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之耳」去來

失眠救星白噪音
近期因為朋友突然
失眠睡不好，試了很
多方法，例如暖敷肚

子（把血氣導離大腦，往肚子裏
去，也可以令身體適當休息。所以
為何吃飽時會特別疲憊）、檢查頸
骨（要找好的醫師查一查是否移
位）、艾草浸腳（增強全身血氣循
環，入眠也是需要能量的），但也
沒什麼效果。
我說，那試最簡單的，聽白噪音
吧。
記得以前在寧靜的公司環境裏，
聽着電風扇，一不留神便會睡着
了。現在公司都裝靜音冷氣，反而
沒有這個經歷了；回想，其實風扇
的聲浪的確令人放鬆心神。
孩子為何在車上容易睡着？除了
是因為搖晃，也是因為聽着路上的
風聲機器聲，聲波是很影響大腦
的。現在網上隨處可以找到讓人容
易入睡的音樂，例如讓人入睡的白
噪音，可以是黑屏的，讓你開着手
機也不會太光，可以選擇風扇聲、
流水聲、大浪聲、風聲、鋼琴聲等

等。有趣的是下面一定有人留言，
給自己的孩子聽這些，會很快讓其
入睡；就算長大後，孩子很貪玩，
一聽這些音樂，就會冷靜下來。從
小培養一種孩子覺得舒適的聲音，
是十分方便的。
我從孩子小時，已經會放輕音

樂，因為實在太方便了。他睡不
着，便放音樂；他習慣了，那隻
音樂便好用。無論是興奮或生病
時不肯入睡，還是太頑皮時不能
冷靜，一播放音樂便能叫他大腦
冷靜下來。
題外話，YouTube上的白噪音及

放鬆音樂，下面都有不少留言，當
然多說是十分有用，尤其是孩子。
但更多是失眠、抑鬱、躁狂的人分
享，這些音樂如何幫到他們，有更
多是為大家彼此打氣的聲音，看得
人鼓舞兼感動。
簡簡單單的音樂可以有莫大幫

助。其實人的腦電波就是如此容易
受影響，所以，聲音、音樂，以及
互相鼓勵的說話，才能這麼容易入
心入腦。

很多人都說火焰山
熱，我們去參觀羅布泊
更是苦熱，那天陪同的
人說氣溫是55度。

真像去了火星，那是一逕的燥熱
──乾熱，有點透不過氣來，我們
彷彿跋涉在無垠的火山沙漠地帶。
可是，我們委實給眼前的瑰麗奇
景迷惑了，只見一片廣漠土黃色的
泥沙，寸草不生，到處是奇形怪狀
頹土斷牆、土堆、奇石，彷彿置身
宇宙的外星球上。這些景象過去我
們都可以在外星人電影中看到的。
這個奇異的地方，坐落於新疆東
南部，原來是一個湖泊，狀似人
耳，被稱為「地球之耳」，《山海
經》稱作「幼澤」。
羅布泊在漢朝曾是古代樓蘭王國
的所在，人口眾多，商旅絡繹不
絕，有八百年歷史。
原來浩瀚的羅布泊，因塔里木河
改道，在缺水之下族人只好遷出，
留下一個古帝國斑駁零散的遺蹟。
講解員說，這裏曾是中國核試驗
基地研究中心──馬蘭基地，1964
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這裏試爆成
功。從前閱報看到的那一朵沖天而
騰升的蘑菇雲巨焰，就是從這裏升
起的。這一奇景，至今仍然拭抹不
去！
那一頁頁歷史俱往矣！今天我們
耳聞目睹的是另一番景象──一個
不屬於地球虛幻空間的奇特景跡。
我們在赤焰烈日下，興奮不減地
拍了許多照片。
後來我們在這片荒涼的戈壁發現

