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說：「人生創造了宗教」

父母的神聖任務
最 近 看 Lorna
Bryne《A Message
of Hope from the

Angels》，其中有一章談及父母
的神聖角色，尤其深得我心。
Lorna Bryne由嬰孩時期已開始有
能力看到天使，而且不僅可從形
體上去辨識，甚至可以與天使透
過語言以外的方法直接溝通。
隨着日子過去，她逐漸明白到
自己的任務是要把自己的所見所
聞傳揚開去，儘管她沒有寫作的
天分，但天使一直派遣不同的人
幫助守護，令她成為國際知名的
暢銷作家。但即若如此，每個人
同樣有自己的人生任務去完成，
Lorna的丈夫早逝，她一人要養育
4名孩子，生活一點也不容易。而
因為她有看到天使的能力，一般
人也相信此乃她的天職，但她明
言世上沒有任何職責較為人父母
更重要——對她來說，她人生最
重要的角色就是4名子女的母親！
很多人會覺得孩子佔用了自己
的時間，又或者認為自己有更重
要的人生神聖任務，尤其是被人
冠上光環的職業，更容易令父母
有自欺欺人的冠冕理由。歸根究

底，其實均源於不肯及不敢直視
自己的弱點，例如為人父母十居
其九總有對孩子欠缺耐性的一
刻。但一旦跨不過這一關，總會
有障礙物存在。
最近家中因要進行微型裝修，

浴室變得不太方便，哥哥有時候
好像也不願意去洗澡。我還以為
工人姐姐要入去幫忙，令哥哥感
到尷尬，所以只要讓他自行洗澡
就可以解決問題。於是叫他自行
處理，有問題才找我幫忙，後來
才發現因為新換上的花灑太緊，
令他不能自行好好控制水量及水
溫而感到苦惱。是的，我相信浴
室改變了格局，令他由可以自己
完成任務，變成要人幫忙而感到
不快，當然也未能好好表達以上的
情緒出來。
Lorna提醒其實是孩子選擇我

們出任他們的父母，因此我們的
責任重大。保護他們，讓他們成
為社會中善良、關顧及充滿愛念
的一分子，明辨是非——以上一
切首要要求就是自己要成為更好
的人。克服自己的弱點，培養耐
性及觀察力，隨時足以花上一生
去學習。

托爾斯泰一直覺
得自己養尊處優，
是一種罪惡，他要
做一個平常的人。

但現實與他的理想有很大的距
離，使他迷茫、痛苦。
托爾斯泰後來投身從戎，刻意
在戰爭中體驗一種全新的生活。
托爾斯泰的成名作是《童年時
代》，他自稱這部作品是受到狄
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的影
響。《大衛．科波菲爾》是狄更
斯的長篇小說，全書採用自敘形
式，匯入作者自少年到中年的個
人的經歷。
托爾斯泰的《童年時代》是一
個開始，此後《一個紳士的早
晨》、《襲擊》、《少年時
代》，乃至以後的《高加索
人》、《戰爭與和平》和《十二
月黨人》都有着托爾斯泰不同時
期的經歷。
「但當他寫《童年時代》時，
他正病着，軍隊中的服務中止
了；在長期休養的閒暇中，又是
孤獨又是痛苦，正有感傷的傾
向，過去的回憶便在他溫柔的眼
前展現了。」
經過一番歷練後，對托爾斯泰
的觀念也產生了變化，包括他對
農民的觀點，與之前的印象大異
其趣——他之前看到的「下流
的、猜疑的、說謊的、懶的、頑
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們，
只是他們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壞處
了；他以愛的直覺透入他們的

心；在此，他窺到他們對於壓迫
他們的運命所取的忍耐與退讓的
態度，他們對於一切褊枉的寬
恕，他們對於家庭的熱情，和他
們對於過去所以具有因襲的與虔
敬的忠誠之原因。他喚引起他們
勞作的日子，疲乏的，可是健全
的……」托爾斯泰對農民態度
180度的改變，令人感到驚訝，
由此可見他感性的一面。
這一期間，托爾斯泰整個人生

