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與雀斑女
終於看了《龍與雀
斑公主》這套細田守
的動畫，故事講述

因為喪母失去歌唱能力的女主角內
藤鈴（小鈴）踏入虛擬世界「U」
而成為知名女歌手，遇見受網民高
度關注的龍後，展開兩個世界之間
的冒險旅程。導演的靈感來自看
着自己的女兒接觸網絡世界後，觸
發他作為家長的反思及擔憂。
坦白說，故事並不吸引，也屬

很多日劇所談過的網絡暴力、媒
體誤導、社交媒體文化的問題，
而影像更過於參照《美女與野
獸》，所以也不會太推介。不過
說到作為家長的擔憂，有些地方
還是頗有共鳴。
孩子在網絡世界更易吐心事，
這是這個世代普遍的問題，家長
看着孩子靠攏傾向於社交媒體，
的確要想對策。
關於孩子的青春期，我們未有
太多經驗，當然也是嚴陣以待。

孩子現在未上中學，我們還是盡
量減少他涉足網絡世界。看影片
是避免不了，但社交媒體還是不
准他用，手提電話也未購買。不
過隨着他多了自己出入的機會，
還是想給他容易聯絡的工具。於
是，經過四處打聽，我們決定買
簡單的手錶電話給他。
現在有小童或老人手錶手機，

功能只限電話、視像電話、短
訊、定位及監控，也可以遙距控
制手機，不讓孩子在指定時間使
用（例如上課期間）。我們孩子
沒擁有過手提電話，怕一給他便
馬上着迷，在街上走會更不專
心，但又想給他通訊工具，於是
這隻「低限功能」的手錶就恰到
好處了。
另外，這隻手錶大部分功能要

靠綁定/連結手機而設定，就算入
電話到通訊錄也要在連結的手機
App進行。家長的控制權很大。希
望孩子會受得了！哈！

殘雪，1989 年來
過香港，是與莫
言、余華、張煒等
到外國訪問返國途

經香港的。
這些人中，殘雪是難得一見
的，她出國的機會沒有前面幾個
人多。
我讀過她的作品，覺得頗有點

異類，起碼在表現手法上，與其
他人迥然不同，前者坐定是寫實
路線，她卻從虛處去取材，所以
拔眾。
施叔青說，某年秋天，她「和

北京作家們初試獨一居的山東蓬
萊廚藝，吃了一種叫不出名的魚，
吐出來的骨頭是綠色的，史鐵生
和我合稱牠為『殘雪魚』。」
這句話雖不是揄揚也不是貶
抑，更不是褒貶，意喻這種魚，
難以形繪，因說不出名堂，便與
殘雪扯在一起──外人對她的觀
感反正都有點玄。
那一趟，我特別約了殘雪，想

與她作一次對話。
這次對談，與其他作家的對
談，大相逕庭。
殘雪對問題的回答很是簡單，
──很多時只是答「是與否」、
「好與不好」、「對與不對」，
她不想加以引申，她的對手不免
感到棘手。
不知她是否有意作勢還是無心
插柳，除簡答之外，就是笑──
大笑，朗朗地笑，弄得你上不着
天，下不着地，當你發窘，她便

