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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開朗琪羅的
《創造亞當》是
他在西斯廷教堂 9
彥火
幀壁畫最具代表
性，也是最傑出的作品。
這組畫取材於《聖經》中關
於開天闢地到洪水方舟的故
事 。 中心畫面分別以《神分光
暗》、《創造日、月、草木》、
《神分水陸》、《創造亞
當》、《創造夏娃》、《原罪
──逐出伊甸園》、《諾亞獻
祭》、《大洪水》、《諾亞醉
酒》共 9 個場面組成。歷時 4 年
完成。
以上整幅作品面積佔 511 平方
米，共繪畫 343 個人物，其中有
100 多個比真人大兩倍的人物形
象。這組畫通過神與人、人與
自然間的關係，歌頌神的創造
力、精神美和人體美。
德國詩人歌德在他的《意大
利遊記》對米開朗琪羅的這一
批天頂壁畫，推崇備至──
「在目前我被米開朗琪羅深
深吸引，對大自然完全失去了
興趣。因為我不能夠像他那樣
透過天才的眼睛去看大自然。
如果有辦法將這些形象牢牢的
印在記憶中就好了！無論如
何，我會將許多模仿原作的版
畫和素描帶回去慢慢欣賞。隨
後我又去看拉菲爾的涼廊壁
畫，卻完全無法入目。這話我
簡直不敢說。米開朗琪羅的氣
勢叫我眼界大開，以至不能再
去欣賞拉菲爾那精巧的設計；
至於他的聖經故事，雖然美

麗，卻無法和米開朗琪羅相提
並論。不過，第一印象往往太
過主觀和不可靠；如果我能夠
將米開朗琪羅的氣魄和拉菲爾
的巧緻在事後作一客觀的詳細
的比較，那可真是太美妙
了。」
為了完成這組天頂畫，米開
朗琪羅天天仰臥在 18 米高的台
架，以超出常人的毅力和意
志，日以繼夜工作，當作品完
成後，37 歲的他已變成一個垂
垂的老人。
羅曼．羅蘭寫道，雖然米開
朗琪羅因這些作品獲得無上榮
光，但這時的他「已經支離破
碎了」。
成年累月仰着頭畫西斯廷的
天頂，「他把目光弄壞了，以
致好久之後，讀一封信或看一
件東西時他必得把它們放在頭
頂上才能看清楚。」
他後來更把他的病態自我戲
謔地寫成打油詩：
我的鬍子向着天，/我的頭顱
彎向肩，/胸部像頭梟。/畫筆上
滴下的顏色，/在我的臉上形成
富麗的圖案。/腰縮向腹部的位
置，/臀部變做秤星，維持我全
身重量的均衡。/我再也看不清
楚了，/走路也徒然摸索幾步。/
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長了，/在
後背縮短了，/彷彿是一張敘利
亞的弓。
米開朗琪羅為了完成《創世
紀》天頂組畫，付出極大的代
價，把身體也搞垮了！
（讀《巨人三傳．米開朗琪羅》札記之九，完）

範圍內，都不希望他們仍要在
課餘時間面對。至於其他的，
會盡量用先讓他們嘗試才作決
定的方法。
兩兄弟從小時候便慣了在一
起玩，所以最初選擇課外活動
時，弟弟也沒有了多大意見，
通常都會跟從哥哥的軌跡。哥
哥踢足球，弟弟也去；哥哥跳
繩，弟弟同樣奉陪。然而隨着
年紀漸長，兄弟開始各有主
見，彼此分道揚鑣——面對高
溫酷熱的練習環境，弟弟選擇
放棄足球；反過來當哥哥停了
跳繩後，弟弟則愈發跳得興致
勃勃。這也是我們樂見的，在
成長的過程中，逐步認清個人
喜好，從而自我掌舵。
而且作為父母，更加要接受
子女的「出入」取向。早陣子
哥哥開始吃不消足球隊在盛暑
下的高強度訓練，然而又好像
捨不得多年累積下的成果，終
於和我好好商量，大家一起決
定轉移重心，把時間及精力放
在其他希望探索的項目上。一
切都不會白費，取捨本身就已
是孩子成長的最佳一課了。

