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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留意到他們的攻略意識一直
在運作。有時候聽到兄弟會賽
後檢討，例如當公證的哥哥之
後會提落敗的弟弟，剛剛取勝
的爸爸如何布防，關鍵棋子放
在哪兒，從而取得優勢云云。
下一次就會調整策略，通常由
模仿開始，後來逐步走出自己
的變化，昨晚弟弟便成功騙過
我，用炸彈成功把我的司令幹
掉，登時佔得上風呢！
攻略教育的意義大抵正在
於此，透過實踐中的觀察，
留意對手的長短，參考甚至
記錄下來，再由模仿入手，慢
慢掌握竅門，最終達至青出於
藍的境界。過程中着重的是自
我導航，反思摸索，等待靈光
乍現的降臨。一旦自行研發的
程式證明效能，就足以樂個半
天了。
我的心得是和孩子遊戲，最
好全力以赴，這樣他們才可以
認真思考攻略程式，加以提升
轉化，最後才可得到親子互動
的積極效果。

跪低了再難站起來

跟美國的友人視像聊天，她表示很
不開心，為的是又有華裔女性於紐約
唐人街在行經擺也街（唐人街地標性
少爺兵
建築群的孔子像附近）時，突然被一
名西裔男子拳擊面部後失去知覺昏迷倒地，事件令
社區華裔既心痛又恐懼，怕的是自己會否是下一個
受害者，所以平日夜裏已是人流稀少的唐人街，現
更顯得冷清，盡量亦不會一個人走在街上。
在美國和英國居住的華亞裔都知道，種族歧視由
來以久，而近年這問題因政客的鼓吹，這情況變得
嚴峻，有人指既然知道被歧視，就應該回到自己的
國家去，然而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原因，實在有很
多事情已是說不清了︰「針對亞裔極之無理的暴力
襲擊，有着愈演愈烈的地步，可以說到了失控的臨
界點，各式各樣被無辜襲擊和挑機，如坐在公共巴
士上或地鐵無端被黑人少年隨機掌摑，不少華人家
庭成為盜賊的目標，因為美國法例的漏洞，入屋偷
竊不超過 950 美元，不用坐牢，就算竊匪被警察拘
捕了，24小時內必放人，甚至有人拒捕襲擊亞裔女
警，闖入亞裔的餐廳搗亂等等犯罪惡行，真是亂象
叢生；但香港的所謂主流媒體（包括報章、電子傳
媒）對這些亞裔被針對的犯罪案件，隻字不提，只
報道着偏頗的新聞，不配將『為民喉舌』的正義和
公義之說掛在口邊，言行只會令人嗤之以鼻。」
友人情緒愈說愈激動︰「更可恥的是有狼心狗肺
的亞裔人士，在互聯網上助紂為虐，說什麼那一拳
打得好，什麼揮那拳應該要用盡全力……言論令人
髮指，恨不得將這些畜生抽出來，將之暴打一頓，
讓他們知道有謂『天道好輪迴』呀！所以亞裔們更
要守望相助，團結力量，嚴正向暴力說不！因為跪
低了，就很難再站起來，為己為人也好不可以懼畏
霸凌，合法地群起反抗！」

