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的誕生

兄弟守望相「學」
本月孩子終於能
回校，也意味着默
書和考試都回歸

了。久沒溫習，開始叫哥哥默書，
驚喜是弟弟也可以幫忙讀默。曾
看一育兒書本，說無論生幾多孩
子，都沒問題，因為去到一個階
段，就要大的照顧小的，一個串
連一個。我們在相對餘裕的環境
裏雖然較難執行，但也有意識叫
哥哥教弟弟讀書。哥哥也喜歡扮
媽媽，給弟弟一些補充練習，然
後批改，算是有點成就感。
但弟弟也應該可以幫哥哥，例
如讀默中文。哥哥溫書後，弟弟
便讀出生字生詞，哥哥便默，媽
媽在旁看到也甚欣慰。有時就算
弟弟不是讀正音，或不懂讀音，
哥哥有溫書的話，其實也知道大
約是什麼字詞，還能反過來教弟
弟，效果不錯。幾年後，弟弟功
課忙的話，可能就沒有這樣的時
光了。

習慣網堂之後，學習的模式和
內容其實也大有分別。孩子顯然
對電腦知識真的急速增長。現在
久不久在家便用手提電腦打網絡
電話，又要我的電郵，說要和我
互傳文字。明明大家在家，又要
開網絡會議，他做主持人就一副
老師的口吻，真叫我們哭笑不
得。當然，這一切的最大得着
是，兩個孩子的打字技術也進步
神速了，比任何訓練都快。下一
步也可以偷步教他們打中文……
不過，我們常要提醒他們的

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貴
在面對面的。這方面，也十分慶
幸有兩兄弟，在這段不能見同學
的日子，可以有一個伴。電視電
腦看多了，家長更要好好看清內
容。近期太太開始找真人小孩做
的小戲劇，澳洲和美國都多這類
兒童節目，讓孩子不止看動畫，
也了解其他國家的小朋友生活，
於是兩兄弟也多了英語對話呢！

這一陣子因疫
情，居家時間多
了，在讀傅雷翻譯
的羅曼．羅蘭著

《巨人三傳》。
三個巨人傳是指音樂家貝多
芬、雕塑家米開朗基羅、作家托
爾斯泰的傳記。
閱讀這本大家傳記，心情是沉
重的。因為三人都經歷了無邊的
苦難，包括時代的悲劇、人生磨
折的痛徹，孤獨與無助……正如
作者羅曼．羅蘭所揭示的：「痛
苦是無窮的，它具有種種形式。
有時，它是由於物質的凌虐，如
災難、疾病並命運的偏枉、人類
的惡意。有時，它即蘊藏在人的
內心。在這種情境中的痛苦，是
同樣的可憫，同樣的無可挽救；
因為人不能自己選擇他的人生，
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為他
所成為的樣子。」
傅雷在《譯者．序》透露，上
世紀三十年代，他之所以翻譯這
本書，其中一個個人的原因，貝
多芬是他崇拜的偶像：「療治我
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
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
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
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
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
慰——且不說引我進音樂王國的
這件次要的恩澤。除了把我所
受的恩澤轉贈給比我年輕的一
代之外，我不知還有什麼方法可

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
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
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
予。」
貝多芬的曲折人生以及他的呼

喊、掙扎、奮鬥和不撓不折的堅
韌精神，傅雷也經歷過，甚至更
加不堪！這些堅毅的精神也延續
到他的愛子傅聰。
傅聰的出國、歷經喪失雙親的

傷痛，以致彈奏鋼琴的手指受創
傷，他仍然堅持每天練琴十小
時，並且負傷上台表演。可以
說，他是受到貝多芬失聰後仍堅
持作曲的不餒精神所感召。
也許還不止於此，除了貝多