如果不是社區裏組織「那年我入黨」
老黨員故事主題採訪活動，我很難有機
會近距離走進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群
體。說他們熟悉，因為這些爺爺奶奶是
從小看着我長大的；說他們陌生，因為
他們有着很多鮮為人知的紅色故事。
柳桂英柳奶奶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老黨
員，她年過九旬，黨齡 72 年，1949 年 6 月入
黨。我和她的孫女敏敏是同學，上學時天天泡
在她家裏。猶記得，暑假裏每天午後去她家，
都是她開門，露出兩顆金牙，搖晃滿頭白髮，
半嗔怪地說道︰「小倩倩，你又來了！晌午頭
不在家好好睡覺，出來不熱嗎？」我扮個鬼臉，
徑直跑進屋裏找敏敏玩兒。採訪中，我才知
道，柳奶奶曾是紅嫂。她17歲參加革命，經歷
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儘管沒有上前線打過鬼
子，但絕對是運送軍糧、轉運傷員的「主力
軍」。記得觀看民族舞劇《沂蒙山》時，現場觀
眾沒有人不熱淚盈眶，耳畔回響着軍民魚水情
深的歌謠，「最後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
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後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
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
多少次，晝伏夜出執行任務；多少次，子彈
打到身邊，柳奶奶都毫不畏懼。「有一次，為
了把受傷黨員轉移到安全地方，我們婦委會的
4 個女同志天不亮就抬着擔架出發了，與敵人
鬥智鬥勇，翻山越嶺，一路不停，運送到安全
陣地已經下午，顧不上休息立刻返回，回到村
裏已經晚上 8 點多，走得腿都腫了，但是心裏
很自豪！」她緩緩講道。以前聽紅軍戰士長征
途中走着走着睡着了，還半信半疑，這次感同
身受。柳奶奶耳朵背，但說起過去的往事，嗓
門洪亮，滿面紅光。回憶起那年入黨的場景，
她說道︰「當時誰是共產黨員沒有人知道，入
黨宣誓也是在深夜悄悄進行，我就是在深夜被
叫了出去，宣誓後偷偷回來睡覺，丈夫和家人
都不知道。當時白天幹活，晚上秘密學習，經

鵬情萬里

這個年頭，為
孩子挑選課外活
湯禎兆
動，真的面臨太
多 考 慮 —— 如 何 不 作 怪 獸 家
長，同時又可為孩子取得平
衡，委實是一門學問。
我時常為孩子說明：在芸芸
一眾課外活動中，我只有兩項
不會供他們挑選，那就是游泳
及踏自行車，簡言之就是一定
要掌握學懂。幸好自行車兩人
已上手，而哥哥在游泳上也漸
領略竅門，剩下來就是要增加
操練，令到自己更有信心，反
而弟弟仍有待努力。
此二者於我而言，不僅屬有
益身心的課外活動，更加是一
種生存技能。將來的情況無人
知曉，但不懂游泳及踏自行車
的話，一旦陷入不可預測的困
局時，無論自救又或是救人的
能力都大為降低，所以我在此
不會讓孩子有選擇的空間。
好了，其他的基本上就循自
由抉擇的方向安排，除了我們
會先排除學習型的課外活動如
奧數等——香港的孩子早已被
學習壓力弄得半死，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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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取捨

