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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媳婦
內地網民喜歡將他
們眼中的好女人賦予
「國民媳婦」稱號；

十多年前，當紅女星劉濤因為婚
後毅然息影、又在富豪丈夫生意
破產時復出拍片賺錢養家和資助
丈夫，贏得「國民好媳婦」美
譽。
在《覺醒年代》，也有幾位「國
民媳婦」，包括陳獨秀夫人高君
曼、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和胡適夫人
江冬秀。本劇以男性為中心，男人
在外高談闊論商大事，女人只有旁
聽的份兒，卻撐起了整個家。
女角中佔戲較多的是高君曼，她
雖是人們口中的「小三」──跟姐
夫陳獨秀私奔同居，背負罵名，但
畢竟在北師女校受過教育，具有知
識女性識大體和理解丈夫的能耐，
贏得陳獨秀戰友和學生的尊重。高
君曼在首集出現時，是帶着包子和
蛋花湯去探望在碼頭當搬運工的陳
延年和陳喬年，作為姨媽兼後母，
兩個兒子對陳獨秀忽視其生母及其
他家人極度不滿，卻對姨媽的慈悲
和關懷銘感於心。
高君曼雖然愛得勇敢跟姐夫私
奔，浪漫的日子卻不多；陳獨秀一
心為國，忽視家人，多虧這位志同
道合的女子，她不但持家育孩，也
是丈夫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配合
者。後來難得一家人在北京安定下
來，家卻成為新文化運動指揮部，

人來人往，夫人還得接待各路人
馬，張羅飯菜，傳書送信，甚至跟
着逃亡和入獄。如此顛沛流離、患
難與共十五載，即使後來分開，仍
不失為「好媳婦」。
李大釗的妻子比其大6歲，乃在

他10歲那年由家人安排的婚事。
他自小叫她姐，她叫他憨坨，這對
姐弟夫妻相處自然，感情很好。其
中的 33 集，講李大釗幾日不回
家，夫人帶着包子冒雨來到北大涼
亭，兩人難得促膝交談（約有10
分鐘），李大釗表達了對夫人關心
不夠的歉意，趙紉蘭表現出很深沉
的愛和理解和諒解，為丈夫解除後
顧之憂。
江冬秀是風流才子胡適的元配，

出場不多，卻也成為焦點，因為
「治夫有道」，要求胡適無論多
忙，必須晚上10時前回家，胡適也
乖乖做到。雖然胡適對由母親訂的
這門婚事很不情願，卻不敢違抗母
命，留美歸來後不但娶了江冬秀，
還帶來京城同住。在漫長的歲月
中，胡適屢傳風流韻事，身邊美女
如雲，他們卻能相伴終身。可見這
位平凡女子的本事。
已故作家張賢亮有書《男人的

一半是女人》，絕非虛言。在漫
長婚姻路上，男女各司其職，發
揮各自所長，女人的付出不比男
人少。

（看《覺醒年代》四之四）

日前中國第14屆全
運會已經正式開幕，
藉着東京奧運、東京
殘奧的餘威，香港有

些電視台，包括香港電台、香港開
電視、TVB等也直播開幕禮，更大
肆宣傳會直播部分賽事及每日的精
華賽事。
這樣轉播全運會也是首創，過往
最多只播放每日精華片段，直播其
他的項目更是寥寥可數；但今屆全
運會在香港並沒有如預期般引起觀
眾注意，可能奧運熱潮開始退卻，
而香港部分參與的運動員並不是一
線選手，加上相對而言其競爭性也
沒有奧運那麼高，觀眾投入感就相
對較低。
其實全運會的觀賞性也很高，
一些就算在奧運取得金牌的中國
運動員，在全運會中也未必能夠
獲勝，某些項目的水平之高絕對
可媲美奧運。
中國全運會是國際上最多運動員
參與的大型綜合運動會，今屆在陝
西西安市舉行，多達14,000名運動
員參與。全運會過往由北京、上
海、廣州3個大城市輪流舉行，由
2005年開始採用各省市申辦方式。
主辦全運會的成本高昂，過往都會
由國家補貼，而差額資金就全靠承
辦的省市政府負責；1987年廣州第
6屆全運會首先宣布利用市場方法
營運，以商業運作全運會，招攬商