觀發生很大的改變，他在1859年
5月3日一封致他的姑母的信中寫
到：「……我發現人類有一點不
朽性：有一種愛情，為要永久幸
福起見，人應當為了別人而生
活。這些發現使我非常驚訝，因
為它和基督教相似；於是我不復
向前探尋而到《聖經》中去求索
了。但我找不到什麼東西。我既
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
不到聖典，什麼都沒有……但我
竭盡我靈魂的力量尋找，我哭
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
理……這樣，我和我的宗教成為
孤獨了。」
托爾斯泰從《聖經》中找不到
他渴求的真知，他甚至認為「是
人生創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創造
人生……」這一具有顛覆的觀
念，在那個年代，可被視為大逆
不道。
托爾斯泰對以上觀念，並不堅

定，也有過反覆，以至使他的思
想產生錯亂！

（讀《巨人三傳．托爾斯泰》札記，之六）

金庸先生的多部著名武俠小說，
為香港及內地的影視圈提供了不少
的製作題材，如《神鵰俠侶》、
《倚天屠龍記》等，已被內地翻拍

又翻拍，單是《神鵰俠侶》最近為着「小龍女」
這女主人選，又再度掀起很多觀眾的熱議，以海
峽兩岸暨香港電視劇的作品算，扮演過小龍女的
女星有十二三位之多，而觀眾各自為自己心中所
喜愛的理想「人設」小龍女打Call。
有製作人指出，優秀的小說的人物和情節，往
往都會受到製作單位所喜愛，有版權在手者，就
不用絞盡腦汁去編寫劇本，將原著小說的內容稍
作改動，穩打穩紮的電視武俠劇製作，亦是影視
圈控制製作成本兼有錢賺的投資大方向，所以受
歡迎的武俠小說，在相隔二三年就會被翻拍了，
樂此不疲。
「每次引發觀眾關注的都是小說裏的男女主角

人選，舉例小龍女這角色，觀眾總有某位女藝人
是最佳人選，然而每個年代的製作人或觀眾的視
角都不同，況且時間在變，風景也在變，加上各
花入各眼，各有心中的小龍女模樣；如上世紀八
十年代最為香港觀眾所認同的小龍女是陳玉蓮和
劉德華的『姑姑過兒』這對CP感最強，陳玉蓮被
指是最經典的小龍女，事關香港電視圈中人攝製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有原著精神，當年該劇的大
部分演員由主角到配角更是形神兼備，而金庸先
生生前亦指陳玉蓮的外形清冷、孤高，一副不食
人間煙火的樣子，但卻深情，眼神中有着迷惘與
朦朧，最切合小說裏小龍女的人設。」
而經典之所以經典，就是後來者不管出現了多

少版本，大家只會對經典有懷念的情意結。
客觀而言，全部的小龍女也只有陳玉蓮在演原

著的一個「俠女」，其他的整天就是用跳舞體操
在展現「武功」。故此不同年代的製作，基本上
沒有太多的可比性。

時間在變風景在變
這天氣溫高達40度， 高鐵到

達位於長江下游、安徽省省會合
肥，高鐵站外熱如蒸爐，我迫不
及待跳上計程車，直奔旅館。

「聽妳口音是南方人，對嗎？」計程車司機
是中年女子，衣着乾淨樸素，體格壯實。
「對，我從香港來旅遊的。」司機聽了「香
港」兩字，愣了一下。「啊，香港很富有，香
港人都很有錢吧。」我有點不好意思，喃喃地
說：「香港還好，經濟基礎不錯。」「我們合
肥基礎弱，不及人啊！」當我以為司機繼續自
怨自艾，妄自菲薄之際，意料之外的話語在我
耳邊響起：「但我們合肥人勤勞、用功，我們
不怕艱難，不怕辛苦，我們合肥會雄健渾厚，
一日千里！」
「怨天尤人易，反求諸己難」，這位千萬合

肥平凡百姓中的普通一員，在她駕駛的計程車
中，向着一位素未謀面，更未必會再見的香港
遊子，以寬宏的氣度，展示着「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的高貴品質。女司機樸實豪邁的
話語，為我的合肥遊歷拉開美麗動人的序幕。
「合肥人真有志氣，你們是好樣的，你們一