芬，還有米開朗基羅、托爾斯泰
的人生淬煉和砥礪，對傅聰帶有
深刻的影響。
楊絳在《巨人三傳》的代序中

指出，三部傳記記錄三個不同領
域的偉大天才：「在人生憂患困
頓的征途上，為尋求真理和正
義，為創造能表現真、善、美的
不朽傑作，獻出了畢生精力。他
們或由病痛折磨，或由遭遇的悲
慘，或由內心的惶惑矛盾，或三
者交疊加於一身，深重的苦惱，
幾乎窒息了呼吸，毀滅了理智。
他們所以能堅持自己艱苦的歷
程，全靠他們對人類的愛、對人
類的信心。」
巨人是由無邊的苦難、人類愛

獻身精神和鋼鐵意志鑄成的！
（讀《巨人三傳》札記，之一）

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香港大大
小小的婦女團體都在這天舉辦各式各
樣的婦女活動，宣示着女性在社會上
或者職場的地位和權利，甚至有女士

抗議說︰「是哪個思想狹窄的傢伙規定的，女人的
溫柔竟不能是『活潑』的那種。」
有男士表示年年都有參與婦女節的活動，不論是

為太太或女兒撐腰的，也予以支持︰「客觀而言，
男女要絕對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兩性之間存在的不
平等因素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哪能一言概全，雙方
都有着自己的責任與擔當；我經常對太太與兒女
說，雖然我不會那些華麗的招式，但我的一切都可
以給他們，彼此住在彼此的心底，陪伴着彼此的呼
吸，這是我對兩性的認知和概念。」
「仍有多個國家是男尊女卑的社會體制，如日

本、韓國和印度等，女性地位並不高，可是那是人
家的國情和歷史遺留下來的進化步伐，不是他們的
種族亦難以完全理解，硬要摻和企圖改變人家的傳
統，實是不智之舉；但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根深
柢固重男輕女的傳統思想，的確有逐步走向比較文
明的思維，至少已有部分人認同生女不再是『蝕本
貨』的想法，雖然邁開的步伐仍是『小步』，然而
女性地位漸漸提升是指日可待。」
認同女人也能在很多環境下「撐起半邊天」的男

士指，女人首先不要過分自卑，在合情合理合法情
況裏，也要有自我的底線要求︰「是男人女人也
好，千萬不要將自己活成『鹹魚』一條，什麼也不
努力不付出，只顧向人索取，如果要這樣地活着，
那就去發夢吧！夢裏什麼都有！」唯獨只有時間是
對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你想要的生活只能自己給，
你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生活，生活也如此對你啊！

發夢吧！夢裏什麼都有
遊歷了珠江上游的紅水河，看

望過快要脫離貧困縣的大化瑤族
自治縣，我從省會南寧坐上高
鐵，到達近400公里外，廣西壯

族自治區東部的梧州市，開始珠江中游的遊歷
行程。
意想不到，梧州既柔且美。
梧州的柔美在她的城市語言——粵語。到達

梧州的第二天，我一如既往到處漫逛，公共汽
車上、市集內、商場中、路邊和食店裏，梧州
總有一種令人不可名狀的舒泰；這種舒泰梧州
獨有，經我仔細推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她的
粵語。梧州的粵語是最動聽的音樂，梧州人，
尤其女士說的粵語，咬字清晰，吐氣有度，音
調溫柔婉約，如泣如訴，繞梁三日，總讓您在
骨子裏如沐春風，讓您柔靜似水。只要在梧州
人中一站，聽着話音，您就是在柔美的世界中
流連。
梧州的柔美是她翠綠色的街道，一把一把的

碧綠大傘子守護在梧州街道的兩旁，傘子中棒
強壯魁梧，傘布由茂盛葉子組成，街道幾乎被
綠色大傘子遮蓋了，只有零星
陽光僥倖透射在路上。清晨，
我漫步梧州的綠傘子街道上，
溫柔體貼的清綠撫摸着我惺忪
的眼睛，柔柔的葉子清香源源
鑽進我的鼻子，這時我背後更
傳來清脆的粵語話音，幾位穿
着足球運動衣的女孩子，拿着
足球到球場參加訓練，她們一
邊走，一邊說着互相勉勵的話