業贊助在場地賣廣告，首次達到盈
利。其實全運會計算盈虧的方式和
奧運會非常相似，就是採用簡單成
本法進行統計，只計算賽事營運成
本，即圍繞比賽而產生的場地租
賃、食宿、交通、保安、人力等成
本，而城市基建、場地興建、當地
公共事務等，均不計入賽事成本。
今屆陝西第14屆全運會市場開發

總收入已經達到15.5億元人民幣，
這樣是否代表盈利呢？相信還是要
統計結賬後方可知道確實答案。
而第15屆全運會將於粵港澳大灣

區舉行，4年很快就到，廣東主辦
過1987年及2001年兩屆全運會，
這方面有一定經驗；而香港及澳門
在主辦全運會上屬「新手」，在未
來4年我們需要開始周密的準備及
計劃，例如：香港準備主辦多少項
目呢？會否爭取負責開幕禮？2023
年啟德體育園建成後會否增加了香
港在全運會要負責的項目呢？會否
成立公司負責市場開發籌集資金？
其餘項目如人力資源、義工、運動
員膳食、住宿、交通等的安排，也
需要周詳的計劃。
大灣區是中央政策中重點發展的

項目，來屆香港有機會負責合辦
大灣區全運會，如果我們能負責
更多比賽項目，相信廣東也會全
力支持作為港澳的後盾，期望能
藉着新一屆全運會凸顯我們的重要
性。

日本侵華（1931 年-1945
年）是中國歷史上不可抹去的
恥辱，其恥入骨，其辱入血，
凡華裔子孫永誌不能忘！

近期本港掀起一股回溯抗日時期斑斑血
淚故事之風潮；官方與坊間皆辦有座談
會、研討會、影片專輯、豎立紀念碑、訪
談等等，似成一時顯學，這是遲來的好
事！教育下一代中華子孫要牢記這一段慘
痛歷史，舉辦這些紀念抗日的活動並非我
們鼓動仇日，而是必須銘記那一段14年的
悲慘歲月，上一輩人是怎麼活過來的？還
養育了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日
本是如何殘害中華民族，一個個血跡斑斑
鮮活的故事，令人義憤填膺，咬牙切齒，
但最令人憂心忡忡的是，再過兩代人是否
還知道這一段國仇家恨呢？
上篇拙文《新界西貢抗日事跡》刊登後
有讀者諸君回響，有歷史研究者說︰「為
什麼一講抗日，一定是西貢，難道沒有屯
門、元朗、大埔……嗎？」當然有！何止
有！還包括長江、黃河、黑龍江、鴨綠江
各地的中國人民！也有人說︰「作者，妳
所知的有限，所寫的都是小兒科，就在新
界西貢有更悲慘的故事！」一篇千字拙
文，竟勾起一些人的集體悲痛回憶。
前全國人大代表羅叔清太平紳士邀約口

述抗日歷史，當我依時抵達西貢文化中
心，羅先生已在等我，桌上擺着一本《港
九獨立大隊史》。
羅先生說，「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分

為「東江縱隊」、「珠江縱隊」，東江縱
隊分支「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在西貢
黃毛應村天主教堂成立。西貢山勢地形是
天然屏障，崇山峻嶺面向大海，易守難
攻；有日軍、游擊隊、土匪、民軍、漁農
居民。羅先生說了4個小故事，足以說明
在日軍的鐵蹄下生活多麼艱苦。話說，有
一個哥哥挑着籮筐裝着妹妹從黃毛應村走
出去賣，不知道最後什麼原因，哥哥在路
邊放下籮筐，自己回到村內，丟下妹妹獨
自在籮筐裏；幸好遇一位好心人收養妹
妹，撫養長大直到18歲，這位妹妹帶着當
年的籮筐回到黃毛應村尋找親人。
西貢昂窩村村民窮得衣不蔽體，男人在