定會成功！」我衷心向她，向合肥
人送上摯誠祝福。下車了，我示
意不用找零錢以作小費，司機
說：「不用小費，車費就好了，謝
謝妳！」
合肥是獨一無二的，多次付上小

費給計程車司機，他們都誠懇地
說：「謝謝妳，我們只掙勞力換取
的報酬。」合肥附近的三河古鎮，
三輪車司機在烈日下接載我一整
天，服務勤懇有禮，他也堅持只收
取車費，賺取勞力工資。
我住的旅館旁有小食店，門前一

塊價目表，上寫「青菜小麵3元」，我想：
「這麼便宜的小麵，好吃嗎？」麵條來了，青
菜碧綠清鮮，麵香撲鼻遠溢，湯頭鮮美甘甜，
我開懷大嚼，嘖嘖稱好之際，廚房裏一雙圓溜
溜，清秀閃亮的眼睛，目不轉睛注視着我，注
視着我的反應，她滿臉陽光，純樸可愛。我向
她豎起大拇指：「麵條好棒，請問是您的作品
嗎？」女孩子喜上眉梢，豎起了勝利手勢，開
懷笑着說：「對，這是我下的麵條，好吃
嗎？」我情不自禁走到廚房，由衷地讚美她
說：「您的善良與熱誠，讓這青菜小麵盡善盡
美，您真是個好孩子！」「看到大家吃得高
興，我心滿意足啊。」
合肥的廚師女孩，完美演繹了這金錢價值3

元，但道德價值連城的一碗青菜小麵，讓我五
體投地，心悅誠服。
小食店內有一大鍋熱騰騰的白米飯，一大盆

鹹菜，一大鍋熱湯；客人以3元吃一碗青菜小
麵，可以免費享用米飯、鹹菜和熱湯，以最低
消費吃飽喝足。「這個免費就餐區，是我們老
闆特意為基層市民設立的，他希望人人都能以
最基本價格，享用熱飯熱湯。」「這麼善良的

老闆，他是什麼人呢？」「他是合
肥人，出身貧窮，曾受飢寒；他擁
有第一筆資金後，致力在合肥各小
區開小食店，立志為基層民眾服
務。」惦記別人溫飽，付出自己愛
心的食店老闆，匪夷所思……
善良仁愛的老闆，敬業樂業的員

工，價宜物美的食物—這是我在
合肥市內「偶遇」的小食店。
「怪人怪事」、「當道」的安徽
省省會合肥，讓我充滿好奇心，現
在，就讓我在合肥遊歷的日子裏，
一一尋覓探索……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之合肥

久違了的朋友，
經過了過去的那兩
年，見本地疫情緩

和，都紛紛相約見面共聚，彼此
掛念總想趁情況平穩時吃個飯飲
杯茶，聊下天。那日接到很久不
見的公關界大姐Kitty來電，說要
約食飯，她的電話令我有點意
外，因為過往相聚都是為了工
作，少有私下的活動。不過我仍
然覺得高興，到底相識許多年
了，又要話當年，她在電視台製
作的一級節目，我們都很喜歡，
覺得她的創作風格、能力都很
好，而且得到很多觀眾欣賞。
之後她離開了電視台，轉往公
關宣傳活動，且創下很多好成
績，到近年疫情下的許冠傑音樂
會、郭富城音樂會、張國榮紀念
音樂會她都有份參與，為社會服
務了很多！
我們的約會到來，4個人雖不

常見面，卻原來有很多共同話
題，先說打疫苗，大家已經有好
多不同的意見，接着是健康問
題，各人都報告自己的近況，彼
此又介紹了不同的保健方
法，實在獲益不少！
Kitty見多識廣，聽她的
經驗已經「袋咗好多錢落我
哋袋」，能多與朋友分享那
便是一件快樂幸福的事！
說着我們又轉回社會近
況、影視圈近況。她來談影

