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殘雪的突圍

補習新模式
和同學家長交
流補習模式，現
在除了補習社，

還有不少遙距網上補習，有一
對一，亦有小組形式。補習老
師不用出門，也計便宜一點，
家長也可以旁聽上課內容，方
便再輔助孩子。唯一不便是老
師的試卷都要自己列印，家長
也成書僮！
孩子漸長，開始有考試壓
力，不是每一科都可遇上好老
師的。我們本來不想介入，但
由於呈分試，也要幫幫孩子，
否則他日誰怪誰也不知道呢！
數學科和中文科找來不同的網
上補習免費錄影片段，發現的
確比自己教導方便，人家又有
動畫，又有音樂，所以結果也
沒有勉強由自己教導，希望保
持良好親子關係，齊齊坐沙發
一起看，偶爾補充幾句，大家
都開心。
高年級講求操練，叫孩子做
紙本功課，猶如學校家課般難
受，唯有找來網上互動版本，

裏面必數重組句子。不知大家
是否也有這經驗，重組句子要
抄寫一次，孩子都會十分沒耐
性，做得也很慢，於是准許他
們用數字代替，然後家長對答
案時，自己又要根據數字次序
再組一次。網上的「砌圖」版
本，不但讓他們可以自己調
動，早點知道準確答案，增加
信心，又不用抄寫，父母又不
用對答案，實在是恩物。
最後，當然要說說真人補
習。現在好的補習，不是你付
錢就可以去上，有些更要輪
候，真的很瘋狂。我們這類沒
有讓孩子補習，不是從小就當
顧客的，更是插針難入。後來
找了一個網上的，本來有點擔
心成效，但發現現在的孩子已
十分習慣網上教學，且有一好
處是不用出入補習社，省回不
少時間。
記得從前有教育電視，現在
那一套都不行了，取而代之是
這些網上小點子。希望這個分
享對你們也有用吧！

殘雪在創作上
一開始便是特立
獨行的，當她在
中國文壇出現，

已令人一新耳目。
她回憶，有一陣子，內地好
幾個文學刊物的編輯都希望第
一時間拿到她的長篇小說。
有些編輯乾脆住到她家裏，
在客廳打地鋪，監聽別家出版
社打電話，「寫完了，看也沒
看就拿去發表，怕別人捷足先
登。」
殘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完成
的《突圍表演》，曾引起評論
界的熱議。
在《突圍表演》中，「所有
的人都在突圍，包括我自己，
寫這23萬字長篇也是突圍，老
要和銅牆鐵壁較量一下，老突
不出去，每個人都在表演一
番。現在我愈搞愈怪，內心更
走極端，很少有人能進去，愈
抽象，在語言上，愈來愈平
易，我跟那些人說愈來愈明
朗，那是騙他們的。」（施叔
青：《為了報仇寫小說——與
殘雪談寫作》，下同）
殘雪夫子自道：「不過，一

個人性格有很多方面，我是想
與現實作對，回到我原來的樣
子，字裏行間後面，可能就是
兒童的形象，沒有觀念，愈是
恐怖、奇異，愈受吸引。」
殘雪一再申明，她寫小說是
為了「復仇」。

套韓少功的話：「她對整個
人類生存方式感到不合理，到
哪裏都是不合理，並不是只限
於現實社會的不公平。她的憤
怒不同於傷痕文學的憤怒，而
是對整個人類生存方式的憤
怒。」
也許這與殘雪童年不幸的遭

遇有關。
她生長在一個九口之家，母

親文化程度低，脾氣又火爆。
一家九口靠幾十塊人民幣入息
簡直難以過活。
後來因反右運動，父親被定

性為右派，即所謂「《新湖南
日報》反黨集團」，父母分別被
遣送去勞改，他們只能依靠外
祖母。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
殘雪談起她的童年，臉上雖

然還是掛一貫的笑容，內心
都是傷痛和不平的，難免要訴
諸她的筆下。
殘雪自稱：「我寫這種小說

完全是人類的一種計較，非常
念念不忘報仇，精神上的復
仇，特別是開始寫的時候，計
較得特別有味，復仇的情緒特
別厲害，另一方面對人類又特
別感興趣，地獄滾來滾去的興
趣。」
殘雪從文字中的「復仇情
緒」得到心靈的平衡。
殘雪在接受中外傳媒的訪