一座孤立平房，貌似科研重地，入
到裏邊，才知道是提供遊人休憩和
吃飯的餐廳，有冷氣設施的現代飯
堂，我們在這裏吃到一頓很豐盛的
午餐，菜蔬魚肉應有盡有，置身荒
漠中，令人感到意外的驚艷。
看金庸、梁羽生武俠小說，多次
提到新疆北疆天山及天池的幽美風
光。此次，身歷其境，真有置身世
外的感覺：天是蔚藍蔚藍的，倒影
在靜如處子的天池，偶爾幾朵白雲
如綿羊悄悄跫過，如傳真複製一幀
美奐美致的水上畫，定格在寂靜清
澈的水中，如一框無垠的大鏡子，
微波不漾。
我們在天池看到這框詩一樣的圖

畫，真是天上人間，疑幻疑真，我
們彷彿已遠離塵囂，七竅都充彌着
負離子，世俗的雜念，滌蕩一空。
新疆行的日日夜夜，勾起不少令

人縈念的風物。
新疆之大，不光是地域上廣袤無
垠，連食物分量也有點驚人。代表
作除手抓羊肉、全烤羊，還有分量
十足的大盤雞，是用一個大鐵盤盛
着，用整隻斬開的雞塊，加上馬鈴
薯、洋葱、燈籠椒、花椒、辣椒一
起炆煮，滿滿的一盤，足夠四五人
的餸菜分量，大杯酒大盤雞，別有
一番塞外風味。
有一趟與寫《張居正》的傳記作

家熊召政兄五六個文友赴西藏，在
拉薩一間食肆，我瞥到菜牌有大盤
雞，情不自禁叫了，一干人竟吃得
津津有味。
也許是新疆情懷作祟。 （下）

多位從事幕後製作（包括音樂
人）的友人們，情緒高漲地你一言
我一語爭相暢談着他們對TVB跟
內地某電視台聯製的音樂節目《聲

生不息》的感受、觀點及意見，雖然筆者「嫌
棄」他們七嘴八舌的聲浪覺得「吵耳」，不過卻
開心分享着他們的爽朗笑聲。
友人手舞足蹈地說︰「最初對該音樂節目沒有

抱太大的期待，儘管有林子祥、葉蒨文、李克
勤、李玟及內地的周筆暢、毛不易、李健等實力
唱將坐鎮，但節目開播以來到完結，在現場看到
的是台前幕後他們的努力，很認真。整個節目過
程大家感情很融洽，很好地印證了現實情況︰比
賽只是形式，音樂交流才是真正的目的！誰搭誰
合唱都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咬字標準與否不是重
點，輸贏不重要，好喜歡他們那種和諧氣氛，不
分你我。」
特別是大合唱，歌手們忘情投入，似成班「大
細路」把歌曲的氛圍推向高潮。即使台上唱，台
下跟着唱的一樣亦大呼「好過癮」，而且令人詫
異的是，說普通話的現場觀眾對歌曲的歌詞「好
熟」，香港的電視節目有如此熱鬧氣氛已不多見
了，內地有這樣好的平台給予香港歌手更好地發
揮，加上實力唱將們同台「飆歌」展露歌藝，實
在太令人驚艷了！
另一友人補充道︰「作為一個時代的金曲，往
往是因為歌曲有靈魂，歌詞激勵着是給予人以力
量的存在，前奏音樂響起大家已知道是哪首金
曲，恍如時光隧道的剪影。故此好歌有歷久不衰
的價值，經得起時間洪流。」
而欣賞為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所製作的歌唱

宣傳片段和特輯，「樣辦」模式減少了，更貼近
香港的風土人情，能改變「故步自封」的思維，
凸顯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更好的製作效果。有云︰
「各處鄉村各處例」，多與本地人溝通，了解他
們所需或禁忌，做什麼都會事半功倍啦！

時光隧道的剪影
剛過去的周日晚上，第40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出現
感人一幕。陳木勝導演憑藉遺作
《怒火》獲得最佳導演和最佳電

影兩項大獎。影星劉德華代替陳木勝導演太
太，讀出了她的致謝辭，讓全場動容，「相
信這個獎，圓滿了他（陳木勝）的一生，他
一定會報以微笑，感到十分欣慰……一切盡
在不言中。」
什麼樣的人生是圓滿的一生？在陳木勝導