視是最有資格的了，我們追着她
問東問西，也談及一些近日才發
現的製作，且留意到近日有不少
很精彩很吸引的製作，其中包括
一個名為《歷史有話說》的特輯
在無綫播出，那是「團結香港基
金」呈獻的40集用濃縮精華的方
式，把中國近代史呈現在歡眾眼
前，我們很興奮地談及此歷史短
片製作，內容很豐富很吸引，我
們香港人失落了太多關於國家的
歷史，不少人完全缺乏對中國的
認識，所以這個特輯可以起到很
好的作用！
希望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國家歷

史，我把此特輯推介予年輕一
輩，推介給親戚朋友，「迫使」
我的下一代慢慢看慢慢了解，必
須認識國家的歷史。
還有一輯《江山多嬌》，已在

六七月份播出，那是讓觀眾更了
解今日咱們國家的近況；同樣是
給香港人的精彩製作的特輯。
共聚中得知我身邊這位大姐是

協力這些項目的，定要給予她
「讚」呀！

了解祖國

一場全世界關注的馬拉松式運動
賽事嘉年華，在東京閉幕了。過去
半個多月來，國家隊和港隊運動員

競技場上每有斬獲，必定會給深陷夏日鬱熱潮濕
中的我們，帶來衝擊波式的喜悅和清爽。賽場
外，身為觀眾，加油鼓勁，分享金牌或是獎牌的
集體榮耀，放下爭拗，努力彌合裂痕祛除疏離。
賽場上，不同膚色不同國度的運動員，用傑出的
運動成績和鮮明的個人魅力，生動詮釋着更高更
快更強更團結的奧林匹克精神。有的運動員內斂
低調，有的運動員神采飛揚，更多的運動員樸實
無華來去匆匆，賽場上偶然間驚鴻一瞥，足令無
數觀眾為之怦然心動。
被讚譽為「添神」的國家隊田徑名將蘇炳添，

在男子百米半決賽上，跑出了9.83秒的驚人速
度，當大屏幕上打出成績時，他雙拳緊握，一聲
長嘯，胸中多少塊壘霎時澆滅。至此，在世界男
子百米歷史榜單上，中國人蘇炳添，成為跑得最
快的黃種人。
在男子跳高決賽上，幾輪衝刺後，卡塔爾運動

員巴希姆，和意大利運動員坦貝里最終最好的成
績，都定格在了2米37上，實在難以決出勝負。

在裁判的建議下，兩人欣然以雙冠軍共享金牌。
頒獎禮上，相擁而笑，對手變戰友，彼此惺惺相
惜之情溢出屏外。頂級賽事的結果固然重要，頂
級對手之間的相互成就，更讓人動容。
英國隊跳水運動員戴利真是一個很歡樂的運動

員，拿完金牌就在看台上織毛衣，織完毛衣又下
場再去拿一枚銅牌。穿上親手織好的毛衣，還不
忘在社交媒體上展示不一樣的自己。跳水是事
業，織毛衣是愛好。在不影響他人的情況下，綻
放不一樣的焰火。彩虹是你，快樂是你，值得被
鼓勵被支持的也是你。
我第一次看到體操名將丘索維金娜參加奧運

會，是在2008年的北京，這已是她第5次征戰奧
運。當時代表德國隊出征的丘索維金娜，雖然只
在女子個人全能比賽中獲得第9名，但這已經是
德國過去20年在這個項目上最好的戰績。時隔13
年，再次透過屏幕看到面容已然蒼老的丘索維金
娜，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忽然被觸動。已經46歲的
她，這一次代表她的祖國烏茲別克斯坦出賽。當
她在東京奧運跳馬賽台上，完成一整套動作後，
落地時出現明顯失誤，最終止步資格賽。下場
時，有些失落的丘索維金娜，緊緊抱住了在場邊