這邊工作，女人在那邊幹活，有事要出
去，拿一件衫褲輪流穿。聽到這裏終於明
白「三年零八個月」是專有名詞，用來形
容艱苦的歲月。西貢官坑「七星古廟」是
日軍工作站，駐有20名日軍，游擊隊決定
予以消滅！在一個北風呼呼的晚上，他們
臂纏白毛巾做記號，手提機關槍掃射，日
軍全部覆沒，游擊隊中有人不幸犧牲，而
這人的頭顱竟被掛在廟前的榕樹上。
萬宜水庫（當年萬宜灣村）有一個福德

宮，敬拜的是當年犧牲的游擊隊員賴和，
村民將之奉為福德公，隨着搬村，福德宮
也移到通往西灣的山腰上。
一段段說也說不完的血淚交織的歷史，

告訴我們當國家弱了，就有他國來欺負
你！甚至消滅你！所以我們要有強大的祖
國，這是必須的！

細說新界西貢抗日
疫情放緩，治安恢復，中秋佳節，酒

樓旺場，綵燈會迫爆，香港節慶氣氛回
到了從前。經歷了一場黑暴的洗劫，要
走的走了，留下來的，更加感到社會安

定的可貴。
今年中秋走兩場，先後應兩個家庭之邀，大閘蟹做
節，往維園綵燈會。很久沒有去湊人群的熱鬧，因為是
應邀，有車接送，不好拒絕。一到銅鑼灣不得了，人山
人海，排隊進入維園也要一個小時，就是人太多了，長
幼半途退出，雖然沒進場，仍感受到節慶的歡樂，接收
社會好氣氛，也是有收穫的。然而，月圓之夜有喜亦有
悲，接到一通哭泣電話，聽到我心碎。
只不過回了朋友一個節日祝福的短訊，祝福圖像是家

中的花藝小品，她收到後有家的感覺，一時感觸，直接
來了電話，抒發她對親人的思念。是的，每逢佳節倍思
親，「團圓」這兩個字，刺痛不少人的穴道，沒有親人
在身邊，只好找朋友哭訴來了。朋友家庭結構發生變
化，以致情緒不穩，這是我沒有預料到的。
朋友的上一代走了，兄弟姐妹剛移民地球東西，自己

的家庭也不完整，中秋獨自一人過，難免觸景生情。前
年中秋還是兄弟姐妹幾家人熱鬧喧天，去年因疫情停了
大家庭過節聚會，以為今年可以再聚，殊不知今年也湊
不成局了。原來，快樂是沒有延期的。
乘坐港鐵往尖沙咀，在我座前幾位婦女，話題也是談

及沒有兒孫陪過節，其中一位長者透露，兒孫全家移民
後，只留下她在港，雖然親友在身邊陪過節，就是太徬
徨了。她說：「粗茶淡飯不要緊，沒有兒孫在身邊，心
裏就如掏空了一樣……」
想起黃霑的歌詞：「月缺後，月重圓……人間的波
折，經得起挫折」。留在香港的我們，多點關心身邊的
親友，讓香港人在分裂後再團圓。

團圓的可貴

中外有兩個經典兒
童歷史故事。先說第
一個：一家人吃梨

子，4歲小兒自動取去最小的一
個，問他為什麼不揀大的，他說大
的給哥哥，我年紀小，當然要小
的！不錯，大家都知道是說孔融讓
梨了，可見傳統中國兒童本性多
善良。
另一個6歲的，父親給他一把小
斧頭，他拿到園中遊玩，看到櫻桃
樹就把它砍掉；事後父親問起，他
毫無懼色招認這樹是他砍掉，父親
讚他坦白，這個不說謊話的孩子，
就是未來美國立國後首任總統華盛
頓，這故事幾百年來還成為美國最
得意的文宣，相信不少國家不同語
言的小學課本裏頭，都少不了有過
這一頁翻譯。
看了這兩個故事，不知道大家有
什麼不同感覺。倒是我對櫻桃樹有
個疑問：為什麼有趣的玩
具那麼多，華盛頓的父親
偏偏給小兒子買來這具小
斧頭？斬得斷櫻桃樹，應
該也是兒童不宜的利器
吧，他究竟想給兒子傳遞
些什麼訊息呢？小華盛頓
不說謊，很可能是他自以
為得意，知道懂得斧頭的
功用，說出來父親可能會
讚賞自己；再不然，就是