開心地大笑。
下面是開始的一段話，可見其

餘──
□：我先從你那個童年講起好

不好？你是在湖南出生的嗎？
■：對，長沙。
□：那麼出生的那個年代大概

是什麼時候？
■：1953年。
□：家裏父母是做什麼的？
■：父親原本是《湖南日報》

的總編，母親也在《湖南日報》
工作。
□：你受到父母的熏陶，小時

候你一般看什麼書？
■：我懂事的時候他們已被打

成右派了，哈哈。
□：是什麼右派？
■：就是右派。哈哈。
□：是因為寫文章還是報紙有

問題？
■：因為他主辦《湖南日報》

吧，他的問題囉，哈哈。
□：那結果怎麼樣？你父親離

開了後怎麼了？
■：嗯……我懂事的時候他們

就已經勞改了。哈哈。
□：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父親是在湖南師範學院

的勞動教養，母親是在一個鄉
下。
□：母親也在報館嗎？
■：不是，她原來在報館，後

來1957年以後就在一個鄉下搞勞
動。哈哈。

（殘雪與「花蹤」，之二）

「潛規則」此詞，通常都是用在形容娛
樂圈的道德問題上，女的能在圈中名利雙
收的，多被指是靠和別人睡，或靠被人包
養而「資源十足」等畫上等號；而男的亦

不乏有上述情況。但，事實上在社會裏的各行各業，都
有着它的潛規則，甚至「違法違紀」的事情也多不勝
數，只是演藝人乃群眾最為注視的公眾人物罷了，其它
的要是跟自己無關的，誰會理會！？這些都是社會上普
遍的現象，不能說人家沒正義感啊！那麼，你呢！？
投身娛樂圈當演藝人，大概會較其他行業容易達到名

與利的目標，不過，這跟其他人一樣，賺的也是「血汗
錢」，演藝人當中不少是原生家庭貧窮，令人看得滿眼
心酸，儘管貧窮的原因各異，然而這些原因都是推着他
們不得不竭盡全力向前跑，如果際遇好的就會「脫
貧」，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狀況，所以譏笑別人「道
德價值觀」的同時，也許會知道自己在際遇上是較幸運
的一群而已！
演藝人行列裏，有人被稱為「二打六」的「綠葉演
員」，學歷並不比大學生低兼且學識淵博，身懷才藝。
演戲是他們喜愛的工作，這份工作似有着某種魔力，正
如喜歡喝酒的，聞到酒香就不怕巷子深了；大家不是都
認同「百花雖好亦要綠葉扶持」嗎？只要劇本寫得好，
本來是客串的角色也能成為「經典」，故此懂得知足的
人，幸福感會比一般人「強」！他們給一個真摯的擁抱
予對方，很能予人力量的。
人不能選擇「生」在怎麼樣的家庭，更不能選擇如何
「死」，但卻能決定自己該如何「活」，所以有演藝人
在自己認為的適當時候，選擇引退，簡單地說就是「為
自己活一回」，重回平平凡凡的生活圈，因為覺得閱歷
雖是生命中必然的一頁樂章，可是前半生總是在「斷捨
離」的路上，身心都累壞了需要休息。職場是個技術
活，娛圈更是個巨大的名利場亦從不等人，願望是美好
的，現實往往是殘酷的，不得不令人使出吃奶的氣力去
掙扎。但，誰又會是那顆藏在貝殼裏的「珍珠」！？

酒香不怕巷子深
最近香港上映一部日本電

影《信用欺詐師 JP：英雄
篇》，這是系列電影《信用
欺詐師JP》的最新一部，這

個系列講述了幾個「俠盜」老千行善懲惡的
故事，之前有一部曾在香港拍攝，因此本地
觀眾並不陌生。
最新這部「英雄篇」探討了一個有趣的

話題——英雄的傳承。劇情講述了被稱作
「英雄」的第三代傳奇欺詐師傳聞離世，過
去曾接受他訓練的主人公達子、小少爺、理
查德3人，前往地中海一決高下，最終又聯
手懲治了假冒新一代英雄名號行騙作惡的欺
詐師。
影片借達子和師父第三代傳奇欺詐師的

對話，點出了對「當世英雄」的看法，達子
的師父並不想把「英雄」名號傳給達子，因
為英雄並不依靠複製傳承，而達子也心有靈
犀、舉重若輕，說出了「英雄其實並不存
在，只是想要努力生活」。影片想點出的就
是，任何時代，英雄的傳承並不是一個假光
環，每個人不能把掩蓋不幸、逃避責任的希
望寄託在「當世英雄」身上，而是應該依靠
自己努力生活、積極向上，為這個時代創造
自己的傳奇。
我覺得電影探討的話題其實也點出了如