語。鶯歌燕語，融合在這梧州的綠傘子中，組
成了最美麗柔靜的梧州風情畫。
梧州的柔美是她的珠江流域，造就了梧州風

情的另一個畫面。珠江江面遼闊，在梧州市中
心靜靜流淌，江的兩岸停泊着大小、色彩不一
的漁船和貨船，為江面奉上第一幅圖畫。橫臥
在珠江上的梧州珠江橋，宏大壯闊，那彩藍
色、橙色相間的懸索與吊桿，和着黃褐色的珠
江水，為梧州珠江構成繽紛壯麗的第二幅圖
畫。江的兩邊是低密度住宅，最能造福梧州人
的，就是那江邊公園，公園延伸好幾公里長，
我沿路走了一遍，那典雅的白色欄杆和歐式路
燈，綠油油的小樹叢，整潔優美的環境，讓我
的心瀰漫柔和美。
梧州的柔美是她的騎樓街，百年歷史的騎樓

建築，讓您穿越時空，回到民國初年畫卷中。
560幢、佔地7條街道的騎樓城，我全逛了一
遍，這裏騎樓種類、形狀不一；最引人入勝的
是騎樓建築的窗花，菱形、橢圓形、方形、長
方形，竟是歐洲的古雅式樣，讓人目不暇給，
心生歡喜。騎樓下偶遇老人搓麻將，他們悠然

自得，怡然恬靜，快樂得恍如
在世外桃源生活的仙人。騎樓
街好寧靜，人聲、車聲遠我而
去，只剩我在百年歷史巨輪中
獨自徜徉，發思古之幽情，享
受着這無垠無盡的柔美。
這就是安閒、柔美的梧

州——一個令人充滿意外驚
喜，令人從心底裏喜歡她，位
於南中國，珠江中游的城市！

中國四大河流行︰珠江中游梧州風情

日子飛快，春節
又過了！
過春節依然心驚

驚，家人聚會，全部要事前做檢
測，檢測過關才出席，小朋友為
安全起見，索性不能參與，如此
也是為大家，所以親友是明白
的，只望好日子到來再聚！
這個春節嘗到悲歡離合，先送
走琴姐李香琴，再送走達哥吳孟
達。兩位都是相交數十年的朋
友，心中說不出難過。
達哥是打從他在無綫第三期藝
訓班畢業後，正式簽約加盟開
始，我們便經常在電視台見面，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他，直至他加入《歡樂今宵》，
經常在電視台亮相，大夥才知道
他，他和盧海鵬變成「歡樂孖
寶」，在節目中搞鬼，在休息時
候搞鬼，不停吸引大家的眼球，
有時候還有個周潤發加入搞鬼行
列，令電視大廈的大堂充滿歡樂
氣氛，每次都笑到大家肚痛！
這幾個搞鬼活寶剛入行，覺得
當藝人很過癮，生活多彩，自由
自在，所以非常
享受！我所知他
們工餘時間也會
相約出去玩樂，
更會約些女同學
一起玩。
當時電視台
的阿頭對着他們
都很頭痛，是不
太聽話的新人。
不過儘管他
們愛玩，但這一
班都是很有潛質
的新人，在演出

的時候表現都很突出，都是天生
的演藝人。
果然漸漸大家便見到達哥在電

視劇集、在電影中的精彩演出，
同時一直以自己的演出為最大的
使命，不管什麼角色，他也不會
欺場，正如王晶導演所言：「阿
達是個最出色的『下把』，任誰
做主角他的『下把』演繹都非常
精彩！」
後期我們各自各忙，所以見的
機會少了很多，直至年前他多了
在內地拍戲，且家也不在香港，
更加沒有聯絡了。忽然有一天，
他通過友人說要請我吃飯，此約
意外又喜悅，始終是相識幾十年
的朋友，能約上一聚是非常難
得，十分珍惜！
席間達哥說他的近況，談他的

