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從文腦中的坐標

病後虛弱
不少人感染新
冠或流感之後，
覺得很虛弱，無

論用中或西醫的方式處理，但
之後還是覺得「條氣唔順」，
又或全身乏力，又或俗稱「長
新冠」，好像染病的後遺症也
難以根治。
信賴的中醫告之，所謂的
「長新冠」，簡單來說就是仍
沒有完全康復。西藥本身只可
作支援治療、減輕病徵，不能
壯大免疫力，無力再打仗下
去，用藥把病徵移除，推到半
路中途不上不下，自然會有所
謂後遺症。中醫進一步表示，
未清好外邪，就是長新冠；清
好的話，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後
遺症可言。
當然未必人人接受這個說
法。有朋友在流感期間，打了
退燒針又打了止瀉針，之後所
謂「康復」，就是沒有再發燒
及肚瀉，但人瘦了10磅，吃什
麼下去也不舒服，臉色蒼白。
他終於捱不下去，去看了中
醫，那位中醫說應該一早就要

來啦！直指他根本沒有醫治過
真正的病情。
然後服了短短3日藥，他已

回復神采，高興地大口大口吃
炒飯，說不會不舒服了。自己
才喃喃說，還是不能依賴西
醫。我為他的啟蒙感到高興，
起初聽到他一不對勁就去打
針，真的嚇壞了。
另外就是「補品」，坊間有
很多說幫助你回復健康的補
品。補品通常是要在沒有外感
的情況下才可吃的，而所謂後
遺症都可被視為外感「未斷
尾」，所以更不能亂吃，否則
外邪會困在裏面。杞子、元
貝、花膠等都屬補品。若不太
肯定，又想補補氣，可用紅
棗、黨蔘、瘦肉及薑煲粥，已
可以幫助身體回復能量，也不
會干擾排毒。
另外，就是多浸暖浴，沒有

浴缸就浸腳為主。
當然，最好還是詢問中醫或

自然療法醫師的意見。處理得
好的感冒，不應該有後遺症
的。

之前歷史博物
館委派沈從文的
3個助手，後來
因種種原因，相

繼離開。文革時有助手曾經寫
沈先生的大字報。
倒是他兩個得力助手王㐨及
王亞蓉一直對他不離不棄。
據王㐨憶述道，他1952年第

一次去設在北京故宮兩朝的歷
史博物館參觀的時候，有位老
者幾天陪他參觀講解，但他不
知那個講解員就是沈從文，他
陪着王㐨看了一個星期博物館
的各類文物。
當年王㐨參觀時，對文物一

點都不懂，有時候一個問題，
沈先生會講很多遍，務求解釋
清楚為止。這樣，王㐨慢慢跟
他混熟了，每天中午在一起吃
些簡餐充飢。
七八天以後，參觀完了，到
分手時，王㐨才請教他的姓
名，當他聽到「沈從文」，王
㐨方大夢初醒，原來他就是大
名鼎鼎的作家沈先生！
王㐨透露，過去沈從文在博

物館，中午往往只剩下他自己
一個人，午飯隨便買點麵包或
買串香蕉，吃完了又繼續工作
和學習。
王㐨告訴我，他對研究工作

是身體力行的，常常把自己關
在庫房裏，管理員中午下班
時，就把門鎖起來，把他也關

在裏面，他還懵然不知，待到
管理員回來上班開門時才發現
他被反鎖了，忙不迭地說對不
起，但沈從文還不知道為什麼
管理員要道歉呢！他對鑽研已
完全達到忘我的境界。
沈從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喜歡親自寫說明卡片，他寫
卡片跟別人不同，別人做資料
卡片，寫了之後要分類，要存
起來，將來再整理編排分類。
但他寫完就扔下，強迫自己記
熟。他寫一遍就強記在腦海
裏。
沈從文的記憶力特別好，這

和他的勤奮和鍛煉分不開。所
以，一幅畫給他過目後，他就
能記得清清楚楚，例如整個內
容是什麼、有多少人物、穿什
麼服飾，連桌子上、椅子上有
什麼東西，屬於哪一派、哪一
系統，他都能瞭然胸中。
此外，沈從文看畫的時候，

