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動萬千讀者的散文

電子年代下的孩子
這個疫情令孩子
對電子產品的掌握
程度直線上升，例

如打字技巧。小時候他們練習
英文打字，轉眼間，因為偷偷學
打線上遊戲，要和同伴溝通，也
要入英文字指令，他們現在打字
比寫字更快，簡直看呆眼了，不
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同學之間也開始有自己的手
機，我們的孩子沒有，唯有用我
們的。同學們開始自己建立不同
群組，用錄音溝通，又會分享遊
戲資訊，我們孩子要等我們下班
才能回覆。同學仔其實很可愛，
會錄音說我在做功課呀，你們在
做什麼？回想我小時候也想跟同
學講電話，現在不流行煲電話粥
了，不給孩子手機會否剝削他們
的社交機會？
在這個缺乏社交活動的年代，
網絡社交也是一種社交，更不想
孩子錯過了，但又不想他沉迷電
話（沉迷電視和電腦已經很花時

間了），實在是兩難。而用父母
的電話，其實也沒有什麼私隱可
言。孩子雖然年紀還小，但哥哥
已開始問何時可以有手機了。
擋不了的電子產品，除了用來

應付學校的功課，我們大多時候
也不讓他再接觸，例如現在要以
虛擬方法上課外活動，最近我們
也盡量不參加，雖然很同情失了
很多「顧客」的活動團體，但也
實在不想他們再對電腦了。
現在很多網上課程，其實互動

情況已很好，但我們還沒有跨過
那心理關卡，不想太傷眼，最多
也是讓他們自己尋找網上資源和
紀錄片看。近期多了一樣，就是
讓他們自己錄音幫自己默書，這
樣印象較深，自己朗讀，錄起
來，慢慢播放，自己讀默，自己
書寫，成效不錯，更可以節省父
母的時間。
其實一切也如摸石頭過河，

只可見步行步，一邊嘗試一邊學
習，如是我想。

張潔晚年最親邇
的是她的母親與女
兒。她寫了一篇
《母親》的散文。

她從童年寫起：「記憶裏母親
說的最多的就是小時候田間地頭
一個身單力薄的女孩吃力的搖轆
轆的場景，和幼小的肩上歪歪撞
撞擔水桶的身影，過早的擔起
生活重擔加上離異的原生家庭既
鍛煉了母親堅韌不拔的毅力，同
時也促成了母親強勢且有點暴躁
的性格……」
張潔早年與母親的關係並不是
特別好，「自從有記憶開始，似
乎從沒有聽到母親溫柔的呼喚兒
女，除了每天奔波忙碌於生活，
就是呵斥和指責、甚至挨揍。所
以童年的記憶裏似乎充滿了黑
暗、無助和絕望……」
到了張潔踏入少女階段，「終
於大病一場，生死一線之間從沒
因為生活困苦而掉過一滴眼淚的
母親抱我歇斯底里的大哭，而
當時的自己卻好像身處事外，生
無可戀。」
張潔終於體驗到原是「像一塊

鋼板，強硬而冰冷」的母親另一
面，開始理解母親，以至「那份
沉甸甸的母愛」。
文末她不禁語帶哽咽地寫道：
「我的母親，你是我這一生最痛
的傷、最深的愛。」
母親逝世才是張潔真正「最痛
的傷、最深的愛」。她寫了一篇
令人聲淚俱下的《世界上最疼我

的那個人去了》。
母親去世後，張潔因過度悲

傷，得了一場大病。幾經痛苦掙
扎，她開始寫《世界上最疼我的
那個人去了》這部長篇散文。
據她說，書稿即將完成時卻奇

怪地丟失。歷經一年多，她重新
提起沉重的筆，艱難地運行，終
於寫完了這些不能不寫的文字，
追念母親最後的日子。
文章寫母親對女兒的順從、依

賴、忍讓，女兒對母親的體貼、
埋怨、痛悔……所有的磕碰、瑣
碎、纏綿，一夜之間已不復存
在，賸下只有椎心泣血的文字。
她深悔地寫道：「我終日為他

人想，卻很少為自己的媽
想，老是覺得『來得及，來得
及』，媽的日子還長呢，好像
媽會永遠伴隨我……我甚至荒
謬地覺得，媽還年輕呢。雖然
我知道誰也不會永遠活，但輪
到媽身上卻無法具體化。所謂的
為他人想，不過是犧牲自己的
媽，為自己經營一個無可挑剔的
口實……」
張潔徒呼無奈地訴說：「人的

