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爾斯泰夫人：「半瘋癲的孩子」

愛上一個人
有幸參與鄭
秀文生日歌迷
會 《Listen to

Sammi birthday gig 》，不算
是歌迷的我，看到鄭秀文在
自己的歌迷前，自然率性，
不顧儀態，但卻能保留娛樂
性，時而撒嬌，時而說笑，
這正正也是她在港產片裏吸
引的地方，傻大姐般，沒有
架子，看得觀眾很開心。電
影裏的她，和台上的這個她
重疊，也足見她的成功之
道。
對我這個電影迷而言，最
大驚喜是唱了《愛上一個
人》，這也是我最喜歡她的
電影《我左眼見到鬼》的插
曲。音樂會完後，還忘不了
這曲，心裏想起劇情也隱隱
作痛。她一唱完這曲，已經
覺得什麼也值得了。我沒有
看過她過往的演唱會，不知
道多不多時候會唱這首插
曲。可以現場聽一次，覺得

非常幸運。在這個自己的生
日會上，她特意用了一節回
顧自己喜歡的電影，唱了幾
首主題曲及插曲，熒幕上播
着這些電影的片段，香港的
明星從來就是歌影兩棲，竭
盡全力，任何香港人都會看
得有所感觸。
細場有細場的好。她隨自

己心意選曲，並解釋未算大
紅的電影（如《魔幻廚
房》）是自己所愛，所以選
唱其主題曲；又播放藝術性
高於商業考慮的新MV（《無
人島》），完全感受到她不
用討好任何人，只想道出自
己心路歷程和感想，這也顯
得出她對台下忠粉的信
心——正因為是歌迷會歌
迷，所以更放膽做自己想做
的事，因為知道台下的歌迷
一定會支持。
這2,000多人，一定會包容

自己的所有品味和偏好的，
也令更真的她表露無遺。

托爾斯泰訪
問莫斯科貧民
窟後，深受震
撼，以至茶飯

不思、夜不能寐。
在這一期間，最感焦慮和
不安是托爾斯泰夫人。
她寫道：「莫斯科。我們
來此，到明日已屆1月了。最
初兩星期，我每天哭泣，因
為列夫（托爾斯泰）不獨是
憂鬱，而且十分頹喪。他睡
不熟，飲食不進，有時甚至
哭泣，我曾想我將發瘋。」
托爾斯泰夫人形容她正如
母親看着「半瘋癲的孩
子」。
她與友人都苦勸托爾斯泰
返到他的寫作上，不要花精
力在社會工作和對當局無助
的批判上，這是他的朋友和
讀者共同心願。
屠格涅夫在臨終時候，特
地寫給托爾斯泰一封公開
信，他請求他的朋友，「俄
羅斯的大作家」，「重新回
到文學方面去」。
全歐洲的藝術家都與垂死
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樣的關
切，贊同他的請求。
特．沃居埃在1886年所寫
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末
了，他借着托爾斯泰穿農人
衣服的肖像，向他作婉轉的
諷勸：「傑出的巨匠，你的
工具不在這裏！……我們的

工具是筆；我們的園地是人
類的心魂，它是亦應該受人
照拂與撫育的，譬如莫斯科
的第一個印刷工人，當被迫
着去犁田的時候，他必將喊
道：『我與散播麥種的事是
無干的，我的職務只是在世
界上散播靈智的種子』。」
托爾斯泰卻不為所動，他

後來更走向偏執。
托爾斯泰寫了一部專著大

肆抨擊莎士比亞，說他「簡
直不能稱為一個第四流的作
家。且在描寫人性的一點
上，他是完全無能的」。
對音樂缺乏深入了解的

他，竟教訓起貝多芬，他也
蔑視米開朗琪羅。
托爾斯泰的《藝術論》，

彷彿一支機關槍肆意亂開亂
射，連戲劇家易卜生也中
槍！
晚年他嚮往平民的語言，

認為文學語言，是「隨心所
欲受人支配」，「完全是舞
文弄墨的本性」。這就是為
什麼他看不慣經典作品。
慶幸的是，托爾斯泰在70
歲時為世界讀者呈現了最後
一部傑作《復活》。
「《復活》可說是托爾斯
泰藝術上的遺囑，它威臨着
他的暮年，恍如《戰爭與和
平》威臨着他的成熟期。」
（羅曼．羅蘭）
（讀《巨人三傳．托爾斯泰》札記，之八）

