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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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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好漢們的綽號，虎是最多
的： 「插翅虎」 雷橫， 「錦毛虎」 燕
順， 「矮腳虎」 王英， 「跳澗虎」 陳
達， 「花項虎」 龔旺， 「中箭虎」 丁
得孫， 「笑面虎」 朱富， 「青眼虎」
李雲等等。最威風的，無疑是赤手空
拳打死吊睛白額猛虎的武松，以及沂
嶺殺四虎的李逵，偏偏兩人綽號都與
虎無關。而牛皮最大的是，則當推
「打虎將」 李忠。
第五十七回寫李忠： 「打虎將軍
心膽大，李忠祖是霸陵生。」 「祖貫
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槍棒為
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
虎將。」 原來李忠跟阿Q一樣，祖上
也曾經闊過，是名將李廣（霸陵生）
的後裔，又是包大人的同鄉。只是這
「打虎將」 的由來，也太敷衍了。
李忠的名字在第三十一回還出現
過一次。武松血濺鴛鴦樓之後，來到

逐冷之夫

孫二娘酒店裏，換上了史詩級新皮膚
頭陀套裝，自此才有了綽號 「行
者」 。這裏有四句讚詩： 「打虎從來
有李忠，武松綽號尚懸空。幸有夜叉
能說法，頓教行者顯神通。」
其實，打虎從來沒有李忠。但李
忠提前搶註孵化了 「打虎將」 這麼一
個超級IP。以至於那真的打死猛虎的
武二爺，反而沒了個正經的Title。那
些在KTV裏自稱 「歌神」 的嘜霸，見
到張學友可能就是這樣的尷尬。
而 「行者」 之名，實際是個職業
統稱，本算不上綽號，不僅不如 「插
翅虎」 「雲裏金剛」 等個性化ID那麼
花裏胡哨，就是比起同樣二字的 「浪
子」 燕青、 「雙鞭」 呼延灼來說，也
是太簡單了。但也許正是大道至簡
吧。四大名著裏圈粉最多的，恐怕正
是兩位行者，一個孫行者，一個武行
者。孫行者不用說是《西遊記》第一
男主；而金聖嘆是 「武吹一號」 ，將
武松奉為 「水滸」 第一人。
（《李忠外傳》之七）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娓娓道來
一個故事，如果毋須華麗辭藻，
毋須大段描寫，而只是心平氣和地講
述，就能深深打動讀者，那故事的作
者必定功力深厚，而這種 「娓娓道
來」 的能力令人激賞。
最近剛剛看完葉廣芩的《逍遙
津》，四個短篇《逍遙津》、《三擊
掌》、《拾玉鐲》、《小放牛》分別
以京劇傳統劇目為題，看似講京劇但
其實講的是作者身邊親朋好友、街坊
四鄰的生活與故事。老北京的紅牆黃
瓦、豆漿油條、市井胡同，都在這娓
娓道來中一一呈現。
想起此前我的父親身體不佳，在
接受治療時曾用手機寫過一些文字，
一來記錄自己接受治療的過程，二來
發給遠在異鄉的我，讓我得以了解他
的身體狀況。父親的文字就如葉先生
般，洗盡鉛華，清澈而甘甜。後來父
親身體痊癒，這些文字我也一直好好
保存着。
很早之前就想過，要寫一些文
字，記述自己父親母親祖父祖母以及
親戚朋友的故事。雖然清楚地知道作

為普通人，所經歷過必定不會如小
說、戲劇、影視作品一般充滿傳奇色
彩，但我相信每個人的漫漫人生中，
總有那麼一兩個瞬間是值得被看到、
被記錄、被書寫的。我們作為小輩，
和長輩們的關係很有趣，如 「最熟悉
的陌生人」 ──我對他們都非常熟
悉，畢竟從小被他們看着長大，但作
為小輩我們也不太會去主動打探長
輩親戚們早年的經歷與生活，除了
他們面對小輩時慈祥與關愛的一面
之外，我們對於他們的了解實際上
相當有限。如今，我給自己的目標
是疫情平穩之後回鄉探親時，嘗試着
與長輩們深談，而將深談的過程以文
字或者影像的方式記錄下來，讓他們
的 「娓娓道來」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和
聽到。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冷門即高級，這或許可作一條時尚
定律。論其緣由，與 「距離產生美」 ，
大概異曲同工。可能為了尋求 「高級
感」 ，網上的 「逐冷之夫」 致力於挖掘
各種冷門之物。當然，人天生喜歡看稀
罕。而所謂稀罕，又是極為主觀的，哪
怕旁人早已熟視無睹，只要我還沒見
過，便仍覺新鮮有趣。時間是最嚴實的
地層。當年的大熱門，埋入歲月流沙
後，異日重被掘起，便以冷門登台。
我在網上見人做冷門文藝作品的
「考古」 ，推薦內地電視劇《編輯部的
故事》，黃日華主演的港劇《天龍八
部》，等等。這些劇集當年可都是大熱
門。人們對劇情津津樂道，甚至為了張
慧芳該怎麼過日子爭得面紅耳赤。距今
不過二三十年，再被提及，竟已是從記

