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
初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
宅風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
定悟出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
緣，公開奧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朱溫又名朱全忠，而全忠之名為唐王

朝所賜！但從歷史的史料所看，縱然唐
王朝如何一廂情願希望朱溫能跟上字義
一樣能忠心於社稷，那只是事與願違的
效果！但從唯識潛意識的角度，自古以
來，字義或語貴吉祥是人們改名字的重
要法則之一！
那麼究竟字義與際遇有關聯嗎？雖然

有些人叫吳忠義，就非常忠與義，但又
有人叫王忠義，卻買重保險後殺母！但
據我所悟，字義是非常有用及重要的，
至於為什麼字義與際遇時有反差的情
況？則要視乎字義的五行是否被傷害。
例如吳忠義的姓名五行是丙乙甲，即火
木木，五行產生順生至我，乙木甲木生
丙火，忠義之五行並沒有受傷。故此人
又忠又義，但一轉王姓（辛金），由於
甲乙木會化進化退，即甲會退氣變乙，
乙會進氣變甲，而辛金剋木，所以守義
受損，才致此人不忠又不義！
所以朱全忠的字義一樣，五行運作不

健康，所以出現反差，因「朱」屬癸
水，「全」也是癸水，水性本來就有見
異思遷的特性，加上一個為「真」，兩

個為「爭」，兩個癸水，就由通情達理
變成見異思遷的牆頭草——風吹兩邊
倒，所以癸癸乙的朱全忠就出現反差，
全不忠了！
朱全忠原本是黃巢部將，後見起義軍

大勢已去便舉兵降唐。唐朝廷授朱溫任
節度使、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
副使，賜名全忠，後授為梁王。朱溫擁
兵自重權慾熏心，企圖篡唐以代之。他
先後殺昭宗、立幼主、屠諸王、滅朝
士，摧殘唐王朝的統治。當時，他兵力
強盛，諸如李克用、李茂貞、王建、楊
渥、錢鏐、劉仁恭等皆不能與之抗衡。
唐哀帝困居洛陽，在朱溫掌握之中。
西元907年農曆正月，朱溫強迫哀帝下

詔，定於二月禪位。三月，哀帝正式降
下御札，禪位於朱溫。四月，梁王朱溫
更名朱晃，服袞冕，登上皇帝寶座，史
稱後梁太祖。改元開平，國號大梁，以
汴州為開封府，稱東都。以唐東都洛陽
為西都，廢唐西京長安，改稱大安府，
置佑國軍。將哀帝降為濟陰王，遷於曹
州，派兵防守，次年將哀帝殺死。將樞
密院撤廢，另設崇政院，任命首輔敬翔
為使。
至此，自武德以來經21帝、289年的李

唐王朝為梁王朱溫所亡。
至於當時黃巢之亡皆因黃巢領導的起

義軍長期流動作戰，攻佔過的地方，都

沒留兵防守。幾十萬起義軍佔領長安以
後，四周還是官軍勢力。沒過多久，唐
王朝便調集各路兵馬，把長安圍住。長
安城裏的糧食供應發生了嚴重困難。
黃巢派出大將朱溫在同州（今陝西大

荔）駐守。在起義軍最困難的時候，朱
溫竟投降了唐朝。
三月，唐僖宗任用先前因兵敗逃往韃

靼部落的李克用父子以攻擊黃巢軍。李
克用率沙陀兵5萬討伐起義軍，取得成
效。四月，聯合忠武、河中、義武等軍
擊潰黃巢軍，收復長安。黃巢帶領起義
軍撤退到河南時，又遭到朱溫、李克用
的圍攻。西元884年，黃巢攻打陳州（今
河南淮陽）失利，官軍緊緊追趕。最
後，黃巢在泰山狼虎谷兵敗遇害。
長達10年之久的唐末農民起義沉重地

打擊了唐朝政權，導致統一王朝徹底的
大分裂。黃巢雖沒有滅亡唐朝，但土崩
瓦解的唐王朝已名存實亡。
開平元年（西元907年）四月，梁王朱

溫即帝位，國號大梁，建元開平，是為
梁太祖。大梁的建立，標誌着中國重新
分裂，五代十國的混戰從此開始。
而朱溫的登基時間在公元907年：
丁 朱癸
卯 溫甲 癸水生甲木使乙木化進生丁
乙 乙 火，順生，得以發揮抱負而