常常和別的畫聯繫起來，一進
腦子裏把它排列起來，互相比
較。他雖然沒有學過自然科
學，但他的方法是很科學的，
把一些問題高度系統化。
他往往把新看到的一件文

物，放到腦子裏存的一個「坐
標」裏去衡量，把縱的、橫的
關係都搞清楚後，便可以作出
判斷，決定這東西應排列在哪
一個位置上。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四）

收視率，一直都是電視劇或各類電視節目是否受觀眾
歡迎的「指標」，廣告商亦憑此報告成績表作為他們投
放廣告與否的標杆，儘管各電視台有着他們不同的方法
去計算收視率，然而收視率這回事幾十年來都「不

變」，也被視為有價值的存在。
曾幾何時，有兩間電視台（TVB及亞洲電視）同日製作同類型的
選美節目，各自公布的收視率數字加起來超出百分之一百，令當時在
場的記者媒體都「懵」了，雖云「看穿不拆穿」的前提概念在，記者
還是就這問題提出質詢，兩台的發言人代表支吾以對地說：「各自公
布吧！」明白了，明白了！人家不過是「各為其主」，記者只需「如
實」報道，觀眾及讀者心裏自然能分辨得出來，誰勝誰負，大家心裏
也有自己的一把尺，「拗」都無謂！
資深電視人指收視率是有必要的保留，不論什麼質疑，它的存在亦

確實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問題爭議：「時移世易是原因之一，這點沒
錯；以往除了香港的電視劇及節目外，觀眾還可以從不同的資訊來源
收看到日劇和韓劇，不過也因為資訊科技日新月異，觀眾更可以隨意
在網上看到他們喜歡的電影、電視劇和電視綜藝節目（其中亦包括內
地的電視製作），這才叫與時並進好嗎？於觀眾而言，只要他們覺得
是好劇好節目，管它是哪個國家，照『追』可也，不會像某些人在胡亂
叫囂詆毀別人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到頭來害苦了只是自己而已。」
也經常聽到有香港觀眾抱怨說：「以前坐港鐵或者巴士也好，對電

視劇、電視節目的好壞感受都可以『盡抒己見』，家就算是朋友坐
在旁邊，也只是各自各玩手機，不討論任何電視節目，免被意見不同
的人『針對』，還是覺得以前『自由』好多，現在嘛，本來很平常的
事都要變得『顧忌多多』，我們才是失去真正自由的一群。」
與時俱進的確是大部分人認同的意念，但若將「自我」、自私的
理念強加於別人身上，那就是不正確的所為，資深電視人繼續表達他
的看法：「任何事情也要看你身處的年代了，過去的電視製作，台
前幕後亦是呼應當年觀眾所需，非常貼地，所以那些年代的電視
劇、電視節目及歌曲叫好又叫座，不能因現代的一些改變，就將以前
的優秀傳統指為Out了，沒有過去的一步一腳印的基礎及開闢，何來
現在的進步？所以，思維正常的人都會接受過往，將不好的改之，但
並不代表現在的你就可以『為所欲為』，世界之事乃群體，豈容任意
妄為之徒。」
現在的電視人大多表示不會理會別人是什麼理念，或是選擇背道而

