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3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劉 毅
寧碧怡

B3
副刊

小
公
園

前幾天看到一則新聞，百老匯歷
史上最長壽的音樂劇《歌劇魅影》，
由於疫情的影響，一方面製作費用飆
升，另一方面觀眾減少，內外夾擊之
下持續虧損，在連續上演三十五年之
後，將於二○二三年二月落下帷幕。

第一次看《歌劇魅影》，是在二
○○八年。當時作為窮學生的我，看
到《歌劇魅影》來港演出，雖然囊中
羞澀，依然 「勒緊褲帶」 買了票，即
使坐在後排 「山頂位」 ，但美妙的音
樂、出色的舞台置景依然驚為天人。
之後多年，《貓》、《芝加哥》、
《媽媽咪呀》等大名鼎鼎的音樂劇先
後來港演出，雖然各有特色，但總體
而言，給我的震撼都不如《歌劇魅
影》那麼強烈。

二○一四年，《歌劇魅影》再度
來港。六年過去，我坐的位置離舞台
近了一點。已經不是初次觀看，自然
沒有了初見的震撼，但好處是注意力
可以不再完全被視覺衝擊所吸引，轉
而投入到欣賞演員細膩表演之上，從

而發現了另一個嶄新的世界。
再往後，看到了電影版的《歌劇

魅影》。相比起坐在舞台下某個固定
位置看演出，多機位多角度的電影語
言，可以讓觀眾注意到之前很多被忽
略的有趣細節。平心而論，電影的製
作相當用心，但儘管如此，還是無法
提供現場觀看時的臨場感。

如今，紐約的《歌劇魅影》即將
落幕，但據說會以更特別的方式 「浴
火重生」 ──普通話版、西班牙語版
的《歌劇魅影》都在製作之中。而據
說明年普通話版本就可以在中國內地
與觀眾見面了。如今，我們向音樂劇
傳奇說 「再見」 ，明年就真的可以與
《歌劇魅影》 「再相見」 了，而且是
以一個全新的、更貼近我們的方式。

每當在去不了世界旅行又想體驗
異國風情的時候，就會圍着堅尼地城
海旁走一圈，那些或走精緻路線或走
民俗特色的各國料理小店總能給人意
外的收穫。

一早起身可以先到風格簡約清新
的%Arabica，在咖啡烘焙後揚起在
空氣裏的香氛中喚醒靈魂。選出喜歡
的咖啡豆，端着這杯熱美式在乾淨的
落地窗邊坐下，一邊用味蕾感受咖啡
芬芳，一邊飽覽維港海景，一邊享受
陽光溫暖。

不遠處有一家近日社交媒體上很
流行的 「打卡」 餐廳 「鬼混」 。入門
處「NO BAD DAYS（沒有壞日子）」的
燈箱令人心情舒暢。歐式古宅的裝修
風格在木質樓梯間掛滿了大大小小風
格各異的油畫，二樓空間寬敞的用餐
區陳設着店主 「天馬行空」 的收藏，
處處都能影出充滿藝術感的靚相。一
份營養豐富的全日牛排早餐，一杯薄
荷青檸青瓜氣泡水，一場假日友人聚
會的相聊甚歡，一條記錄下這一刻美
好生活的朋友團動態，極度舒適。

午飯後漫步海旁，消化之餘亦能
趕走飽餐之後的慵懶。若是出了點
汗，那就去亞洲排名第三十九位的
Winston咖啡，來一杯號稱 「咖啡機
界勞斯萊斯」 的La Marzocco製作的
咖啡雞尾酒Espresso Martini，放鬆
地融入店裏客人們談笑風生的友善社
區環境。

欣賞完稍縱即逝的美麗日落，在
餘暉中順勢走進海旁一間粉紅色的建
築，這是由香港本土品牌「鬼佬啤酒」
創辦的餐酒吧Grain。根據自己的口
味喜好點一杯精釀啤酒，有 「點餐選
擇困難症」 的人士大可以直接選一份
「精釀拼盤」，來一場小型 「品啤大
會」 ，當然別忘了酌酒小食的陪伴。