守護她的教練，淚水奪眶而出。屏幕裏沒有觀眾
的現場，所有工作人員、志願者集體起立為她鼓
掌。
在體操運動員的身份背後，丘索維金娜還是一

位偉大的母親。她的兒子阿里什3歲時，被診斷
患上白血病，為了給兒子賺取醫藥費，她轉換國
籍，代表德國出現在世界各個體操賽場上。東京
奧運會是她的第8次奧運生涯，也是最後一次。
當比賽成績出來之後，丘索維金娜宣布退役。在
告別她熱愛的體操賽場時，我想她應該是開心而
且滿足的，因為她的兒子身體痊癒並且已經考上
了大學。
中國跳水女皇高敏說，東京奧運會上橫空出世

的全紅嬋，是老天爺給世界跳水界的禮物。確
實，14歲的全紅嬋，以與她年齡不相符的沉穩，
在十米跳台上的戰績震驚了所有人：5個動作，3
個獲得滿分，最終以遠超所有對手的總分摘得冠
軍。更讓全網心疼又寵溺的是，這個質樸單純又
稚氣未脫的小女孩，賽後面對一群記者怯生生地
說，贏取比賽，希望能掙多點錢給生病的媽媽治
病。天才少女的勵志傳奇，又是一個元氣滿滿含
淚帶笑的中國故事。

運動員的魅力

周末下午，快遞小哥給我打來電
話，請我在收發室取一下包裹。
我一頭霧水，自己從不網購，哪

來什麼包裹？便問了一句：從哪裏
寄來的？
德陽中江。快遞小哥回答。我愣

愣神，開車到單位去取，原來是我聯繫
的扶貧對象，覃安寶寄來的一大包新鮮玉
米，我雙手拎了拎，估計足足得有50多斤。
看來今年同溝村的玉米又是一個好收成。

這個覃安寶真是個誠實人，平時悶葫蘆性格
話不多，像玉米地裏的泥巴一樣憨厚樸實，
但只要對上脾氣，對人好起來簡直沒二話。
微信不說、短信不發、電話不打，直扛扛就
把玉米寄來了，讓人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中江縣興隆鎮同溝村，是我們單位對口

幫扶的村莊之一。除派駐一名長期駐村幹部
外，每位中層幹部還負責一對一幫扶一名貧困
戶。建檔立卡、制定具體幫扶措施，納入年
底考核。老實巴交的覃安寶，正是我結的扶貧
「對子」，為了方便溝通，初次見面就互相加
了微信。
3年前到同溝村摸排情況時，給我的印象並

不加分。典型的淺丘地貌，前面有山，卻不見
茂密的森林，腳下有路，卻是蜿蜒的羊腸小
徑。每年春節一過，年輕人就着急忙慌，腳底
下抹油樣選擇離開村莊，去廣州、深圳等地打
工謀生。年長的父老鄉親則得過且過，今天重
複着昨日的故事，留守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
村主任帶着我們一行在山坡上兜兜轉轉，路右
邊生硬地長着幾棵枇杷樹，稀稀鬆鬆、鬱鬱寡
歡的樣子，看上去有點營養不良，似乎缺少結
果子的底氣；左邊更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荒
地，雜草叢生，像多年被莊稼人冷落的棄兒。
大夥一臉疑惑，空這麼大塊坡坡地怎麼會

無人耕種？村主任悟性不差，知道我們在尋
找答案。於是一臉無奈地說：這裏山高路
陡，缺少水源，老年人肩挑背扛吃不消，遠
水解不了近渴，你們城裏人管這叫杯水車

薪。沒有水，一切都是浮雲。村主任最後這
句網語，把在場的逗出一陣尷尬的笑聲，同
時也很巧妙地把難題回饋給了我們。
回來後掛圖作戰，同溝村需要解決的問題

有很多，致貧原由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說得清
楚的。但交通狀況、缺水和大片荒蕪的土
地，是親眼看到的，不能視而不見。
和興隆鎮政府進行幾次專題討論後，拓寬

鄉村公路，解決村民的出行問題，被列入鎮
上階段性攻堅項目。而給坡坡地解決水源，
盡快種上作物，讓它成為村民新的收入增長
點，則由幫扶單位牽頭想辦法落實。
這是一場必須要打的硬仗，就算是塊硬骨