憶冷宮中搭救出來的倖存者了。地球是
冷熱不均的，日頭移動，冷處回暖，熱
處轉寒，這是自然現象，人間之事原來
也沒什麼不同。
話說回來，如果不是網絡創造了廣
泛、多元的社交空間，個性化的趣味就
不會有如此便捷、交流的表達空間，尋
求同道之路將更加艱難，那麼，記憶冷
宮被打開的可能和頻次也會少得多。流
行文化公認的鐵律是熱得快，冷得也
快。當其升級為網絡流行文化時，或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又還要加上 「回暖也快」 。
網上流行的另一類尋冷活動，以自
然物為對象。以動物論，常被晒的如鯨
頭鸛、猞猁、變色龍。這些動物或瀕臨
滅絕，或天生呆萌，與網絡文化的調性
極為合拍。 「冷門」 成果的展示者還義
務標劃知識點。我最近讀到一篇網文，
介紹了許多奇異水果，才知道龜背竹的
果實竟然有 「蓬萊蕉」 這仙氣滿滿的名
字，味道則是菠蘿蜜、菠蘿和釋迦的混
合；山竹有四百多個品種，光我國就有
二十一種。學到了這些 「新知識」 後，
再看水果店裏包裝精緻的香蕉、山竹，
忽然提不起胃口。看來，新知不僅作用
於腦，還作用於胃，拓寬眼界的同時，
也製造吃貨。



懟

「懟」 字古漢語已有，指 「怨
恨」 。這個字在網絡上使用甚廣，含義
卻與古時不同。哪個群組對哪個問題都
會有針鋒相對的意見。熱衷爭辯者常強
硬地去批駁對方或抬槓，若對方也激烈
地反駁，便造成了 「懟」 與 「回懟」 。
「懟」 在香港素有使用。 「我懟番
佢轉頭」 （我反駁他）； 「懟咗佢幾
嘢」 （打了他幾下），詞義已不限於內
心的怨恨，而體現了語言與動作的烈
性。內地不少地區 「懟」 義與香港相
同，因用得廣泛已被收進《現代漢語詞
典》第六版，成了現代漢語規範詞，但
釋義只繼承了古漢語的 「怨恨」 。
每個群都有人凡事愛 「懟」 ，愛抬

槓，不知不覺地成了 「槓精」 人設。這
些 「懟」 人有個套路：愛東拉西扯，愛
延伸內容，愛偷換概念，最後必落到他
們自認為 「高大上」 的幾個觀點。有人
主張學西方抗疫 「躺平」 ，若有人轉帖
說某地疫情再起，他就回懟 「染上了也
很快會痊癒」 ；轉西方後遺症研究報告
的帖子，他就回懟 「死人極少」 ；有人
提醒做核酸測試，他就大談核酸檢測的
法律依據……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網上有段接龍文字形容這些人，說
是你跟他講情懷，他就跟你講法治；你
跟他講法治，他就跟你講民意；你跟他
講民意，他就跟你講秩序……最後便
是：無論你跟他講什麼，他都給你裝孫
子。總之，好懟之人常處戒備狀態，指
頭麻利，回懟極速；內容則是彎彎繞，
企圖繞暈對方，繞贏自己。
「懟」詞隨網絡發達「火」了，反映出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爭拗多了，主觀意
識強了，也勇於表達了，使用 「懟」 時
帶有 「以強硬態度駁斥」 的意味。《現
代漢語詞典》改版時，敬請專家們要收
進坊間 「懟」 詞的新釋義。這個動詞可
褒可貶，不只限於心理的 「怨恨」 。



