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須活下去

討厭噪音的人
我被樓上的英國
人鄰居煩擾了幾
年。事緣我禮拜一

晚上在自家開會，大概10人，到
了11點，其中兩名男子興奮大
笑，不過2分鐘，樓上60歲左右
英國男子大力敲打我的門。裕美當
時就在門口附近，嚇了一大跳。
如此敲門，當然就是惡意的。
此時這兩名男子其中一員決定
去開門，我當然已經知道並馬上
告知他們是什麼事。
果然是樓上的男子，一開始就
懶係英國人的口吻，很有禮貌但
其實充滿敵意。「你已經答應過
我很多次不會在11點後出現噪
音，現在幾點？我們整棟樓的鄰
居都受夠了！」我從來都是誠意
道歉的，但他當然不接受——
「你每次都這樣，你真的有歉意
嗎？你真的有尊重過我們嗎？」
看到這裏，你們肯定覺得我是
個混蛋，破壞人家安寧。
但事情從來不是如此簡單的。
我們住在中半山一座老牌低層豪
宅，裏面九成住客都是外國人。
這座1957年建立的大廈，我會說
只有足夠嚮往海外環境的人才會
被它吸引。可悲的是，外國人就
是喜歡歧視華人。
對着我，他們比較有禮貌了。
他們其實也很八卦，會打聽我的
來頭。這位男子，知道我英國回
來和牛津畢業，做過大律師。即
使如此，還是整家人都喜歡鄙視
我。我很不以為然的，因為在海
外多年，習慣了——我也看不起
他們，公平。

但我從來沒有不尊重他們。其
實我是個超級討厭噪音的人，所
以我從來沒有自己製造過噪音。
那位男子聽到我的解釋，覺得

比粗口都更難聽——「你竟敢繼
續抵賴不是你的責任？！」我
說︰「我的意思是我從未自己製
造過噪音，問題在於我的客人，
這不代表我不負責任。」然後他
開始另一個戰線︰「你知道你家
整天這麼多人對我們是多大的騷
擾嗎？」問題是，這完全合法。
這不是重點，我想表達的，是人
與人之間只要有誤會，不講出
來，就會變得愈來愈根深蒂固，
好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般。
他說我多年來每次路過都不打

招呼。但事實是，第一，我在自己
的家很希望可以靜靜，我誰都不想
理，不代表我不尊重。第二，華人
文化，不互相作無聊問候也是一種
尊重。第三，他和他老婆說真的，
長得極度兇狠，打從第一日我就覺
得他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且也聽
過他幾個孩子講一些講歧視性言
論的話，我又怎麼會想理你？對方
呢，就覺得這條亞洲人，毫無禮
貌，不懂規矩，沒有尊重，過着放
蕩生活，最多是個暴發戶。於是我
跟他講：「多點溝通吧，你我談多
兩句，根本不需要這樣爭吵。」
聽 着 我 不 停 地 稱 呼 他 為

「Sir」，他態度慢慢軟化。整個
過程我也沒有提高過音量。對我來
說，他比鍾培生更好對付。我只
知道，只要你願意據理力爭，根本
沒有什麼時候會吵不贏，但關鍵是
要下定決心——我不會輸給你。

高年班課室，時
為下午2時10分，
正是發睏的時候，
學生們都提不起精

神，用力睜着眼看老師激情地講
授。突然教室動了一下，還沒明
白什麼事，又動起來，這次動得
很厲害，地震！老師第一個衝到門
口，以為他會跑，沒有，他用手撐
住晃動變形的門框，大叫，快跑！
學生們全部擠在門口，可門是向內
開的，打不開，一個倒下，所有人
倒在他背上，一個疊一個……天轟
地動，牆倒屋陷，天花板重重地
砸下來，一片漆黑。
海洋清醒過來，雙腿被巨大天
花板死死壓住，只有一隻左手能
動，他掙扎着移動胸口的磚石，
喘過一口氣，看看周圍，同學有
的還有一口氣，掙扎着求生，有
的已經沒了聲息，四周比死還可
怕的是寂靜無聲。
過了不知道多久，忽然聽到一
個聲音大叫海洋，是旭良！海洋
從小到大的死黨。原來，旭良不
喜歡美術課，逃課去了操場打
球，眼看着他的教學樓倒下來，
五層高的樓房變成兩層，三層都
陷進地下！
旭良不顧老師阻止，要去看他
的同學。見到旭良，海洋像是見
到天上的神仙，海洋馬上要打電話
問爸媽怎麼樣了，旭良說，所有
通訊都斷了，汶川完了，周圍幾