若問︰「誰說得一口流利『港
普』！？」內地演藝人和觀眾都知道
答案︰「蔡少芬！」而且他們更暱稱
蔡少芬為「蔡蔡」，年輕一輩的演藝

人每每遇見蔡少芬，亦稱她為「皇后姐姐」，足見
蔡少芬在《甄嬛傳》的皇后角色，早已深入民心。
在香港，蔡少芬演出過多部電視劇，演技有一定的

功底，而在《甄嬛傳》中的演技令觀眾對她更刮目相
看︰「有某些不嫌事大的人，硬說『港普』是帶有對
港人的一種貶義之詞，事實上內地演藝人和觀眾是絕
對沒有對此有不敬之意；相反，蔡少芬的綜藝感甚
強，是高能搞笑的『高高手』，執生位拿捏準確，雖
然說的普通話經常令我們摸不着頭腦，但循着她說話
的發音，又會令人瞬間就『心領神會』，所以不用猜
想太多，只隨着她的節奏大家予以配合，這個綜藝節
目自會笑聲不斷，觀眾更看得捧腹大笑甚至笑出眼
淚，製作綜藝節目就是要觀眾看得樂呵呵的效果，演
藝人亦樂於跟蔡少芬合作，過程彼此能擦出另類火
花！加上蔡少芬已很努力，然而廣東話跟普通話用字
很不一樣，綜藝節目有很多搞笑位，大家都是配合來
搞氣氛，沒必要太認真。」
有內地觀眾指蔡少芬的外形是「女神」，生活中

應該就是個「傻大姐」，在《甄嬛傳》演那麼工心
計的皇后，配音是給她演的角色增添不少，應記一
功；更有內地觀眾每次看到蔡少芬在節目的演出，
都興奮地說︰「愛了，愛了！被她圈粉了。」
內地演藝人指蔡少芬雖然是大家關注的「港普」

第一人，但他們是希望與香港演藝人多些合作，儘
管他們的「港普」有點令人哭笑不得，或者被他們
逗笑得「人仰馬翻」，然而彼此多交流溝通，對製
作綜藝節目、電視劇或電影也好，都有助開拓創作
領域。

擦出另類「愛」火花
70年，從1億到1萬億，1萬倍國民

生產總值的增長，合肥——安徽省
省會——她是如何「化蛹成蝶」呢？
年長的旅館經理——合肥老師慈

祥和藹地看着我這位香港遊子，親切而帶着難掩的
興奮對我說：「1949年，合肥的蝶變開始了。」
1953年，蝶變4年，遇上全中國翻天覆地的大變

革，國家決心把數千年的農業社會，轉型到現代化
工業社會，『這是千載難逢的脫貧好機會』。合肥
立意到上海學習，引進這個全國工業先進城市的技
術和資金。天啊！合肥上下務農2,000多年，現在
工廠出現了，每天萬計的產品運送到全國各地銷
售，收入一日千里，合肥初嚐工業化的甜頭。
1970年，蝶變21年。當時中蘇交惡，戰爭一觸即