馳的生活，他們的心態只管「做好這份工」，因現實是失去工作最直
接影響到的是他們的生活質量，保持理性平靜，穩打穩紮乃生存之
道，誰管他人瓦上霜啊喂！

看穿不拆穿
顧嘉煇先生走了，香港

痛失樂壇大師。顧嘉煇在
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與黃
霑曲詞合作，珠聯璧合，

以「煇黃」開創港樂盛世聞名，為人津
津樂道。如今，「煇哥」繼黃霑之後離
世，「煇黃」不在，但美樂常存，傳奇
永恒，留下的是豐富的藝術精神，正如
他們倆的代表作之一《楚留香》中唱的
「來的安去也寫意」「千山我獨行不必
相送」，顧先生作品的精神世界就是中
國式的自在逍遙，俠骨柔情。
我與顧先生結緣於十多年前，2010年
我們首次相識是在上海世博園香港活動
周開幕式演出活動上，多位廣為內地熟
悉的香港藝人參與盛典，令香港館一度
成為世博會的焦點。當時我與香港著名
歌手葉麗儀女士聯袂演繹了重新編曲的
《上海灘》，這也是顧先生的港樂代表
作，是唯一一個小提琴與歌唱版本。除
此之外，我還演奏了顧先生的另一首代
表香港精神的名曲《獅子山下》中的片
段。因緣際會，有幸與顧先生相識合
作，他雖是大師，但毫無架子，也願意
與人交流。綵排期間，他都給予了我和
其他藝術家很多演出上的意見，使得在
世博會的演出圓滿成功，向世界展現了
香港的文化藝術魅力和無限創意。從此
我與顧先生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顧先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移居

溫哥華，逐漸淡出樂壇，偶爾才受邀回
港演出，因此世博會的合作真的是難得
千里相聚的緣分。他為人和善，熱愛音樂
創作，後來每一次回港，我們都會相約交
流，他向我分享了很多音樂的創作經驗，
與香港本土文化相關的故事等，讓我從
中得到很多的啟迪與思考，獲益良多。
我還曾多次參與顧先生與香港中樂團合

作的音樂會演出。2010年中樂團舉行的
「俠骨柔情顧嘉煇名曲精選音樂會」，我
就演奏了顧先生改編的《2010獅子山
下》。我很喜歡演奏顧先生所創作的音樂
曲目，旋律優美，清新悠揚，充滿了中
國的韻味，每當我拉琴時都感覺到指尖
猶如在琴弦上跳舞，輕鬆又流暢，我想我
或許應該是在他的音樂作品中，用小提琴
演奏的版本最多的一位合作者。用小提琴
演奏顧先生的作品完全能夠展現他豐富的
中西融合特色。
顧先生1960年代初曾經獲邵逸夫及方

逸華資助生活費，留學美國波士頓伯克
利音樂學院，在當地學習傳統樂理知
識，是該校首位華裔學生，因此顧先生
學貫中西，善於結合中西表達的方式，
展現中國的精神，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香
港粵語流行曲風格。顧先生曾經提到他
一生中最愛的作品是《忘盡心中情》，
他說︰「因為一開始的部分全部都是以
五聲音階進行，很中國化，再配上西方
和聲，感覺很新鮮。」這首歌的創作方
法是把中國的五聲音階和西方的七音階
都結合在一起，但歌曲帶出的卻是濃濃
的中國意境，歌詞中唱到「昨天種種
夢，難望再有詩，就與他永久別離，未
去想那非和是，未記起從前名字。」抒
情婉約，但又意境高遠，想要忘盡心中
情，但實質上所有要表達的就是中國精
神的核心——柔情，有情又不局限，而
是更廣闊的胸襟，這就是俠骨。
我感覺顧先生作品中西結合表達中國

精神的風格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和香
港弦樂團也以此為目標，堅持走自己特
色的道路，未來香港風格能夠再續「煇
黃」，這也是關鍵。斯人已去，但「煇
哥」音樂帶給大家的永遠是「歡笑多於唏
噓」，也「為香江留下了不朽名句」。

俠骨柔情顧嘉煇

無 綫 電 視 的
《萬千星輝頒獎
典禮2022》已經

曲終人散！儘管只是一個電視
台的頒獎禮，身邊的朋友都說
比電影金像獎好睇得多！同意
朋友這種說法！特別是出其不
意的安排，例如由一個大家都
沒有特別注意的、但已經做了
16年藝人的周奕瑋擔起整晚的
司儀，沒有了阿姐阿哥的配
搭，他卻做得非常好，做得恰
到好處，把整晚控制得很好，
這樣的改變已經跳出了舊有的
框框，可喜也！
而在頒獎禮中間，加插了向
幾位特別用心演出的藝人的稱
許，在眾多小生花旦中，仍不
忘那些默默耕耘的藝人，像李
成昌、戴耀明、吳倖美、楊政
樺等等。看得到無綫是在改變
中，變得多了些人情味，而不
是一味用僵化的制度去控制整
個機構。見到這種現象覺得可
喜，希望它能
持續，能再進
步！
獨挑大樑
的周奕瑋出
現，給了觀眾