個縣全都完了。海洋叫他離開，
不知哪塊板掉下來就會砸住他，
旭良不肯。三個同學，兩個壓着，
一個站着，堅持下去等救援。
海洋、小波、旭良，三個可愛
的大男孩，雖然出生在偏遠的蜀
地汶川，都長得周正高大壯實挺
拔。一場突發的災難，讓他們變
成生死之交。三個孩子互相支撐
着，在廢墟下等了22個小時，旭
良是唯一讓他們活下去的動力，
傳消息、報信、找人、找吊車，鼓
舞兩個同伴，等到救援的解放
軍，用吊車移開沉重的天花板……
被救之後，海洋在生命和雙腿間
選擇了生命，被壓斷的雙腿要齊
根截肢，小波也一樣要截肢。
在重建後的美麗幽靜的汶川，

我見到了專門來等我們的海洋，
他笑得真實坦然。和海洋同生共
死的小波，一直以來除了家人不
肯見任何人，但還是在海洋的鼓
動下來見了我。我不忍心逼迫他
回想那可怕絕望的一段，他活得
還不錯，有工作有妻子還有了孩
子，但眉目間的憂傷觸目可及。
旭良選擇做了教師，可能他永遠
忘不了在生死之間，忘卻自己，忘
卻家人，只想到學生的老師們。
因為更大的災難「新冠」突然
襲來，就要進入拍攝的汶川大地
震沒有完成，但我永遠會記得他
們，記得他們年輕的臉，記得他
們不肯捨棄生命的頑強。

近期如果大家出外的話，不難發現到處好像有「飄雪」的場景
出現，但是近日的氣溫高達30多度，何來有「飄雪」的感覺？
其實每年踏入春天的時候，便看見很多「木棉花」樹開放得很燦
爛的紅色花朵，據說這些花朵有藥用價值，不過有很多資訊都說

不可以胡亂採摘作藥用。但我們看見的時候，也可以哼出歌手羅文當年其中一
首經典作品《紅棉》裏面的歌詞：「紅棉盛放，天氣暖洋洋。」我們就只當作
欣賞美麗花朵盛開的過程便好了。
經過個多月之後，這些花朵變身成為另一個美麗風景，就是我們經常在街道

上看見像「飄雪」的畫面，這些「木棉花」盛開過後，便變成「棉花」類似的
狀態，無論你是走在路上，還是駕駛着車輛也好，整個城市已經踏入了夏天，
好像置身外國冬天的時候，地上到處都鋪上白白一層的棉花。就好像夏天熱到
令人吃不消的時候，可以吃杯冰淇淋降溫一樣。但對於患上鼻敏感的人來說，
這個現象對他們是噩耗，使鼻敏感的情況變得更加嚴重，所以任何事情有得必
有失。
昨天駕駛車輛的時候，便看到一個更加令我讚嘆的奇景，當駛過一條道路，

需要在紅綠燈停下的一刻，在我眼前的「紅棉樹」突然被大風吹了一下，結果
整棵樹的「棉花球」像從天上降下來一樣，吹到整個道路也變得很漂亮，不過
那個時候，有好多行人正在過馬路，這一大群棉花球也降落到他們身上，雖然
是這樣，但這個情景實在太美。近期你家裏的窗戶如果打開，也不難飄來一些
「棉花球」進屋內，所以鼻敏感的朋友要加倍注意。
雖然以上所講的情景我覺得很美麗，但不到1分鐘之後，我又在另一個紅綠