牡丹花開

毫無預兆，突然來了個賞牡丹的機
會。幾人結伴去仲村鎮北近台，那裏有
片牡丹園。鎮上家中養了兩棵牡丹，一
棵單瓣白花，一棵紫色重瓣。老家栽有4
棵，紅色重瓣的、粉色重瓣的、白色重
瓣的、綠色重瓣的，花開時皆飽滿。
養牡丹時間不長，對其了解也不甚
多。老家那幾棵，養在院外的銀杏樹、
石榴樹下。早春回去幾次，發現那些早早冒芽
的牡丹，枝芽多被雞啄壞了。我把其中一棵最
瘦弱的，用編框遮蓋住。那 4 棵牡丹，長於樹
下，本就營養不良，被雞群一啄，當年肯定開
不了花，能保住命就不錯了。
鎮上院落中的牡丹，白牡丹開了一個多星期
後，紫花牡丹還未盛開。北近台那邊的牡丹
花，單瓣白牡丹的可能性大，那種牡丹適合榨
油。前幾年，溫水鎮有牡丹園，有人從那裏移
栽牡丹苗，我家的白牡丹，好像也是從那裏幾
經轉手來的。那裏紅火過幾年，後來沒再聽
聞。現在，獲取信息的方式很多。我打開手
機，先百度了一下。北近台牡丹園的照片瞬間
而至，確實是單瓣白花牡丹。我又用快手搜
索，所獲視頻更直觀，但那些牡丹園裏的依然
是些白牡丹。也有的視頻中出現了重瓣紫花牡
丹、紅花牡丹，但是否北近台牡丹園中的牡
丹，卻不得而知。或許，那些牡丹園中，真就
有幾片其它顏色的重瓣牡丹花呢！
驅車到銅石鎮，把車停到梁總的公司門口，
乘坐他的車一道去牡丹園。到牡丹園的路約 4
米多寬，還是泥土路。遇上迎面來車，錯車有
些困難。這樣的窄道，於牡丹園的發展壯大是
極其不利的。可鋪設一條更寬的道路，不光是
資金的問題，還牽扯到總體規劃，短期內恐怕
難有大的改觀。
牡丹園裏，單瓣白牡丹正在開。牡丹園裏有
二三十個人，這兒一夥，那兒一圍。我這次去北
近台，主要是因為作協搞采風活動。單瓣白牡
丹的觀賞價值並不高，如果不是規模比較大，
就更缺乏觀賞價值。牡丹花半米多高，葉綠花
白，飄着淡淡芳香。協會的幾位熟人，相繼到
了，打過招呼，都到牡丹花叢中拍攝賞花。
有位穿着正式的男士，看上去挺隨和。他來

鵬情萬里

孩子日漸長
大，很明顯看得
湯禎兆
出他們對參與遊
戲的要求高了，在感興趣的範
疇上當然希望爭勝，由是提高
了對攻略意識的重視。最初留
意到乃在他們玩電腦遊戲上，
發現兄弟會不斷商量應對變化
策略，後來更會進一步用筆墨記
下來。儘管父母看得一頭霧水，
但對玩電 腦 遊 戲 產 生 正面的
「副作用」，還是心存慶幸的。
最近兄弟又迷上了陸戰棋，
想不到這種老掉牙的棋戲，仍
然得到青睞。大抵因為我陪他
們下棋，3 人均可各有角
色——兩人對弈，另一人當公
證，負責評定棋子對決時的賽
果。甚至因應人數的變化，產
生出沒有公證時又如何，以及
純粹當盲棋玩法又如何等不同
構思，簡言之就是因事制宜地
把遊戲工具作出最大的可能變
化。以上的討論得着，已遠較
棋戲本身的勝負有意義百倍。
對弈時我當然佔上風，但同

袁星

路地觀察

攻略教育

近日與轉做導 證，也買了內地醫保，換了內
演的輝仔宋豪輝 地車牌。每天在小區做運動也
林爽兒
聯絡，他告訴我 可以鍛煉身體。佛山政府也大
一家已經在佛山安頓下來，正 力支持本地的影視發展，原來
他發現有好多位影視界朋友也
式成為佛山市民了。
他透露是年初的時候全部搬 在佛山，將來也許有機會合作。
輝仔一家搬去佛山，原來受
過去了，到今天差不多半年，
其實這些年他決定移居佛山之 其妻張美璉的弟弟影響，他在
後，來來回回兩地已很多次， 佛山做生意十多年，他們也跟
對當地的環境漸漸熟悉，且更 着來往兩地多年，喜歡上那個
地方的種種，很開心是女兒也
加喜歡那個地方！
他說自己住的小區好舒服， 答應一起移居，輝仔告知女兒
環境好好，左鄰右里都好友善， 考完英文文憑，在佛山找到教
這種感覺是在香港時沒有的。 授英文的工作，全家都感到前
他說自己選擇無錯，那裏不單 所未有的快樂呢！
他還提到一點是我一直有所
市民好，政府人員又好，態度親
切，警察同樣好，他說自己跌了 顧慮的，便是醫療服務。那邊
個荷包，第二天便有人送回給 的醫療費用平，有專科醫生，
他。近期當地有零星疫症，政 他們買的保險可以在三甲醫院
府立即安排應對，全區市民聽 申報的。日後輝仔如果開始做
從安排，緊守崗位，保護自己 影視拍攝，相信也可以有醫療
及別人的安全，感覺與香港很 保障的。他對這些也沒有太大
的擔心！
不同，他們覺得很安心。
生活也挺方便，附近
有街市、有超市，生活
指數低，過的日子很舒
服自在！
他坦言看好大灣區發
展，住得舒適寫意，生
活指數比香港經濟得
多。住了差不多半年，
發覺這裏治安非常良
好，政府對新移居港人 ●輝仔一家人在佛山居住的小區拍
作者供圖
十分照顧，取了居民 攝。