堅尼地城海旁的一日，是胃口滿
足與精神愉悅的雙豐收，滿載而歸。

堅尼地城海旁嘆一日 直面平凡

緣來如此
窗外下着雨，我們坐在咖啡廳

的一角，位置侷促，卻很容易感受
他內心傳遞來的情緒，溫和又熱
烈；他講話時，眼睛不止是 「炯炯
有神」 ，更透射着一份真誠的率
真，令我一度恍惚：這真的只是我
們的第二次見面嗎？

第一次見他，在三個星期前的
一次集體活動上。校長臉上滿是自
豪： 「他是我們學校的明星教
師。」 「明星」 這個詞連同他的名
字，一下子敲開了我記憶的閘門，
不久前的中央媒體專門寫過他。我

清晰記得，那天的報紙用了近半個
版面，詳細記錄了他講授 「公民與
社會發展科」 新學期第一課，除了
肯定他的課在全港頗有示範意義，
更傳神地捕捉了他講課時的神情：
「講台上，老師面帶微笑、舉起左
手，向學生們投來期待的目光。」
那目光，在新聞圖片裏格外生動。
可惜那日的活動人實在太多，除了
禮貌的寒暄和交換聯絡方式，竟找
不到機會多聊點什麼。

轉眼就來到九月的最後一天，
我們約了午飯。聊起工作，他溫和

的聲音裏有一種堅定： 「一節課四
十五分鐘，備課至少需要五個四十
分鐘，要找最新的資料講給學生，
課上的每一分鐘都不能 『水』 。」
於是，我知道了從業十多年的他，
從不肯將舊經驗偷懶地照搬給新學
生；聊起生活，他儒雅的表達裏有
一種自省： 「脾氣好的人運氣都不
會差，對自己嚴格一些，對別人寬
厚一些，才會有真朋友呀。」 於
是，我知道了注重生活品質的他，
能夠一直堅持每個星期打泰拳、做
gym，把達觀的生活態度，融入一

份堅持和自我要求。我暗忖：如此
正能量的人，做他的學生，有福；
做他的朋友，幸運。

不知不覺，我們彼此分享了很
多人生的經歷和對生活的感悟。抬
眼窗外，雨過天晴。臨別，他說：
「相見恨晚」 ，我笑答： 「一見如
故」 。

再見，《歌劇魅影》

「即使我們再平凡也是限量版」 ，
中國傳媒大學開學典禮上校友徐滔演講
裏的這句話，前段時間上了熱搜。這讓
我想起幾年前清華大學學生發起的 「特
普通獎」 。這個聽起來有些古怪的
「獎」 與學校的特等獎學金相對而生，
與 「特獎」 不同的是，它評的是普通而
非優秀。不過，定義普通或許容易，評
選普通卻極難。因為，所有評選都是以
不普通的少數為對象的，如果真的評出
了一些 「特別普通」 的人，那這幾位其
實也不那麼普通了。不知道這個獎花落
誰家，或者這 「普通之花」 是否真的順
利落下。不過，它悖論式的幽默存在已
足夠有力觸發人思考，該如何面對普通
的生活。

漫長的歷史上，人類確實常有群星

閃耀之時，但也不能否認，絕大多數人
注定普通。普通不代表沒有價值，更非
不值得珍惜。把普通或平凡活成限量
版，關鍵在於珍惜自我。從魏晉時人
「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的哲思，到
近代以來個體意識的大覺醒，發現、重
申和張揚主體之 「我」 ，是文化洪流裏
的一股清泉。

網絡環境給 「我」 現影發聲提供了
更多機會。凡有一技之長，開個直播，

寫個公號，就能從普通眾生裏超拔出
來，秀一秀自己這個 「限量版」 上的流
水號。不過，網絡也如一塊砂紙，打磨
着生活，使人失去自我。且不說算法推
薦、信息繭房這些半強制式的認知和審
美改造，那些盛行於網上的 「梗」 、流
行句式，網紅景點、運動、美食、裝
束，背後也隱藏着某種生活模板、思維
模式。它們在社交圈裏傳播，常形成漩
渦似的引力，把人捲入其中，越陷越
深，長此以往，我將不我。可見，在這
個時代，做個屬於自己的普通人，保住
限量版的身份，也並非易事。因此，開
頭所引徐滔的演講詞裏，呼籲學子放下
手機，關注屏幕之外的世界，不要再看
別人的視頻，去做自己的人生。誠哉斯
言。