本性不止好勇，而且天生殘酷，喜
歡破壞美好事物，不止不懂欣賞櫻
桃樹，反而對它看不順眼。
對了，我們中國老祖宗幾千年積

聚得來觀人於微的經驗，就說過一
句老諺語：「三歲定八十！」終於
明白到十七世紀因風暴避難到印第
安人土地的海盜，得到土人收留之
後，覬覦土地肥沃，起了盜心便恩
將仇報，送出天花地氈滅殺3,000
萬印第安人，從此建立他的阿美利
堅「大國」，華盛頓做了美國首任
總統所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
忘不了當海盜時的輝煌驕績和繼續
發揚他的殺戳精神，除了鼓勵國人
每殺取一個印第安人人頭便得一份
獎金之外，他自己還用印第安人的
頭皮製成長靴，這個斧頭「玩具」
不止影響他嗜血的一生，而且還因
此令往後幾個美國總統侵略成性為
「優先」而自大。

梨子和櫻桃樹的故事

舊年的這個時候我剛從澳洲回
國，一個人住在廣州的酒店度過
了中秋節和國慶節，看似孤單寂

寞，卻是遠離喧囂，享受了半個月的清靜與
安寧。
今年春天以來一直在創作新的劇本，亦因此

有近4個月的時間連小區大門都未邁出過。以往
所住的梧桐山是深圳著名的景區，再加上我的
露台小花園被打造得很是美麗，每到節假日總
會有一些親友到訪，生活的節奏便無端端地被
打亂。如今亦然，我的新花園雖未在網上走
紅，但在親友圈內已獲得了許多的歡喜，連一
些素不相識的鄰居都不時地上門參觀，於是今
年中秋便提前在朋友圈廣而告之：本呆因閉關
寫作，假期謝絕來訪。
除卻一些至親與閨中密友，我不大愛在家裏

接待客人，一半是因為工作原因，一半是性格
使然。我不喜熱鬧且生性懶散，自己居家是自
由的，可以不修邊幅，可以將未吃完的食物留

在餐桌上等下一餐再吃，可以把看了一半的
書讀到哪裏扔在哪裏等下一次再讀，可以把
家裏的一部分空間積滿灰塵，方便宮崎駿描
繪的灰塵精靈來玩耍……若是家中來客，便立
刻要裏裏外外地檢查哪裏有垃圾，哪裏的東西
沒有擺放整齊，隨意自在慣了的自己亦要趕緊
收拾出另一番規矩的模樣以示對客人的尊
重……來訪的客人多了，人便會疲憊，更遑論
專心地創作了。
日子長了，知曉本呆習慣的親友亦不輕易來

訪，彼此保留着適當的空間，情感卻不會因為
空間的距離而拉遠。偶爾出去與朋友聚會，亦
有人問：你那樣地生活，不會覺得孤獨和寂寞
嗎？問話的朋友大抵是害怕寂寞的，總是在路
上，從來不停下腳步，在上班的路上，在赴宴
的路上，在旅遊的途中；也總是在人群中，在
開會、加班的人群中，在燈紅酒綠的人群中，
在旅遊景點只見人頭不見景的人群中……那樣
的熱鬧，他便覺得自己是充實的。

從前讀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時
我還年輕，還認真地在滾滾紅塵中打滾，還讀
不懂那些來自靈魂深處的文字，以為那是盧梭
因為遭到人們的背棄與誣陷後感到絕望與無奈
才遠離人群，把自己放到一個孤獨的世界裏去
尋求內心的平靜。然而多年以後再讀此書，卻
是明白了，正是因為孤獨，他才會純粹地清醒
地思考，才有了這部比《愛彌兒》、比《懺悔
錄》，比他的多數作品來得更深刻的作品。
在現實的世界裏，熱鬧的人群裏，大多的人
其實是不孤獨的，他們只是自己以為自己孤
獨。因為孤獨是屬於靈魂的，愈高貴的靈魂愈
孤獨，然而愈高貴的靈魂愈是會堅持自己的孤
獨，不會輕易地把孤獨與寂寞混淆，寂寞是屬
於身體的，需要別的身體相伴來填補靈魂的空
虛，這種空虛與孤獨毫無關係。於是很多人為
了排遣生命的寂寞，身體一直在路上，卻忘了
帶上自己的靈魂。
所以，孤獨在很多時候是被寂寞利用了。