一生其實是不斷地失去自己所愛
的人的過程，而且是永遠的失
去。這是每個人必經的最大的傷
痛。」
這部散文，感動了千千萬萬讀

者。後來還被拍成同名電影，由
馬儷文執導，斯琴高娃、黃素影
主演，備受好評。

（孤獨的先行者──張潔，之十三）

這專欄《水過留痕》筆者初心只想寫些
有趣的香港娛樂圈事跡或事件趣聞，站在
歌影視觀眾視角（包括筆者所認識的娛圈
中人及朋輩們）；自從前年有親友回武漢

過新春，因疫情爆發被困小區，後得香港政府及內地部
門的安排派專機將他們接返香港，抵港後港媒體訪問他
們，而他們表明態度想借媒體的報道，代他們向幫助過
他們的人說聲「謝謝」！但翌日買報章及看電視台的新
聞報道，媒體卻隻字未提，令他們明白到香港傳媒界亦
因「政見」問題而「變天」了，他們選擇不再買報紙，
結果筆者亦多寫了有關朋輩對社會問題的觀點題材，不
過筆者仍堅持以真相和客觀為主軸，因為筆者數十年來
從事傳媒工作都是此心態。
退休傳媒友人對社會問題的人生百態，依然是「熱

血」，他嘆氣道︰「心態是誰將我們的下一代『寵』成
『臭小孩』！？他們犯了事，長輩們就必須要憐惜他
們，為他們找藉口理由去寬恕他們，沒有責任或不需要
承擔後果，管教從來都是社會、家庭、學校（老師）互
相配合，只用『寵』這樣培養出來的下一代，質素如何
可想而知，假如認為他們的『歪理』是對的，那就是真
正打了教育界、專業界的一巴掌，真是諷刺！整個社會
風氣也有問題，而自我一生追求的價值觀也變成一個笑
話，因為經濟發展得太快、物慾橫流、人心浮動，所謂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令人的所有情感變得荒涼一
片。」理解一生性格正直的友人，看見現今香港社會的
「醜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有人說生活本就是一件禮物，不要白白浪費它，孤獨

亦是人生享受寧靜的一刻，去適應它，做人已經夠「苦
了」，何必還要偽裝呢！？不累嗎？也許自尋煩惱是人
的天性吧！哈哈哈！
話題變得嚴肅了，筆者手中的筆也變得沉重好多，不

說了！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前幾天，城中最引起市民

關注的莫過於港鐵東鐵線過
海段通車。5月15日當天首班
特別班車早上5點25分從會

展站開出，駛往紅磡。有市民通宵等候，清
晨4點已有近500人排隊，最後逾2,000名
乘客乘搭，列車開通前一刻，眾人還合唱港
鐵最新宣傳歌曲《東鐵過海真的很興奮》。
一邊是迎接新生活的喜悅，同時另一邊

也有對告別舊歷史的留戀。當天凌晨1點15
分，紅磡站最後一班列車抵達舊月台後，這
個自1975年啟用的月台，正式完成47年歷
史使命。大批市民現場拍照記錄舊月台的最
後一夜，在最後一班列車開出時也一同揮手
道別。
喜新也戀舊，體現的恰恰是文化所承載

的生活記憶、情感記憶、集體記憶。港鐵此
次宣傳曲《東鐵過海真的很興奮》雖然沒有
大腕明星，卻能大獲成功，關鍵也是抓住了
東鐵線和普通市民日常生活、集體記憶的緊
密關係。比如說到紅館看Show塞車、宅男
會展結識書展女神等，既風趣貼地，又把本
地文化的特色與東鐵線的新發展生動結合。
由此可見，文化不光是陽春白雪，也是下里