燈停下來，面前的畫面令我感到太傷痛。就是看見一個年紀大概80多歲的老
婆婆，很辛勞地推着載滿很多紙皮的木頭車正在橫過馬路。雖然今天政府也主
張很多已到達退休年齡的人士繼續投身社會工作，讓他們可以把自己的人生變
得更精彩，因為他們仍然有工作能力。但我覺得，如果好像這位婆婆到達了這
個年紀還需要為口奔波，每天做着這些辛勞的工作來為生的話，我便覺得她們
很可憐。雖然有些人說，其實很多長者不是沒有金錢，只是希望每天可以幹一
點事，令到生活不會這麼沉悶，但我相信推着木頭車的婆婆，她應該就是我所
說的為口奔波的一群人。我更加相信，如果她有點積蓄的話，也不會幹這些辛
勞的工作。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加把勁，去幫助一些長者朋友，讓他們就
算年紀老邁了，也不需要擔心自己的生活費。
我還記得十多年前，到酒樓跟一班朋友飲茶時，看見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婆婆

推着點心車，但酒樓的侍應覺得她行動緩慢，影響他們的節奏，便大聲喝罵
她。那時我看到這個畫面很心痛，為什麼他們不可以多點尊重及體諒長者？我
相信他們也不希望這個年紀還需要出外工作，可否給他們一點憐憫之心。大家
要明白到，總有一天我們也會變老，莫非我們都要遭受這些待遇？所以希望未
來日子，真的可以讓這些年紀老邁的長者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昨天看到美麗的畫面背後，還有令人有心酸感覺的情景出現。所以當我們還

有能力工作的時候，要好好把握機會，儲一點錢，到我們年紀大了的時候，也
可以慢慢地享受年長的生活，不要給那些不尊重長者的人嫌棄。

很大對比的畫面

最近這兩三年我
才知道「520」諧
音 原 來 是 我 愛

你，令不懂浪漫的我的結婚周年
平添少許浪花。當年只是揀一個
不需要當值的星期日，隔了20多
年後才知道是我愛你。讓這句拿
支槍指住我先生要他講的說話，
唯有變着法子問他哪一天是結婚
紀念日？最終自己去理解，哈
哈！
有一次我們一班同事閒談中講
述各自的故事，和另一半是怎樣
相識和第一次約會，我以為醫生
都比較古板木訥，卻原來為了約
會意中人，他們各師各法，讓人
笑破肚皮。相戀容易，要維繫一
生一世就難，當中要經歷很多，
結婚之後你面對的不再只是兩個
人，雙方的父母兄弟、孩子、家
庭、健康、經濟、事業……
以前我們在政府婚姻註冊處的
監誓官前的誓詞是（有宗教信仰
的婚禮不計在內）︰我請在座各
位見證，我願意娶你（嫁你）為
我合法妻子（合法丈夫），我願
對你承諾，從今天開始，無論是

順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貧窮，健
康或疾病，我將永遠愛你、珍惜
你直到永遠。
現在在婚姻註冊處或者律師面

前宣誓已變成了新的版本：「在
兩位結為夫婦之前，本人在職責
上要提醒你們：根據《婚姻條
例》締結的婚姻是莊嚴而有約束
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願
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因
此，『男方姓名』和『女方姓
名』，你們的婚禮雖然沒有世俗
或宗教儀式，但你們在本人和現
時在場的人面前當眾表示以對方為
配偶，並為此簽名為證後，便成
為合法夫妻。」新郎（新娘）︰我
請在座各位見證，我願意娶你（嫁
你）為我合法妻子（丈夫）。
大家看到當中的區別嗎？以前

講的是一生一世，順境逆境，當
貧窮疾病仍相愛，有多少個窮其
一生實踐着自己的誓約，有多少人
離離合合，可以共患難而不能共
富貴？可能知道有些人未必做到，
所以乾脆省略。那麼「520」、
「我愛你」這句說話，在各位心
中所含的分量有幾多呢？

