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也籌建文學館

車主的苦惱
在香港作為一
位車主，的而且
確有不少苦惱。

首先是泊位的問題，自從美
利道、中間道及廟街等不同的
多層停車場停用後，要在市區
找到可以停泊的車位，已變得
難上加難。而大部分的市區錶
位，只要鄰近地區有任何經營
食肆，又或是與汽車行業相關
的店舖存在，自然就有大量
「陀地」，用「圍泊」的方式
長期霸佔錶位。一般正常的駕
駛者，基本上是沒有多大可能
泊到以上的位置。再加上現在
發出告票的方式，愈來愈電子化
及便利；在路上只要稍為停留一
會兒，一回頭便很容易有「牛肉
乾」在車頭玻璃上靜候。
其次是油價的問題。香港的
汽油價格長期高企，早已為人
詬病。政府經年累月坐視不
理，已經成為令人難忘的常
態。每周不停在網上的汽油價

格優惠對照網址上瀏覽查閱，
已成為車主生活的常態之一。
有時候遇上減6元的突發優惠消
息，便立即慣性互相通報，希
望可以杯水車薪減輕一點負
擔，已成生活的固定插曲。至
於車輛的「住家」就更加荒
謬，尤其是絕大部分的新建屋
苑，發展商均以減省車位比例
為首要之務，令車位月租瘋狂
飆升。現在車位的月租與外傭
的月薪，其實早已相去不遠，
費用高昂得令人咋舌。有朋友
居於科學園，據聞連街上的爛
地場也要每次輪候抽籤，那已
經屬都市傳說的級數了。
當然對於不是車主的人，很

容易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吃得鹹
魚抵得渴，又或認為是自作自
受的下場。只是我想說以上的
問題，絕大部分都是人為造成
的；其實與駕駛是不是一個奢
侈的選擇並無關聯，那才是更
值得深思的問題。

巴金出訪歐洲
後，深感文學館
對 中 國 的 重 要
性，返國後開始

呼籲建立現代文學資料館。巴
金登高一呼，八方響應，政府
於1985年順應民意，成立「中
國現代文學館」，箇中歷經6年
時間，他老人家的夢境成真，
可以含笑而終。
相反，在這方面，香港是蒼
白的、貧血的。
目下，許多城市的管理者都
知道文化是都會的靈魂，而文
學更是靈魂中的靈魂。高瞻遠
矚的政治家都深諳這個道理，
所以他們對文學都大力提倡和
支持。
三國時期的曹丕不光是國
君，也是一位文學家，他指
出：「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
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
若文章之無窮。」誠然，人的
業績包括功勳，將連同軀體同
歸於盡，只有用文字把智慧表
達出來，才能永世長存。
現代美學家朱光潛曾寫道：
「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
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
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
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
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
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
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
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
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
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
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

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美
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
質。」
他又指出︰「因為這個緣

故，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的
一條最直截簡便的路；也因為
這個緣故，文學是一種與人生
最密切相關的藝術。」
走筆至此，譜寫《神鵰俠侶

交響曲》台灣作曲家黃輔棠兄
傳來一封信，他表示支持香港
建立「香港文學館」的呼籲。
此外，他還傳來《文訊》總編
封德屏最近寫給他的信，內容
是台灣正在籌建台灣文學館。
與此同時，我也收到封總編

來信：
「去年，偶遇一位年少時因

文學結緣、久未謀面的朋友，
他關切我的近況，提及《文
訊》長期的懸念及盼望，遂牽
線柯文哲市長，竟促成《文
訊》與文學界努力多年、已完
全不抱希望的『台北文學館』
成立的可能。」
由此可見，我們周邊的城市

都有文學館，唯獨香港欠奉，
不知大家有何感受。
我們講了上面那許多話，只

是希望香港的新任特首要做一
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把香港建
成有文化底蘊的都會，重視包
括文學的文化創作活動和建
設，從而使香港晉身真正有文
化、有靈魂的國際大都會，則
香港幸甚、香港人幸甚。畢竟
文學是千秋事業啊！

