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尋常的一家

學歷等於成功？
當面對本地學校
的考試壓力，很多
人都會想，不如讀

國際學校吧，但其實國際學校的
孩子壓力同樣不小。
這陣子聽一個朋友說，孩子讀全
港數一數二的國際學校，女兒正
在報考大學。在學校最後一年，學
生之間的競爭很大，家長也有很多
比較。女兒告訴媽媽，有一個同學
因為幾所長春藤學院也不錄取，所
以受到同學的欺凌。媽媽問女
兒，那你有沒有告訴老師？ 她說
沒有，因為大家都認同精英主
義。媽媽突然覺得，家長群裏其實
也是充滿相同氣氛。家長的角度
是付了那麼多學費，當然想考到
好的學校，考得不好便吃虧，亦想
孩子負起這個責任。
於是，她想了一下，也不知道

怎樣處理，然後自己也很羞愧，
完全沒有替他人的孩子出頭。所
謂的欺凌雖然不是很嚴重，只是
嘲笑和比較，但同學亦疏遠那個
孩子，其實誰聽上去也會心痛。
之前去聽一個升學專家的講

座，他明言IB不是人人適合，有
些孩子更適合 DSE，而且還有
AL、GCSE等等不同選擇，最重
要是為孩子找到適合他的課
程——沒有特定一種課程，可讓
你特別容易入頂尖大學。當然，
若要出國讀書，英文一定要好，
但是不是一定要用IB去鑽研好英
文，他則表示不認同。
這位升學專家說在美國其實不

太重學歷，最成功的有錢人，或政
府高層，都未必是頂尖大學出來
的。出來工作幾年之後，甚至無人
理會你從什麼學院出身，若你是普
通大學出身，一旦非常成功，大家
會更喜歡你的故事。
最後，想分享一個朋友的故事。

他從來讀書不好，後來在美國讀
了冷門的鑽石設計，近年因有孩
子出世，想多賺點錢，便去進修
軟件工程；讀了兩年，找到工作，
人工翻倍，還可以在家工作。很多
人送孩子出國讀書，都想他們在外
地有更好的前途。我這個朋友說，
其實想在外地出頭，總有辦法，而
不一定是要入到頂尖大學的。

關於殘雪，因為
獲多次提名諾貝爾
文學獎，關心她的人
愈來愈多。過去關

於她個人資料，她一直語焉不詳。
最近特地翻閱她簽名送我的
《為了報仇寫小說》（湖南文藝
出版社），發現不少第一手珍貴
資料。
殘雪的處女作，之前說的是在
《人民文學》發表的〈山上小
屋〉，其實，早於1983年她已在
長沙《新創作》發表〈污水上的
肥皂〉。
關於她的家庭背景，在這本書
也更有詳細的交代：
「我們家兄弟姐妹5個，外婆也

一直跟我們家一起過，所以有十
口之多。我的父親鄧鈞洪，是上
世紀三十年代黨的地下工作者，
曾輾轉於長沙、桂林和東北，策
劃了韓梅村起義。解放後任《湖
南日報》社長，1957年反右前夕
已接調外交部的通知並作短期療
養，可運動一開始，他立馬風風火
火趕回原單位大提意見，結果被打
成大右派。母親李茵，『反右』時
也在《湖南日報》人事科工作，也
被劃成右派，所以我們家是雙右
派。當然父母雙雙被趕到鄉下勞
改。那時，我才3歲。後來父
親到師範，母親仍在農場。文
革時，我們家自然脫不了下放
的命運，一下就是十幾年。我
的小哥自強不息，一個初中生
下放10年回城當搬運工，後
來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現
在是武漢大學的博導；二姐
現在在海南師大工作；弟弟
是克拉瑪依的高級工程師，

現在在俄羅斯工作。都是在逆境
在艱難中過來的。」
至於對她現在與家人（丈夫）

的生活，她也作了交代：
「我的丈夫魯庸性格好，他現

在也不做其他工作，就是支持我
寫作，我們倆是相依為命。每天
清晨我6點就起床外出跑步，歸來
已是全身汗淋淋，洗頭洗澡後，
魯庸已將早餐準備就緒，一般是
玉米粥、牛奶、雞蛋和小包子。9
點開始寫作，我是用手寫的。11
點做室內健美操。午飯是魯庸
做，我愛吃肉，當然也少不得蔬
菜。中午一般是讀外語。下午休
息。3點後不論晴雨，我和魯庸外
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購的高
新技術區的商品房，70幾平米，
在湘江西邊，是郊區；我們散步
就在江邊田野走，一直走到有累
意才回家。回家後我聽收音機，
晚上也聽。晚上不工作，因為我
眼睛不好，10點就睡覺。兒子魯
蘭原已在廈門大學讀書，兒子走
的是他自己的路，我們從不指望
他什麼。」
就筆者所知，殘雪因身體欠