何傳承的問題，傳承不是複製英雄。上周我
率領香港弦樂團與150年華誕的招商局集
團推出了「弦音傳承」國慶音樂會，同樣
也是以傳承為主題。我們的初心，也並非
想通過音樂把每個孩子、每個青年都培養
成大師，我們希望通過音樂的正能量，給
予聽者一種眼界和心境，希望他們更加自
信、努力地去生活，希望每一個平凡人都能

做自己的「英雄」。
演出當天，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先生擔任

主禮嘉賓並致辭，他的講話點出了我們的心
意，他說這場音樂會有三重意義：一是跨界
別的傳承和融合；二是跨地域的傳承和融
合；三是跨世代的傳承和融合。他提到，我
帶領香港弦樂團一眾年輕樂手同台演出，又
邀請基層孩子和家庭到場免費觀看，實現了
跨世代傳遞音樂的樂趣。其中一位參與演
出、來自基層家庭的李同學，更是7月底他
陪同特首落區探訪過的孩子。他表示，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正制定全面的《青年發展藍
圖》，他呼籲各界群策群力，為年輕一代提
供更好的教育機會和發展機遇，培育他們成
為德才兼備的「一國兩制」接班人。
那場音樂會的壓軸節目，我與年輕樂
手，以及受益於弦樂團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
的基層樂童，共150多人一起表演了小提
琴，合奏了《獅子山下》、《我的驕傲》兩
首香港名曲。或許從演奏技巧來說，孩子們
還有些許青澀和欠缺，但我真的非常感動和
欣慰，因為這些年我一路看到孩子們的成長
和自信。我明白或許他們還不是社會的「擎
天白玉柱」，但是音樂的能量、我們的關
愛，已經在他們內心播下了自立自強的種
子，他們傳承了努力生活、協作融合的精
神，未來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傳承不是簡單的重複，更不是浮誇的形

式，中國傳統哲學中早有智慧，《莊子．外
物》中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傳承領會的關鍵是核心
精神，而不是虛名空言。從這點來說，音樂
的能量更是如此，激勵人心的力量一切盡在
不言中。

傳承不是複製英雄

好多年前，弟弟
跟着親友返內地，
在其紙製品廠工

作，當時總覺得我們把弟弟送往
內地，有點不安，總覺得虧欠了
他，沒有在香港為他找到一份更
好的工作，令他有點遠去他方的
心酸感覺！
數年之後，弟弟離開親友的工
廠，卻發現他已適應了內地的生
活，留在那裏另找出路。再下來
香港發生「黑暴」，再之後疫症
蔓延，他索性不回來了，也不容
易回來，便在那邊和朋友一起開
了間小店經營，他做港式茶餐
廳，開始的時候做得不錯，可惜
因為合作的朋友要返香港，無奈
之下只好散夥！
儘管如此，弟弟沒有氣餒，他

仍然想再努力，希望能在內地
打出一條比較好的前路。
這陣子他終於回來了，他回

來只是處理一下香港的事情。
兩年沒見反而覺得他變得更精
神爽利。不過才回來幾天，他
卻有新的感受，他告訴我：
「香港很擠迫，回來後要重新
適應。」
在內地生活了這許多年，他
覺得很自在很舒服。沒有做大
生意，也沒掙到大錢，只是平
靜安穩地生活，過的是普通人
的生活，他說：「不是大多數
人都想過這樣的生活嗎？」
愈來愈多人回內地居住，明
星藝人更甚，我認識不少的明
星藝人都買了房子，更有的是
落地生根，我是羨慕不已。月
前跟林峯、吳卓羲吃晚飯，打

從林峯成家立室，之後當上爸
爸，跟他也只是這一次，還是卓
羲約的飯局。
我跟林峯聊起這些年的生活，

聽他說妻女時那快樂的表情，聽
他說在家鄉的生活，他告訴我太
太很喜歡他老家福建廈門，喜歡
那裏的環境和生活，說道如果將
來孩子大了，他倆便在廈門定下
來。她愛他也更愛他的老家！
林峯如今是一切以妻女為重、