（「倡建香港文學館」，完）

電視綜藝節目愈來愈受觀眾的歡迎，因每
集的內容戲碼有種「睇完笑完」的速度，更
有不同的演藝人參演，不會覺得枯燥乏味，
而演藝人亦樂於有影片上映或電視劇播出時

亮相節目中，提醒一下觀眾「我來也」！
演藝人指參演綜藝節目壓力比較小，就算節目裏有「競
賽」及遊戲環節，輸贏都能以平常心待之，志在大夥兒
「柴娃娃」輕鬆一下，但若是參加有競賽必須要分「勝
負」的綜藝節目，就另當別論︰「參演者不論是來自哪個
才藝領域，必須具備不急不躁的心態去面對種種出格的言
行。話雖老土，道理卻永恒存在，況且樹林大了自然什麼
『鳥』都有，所以經常也要『心放寬』，心若計較處處都
是怨言，內心滿載不必要的壓力，這會使人生病的。演藝
人這條路從來就不易走，誰亦免不了走過斜坡彎路，什麼
事情都需要一個過程，不要讓淚水多過歡笑；況且在江湖
闖蕩久了，閱人閱事無數，到了某個境界，自有種豁然開
朗的感覺，如此才可以用平常心看待來時路，也是笑看風
雲際遇的重要因素。」
尤其在娛圈一句「業務為重」，台前幕後那種「身不由
己」的情況還見得少嗎？哪個不是老闆眼中要賺到錢的工
具人，生活向來就是如此現實，大家都懂。
有娛圈中人表示以韓國演藝界來說，他們對演藝人的階

級觀念甚重，位置是影星、電視藝人、歌手和主持人，然
後才是偶像及諧星等。演藝人被此觀念和聲譽束縛住，猶
如關在籠子裏的鳥，難以掙脫這道枷鎖。如着重這樣的階
級觀念，想起就覺得「累」！這不是製造了人與人之間的
矛盾嗎？不過各國各地區的民族文化不同，似乎難言對
錯，然而大部分世人都認同「彼此尊重」是核心的價值
觀，乃待人處世之道。

走過的斜坡彎路
周日是父親節，雖然前不

久在上海與父親匆匆一見，
但還是非常掛念他。常看我
文章的朋友，一定也熟悉父

親對我的藝術道路影響深遠。他從我小時
候，就把我引入藝術之門，也為我規劃未
來，希望我出國學習，拓寬眼界，學成再
回鄉報效祖國。孩子小的時候，父母親對
孩子的期望，希望他未來走什麼樣的人生
道路，如果多和孩子交流的話，就一定會
留下希望的種子。所以父親在我的心裏，
一直就像一棵大樹，總是高大挺拔、為我
遮風擋雨，又默默地把父愛的種子播撒在
我心中。
我至今一直精心保存着父親送給我的一

把小提琴，這也是我開始音樂生涯的第一
把琴，雖然我現在比較少演奏它。當年這
把琴對於我們的家庭來說，其實是一個很
大的負擔。因為我們的生活條件都不是那
麼富裕，但是我父母親為了支持我學琴，
他們就省吃儉用，幫我買了這把琴。我也
把琴帶到美國學習，開始了我的藝術生
涯，我一直把它保存到現在，雖然琴的聲
音不可以和我現在的其他琴相比，但是對
我來說，意義非常深刻，所以我還是很珍
惜我的第一把小提琴。
其實我們一路走來的成長，還是需要很

多人幫助我們，最先的就是父母親，還有
很多熱心的朋友。我的音樂之路並非一帆風

順，而是充滿坎坷，靠我自己和關心幫助我
的人，才能克服不同階段的困難，成就到
現在的我，所以我覺得每個人，在人生當中
都要有一個感恩的心情。我去美國的時候，
身上只有45塊美元，但即使是這些錢也是
父母傾囊相授，後來我通過努力，再得到熱
心人士相助。所以如果沒有父母親的無私奉
獻，沒有贊助人能夠熱忱相助，我也不可能
有今天。所以我對父母，對所有教過我的老
師，對幫助我的任何一個人，都非常感恩。
在我看來，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是需

要很多人來幫助，才會獲得成功。我自己的
經歷，常常告誡自己，對於他人要設身處
地、換位思考，因此近年來，我也特別關心
基層家庭的孩子，希望通過公益的音樂教
育，提供演出舞台，點亮他們的人生。香港
歌曲《高山低谷》中唱到：「你快樂過生
活、我拚命去生存，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
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誰怕氣
喘，但那終點掛在那天邊。」這幾句真的非
常好地唱出了基層的困苦和辛酸，也寫出了
一個人在困境之中是多麼希望得到幫助，渴
望獲得成全。所以我堅持多年音樂能量計
劃，就是要通過音樂把愛傳承傳遞下去，讓
更多孩子的人生能夠從心底留下愛的種子、
希望的種子。
一個人只有享受到愛的力量，才會懂得去