佳，後來遷到西雙版納居住，那
裏環境較好。

（殘雪與「花蹤」之九，完）

很多觀眾及娛圈中人看到TVB的綜藝節目
「香港小姐再競選」時，都一臉懵逼！
今年的「港姐」選舉不是早已曲終人散了嗎？冠

軍林鈺洧的種種新聞更是在各大媒體的報道中鬧得
沸沸揚揚……TVB又在搞什麼鬼節目？拿「港姐」選舉來搞笑一
番吧！但，用點耐性觀看節目時，卻發現節目是「認真製作」，
有板有眼在進行另類「選美」，競選模式跟「港姐」競選大致
相同，只是參選佳麗有前港姐、前曾落選佳麗及演藝人；對這
個節目觀眾的反應不俗，認為「各佳麗」已累積了不少演出經
驗，實力應該有「睇頭」，因其可塑性及可觀性更強，可以繼
續尋找她們的另類夢想，為自己的演藝事業再奮鬥，爭取更多
亮相鏡頭前的機會，加深觀眾對她們的認識。甚至有觀眾指
「佳麗們」誰是三甲人選都可以吖，事關覺得她們既有自信也
笑容自然，能再參選實在是勇氣可嘉，儘管每個人的事業成長
路各有故事，也許能憑借某些機會，會有不同的成就或結局亦
說不定呀！故此，觀眾看得認真，佳麗們亦全情投入。
有參與這次競選的佳麗表示：「我堅持這個採訪不要透露我

的名字，不是怕被人嘲笑，規矩是規矩，大家都遵守就更見公
平！我們十幾個參選的佳麗也有這樣的心態，就是不糾結，想
開就是晴天，經歷不少自然在表現上是內心的投射，人嘛，本
來就是複雜的生物，有人選擇孑然一身，也有大多數人那樣日
復一日過着單調的日子，亦有人永遠不停地尋找更有趣的生
活。不一樣的心態，自有不一樣的閱歷收穫，有『盼頭』了，
自我的世界一下子也有了色彩，不是嗎？」
「有朋友指『香港小姐再競選』跟內地的綜藝節目『乘風破

浪的姐姐』的形式大同小異，目的是給予姐姐們『翻紅』的機
會吧！是，又如何？誰不希望在自己的事業上留有高光時刻的
一頁；再講，花有重開日，但，人無再少年呀！不要等到年歲
漸長才後悔曾經把時間浪費在無休止的『自怨自艾』上。這次
的節目同時亦亮出多位有潛力的司儀人才，至少他們的表現也
受到觀眾的讚賞，這批後生仔的努力是『被看到』了。」
其中一位後生仔語氣很真誠地說：「給每一位有強大勇氣站

上舞台的她們鼓掌！」
正面的回響，是給予該節目台前幕後的他（她）們的一份

「最佳禮物」。

不同閱歷不一樣的收穫
本月中旬，二十國集團

（G20）領導人第17次峰
會 、 亞 太 經 合 組 織
（APEC）第29次領導人

非正式會議先後在印尼巴厘島、泰國曼
谷舉行。各相關國家和經濟體領導人齊
聚亞洲，顯示出世界未來更看重亞洲的
作用，這也是亞洲的機遇。
此次APEC峰會是疫情發生之後，時

隔4年再次舉辦線下峰會，在當下世界
格局動盪，對抗加劇，經濟疲軟，民生
困苦的情況下，顯得尤為珍貴和影響深
遠。根據新華社的報道，亞太佔世界經
濟總量逾六成、貿易總量近一半，亞太
是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增長帶。因此，
保持穩定、合作發展的亞太，就能促進
世界經濟的平穩和增長，也能紓緩疫
情、地緣緊張給基層民生帶來的衝擊和
艱辛。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APEC峰會發言，

提出建設和平穩定、共同富裕、清潔美
麗、守望相助的亞太命運共同體。他闡
述了在新形勢下推進亞太合作的6點思
路，提出要築牢和平發展根基，堅持以
人民為中心理念，打造高水平開放格
局，實現更高層次互聯互通等。「築牢
和平發展根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
歷史和現實帶來的深刻經驗。APEC峰
會以「開放、聯通、平衡」為主題，體
現了各方意識到和平發展，以民為先的
重要性。
最近，香港上映的一部美國電影《黑