往事，且送上一大盒鮑魚，他說
早年與朋友合作做生意，搞南非
鮑魚的生意，可惜的是生意做得
不怎麼，他撤退了，卻剩下不少
鮑魚，只可以用來送朋友。
生意做不成的達哥還是繼續拍

戲，直至他病逝！

最出色的「下把」

做編輯的人最常拿來自嘲的一句
話，便是為他人做嫁衣裳。一版好
文章，一本好小說，出版刊行之

後，讀者讚譽無數，作者聞名天下，付諸心血的
編輯，從來無人知曉，亦無人問津。即便經手出
版的作品，榮獲大獎，屢登暢銷榜，也不過是在
業內贏得一點薄名。表演類的藝術也是如此。台
前的演員歌手，一個角色成功了，一首歌曲唱紅
了，鮮花掌聲，名利雙收。靠近幕布之前的導
演、編劇、音樂、攝影、剪輯、美術，還都能跟
着吃些肉塊熱湯，再後面的服裝、道具、化妝、
燈光、設計等，能夠到口的也就是一碗殘湯。職
場食物鏈的形成，非朝夕之力，隻字片語也釐不
清。雖說隔行如隔山，每個行業的境況，其實也
都大同小異。根據茅盾文學獎作品《裝台》改編
的同名電視劇，去年底登陸央視，口碑收視均爆
燈。一部無流量無宣傳的平民劇，能以黑馬姿
態，從眾多衛視精心打造的流量劇中突圍出來，
想必是劇中一群卑微又堅韌的小人物，讓大多數
的普通人得以共鳴進而共情。
「裝台」這個詞，一般人第一眼看，一定不明

白是做什麼的，其實就是為所有演出裝備舞台、
搭設場景。既需要賣力氣，搬上搬下，又需要有
巧勁兒，爬高溜低。演出之前，舞台上的所有笨
重功夫，都由裝台工一手包辦。大幕拉開，演員
登場，裝台工異常緊張，劇情需要，隨時更換布
景調整燈光。大幕落下，演員在掌聲中優雅謝
幕，然後卸妝回家。裝台工汗流浹背，繼續舞台

拆裝，搬搬抬抬。《裝台》的主人公，就是這群
寂寂無名甚至來路不明的散工。
賣力氣的工作，還受人隨意斥責撥弄，回到棲

身的雜亂城中村，一地雞毛的生活也要繼續苟
且。低微、辛酸，卻不失為人處世的忠厚本分之
道，飽含了極樸素極務實的生活哲理。我不劇
透，有興趣可找來看看。
我喜愛的女演員閆妮，在《裝台》裏飾演蔡素

芬，表現上有些臉譜化。角色的人設，是一個溫
婉善良的「紅顏禍水」，演得放，就容易讓人心
生「茶藝大師」的厭惡感；演得收，又容易變成
很傻很天真的裝婊感。要收放自如拿捏準確，的
確難度大。畢竟，底層小人物的生活，沒有波瀾
起伏顧盼生輝，大部分時間就是在做飯、幹活、
發呆的瑣碎中消磨。
閆妮選擇了她最擅長的演繹方式，時而渾渾噩

噩的，時而清醒果斷，難得的莞爾一笑，已經是
最生動的面部表情。正是她這樣看似本色的演
出，讓觀眾在追劇的時候，難免會覺得人物表現
不飽滿、性格呈現不豐富、人設完成度不高。其
實，責任並不完全在閆妮。很大一個原因，是跟
她搭戲的刁大順和刁菊花，太搶戲了。
老戲骨張嘉益飾演的刁大順，承包了劇中全部

的完美人設，溺愛女兒的好父親、好繼父，敬兄
如父的好弟弟，裝台班子裏的好領班，三任妻子
的忠厚老實人丈夫，甚至還是古道熱腸的好學
生、好工友、好鄰居，以及善良的路人甲。跟他
在一起搭戲，閆妮的角色光彩，很容易就被刁大