演的身上，能夠看到的就是他對於電影的熱
愛，殫精竭慮希望為觀眾拍出經典電影。
2019年，他拍攝《怒火》時發現身染重病，
仍堅持完成作品，最終不幸離世。他是為所
愛的電影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遺作
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這就是陳導太太所說
的「圓滿了他的一生」。
月有陰晴圓缺。人生的圓滿，其實並非完

美無缺，而是為心中所愛一往無前，得償心
願。因此為了達成圓滿的一刻，就是要為了
目標和夢想，不斷地積累和努力。最近，我
聽了已故美國籃球明星科比之前參加電視節
目的人生分享，也深有共鳴和啟發。
科比1996年直接從高中進入NBA，並効力
洛杉磯湖人隊20年，被公認是史上最偉大的
籃球運動員之一。2016年由於膝蓋和肩膀傷
患，身體狀態下滑而退役。2020年 1月 26
日，他搭乘的私人直升機失事，不幸遇難。
2018年科比編劇和敘述的動畫短片《親愛

的籃球》，贏得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動
畫短片獎。影片講述了科比對於籃球的熱
愛，始於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他13歲就已經
知道籃球是他一生所愛，為了這個目標和夢
想，他把整個世界作為他的圖書館，不斷地
學習。小時候，很多人的身體素質都比他
好，他所做的就是別人吃飯、休息的時候，

他仍在練習，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放在籃球
上，最終他才能夠一步步脫穎而出。他覺得
在準備的時候，就要盡力做到最好，比賽的
時候才能展現出最好的狀態。每次比賽遇到
挫折，他都會回看比賽錄像，找出哪裏出了
問題、哪裏需要改善，加倍練習做到最好。
在我看來，科比的籃球人生與寓言故事龜

兔賽跑，講的是同一個人生道理。烏龜雖然
天賦不如兔子，但他有長遠堅定的目標，為
了目標，他盡力去做得更好，當準備扎實，
一切就會水到渠成。雖然事情可能不如預
期，但為了圓夢的堅持，即使出現意外，也
會收穫內心的圓滿和充實。
對於我們音樂演奏也是如此，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我們不斷練習，就是為了
享受在舞台上展現最完美的一面。儘管為了
實現目標，要克服各種困難，但「天將降大
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磨練之後才是真正的圓滿。
本月下旬我即將展開個人的內地巡演，疫

情之下，過程也相當曲折。7月26日至31
日，我將先在廣州、長沙、深圳、蘇州4個城
市演出，11月至12月還將在北京、上海等8
個城市演出。這次的內地巡演恰逢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重要時刻，也是我創辦香港弦樂
團近十年來，首次舉辦個人的巡演，因此對
我來說意義重大。制定演出計劃時，原本希
望帶着兩位香港青年藝術家一起到內地巡
演，但由於疫情，只能留待第二階段的巡
演，希望能帶上他們同行。目前我都在非常
刻苦地練習，花費更多的時間去準備，希望
把自己最好的狀態帶給內地觀眾。一路以
來，我都願意接受磨練、敢於挑戰，不論最
終的效果如何，我相信「寶劍鋒從磨礪
出」，我能把喜愛的音樂帶給更多的朋友，
這就是我心中的圓滿。

圓滿

好多好多年沒有去
現場看電影金像獎頒
獎禮，今年是第 40

屆，居然有幸參與，到現場看看！
我是由第1屆金像獎頒獎禮便支
持他們，那些年這頒獎禮是一本電
影雜誌主辦的，那是《電影雙周
刊》，這本周刊是一本私人辦的電
影雜誌，希望大家在看電影看娛樂
雜誌之餘，還看一本特別認真特別
有深度、為讀者剖析香港及世界各
地的電影，和報道電影製作、電影
發展的雜誌。此雜誌出現之後，得
到電影業界的支持，他們都覺得能
夠出現一本這樣的雜誌，是為香港
電影發展有一把更好的聲音。所以
雙方都互相支持、互相幫助。那時
候的電影圈氣氛是很好的。
《電影雙周刊》愈辦愈好，除了
得到愛好電影的年輕讀者的支持，
還得到同業的支持，紛紛為他們撰
寫電影稿件，為他們做明星導演台
前幕後的訪問，更得到電影圈的支
持，彼此互撐，所以40年前他們舉
辦雜誌電影選舉，亦獲得很多電影
公司的支持，辦了一個似模似樣的
電影頒獎禮。在第1屆的電影頒獎
禮，我便有幸參與，親眼見證香港
自己舉辦的頒獎禮選出的第1位影
后的誕生，她便是我們今天熟悉的
惠英紅！
第1屆的電影頒獎禮，是香港電
台和《電影雙周刊》合辦，麗的電
視播映，伍家廉、詹小萍任司儀，
頒發25個獎項，包括最佳男女演員
許冠文、惠英紅，最佳電影《父子
情》，最佳導演方育平（《父子