紀念冊
以往的夏天，兒子應該已在放暑
假，那麼我家或許已出門旅遊，又或者
兒子參與一些暑期活動和學習班，現在
則要在 「新常態」 之下抗疫。
由於早前第五波疫情肆虐，學校在
三四月間放了一個特別假期，替代正常
情形之下的暑假，因此兒子今天仍在上
學。從前說 「夏日炎炎正好眠」 ，這話
現今已不管用。本來在放暑假之前，學
校都已進行期終考試或畢業禮，這段日
子師生都較清閒。這兩年在家網課多於
實體課堂，課時較原定的減少，故此現
在學生上課仍要趕功課，追回早前受影
響的學業。
另一方面，有些事情仍然是校園生
涯不可少的。
「你們今年小學畢業了，回家問爸

媽可否買一本紀念冊，然後你們互相祝
福留念吧。」 上個月老師已對學生說。
兒子一向很服從老師的要求，早就嚷着
要買紀念冊。我和太太帶着兒子去文具
店揀選，發現時下的紀念冊與漫畫繪本
無異，要不是超級英雄，便是魔怪奇
俠。印刷和設計都美輪美奐，當中又有
不同分類和頁數，第一頁是主人翁的自
我介紹，然後是專門給老師撰寫贈言，
再往下去才是給予同學們的專頁。頁面
已設計了不同欄目，簽署紀念冊的同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學，首先要自我介紹，並且寫下自己心
愛的玩具、歌曲或遊戲，頁面只有一個
小欄目，可以向對方寫下一些祝福語或
鼓勵說話。
回想以前，我的中小學時期好像都
有寫紀念冊，但現在已經不知所終。記
憶中的紀念冊都是小本子，沒有什麼裝
飾。一些同學總愛寫上 「萬里長城長又
長，我倆友誼比它長！」 不然就是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似乎沒
有多少個同學願意寫出較真摯的說話。
現在想來，少年不識愁滋味，怎會將離
別看得認真？
現在是網絡時代，兒子與他的同學
願意提筆簽署紀念冊，以此留下一份列
印本，較之他們只愛在手機群組隨意發
訊息好得多！

服氣冰美式


立秋剛到，是悶熱焦躁的高潮。它就
像一個明知道自己要謝幕卻遲遲不肯退出
舞台的 「戲精」 ，放棄了本該有的姿態，
用力去拉扯這個夏天最後的尊榮。我曾經
跟朋友打賭，在所有喝的東西裏，唯一能
跟這天氣對抗的，就是早已脫離幻想和天
真，用成熟冷淡去描摹人生的冰美式。如
果冰美式也有靈魂，那一定是屬搖滾的，
帶着一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猛烈氣息，狂
掃走所有不合拍的存在。
有些東西就是講玄學的，比如人生，
比如咖啡。人人都知道意式優雅從容，卻
仍舊願意在上班時只為一杯美式分神，卡
布奇諾和拿鐵一定要熱的，如果加了冰，就彷彿是分
手了又回頭的前任，熟悉和陌生各佔一半，最後全敗
給了彆彆扭扭的感受。而美式咖啡，我獨愛冰飲，畢
竟這場戰役不是比漂亮，不是比出身，是比誰更乾脆
利落，更有氣場。如果讓你在眾裏尋他中獨獨挑中
「心水」 的那一個，也不過是二、三秒命中注定的衝
動。
普普通通的美式咖啡加了冰，便一下子鶴立雞
群，不再普通了。大概是咖啡獨有的味道，能讓我們
味蕾的最遠端跟着這道爽冽無數次回眸，最後停在樸
素而恆久的那一刻，讓你在此後的無數個夏天，也仍
舊清晰記得當年的味道，於是反反覆覆，痴心不改。
冰美式不是簡單的粗獷，它有一股含蓄，巧妙地藏住
了咖啡的有趣之處，一半大方地公之於眾，另一半留
給你體會，不偏不倚。我之所以把它比作搖滾，是再
也找不到相同的那份桀驁，不需要昂貴的裝飾和多餘
的關懷。可不是嘛，人越長大，距離反而成了越珍惜
的默契，寧可分離也別虛情假意。而它，跟我，既能
獨立成為個體，也能在興之所至的時候馬上牽起手，
這種不流於形式的性情，多好。