當孤獨被寂寞利用

散文家李漢榮的一篇文章頗有趣，
記述他5歲初夏的一個夢境。那天，
他到大姑家玩。大姑正在生火做飯，
於是他躺在竹椅上看跟前的絲瓜藤。
有幾根藤離他很近，他一呼吸，藤葉
就跟着在他臉旁邊顫。後來，他睡着
了。耳朵倏地被什麼輕輕扯了下，他
一摸耳朵，涼涼的、酥酥的，有點兒

癢。一伸手，取下的卻是一節細嫩彎曲的青
絲，再一看絲瓜藤，那垂在躺椅附近的觸
鬚，已被他扯斷了。
原來，在小漢榮熟睡時，那正在小心探路

懸在空中的絲瓜藤，悄悄地接近了他。它抽
出細嫩觸鬚，在他的耳廓上輕輕地纏繞起
來，準備讓他的耳朵成為自己的落腳點，變
成夏日攀爬的小站或棧道。於是，在小漢榮
童年的天空下，戰慄着絲瓜藤的失意情絲。
躺椅上的那一覺，卻在他心裏生出對植物
的百般歉意。不過，也有好處。在絲瓜藤
的試探裏小睡，藤蔓天使般的樣子駐進了他
的夢裏。
記得小時候，女兒不懂什麼叫害怕，連小

小的花蛇爬過路面也要撿起，我喊她放下，
她用尖細的嗓子應了一聲，趕緊把小小的花
蛇放下，小小的花蛇很快跑遠了。這驚險的
一幕，現在我和女兒談起，她問我這是真的
嗎？我說，是真的，你在哪裏玩過總會記得
吧，但玩什麼已然忘記了。就像一個晚自習
逃課的孩子，應記得夜晚的清涼，至於怎樣
欣賞滿天繁星、繁星長什麼樣子都是一臉茫
然。可李漢榮在5歲時，便對植物的小小心
事有了心覺，真不簡單。
不用在園藝師的陪伴下去親近植物，去得

次數和待在那兒的時間多了，每個人都會發
現每種植物有自己的氣場。與植物親近，人
彷彿能吸收來自它們的蓬勃生氣；在綠蔭下
流連，能讓煩躁的心情很快平穩。那是一種
混雜着各種青色植物的氣場。在這樣的氣場
裏，你會自如安詳、心態低低。偶爾抬起
頭，聽到樹上鳥兒的鳴叫，像是要把日子定
住似的。當人從田野或樹林裏回到家，豁然
間覺得心境天寬地闊，出點兒汗也很高興，
這一路讓人身心暢快。
文友積雪草說，她爬山之時，最癡迷看長

滿青苔的石縫裏的小樹苗。嫩生生的綠色中

一派安靜和頑強，透着勃勃生機，讓她心生
無限喜愛。植物擁有自己的靈性，蒲草柔
韌、蘭草清新、睡蓮自在、苔蘚清幽，而小
樹苗最有力量。那些高大喬木、低矮灌木、
藤蔓植物、苔鮮類以及苞穀、水稻莊稼等，
時而靜默，時而芬芳，時而低吟淺唱，和着
風悠然若夢。植物們安分守己、不爭不搶、
不喧囂，香留周遭，捧出籽粒，它們的行為
讓人感到踏實。
植物通過光合作用給人提供清新的氧氣，

20萬-30萬種開花植物令人目不暇接，花朵
不僅是植物的芳香美麗，更是治病救人的良
藥。與花叢相伴，還對抑鬱症有治癒效果。
不少女性插花時，心境會變得異常喜悅。賞
花，則是與花事產生共鳴。花開千朵，恰如
詩有千行。從迎春花開始，杏花、桃花、梨
花、月季、石榴、蘭花等等，漸次開放，總
有新鮮的花來到這個世界，只要有新鮮的
花，人的美好心境就永遠沒有完結。
公元前2000年，神農氏在深山裏發現了馬