以家為重，愛家愛妻女的一個暖
男！
這一頓飯我和他說了不少為人

夫的轉變，也說了不少在內地生
活工作的種種，更教我這個在中
國香港出生、生活的人，巴不得
立馬回鄉裝修我的舊房子，和老
伴回去過日子！

嚮往

鄰居的女老人上個月去世了，享
年88歲。
我還是小孩子，他們已經是一對

老人。男的老人腰身佝僂，骨瘦顴高，眼窩深
邃，眉毛濃黑鬈曲，臉上皺紋密織。不熟悉的
人，猛地被他看上一眼，會覺得瘮得慌。熟悉之
後，恐懼感是消除了，眉弓目深的威嚴，還是讓
人不易親近。他的話不多，常見他戴着橢圓的茶
色石頭眼鏡，蹲在門口發呆，指間夾着的煙，忽
明忽暗。我在鄉間聽到的古老傳說，有不少是從
他的口中獲得的。有個很難寫的字，Biang，對
應了一串順口溜，便是他教的。一點冒了尖，黃
河兩頭彎；八字大張口，言字往裏走；你一扭我
一扭，左一長右一長，中間加個馬大王；月子做
旁，心字做底，勾個勾搭掛麻糖，推個車子逛咸
陽。這個字和順口溜像是一個暗號，背井離鄉，
偶然遇到能寫會背的人，相視一笑，有一種濃重
的情愫跟着隱隱升起。年紀漸大，這種情感會跟
着加深加重。全然不似前些年，總愛用《長恨
歌》來跟人對暗號。清麗婉轉的詞句，跌宕起伏
的衷腸，纏綿悱惻的哀怨，有一味掩飾不住的炫

技感，直白地浮在上頭。
還有一個鳳鳴岐山的古老故事也是聽他講的。
說周文王還是西伯侯的時候，找了全國最有名

的兩個風水先生，給他尋找最合適的陵地。兩個
先生同一天出門，一個朝東，一個朝西，整整一
年後，兩個人不約而同在一天之內趕了回來。一
個說他找到的地方，舉世無雙，利千秋萬代，他
在那個地方埋了一枚銅錢做標記。一個說他找到
的萬年吉地，可福佑萬世，並在那裏釘了一顆釘
子為記。西伯侯甚是歡喜，便命兩隊人馬跟着二
位先生分頭去踏勘。背道而馳的兩隊人，居然在
岐山一處風景異常秀美的山麓，迎頭相遇。更讓
人稱奇的是，兩路人在發掘兩位風水先生留下的
標記時，竟然發現釘子不偏不倚釘在了銅錢的方
孔裏。這簡直是前所未有的吉兆。西伯侯親自趕
赴現場，指揮人動土開工，三丈之下，挖到一大
塊厚實堅硬的石板，工匠小心撬開石板，一隻五
彩鳳凰騰空而起。
鳳鳴岐山乃上上吉兆。由此起，西伯侯全力以

赴，備戰討伐殷紂，才有了周取代商，主宰天下
八百年。

精彩奇異的民間傳說，透過一個年邁老人繪聲
繪色講述出來，偶然落到彼時年幼的耳朵裏，內
心的驚異奇幻可想而知。後來識字多起來了，翻
看「三言二拍」，凝神聽戲曲唱詞，才愈發驚嘆
腳下的黃土着實厚實，過了三千年，口口相傳的
審美和情趣，依附在豐富的民間文學上，生生不
息啟蒙了無窮無盡喜歡讀書的人。
記憶裏，跟女老人沒有說過打招呼以外的

話。我訥言。她一生忙碌，養活大了兩個兒子
四個女兒，湊在眼前的裏孫子外孫子，不下十
幾個，無暇把多餘的目光溫熱，分到不相干的
人身上。眼見她垂在腦後的髮髻，寥落成稀稀
疏疏一團白草。
樹大根深，鳥大離巢。疫前，偶然回家，隔着