食色 判 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伊甸園中的創世紀
二○二二年是奧地利作曲家約
瑟夫．海頓誕辰二百九十周年。這
位因譜寫一百○六首交響曲而得名
「交響曲之王」 的西方古典音樂巨
匠一生頗為高產，除了在交響樂、
協奏曲、弦樂四重奏和鋼琴三重奏
等室內樂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影
響，還在聲樂作品中頗有建樹。他
為數不多的清唱劇《創世紀》便被
視為其最偉大的作品之一。本周所
推薦的唱片是德意志留聲機唱片公
司於一九八七年灌錄並發行的《創
世紀》雙碟特價版，由本月二十五
日迎來一百○四歲誕辰紀念的美國
指揮大師萊昂納德．伯恩斯坦執棒
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及合唱團，

攜手美國女高音朱迪斯．貝爾根、
斯洛伐克女高音露琪亞．波普、美
國男高音托馬斯．莫瑟爾等多位歌
手演繹。封面採用的是德國北方文
藝復興大師老盧卡斯．克拉納赫所
作《天堂》中的亞當夏娃雙人像。
在如畫般的伊甸園中，老盧卡
斯．克拉納赫呈現了《聖經》中
《舊約》第一卷《創世紀》篇章內
從上帝創造亞當到二人偷吃禁果被
逐出伊甸園等多個重要橋段。畫家
採用了歐洲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
在同一畫面上表現多個不同時空敘
事橋段的 「異時同圖法」 ──前景
描繪了身穿紅袍的上帝在告誡亞當
和夏娃不要偷嘗禁果；遠景則從右

至左依次包含了創造亞當、人類的
墮落、創造夏娃、二人的罪過被發
現並最後被逐出伊甸園五個發生在
不同時段的情節。
除了世外桃源般的風景，各個
橋段間還穿插着多種成雙成對但具

有特殊含義的動物，如左下角象徵
慾望的兔子、右側代表純真的獨角
獸，以及左側暗指原罪救贖者基督
的雄鹿。不過，為了符合特價雙碟
裝的統一版式，封面僅保留了前景
亞當和夏娃二人的裸身像，以此來
強調二人在《創世紀》中人類起源
的核心地位。
「碟中畫」 《創世紀》／《天
堂》

藝加之言 王 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家
父母離開時，我剛剛中三畢
業。如何繼續學業，如何過每一
天，這些問題壓得我喘不過氣，甚
至來不及傷心難過。之後，讀了高
中，考入大學，一邊讀書一邊打工
餬口，畢業後開始工作，也還要先
把求學期間的貸款還完。
這中間，除了對父母的想念，
有時也難免心生複雜情緒：讀大學
時，每到周末，校園裏的公共電話
亭前排起了長龍，同學們都在給家
人打電話，和父母報平安、說着心
事。面對這些，我會羨慕不已。我

會不自覺地在電話亭旁邊駐足，尋
一個位置，觀察同學們的表情。他
們的臉上，那由衷的幸福和快樂會
感染我，讓我感到溫暖和心痛。
有時候會聽見他們扯着聽筒
問： 「爸，我想暑假去北京實習，
你看怎樣？」 「媽，你覺得她做我
的女朋友行嗎？」 「哥，我和宿舍
裏那個同學有點處不來，咋整？」
我萬分落寞。我也有這些問題，甚
至更多的人生困惑，我該向誰問
呢？因為這，有一些年，我暗暗抱
怨：為什麼我就沒有家呢？

直到有一年的中元節，我和女
友去墓地祭奠爸媽。臨走時，我輕
輕地問：如果結婚，你們贊成嗎？
從墓地回家，要路過很多紅綠燈，
但那天竟然一個紅燈都沒有遇到。
我似乎找到了某種冥冥之中的密
碼。從那以後，每遇到一些工作
的、生活的大事，我都會用到墓地
問問他們，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同父
母商量。我對於 「家」 的心結，竟
然用這樣的方式不知不覺地化解
了：也許就是這一個又一個紅綠
燈，彌補了我心中對父母過早離世

的那份遺憾，也可以更坦然地面對
親情的離別，以及今後的人生。
其實，我的家一直都在，雖然
親人過早地離開了我。但只要我還
在，我對親人的愛還在，我認真地
過每一天，生命就依然延續，這個
家就一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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