豹2：瓦干達萬歲》其實也講述了這樣
的道理。這部電影不同於傳統的美式英
雄主義，電影開頭，《黑豹1》的主人

公瓦干達國王帝查拉就因病去世（現實
中帝查拉的扮演者查特域保斯韋曼2020
年8月也已因大腸癌病逝）。電影中，
和瓦干達一樣擁有汎合金的海底王國首
領納摩，試圖逼迫瓦干達結盟對付人
類，甚至淹死了瓦干達王太后拉瑪達。
天性善良的公主舒妮繼承黑豹神力，原
本一心為母復仇幾乎殺死納摩，但在最
後關頭以人民福祉為重，放過納摩，換
來了兩族的長久和平。
這樣的道理對於「英雄」來說，其實

意味着個人利益的犧牲，意味着包容平
衡，團結共生。中國傳統來說，一直也有
這樣的價值觀。宋代范仲淹的《岳陽樓
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的名句膾炙人口。千年之前的中國思
想直到今天仍然閃耀着光輝。亞洲的機遇
一定得以開放包容、團結合作、人民中
心、共同繁榮為精神，共同為世界的未來
注入穩定積極的正能量。
從文化藝術的角度來看，亞洲的機遇

一定也需要通過藝術文化的交流，增進
彼此的了解，促進文化的多元共融。特
別是需要把和平發展、人民中心的理
念，通過各種文化、各種藝術形式傳遞
到各國各地區民眾的心裏，才能為合作
聯通築牢內在的基礎。正如習近平主席
在峰會上所指出的，「世界繁榮穩定不
可能建立在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基礎之
上」、「現代化不是哪個國家的特
權」、「各國共同發展才是真發展」。
未來全球治理的「亞洲時刻」已經來
臨，和藝術文化的道理一樣，只有打破
壁壘，同享共鳴，才是普惠大眾，互相
成就的發展之道。

亞洲的機遇

最近去了一個生日
宴，宴會上有不少舊
相識，舊相識中以演

藝界為多，都是當年廣播道上朝見
口晚見面的人，有呂有慧、金興
賢、蘇淑萍、蘇恩慈、阮令濤、陳
培達、譚盈盈，又有粵劇界的譚
倩紅（紅姨）、話劇前輩湘漪，
相信已經沒有幾個人認識她們，
而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羅艷卿，
我小時候尊稱她為卿姐，長大後今
天仍是卿姐。當年是美艷親王，今
日還是靚姐一個。
這天出席宴會的還有已故藝人董
驃的紅顏知己紅姐（楊麗紅），何
非凡侄女何偉凌等相陪，卿姐還興
致勃勃地一早到場打牌，我見到
她時是入席時段，她一身橙色打
扮，很有神，配一同色口罩，神
情略顯嚴肅。上前跟她打招呼，
她轉過頭來看我，臉上有了親切
的笑容。「我記得你記得你，阿
爽！」當然是旁邊紅姐提醒，我
稱讚她精神好，她答我：「人老
了，行動有點不便！」老是肯定
老，93歲呀！但腦筋那麼清晰伶
俐就已經很了不起了，跟差不多
年紀的仙姐白雪仙不相伯仲，令
後輩十分安慰。倒是另一位前輩
阿姐患腦退化，只能在床上靠人
服侍，聽到都心酸！
宴會中見到有位精神狀態不錯

的譚倩紅，她和卿姐同是當年粵
語片受歡迎的電影人，卿姐是
「八牡丹」之一，紅姨是「九大
姐」之一，兩位阿姐老當益壯，
紅姨更常常參加活動，參加曲藝
表演，是活動的台柱。過往經常
和丈夫出雙入對，自丈夫離開之
後，便由好友陪伴。不過她說自
己行得走得，只要小心些慢些便
安全，這也是老人家要注意的！
說到長者，這晚宴會中還有古

天樂媽媽、吳君如媽媽，她們都
是很活躍的娛圈媽媽，每天參加
活動，飲茶食飯籌款唱曲，既有
得玩又可以做善事，這些媽媽同
樣活得精彩活得出色！

活得開心

青春能有多長？不過也就是看了
幾屆世界盃的時間。對於球員而
言，時光匆匆之感尤甚。此刻萬眾

矚目的多哈綠茵場，很大可能也將是生於80後的
C朗、美斯、莫迪歷3位足壇巨星告別世界盃之
旅。
角逐本屆世界盃入場券，對陣黑馬北馬其頓

時，感受到壓力的老將C朗，在賽前的發布會上
呼籲葡萄牙的球迷，在比賽時一起唱國歌來支持
他們。C朗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北馬其頓實力不
容小覷，小組賽上打敗了德國隊，附加賽又淘汰
了意大利。C朗說，前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他
的腦海裏甚至已經自動在播放葡萄牙的國歌了。
「我很認真地請求大家，在明天拿出更高的熱
情，明天現場甚至可以不放音樂，所有的球迷一
起來清唱國歌。相信在這種場面下，我們能夠體
會到所有人的熱情、能量和必勝的決心。」
關鍵時刻，國歌凝聚人心鼓舞士氣的魅力，多

