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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朋友的婚禮，婚禮上有一幕場景，令
我過目不忘。主持人問道︰「在你心目中，
愛情是什麼樣子的？」新娘沉思片刻，回答
說︰「戀愛的時候，我嚮往童話般的愛情，
浪漫而溫馨。現在，我認為愛情的模樣自己
知道就行，不用證明給別人看。」話音落
下，現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我經常會想起小區街口賣菜的那對夫妻。
最初，女人與前夫在這條街上賣早點、炸油
條，起早貪黑，賺錢不多，育有兩個女孩。
不久，前夫與附近餐館的女服務員好上了，
周圍做生意的都看在眼裡，唯獨女人被蒙在
鼓裡。紙裡包不住火，此事被女人發現，她
只有兩個字︰離婚。
前夫從出租屋裡搬出去，她獨自撫養兩個

孩子，有人給她出主意︰「你才傻呢，讓他
撫養孩子多好，這樣負擔太重了！」她拒
絕，擲地有聲︰「孩子推給他，就會送回老
家，像拉扯小狗子一樣，我接受不了！」就
這樣，她轉行擺攤賣菜，早上天不亮就去批
發市場進貨，回來後叫醒兩個孩子，再出
攤。
後來，她累倒了，打電話把父母從老家叫

來。「妮兒，再找個對象吧，一個人太苦
了！」母親勸道。起初，她非常倔強，但看
着兩個娃娃整天「流浪」，心軟了下來。不
久，菜攤上多了個男人，有人買菜問起他是
誰，她害羞的說：幫忙的。大家懂事的不再
問，「幫忙的」順理成章成了兩個孩子的繼
父。
男人比她小幾歲，性格木訥，話語不多，

總是低頭幹活，也不太會做生意，凡事還得
靠她去張羅。常常是，男人負責照看孩子，
女人熱絡地與人搭訕，稱秤、裝袋、找零。
第二年春天，女人的肚子大了起來，男人

幹得更賣力了，白天進貨、出攤，晚上找了
份看廠子的活兒，賣菜的時候，他的眼睛通
紅，充滿血絲，常常多找人錢，女人也不訓
他，目光裡盈滿疼惜，想方設法讓他回去多
睡一會兒。午後出門，路過菜攤，我看到她
守在攤前，老大和老二在太陽光下追逐，嬉
戲。孩子生下來，是個女孩，起名叫「盼
盼。」從此，她們成為「三朵金花」。「女
孩也很好，我喜歡，三個孩子都是寶貝！」
不善言辭的男人，笑着說道，臉上飛起幾朵
紅暈。

多了一口人，日子過得更緊巴了，生活擔
子也就更重了。剛出月子，女人便出來幹
活，很是潑辣，一天下來，站得腰酸腿疼，
她沒有半句怨言，總是與人有說有笑的。男
人抱着老三，哄着她玩，女人在攤前忙得不
亦樂乎，菜攤就像她的舞台，也是他們愛情
的見證。沒人的時候，女人坐下來，攬過孩
子，撩起衣服餵奶水，旁若無人的哼唱起兒
歌，男人在一旁望着，眉宇間露出難以形容
的幸福。最熱鬧的時候，當屬傍晚時分，收
攤前，男人懷裡抱着老三，領着老大、老
二，去街上的小店裡買些吃的，兩個孩子邊
走邊吃，嘴裡吧嗒吧嗒的，然後與女人匯
合，推着三輪車往家的方向走去。

生意愈來愈難做，菜攤也愈擺愈長，冷鮮
肉、豆製品、海鮮、雜糧，一應俱全，夏天
時也賣冷飲。即便這樣，還是不夠花，老大
上小學，老二也到了入學年齡，每天睜開眼
全是開支。女人又出去找了份兼職，凌晨四
點去，六點鐘回，不耽誤騎車送孩子上學。
他們的愛情看上去有些粗鄙，從農村出來，
在城市打拚，撫養三個孩子，可以說舉步維
艱。可是，他們彼此依賴，彼此信任，用堅
強和包容把愛情釀成一罐罐甜蜜，是苦而後
甘，愛情的模樣就是生活的本真。今年，他
們在小區裡買下一套小型的二手房，老二上
學落戶口的事情也終於解決了，女人喜上眉
梢。
愛情，說它複雜也複雜，說它簡單也簡