順的主角光芒遮得施展不開來。老辣的張嘉益用
內斂的收，輕而易舉就把閆妮表現出來的收，對
比成了木訥和面無表情。
凌孜飾演的刁菊花，倒是把西安女子生猛潑辣

演得入木三分。激動起來橫衝直撞不管不顧，冷
靜下來柔腸百轉掏心掏肺。凌孜作為新人，在表
演中很容易就把放，用得溢出了屏外。這樣一
來，閆妮的放又被比對成了輕描淡寫可有可無。
閆妮還是那個大家喜歡的閆妮，演技也全程都

在水準之上。只是這一回，運氣實在有點背，角
色的閃光點，恰恰都卡在了刁家父女相愛相殺的
扣子裏，難免有炮灰之嫌。
綜合來看，《裝台》還是一部不錯的平民好

劇。另外，西安的顏值也扛得住，全程素顏無濾
鏡，硬是用煙火味道濃重的美食和入耳入心的秦
腔，把既樸實貼地又底蘊深厚的韻味，都裊裊婷
婷地升騰了起來。

幕布之後是《裝台》

原來靜靜的山區鄉村突然間發生了
前所未有的巨變，原因是狀元發出了
極大引力。事實上，狀元、教授等在
青年中的影響力正成為一股激勵青年
奮力向上的強動力。福建上杭稔田的
丘維聲獲取1961年全國狀元後，老實
厚道的丘老師一心撲在教學、科研

上，已經很少回其老家上杭稔田。隨着內地旅
遊業的快速發展，各地遊客已經將旅遊目標瞄
準上杭稔田的狀元及將軍之鄉。
福建龍岩市上杭縣政府亦專門撥出資金對

丘維聲故居進行維修，讓昔日靜悄悄山村突然
成為當地的旅遊熱點。到這裏旅遊的人亦愈來
愈多，甚至有出現井噴的趨勢。隨之而來的狀
元成才背景、環境等因素以及狀元性格、興趣
形成等亦順理成章成為熱門話題。
福建龍岩市上杭稔田是1961年全國高考狀

元丘維聲的家鄉，他當年高考成績是︰政治、
數學、物理、化學均獲得滿分，語文89分，
俄語為99分；目前丘是北京大學教授、博
導。稔田亦是「游擊大王」劉永生少將、炮兵
司令劉錄長少將的里居。稔田的歷史可謂名流
不斷，宋潭州太守陳梅山，明順慶堯州太守劉
秀實，清朝察院丘道隆等均與稔田有相關連。
稔田人有好學上進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以來，
在不同高校畢業生近1,000人，考入清華、北
大等著名高校有30多人。凸顯稔田是一個值
得旅遊、學習的地方。而狀元和將軍的故事亦
是遊客熱衷的話題。
稔田除了有狀元故居、將軍故事以外，亦

擁有如詩如畫鄉村景色。雖然和其它五星旅遊
熱點相比，由於後勤和設施未成配套，遊客多
時連吃飯都成為問題。但完全可以相信，這些
問題其實都不是問題，只要政府介入和引入有
效調節，有的可通過協調辦法解決，有的則可
以通過引資共同發展。只要有利可圖，就一定
會有喜歡旅遊業，或者冒險投資的人前來洽談

合作。投資專家認為，對當地政府、投資企
業、當地民眾和遊客來說，稔田都是絕佳的投
資場所。狀元的家鄉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旅遊
熱點，一是隨着國人的小康生活成為現實後，
有條件實現各自的旅遊渴望。二是因為現代家
庭中子女成長被排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需要讓
孩子更多地接收有益的相關信息。而這些信息
的獲取可通過旅遊來實現，到狀元家鄉旅遊自
然成為最佳選擇。三是緊張的都市辦公室工作
和充滿聲音、強光、空氣等各種污染元素的環
境，更加希望到一個山清水秀、陽光明媚、充
滿負離子，且可為自己充電的好地方；狀元的
家鄉則正好符合都市青年的這些要求。
無獨有偶，廣東梅州市豐順縣砂田鎮黃花