發，為免遭沒頂之災，位於北京的「中國科技大
學」須向外地疏散，卻屢吃各地政府的閉門羹。看
到科技大學可憐兮兮的樣子，合肥讓她落戶；人人
說合肥笨，但合肥的善良為她帶來首批科學人才，
和首批科研成果，「中國第一台微型電子計算機」
在合肥襁褓中出生，更獲得國家「重大成就獎」。
天啊！科技，這遙不可及的名字，在合肥的土壤中
生根發芽；35年後，科技在合肥的懷抱茁壯成長，
更為合肥的萬億國民生產總值奠下堅穩基礎。
1980年，蝶變31年。當時國家正走在開放改革
的康莊大道上，「電視機、冰箱、洗衣機、錄音
機」成為家家戶戶追求的必需品，看準這個商機，
合肥大力發展家電產業，合肥一直在工業發展的道
路上鍥而不捨向前奔跑。
2000年，蝶變51年。這1年，合肥的國民生產
總值325億元，比1949年增長325倍，全國城市排
名在80名外，這讓合肥羞愧莫名，辛勤工作50
年，為什麼合肥幾乎名落孫山啊？「知恥近乎

勇」，羞愧成為合肥的動力，名列全國前茅作為合
肥的奮鬥目標，合肥決心兵分兩路，一是原有家電
產業的完善，二是大力發展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的
高科技產業。
2020年，蝶變71年。合肥的創新之路愈走愈

寬，愈走愈穩，平板顯示、新能源汽車、智能語
音、光伏、集成電路等產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優；
全國大批新興產業的百億企業、千億產業，紛紛在
合肥落戶生根。2020年，經歷71年蝶變，合肥終
於成功為自己創造了1萬億的國民生產總值，全國
城市排名躋身20位！
1949年，合肥的國民生產總值不到1億元，2020
年，合肥的國民生產總值是1萬億元。
2,000多年的農業社會，2,000多年的一窮二白，
經歷工業轉型，科技落地，高科技創新產業的高速
發展，經歷跌宕起伏的70年，合肥終於讓她的千
萬人口過上安寧康泰的日子……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熏陶培養，讓合肥擁有勤

勞、堅毅、善良的優良品格；中國14億人和合的
大家庭，為合肥創造平和奮發的大環境，讓合肥勇
於嘗試，盡心建設——傳統文化與團結和諧的大
家庭，造就今天蝶變的合肥！
合肥老師為他親愛家鄉的成功蝶變振奮莫名，

我這位香港遊子為合肥創造的人間奇跡心潮激盪，
我倆舉臂歡呼，以茶代酒，為可敬、可親、可愛的
合肥送上最美麗的祝福。
合肥老師說：「合肥的優點和經驗，定必傳承
後代，讓我們合肥人世世代代過上甜美幸福的生
活，這是我們合肥人對自己的承諾。」
勇敢堅毅，自強不息的合肥，您加油啊！身在

香港的遊子敬愛您，惦記着您，祝福着您，直到
永遠……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之合肥（三）

終於見到呂
良 偉 （ 呂
哥），他在內

地一年幾了，今次回港是為
了宣傳電影《怒火》，也回
家休息下，所以要隔離過之
後才能回家。
過往的日子，我們會因為

工作聯繫的，男人嘛！沒有
那生活瑣碎事，沒有那些八
卦沒有那些說東說西的習
慣，他只會告訴我接了什麼
工作，正在做什麼工作，過
去的日子，他共拍了八九部
戲，要算也要數數手指才算
得清。
這次回來，見他還是那個
帥模樣，體形好到不得了，
跟他身邊一起出席活動的帥
哥一般好看，那天是在戲院
見他的，跟他一起宣傳的有
戲中演警方人員的黃德斌、
楊天宇及反派張文傑，跟現
場觀眾謝票，並先後談拍攝
感受。
現場觀眾剛剛看完電影，
見到電影中的演員很興奮，
更聽到有人讚呂
哥，說他很有型又
很敬業，特地飛回
來幫手做宣傳；介
紹黃德斌大家更興

奮，近期他的人氣高升，部
分觀眾都認識他演的「大
叔」，至於兩位新人戲份不
少，大家都有注意到他們，
予以熱烈支持！
這兩年呂良偉更多時間在

內地工作，故此大多數時間
住在上海，太太兒子都到上
海陪伴他，不過劇組都會在
其他外省地方拍攝，這些年
他跑遍半個中國。
陪伴呂哥的還有他的老友

甄子丹，其實二人是拍檔，
兩個家庭常來往，日子過得
特別舒坦！
呂哥告訴我他們在《怒

火》中也是好拍檔，兩個都
是除暴安良的勇探，其中呂
哥有一段勁抽戲，卻沒有甄
子丹的，但子丹卻每天到
場，且協助呂哥拍動作場
面，足足陪了他7天。
這部電影是陳木勝導演的