倉促謝幕的人生

「已經過去了 30 多年，說起
她，仍是懷念，腦海裏仍有她一
顰一笑的印象。」記者友人口中
少爺兵
的她，是已逝世 36 年的電視女
藝人翁美玲，可能是因為阿翁（圈中人和記者
傳媒對她的暱稱）身故於 1985 年的 5 月中旬
吧，所以每年的 5 月份都有人以不同的方式去
悼念她，而今年似乎特別多，有人不斷在
YouTube上載阿翁當年生前死後的種種消息或
報道，勾起一眾娛樂記者的回憶。
《射鵰英雄傳》的女主角黃蓉，令阿翁在視
圈爆紅，成為 TVB 力捧的花旦，可惜她的燦
爛星途卻永遠停在她 26 歲的那一年，突然於
家中暴斃，被定性為「自殺」，噩耗令不少喜
愛阿翁的觀眾和粉絲「心碎」了，亦使人不禁
扼腕惋惜、慨嘆︰紅顏薄命！
「那年代阿翁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雖
然當時 TVB 已有四大花旦︰黃淑儀、汪明
荃、李司棋、趙雅芝坐鎮，阿翁的演技亦青
澀，但勝在自然，樣貌甜美可人，俘虜了不少
電視觀眾，可說是星途無可限量，熟悉阿翁為
人的記者傳媒，最欣賞阿翁待人的一份『尊
重』，就是不管邀約她做訪問和拍照的傳媒是
大報章、小雜誌也好，只要不是黃色刊物，她
都會按先後次序應邀，完全理解記者傳媒的感
受，所以不論過了多少年，仍記着她的好。」
提到阿翁出殯的那一天，有人批評記者傳媒
將人家的「白事」當「紅事」來做，記者友人
咆哮地說︰「這人的說話絕對是中傷當時的記
者，阿翁的離世，記者們的傷心程度不比任何
人少，只因職責所在，我們的眼淚卻只能在眼
眶裏打轉，或者淚在心中流呀！」
曾是阿翁男友的湯鎮業難免成「千夫所
指」，種種傳聞孰真孰假，隨着阿翁長眠地下
早已塵歸塵，土歸土了！記者友人只記得當時
湯鎮業將頭髮剪下部分放進阿翁的靈柩內，以
示「結髮之情」。

我身邊的老黨員

家家廊廊

最 近 我 這 閒 人 僅是單一做設計工作，近年更
在
家 又 翻 箱 倒 在建立品牌上參與重要位置，
林爽兒
籠 ， 把 那 些 舊 照 協助加強品牌形象推廣，和世
片舊東西翻出來，看呀看，細 界及內地接軌，所以也欣喜近
味過往不同工作場景，細想照 年多了很多年輕人入行，增添
新思維！」看到年輕人的躊躇
片中的人和事。
不過舊事歸舊事，舊物歸舊 滿志，有目標有理想，委實替
物，我們總不能一直在回望而 他們高興。
好多年前，也是因緣際會，
不向前看的。所以還是趁疫情
略緩，出去走走。最近一個機 接觸到不少藝術家，有畫畫的
會 ， 認 識 一 位 藝 術 家 葉 小 卡 大畫家、跳舞的舞蹈家、戲曲
（Karr），這名字很特別，且 藝術的表演藝術家及音樂家，
有點像童話裏的人物，然而， 他們大部分都是來香港展覽表
演，或者交流，而香港的藝術
他着實是一位藝術家！
這位藝術家是「香港設計師 家設計師我同樣有機會接觸！
協會」主席葉小卡，也是空間 如今又是一個新世代，國家更
及產品設計師，近年的確為業 強，人民生活更美好，我也必
內注入了很多新元素，去年開 須在通關之後爭取回內地去，
辦不少推動項目，其中包括： 希望在國家未來的黃金時代，
香港國際設計獎項贊助計劃、 也能見到更多藝術家、設計師
兒童設計思維大獎、香港設計 的精彩作品！
業聘用畢業生資助計劃及大
灣區藝術展覽系列「創><
藝互聯」等，最大型必定是
每年一度「環球設計大
獎」，是亞太區內最具規模
的跨界別設計競賽之一。比
賽共分 8 個設計組別，廣泛
涵蓋設計界的各個專才領 ● 香 港 設 計 師 協 會 主 席 葉 小 卡
域。截止登記及提交作品日 （右）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
期為2021年9月17日。
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Karr 說：「設計師已不 （中）出席發布會。
作者供圖