這天，我心潮激盪；這天，我終 水，留以子孫。」碑文，祈盼大家齊念母親河哺
於把父母帶到了他們夢想中一直要 育之恩，一起呵護河流生機。
紀念碑旁不遠處是一列淺黃色平房，平房親切
到的地方——長江源頭第一鎮、長
周齡齡
江源頭第一橋、長江源頭第一哨， 莊嚴，站立沱沱河畔的小山坡上。清晨的陽光露
我更在第一哨代表父母向駐守的解放軍敬禮致 出了笑臉，沐浴在金光中的小平房，俯瞰着蜿蜒
曲折，冰清晶瑩的沱沱河，守護着長江第一鎮，
謝——作為女兒，我多麼興奮，多麼激動啊！
長江源頭第一鎮——唐古拉山鎮——海拔4,700 看顧着我們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鐵路。帥哥司機到
米，距離長江源頭的冰川約 100 公里，她是長江 河邊拍照，洗臉；我帶着爸媽的照片在河邊漫
從源頭流出後第一個鄉政府所在地。帥哥司機拉 步，和爸媽說着悄悄話，細味長江點滴……
「這裏是軍事重地，不能拍照！」兩位儀容威
着我，緩緩進入這個街道只有 300 米長的小鎮，
街道上滿布大貨車，兩旁全是小旅館、小飯館。 嚴，臉上卻有稚氣，約 20 來歲的解放軍哥哥來到
長江源頭第一鎮是青藏公路上的樞紐，司機們從 我們跟前。「知道，抱歉！」想起爸媽的心願，
西寧出發，沿青藏公路，先經 1,200 公里路程到 我勇敢地拿着爸媽的照片，向解放軍哥哥立正敬
此地，修整後再走 750 公里路，最後到拉薩。這 禮，「我代表爸爸媽媽，向守護長江源頭的解放
裏地方雖小，五臟卻全——銀行、小學、郵局， 軍問好，您們辛苦了，感謝您們！」解放軍哥哥
也立正敬禮，「謝謝！」
一應俱在。
駐守此地的解放軍哥哥都是好樣的，他們來自
來到鎮上，帥哥司機和我先找店投宿，再找家
麵館吃熱湯麵。麵館東家說：「唐古拉鎮面積 4 全國各地，要克服高寒缺氧的艱難險阻，克服長
萬 8 百 平 方 公 里 （48 個 香 港 大 ） ， 人 口 1,900 居無人區的荒涼孤寂，無畏無懼，保衛邊疆，保
人。」這裏酷寒乾旱，空氣異常稀薄，處於人類 衛我們神聖國土，令人肅然起敬。
看啊，爸爸媽媽的西藏拉薩夢，長江源頭夢，
生存的臨界點。我來到這裏，帶着爸爸媽媽踏足
地廣人稀的長江第一鎮，體驗高原地區的艱苦生 向長江第一哨解放軍哥哥敬禮夢，一切均已圓滿
達成，人生至此美滿境界，我們 3 人又夫
活，難能可貴啊。
復何求？
從長江第一鎮向前走 2 公里，我
回到旅館，我在心滿意足的笑容中進入
到了長江源頭第一橋，名叫「沱沱
夢鄉，夢鄉中，親愛的爸爸媽媽安坐在溫
河大橋」。6,380 公里的長江上有
暖家中，舉杯共飲：「我們的女兒真是了
超過 200 座公路橋，我們現在踏足
不起，因着她的勇敢和堅毅，我們的心
的，就是長江流域上的第一座橋。
願、夢想完美實現了。來，讓我們一起為
走過第一橋，一塊高 2 米、上刻
我們的西藏、我們的長江、我們的神州大
「長江源」的白色玉石紀念碑矗立
眼前，碑石後銘刻「江河暢，民心 ●長江源紀念碑！ 地乾杯！」看到爸爸媽媽舒坦稱心的笑
順；湖海清，國運昌。」「青山碧
作者供圖 臉，我的人生也盡善圓滿了……