驚喜，開場白講得好，態度不
卑不亢，這位出身自名校、在
東京讀大學的男生，大氣、謙
和的表現贏得各方讚賞，大家
都要給他一個Like！
另外一位獲最佳男配角的鄧

智堅，一提名便獲獎，的確會
很激動！這位演藝學院出身的
演員，讀書時期曾是個叛逆少
年，到中四的時候愛上了戲
劇，也是戲劇改變了他。
通常家長都反對孩子去學藝

術的，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只
能當作興趣，不可能用它來當
職業，更不可能掙到錢，如果
他不能堅持，如果他不熱愛，
也得不到今日這成績。
鄧智堅因為熱愛、因為堅

持、因為天分，成為演藝學院
的高材生，能演能導能編，可
以作跨年齢、跨性別的演出，
他應該是全才了吧！今日在電
視的演出中取得了成績，但他
是不會忘記自己來自舞台的！

他們的堅持

這個季節徒步山道，蜿蜒的路基
上，隨處可見一粒粒深褐色的種子，
小拇指蓋大小，彎下腰很容易就能撿

拾起來，攤在掌心，邊緣油亮，中間微微鼓起，看
樣子已足夠成熟。循着種子散落的方向張望，秋草
萋萋，雜樹森森，唯有遍布的銀合歡枝頭上種莢繁
盛，一簇簇形似簷角掛着的風乾扁豆角，只待機緣
巧合時隨機崩裂，好藉着一段風，青雲直上，向更
遠方播撒。
不見合歡花，空依相思樹。古往今來的詩人筆

下，兩情歡好，必用此花含蓄代指。銀合歡算是白
白辜負了好名字。它雖是含羞草亞科銀合歡屬植
物，羽葉細生，枝幹婀娜，常常會被人誤作是含羞
草而伸手去觸碰，卻並不會現出羞澀攏葉的怯怯女
兒態。銀合歡也開花，一枚白色圓珠，刺猬式地向外
噴射出根根細小的絲蕊，像極了高倍顯微鏡下呈現
出的新冠病毒，跟好看沾不上一點邊。花既不美，
樹根還分泌含羞草素，逼得其它植物無法就近生
長，銀合歡也因此得以名入世界百大外來入侵植物榜

單。在香港，不僅野外，人煙稠密的老舊街區，目
之所及，總能看到銀合歡的影子。加之其又枝脆幹
弱，韌性不足，遇風極易折斷，不堪大用。此前，沙
田有一棵樹形頗為高大的銀合歡突然折斷，險些累
及過路老翁失命，惹得住宅路段遍布銀合歡的街坊憂
心忡忡，恐颱風季隱患重重，盼能盡早移除。
以前住過的院子，後門不遠處種了一棵銀葉金合

歡，雨露充沛，陽光充足，一兩年功夫，就開枝散
葉，樹冠肥碩，宛若一扇屏障，恰巧遮住了院中別
處花木，出人意表營造出一幅曲徑通幽的景致。每
年農曆新年前後，滿樹都是金黃色細絨毛擁簇成團
的金合歡花，燦若錦緞，色澤鮮亮，很上鏡，意頭
更好。新年裏出出入入，一抬眼，便是花開富貴吉
慶有餘的好兆頭，人人都愛站在前面拍張照。最
近，經過香港動植物公園，在園中甬道邊上也發現
了一棵金合歡，可能是周邊的樹木過於旺盛，壓得
它低眉順目，全然沒有了貴氣逼人的氣勢。
銀合歡的種子在路邊肆意播撒，金合歡的花朵在