愛，懂得去傳遞愛，這也是第一把小提琴帶
給我人生永遠向上的力量。

第一把小提琴

與港台節目「新
紫荊廣場」主持楊
子矜茶聚還是第一

次，過往我們共聚多數是在她
和丈夫，我的醫生老友朱偉星
家中，他們家溫馨自在有品
味，且兩人很懂得吃，又有年
輕廚神阿正坐鎮，所以每次相
聚都是吃得好談得歡。
今番茶敘兩個女子則另有風
味，什麼也聊，甚是開心！我
們聊到最近亮相教人驚喜的樊
亦敏（Amy），楊子矜腦袋一
轉，希望我代約訪問，我也二
話不說立即出動，Amy也爽快
答允，夾到期便可以。想不到
她那麼爽快，相隔一天她便夾
好時間來和楊子矜做訪問，訪
問中她無所不談，由她最近參
演為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的劇
集《獅子山下的故事》，在佛
山拍了3個月；再之前她為了身
體健康用了一年時間減了 40
磅；又談到她開心能參演
《愛．回家之開心速
遞》，劇中的三太成了觀
眾喜歡的角色之一；還被
問及當年大量脫髮被迫躲
在家中而惹出被「包」傳
聞，她坦言本身的體質多
問題，炎症很嚴重，不能
飲奶、不能吃杏仁、不能
沾酒，她一直很謹慎、認
真、處理自己的身體，她
說必須令自己身體健康，

心境開朗，生活才會有意義！
做人才會快樂！她是個充滿正
能量的女生！
而跟她做訪問的楊子矜同樣

是位充滿正能量的靚靚主持，
二人在節目中用流利的普通話
交談，相信觀眾一定聽得很開
心、很爽！
二人訪問後加上我一行3人去

午餐，又暢談一番，她們在疫
情中各有遭遇，楊子矜因未驗
出「假陽性」之前，而初步確
診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隔離
14日，隔離中她仍忙着做電台
節目，又自製美食，同時每天
得到朋友不斷送來美食。而返
內地拍劇先隔離的樊亦敏，住
酒店也住得很開心，天天為房
間打扮，為自己打扮，一點鬱
悶的感覺也沒有！兩人還把隔
離時拍的照片交換看，藉一個
訪問成了投契的朋友，且相約
再共聚！

一見如故

最近，內地網絡上受到最多關注
的，莫過於一個叫董宇輝的年輕人，
以及以他為代表的新東方直播間。

看慣了視頻直播間裏的聲嘶力竭、扮醜做怪，
以及故作高深和譁眾取寵，從最成功的英語教培
企業新東方，轉型直播帶貨的「東方甄選」，宛
若素面朝天的清風，質樸平和，又情真意切。以
董宇輝為代表的一群直播，把昔日在英語培訓課
堂上才有的揮灑自如，搬進了直播間。隨口便是
一篇流水潺潺的散文，詩詞歌賦信手拈來，中英
文隨意切換，古今中外侃侃而談，豐富的文化氣
息，溫暖的人文關懷，廣袤的人生格局，不浮
誇，不說教，真摯恬淡，征服了無數守在手機屏
幕前的網友。一場直播幾十萬人在線，一天銷售
額千萬，一周漲粉千萬，連帶着數倍增長的股
價，也讓很多胸有點墨的人，似乎看到了直播帶
貨的更多可能，也隱隱地覺得可能有一種新的商
業模式，正在被重新塑造。
新東方的直播間裏究竟在賣什麼？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看看正在邁向全民的短

視頻時代，只要打開手機上的短視頻平台，無論

什麼行業，也不管是哪個職業，通過直播或是短
視頻方式，揭秘行業，展示自己，已是最普通不
過的行為。運氣好又暗合了某一項說不清又道不
明的規律，被人氣和流量同時選中，一夕間形成
的現象級傳播，足以使一個平平無奇的素人，成
為萬千矚目的視頻紅人。然後，抓住熱度，直播
賣貨，收穫財富。帶貨翻車，人氣暴跌，無人問
津……一條完整清晰的鏈條，已成為大部分迅速
爆紅又迅速過氣網絡紅人的軌跡。
於是便有了這樣一句話，流量的結果是網紅，

網紅的目的是變現；宇宙的盡頭是直播，直播的
盡頭是賣貨。全社會容貌焦慮，各類面容姣好的
人，靠一張受關注的臉，便能將點擊率轉換成
財富。譬如荃灣豬肉檔的爆紅的阿威，已經接
了好幾個廣告了。全社會身材焦慮，劉畊宏直
播間的健身操風靡神州。全社會情緒焦慮，清
風明月一樣的讀書人，侃侃而談，微言大意，散
散淡淡之間療癒情緒，順道賣貨賺個盆滿缽滿也
天經地義。
情懷是一剎那的觸動，生活卻是一整齣的話