甲 登大位！

雪中飛悍刀 仙界影飄飄
瀟灑江湖路 從來一夢遙

整理舊照片，翻到2013年春節期間與
金庸先生的一張合照。久久凝視，思緒
萬千。
一度癡迷武俠作品，但已是二三十年

前的事了。其中，金庸的武俠小說佔有
絕對壟斷地位。有些電影，印象也比較
深刻，如《東方不敗》《青蛇》《臥虎
藏龍》等。這些年，或許是感覺人生處
處是江湖，反而不那麼熱衷江湖故事
了。在香港工作期間，與林青霞、張曼
玉、章子怡等武林花旦都有一面之緣，
周潤發更常見一些，但並沒有把他們視
作武俠童話中的人物，而是尋常生活中
的你我他。
前不久經朋友推薦，網上追了一部38

集武俠劇《雪中悍刀行》，從頭到尾竟
看得津津有味。故事講世家子弟徐鳳
年，原本是一個至情至性的翩翩少年，
歷經磨難最終成長為智勇雙全的諸侯
王。武俠作品之所以好看，從這部劇中
可見一斑：郎才女貌，俠肝義膽，家國
情懷，南疆北國任馳騁，不怕做不到就
怕想不到……
英雄美人，快意恩仇，八個字道盡武

俠的精髓。武俠是成人童話。身懷絕技
的俠士讓人欽羨，仙裾飄飄的美女從來
養眼。山川雪谷，大漠黃沙，無不豪氣
沖天。國仇家恨，兒女情長，最是熱血
澎湃。在武俠世界裏，你會忘卻意識深
處的教條主義重負，忘卻人的能力局
限，忘卻生活中種種不如意，輕輕鬆鬆
地享受，簡簡單單地快樂，奢侈地虛度
時光。
這一切落在影視畫面上，就成為單純

的極致的美，讓你放空腦子，靜靜欣
賞。當你吃着零食，喝着軟飲，看着美

女俊男在無垠時空中穿梭，把自己代入
劇中人物隨心所欲無所不能的生活，上
天入地，懲惡揚善，何其快哉！
當然，也有對武俠作品不以為然的。

台灣文化狂人李敖就很看不上武俠小
說，認為它助長了一種集體的挫敗情
緒，而這種情緒正好從小說中得到手淫
式的發洩，給逃避現實者機會，給弱者
滿足。
這就是李敖的矯情了。子非魚，安知

魚之樂。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並非人
人都是揮斥方遒的大才子。對普羅大眾
來說，閱讀也好，追劇也好，固然要有
意義，更要有意思。而讓身心愉悅，本
身就是意義。縱然一夢，也是真實的安
慰。我們這代人因為特別的成長背景，
或多或少受制於某些說教，凡事喜歡探
究。其實，生活本身是無所謂意義不意
義的。人生的意義，是生活過程賦予
的，是人們用知識和閱歷尋找出來的。
一件事物，你認為它有意義，就有意
義；你認為它沒有意義，就什麼都不
是。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追求，娛
樂至死，殊不知這也是他們的自嘲，而
自嘲往往是有底氣的表現。
大道至簡。記得一位詩人說過：詩的

本質是發現，詩人只需像嬰兒一樣，睜
大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
現世界的新的美。一片風景，一縷清
風，一朵花的綻放，一個少年的笑，美
就是美，何必非要去探究它有什麼價值
和意義呢？
那年春節，在金庸先生的客廳裏，與

心儀已久的大師傾談。先生腿腳不便，
一直坐着，講話不多，默然微笑，慈眉
善目中透出幾分天真，一副歷盡滄海桑
田、看破窮達生死的模樣。想想眼前這
位老人，年近九旬，雲淡風輕，人畜無
害，卻在半個世紀前以曠世才情營造出

浩浩湯湯的武俠江湖，溫暖了多少人的
生活，豐富了多少人的精神，滋養了多
少人的靈魂。
而今，斯人已逝！
碧海青山，野溪荒徑，不過一道風

景；紅男綠女，皓首青絲，都有一段故
事；飛鳥螻蟻，殘葉落英，也是一場輪
迴。人生江湖，風轉水流，天道使然。
喜怒哀樂乃世之常情，收放取捨，全在
心態。金庸先生筆下湧現了多少英雄豪
傑，卻以玩世不恭的韋小寶作為終場人
物，個中深意，惟先生自知。思前想
後，趣成一聯：