記憶裏常開不敗，嚮往合歡的人生處處有轉彎。

時隔3年，香港和內地恢復通關。連日來，久別
重逢相擁而泣的場景，輪番在各個出入境口岸上
演。不禁讓人慨嘆，科技飛升，即便到了以假亂真
的元宇宙，也絕不可能替代真實世界裏，雙向奔赴
時彼此之間一個溫熱的懷抱，和臉頰上不經意滑過
的兩行熱淚。
清冷獨立的人生，固然讓人心馳，時時歡聚的生

活，才是生而為人煙火群居的真實取態。在不可回
溯的一千個日日夜夜，各自呆在一方天地裏咀嚼甘
苦，春夏更替，時序輪轉，
幽微細緻的情感生發，連同
逝去的光陰一道，暗沉成
結。分隔時如何感同身受，
相逢時如何倍加珍惜，終究
彌補不了空間交錯時那些未
能及時抵達的情緒缺憾。

銀合歡，金合歡，何處不合歡

大雪與小酌，如寒舍火爐，跳達而風
趣，深得騷人之雅。若有佳釀，雖不似太
白之於明月對飲，則必推樂天新醅酒之
樂也。各種喬木芳菲已盡，唯有風雪冷寂
肆意前行。松杉披雪，良友相聚，能飲一
杯無？雪花形體結構，亦小亦大；心間

情感噴吐，亦酣亦暢。大雪與小酌，看銀裝素
裹，閱披霜掛雪，兩兩相對，相看相知如昨。夕
陽落盡霞影無光時，記憶如酒氣氤氳於暮雪間。
落雪時，上蒼總愛把樹、房屋和人寰——籠
罩在似明淨似模糊卻略感溫馨的情調裏，然而
卻無處不可見出「生命」在這時節寒氣逼人的
那面。雪停時，真靜。天地間一切聲音，皆被雪
的寒氣洗滌了一遍，只有火爐裏松木塊燃燒的
「劈啪」聲，像禮花在爐裏一遍遍綻放——使喝
酒的朋友笑着，那種綻放幾乎不是用耳朵聽，而
是用心去想。蘇軾雖有《梅花二首》（其二）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
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直抒胸臆，內心類於
梅花的情感輸出，甚將自身境遇與梅花融為一
體，卻找不到白居易與好友在小屋相知相酌的語
境。不過還好，東坡與梅對話，與黃州相知，清
溪猶似三百曲，不是酒來自醉人。
今晚在火爐旁，嘉萱與禹晟正談論着窗外的大

雪。嘉萱問禹晟：「一千餘年前的這樣的日子，
天將降大雪，白樂天為什麼想到的就是劉十
九？」禹晟說：「白樂天之於劉十九，就像李白
之於汪倫，這個『劉十九』，是劉二十八『劉禹
錫』的堂兄『劉禹銅』，排行十九。『劉十九』
乃洛陽富閒之人，常與白樂天有酬應。所以，雪
之將至時，白居易與至朋相聚飲酒之心驟起。在
這樣的日子，就像我與你，吃一頓新煮的冒着熱
氣的餃子，是不是見心見性呢？」「禹晟，你說
得好棒啊！白居易心下想着至親至近好友，想着
雪夜酌小酒，必然和這個劉禹銅是心有靈犀的，
所以便會用家常語『問劉十九』作題嘍。若是嚴
肅地寫成『問劉禹銅』一是不敬，二沒親切感，
三失去了諧音效果。『劉十九』的『九』，與

『新醅酒』的『酒』恰巧音同，這簡直是天造之
偶合！」嘉萱頗有見地說着。
「我還真沒有發現諧音呢，嘉萱，你好細心
啊！首句『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白居
易寫『綠蟻』，該與『紅泥』也是偶合之筆吧。
不過，用這個『綠蟻』來修飾新釀出的美酒『新
醅酒』，是不是白居易故意為之呢？」禹晟一邊為
嘉萱豎起大拇指，一邊俏皮地笑着問︰「『綠
蟻』該不是綠色的螞蟻吧，不過『蟻』和『泥』
相對，有生命，有生態，更有溫度。我看你壞笑
了，一定知道答案，卻故意來考我？」「嘉萱，
你果然明察秋毫，我是知道答案的。用『蟻』來形
容酒，早有出處了，非白居易所創也。東漢學者張
衡《南都賦》中有這樣的話，『醪敷經寸，浮蟻
若萍』。『醪』指還沒有過濾帶有糟雜的新釀
酒，這種酒很稠，表面上浮着很多糟雜或泡沫，
形似小螞蟻。」「那『綠蟻』又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新醅酒是綠色的，所以被比喻成『蟻』