村，因為該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出了30多個
教授。以中國科學院院士、世界著名數學家李
國平、華南理工大學數力系教授李銘槃、華中
工業大學人工智能教授李德華、中國科學院武
漢數學物理所研究員李工寶、美國麻省理工哲
學博士李工勤等為代表的山區村落被譽稱為
「教授村」。「教授村」除了擁有「唯有認真
讀書，才能出人頭地」，以及源遠流長的耕讀
文化思想，又因該村四周群山環抱，峰巒競
秀，白牆黛瓦的客家民居依山傍水，錯落有致
而倍受遊客所愛。2013年，在鄉賢李國輝的
支持下，村裏開始設立了獎教獎學金，對優秀
教師和成績優異的學生進行嘉獎鼓勵；用於關
心家鄉教育，支持村裏獎教獎學、助學濟困等
公益事業。自然環境和人為條件，使這個村成
為揚名天下的「教授村」；以「獅象把水口，
龍虎守山門」的獨特地理環境；借助深厚人文
底蘊和良好生態環境，因地制宜發展人文旅遊
業，「教授村」變為「旅遊村」；而當地村民
因此增收致富，令「綠水青山」真的變成了
「金山銀山」。
「教授村」的另一主打項目則是佔地約200

平方，已經有90年歷史的李國平院士故居。

李國平曾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委員、中
國科學院計算研究所所長，以及中國科學院武
漢數學物理研究所所長等等。故居陳列國平院
士生前一些用具，其一生的學術成果，以及其
家人、朋友、學生提供的一些珍貴資料。所有
這些乃是現代年輕遊客帶孩子出遊的理想景
點。在此既可以讓孩子獲得學習的強動力，又
可以讓全家獲取更多在城內無法獲得的優質充
電元素。「教授村」當然就成為目前的旅遊熱
點了。黃花村口的牌坊上，六塊金字招牌引人
注目，分別是「全國生態文化村」、「國家森
林鄉村」兩張國家級名片及「廣東名村」、
「廣東省文明村」、「廣東省特色旅遊村」等
省級名片。在村莊獲得的眾多榮譽稱號裏面，
最響亮的當然就是「教授村」這張名片。
另外，黃花村有座300多年的客家民居建

築——仰山公祠，是一個值得觀賞的地方。
祠堂前有一口半月形池塘，2公里外的筆峰正
倒影在池塘中央。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崇文
重教的濃厚氛圍下，黃花村湧現了眾多學者、
教授，使該村成為廣東與五星旅遊景點媲美、
揚名天下旅遊熱點。
貫穿全村約2公里長的溪流內種植水生生

物，安裝300盞太陽能路燈，1公里沿溪休閒
棧道，水口生態公園和原始森林公園等景點都
是可以為都市人提供休閒的好場所。這裏的村
民白天幹活，晚上跳廣場舞，還自發組建漢樂
文藝隊，集中練習、交流，吹拉彈唱其樂融
融，既豐富了村民的業餘文化生活，又為農村
帶來新風尚。到此地旅遊的遊客紛紛表示，一
家人利用假日時間到這裏來旅遊觀光，比到外
國去花錢買煩惱更有價值。更多旅客說，他們
已經遊過神州大好江山，唯獨少了一塊似狀元
村、教授鄉這種類型的景點。日後要花點精力
去尋找這類具有深度中國文化的旅遊地來陶冶
孩子的情操，讓後輩對國家有更深層次的認
識，從而成為愛國家的另一動力。

狀元家鄉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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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教授葉惠民（右一）曾客串電影《毒。
誡》，難忘與達哥（左二）唯一的一次合作，
同場還有林家棟。 作者供圖

●瀰漫柔和美的梧州綠傘子大
道！ 作者供圖

●內地熱播電視劇《裝台》的劇照！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