進要開心，退要開心，無聊時也要開
心，春夏秋冬都只做開心事；

食有文化，飲有文化，青樓裏還有文
化，吃喝玩樂更能成文化人。

歸隱與出山，守護與殺戮，江湖世
界，大抵如是。一場雪中悍刀行，以
「雪中」之靜美，「悍刀」之快意，終
歸於一個「行」字。行走江湖，人來人
往，都在追尋遠方的故事，而追尋者也
成了別人的故事。
不由想起亞裔美國女作家Axie Oh在

新版暢銷書《落水女孩》中的一句話：
所謂故事，既是從真實世界的逃離，又
是看清世界真相的惟一路徑（Stories
are both an escape from the truths of
the world and the only way to see them
clearly）。從這個意義上講，武俠是真
正的故事，純粹的故事，故事中的故
事。

近日尋書，得謝國楨（1901-1982年）《江
浙訪書記》。他四出訪書，我也四出尋書，真
同志也。他的「訪」，乃訪圖書館也。去過的
地方包括江、浙、四川。所得睹書籍，多為孤
本，很多書名，普通人聽都沒聽過。而他所矚
目的書，當然是古本。他是明清史和目錄學專
家。這部《訪書記》，編者在〈編後記〉說：
「是他生前最後一部著作。」
講起圖書館訪書，我亦「專家」也。素聞上

海圖書館藏量豐富，找一個暑假，專程前往，
先訪華東師大的陳子善教授，得他安排在廉價
旅館居住；跟着帶我往上圖，得開圖書證一
張，於是每日睡醒，吃了點東西，就往圖書館
走。
上圖藏量確豐富。當時也，還沒電腦編目。

我只在卡片上檢看，跟着借出，在館內翻看抄
閱，或向管理員影印，這當然是要付費，如何
付法，價錢如何，忘記了。對書而言，我是不
計腰中錢的。
一日，忽睹有黃仁宇《緬北之戰》一書。當

年的黃仁宇如日中天，著作暢銷，多已出版，

但未聞有《緬北之戰》；其欣喜自是非筆墨所
能形容。那時影印，職員代勞，不容讀者操
作，因舊書怕遭損壞也。不過，影印雖便宜，
但添一項「損耗費」，卻甚為肉痛。告知陳教
授，他大喜。相信即往圖書館借閱。後來台北
的聯經將之重排出版，黃仁宇記者之作遂逃出
生天了。
謝國楨亦曾訪上圖，時間比我早得多。但他

所注目的書，乃古也，如宋《皇朝仕學規範》
四十卷，南宋淳熙刻本，名貴到極。《緬北之
戰》是抗戰時期黃仁宇以《大公報》隨軍記
者，深入緬北地區的採訪作品，實彌足珍貴，
也是黃仁宇未成學者時的著作。
除《緬北之戰》外，我在上圖還看了不少小

報。真是一個收穫甚豐的暑假。此外，在廣州
攻博時，也赴廣州圖書館訪書，得益亦多。圖
書館小姐知我乃由香港來，笑說：「你是第二
人。」誰「第一」？告知乃李谷城也，來翻閱
舊報者。李谷城乃報史專家，多年前已逝去。
哀哉！
《江浙訪書記》有謝國楨女兒謝紀青寫的

《懷念我的父親》，內中所記，甚為感人。住
院期間，北師大教授蕭璋往探視。謝國楨病中
仍看書不輟。蕭勸「注意休息」。謝說：「戰
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座。」並說，這是他
老師梁任公的遺訓，「師訓不可違，我雖然病
了，但是我還活着，怎能不讀書呢？」
此語甚壯烈。其實不死於「講座」，便死於