520我愛你

一位前輩告訴我她正在看內地電
視劇《流金歲月》。我以前看了很
多亦舒的著作，聽到劇名後很自然

地問她該劇是否改編自亦舒的同名小說，她立即
斷言地說︰「不是。」既然她那麼肯定，我猜想
二者只是碰巧同名而已。
既然她提到《流金歲月》，我便好奇地上網搜

索一下該劇有何吸引。原來我沒有錯，電視劇
《流金歲月》正是改編自亦舒小說的《流金歲
月》。為何前輩會想也不想便回答「不是」呢？我
猜想很多看劇集的人只知道幕前的演員，但幕後
的監製或編劇是何人卻不知道，亦無興趣了解。
既然不在自己的認知之內，便乾脆回答「不是」。
這件事情教曉我一樣東西︰即使對方如何肯

定，也不要完全相信，一定要小心求證，因為對
方不是有心告訴你錯誤的消息，而是他也不知道
原來自己相信的是錯誤的。
順着《流金歲月》搜索下去，又出現了《我的
前半生》。這個名字也是容易引起誤會的。小時
候，父親床前放着《我的前半生》上下冊，所以
《我的前半生》這個名字對我來說是自小已經慣

見。到了亦舒推出了她的《我的前半生》，我才
知道原來書名是可以重用的。父親閱讀的，當然
是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的自傳。亦舒的《我的
前半生》，則是一名30多歲的棄婦子君重出江湖
的創作故事。
我沒有看過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不過，單

看網上基本角色資料，應該有頗大的改動，起碼
連女主角和她的前夫的名字也改了。亦舒小說的
《我的前半生》的一雙夫妻的名字是取自魯迅的
《傷逝》男女主角涓生和子君，變成史涓生和周
子君。周子君離婚後，認識了翟有道，再次結
婚。電視劇的《我的前半生》的史氏夫婦卻變成
陳俊生和羅子君，還有沒有翟有道這個角色呢？
我不知道了。小說《我的前半生》與無綫早前播
映的電視劇《愛美麗狂想曲》說的應該都是同類
故事吧︰女主人翁大學畢業後即結婚，沒有工作
經驗。婚後十多年都是以「太太」的身份生活，
以為這就是一生的事業。沒想到到了30多歲時，
丈夫要與自己離婚。她們的世界下塌了，只好從
抽屜底找回從沒用過的大學畢業證書，重新出
發，投入社會，當一名低級OL。她們知道沒有後

路，只好咬緊牙關勇往直前。當她們找到適合自
己的工作後，便在崗位上創下佳績。
無獨有偶，兩名女主角都有第二春，而且都能

扶她們一把。所以，她們雖然在第二段感情來到
之前吃了不少苦頭，最後都能找到心愛的男人。
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小說中的子君最後嫁了一名
比前夫優秀得多的翟有道，再次成為女性們妒忌
的對象；後者的王麗美雖然有兩名男子深愛着
她，她卻選擇追尋夢想，走遍七大洲，為青春、
自由和有理想的自己留下印記。
雖然後者不是從一個男人作主導的家庭跳到另

一個男人作主導的家庭，好像比前者符合女權思
想；可是，王麗美能夠達到夢想，完全是因為有
錢的男人出錢讓她美其名當上旅遊作者；沒太多
錢的男人則付出時間等待她回來。說穿了，仍然
是男人在背後撐腰。只不過前者是上世紀八十年
代初的作品，對傳統的女性來說，最終的歸宿始
終是婚姻。後者是二千世代的產物，棄婦要以事
業來潤飾自己離婚後的生活。可是，說到底，還
不是有男性加持才能成就她的「事業」？這類故
事應該長寫長有。

中年女子重出江湖

喜見Netflix正在
放映五集有關一代
美國時裝設計師
Halston的連續劇，

更由筆者喜愛的蘇格蘭演員伊雲
麥葵格（Ewan McGregor）演繹
Halston，十分期待。
取名單字Halston，十分有型，
更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前衛民
智未開的時代。
原名Roy Halston Trowick，生