年馳騁賽場的C朗心有戚戚焉。
作為阿根廷的球星，因為比賽前甚少張口唱國

歌，美斯一直被本國球迷詬病，就連馬勒當拿也
批評美斯，在奏國歌環節緊閉嘴唇。美斯曾解釋
說，感受國歌的方式有很多種，「國歌能抵達我
內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方式。」2018年的
世界盃，奏國歌時他仍然緊閉嘴唇沒有發聲。但

是2019年美洲盃上，接連對陣委內瑞拉和巴西
時，特立獨行的美斯一改昔日作風，高昂着頭和
隊友一起唱國歌的樣子，受到了球迷們的廣泛關
注，並稱讚美斯對國家的熱愛和爭取勝利的決
心，讓他身上的領袖氣質開始顯現。之前的美
斯，一直被認為性格孤僻。
莫迪歷創造的傳奇，更讓全世界的球迷為之鼓

舞。巴爾幹半島紛紛的戰火下，莫迪歷從小就過
着顛沛流離的難民生活。少年時展露出的足球才
華，幫助他最終超越命運，成為全世界最好的中
場球員。上一屆世界盃，作為克羅地亞國家隊隊
長，莫迪歷帶領格子軍團超乎所有人想像，殺入
了總決賽。雖然在和法國隊交手時遺憾惜敗，和
大力神盃失之交臂，但莫迪歷和隊員一路征戰中
表現出來的勇猛頑強，不僅把體育精神發揮得淋
漓盡致，也為他們身後的國家贏得了空前的關注
和尊重。
賽後，憑藉個人精彩戰績贏得金球獎的莫迪

歷，在接受採訪時卻滿眼悲傷。他說，我想要的
只是克羅地亞的勝利。「任何一個為自己國旗奮
鬥的人，都是幸福的，這是克羅地亞國腳說的。
他們年少的時候，大多數都經歷過那些動盪的時
候，才明白如今的珍貴。」央視足球解說員賀
煒，對克羅地亞和莫迪歷由衷地讚賞，也讓守在
屏幕前面的我們，為之共鳴。這位解說員最後還

特意援引了克羅地亞國歌中的一段歌詞，贈與莫
迪歷和他的隊員們：當陽光親吻他的沃土，當狂
風吹颳他的橡樹，當天堂召走他的心愛，他的心
仍為克羅地亞打着節拍。
此刻，也唯有國歌的歌詞，能超越語言和國界

表達出觀眾由衷的敬意。
2020年8月31日，中超聯賽廣州恒大4比1擊

敗了上海申花，這場普通比賽中的一個細節，被
很多中國球迷深深地銘記：奏唱國歌時，鏡頭掃
過之處，歸化球員艾克森、蔣光太一臉認真地跟
唱着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球星所知道的國歌密碼

婚前我利用住房公積金買了一套單
身公寓，自己住了兩個月後就出租
了。這幾年見過各種不同類型的租
客，讓人感嘆。
2014年初公寓裝修好後，通風了半
年。暑假7月份我搬進去住，在工作
的城市有個自己的落腳點，閒暇時坐

在飄窗前看日出日落、車水馬龍的街道、夜
晚時的萬家燈火……感覺棒極了。其間有個
女孩敲門問我房子有沒有出租，我告訴她9
月就要去連城支教一年，暑假自己住兩個
月，要租的話只能8月底給她，她居然也同
意了。等我到8月底，在我去連城之前過來
和我簽合同，押二付一，這樣她省了相當於
半個月房租的仲介費。房子也是無縫對接，
沒有空置。她挺實在的，每月定期打過來，
但是租了不到半年她就不租了，因為她閃
婚，和認識了不到幾個月的人結婚了，自然
就搬走了。
第二次是租給一個做生意的中年男性，他