劇。姜文在《讓子彈飛》裏說︰「站着就把錢掙

了。」引起無數人的共鳴。既然物質消費與精神
消費的邊界正在大面積模糊，那麼一群詩書滿腹
的人，用生平所學所悟，撫慰為生活奔波勞碌者
的鄉愁和疲憊，用輕鬆有趣靈活鮮活的方式，點
燃熱愛生活嚮往星辰大海者的激情。誠如醫生施
展精湛醫術仁心度人，工程師潛心路橋造福眾
人，農民春種秋收辛勞耕作養活世人，在自己選
擇的擅長的領域內，深耕細作，精益求精，無須
委曲求全，人格受辱，就能過上體面尊嚴的生
活，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共識和努力方向。
當然，新東方直播間的熱度必定會從高位跌

落，但不會門前冷落。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桃
李栽種的位置既然人盡皆知，一時圖新鮮看熱鬧
的人悉數散去，真正喜歡和受用的人，自然會長
久駐守。倘若直播間裏售賣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
質量一直保持水準，這股清泉就不會枯竭。
在一個訪談節目裏，許知遠問新東方的創始人

俞敏洪，你的老師許淵沖把英文當做連接東西方
文明的橋樑，那你認為英語是什麼？俞敏洪的回
答坦誠如水：就是賺錢的工具。
我想，這應該就是最好的答案。

新東方在直播間裏賣什麼？

集市上叫賣的桑葚（又稱桑椹），
都是那種豌豆大的，還有成人小手指
粗四五厘米長的，濃濃的紫黑色，看
上去泛着油光、肥潤鮮亮，吃到嘴裏
也確實肉厚多汁。那種桑葚成熟早，
入口即能感到表層的甜。應該是大棚

裏的，可能噴過糖水。我多次懷疑。
三四年前吧，父親去山上幫忙嫁接桑葚，我
也隨着去了趟。小叔的院落前後，有些不大的
野桑樹。父親帶着手剪、劈刀和塑料膜，一枝
枝一棵棵嫁接。閒着沒事，我也幫忙嫁接了兩
棵。野桑葚長在亂石堆中，艱難地活着。能否
嫁接活無須議論，啥時候結果是個問題。山高
水少，夏旱冬寒，就算能僥倖一直活着，長勢
也不可能多好，比山下地裏那些，長慢一半都
是快的。
山太高，位置也太偏，我去的次數少。偶爾
提到桑葚，頂多問上一兩句，從沒去摘過。有
時是桑葚熟時我忘了，有時是沒空，有時是怕
熱怕累不想去。徒步上山，需要足夠的勇氣。
天熱，沿着盤山路，爬上半個小時，又累又喘
又渴。即便空氣清新，即便景色怡人，也難。
前些天，突然想到桑葚，我就給小叔打了個
電話。他說桑葚還不熟。可能是長期忙工作太
過疲累，總想抽空去山上逛逛。站在山頂，登
高望遠，藍天白雲，起伏的眾多山峰山頭，藍
白綠渾然一體，十分純粹。附近的村莊，皆在
腳下。低頭俯視，瓦房、小樓、宅院、梯田，
又是另一番景象。山，是大地的脊樑，是大地
的筋骨，是大地的乳房，聚攏着堅毅，支撐着
田地，哺育着草木生靈。野桑葚是長在山頂
的，汲取了山的堅韌，頑強長大，開花結果。
縱使沒人關注，它也毫不懈怠，兀自生長。它
的果實，從來都不是討好人的，只是繁衍生
息、開枝散葉的。蜜蜂採蜜，鳥兒啄食，風吹
雨沖，客觀幫助了它，讓其後代走得更遠，得
以迅速蔓延至一處處山嶺溝谷。
連續忙了十多天，得以休息半天。回到老

家，跟父親商量去小叔的山上摘桑葚。他略猶
豫，還是決定陪我去。父親知道，我摘桑葚，
多半是給兩孩子吃的。他若不去，我只能把車
放到山下的大路邊，徒步往上爬。那樣上山，
熱、累還慢，是個苦差事。「下午不澆地
了！」父親決定，先去給兩孫子摘桑葚。
遇到難走的山路，摩托三輪比轎車好使。他