單。我的朋友圈裡有這樣一位夫婦。女人高
位截癱，只有兩個手指能動，沒上過學，憑
借自學，她踏上創作的道路。後來，通過網
絡她收穫一份愛情。對方也是殘疾人，眼睛
不好，他被她的堅強和才情深深打動，不辭
勞苦從內蒙來到安徽，千里赴約，只為愛
情。在父母的半信半疑中，他們走進婚姻殿
堂。
或許，在常人眼中，貧困的愛情是一種狹

窄的選擇，平靜的表面下往往一地雞毛，然
而，他們卻處處創造着愛的奇跡。
對她來說，他是她的腿；對他來說，她是

他的眼。婚後，他們為了生存四處奔波，而
最艱辛的是，他要承擔照料她的重任，洗
衣、做飯，吃喝拉撒，像對待一個嬰孩，事
無巨細，精心呵護。結婚五周年時，她送給
他一份特殊的禮物，一首私人定制的詩詞

《訴衷情》，找友人寫好裝裱起來︰「朝朝
為妾畫紅妝，病骨沐香湯。不聞窗外寒暑，
情韻正悠長。別梓里，是清狂，笑風霜，此
心如玉，身老徽州，一諾天荒。」情切切，
意濃濃，字裡行間氤氳出她對丈夫的拳拳愛
戀和感激之情；「清狂」二字，又點染出一
團團永不褪色的癡情，令人不禁濕了眼睛。
當晚，待她睡下，他鋪開信紙，提筆寫下愛
的告白︰「也許，是我找不到好的語言，來
詮釋我對你的愛。我也想用，要死就一定死
在你手裡這樣狠的句子，來釋放我對你的熱
情……」這就是愛情的模樣︰愛長久，一諾
天荒。
後來，我與她成為好友，她經常在網上秀

恩愛，晒幸福，一些不起眼的小確幸，甚至
有些卑微，卻觸動心靈，讓人久久感動。有
個細節，使我感動落淚。她行動不便，如
廁、洗浴，上下輪椅，都需要他抱着。第一
次抱她的時候，她抱怨，「他差點把我抱丟
了」，原來這是一場小「誤會」。「我不是
怕摔下來，我就抱着他，冬天穿着棉襖，我
就擋着他的視線了，他就使勁把頭往前抬，
我心想怎麼回事，我抱着你，你還迴避我，
我更抱得緊一點，後來我才發現不對，他是
在看路啊。」他的一隻眼睛失明，我能夠想
像到，他是如何抱着她，她是怎樣貼着他的
臉龐，一步一步，挪動腳步，趔趔趄趄，勇
敢向前，直面更加複雜的風雨人生。
她重度殘疾，他成為她的守護天使；她不

能自理，他二十四小時照料，走過「七年之
癢」，他們依然甜蜜如初。今年他們結婚第
八年，她回憶起戀愛時的一件小事。冬天的
晚上，他們通過QQ聊天，他開着語音，她
為他讀自己寫的藏頭詩︰「影兒為誰瘦，子
心癡念沉。傳書倩魚雁，說與心上人。」一
天，他的手機壞了，外面大雪封門，他踩着
半尺厚的積雪，在很遠的地方找到一家電話
亭，打電話問候她的近況。她熱淚盈眶，就
要掛斷電話時，他讓她讀詩給他聽，讀到最
後一句時，兩人異口同聲地讀了出來，那一
刻，她覺得整個世界散發出耀眼的光芒。
「假如我能站起來，我會天天做你愛吃的