「訪書」。這是真正的學者本色，書癡本能。
記憶中，很多年前，我曾買了部《瓜蒂庵隨

筆》（大略）一書，喜甚。「瓜蒂庵」是他書
齋名，並雕了一印，很多藏書都蓋上。謝紀青
說，印是金石家錢君匋所刻。他以之來形容買
書：「善本書籍、佳槧名抄，我自然是買不起
的。只能拾些人棄我取、零篇斷羽的東西。好
比買瓜，人們得到的都是些甘瓜珍品，我不過
是檢些瓜蒂而已。」
其語雖謙，卻含深意。噫！如謝國楨這類學

者，於今已難尋矣。

1960年，由新馬仔、鄧寄塵主演嘅《因禍
得福》，當中有首插曲，歌詞相當鬼馬：
嘩，滑脫脫似豬膏咁滑；牛油忌廉冇咁滑。
撩人面珠痛錫一啖；嘩，味香滑如食新鮮蛋
撻。

人稱配音天王嘅譚炳文喺1973年唱咗一首
好受歡迎嘅《牛油蛋撻》，部分歌詞如下：
滑滑嘟嘟，似豬糕咁滑；牛油蛋撻都無咁
滑。
佢嘅迷人面珠，我想錫一啖；
味香滑甜似新鮮蛋撻。
後來呢首《牛油蛋撻》亦都成為咗有「廟

街王子」之稱嘅尹光其中一首招牌名曲；不
過，佢嗰條MV（音樂視頻）上字幕嗰陣就
用咗「滑滑劣劣」而唔係「滑滑嘟嘟」。
無可否認，《牛油蛋撻》無論係曲同詞喺

好大程度上都係「參考」新馬仔嗰隻插曲。
不過有部分用詞有唔同嘅寫法，例如：前者
用「豬膏」，後兩者用「豬糕」。新馬仔用
「滑脫脫」，口語讀「滑脫3-1脫3-1」；譚
炳文用「滑滑嘟嘟」，口語讀「滑滑劣3-1/
劣3-1」，尹光用「滑滑劣劣」，口語都係讀
「滑滑劣3-1/劣3-1」。
用肥豬肉嚟炸油，油凝固後呈膏狀，叫做

「豬膏」，「豬糕」係誤寫。書面語嘅「嘟
嘟」，口語讀「奪3-1奪 3-1」，唔可以讀
「劣3-1/劣3-1」；仲有，只有「胖嘟嘟」，
即係廣東人嘅「肥嘟嘟」（肥奪 3-1 奪
3-1），係冇「滑嘟嘟」（滑奪3-1奪3-1）
嘅。書面語係從來都唔會用「脫脫」、「劣
劣」嚟形容光滑，所以「滑脫脫」、「滑劣
劣/滑滑劣劣」係唔存在嘅。
近年有唔少所謂粵語專家話「滑捋捋」先

至係「滑劣劣」、「滑嘟嘟」嘅正寫。其實
呢個講法一啲理據都冇，只不過係用咗
「捋」呢個音咁上下嘅冷僻字啫。「捋」，
讀「劣」，有兩個意思：一個解做「掹」、
拔除，例如：「捋虎鬚」；正所謂老虎鬚你
都夠膽掹，你都好冒險啫，「捋虎鬚」比喻
冒犯厲害嘅人，同「太歲頭上動土」、「老
虎頭上釘蝨乸」意思差唔多。另一個解做用
手指順着抹過去，例如：「捋頭髮」、「捋
鬍鬚」，使到頭髮或者鬍鬚平順光溜。可能
有人睇到有個「滑溜」個「溜」字，於是就
將「滑捋捋」引申到「滑溜」。
其實如果都識得講「滑溜」，點解唔諗下

正寫會係「滑溜溜」呢？翻查字典，「順順
溜溜」形容順利不受阻撓，「烏溜溜」形容
非常黑，所以「滑溜溜」應該可以睇做非常
之滑溜。通過音變，「溜」讀作「劣3-1」；
再通過音變，「劣3-1」讀作「脫3-1」。
由於書面語會用「滑碌碌」嚟表示光滑順

暢，同時通過音變，「碌」讀作「劣3-1」，
所以「滑碌碌」亦都可以睇做正寫。話雖如
此，大家喺溝通上最好都係用返「滑劣
劣」，而冇需要用同音但係冷僻嘅「滑捋
捋」。正所謂要借字都要借個冇咁深嘅字
喇！