頭，也得把它啃下。我們輪班紮在同溝村，請
來技術專家做指導，很快拍板定下方案。在
每隔50米的地方，修建一個4米深、3米長的
蓄水池，鋪設埋管抗氧老化塑膠管，從山腳下
抽水到蓄水池，一步到位安裝自動灌溉設
備，自動完成施肥供水一條龍。
村民們一個個臉上笑成了「喜」字，都把這
塊多年無人問津的坡坡地看上了，通過抓鬮，
覃安寶獲得30畝承包地，兩口子握着我的手，
一直捨不得鬆開。沒過多久，200多畝坡坡地
整齊劃一，種上了水果玉米。其他地方沉睡多
年的荒地，也先後提供了自動灌溉設備，種上
了芍藥、天麻、枇杷等。我們大功告成一樣，
心裏湧現出滿滿的成就感。除了平時按照要求
到同溝村走訪，有時間我也主動在微信裏和覃
安寶拉拉家常、擺擺龍門陣。他文化不高，經
常一問一答不多語，翻來覆去反覆說玉米的長
勢，雞今天下了幾個蛋，鴨明天的飲料又該吃
完了，一點都不文藝。後來，我試着在微信裏
給他糾正錯別字，沒想到「無心插柳」，一下
戳中了他的興趣點，每天話嘮一樣長篇大論掰
扯，我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希望通
過聊天的方式，補習一下多認識幾個漢字。
天道酬勤，幾個月後，玉米拔節生長，像

電影《紅高粱》裏的拍攝地一樣，讓人盪氣
迴腸。微風吹拂，發出簌簌的響聲，像一曲

輕輕的音樂彈奏着大地的豐收之歌。玉米結
實粗壯、長勢喜人，可接下來的銷售管道，
鄉親們在心裏都沒底。這正是發揮媒體優勢
的時候到了。我們向杜台長匯報想法，希望
他可以到現場，為同溝村的玉米做一場直播
帶貨，為鄉村們銷售助力，電視台的金字招
牌有一定影響力。杜台長爽快答應，還當即
給商務局何局長打電話，約好兩人一起去做
網絡直播。並通過網絡、廣播預熱廣而告
之，先把直播活動的消息推送出去。
去年夏天的一個上午，一場別開生面的農

產品網銷直播在中江縣興隆鎮同溝村舉行。
市商務局、市廣播電視台的兩位負責人化身
主播，為村裏的農產品代言找出路，兩名顏
值擔當的主持人，也在一旁繪聲繪色跟着吆
喝。這邊，何局長對着鏡頭，撕開裹着玉米
表層的葉子，直接入口嚼着，念叨着生、
脆、嫩、健康、綠色等一堆形容詞；那邊，
杜台長舉起金燦燦的玉米對網友宣傳，水果
玉米口感好、有嚼勁，大家今天參與扶貧助
農下單，是不是顯得更加有意義些呢？
你方唱罷我登場，兩人使出洪荒之力叫

賣，鏡頭面前誰都不願輸了氣場，效果也是
槓槓的。短短兩個小時的網絡直播，就收到
600多份訂單，銷售水果玉米超過13萬斤。不
少愛心企業，開着車守在路上等着要貨。覃
安寶也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進鏡頭，晚上還上
了電視，高興得在鄉親們面前得瑟好幾天。
如今的同溝村舊貌換新顏，曾經灰暗的土

坯房被兩層小樓替換，昔日的羊腸小徑按標
準拓寬，機動車暢通無阻。村民們在致富奔
小康的路上，顯得信心滿滿、幹勁十足。
更可喜的是通過直播帶貨，讓同溝村的水果

玉米聲名大噪，成了網紅，頗受市場追捧。今
年從綿陽、成都、重慶等地的訂單早早就來到
村民的手上。也許是覃安寶抑制不住心裏的喜
悅，於是出現文中開頭的這麼一出。看來直播
帶貨的路子是走對了，我正琢磨準備替鄉親們
再組織一場，讓同溝村的網紅玉米再火一把。

網紅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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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交通方便，人民生活更
好。 作者供圖

●3元一份青菜麵愛心
無限合肥店。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