於1932年4月，美國遙遠中部Io-
wa愛荷華州的小鎮Des Moines。
自小祈盼離開落後小鎮前往大都
會紐約，闖一番事業，變身名成
利就。
曾經看過Halston真人真事紀

錄片《Ultrasuede︰In Search of
Halston》，除採用多年來拍下
Halston被訪問、時裝演出台前幕
後令人艷羨靚人靚景的風光……
加入憑藉明查暗訪結果顯示人們
認知背後的另一番景象，予以對
照，讓人們看到這位塑造美國時
裝史上，至具身光頸靚名師風采
的Iconic人物，從意氣風發紅到
發光，到一沉百踩染上世紀絕症
愛滋病晚景淒涼。死於1990年3
月三藩市，58歲，未算老。
Halston的設計孰優孰劣？
當然優秀，七十年代一般美國

時裝仍屬粗糙，能夠展示氣場磅
礡、氣質優雅，卻又符合美國人
穿衣追求簡單方便、明快易穿的
特徵，捨他其誰？當年Halston
設計及個人形象，尋遍美國，獨
一無二；因此曲高和寡，最終被
行業、被時光、被運氣排斥。
設計甚具個人風格，巿場推廣

方面無與倫比，他是美國版的法

國金童子聖羅蘭；大西洋彼岸巴
黎聖羅蘭身邊不缺歐洲頭號美人
嘉芙蓮丹露、畢卡索女兒Palo-
ma、王室貴族、名氣澎湃藝術
家、名人、名模簇擁。
憑藉個人魅力，Halston身邊不

乏影后級伊莉莎伯泰萊、麗莎明
妮莉、一代舞后瑪莎葛蘭姆、舞
王雷里耶夫，比明星還要明星的
藝術家安地華荷、名人Bianca
Jagger（傳奇樂隊滾石 Rolling
Stone主音歌手米積加前妻）、
著名導演 John Houston 的女兒
Anjelica（金像女星）。那些年，
星級名師身旁年少英俊的跑腿多
的是，其中一人便是首名打入意
大利米蘭時裝圍高牆的美國設計
師 Tom Ford、前 Gucci 設計總
監，繼Halston之後至具明星氣
質、社交魅力的美籍設計師。
伊雲麥葵格外形未必英俊瀟

灑，卻是一名演技高超的演員，期
待追劇，看他如何演繹美國時裝
史上魅力超群，名利圈風格比下
了名氣更響、富可敵國的同行，
如Calvin Klein、Donna Karen、
Marc Jacobs、Ralph Lauren等等。

有一種風格名叫Halston

香港的愛國古蹟應該作為國民教育教材
特區政府正在推廣國民教育，落實

「愛國者治港」。香港有許多反對帝國
主義、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美帝國
主義的歷史古蹟，可以作為國民教育的
教材。
從1921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堅持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解放全中國，推倒

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制定了推行
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推行了廣泛的愛國統
一戰線和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
表大會，全國僅得57個黨員，但共產黨卻樹
立決心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短短的
的28年後，共產黨就實現了這個目標。這說
明了共產黨有辦法有策略有能力在短期內完
成推翻三座大山的艱巨任務。1921年起，共
產黨就全力在香港發展工人階級的黨員，並
且為維護香港海員的利益，組織了罷工鬥
爭。因為共產黨看到香港當時有現代化的製
造業，也有較為龐大的愛國工人階級的隊
伍，只要在香港點燃了星星之火，就可以樹
立榜樣，推動中國全國的大城市建立工會和
進行工業鬥爭的浪潮。
1922年，共產黨人鄧中夏和蘇兆徵在香港

建立了中國海員工會，領導了震驚中外的香
港海員大罷工，中國海員工會就在中環德輔
道中135號（現在的地址為中環華懋廣場二
期）。1925年，鄧中夏和蘇兆徵為了抗議英
國人在上海槍殺了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遊行
隊伍（五卅5．30案），在香港舉行了聲勢浩
大的省港大罷工（電車工會、海員工會是罷
工的司令部），當時香港人口80萬，參加罷
工的各行各業工人達到了25萬人，結果令到
當時的香港總督司徒拔下台，動搖了港英政
府的經濟。