載着我一路顛簸，慢慢悠悠上山。母子山，是
小叔墾荒之地。栽種了幾十上百萬棵樹後，他
在荒山上建起房舍，開始護林。小叔上山之
前，山上沒有大路，那條3米多寬的土路是他
花錢僱挖掘機開闢的。
三輪車掛一檔，歪歪斜斜、晃晃悠悠、慢吞
吞上山。被鋪墊了多少回的土路，又坑坑窪窪
了。小叔沒錢硬化路面，時間一長，就用自家
的小型工程車拉來泥沙，邊行駛邊用鐵鍁填
補。路面坑窪稍一嚴重，他就修補一次。就像
山頂的那些樹，旱死一棵就再補栽一棵，如果
不是有他在，別說去山頂摘桑葚，那些野桑葚
能否一年年活下來，都不可知。上山時，山門
處土淺的地方，有些拇指粗的荊棵已枝葉萎
蔫，旱死了。自然條件下，山頂的植物往往就
是這樣不斷更迭的。一棵苗木死了，另一棵苗
木繼續長，另一棵苗木死了，若干年後，再一
棵長起來。山上的草木，不可能一次全死光，
但也無法茂盛。山高缺水，雨是唯一的期盼。
小叔上山後，山下的泉水被抽到山頂，許多樹
木才有了高大粗壯的機會。小叔正綠化荒山，
大旱時，凡夠得到的地方，都會定期澆水。
到小叔家，停車進院。他泡上茶，和我們聊

起來。幾杯茶後，我讓嬸子找了幾個塑料袋，
準備去周圍找找，摘些野桑葚。上山之前，小
叔說山上野桑葚多，摘個兩三千斤不成問題。
山頂大，桑葚多，這個我信。能摘兩三千斤，
必是誇大之詞，我不信。剛到山頂，在路邊看
到一棵手腕粗2米多高的桑葚樹，結滿了紫黑
色的小桑葚。那些桑葚沒花生米大，雖然多，
舉在枝條上，站在樹下卻夠不了多少。忘了拿
袋子，除了能摘一兩把嘗嘗，沒法裝。我們沒
停車，繼續走。
爬上山頂，路兩側，目光所及處，是有些桑
葚樹，但大多沒桑葚了，偶爾有一棵，就算結
得密實，畢竟樹不大，摘不了幾斤。那次在宅
院前後嫁接桑葚樹，還有幾次徒步遊玩，感覺
對山頂並不陌生。的確見過一些小桑葚樹，不知
道是沒注意還是沒遇到，那些棵只拇指粗的桑葚
樹，就算結果，就算果實密密麻麻的，能結多
少呢？一百八十斤或許能摘到，兩三千斤的
量，不可想像。
拿着塑料袋，我們4人一起走出院落，往屋
後的小嶺處趕。小叔說那兒的桑葚有兩種，嫁
接的大，味道偏酸；野生的小，特甜。個頭有

大小之分，味道有酸甜之別，我都得嘗嘗。亂
石堆中，幾棵碗口粗的桑葚樹一棵棵挺直腰板
站立在那裏，陽光下，像一把把遮陽傘。滿樹
桑葚紅黑相擁，擁擠在枝條上。站在傘下，把
塑料袋挎在手腕處，一手拽着枝條一手採摘。
鮮紅色的，尚未熟透，只摘那種紫黑的。熟透
的桑葚，有些軟，熟過了的，又有點乾。一碰
即落的，是熟過了的，不必撿拾。掉在地上，
豬羊會來尋食。就在不遠處，那群散養在山頂
的豬仔嘴巴觸地，正呼呼隆隆在樹下找。山羊
們也是如此，掉落的桑葚，成了牠們的點心。
樹高，摘些低處的，就得換個地方。在小叔指
引下，我們又往東走了10多米，又是一片散生
的桑葚樹。那些樹，完全不是印象中模樣。一
棵棵碗口粗的樹，都三四米高。就算一兩米高
的小樹，也幾乎是棵棵結果，且每枝都密密麻
麻的。那些樹下，全是亂石堆，不具備人工澆
灌的條件。小叔說不止這幾處，山頂上，野桑
葚到處都是。
很納悶，多次上山，以前從未發現過這麼多
桑葚樹。也壓根沒想到這麼旱的天，野桑葚樹
上竟然能掛果這麼多。熟透的桑葚，摘一會兒
就滿手藍紫色，那一片片暈染的藍，像塗了藍
墨水，深深淺淺在手掌中，像透過雲層的天空
背景。抬頭望望天，山頂的天清晰，正是那種
純淨的藍。
累了，悶了，到山頂上吹吹風，親手摘些野
桑葚，嘗嘗大自然的味道，頓覺清爽！不至於
吃太多。桑葚兒小，摘上十幾分鐘半小時的，
幾捧而已。與單純地吃相比，採摘的過程，滿
眼的欣喜，四周的景致，調皮的山風，滋味更
飽滿。

摘野桑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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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矜和樊亦敏講隔離的經歷，還把
在隔離時拍的照片拿出來晒！作者供圖

◆野桑葚樹上掛滿桑子。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