窗前淺綠幽深的紗簾，看到身體蜷曲得更厲害的
兩個老人，分坐大門兩側，兩兩相對。風吹蟬
噪，樹葉婆娑，半晌不見他們張口說話。
重陽剛過，寒露日濃，維港兩岸才起秋意，北

望神州，已是秋草淒淒，叮囑加衣保暖之聲四
起。也不知落單的鄰居男老人，在他人生第八十
八個冬天，該如何重新適應一個人的空庭冷寂？

朱雀橋邊夕陽斜

上午的陽光正好，微風不燥，堤岸
上柳絲輕拂，河面微波輕漾，無數的
小太陽在水面上輕舞飛揚。河中一個
個小綠洲橫臥水面，洲上水草豐茂，
綠色橫流，一隻白鷺在蘆葦上搖搖晃
晃扇動翅膀，這情景美得有點迷亂。

「哎，看那邊金燦燦的是什麼？」朋友輕
輕碰我。我恍然扭頭，只見遠處綠洲的邊緣
延伸出一片一片的金黃，彷彿江南的油菜花
田搬到了我們的河上。清波之間，碧綠的小
洲猶如平鋪的裙，而那蜿蜒的金黃則是裙裾
上燦爛的金邊。
是什麼花如此絢爛多姿？懷着好奇的心

情，我們快步前行。走不多遠，發現近處河
邊的水面上一片綠葉鋪展開來，朵朵黃花點
綴其間，這不就是遠處的那個黃嗎？
走下堤壩，來到河邊，細細觀賞這種植

物。它的葉片小巧精緻，卵圓形，直徑四五
厘米左右，葉片油亮濃綠，光滑如絲，厚實
質感，像一片片小小的荷。它們漂浮在水
面，挨挨擠擠，不留一絲縫隙，從河邊一直
蔓延開去。在碧綠的葉片之間，鑽出一根根
細莖，莖上裊裊婷婷地開出了金黃的花朵，
似一個個身着黃綢霓裳的仙女在綠氈上舞
蹈。舞蹈的可不止她，蜜蜂也來湊熱鬧，這
些小精靈嗡嗡嚶嚶，從這朵花飛到那朵花。
陽光下，微風中，這一朵朵金黃又像極了
天上的點點繁星，它們眨巴着眼睛，笑着鬧
着，跟着綠葉的腳步前行着。眼前這一大片
綠葉黃花，清新明麗，不妖不俗，看着看
着，不由心生歡喜。原來，最清新脫俗而又
明媚耀目的色彩是黃綠搭配！遠處的那一
片，花開得更盛，黃花遮住了綠葉，金燦燦
一片，猶如突然打翻了的黃油彩。
這麼漂亮的植物過去怎麼沒見過？我趕緊
掏出手機拍照，查找。
啊！找到了，這叫荇菜，是一種可食的蔬
菜。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就把它搬上
餐桌。我們耳熟能詳的《詩經》開篇《關雎》
就記錄了它：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詩
經》中至少提到過30多種蔬菜，孔子在編訂
《詩經》的時候，卻把荇菜放在了首篇。「在
河之洲」，生長着「參差荇菜」，「淑女」划
船款款而行，荇菜在船的「左右流之」，她靈
巧的雙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
「君子」愛上了她，開始了熱烈的追求，但
「求之不得」。他「寤寐思服」、「輾轉反
側」。於是在淑女採摘荇菜時，「琴瑟友
之」、「鐘鼓樂之」。君子最後有沒有抱得美
人歸，詩句裏沒說，但是那個寬闊的河面，
茂盛的荇菜，採摘荇菜的淑女，熱烈追求愛
情的君子，以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佳
句，伴隨着古人美好的情感和浪漫的追求，流
傳了數千年。美女採摘荇菜當然是用來吃的，
因此，荇菜成了我國第一棵進入文學作品的
菜。荇菜走進《詩經》，散發着濃郁的生活
氣息，瀰漫着浪漫的愛情馨香，搖曳着中國
人對美好生活的期望與祝福。於是，關於荇
菜的詩句就這樣鮮活起來。
唐代詩人王維在「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