周恩來曾經三次來香港，進行調查研究和
發動革命鬥爭。1924年，他在法國勤工儉學
完畢，經過香港回國，他前往香港大學找尋
他的南開大學的同學，了解香港的情況，他
當時提出「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我們現
在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中國強
大了，就可以收回香港」。1927年，周恩來
組織和參加南昌起義，起義部隊轉移到了廣
東，遭遇到了國民黨人數眾多的軍隊的包
圍，部隊遭到巨大的損失，周恩來當時還患
了嚴重的瘧疾，發高燒昏迷了，由葉挺、聶
榮臻護送從潮汕到了香港，扮作上海商人，
居住在廣東道的豪宅裏，並且送到聖德肋撒
醫院治病，休養好了，返回上海參加中央機
構的工作。
1928年，周恩來以南方局書記的名義來了
香港，總結李立三的左傾路線對於廣東和香
港鬥爭的危害，吸取經驗教訓。他曾經到過
中環、旺角、油麻地的基層組織開會布置了
工作，並且部署了廣州起義的計劃。他還居
住在中環荷李活道75A的木匠工會，了解基
層生活狀況。他還到過香港堅尼地道130號中
共中央香港分局機關，西環羲皇台23號中共
廣東省委機關。鄧小平在1929年和1931年兩
次到達香港，分別與設立在香港的廣東省委
和中央軍委商討在廣西百色起義發展紅色根
據地的規劃。
從1927年起，由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

變」，大規模地殘殺和逮捕共產黨人，內地
的黨組織基本沒有辦法正常運作，1927年下
半年開始，中共的廣東省委員會、南方局都
搬遷到了香港繼續運作。原因是香港當時的
群眾基礎比較好，可以掩護黨的機構。毛澤
東1927年上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當
時的黨中央建立在上海，黨中央和井岡山根

據地的聯絡，就是經過航運路線經過香港，
再進入江西省和閩西地區，香港還提供了井
岡山武裝鬥爭的各種訊息、經費和藥物。
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同胞的革命貢獻和香

港的作用，給予高度的評價。從抗日戰爭和
解放戰爭時期，就明確認識到有必要對英國
進行統戰，並且分析美國在二戰之後企圖取
代英國在遠東的位置，處處挖英國在香港的牆
腳。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英國的財政
空虛，無力再支持在遠東的軍隊開支，美國處
處取英國而代之，毛澤東和周恩來一直都考慮
要爭取英國，要頂住美國支持蔣介石進行圍剿
解放區政權的政策。1941年日軍侵佔香港，港
督楊慕琦和一萬多名英軍被俘虜，毛澤東和周
恩來指示廣東省委員會和香港的工作委員會，
立即成立東江縱隊和港九大隊，並且要營救
在戰俘營中的英國軍官，爭取和英國建成反
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統一戰線。
東江縱隊和英國軍隊建立了互通情報的關

係。1945年日本投降了，英國派出軍艦迅速
重新佔領了香港。中共立即派出了東江縱隊
的代表和英國的總督進行談判，達成了三項
協議，英國不能利用香港威脅廣東的解放
區，英國不能利用香港進行宣傳醜化共產
黨，英國要保障我方人員在香港活動的安
全。英國當時看清楚了共產黨已經建立了許
多解放區，認為大勢是中共必然戰勝國民
黨，所以也為今後保留中國貿易利益留下一
條尾巴。1946年，毛澤東已經在接見外國客
人的時候，談到了解放戰爭勝利了，也不會
立即收回香港，歷史的問題將會同英國談判
解決，條件是英國要承認新中國政府。從
1947年發動解放戰爭開始，毛主席和周恩來
已經制定了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
用」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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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起）Halston是名
人，也善於與名人周旋，與安地
華荷、（前排左起）麗莎明妮
莉、瑪莎葛蘭姆合影。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