遺作，原來導演第一個劇便
是和呂哥合作，想不到最後
一部戲也和他拍，誰說這不
是緣分呢！

惺惺相惜

看過電影《八佰》的人，都對片中
上海四行倉庫上方停留的巨大飛艇印
象深刻，飛艇上坐着的，是一群受命

觀察戰情的外國軍事觀察團。這個情節是導演為了
增添劇情的戲劇衝突，根據史實虛構的。其實，九
一八事變之後，國際聯盟曾派出了以英國侯爵李頓
為團長的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日本侵略中國東三
省的實際情況。
著名外交家顧維鈞，作為唯一的中國代表參加了

這個調查團。在《顧維鈞回憶錄》第二卷裏，他詳
細記錄了隨調查團一行在東北調查時，親眼目睹當
地民眾受到的壓迫和恐嚇。即便在日本士兵的高壓
和嚴密監控之下，還是有許多東北人民想方設法，
突破日本侵略者的層層跟蹤和威脅，向調查團成員
提交了多達1,500件揭露日方罪行的信件。而顧維鈞
也險些被日本人埋伏的特務暗殺。這個當時被國民
政府寄予厚望的調查團，撰寫的日本對中國東北侵
略的調查報告，在整整拖了6個多月後，才在中國
政府的不斷妥協中予以通過和發表。
在報告撰寫和提請各國簽字的艱難過程中，外交
水平極為高超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使出渾身解數，

四處奔波，尋求各國支持，希望對日本侵略行為進
行譴責，並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很可惜，歐洲
各強國在反覆權衡各自利益之後，同意簽字的這
份由國際聯盟發表的報告，既不敢譴責日本，形
成的決議又無力阻止日本在中國不斷擴大侵略。
即便如此，日本仍然不滿宣布退出國聯，這份被
國民政府寄予厚望的報告，還是淪為一紙毫無約束
力的空文。
博學多聞的顧維鈞，掌握多國語言，和各國政要

私交甚密，外交水平和口才也備受各方讚譽，怎奈
國力孱弱不堪、內政一團亂麻，任憑他再能言善辯
長袖善舞，也無力扭轉乾坤，完成通過國際聯盟實
現中國對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訴求。現在回望
這段史料，仍然覺得心酸不已。
最近，因為內地一個知名年輕藝人對歷史的無

知，引發了全網對日本侵華歷史的討論，更多的年
輕人在網上留言感慨，過去只知道日本的櫻花很
美、動漫很精彩、日本人的文明程度很高，了解了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史，才發現之前的認知實在太膚
淺太片面。
確實，翻看近代史，對日本侵略中國時犯下的滔

天罪行了解得愈多，就會愈發理解國家強大軍力強
悍有多重要。從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到1945年日
本投降二戰結束，長達70餘年的侵略，日軍在中國
領土上犯的罪做的惡，遠遠突破了人的底線，用獸
性獸行形容都嫌侮辱了獸。
也會忍不住感嘆，彼時的中國，真是至暗時刻。

尤其是到了民國，日本入侵我東三省，國民政府不
僅不敢宣戰，甚至連公開與日本斷交都再三猶豫，
遲遲下不了決心。以至於當時中國駐外的公使們要
以聯名總辭的決心和方式，要求政府明確對日態
度。
對於中日關係，我們總是說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但如果本國的國民都未能完全了解那段慘痛屈辱的
歷史真相，又何來以史為鑒？更何況，對於那段慘
絕人寰的罪惡歷史，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不但仍無
視事實，還處心積慮進行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企
圖逃避歷史責任。牢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
是為了提高警惕居安思危，更是為了讓更多的國民
明白國防的重要，並清醒地明白，某些別有用心的
國家和組織，對中國強大進行圍堵、阻撓和污衊的
居心是有多麼險惡。