問時，她都不諱言，她寫作的
動力，是為了「復仇」。

（殘雪與「花蹤」，之七）

聚會上，友人口水花亂噴地講述最近在
紅磡香港體育館欣賞了一場為紀念一代巨
星羅文舉行的《羅文20傳承．全城紀念
演唱會》，指羅文的人和他主唱的歌曲，

既有經典，也有「高光時刻」，絕對具有重溫的價值，
縱使演唱者是眾歌手，有容祖兒、汪明荃、鄭欣宜、泳
兒、草蜢等等，但友人依然使盡渾身解數去撲飛，為的
是要坐近舞台，可以更能欣賞到眾歌手的傾力演唱，是
可以感受及呼吸得到的一場視覺聽覺的盛宴。
友人強調他並非某一位樂壇巨星的粉絲，不過巨星

歌手們有不少的經典歌曲膾炙人口，倒是事實；故此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樂壇有十分輝煌的成績：
「最認同陳潔靈在台上跟一班樂壇新秀演唱羅文的歌
曲時說，新人是需要大家的鼓勵和支持，當年的羅
文、梅艷芳、陳百強、張國榮等等，不就是觀眾和歌
迷給予的機會，加上巨星們、作曲填詞人的努力不
懈，造就他們成為巨星；新人是傳承的繼承者，觀眾
歌迷均是有素質有眼光的伯樂，香港樂壇會再有高光
的時刻，而且歌聲往往總能越過千山萬水，穿過茫茫
人海抵達另一個人的心房，好歌就有這種威力。」
演藝新人指近期香港社會有不少人在談論移民的種種

問題，說人才流失了，然而這又有什麼好害怕的！？當
年香港也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任何行業的人才，
也是需要時間培育出來的，現在的社會情況，難免令人覺
得像「有朝一日你飛黃騰達時，大家都過來巴結你，阿諛
奉承……一旦墜落谷底大家就會紛紛逃散，現實呀！再
講，運氣再好，福氣再多，也不能隨意透支啊！」
不過，有些人是從不覺得要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

於思，毀於隨，懶散……這些道理，還不斷「潑人冷
水」，連自己都被「凍死」，怨不得人囉！

傳承的繼承者們
上周日，香港弦樂團與香港著

名女指揮、演藝學院音樂學院蔡
敏德院長合作，推出了國慶73
周年系列音樂會的第二場「管頌

情弦續愛」。音樂會開始的第一首曲子，選
擇了內地作曲家王西麟的交響組曲《雲南音
詩》中的第四樂章《火把節》。這首作品取
材於中國多元文化中的民族特色，對「白
族」民歌加以改造，富有濃郁的雲南風情，
奔放熱情的律動，讓聽眾彷彿都會情不自禁
地舞蹈起來。如果提到西方的芭蕾就會想到
《天鵝湖》，那這首中國特色的《火把節》
則彷彿讓人看到了翩翩起舞的「火鳳凰」。
鳳凰是中國傳統意象，《淮南子》說「飛龍

生鳳凰」，牠是百鳥之王，五彩羽毛，鳳為雄
性、凰為雌性，鳳凰與龍成為中國文化的象
徵，鳳凰也被看成是火神、「陽之精也」。到
了近代，中國作家郭沫若在詩歌《鳳凰涅槃》
中，把鳳凰和西方傳說中的不死鳥菲尼克斯
（Phoenix）結合起來，指鳳凰浴火重生，生
生不息，比喻不屈不撓、頑強奮鬥的精神。
喜歡《哈利波特》系列的朋友一定記得第二

集《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中，哈利在密室
與年輕伏地魔纏鬥，校長鄧布利多就是派來鳳
凰相助哈利，牠帶來了格蘭芬多的寶劍，並刺
瞎了蛇怪的眼睛。當哈利被蛇怪咬傷時，鳳凰
又用眼淚為哈利解毒續命。因此，火鳳凰已經
成為中西文化融合的一個例證，在鳳凰的身
上，大家看到的是勇氣和信心，看到的是善意
和純潔，看到的是頑強和重生。