巴人，日常生活的集體記憶，文物風俗都是值
得保育和珍惜的。比如維港上日常擺渡所用的
天星小輪已有142年的歷史，港島運行的香港
電車也有118年的歷史，這些都已成為代表香
港文化、香港人共同回憶的文化意象。
但是文化保育並不只是戀舊，更重要的

還是傳承文化，新舊對話，形成可持續的未
來發展。大提琴家馬友友就認為，文化沒有

終點、文化是需要進化的。確實，世界無時
不刻不在變化，文化的活力需要保持特色，
與當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感受結合，不斷創
造新的形態。只有這樣，文化才不是櫥窗裏
的標本，才能真正保育成功，被更多的人傳
承下去。我個人的藝術演出也堅持了這樣的
初心。經典和流行的結合，既堅持傳統，又
發揮創新。我曾經和容祖兒、捷克古老的莫
拉維亞交響樂團共同合作，推出《全為愛》
跨界音樂會；也曾經與香港舞蹈團合作，把
《梁祝》用小提琴和舞蹈創新結合起來。
文化保育要重視公眾的參與，因為集體

記憶的保存和文化的進化，都需要公眾來共
同完成，也只有愈來愈多的人接受到歷史的
深刻、文化的美好，才能更好地思考和對
話。最近，西九龍文化區的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工程進入尾聲，可望如期7月對外開
放。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北京故宮將借出數
百件珍貴文物給香港故宮館。可以想見，故
宮館的開幕一定會吸引人流、共襄盛舉。但
最近也傳出由於文物保險等營運壓力，故宮
館會收取門票費用。香港要發展為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故宮館對於向海外展示中華
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意義重大。因此
如何用更好的形式，讓所有有興趣的朋友
不會因為經濟的問題，失去或減少參觀和
學習的機會，是決定香港故宮館是否成功
的關鍵，這值得西九管理層廣納各界良
策。期待用全新的視野，把香港故宮館展
現的中華傳統文化和審美帶入尋常百姓
家，讓本地文化在沉澱保舊的同時，也創
新出新的活力和天地。

喜新也戀舊

早年，媽媽跟妹
妹去移民，移去加
拿大溫哥華，那時

自己也很想移民，去個平靜安穩
的地方生活。媽媽去了那邊，其
他弟妹跟住去，我當旅行去探望
他們，坐十幾小時飛機太辛苦
了，不過到了那個地方，還是挺
喜歡的，媽媽房子附近幾戶香港
人，可以有個照應，我特別喜歡
日間也很寧靜，路上沒幾個人，
很舒服自在，那段日子只有家居
生活，天天宅家看電視，那時還
是看舊片或者台灣片，沒現在那
麼多選擇。
當時已經有不少香港藝人移民
那邊，所以他們的圈子倒是頗熱
鬧的，不過我只聯絡上黃淑儀
（Gigi姐），她得知我到了溫哥
華，立即熱情安排，約幾位好友
到她家共聚。那邊最好的便是地
方大，朋友聚會在家中舉行最自
在，加上Gigi姐愛下廚，拿手好
菜順手便整幾個，我當然不會推
辭，一於登門造訪，與朋友一起
話舊嘗美食！
那時候還有媽媽的幾位
好朋友，兩夫妻退休生活
寫意，常常駕車帶我們到
處去，對媽媽照顧周到。
我當時是放假去旅行，一
點也不覺悶，也很羨慕他
們的生活。只不過工作在
身，且頗為忙碌，根本不
可能放下一切走人的，因
此移民之心回港之後漸漸
淡忘，只惦記媽媽和侄女
一老一嫩的生活。

很奇怪的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
去美國，其實很想去美國的人不
少，特別是內地的親友，其中一
個侄女嫁到美國，把雙親都帶過
去一起生活，誰知雙親住了一年
多急急回歸，他們無法適應在美
國的生活，常常因為不會講也不
會聽，感到很沮喪，更因此被歧
視，實不好受，所以最後決定
回家，回到鄉下地方過他們熟悉
的生活，之後我返鄉探望，見他
們已新建了3層大屋，儘管只是普
通裝修，已令我羨慕不已。
其後在溫哥華的侄女完成學