家家廊廊

爽姐私語

移居佛山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之長江第一鎮

百百

米開朗琪羅在 執意不讓教皇檢視。
教皇怒不可遏，要求把他從
為西斯廷教堂繪
製天頂畫的實際 台架拉下來，最終，他終於被
彥火
工作中，可謂舉 迫拆了台架，揭開布幔。
只見一幀幀驚天地泣鬼神的
步維艱，他在一封致父親的信
中稱：「我的精神處在極度的 絕世作品赫然呈現在教皇眼
苦惱中。一年以來，我從教皇 簾。
這戲劇性的一幕，震撼性特
那裏沒有拿到一文錢；我什麼
也不向他要求，因為我的工作 別大！
令人驚艷的《創造亞當》，
進度似乎還不配要求酬報。工
作遲緩之故，因為技術上發生 是天頂畫最激動人心的一幕：
困難，因為這不是我的內行。 從天上飛來的上帝，將手指伸
因此我的時間是枉費了的。神 向亞當，要把精神的電源傳遞
給亞當，這千鈞一髮、電光火
佑我！」
一開始，他便碰了釘子，他 石的畫面，令人激動萬分！
那一天是 1512 年的諸聖節
剛畫了《洪水》部分圖案，因
不得法，作品不久已發霉了， 日。「那盛大而暗淡的禮節，
這祭亡魂的儀式，與這件駭人
他不得不重頭開始。
屢敗屢戰正是他不屈不撓的 的作品（《創造亞當》）的開
堅毅性格。起初教皇因他工作 幕禮，正是十分適合，因為作
進度的遲緩而發怒，更有甚 品充滿着生殺一切的神的精靈
之，米開朗琪羅執意不讓教皇 ──這挾着疾風雷雨般的氣勢
橫掃天空的神，帶來了一切生
看已完成的部分作品。
每次米開朗琪羅都對教皇重 命的力。」
到過梵蒂岡西斯廷教堂參觀
複說：「當我能夠的時候，當
我能夠的時候。」教皇怒極而 的人，都會為米開朗琪羅的壁
畫所震懾，特別是《創造亞
用他的權杖毆打他。
米開朗琪羅受辱後，決定執 當》、《洪水》等壁畫，更令
人駐足徘徊良久。
包袱再度離開羅馬。
後來教皇感到悔意，趕快派
（讀《巨人三傳．米開朗琪羅》札記，之八）
人把他截住，並向
他道歉，施以利
誘 ， 送 他 500 金
幣，終於把他挽留
住了。
到翌日，米開
朗琪羅在教皇要求
檢視壁畫時，他又 ●米開朗琪羅創作的《創造亞當》，令人
作者供圖
像過去重演一次， 目眩神迷！（資料圖片）