最近，香港成功舉辦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
會和金融科技周，200多位金融界巨頭齊聚，
這也是近3年來香港舉辦規模最大的活動。特
首李家超在峰會上致辭，把這次峰會稱為「香
港重返舞台峰會」，他說︰「香港踏上回復正
常的舞台，為與世界通商貿易，重返我們最熟
悉的舞台中央。」他還說︰「『一國兩制』確
保我們與祖國以至全球享有無可比擬的聯繫和
機遇。」「香港總能從危機中復甦過來，而且
發展更勝從前。」這一點，我也深有同感，香
港就像是「火鳳凰」，具有頑強奮鬥的意志，
總能在危機中找到機遇，再出發、開新篇。
鳳凰能夠浴火重生，關鍵還是要向陽展翅。

我們面對當今世界百年一遇的變局，「要跨越
不確定性」，就需要有像紅日一樣的光明願
景，並為之而不懈地努力。因此，上周日的國
慶音樂會，我特意與弦樂團演奏了《紅日永
恒》，這首由香港作曲家陳錦標編曲的作品是
香港首演。樂曲把經典廣東流行歌曲《我的驕
傲》、《紅日》、《愛是永恒》等編曲成了小
提琴獨奏和弦樂團版本。《紅日》中的歌詞中
唱到「像紅日之火，燃點真的我，結伴行，千
山也定能踏過。」生活中，我們需要永遠把
積極生活、創造未來的精神傳遞下去，也更需
要通過音樂把情義和關愛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
落。火鳳凰浴火重生，牠是火的精靈，眾人拾
柴火焰高，你我他的投入都是火之力量的源
泉，希望未來的香港像鳳凰浴火一樣，有源源
不斷的精神火種，管頌情弦續愛，再以五彩和
輝煌驚艷世界！

火鳳凰

做 病 者 的 家
屬，真是要很有
「能力」、「耐

力」、「腳骨力」、「體
力」，相信這是很多人的體
驗！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每
次陪親人到醫院覆診，是要經
過一關又一關的，今次覆診更
艱難，因為疫情自己要求延
期，一延是半年，還好這半年
家人尚好，平安無事。
到覆診當日，平時長期普通
病患都在日間醫療中心見醫
生，這中心有前後門口可通，
坐的士的要在衛理道那邊出
入，誰不知這邊唯一的電梯維
修，親人行動緩慢得很，且又
不願行，醫院準備的幾部輪椅
已被人借去，保安大哥建議我
跑去舊翼借輪椅，本大姐又跑
去那邊大堂借，然後推到日間
醫療中心大門，再把家中大佬
推過去另外一邊的大堂等電
梯。好在醫院安排妥當，坐輪
椅的排一條龍，其他病人分四
五條隊，一部電梯分一部輪
椅，其餘的人跟入，如此類
推，大家都很快上到電梯去各
樓層找所需的服務！
幾番波折終於去到見醫生的
樓層，親友安靜地在人數還未
塞滿的等候區，等候見醫生
了，我們知道醫院冷氣勁，都
穿上大外套，耐心地等候。等
了足足兩個半小時，我們總算
輪到了，年輕醫生一個勁地

問，了解所有狀況之後，一一
解釋給我的親人知，努力地要
他明白自己的基本身體狀況，
而且因為某幾種問題要替他換
藥，又說要安排他檢查心臟，
醫生由早到午餐時間不知查看
了幾多個病人，雙手在電腦鍵
盤飛快地打字，望住他年輕的
側面，我心裏很是感動。當醫
生真是偉大，救死扶傷肩負起
照顧和保護患者的責任，當公
立醫院醫生更不容易。
而我這病人家屬同樣不易，