業，也要返香港工作，我們不能
把媽媽一個人留在那邊，媽媽無
奈把房子賣掉，也跟回歸香
港。
如今整個世界都改變了，外國

地方總不及自己地方好，尤其今
日的祖國，可惜媽媽已經不在。
媽媽有幸在生之年，去過很多地
方，祖國的風景她陪老爸也走
過不少；只是我為了工作卻錯過
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補償，
再遊祖國山河！

世界變了

鈍刀子最磨人。
自3月25日單日感染人數少於1

萬、4月14日少於1千，坊間、市
道恍若一日入夏，齊齊長吁了一口氣。接踵而
至的幾個節日，猶如錦上添花，各處都是人頭
湧湧的歡樂海洋。每日幾百幾百新增感染者的
境況，不知不覺間持續了1月有餘。不鹹不淡水
波不興，累計起來已超過了1萬3。看似平穩受
控的疫況下，引爆新一輪疫情的火引子，卻也
漸漸堆積得多了起來。元朗牡丹金閣、上環星
月樓、觀塘私房菜，3間食肆的疫鏈條愈扯愈
長，紅磡新旺會桌球室的傳播鏈，才剛剛浮出
水面。套用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的話，這幾起群組個案只佔疫情很小部
分，每日新增的幾百個案，則意味社區仍有
數百條傳播鏈。
以往數條傳播鏈就叫人心驚肉跳，現在數百條

疫鏈長時間隱匿傳播，反倒都是一副見怪不怪的
樣子。想來也是因為全城人一起，見過過了百萬
人染疫的大場面，這等濕濕碎的小意思，自然不
在話下。不過，政府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最近在內部論壇上的一個研判，還是讓人憂

慮加重。梁卓偉依據數學模型推算，按照現時每
日新增300個左右的感染個案，兩周後第六波疫
情便會殺到，估計會維持兩個月。屆時，會有
221萬人感染，1,540人病亡。為了表示預測不
爽，梁院長甚至提醒當日參加論壇的人，要約朋
友見面趕緊約，兩周後第六波疫情起了就難了。
不僅如此，就在這個論壇前夕，港大醫學院
亦對本校師生發出緊急呼籲，不要在堅尼地城
外出用飯，理由是這一帶的屋苑污水，每升驗
出病毒水平高達600萬。要知道，之前其它地區
每升污水驗出的病毒水平，頂多也就是幾千到
十多萬而已。
消息一出，一時間備受矚目，多位朋友紛紛轉

發相關消息給我，以示友好提醒。身為堅尼地城
資深住戶，眼見轄區內常有外籍人士，無視防疫
禁令，不戴口罩或脫口罩出入街市。聚眾海旁，
大嚼大聊，口沫橫飛，更是常事。路人多番側
目，也不為所動。萬幸，過去兩年多，並未因此
釀成較大規模人群感染。此次污水含毒量爆錶，
先是區內西環邨圍封，檢出20多宗陽性感染。多
個樓宇屋苑，也相繼收到了政府派送的快測包。
堅尼地城會否爆發局部嚴重疫情，有待衞生防護

中心的檢測工作成效。特首一如早前公布，承諾
明日起將實施第二階段社交距離放寬措施，此時
若因局部疫情起變化，實在令人鬱悶。
前面四輪疫情，之所以按下葫蘆浮起瓢，總在

最不應該最不可能的時段，突然爆發，不外乎是
防疫鬆懈、措施有失的緣故。眼下諸多不利跡象
再度重現，全民抗疫的神經，還是有必要恢復繃
緊，以免覆轍重蹈。為人為己，合乎條件的人都
趕緊去打疫苗。該戴口罩的時候，還是不要隨意
脫下。防止疫情擴散蔓延，是嚴謹務實的科學策
略，不是人情世故，也不是哼哼哈哈請客吃飯，
就能敷衍對付的事情。畢竟，各界所期盼的與內
地恢復通關，達至動態清零目標，始終是必不可
少的先決條件。
反觀內地，不惜影響局部地區經濟發展，也要