情》），最佳編劇張堅庭（《胡越
的故事》），以及十大最佳華語電
影、十大最佳外語電影。
就這開始，香港有了一個本土的
電影頒獎禮，到了今天足足40屆
了，在這40年頒獎禮逐步成熟，逐
步受到業內和世界各地電影界的重
視，而本地電影界亦對頒獎禮予以
認同和支持，能在這個頒獎禮中獲
獎，都視作光宗耀祖的頭等驕傲的
大事！
回顧這40年，香港電影從最輝煌

的時代到今日經過黑暴和疫情，重
新啟動舉行線上頒獎禮。可惜因為
在新舊交替的時期，頒獎禮沒有了
過往的璀璨繽紛，沒有巨星雲集，
但卻看到新一代的漸漸成長，也是
一件鼓舞的事！

四十

85歲的謝賢入行70年，終於拿
到了人生第一個金像獎影帝，全
場起立為之鼓掌。很有意思的

是，謝賢、謝霆鋒父子檔聯袂為香港電影寫下
一段新傳奇：父子影帝，一個創下金像獎史上
最高齡影帝獲得者紀錄；一個創下香港首位80
後奪得金像獎影帝殊榮紀錄。
58歲的已故導演陳木勝，在6次提名後，藉
《怒火》獲頒金像獎最佳導演。港產警匪片如
日中天時，評委苛責也罷，機緣不合也行，陳
木勝金像獎5次提名5次惜敗。當他在人生最後
一年，再度用硬橋硬馬的港產打鬥、驚心動魄
的危險爆破，塑造出黑白雙雄剛冷倔傲和愛憎
分明。這一次，金像獎最佳導演的桂冠，不偏
不倚戴在了他的頭上。劉德華代表陳木勝上台
領獎，也代為轉述了陳木勝太太所寫的得獎感
言：「相信呢一個獎圓滿咗佢嘅一生，佢一定
會報以微笑，同埋感到十分欣慰。」
陳太太應深知，丈夫一生拍戲，生前始終未
能拿到最佳導演獎，但願他在天有靈，心底那
一處意難平就此被撫平。
本屆金像獎，令我覺得遺憾的，是許鞍華導

演的《第一爐香》。除了獲得一項最佳原創電
影音樂獎外，再無收穫。作為唯一一位6次奪得
金像獎最佳導演的電影人，可能她內心的淡定
自持，早已平息了外界對她作品的評判。
張愛玲筆下的《第一爐香》，寫得散亂如

珠，讀起來狠準鋒利，要拍成片子，極不易穿珠
成鏈，襯出美人風華絕代。許鞍華用她特有的電
影語言，營造出的亂世氛圍，一開場，便能讓
人情緒熏染暗波流動。跟着鏡頭穿梭其間，字
裏行間的糾結陰冷，瞬間觸發出的具象感知，
接住了撲面而來的哀愁、算計、掙扎、頹喪。坐
在電影院裏的時候，我暗自感嘆，除了個別角
色不夠美艷，有些表演稍顯遲滯，張愛玲若是
在天上看着，應該也會頻頻頷首以示讚許。
獲獎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錦上添花，並不是

努力做事時的本來目的。於每一個創作者而
言，充其量就是一段人生記憶的標註。每到公
布獲獎者那一刻，直播的電視畫面，總會不約
而同把鏡頭聚焦被提名的幾位競爭者，試圖在
獎項揭曉那一刻，從他們的臉上為觀眾捕捉到
想要看到的表情。每每於此，總會忍不住感
嘆，到底都是有演技傍身的人。