圓了父母長江源頭夢，我心滿意 災，形勢非常嚴峻，我大舅舅卻未有所知。一天清
足，從拉薩經歷近 3 小時航程，到達 晨，風塵僕僕的齊亮突然來找大舅舅，「緊急通
知，立即撤退！」分手時，他緊緊和大舅舅擁抱，
長江上游的重慶市。
周齡齡
重慶市在我心中地位尊崇，更有 並深情地說：「恐怕今後很難再見面了，望多多保
一層神秘面紗，因為小學三年級時，父母送我一本 重。」然後他轉身飄然遠去。大舅舅接到通知後立
長篇小說《紅岩》。《紅岩》說的是國共內戰期間 即撤退到香港，而齊亮烈士則繼續奔走營救夥伴，
（1946-1949 年），重慶市郊渣滓洞監獄，獄中被 最後被捕，關押在渣滓洞監獄。
敵人以死相脅，要把地下組織一網打盡，他堅定
囚禁的仁人志士，他們忠於信仰，堅貞不屈，英勇
回答：「你們逮捕了我，我的生命就在這裏！」他
殉國的英雄事跡。
到了重慶，我踏着沉重的腳步，懷着崇敬的心 犧牲時年僅27歲。
這就是重慶，這就是渣滓洞，這就是齊亮烈士！
情，前往渣滓洞，緬懷英雄事跡，祭慰烈士亡靈。
重慶街頭，當齊亮疾步如飛到來，通知大舅舅立
踏進渣滓洞監獄，看到這裏三面環山，位置隱
蔽。監獄高牆圍繞，上有崗亭 6 座，滿布機槍陣 即撤退時，他心裏想的是什麼？往前走，他挽救的
地；監獄內有辦公室、刑訊室，上下兩層共 16 間 是數十人的生命，和數十個家庭；退回去，他有機
會逃出虎口。他義無反顧作出抉擇：逐一通知別人
男牢房、2間女牢房。
渣滓洞監獄當年有「活棺材」的別稱，囚禁的 先撤離，把生的希望先給夥伴，死的危險留給自
人不經法律程序審訊，沒有監禁年期，能從這裏逃 己 ，這就是捨生取義，這就是我家大恩人 ——齊
出險境的屈指可數。
亮。1949 年 11 月，敵人在渣滓洞進行大屠殺——
踏進女牢房，凝視牢房牆壁上烈士照片，我心潮 機槍掃射，汽油焚屍——300 多仁人志士，逃出生
激盪，因為我看到了我的人生楷模——江竹筠（江 天的只有15位。
站立在灰暗無光、陰森可怖的牢房，仰望齊亮和
姐）的照片。1948 年，江姐被囚禁在渣滓洞，敵
人用盡酷刑，甚至將竹籤釘進她的十指，要得知地 眾烈士的遺照，我想起我母親的 5 兄弟姐妹共唱
下組織情況，她寧死不屈：「竹籤子是竹子做的， 《歌唱祖國》的雄壯振奮，我們家族數十人共敘天
倫的溫馨歡樂；我也想起大舅舅多次深
我們的意志卻是鋼鐵煉成的。」
情教導我們後輩：「因着齊亮烈士捨命
29 歲時，江姐英勇就義。從小
相救，我的生命得以保存，我們一家齊
到大，江姐是我的好榜樣，她的
整平安；因着眾多烈士捨命救國，我們
大愛情懷，她的無私奉獻，一直
共和國國土上眾多的家得享安康快樂。
銘刻在我的心坎上。
我們要銘記烈士恩情，用心學習，努力
男牢房裏牆壁上，眾多英雄烈
工作，為國為民，發光發熱！」
士照片中，我看到一個熟悉的名
烈士們的鮮血和生命，讓中華大地
字——齊亮。他是革命地下組織
綠草如茵，鮮花盛放，碩果遍地……
的組織和策劃者，更是我們家的
烈士們為國家民族無私奉獻的大愛
大恩人，因為我大舅舅的生命是
情操，成為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好
他親自救回來的。
榜樣，中華兒女永遠懷念他們，感激
當年大舅舅在重慶的地下組織
工作，齊亮是他的上級。1948 ●我家大恩人——齊亮烈 他們……
作者供圖
這就是重慶，這就是渣滓洞。
年，重慶的地下組織遭滅頂之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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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上游重慶市渣滓洞