堅持動態清零目標不動搖，就是因為務實地充分
考量了如若躺平，基於人口數量和疫苗接種情
況，對照現有公共醫療體系的應對能力，以及可
能會出現的新冠重症患者數量，必然要面臨一場
曠日持久的不可承受之重。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

謀一域。

疫鬱隱現

童年在故鄉，我最喜愛那聰明伶
俐、輕捷活潑的燕子。
燕子是一種很有靈性的鳥兒。每

年春二三月，春風剛把柳枝兒搖
綠，百花也剛剛綻出芳菲，那呢喃
的燕子便飄洋過海，翻山越嶺，從

遙遠的南方飛回來。牠們以優美的舞姿、清
越的歌唱，向舊居的主人問候，並把一片更
濃郁的春色，帶給故鄉的大地，也帶來更多
歡樂。
「燕子來巢，吉祥之兆」；「燕兒來，要

發財。」大人們都這樣說。所以不論貧富，
家家都盼燕子來築巢。我們小孩子卻不管
這些，只喜歡燕子衣服穿得漂亮、歌兒唱得
好聽，能伴我們追趕春風，暢遊花叢。因
此盼燕子來家中定居的心情，比大人更為迫
切。不過燕子真的來了，我們也會搞點惡作
劇：當老燕子孵了小燕，飛出去覓食時，便
偷偷地踏梯子，爬上屋樑，把那羽衣未
豐、嘴邊還嵌黃色奶瓣的雛燕從窩裏偷出
來，放進葫蘆頭裏餵養。老燕子回來後，自
然到處尋找，急得吱喳亂叫。這種行徑若被
大人發現，免不了要被訓斥一頓，並逼我
們把雛燕放回窩中。但事後我們仍不思悔
改，常幹些讓燕子不高興的事。只有祖父的
話，才能使我們聽而生畏，有所收斂。他
說，燕子是「神女」，是玉皇大帝的女兒，
作踐牠會瞎眼的。為了不使自己變成瞎子，
誰還敢再掏燕窩？
祖父未上多少學，可知道的事情很多。他

愛花愛鳥，特別喜歡燕子，常用燕子的故事
來教育我們。教我們不要貪心，要講信用，
他便講「公冶長騙燕子」的故事：從前有個
叫公冶長的人，懂得鳥語。有一次，一隻燕
子找到他，吱吱喳喳地唱道：「公冶長，公
冶長，南山頂上有隻大肥羊，你去背來，你
吃肉，我吃腸……」公冶長一聽便高興地答
應下來，並立即趕到南山，果然見那裏躺
一隻摔死的大肥羊。他將肥羊背回家，洗淨
煮好，連肉帶腸全部吃光了，一點也沒給燕
子留。燕子對此很生氣，便想教訓他一下。
過了幾天，牠又飛來了，依舊唱道：「公冶

長，公冶長，南山頂上有隻大肥羊……」公
冶長心想又來了好事，立即向南山奔去。他
跑到山前，大老遠就看到山上有幾個人正圍
一堆東西，商量什麼。他以為那就是摔
死的肥羊。他怕被別人搶去，於是邊跑邊
喊：「你們不要動！那是我打死的！……」
那幾個人聽了不由分說，把他拖過去就狠狠
地打了一頓……原來，地上躺的是一具女
屍，不知被何人殺害的。那幾個人是來破案
的差吏，他們正苦於找不到兇手呢，沒想到
這「兇手」竟自動跑來投案……
祖父還教我們要謙虛謹慎，不要自作聰