安慰失意的人，我們常常會說，過程中體驗
到的酸甜苦辣，遠比結果本身來得更有價值。
祝賀得志的人，我們常常會說，才華支撐起夢
想的樣子，便如眼前看到的這般賞心悅目。輪
到自己內心跌宕起伏時，儒家和道家之間的頻
頻切換，彷彿也是一種自然而然。黃家駒墓碑
前石雕的書頁上，刻了一句他創作的歌詞：生
命不在乎得到什麼，只在乎做過什麼。也是一
樣的意思。
在藝術創作這件事情上，客觀的規律固然需

要被遵循，主觀的想像和純粹的個人化表露，
在靈感偶然激發之下，往往會成就出最動人的
關鍵。文學寫作和電影創作如出一轍。同樣一
個故事，交給不同的人，收到的結果總能出人
意表。譬如一條鱸魚，落在四川人家的桌上，
配上酸湯菜，撒上青花椒粒，酸香開胃，麻味
綿長。落在廣東廚子手裏，起鍋上蒸8分鐘，淋
上熱油爆炒的薑絲葱段，再倒上一匙秘製生
抽，肉滑味鮮，極為配飯。倘若落在我的手
裏，熱鍋冷油，雙面微煎，滾水入煲，奶白奶
白的鱸魚湯，也能將腸胃裏的褶褶皺皺，撫慰
得妥帖知足。

獲獎與否

時常地，有一股若有若無的芳香自
遠處飄來，清新淡雅，柔和的燈光下
彷彿繚繞着一層薄薄的霧，自一本打
開的書卷裏彌散開來，正讀着的一篇
散文，居然每一個字都似含苞欲放的
花骨朵兒，簇擁着，同時綻放。那一
刻，我會掩卷遐思，不禁莞爾——

那，就是我魂牽夢縈的槐園。
槐園坐落於與南園一江之隔的木魚山上。

初次走進槐園，是在一個周末。一個背包、
一本張愛玲的散文、一個特立獨行的我，悄
然潛入這片幽靜的深院。到槐園來，是因為
一個夢，那個夢溫馨而悵然。
在夢裏，我沿着一條青磚鋪成的甬道，兩
旁綠樹掩映，陣陣幽香自遠處飄來，似無聲
的呼喚。
在夢裏，我彷彿是沈園裏漫步的唐琬，期
待與陸游的再次邂逅，又彷彿是易安居士，
在輕吟一闋聲聲慢……槐園冷清，則平添幾
份恬靜。
院子不大，進門就見一個不規則的庭

院，西邊的坡上是茂密的植物，高低錯
落，俯仰生姿，掩映之下，紅色的磚牆隱
約可見。穿過樓下的走廊，可見石階幾
級，拾階而上，又一敞亮的場地，「柳暗
花明又一村」，眼前豁然一亮。場地四面
有樹，是槐樹，三三兩兩疏密有致地立在
場地邊上。北邊是一行法國梧桐樹，修剪
得大團花似的。後面又是一排二層小樓，
白色牆面，灰色瓦片，隱於綠色之中，最
具江南風情的景致就數這裏。小樓東北角
上也是一片槐樹，像是誰下了帖子請了它
們來唱和作詩。走近些，才看見低矮的圍
牆，圍牆外面也是一片槐樹。景色是沒有
界限的，使人在院子裏亦可想見外面的風
景當應如此這般。牆外的槐花也爭艷，探
進來，伸展於我的門前、我的窗前，故意

在我行走文字之時，俏皮地笑，逗引我的
腳步來到她的跟前。我最喜歡在小二樓的
廊簷下漫步，那樣的廊簷絕不是一般的屋
簷，它寬敞整潔。沿着廊簷走來，嗅着槐
花的清香，就到了槐花叢中，花兒們絕不
喧鬧，絕不幽怨，只是淡雅地開着，淺淺
地笑着，像孩子的肌膚般的花瓣，肉肉
的，嫩嫩的，白白的，粉粉的，透着生命
的力，一大串一大串地鋪展開來，像熱情
的手伸過來，攬過來，同時輕輕地對你說
一聲，我來了。
從此，這個園子就成了我的精神家園。
記得那個周末，我在一籠芳香的槐樹下，

