵了我在文字創作路上馳騁半個世紀，大
公報可說是我漫漫文學長路上的引路人。它
也讓我感悟到一份歷史名報對於文學開拓、
新人培育的重要。
那之後，大公報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報紙。八十年代，我在三聯書店
工作，書籍需要評介，我有不少評介圖書的
稿件就投給大公報的 「讀書與出版」 副刊刊
出；後來大公評論版約我寫稿，我說不擅寫
政論，編輯說可以寫文化評論，這文化的涵

蓋特別廣，我生怕批評得罪人或被人對號入
座，當時用了 「上官泰芙」 這個比較特別的
筆名，引起種種猜測。在該版一寫十幾年，
還從中選萃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了
《香港文化淺談》。
在評論版撰稿告一段落後，與大公報
的緣分沒有中止，我開始又在每周一次的
「文學」 周刊、天天見報的 「大公園」 副刊
投稿。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初
期，紙質報紙發生骨牌效應，許多晚報停
刊，存活的，報紙上的小說版或副刊也陸陸
續續消失，原有五家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
或周刊都陸續遭停刊，只有大公報的 「文
學」 版堅持了下來。文學版的幾位編輯一直
刊用我的小小說和散文，而且不時放在顯目
的位置，令我受寵若驚。我很喜歡該版的編
排，嚴肅活潑兼具，因此也常常把自己較為
滿意的小小說投過去。這些小小說後來也成
為我參賽、結集成書的重要稿源。幾任編輯
認稿不認人，依然不因為我無甚大名氣而計

較，實在令我感動不已。
這樣，驀然回首，世事滄桑，我在不
同版面以文字結緣大公報，不知不覺竟接近
半世紀了。這幾十年中，大公報館地址，也
從灣仔軒尼詩道的國華大廈搬到北角健康東
街的柯達大廈，再搬到香港仔田灣海旁道的
興偉中心。記得在軒尼詩道是和新晚報同一
座樓，交稿的時候，還見過新晚報老總嚴
慶澍（名作家阮朗）。我的稿件也從原稿
紙上用手書寫 「進化」 到電腦打字、電郵
發稿。
在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
回顧昔日歲月如過電影，幕幕動心。那些
年，我給很多報紙的副刊寫稿，沒有一家讓
我這樣堅持，也許因大公報也派發到港九部
分地區屋邨的關係，不少朋友常常取閱，時
有打電話或發訊息來告知讀到我的文章。至
於好幾位有文字來往的編輯，無論年歲多
少，我都很欽佩尊敬。誰說編輯只是園丁，
他們還是無私的文友和師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