明。他又講了一個「燕子跟癩蛤蟆比賽」的
故事：有隻小燕子總認為自己很聰明，誰也
看不起。有一次，牠參加了喜鵲組織的數數
比賽——在規定時間內從1數到10，看誰數
得快。牠的對手是一隻又醜又笨的癩蛤蟆。
小燕子一看癩蛤蟆那笨樣就樂了，心想跟這
樣的笨蛋比賽隨便數一數就能穩拿冠軍。因
此當喜鵲發令比賽開始時，小燕子不假思索
地從1數到10 。輪到癩蛤蟆了，只見牠不慌
不忙地走上台來，聽到喜鵲一聲令下，便沉
冷靜地喊了兩個字：「二五！」二五不就
是一十嗎？因此牠用的時間比小燕子少得
多，輕鬆地戰勝了小燕子。戰敗的小燕子又
羞又悔，從此再也不敢自作聰明了……
隨童年的消逝，兒時聽到的一些神話故

事漸漸失去了魅力，而知識的增長卻使我對
燕子有了更深的了解。原來，燕子不但是春
天的使者，牠還是捕食害蟲、保護莊稼的能
手！你看，那碧綠的菜畦上，繁茂的田壟
間，小燕子成群結隊，穿花拂柳，追逐翻
飛。一忽兒俯衝而下、一忽兒又箭一般地直
沖雲霄……牠們並非在嬉戲玩耍，而是在進
行殺滅害蟲的戰鬥！據統計，一隻燕子在一
個夏天能捕食蒼蠅、蚊子、蝗蟲等害蟲50萬
至100萬隻，把這些害蟲頭尾相接排起來，
足有一公里長！一窩家燕的滅蟲本領，抵得
上20至40個農民噴灑農藥治蟲的效率。這樣
出色的成績，多麼值得讚美！
人們喜愛燕子，還因牠通人性、重情義，

與人十分親近。平時，牠猶如家庭中的成

員，跟主人同居一屋中，休養生息；每天早
出晚歸，飛翔在田間地頭，捉蟲覓食。每年
秋去，來年春回，牠又不遠萬里，飛回來尋
找舊巢定居，跟原主人不離不棄。五代前蜀
詩人韋莊在《燕來》詩中，就用風趣的筆調
描繪了一對燕子歸來尋訪舊主的情景：「去
歲辭巢別近鄰，今年空訝草堂新。花開對語
應相問，可是村中舊主人？」
人們對燕子的喜愛，也有悠久歷史。遠

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我國的殷民族就以燕
子為圖騰，把燕子當做祖宗崇敬。《詩經》
中的「天命玄鳥，降而為商」，就是說的這
件事。《詩經》以後，歌頌燕子的詩文更是
不勝枚舉。有的讚其不貪戀富貴：「燕子營
巢得所依，啣泥辛苦傍人飛。秋風一夜驚桐
葉，不戀雕樑萬里歸」（宋．劉子翬《燕
子》）；有的讚其守貧而有節：「前時春社
畢，今日燕來飛。將補舊巢缺，不嫌貧屋
歸」（宋．梅堯臣《新燕》）。至於燕子在
別國的地位，我知之不多。僅就奧地利、愛
沙尼亞等國都把燕子尊為國鳥來看，牠在國
外也是頗受尊重的。
從農村來到城市後，我就很少再見到燕

子。但燕子留給我的美好印象，卻更加難
忘。啊，那一幅幅迷人的燕子追春圖，給故
鄉增添了多少風采？又給生活增添了多少樂
趣？每當讀到古代詩人詠燕子美景的詩句：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春色遍芳
菲，閒簷雙燕歸。還同舊侶至，來繞故巢
飛」；「還相雕樑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
飄然快拂花梢，翠尾分開紅影」……便感到
分外親切，從而進一步勾起我對燕子的深情
回憶，也很想能再親眼看到這樣的美好景
象。然而聽家鄉人說，隨生態環境的惡
化，這些年農村的燕子也很少見了，這令我
深感失望。所以當有記者問我未來的夢想
時，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希望我們的生態
環境能得到根本改善！」
那時，不但故鄉的燕子能再自由飛翔，我

們居住的城市，也會迎來林密群鳥翔集、到
處鶯歌燕舞的春天！這樣美好的願景，怎能
不令人心醉？

難忘家鄉堂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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