◆黃仲鳴

學者本色

滑劣劣﹑滑脫脫﹑滑嘟嘟﹑滑捋
捋﹑滑溜溜﹑滑碌碌﹔邊個至滑﹖

見異思遷的朱溫

◆木 木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王正亮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雪中悍刀行
◆2013年春節攝於金庸先生香港住
處。 作者供圖

◆封面設計，清雅得很。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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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犁
◆張武昌

農忙時分，犁、耙是父親的專用工
具，很少看他使用轆軸，村裏人尊稱父
親為「犁田師傅」。早上起來，父親趁
太陽還沒有爬出山頭，便把牛趕出欄，
手牽着牛，肩扛着犁或耙，朝着農田方
向走。農村的犁是用兩支彎曲的硬木，
在其中一根的端部裝上尖利厚重的金屬
犁頭與犁壁；剮一根端部裝上鐵鈎，方
便掛上牽引它的動力。父親的犁是用在
五金舖裏買回來的犁頭、犁壁和螺絲鐵
條，再加兩個可以轉動的螺母，然後請
村裏的一位木匠師傅加工製作而成的。
犁本身是一種耕作用的農具，它的主

要用途是把土塊翻轉，犁出槽溝，並且
可以使土壤覆蓋住雜草及殘留的作物，
達到鬆土，並讓雜草腐爛、自行分解的
目的，從而為播種作好準備。犁將較深
層的土翻轉過來，犁好的田待春耕時再
用耙打散成鬆土，以及使土壤分布均
勻，然後再種上農作物。在耙的過程
中，施加農家肥，以增加土地的養料，
給植物生長提供足夠的營養。
秋收結束後，農民除了整理收藏豐收

的成果外，還會在嚴寒的冬天來臨前把

稻田的泥土用犁翻過來，讓冰雪把藏在
泥土裏的害蟲凍死。
寒風掠過，黃葉飄飛，留下一絲寒

涼，田野並沒有完全沉寂，父親總是事
事做在前頭。父親的肩膀是厚實的，他
右肩扛着犁，左手牽着牛繩，輕輕鬆鬆
地走在鄉間的小路上。到了目的地，讓
牛停下，先將彎彎的牛軛套在牛頸上，
繫好用棕絲做的繩子，架好犁，扣好拉
繩。左手拿竹枝與牽牛繩，右手握好犁
把柄，一聲吆喝，牛便開始拖着犁慢慢
往前走，土壤在犁下翻轉，犁在父親的
手上運轉自如。犁田其實是有技巧的，
特別講究用心，不僅要手有力氣，扶犁
要穩；還要眼看前方，不留遺漏；同時
犁頭入地的高與低亦非常重要，犁頭高
了，未能把中、深層的土壤翻過來，犁
頭壓低了，牛拉起來很吃力。因此在農
村，並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會犁田的。
入春了，農村還沉浸在節日歡愉的氛

圍之中。一片片綠油油的蔬菜成了鄉村
亮麗的一道風景線。一場場春雨，澆灌
着鄉村農田，黃黃的田埂也逐漸多了些
翠綠的點綴。耕牛最饞的就是這些鮮嫩

的綠，村民一早就把牠放在此地，讓牠
自由自在地享受美餐。
春耕時間到了，小鳥展開歌喉，辛勤

的農人又要開始忙碌的清耕了。從雨水
開始到清明前後，都是犁田的黃金季
節。因為這個時候的雨水較多，農民只
要把水田的出水口塞好堵實，就可以在
較短的時間裏，蓄到足夠的水，將乾硬
的泥土浸泡鬆化，用腳踩下去感覺軟滑
時，就可以開犁了。
父親揚起竹枝，耕牛拖着犁默默耕耘

在這一片肥沃的田野上。相較夏耕秋
收，往往春耕的時候，父親不緊不慢，
彷彿關於農事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傍晚，夜幕開始慢慢降臨，父親把沾滿
泥土的犁，扛到小溪裏仔細清洗乾淨，
把犁頭、犁壁擦得鋥鋥發亮。牛也會趁
機喝水，補充水分。看到了犁，想起父
親農耕的生活，他耕了大半輩子的田，
用勤勞的雙手，耕種着鄉野的四季，年
復一年，把他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這一
片土地。他手握着犁和他的「老搭
檔」，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犁開
堅硬的土壤，犁出一個個明媚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