飯菜，讓你不再孤單消瘦，一直一直那樣胖
胖白白……」她深情地說道。柴米夫妻，相
依相伴，他們的感情就像白開水一樣恒久，
這樣的愛情就是最美愛情。

後悔家電
看漫畫才知道原來
有個「後悔家電」排

行榜，榜首依次是果汁機、果菜
機、咖啡機、美顏機、縫紉機和麵
包機。
哈，除了美顏機和縫紉機從未買
過之外，其餘的我全買過，現在仍
「健在」的是麵包機，果汁機、果
菜機、咖啡機則已「被消失」多年
了。歸根究底就是一條：不切實
際，佔地方，清洗麻煩。經過初買
回來試做的興奮期後，覺得還是去
買果汁、買咖啡更乾手淨腳，更美
味。我想是人同此心，所以才有
「後悔家電」榜。
其實這些都是好東西，也多跟下
廚有關，足見生活中最能給人直接
歡愉和期盼的，始終都是簡單的口
腹之慾。其實咱們爸媽那輩真是有
大智慧，一見我們心動要買這些，
一定罵，批死我們「新屎坑」三分
鐘熱度過後，東西必打入冷宮。
我們廿多歲時當然不信，尤其初
搬出來住的時候，添置家電是大樂
趣，幾乎是成年禮、象徵「主權獨
立」，哪會想到買台便宜家電就要
跟它度人世？就說咖啡機……請朋
友回家坐，能沒咖啡機邊煮咖啡邊
聊天嗎？於是又得買起碼三四隻像
樣的咖啡杯、咖啡壺和可愛的乘奶
乘糖器。於是朋友之間互訪，大家

都「逼」大家喝了幾年很不好喝的
自家煮咖啡，和大費周章用果汁機
榨的鮮果汁，又花很多時間清洗，
覺得很有型似的。這樣過了幾年日
子，那階段才完。
那種對個人自由生活空間熱切企

盼的心情，逛宜家最易感受到，多
年沒變。現在去宜家，我必有目標
才去，比方昨天就是為了買飯桌用
的水松隔熱墊，買完即走，卻見到
很多年輕人，單拖或拍着拖去看看
這、摸摸那，很憧憬的樣子，幾乎
可見到他們腦裡想像這些亮麗物品
帶來的幸福生活。
我現在對這些家電還是很有興趣

的，特別是銷售員的游說手法，有
空時會在百
貨公司櫃位
停下來聽，
但不會買。
我已到了捨
棄物品的階
段，現在隨
時預備送人
的 東 西 很
多，包括幾
乎全新的高
速壓力煲和
名 牌 鐵 鑄
鍋，就等有
緣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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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會會歌的撰詞人是林

以亮先生，他是何許人也？
其實，他的真正名字是宋淇，林

以亮只是他的筆名。他的中英文水
平很高，足以擔任中英文翻譯系的
教授。當時，他又是中大校長李卓
敏的辦公室秘書長。同時，他也活
躍於電影界，是著名電影《南北
和》的劇本著作人。
中大為了使學生會順利誕生，除

由中大代向全體學生收取學生會費
外，並邀得宋淇先生作詞及黃永熙
博士作曲。當學生會成立之日，學
生會會歌也同日出爐了！
宋淇先生是一位難得的傳奇人
物。除了學富五車之外，為人幽默
及和藹可親，可惜他的身體病患甚
多；但他卻絲毫不為這些病患擔
心。他還自稱是瑪麗醫院最受歡迎
的病人。因為他曾多次入院留醫，
每次不是割除這個內臟的一部分，
就是另一個內臟的另一部分；他似
乎有點「驕傲」地向他的同事講述
他的「被開刀」的威水史！並完全
不感到一丁點兒哀傷，還自嘲地
說︰「平均而言，我現在體內的內
臟只有你們一般內臟的一半左
右！」
他更自豪地說︰「我每次入院，

便一定有一大批新上任的醫生前來
探訪，和我傾偈及研究我的病
歷。」而他又很熟練地將他多次被
開刀時的感覺和感受，像他寫劇本
般生動地向各位初級醫生講述。於
是這群醫生都暗中稱宋淇先生為真

正的醫學大教授。因為全世界也絕
對沒有一個病人有宋淇先生那般精
通中英文，又擅長像創作劇本般清
楚敍述被多次開刀情況和感受的人
才嘛！宋淇先生的威水史甚多，他
和名作家張愛玲也很熟稔，張也曾
多次在宋淇家中短住。他們互信程
度是張愛玲把多部作品全權都交由
宋家處理。而最使宋淇先生最感光
榮的威水史是宋淇先生把它隱藏最
秘密而絕不宣之於口的戀愛史。
據最可靠的消息證實如下︰
宋淇先生青年時和另一位非常有