鞭草的神奇作用，味道甘苦，藥性溫和，祛
風、解毒、止痛，治好了幾個病人。他一路
嚐百草、探奇跡，不斷尋找着可使人心身健
康的植物。他撰寫的《神農本草經》成為中
國最早的中醫經典之作。幾千年後，中醫科
學已分門別類把各種植物的根、莖、花、果
實和葉子等製成藥材，然後煮做黃黃綠綠的
湯水，或製成中藥丸，治癒人們身體上發生
的諸多症候。
文曉曉是一個鬱鬱寡歡的小女孩，每年最

期待的就是與媽媽一起過生日、切蛋糕。只
有那時，媽媽才會想起她，才會對她露出可
愛的笑容，媽媽的心思幾乎全放在哥哥身上
了。可那一年的那一天，媽媽回家沒有給曉
曉帶來蛋糕，帶來的是一身的疲憊和怒氣。
看着曉曉十分渴望的眼神，媽媽朝她吼道：
「人都這麼大了，整天想着吃蛋糕，不會體
諒大人生計的不易。看你這個樣子，我真恨
啊，要是沒有生下你來就好了！」
「媽媽，希望我沒有存在過！」文曉曉狠

狠地重複着這句話，不斷地在角落裏落淚抽
泣，從那一天開始，常常一整天一言不發。
後來，精神萎靡無法上學，最終被送到外婆
家養病。在外婆家，她看見了外婆給自己栽
下的「曉曉樹」。曉曉樹是一棵小海棠樹，

從文曉曉出生那天落戶在外婆家，現已開出
滿枝花朵。曉曉看到海棠花謝後，小小的海
棠果逐漸膨大，情緒變得明朗起來，彷彿獲
得了無窮的力量。
曉曉問外婆，怎麼沒有為媽媽栽下生日樹

呢？外婆說，當年你大姨病危，整個身心都
撲在她身上了。結果大姨不幸離世，外婆因
悲痛過度，後來也沒有為你媽媽補種生日
樹。曉曉說：「外婆，為媽媽補種一棵生日
樹吧。」於是，曉曉和外婆一起種下了屬於
媽媽的山茶花樹，她默默祈願，希望媽媽也
能感受到自己的愛。在媽媽生日那天，她唱
起了自己編的《期待山茶花香》。生日樹治
癒了文曉曉心中的創傷，也讓媽媽的心靈變
得溫柔如水。外婆說，一棵樹的壽命比人要
長，它會把記憶變成年輪，靜落在身體裏。
樹雖不會說話，但比人的愛要深沉。樹不斷
把根扎下去，堅硬的土壤變得鬆軟，貧瘠的
土地也會肥沃。無論海棠還是山茶花樹，都
是樂天派，在它們的字典裏，不管什麼天
氣，都能吸收陽光；哪怕有微弱的陽光，也
是好天氣。樹是堅強的化身，不管電閃雷
鳴，不管旱災洪水，樹們總會對大自然心懷
感激，並且一直活下去。日日年年，站成一
樹樹的風景。
文曉曉欣喜地把臉貼在海棠樹幹上，燦爛

得像花兒一樣。「外婆，您聽，它在和我說
話哩！」外婆點着頭，笑着流出激動的淚
水，對曉曉說：「人和植物一樣，都是從泥
土中來的。可後來人類發達了，卻忘了不會
說話的植物親戚。」外婆不斷帶曉曉到山間
採摘花草，聞各種香味，按照她的心性去插
花，喝自己泡的花草茶，沒想到短短3個
月，曉曉變成了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
一個人觸摸了綠葉的心思，雲水深處的春

風便被打開。原古時，就有天真少女輕採荇
菜，沿着水的方向追逐植物的府邸。蒹葭蒼
蒼，用一個個清澈的意念把人心變得一片葱
蘢。多少悲苦化為柔軟和溫潤，成為娉婷女
子的明媚。柔柔煙雲流逝，參差荇菜依然花
開靜處，黃燦燦的五瓣花一溜散開。混濁的
內心因植物情絲，重新變得碧藍，青絲垂在
背脊，裙裾上美麗的舞飾閃閃發光。植物不
是綠色夢幻，是真實的存在，是清澈見底的
潭水。

植物的情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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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砍櫻桃樹，老穿頭皮靴的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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