靜靜地坐了一天，張愛玲的散文，不知看了
幾篇。我安靜地靠在一棵樹上，雙手抱膝，
久久凝視着一樹潔白，獨自享受着這份久違
的靜謐與安詳。
我極喜歡槐花初開的樣子，極像一個光着
身子的乳嬰，身體粉白嬌氣地彎曲着，頭戴
一頂綠油油的小帽。槐花開得不大，一簇一
簇，乳白中略帶淡綠，在綠葉的呵護中靜靜
地散發着沁人心脾的清香。那纖纖脈管，簇
擁着十餘對稱的嫩綠，一串串的潔白，點綴
其中，似米粒，像瑪瑙，一片繁花，一派生
機，讓人為之感嘆。忽然一陣微風吹過，送
來縷縷清香，沁人心脾，像剛剛開啟的一瓶
陳年老酒，甘醇而馥鬱，清雅而婉約；槐花
淡雅、清新，若農家的妙齡少女，不施粉
黛，卻由裏而外透着芬芳。我分明知道，它
的骨子裏有一種天然的純樸與謙和，有一種
容易親近的自然品性，若世間坦誠的人。我
喜歡與這樣的人對話。那一刻，我覺得遇見
了自己的閨蜜、兒時的夥伴。有什麼話不可
以說呢？尤其是在這樣一個遠離塵囂的安逸
之所。
山野中的槐樹遠不如槐園的槐樹那麼高

貴、矜持，它們因了特別的環境，顯得彬彬

有禮、從容大方。或許就在一場暖風過後，
或是一場細雨降臨，或許就在你無意的瞬
間，槐花開了，碧藍的天空下，和着雲朵，
槐樹開出那麼耀眼的花。開得燦爛而壯麗，
滿枝椏的雪花，滿樹的繁華，摘一串槐花你
看看吧，花瓣是那麼鮮嫩，是那麼嬌弱，一
小朵一小朵兩兩對開着，整齊而精緻，再看
看每一朵花吧，花朵是那麼精巧。小小的四
瓣花中，往往總是兩瓣合攏兩瓣開放，讓你
不由得想起「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詩句。若
有清風輕輕吹起，樹上的槐花紛紛揚揚、飄
飄灑灑，彷彿下了一場槐花雨，潔白了一地
的淒美蒼涼。難怪古人吟道：「若許嬌癡若
許情，融於畫筆染槐林。陣陣幽香陶人醉，
喜作白羽槐花風。」「海邊雨後沐輕風，七
彩夕陽映碧空。槐林綿延極目望，簇簇白花
綽約中。」白居易在《秘省後廳》中寫道：
「槐花雨潤新秋地，桐葉風翻欲夜天。盡日
後廳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
坐在樹下，我突發奇想，有一天，我若執
掌此地，定會修一座真正的園子，為槐樹
們，當然還為香樟樹、黃桷樹們安一個家，
讓它們相親相愛。休閒時光，人們三三兩
兩，樹下漫步，林中嬉戲。因為，在我眼
裏，那一株株樹，就是一首首詩、一幅幅
畫，它們虛實相生、借景隔景、天然合一。
中國詩歌、繪畫的意境借助於語言或線

條、色彩的構成，而在我的園林裏，意境是
由這一株株的樹們構成。亭與閣是不可或缺
的，「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
全。」古式的茶肆、酒樓要點綴其中，為雅
士豪客們準備一個宣洩的場所。園子裏最好
有一藏書閣、幾間琴房。如果可能，我真想
着一襲長裙，焚香沐浴，即興彈撥一曲《醉
花吟》，或是《廣陵散》。群山鬱蒼，群木
薈蔚，空亭翼然，吐納雲氣。石滑閣前雨，
泉香樹杪風，江山無限景，盡此一曲中。

心上槐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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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紅地
氈上，大家睇吓影帝四哥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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