葦」的純美風景中安然舒適，流連忘返、樂不
思歸。「釣絲縈藻荇，蓬艇入菰蒲」，離別
蜻蜓浦十載的陸游，泛舟垂釣，絲線纏住了水
藻和荇菜，久遠的回憶驀然閃現，為失去的十
年而惋惜不已。最浪漫溫情的當屬徐志摩的
《再別康橋》。「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
底招搖；在康河的柔波裏，我甘心做一條水
草！」重遊康橋的詩人，面對眼前美景，往
昔的美好湧上心頭，千般惆悵，萬般不捨都融
進了康河裏那些自由生長的青荇。
數千年來，荇菜就這樣從《詩經》裏走出
來，帶着幽幽的香氣，浸潤了一代又一代文
人的情懷，豐富了一朝又一朝尋常百姓的生
活。想來真是慚愧，讀着這些詩句，卻從沒
探究過「荇」為何物，真真枉費了孔子把它
放在《詩經》首篇的心。
荇菜，又叫莕菜、金蓮、驢蹄萊、水荷葉
等。葉柔嫩多汁、營養豐富，食之清香爽口，
是上佳的野菜品種，根莖葉都可食用。《中華
本草》記載了它的功效：「荇菜，甘，無毒，

清熱解毒，利尿消腫。」明代文人陳繼儒在
《巖棲幽事》寫到：「吾鄉荇菜，爛煮之，其
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遂為漁人野夫
所食。」郡志不載的荇菜，對漁人野夫來說卻
是「味如蜜」的「荇酥」。在饑荒年間，人們
爭相去水田撈取荇菜充飢，在周代，祭祀祖宗
的時候，必會用荇菜羹作供品。人們感念荇菜
的給養功德，稱其為「救命菜」。歷史上荇菜
的吃法很多，最常見的吃法便是「荇菜綠豆
粥」。粳米和綠豆下鍋煮至爛熟，放入荇菜
花，少量白糖，再煮幾分鐘即成。此粥清熱解
毒，軟糯香甜，營養豐富，有淡淡的荇菜花
香，是夏季開胃解暑之佳品。另外還有荇菜
湯、涼拌荇菜、荇菜餅等。
雖然荇菜吃法很多，但因為打撈、清洗麻
煩，口感不如其他蔬菜軟糯可口等原因，漸
漸被其他蔬菜所取代。因其葉型獨特，花朵
艷麗，同時又能改善水質，降低水中氮、磷
含量，吸收吸附固定水中的鎘，對保護水
質、維持生態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它
移居公園湖泊水源地，化身湖中衛士、水上
仙子。眼前的荇菜從《詩經》中的菜變成了
花，它樸素而美麗，低微而高潔；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與地球上無數普通的生命一樣，不卑不
亢，兀自開放，暗自歡喜。
荇菜，一般生長於淺水區，歷來以南方為
家。但是，它們是什麼時候來到北方？悄然落
戶山鄉，明艷了我們的眼睛？不但讓我們認識
了美麗的荇菜，更讓我們的河水更潔淨，風景
更宜人。沉思間，聽到一聲感嘆：這裏好美
啊！抬頭看到岸上一對年輕的情侶，親暱依
偎，指指點點，淺笑嫣然。在這美麗的荇菜身
旁，有多少浪漫的愛情故事將繼續演繹。
突然想到家裏的魚缸，兩條金魚每天在寬

闊的魚缸裏寂寞地遊蕩，何不給牠們找個夥
伴？於是動手扯一棵荇菜，它的莖很長，根深
深扎在軟泥裏，用了好大力氣才拽上一棵。我
的魚兒在美麗的荇菜間穿梭的時候，肯定不
知道，它們的祖先，在兩千多年前，也曾在
美味的荇菜中，玩耍嬉戲、繁衍生息。

開在《詩經》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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