水過留痕

大地遊走

琴台客聚

歌德：「米氏氣勢叫我大開眼界」

最近雨水特別多，尤其是清早，
總是耳朵先醒過來。又急又密的雨
趙鵬飛
點，連串敲打在窗玻璃上只是前
奏，落在空調外機鐵皮殼上的雨點，猶如飛沙走
石，嘈嘈切切。驟然驚醒之後，下意識爬起來，
把臉貼在玻璃窗上努力往外看，不遠處的龍虎
山，雲山霧水，濕氣氤氳，空氣都凝固成了灰白
色的色塊。風雨如椽，揮動畫筆，山腰下鬱鬱葱
葱的林木，被勾勒成了濃綠色的油畫布面。再朝
另一側港鐵站的方向看看，路上空無一人，一把
傘的顏色也沒有。
雨下得多了，晨跑習慣便被擾亂，已經被喚醒
的運動細胞卻停不下來。既然醒了，看着雨勢轉
小，撐傘出門。沿着士美菲路往龍虎山的方向攀
爬，依陡峭山道而築的排水渠裏，水花奔流澎
湃，偶爾有不堪風雨的樹冠整扇倒落下來，橫陳
在水流上，枝椏葉片阻攔之下，水勢愈發地奔騰
狂放。所幸，不遠處就是地勢低窪的海，不然整
座堅尼地城免不了要浸在水裏了。
越過一架綴滿爬牆虎的鐵橋，往上走，有一道
順山勢蜿蜒綿延的紅磚牆，掩映在葳蕤的草木之
中。長長的牆內，就是大名鼎鼎的昭遠墳場。開

常夜裏參加秘密行動，還被公婆誤會過。」聽
到這裏，我陷入長久的沉思。
另一位老黨員杜慶信杜爺爺，就是以前校園
宣傳欄更換報紙的那個可愛的老頭。上初三那
會兒，我經常去報紙櫥窗看副刊，那時杜爺爺
已經退休，仍然每天早上過來更新當天報紙，
枯瘦的身影，堅毅的目光，讓我聯想到西南聯
大的敲鐘人，想想，他何嘗不是全體師生精神
的敲鐘人呢？杜爺爺與我的爺爺是同輩人，都
是學校的首批奠基人，他出生在徐州府銅山縣
（現徐州市銅山區），9 歲那年日軍發動侵華
戰爭，他的父親因漢奸出賣，被日軍殘忍殺
害，母親飽受打擊精神失常，這件事深深刺痛
了他，立志要報國難家仇。後來，高中畢業，
正值淮海戰役爆發，很多同學加入了「三青
團」，他卻毅然跟隨共產黨部隊計劃隨軍南
下。他語重心長地說︰「當時對老百姓來說，
無法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哪個會勝利，我通過
身邊人的經歷判斷出共產黨對老百姓好，共產
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國民黨的官僚主
義形成鮮明對比。事實證明，我的選擇是無比
正確的。」說到這裏，他的嘴邊漾起自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責任。後來，受堂哥杜慶仁的影響，他深入學
習研究和傳播馬列主義，大學畢業後，連續 3
次申請入黨，於1954年正式加入共產黨，這一
年他結婚組建家庭，因此刻骨銘心。我入黨後
曾思考過一個問題，共產黨員的價值選擇是怎
樣形成的？杜爺爺的故事給了我答案。當年，
文革時期他被打成右派，子女無辜受到牽連。
女兒學習成績優異，初中畢業後本該與其他同
學同時被分配工作，卻被安排到不受人待見的
理髮店。他處處鼓勵女兒︰「工作崗位沒有高
低貴賤，關鍵看自己的能力。」經過一番努
力，女兒以全區第一名的成績考上大學，曾被
評選為「濟南市勞動模範」。杜爺爺家中有塊
石頭，上面鐫刻着他的座右銘，「知足常樂，