關於晨早起床的智慧，我聽過最有
用的建議，始終是：生一個小孩或養一
隻寵物。以我為例，我的兩隻貓主人每
天早上六時二十八分，必然會跳上床叫
醒我去弄（牠們的）早餐，不遲不早。

但，這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一個基本
問題，即此方法本身會令你失去更多的
自主時間。如果你樂在其中，那是別
論，但若然你沒有寵物，又不打算生育
小孩，但想早起，那怎辦呢？

在英語世界，有一本關於晨早起床
的著名書籍，作者是羅賓．夏瑪
（Robin Sharma），書名是《清晨5點
俱樂部》（筆者譯，英文名《The 5am
Club》，筆者暫時未有找到中文譯書，
若有讀者知道，煩請告之）。此書引起
了不少人的興趣與應用，而其中一個受

歡迎的關鍵在於作者 「說故事」 的方
法。

這類生活學書籍一般都會列出鮮明
的點子，再旁徵博引名人往事與歷史故
事，但《清晨5點俱樂部》卻以 「一個故
事」 來串連不同的生活學點子。這一個
故事從兩名迷失在生活裏的人，遇上一
名古怪的企業家說起。企業家一步一步
帶領迷失者尋回軌道，邁向他們自我定
義的成功，而第一步就是：要早起床。

夏瑪寫道： 「出色地照顧好你一天
的開始，餘下一日的時間自然會照顧好

自己。掌握你的早上，便能振奮你的生
命。」 因此，夏瑪（或故事中的企業
家）定義晨早起床的時間謂 「勝利時
間」 。

在這清晨五時到六時的 「勝利時
間」 ，我們應該遵守 「20-20-20」 法
則，即將一小時分成三個二十分鐘：第
一個二十分鐘是 「運動」 （身體醒了，
自然不會爬回床上）；第二個二十分鐘
是 「反省」 ，寫下你這一天將要處理或
面對的事、冥想，或靜思；第三個二十
分鐘是 「學習」 ，讀幾頁書，或收聽一
個資訊節目，重點是持之以恆。

那麼，夏瑪有說怎樣可以做到五點
起床嗎？有的，那就是前一晚早點去
睡。因為我們一定要睡滿六至八小時，
不能為了早起，而犧牲休息。

香港劇壇愛演西方劇目，觀眾都熟
知莎士比亞或田納西．威廉斯。其實中
國的戲劇家亦不遜於人，元曲四大家之
一的關漢卿便是其中代表人物。關氏一
生寫作大約六十多齣，至今留存尚有十
五部作品，香港觀眾最熟悉的應是《竇
娥冤》，不論昔日的粵語戲曲電影抑或
舞台上的粵劇，竇娥 「六月飛霜」 的冤
情都能打動觀眾情緒。關漢卿的作品多
寫繁華都市的景況，從而反映失意和落
魄仕人的心境，字裏行間亦生動描繪了
宋、元時期的民間景象，表現老百姓及
時行樂和放任不羈的民風。

關漢卿的戲劇不扮高深，往往從市
井的角度出發，洞察世情，挖掘人心。
另傳說關漢卿喜愛流連風月場所，由此

令他十分熟悉女子的性情，故而能以大
膽奔放的筆觸，描繪戀人間的情事，從
而將不同個性的形象，活現於他的作品
之中。《趙盼兒風月救風塵》就是其中
一齣描寫宋朝歌伎的作品。名伎宋引章
本與才子安秀實相好，後來出現了一位
風流公子周舍，花言巧語騙取引章的感
情。引章跟隨周舍不久，周舍便露出本
來面目，對引章拳打腳踢，恍如現今社
會的家暴。引章的閨密趙盼兒雖同樣是

風月女子，但為人正義剛烈，盼兒無懼
周舍的權勢，設計誘惑周舍自行棄掉引
章，令引章能夠脫離苦海。

二○○八年的第三十六屆香港藝術
節，名伶阮兆輝改編關漢卿的三齣戲成
為粵劇，統稱為 「關大王及盼與望」 ，
當中一折名為《救風塵》，就是趙盼兒
的故事。當年由 「二幫王」 任冰兒飾演
趙盼兒，情挑引誘吳仟峰飾演的周舍，
全劇短小精煉，以唱做為主，既展現關
漢卿的文筆風采，亦讓任冰兒展示其精
湛造詣。