完成了見醫生的任務，我得拿
藥方趕往藥房登記，又拿
要化驗的東西交到另外一個部
門，因為太多人配藥，而家也
住得較近，在配藥期間先把親
友送回家，稍作安排我又再飛
車返醫院。卻因為心急把手機
遺留在家，今日沒有手機不能
出入各「處所」，折返家取回
手機再返醫院，終於取過醫生
配藥，等取藥的人一大堆一大
堆，每個病者起碼取半年藥，
因為覆診安排在半年後。
病人診金連藥費才幾十元，

香港的醫療費用少，服務是很
到位的了，至於每次覆檢都大
費周章，那是人手不足呀；這
是一直在改善中，只是香港的
人愈來愈多，要改變狀況不是單
一問題呀！但作為市民我是衷心
多謝的，正如我身邊等待取藥
的婆婆說：「這個地方很照顧我
們，我不會想移民啦！」

公院的照顧

細雨生寒未有霜，窗外朴樹半青
黃。雖已立冬，秋日燦黃溫熱有
餘，美麗異木棉如期盛開，不似人

和人之間的往來，稍不留意就淹沒在了瑣碎的可
有可無和無可奈何裏。
常常去士美非路市政大廈街市買菜。有一個檔

口阿婆，我第一次去，就被一臉和樂平靜的她所
吸引，問她貴庚，她笑答91歲。她售賣的蔬菜，
收拾得特別乾淨。韭菜齊整清爽，一絲枯黃的葉
片也無，白菜碼得整整齊齊，朝外的菜根修得圓
滑平整，雪白暄淨，纖塵不染。就連各個菜攤上
都拖泥帶水的粉藕，也被她拾掇得水光溜滑，粉
白可愛。只要去街市，我總會光顧她的攤檔。不
為別的，就為這份自食其力到人生末端了，仍舊
飽滿的熱情。不知不覺，這個習慣保持了五六
年。今年疫情最為嚴重時，在街市看到她，正歪
在檔口的椅背上，很疲倦的樣子，身旁的菜蔬一
如既往，橫是橫，豎是豎。見有熟客來，她即刻
利索地起身招呼，臉上的倦容瞬時收拾得乾乾淨
淨。到了9月中，手上的工作驟然多了起來，約莫
兩個月未光顧過街市。最近再去，熟悉的攤檔已
換成了一個40多歲的陌生婦人。忍不住走過去打
聽阿婆的去向，婦人一臉茫然，只是搖了搖頭，

便又低下頭去伺弄菜心。隔壁檔口的攤主聽到問
詢，也只是朝我擺了擺手。
手機通訊錄裏有個忘年交，在內地開廠創業多

年，採訪時相識的，見面的次數不算多，倒是很
投緣。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開心的事情，他
總願意打電話或是發微信給我。吐槽，分享，討
論時事，全然沒有因年齡滋生的包袱感。有一
回，他回香港檢查身體，住在養和。我正好那日
休息，拎了水果走去看他。在醫院病房的高高圍
簾裏，又國事家事生意事，跟我聊了一下午。眼
見窗外天色暗淡路燈亮起，我起身告辭，他有些
感傷地說，君子之交淡如水。粗粗算起來，我們
一老一少竟也相交了十幾年。我朝他粲然一笑表
示認同，又叮囑了些保重身體的話，便匆匆離
去。今年春節，發拜年問候，他罕見地未有回
覆。過了端午，發節日祝福，依舊未收到回訊。
再打電話過去，號碼已經註銷。
日常工作中有一項是審閱專欄稿件。家長裏短

的生活哲學，趣味盎然的文壇掌故，遊走神州的
路上心得，異國他鄉的所見所聞，激情飛揚的時
事點評，寫的人用情筆端，看的人領略百態，各
有可取可嘆之處。有些專欄的稿子看了好幾年，
也跟作者的文字神交了好幾年，但幾乎都未謀

過面。在媒體上經年累月地撰寫專欄，聽起來是
一件被艷羨的事，要一路有所承載地寫下來，並
不是件輕鬆的事。要篇篇言之有物，句句深有感
觸，對讀者有交代，對自己筆下的文字問心無
愧，更不是目光迷離，遊走疆野，就能倚馬千言
侃侃而成，非得傾注心血付諸熱情不可。不過幾
年的時間裏，就發生了好幾起上一周上版的稿子
裏，還在關心糧食和蔬菜，心憂疫情和能源，下
一周家人就打來電話查詢，說寫作者剛剛病逝，
該如何刊登訃告。
生老病死的事，總比意料之中來得更為迫切。
人生走到了最後一程，剩下的菜攤上紋絲不