順其自然，珍惜己有，善對現在，看淡名利，
低調做人，勤儉樸實，樂道安貧」。與其說這
是過來人的經驗之談，毋寧視作老黨員的精神
心經。從事教書育人工作，杜爺爺課堂上對學
生說過最多的話是，「沒有信仰就沒有精神，
信仰是精神的基礎，只有信仰才能有正確的人
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他的信仰就是跟黨
走，聽黨話，毫無保留奉獻所有，如春蠶，似
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
這些老黨員故事最後結集成冊，我負責撰寫
卷首語和章節導語，寫完後久久不能平靜，不
由得想起二支部書記魏愛亭的故事，她也是我
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她年過七旬，黨齡25年，
當年入黨的動機很簡單，要做一個先進分子，
不做落後分子，她說這是那個年代人們政治上
的區分。受家庭成分的影響，她的入黨過程歷
盡坎坷。最初，還不是團員的她，多次爭取，
終在高中畢業後如願加入團組織。參加工作
後，單位上身邊人都是黨員，她跟着大家學毛
選、記筆記、寫思想小結，潛移默化影響着
她，至今懷揣感念，「他們的先進性影響了我
工作的一生，影響着我做人至今的標準。我感
激他們，敬重他們。」經過 10 多年的考察，
1996 年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帶領支部黨
員準時每月25號集體學習，從未間斷過，至今
已經走過20多年。說起過去條件差、生活苦她
沒有掉淚，說起入黨過程極為坎坷她也沒有掉
淚，但說起自己的女兒入了黨，成為優秀黨員
時，她不禁熱淚盈眶，是激動，也是自豪。很
多人並不知道，她的兒子自幼殘疾，智力低
下，這些年來她風風雨雨為大家服務，從未缺
席過一次組織生活。
望着沾有墨香的老黨員故事集，我不禁思緒
萬千，精神飛躍——他們的入黨故事，他們的
精神版圖，在歷史長河中沉澱為初心檔案，對
我們八零後青年黨員來說，每次重溫都是砥礪
精神，淨化靈魂，汲取前行的不竭動力。

雨中遐思
埠百餘年來，華洋雜處的香港，成為東西方文化
交融共生的典型性土壤。不合時宜的大清律例在
此延續最久，代表當世先進生產力方向的日不落
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古老中國的國門之後，也
在這個島嶼上大剌剌地主宰了許多年。生老病
死，人世更替。堪輿家眼中地形風水極佳的昭遠
墳場，便是一例極典型的見證。這是專供香港歐
亞混血兒安葬的公眾墳場，亦是何東爵士家族後
人身後長眠吉地。上個月底，贏盡一生的賭王何
鴻燊，在停靈義莊一年之後，也歸葬於此。當
日，其諸子送靈於斯的新聞，一度登上了社交媒
體的熱搜榜。賭王生前身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1921年出生的何鴻燊，他為世人所津津樂道的，
便是家道中落之後，憑着一雙赤手空拳，眼觀六路
耳聽八方，在戰亂動盪之中，四處出擊，終於建成
龐大的何氏商業帝國。也是在1921年，列強環伺，
國之不國，深陷苦難的古老中國，亟待一條光明出
路，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一群立志挽救民族於
危亡之際的年輕人，基於共同的信仰，從四面八方
匯集於五方雜處、華洋混處的上海，為這個歷史悠
久人口眾多的國家，探尋走出沉疴的良方。誰能
想到，就是這群平均年齡只有 28 歲的年輕人，自

此，為整個中華民族開啟了一個全新時代。之後的
故事，藉着今年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歷史節點，
網絡、報章、影視劇等諸多傳播載體，正在全面深
刻重溫着那段歷史的波瀾壯闊。有心去了解的人，
只需稍稍留意，一定會被其中的某個片段所感染。
這幾日，中國從遙遠月球掘回的月壤，正在香
港展出。滿足了對神秘太空和航天科技的好奇驚
歎之外，民眾對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香港曾在滿篇屈辱的中國近代史上，佔
據過特殊地位，事易時移，時空交匯，這份百感
交集的感觸，也必然來得更為強烈。
對於一家一姓的發跡興盛而言，百年間實現富
貴至極已屬人間傳奇。對於一個人口數億的東方
大國而言，積百年奮鬥之力，能從國土淪喪、積
貧積弱、民不聊生，到國力強盛、人民富足、自
信開放，用換了人間來形容，無絲毫誇張之意。

●雨中的尖
沙咀香港文
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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