的新醅酒上的糟雜或泡沫也是綠色的呀！『重碧
拈春酒』，就是綠酒入詩的證明。綠酒在歷史上
有，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有記載，我記不清
了。實際上，新醅的酒，酒色往往會呈現淡淡的
綠色，因此『綠蟻』這個詞並非生造，而是形象
的神來之筆。」看來，禹晟在大學時用功不淺啊！
嘉萱聽後，收穫頗豐：「我們形容奢靡、享
樂的生活為『燈紅酒綠』，對於『酒綠』我一
直不解，感覺這個成語不符合現實。今天，聽
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燈是紅色的沒錯，酒
是綠色的也沒錯。在古代農耕社會，酒一般都
是自釀新酒，『綠』酒上桌，就像新韭初嘗，
很自然的。」禹晟來了興致，又說道：「尾句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此句況味更
好，誰是那小飲之時讓人說出『我醉欲眠卿且
去』的人？即將降雪的白冷之氣而使人欲飲心
暖，浮動的綠蟻細酒渣與紅泥中輕跳爐火就在
眼前，聯想與想像激盪着醉人的酒香。與舊知
共酌，需用『能飲一杯無』來證明酒酣耳熱，
或心心相印。就像剛才，我問你，能不能把杯

中紅酒都喝盡？雖莞爾有致卻又似懇切之令，
請將你的身心投入紅酒氛圍中吧！讓紅酒的湧
入，使你的臉頰為紅暈所充盈……」
「好個『能飲一杯無』，圍爐夜話、共酌新

醅，原來充盈着這麼多『你』、『我』過往的記
憶，觥籌談笑間的很多不言說，都在裏邊，都在
裏邊……也許愛的幸福，包括友情、愛情、親情
在內的一切愛，就在於是否能率性地說出『能飲
一杯無』？吾欲愛，斯人之愛至矣，縱有漫天大
雪，此時方為良夜。」嘉萱一邊說，一邊依偎在
禹晟的懷裏，體味着來自對方體溫的溫暖與幸
福。嘉萱和禹晟想像着：新醅酒上的綠痕點點、
紅泥小火爐裏紅火苗呼呼跳動，此夜此景，與李
商隱「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又何
其相似？誰是家酒甫一釀好，便想到應與之共享
且能與之共享的那人？希望窗外的大雪，亦有明
眸亮睛，看清這一幕幕的人間真情。禹晟與嘉萱
彷彿懂得對方心弦似的，覺得他是她的肩膀，她
是他的懷抱……
無論天將欲雪與摯友飲酒，溫習過往的肝膽相

照或兩肋插刀，還是「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
生死相許」「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現實生活的細膩溫婉，使人懂得能
愛之時，要多多相愛；想喝之時，且趁此欲雪之
時相聚為歡。白居易的熱情，足以蕩人心旌；當
那醇香潽出酒罈，若是不喝幾杯，都對不起這
雪。但是，在生活裏，光有酒是不行的，還得有
知己般的人，與自己心心相印。需要愛的溫暖與
之呼應，來消除身邊環境的那片孤寒。杜牧《獨
酌》「窗外正風雪，擁爐開酒缸；何如釣船雨，
篷底睡秋江」，也寫風雪中飲酒，因自飲自酌，
卻沒有情致上來，最後竟慨嘆還不如睡在船倉裏
舒服。因無知己相伴，喝酒跳盪不起火苗來，生
活的情味就沒有期許的魅力。
「能飲一杯無？」這般口吻，與其說是召

喚，還不如說是無法拒絕的深情，動人心神，
讓天下有情人心跳相悅。橙色的火苗舔舐屋外
的大雪，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

大雪與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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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智堅把興
趣變成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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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院子裏盛放着的
銀葉金合歡。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