以史為鑒的前提

砍價，須謹慎。
我選的那個平衡車，記錄被定格在

0.08%。這個記錄似乎是合理的，卻又挺
讓人懷疑。平衡車的價格是平台定標
的，我從原價基礎上砍，第一次砍，直
接砍去了2,000多元。砍到手的希望，非
常之大。之後再砍，一次還能砍掉一兩
元。但砍到一定程度，就只能一次砍一

兩分了。
是有少數人領到了物品，卻也仍存在搞貓膩

之嫌。在那家平台上，我試着砍了幾件物品，砍
到手一件，是台掃地機器人。那台機器人在該平
台上的標價是1,099元，而在另一家平台上，同
一品牌同型號的，售價不足200元。我的砍價經
歷，或許可以給同樣在參與砍價活動的人一個警
醒，不管最終砍到了的還是沒砍到的。
大概一年多前，有人在群裏發砍價信息，我

只是看看，不敢去砍。「天下沒有免費的午
餐」，幾百幾千元的東西，憑什麼簡簡單單砍砍
價就拿到手了。我覺得砍價活動就是一種騙局，
甚至有洩露個人信息和被騙取錢財的風險。那
時，這類信息無法真正進入我的腦海，統統被有
意識地屏蔽掉。忽略掉得多了，也就成了一種習
慣，熟視無睹，進而視而不見。不碰觸的東西，
也就無所謂危險了！
然而，砍價活動，就像群發消息一樣，或多

或少，總是不時出現。私人消息，微信群裏，朋
友圈中，尤其身邊的人，玩砍價的愈來愈多。如
此，又說明這種活動並不是非法的。有時，身邊
同事過來，來一句「幫我砍一刀唄？」咱不能拒
絕；有時，關係挺好的朋友發來消息「幫我砍一
刀唄？」咱也不能拒絕。砍價活動，我偶爾也參
與下，也試着對喜歡的物品砍上幾刀，但總感覺
不可能砍到手，砍價幾次，最終都放棄了。玩玩
的而已，切莫當真。
誘惑，來自於幾天前。單位的幾位同事，有

人砍到了現金紅包，有100元的，也有200元
的。她們說，砍到是能砍到，就是麻煩。後來，
又有砍到電子琴和電烤箱的。我空閒時看了下該
平台的砍價規則，平台也較有名氣，估計不敢公
然欺詐顧客。搞這種活動，應該主要是為了搞宣
傳，提升品牌影響力。內地的電商平台，競爭很

是殘酷。電視廣告、直播帶貨、發放傳單，能想
的辦法，都在絞盡腦汁去想。能用的招數，只要
不違法亂紀，也都在嘗試。這種活動，真有耐心
砍的，恐怕百裏無一，而真試圖砍成的，定會發
動親朋一刀又一刀去試。這種宣傳效應，比單純
的媒體廣告強出很多。給媒體支付了高昂廣告
費，未必有人願意入心去了解，身邊人確實零費
用砍到了某些東西，其影響力卻是實實在在的。
幫別人砍價，我的軟件上也跳出一些商品，

有機會免費獲得。眾多物品中，我看上了款掃地
機器人，標價1,099元。不知道能否砍到手，出
於試試的心理，我隨便砍了一刀，竟砍去了
1,000多元。接着還有次砍價機會，又給自己補
了一刀，砍去幾十元。平台顯示，還剩0.5%。
砍掉剩餘的0.5%就可以免費獲得那台掃地機器
人。0.5%？我粗略口算了下，這點剩餘，應該
能輕鬆搞定，於是，看到了希望，堅定了信心。
邀請親朋好友幫忙砍，你一刀我一刀，沒幾