早前在內地熱播的古裝電視劇《夢
華錄》，就是以趙盼兒、宋引章等女主
角為主線，講述古代女性如何力爭上
游，形式華麗，劇情有得有失。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清晨5點俱樂部

黑莓手機曾風光一時，是眾多顧客的
心頭好。二○○七年蘋果手機橫空出世，
打破黑莓以功能簡約、安全可靠特色佔領
市場的局面，取代它成為世界頂尖的智能
手機品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
院的知名教授Adam Grant說，黑莓敗在
固守成規，不能與時俱進。在新著《再
思》（Think Again）中，他指出反思個
人成見，保持頭腦開放才能在飛速發展的
世界上生存。

大家都覺得聰明人就是擅長學習，遇
事反應迅速者。Grant卻另闢蹊徑，指出
重新思考，忘卻以往學到的知識更可貴。
他說，當代人常把不同意見視為冒犯，只

和同道交往，不願接受對個人三觀的挑戰，像傳教士
捍衛神聖信仰，起訴律師證明對方錯誤，政治家競選
拉票一樣思考，而不是科學地追求真理。這導致了我
們思想僵化，對個人局限視而不見。他則倡導 「自信
的謙卑」 ：堅信最終能取得成功，但也認識到尚未掌
握成功的必要工具。他個人的做法是：爭論時如同
「常有理」 ，傾聽時卻像犯錯者。

Grant是組織心理學家，書中除了引用科研發現，
還有不少有趣故事。如，黑人音樂家如何說服白人種
族主義者、三K黨人轉變思想，醫生怎麼勸說不願給孩
子接種麻疹疫苗的媽媽改變主意，他自己又怎麼讓敵
對陣營的粉絲冰釋前嫌。總之，要改變他人想法，就
要提出一系列合適的問題，抽絲剝繭，讓對方自我反
省，察覺到原有視角的問題，繼而自願改變立場。

養成終生學習的習慣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書中奇
人異事值得一讀。但當今美國社會還有人能在意識形
態劇烈對抗時尊敬敵對方的堅定信仰嗎？作者描寫的
大概是理想狀態吧。

再
思
可
矣

上周有幸見證兩位國寶級音樂
家的首遇。從藝近七十年的粵劇
「萬能泰斗」 阮兆輝，與擔任香港
演藝學院中樂系主任十八年的高胡
大師余其偉難得一聚。兩小時細聽
兩位粵樂大師交流， 「不知肉
味」 。

感謝《香港志》的結緣，阮教
授及筆者分別負責 「表演藝術卷」
的戲曲和音樂篇，該卷負責人張秉
權博士乃余其偉在演藝學院的老同
事。余教授八月榮休音樂會，筆者
為文評述，也帶出一個夙願：余、
阮兩位大師可有合作演出的機會？
於是提出一聚，一約即合。余教授
高足陳璧沁，不顧國慶演出綵排繁

忙，也參與以謝恩師。（見附圖，
右一為阮兆輝）

話匣子由余教授打開，回顧當
年從廣州來港，感覺法治、契約精
神可貴。他問座上大概都是土生土
長香港人吧？結果幾乎都是土長，

沒有土生。又是那句熟悉的歌詞：
「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接着話題由一幀阮兆輝童年與
馬師曾的劇照，勾起對紅線女的回
憶。首先是阮兆輝： 「她與馬師曾
回國前的最後一部電影《西廂
記》，我有份參與演出。記得他們
（一九五五年）離港的消息來得很
突然。多年後我在無綫電視工作
時，女姐給我打電話，還叫我輝
仔。」

余其偉記得首次與紅線女接觸
時，他還是廣東人民藝術學院學
生。 「那是一九七四年，我稱呼她
為鄺老師。她到學校物色伴奏樂
師，參加移植樣板戲。我們一直有

聯繫。記得她致電我家，我的母親
聽到女姐的聲音，手緊張得發
抖。」

余其偉選擇胡琴獨奏事業，一
九七八年成為龐大中國藝術團的一
員到美國巡演，路經香港。那是他
與香港樂緣的開始。

兩位大師會否在台上合演？阮
師傅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南音，余
老師與弟子們本月也將兩度公演。
希望在明天。

見證粵樂大師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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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

樂 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大川集 利 貞
逢周一、三見報

自我完善 米 哈
逢周一、五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