亂，交出去的稿件裏熱
情不減，奔波在路上的
事業心滾燙熾熱，於大
多數平凡普通人而言，
或許再沒有比這樣自洽
自在又自如地與這個世
界道別，更為圓滿的方
式了。

忙碌到生命最後一程

蔣方舟說，她特別喜歡俄國作家契訶
夫的一個短故事《吻》。講的是一個胖
胖醜醜的下級軍官在聚會的時候，於黑
暗中被一個女人錯認，結果被人家吻了
一下。這個吻，深深地震撼了軍官。他
非常想告訴全天下，但當他開始向別人
講這個故事時，竟發現不到一分鐘就講

完了，而且是那樣乏味和乾癟，他的語言和敘
述連自己都難以感動。
在這個時候，蔣方舟有個設問，天底下的作
家是幹什麼的？她自答道，作家就是有能力擴
展這個看去有些「乾癟的吻」的那些人。吻的
時候，空氣的濕度與氣味，黑暗中濕潤的眼睛
隱約閃爍的光，吻落在軍官臉頰上的觸感……
不一而足。她甚至講，一個錯誤的吻，並非無
所輕重，可以像一個世紀那麼長，也可以像一
場世界大戰那樣重要。
這也許被認為是自作多情，也許被嘲諷是沒
話找話的無病呻吟。但是，從另一角度去觀
照，這就是思維火花的碰撞，極大地補充了人
類真實交流的局限，它不僅僅是由話語組成
的，而且是由無數個可以回味的細節相互迂迴
交錯完成的。那些空氣忽然安靜的瞬間，那些
詞不達意的心知肚明，那些遠處恰到好處響起
的音樂、緩緩升起的月亮、悠然亮起的燈盞等
等。正是這種游移不定、難於捕捉的神思以及
疑惑中的肯定與否定勝過了事件本身。
索倫．克爾凱郭爾在《誘惑者日記》一書

中，曾幽默地提到在叔叔的大宅子裏，「整個
晚上你都會聽到一種聲音，彷彿有人拿蒼蠅
拍四處轉悠：原來那是戀人在親吻」。德國作
家的比喻來得更加形象：「親吻所發出的聲
音，就像是奶牛在奮力地將後腿從沼澤地裏往
外拖。」而丹麥學者克里斯托弗．尼羅普卻
說：「吻和愛情，就像一對孿生姐妹，但現實
卻常常分離。」
有時，小小的一吻，竟蘊含非凡的人生奇
遇。葛蘭達．密拉德著的《黑暗中的輕輕一
吻》是一部具有純正品位的長篇小說。這位作
家很講究小說的結構和技巧。那個黑暗中的輕
輕一吻，既讓人心焦又欣喜，卻在小說幾乎要
結束時發生，且與男女之間的情感無關。這個

吻，有感動和欽佩，更多的是一個大姐姐對小
弟弟的親情；它非常潔淨，很難與「戀愛」扯
在一起。正因小說帶給人們諸多新的思考，才
擁有不一樣的思想厚度。
作家既然能把一個吻變得非常隆重化，那麼
就要形成重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不斷穿插曾經
故事的沿革、情節的聚焦以及場景的挪移。有
一位中文系老師在給同學們解讀《簡．愛》
時，就把作家的擴展能力分解為「成長與離
開」的4幅插圖進行有效辨析，請學生談談哪
一幅最能體現《簡．愛》形象。從而，巧妙還
原和演繹當時作家對人物形象絲絲縷縷的感
受，結合具體細節的設計，在分辨中明晰主人
公的成長價值。
當然，學生們參與這種有趣的活動，絕非要