個人，就砍到0.3%。他砍掉一塊，她砍掉5
毛，又這樣砍了十幾下，砍到了0.2%。
看看時間，還剩餘 20 多個小時，剩下的
0.2%，應不是太難了。平台還有提示，預測我
砍成的可能性為99.9%。20多個小時、0.2%、
99.9%，這3個數字一疊加，想不繼續都不忍心
了。又於是，能想到的人，都發了條砍價鏈接過
去。這時，砍價金額變得特別小了，0.02元一
次，0.01元一次，這個0.02與標記的剩餘0.02%
不是一回事，不仔細看，以為平台在忽悠人。實
際上，平台顯示的0.02%，是按百分比算的，而
找人砍掉的那個0.02，是0.02元，也就是一人僅
僅砍掉了2分錢。故而，很多人一刀一刀砍下
去，顯示在屏幕進度上的那個0.02%似乎一直不
變。一直抱着希望砍，直到砍到快沒信心了，砍
價進度條上悄悄顯示成了0.01%。就像被畫餅充
飢的人，突然看到幾百米外真的有一塊餅了，已
能聞到餅香了。然後0.01%，一會兒一變，變成
了0.38元後，一分兩分地砍，熟人即將被找盡
時，價格終於砍到了零。砍到零之後，平台彈出
一則消息，等待審核。
等待審核時，我心裏仍不踏實，匆忙打電話

問砍到過物品的同事。答覆說，繼續等着就行。
等了兩天，平台信息一直是揀貨中。後來，平台

信息改成：商家已發貨，正在通知快遞公司取
件。又問了幾個同事，她們絕大多數都收到了被
砍價物品，心裏才稍稍踏實了些。平台這樣砍價
送「禮」，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是種變相廣告宣
傳而已，不會真的「賠本賺吆喝」。
同事、朋友中，最近兩周，有人已領到多件

物品。中午在家吃飯時，同事小楊突然到我家，
她打趣說︰「我砍價都砍到你家來了！」她選砍
了款平衡車，砍到0.02%了，正愁着找人繼續砍
呢！小楊來我家，只是砍累了順便坐坐。她從單
位門口，沿着街道商舖找人砍，一直砍到我家旁
邊。我和妻子都給她砍過一次，沒法再砍。見小
楊着急，我就用兒子的手機又幫她砍了一次。還
得三四十個人才能砍成，在我家小坐那會兒，小
楊給她老公打電話說都砍到這個份上了，不想放
棄。沿街砍價，有人認為小楊是騙子，有人覺得
她無聊，大多都不肯幫忙。
砍了一個掃地機器人，還沒發貨。我又看上

一款平衡車，標價2,000多元，應該也能砍到。
於是，我又開始了新一輪砍價。
沒多久，周邊的親朋大多都幫忙砍了，我還

搶到平台上的一次「免單」機會，提示當晚7點
開免單。免單麼，當然就是免費拿嘍！又砍了幾
次，平台提示「僅差0.54元，領砍成紅包」。
再砍，砍掉了0.09元；再砍，砍掉了0.05元。
金額還剩下0.27元時，突然有人一下子幫我砍
掉了0.27元。砍成了？我還沒來得及高興呢，
剩餘進度又跳成了0.2%。0.2%，這可不是十人
二十人能砍完的！我計算了下砍成的價格，按比
例算的話，2097.22元是總價格，但當我費了好
大勁找人砍到2097.32元時，顯示的剩餘進度還
有0.08%。又找了10個人砍，0.08%的數值依
舊。這時，剩餘時間已不足40分鐘。當晚那個
免單機會，我7點零6分去點開的，顯示機會已
被搶光。再砍一刀唄，或許希望就在下一刀，於
是又砍一刀；再砍一刀唄，或許希望就在下一
刀，於是又砍一刀；再砍一刀唄，或許希望就在
下一刀，於是又砍一刀。抱着希望一刀又一刀地
砍了，結果卻真的難以預料。
難預料，不是因為不夠執着，而是因為價格
定多少，一刀砍多少，規則咋執行，都是人家說
了算。參與者，只是「棋子」一枚，沒得選。

再砍一刀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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