水過留痕

大地遊走

琴台客聚

令人驚艷的《創造亞當》

到我們跟前，有條不紊講述。聽了幾句，就明
白他是這片牡丹園的管理者。他說牡丹園裏的
牡丹，是 5 年前栽種的。白牡丹主要用來榨
油，十年以後的牡丹園，一畝地大概能收穫五
六百斤牡丹種，出油率百分之二十左右，一畝
地大概能出一百一二十斤油。稍後得知，男士
叫劉慶元，是牡丹園的經理。
從劉經理那裏獲知，牡丹渾身是寶，牡丹花
的花瓣，可做牡丹花餅。牡丹花的花瓣和花蕊，
可以製成牡丹花茶。其根莖，可以入藥，而牡丹
花油，也具有藥用價值。與劉經理的牡丹園相隔
不遠，村裏還有幾片零星的小牡丹園。劉經理
說，村裏有個男人，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疾病，他
家牡丹園裏榨出的牡丹油，量不大，都自己食用
了。因為，牡丹油對前列腺疾病有療效。他親
眼所見，那人的前列腺疾病已明顯緩解了。
喜歡牡丹花，也養過幾年牡丹，卻不知牡丹
的一些習性。劉經理指着牡丹園裏一些枯死的
牡丹介紹，牡丹花不怕冷不怕旱，但是怕澇。
那些乾枯的牡丹花，就是去年連日下雨時澇死
的。牡丹植株有「長一尺縮七寸」的說法，主
要是說牡丹冬天根系生長，營養回收，枝條頂
端一截縮短，看上去高度會降低。但牡丹花的
壽命較長，上百年不死很正常。
劉經理目前的牡丹園，大概 30 畝地。他創建
牡丹園的初心，本來是想發動村民廣泛種植，
而他主要負責組織銷售牡丹油、牡丹花茶等。
同行的人，有人提出牡丹花不易養活，劉經理
則強調：牡丹花有「保花不保命」的特點。只
要有花苞，即使死也要把花開完，整個植株的
所有養分，都優先供應到花上。所以，牡丹花
春天栽種一般都不活，秋季種小麥時栽種才合
適。以前栽養牡丹花時，我查閱過相關資料，
得知牡丹花秋冬季栽植成活率較高，卻沒見過
「保花不保命」一說。
到牡丹園時，大概是上午 9 點鐘。天陰着，
陽光在雲層中偶爾投射下來，很快又被遮擋
住。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過去，到牡丹園賞花的
人愈來愈多。近 11 點時，園裏大概已有 200 多
人。老人、小孩、中年人、年輕人，有拿着手
機拍照的，有錄製短視頻的，有搞網絡直播
的！路上的車，靠邊停靠，由近及遠排成長

龍。賣小吃的來了，跳廣場舞的也來了！原本
的靜寂田間地頭，漸漸熱鬧熙攘起來！
牡丹園的花，正在盛開。走進園中，一隴隴
牡丹花，大多半米高，也有小範圍內沒腰深
的，但這兒一小片那兒一小片，尚屬少數。劉
經理說牡丹的花瓣可以生吃，他揪下幾瓣，放
入口中，似乎挺享受。雖然沒嚐過，但說牡丹
花瓣可食，我並不懷疑。可以吃的花，的確很
多。那種常見的木槿花，味道就挺好，甜滋滋
的，我吃過。還有刺槐花，花開時的甜香，十
分誘人。走到一片開花不久的牡丹花中，我摘
了幾片肥嫩的花瓣摺疊成小塊入口。
牙齒咬上花瓣，有種鮮嫩柔潤的厚彈感。咬
下去，那種甜，那種鮮，就像剝了一粒春天裏
帶殼埋入泥土幾天後的花生米被重新扒出來生
吃一樣。嚼上去，就是那種即將發芽但還未發
芽的鮮花生的味道。只不過，最後還有股兒細
短蠶絲般的淡淡苦味，但是不明顯，也很短
暫。同行的兩位美女，揪了些花蕊放到口中，
她們一個勁兒誇讚，喋喋言花蕊兒香甜！
劉慶元的眼光，不光在牡丹園上。他還想依
託牡丹花，做大產業。他表示會盡快在枯死那
些牡丹花處，點綴栽種上觀賞牡丹。還要在牡
丹園裏，按預想的那樣栽種上芍藥。若在牡丹
園裏栽種上芍藥，就相當於把牡丹園的整個花
期延長了一個多月。這樣一來，牡丹園的觀賞
價值就更高了。本來，牡丹和芍藥的花模樣就
像，總覺得它們就是花中的雙胞胎。有很長一
段時間，甚至到現在，顏色相仿的牡丹和芍
藥，單看花朵兒，我有時還傻傻分不清。
只有單瓣白牡丹，觀賞價值確實不足。但若
真的點綴上觀賞牡丹，再栽植上芍藥，北近台
村的牡丹園，就真的成為縣域一景了。唐代劉
禹錫《賞牡丹》詩：「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
時節動京城。」屆時，到北近台賞花的人，肯
定也會絡繹不絕的。
溫水鎮沒解決牡丹榨油難題，劉慶元卻有妙
招。用傳統花生榨油的方式榨取牡丹油，壓搾
出來的牡丹油，與新工藝機械化榨的油比，成
本低廉，味道卻更香醇，劉經理解釋道。離開
時，他送我們每人一小盒牡丹花茶。花茶之味
之色醉人，如酒揮灑，芬芳了一路。