是某縣城學校的音樂老師。因為課務較輕
鬆，便在新羅區做起了生意，偶爾有上來，
就在單身公寓落腳。他很大氣，簽合同的時
候直接問能否少點，整年一起交，所以省去
了每月催交租的麻煩。租了一年之後，他沒
再租了，說是自己買的房子已經交房裝修好
可以住了。
我只好掛到仲介，這次租給了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倒也大方，每月按時交，但是租了
一年多後，她告訴我，她要擺脫一個追她的
男生，這個男生好吃懶做，整天花她的錢卻
不去工作，她不想和他繼續交往下去，只能
換過城市，換過號碼，開始新的生活，擺脫
對方。
後來又租給了一個中年男子，他是跑業務

的，租的時候就不肯押二付一，說初來乍到

沒有那麼多錢，而且信誓旦旦地說，肯定會
至少租一年的。我無奈，只好讓他押一付
一，可是到了第二個月他就不肯再交租金
了，說手頭緊。又住了幾天說不租了，因為
押一付一，他直接走人，也不肯付違約金。
等到我們過去一看，廚房的櫃子壞了，4把椅
子搖搖欲墜，床頭櫃被煙頭燒出一個洞一個
洞，衞生間髒兮兮的，不堪入目。我只得自
己花200元請保潔阿姨過來打掃，弄壞的東
西重新買過、修過……再打他電話早已聯繫
不上了，所以自認倒霉。
通過仲介我重新租給一個50多歲的做生意

的阿姨，她每一個月就換一次手機號，時間
到了都沒有按時交，電話一打過去又是空
號，直到拖延了好幾天後我會突然接到一個
陌生電話，就是她打過來的。說她到外地
了，換號碼了，叫我加她這個號碼的微信再
轉給我。月月如此，所以她的微信號我加了8
個。直到她外地做生意回來後，她的30多歲
的女兒也過來一起住，但交租仍舊拖延。我
有過去找她，是她女兒開的門，上午11點半
過去，她不在家，但是她女兒還在睡覺，敲
了半天門才開，她女兒睡眼朦朧地告訴我說
自己沒有上班一分錢都沒有，家裏都是媽媽
賺錢。聽到這裏，我終於明白：啃老族多麼
可怕。我往屋內一看，簡直太擠了，居然鋪
了兩張床！一年到期後她說女兒和她住一
起，單間太窄了，要租兩居室，就沒再繼續
租了，自然而然，我把押金退還給她。
轉眼2020年了，因為疫情影響，單身公寓

旁邊的一個KTV倒閉了，所以那一帶頓時蕭
條了不少。房子掛在仲介兩個月，都無人問
津。每次看房的租客把租金壓得很低，我沒
有答應。空置了兩個半月後，有對夫妻來租
了，他們帶着一個一歲的孩子。這對夫妻很
老實，男主外女主內，女的也愛乾淨，把房

子整理得乾乾淨淨，自己還添置了沙發椅子
等。可是租了3個月後，她告訴我回去過端
午，她老公要去廈門工作，所以婆婆不讓她
自己一個人帶着孩子住在龍岩了，怕她帶着
孩子和別人跑了。她很無奈，只好退租。我
又重新把鑰匙拿給仲介掛到網上招租。
過了不久，有個附近私立醫院的醫生，他
是從莆田過來的，初來乍到直接找到仲介看
到我那套房子後覺得很滿意，陽台朝東，衞
生間朝南，兩面採光，還有飄窗，馬上就定
下來了。這個醫生年紀也挺大的了，簽合同
的時候我看了一下，38歲，隨口問了一句：
「你老婆孩子也一起過來住嗎？」他苦笑了
一下，說自己未婚，在老家一直被父母催
婚，沒辦法就逃離到龍岩。他也很愛乾淨，
抽油煙機、空調等他全部請人清洗了一遍，
我付錢給他他不收。可是才租了5個月，他
告訴我私立醫院發不出工資，他要跳槽去其
他地方找工作了，所以沒有再繼續租下去。
這次我除了掛在仲介也拿了一把鑰匙放在

保安那裏，讓他幫忙推薦。保安很快就把我
的房子推薦出去了，是一個小伙子，做遊戲
軟體，在公寓內他放置了30多台電腦，每天
晚上通宵，白天睡覺。問題來了，晚上他活
動，影響了樓下的人，所以樓下的戶主天天
給我打電話，說半夜三更被吵醒。而租客又
經常打電話給我，說白天他睡覺時，樓上住
的人總是把地板踩得「咚咚」響，他和他女
朋友根本沒辦法入睡。搞到我既要和樓下的
房東說情又要和樓上的房東商量，整個吃力
不討好。
說實話，收租心累，租房的人始終只是把
所租的房子看成是一個臨時落腳點，說來就
來，說走就走。而且租客素質也是參差不
齊，常常和鄰居鬧不愉快，小小的公寓，反
射出人生百態。

租客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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