與原作者一較高下，而是對怎樣「擴展吻」進
行個性化的書寫，描繪心中的景色、人物、事件
和心理游移與堅定。在還原、演繹小說《台
階》時，一位老師邊說邊問：「請同學們給這
篇小說配幅插圖，你會畫些什麼？」有位同學借
助文字畫出了插圖，並發言道：「『父親坐在
台階上抽煙，煙霧繚繞在他的頭頂』；我覺
得父親的形象與煙霧繚繞的意象很搭，台階上
卵石或瓦片踏實有根，而煙霧繚繞則凸顯了父
輩歲月的滄桑。此時，『我』應在邊上陪父親，
也就是陪一段歷史，這樣會變得非常厚重。」
吻，是愛的歷程，也是情感的里程碑，更多
時候是便攜式的溫馨。美國作家威廉．杜朗講
過一個感人細節，他在車站外，看到一輛汽車
裏坐一位年輕婦女，懷抱一個熟睡的嬰兒。
一位中年男子從車站出來，逕直走到汽車旁。
他吻了妻子，又輕輕地吻了一下嬰兒——生怕
把孩子驚醒。美國女作家奧黛麗．潘恩風靡世
界的兒童繪本《魔法一吻》：浣熊媽媽為安慰
不願上學的孩子，在孩子手心留下了「魔法一
吻」；並告訴它，住在學校裏，只要把手心貼
在臉上，媽媽就會透過這魔法一吻安慰它。
作家的人物形象或場景意象，從來都是以文

學語域為其主場。像「一個錯誤的吻」這種物
象一旦進入作家的構思，就帶上了作家的主觀
色彩。這時，作家的審美經驗在進行不斷地淘
洗與篩選，以符合作家的美學理想和趣味；另

一方面，又經過作家思想感情的化合與點染，
滲入作家的人格品味和思想頓悟。難怪非凡的
馬克．吐溫這樣說過：「他親了她一下，那聲
音就像是一個人砍下了牛角。」
風帆吻蔚藍的水，猶如白蝶與藍蝶在交

錯。圓圓的明月照在當頭，看那青色的雲朵追
慕銀色的明珠。詩人李商隱是把「一個個錯
誤的吻」發揚光大的詩人，因為細膩迷離的愛
佔據了他無與倫比的靈感空間，他的「嫦娥應
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身無綵鳳雙
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豈知一夜秦樓
客，偷看吳王苑內花」、「已聞佩響知腰細，
更辨弦聲覺指纖」，因說不清的奇思異喻、類
比聯想，朦朧、唯美又晶瑩，令人於恍惚中嘆
賞撫思。
一位男作家與一女作家聊天，女作家偶然說

起日本女作家江國香織的短篇小說《公爵》：
「每次看，我都會流眼淚，那個吻太感人
了……」「公爵」是主人公特別鍾愛的一條牧
羊犬，它在聖誕節前夕老死了。身為少女的
「我」不能抑制悲痛，此時出現了一位少年，
他陪伴「我」度過憂傷的日子。而在聖誕節這
天，他用一雙依依不捨又深邃無盡的目光凝視
「我」，接下來，男孩吻了「我」。
當時少女莫名驚詫，不是因少年吻了她，而

是他的吻太像「公爵」的吻了。小說結局竟是
「公爵」幻化作少年與「我」做伴，並在聖誕
那夜與「我」做最後訣別。少年對「我」說：
「我也好愛你啊。」作家江國香織把少女對「公
爵」的深情，昇華成魔幻般的迴環，然後再回
到現實。「『公爵』特別會接吻」，江國香織
用奇異的復活抒情手法，讓「公爵」與「少年」
的形象巧妙重合，既相親相愛又春風化雨。
江國香織從「男孩」的吻筆，對人物影像

的疑惑和歸位拿捏細膩。其文字輕靈、透明、
純淨，餘韻裊裊，需細細品味和體會。《公
爵》這篇小說清淡寧靜，但此間的訣別撕心裂
肺，依依不捨和吻的暖流，如在讀者身上降
臨。我們總說，與熱愛的人和物告別不要悲
傷，但生與死、永恒與幻滅，那種肅穆和不可玷
污的深情，真的難以放下。彷彿嘴裏重複「再
見，保重！我要對你說這句話，一定記住啊！」

作家是擴展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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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角執紙皮的
長者。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