《覺醒年代》裏的中國人（下）

高飽和度呈現「五四」運動，是
《覺醒年代》令人激憤的高光時刻。
趙鵬飛
前方是正在舉行的法國巴黎和會，代
表中國出使的外交官陸征祥、顧維鈞、王正廷等，
使出渾身解數，拋卻個人榮辱，頂住多方壓力，據
理力爭，冀望拒絕接受「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
給日本」的不平等條款。後方是以北京青年學生為
主，工人、市民、商界等共同參與的示威遊行、請
願、罷工愛國運動。雖然舉國上下群情激昂，民意
滔滔，仍然無濟於事。
弱國無外交，國弱交不成。
劇中，奮戰前方和後方的中國人，悲憤交加悲歌
四起。愛國學子郭心剛，得聞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
敗後，一夜白頭。在之後遊行請願的隊伍中，年輕
的心剛心力交瘁疲勞過度，最終吐血而亡。劇外，
屏幕前觀劇的中國人悲壯之感油然而生。尤其是血
氣方剛的年輕世代，潸然淚下，如針錐心。很多人
下意識打開手機去搜這一段歷史。
歷史比劇集更悲壯。
郭欽光（劇中郭心剛的原型），廣東文昌人，在
廣州讀書時，為反對 21 條，登台演說怒而嘔血。

1917 年，欽光考入北大。1919 年 5 月 4 日，他站在
遊行隊伍前列，奮袂先行，見當局逮捕學生，激憤
之下，嘔血不止，急送法國醫院，救治無效，臨
終，他不斷嘆息：「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
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
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於斯長於斯之祖國，事可知
矣。」說完，嘔血不止，悲憤而逝，年僅24歲。
郭欽光是「五四」運動殉難的第一位愛國志士，
北京大學舉行了聲勢浩大的 5,000 人追悼大會。劇
中，陳獨秀手書輓聯祭奠郭心剛：「君去矣，甘將
熱血紅青島；吾來也，不許狂奴撼泰山。」隨後，
全國各地掀起追思郭心剛的集會。
不得不說，對真實歷史人物進行個性化的描摹和
塑造，是《覺醒年代》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範圍共
鳴的重要原因。急公好義仗義疏財，又溫暖寬厚
的李大釗；學貫中西行事孤傲，又不失古君子之
風的辜鴻銘；才華卓然做派謙謙，始終不出圈的
學術達人胡適之。即便戲份極少的李大釗妻子趙
紉蘭，也用憨厚樸實的笑容，把溫柔敦厚深明大
義的美德，演繹得質樸妥帖。看罷《覺醒年
代》，很多人由衷感嘆，國家多災多難，歷史曲

折婉轉，社會千瘡百孔，總有捨身取義的人，總有
不甘淪落的人，總有立志救國的人，總有這樣一群
向死而生的中國人，率先覺醒，前赴後繼，救亡圖
存，這就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華夏文明之所以能
綿延數千年而不滅的精神內核。
在第 27 屆上海白玉蘭獎後台接受採訪時，憑藉
《覺醒年代》斬獲最佳導演獎的張永新說：「今年
延年、喬年烈士墓前多了很多鮮花，這就是我們這
部劇的最大成功。今天中國的一切，是他們用犧牲
生命的方式換來的。我們生活在他們無法想像的美
好裏，千萬不要忘了他們的犧牲和付出。」
同樣，在社交媒體上，關於「《覺醒年代》有續
集嗎？」 這個問題，有一個答案獲得了最多的讚：
「你現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續集。」
●在《覺醒年
代》中飾演李
大釗的是內地
藝人張桐。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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