為的青年同時戀上了同一位性情溫
順，而又具備了百分之一百像曹植
形容世上絕頂的美人之元素，包括
了︰「手如柔美，膚如凝脂，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最後，另一位
男士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命運安
排了他加入了一個不許結婚的宗教
工作。據悉，最後亦晉升為一處著
名地區的主教，於是宋淇先生便順
利擄得那位美人的芳心。
收筆之前，讓本山人又再當一次

文抄公，恭錄該會歌歌詞，讓各位
讀者欣賞宋淇先生之文采。開了
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
荒。承擔着整個民族的光輝，我們
還要不停地光大和發揚！迎着風，
對着浪，在學問的大海中向前航。
吸收新知識心胸要開放；我們要做
替大眾鋪路的橋樑。
有信心，有理想。縱五湖四海聚

首在一堂，我們懂得友愛的真義。
兄弟們，姊妹們，兄弟姊妹們！讓
我們大家為美好的將來，齊歡唱。

中國文藝肩負民族復
興大使命。一年到晚最

熱鬧的文藝節日是春節，春節一直熱
鬧直到元月十五元宵節為止。元宵節
又稱上元節，花燈廟會，男女約會是
元宵節的重要節目。
眾所周知，由於古時男女約會沒有

現在開放，所謂「人約黃昏後」，正
是古時男女在元宵花燈下的最佳節
目。也沒有古時的相親大會，緣到來
時「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
在燈火闌珊處」，千里姻緣一線牽，成
了一生一世的伴侶是最幸福的了。
說句輕鬆的話，當今正是新一屆特

區行政長官競選時，誰會勝出？也可
算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一位女強人
呼之欲出，率領港人邁向美麗的明
天。
中國古人將太陽周年運動軌跡分為

二十四等份，據稱每一等份稱為一個
「節氣」，統稱為「二十四節氣」。
以農立國的中國，二十四節氣是時間
知識體系及其實踐，對中國農民作息
作業至為重要，源遠流長，持之以
恒，經受時間及歷史的考驗。去年，
中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二十

四節氣」，並成功獲得通過決議，將
中國申報的二十四節氣列入人類非物
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體現出國際
社會對中國的重視，並且說明了中國
對文化融入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可持
續發展的重視。
香港文化是中國文化重要元素之

一。康文署分別在三地舉行了元宵彩
燈會，各有各精彩，迎來合家歡聚的
人群，迎來牽手同行的情侶。由國務
院僑務辦公室與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聯
合舉辦的「文化中國．四海同春」演
出，余國春領導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及
各協辦單位共迎嘉賓，連續兩晚在香
港紅磡體育館演出精彩節目，正是文
藝肩負民族復興大使命的印證，令香
港人深深體會到祖國的親情和精彩的
文藝節目。中國文藝慶典節目眾多，
如何傳承並發揚光大，需要全民共賞
及努力推廣之。
雄雞報曉百花齊放，也迎來股票市

場百家爭鳴。儘管在年初，不少人都
擔心在雞年世界政治、經濟不明朗而
憂心忡忡，料不到驟然北水洶湧來
港，令市場信心煥然一新。但願迎春
接福人長久，幸運之神永遠眷顧我
們！

去聽專家演講，談的是特朗普上任美國總統
後，世界會有些什麼變化。專家的分析，和我

一直留意媒體的報道，大同小異。倒是專家在放的幻燈片
中，有一張照片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美國語言學家、哲學
家和政治評論家喬姆斯基的書影，可惜專家並沒有發表喬姆
斯基對特朗普有何評論。
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有譯名亦作杭士基），

他早期在語言學著作上享有大名，後來因為反對越南戰爭，
發表了《知識分子的責任》，而在政治評論上名聲更為響亮。他
的言論，從2011年在英國出版的《哲學百科》的一篇介紹他
的短文可見一斑。這本書是由韋爾．白金漢等多位學者撰
寫，康婧翻譯的版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介紹喬姆斯基的短
文題目是「如果選擇，我們可以生活在舒適的幻覺中」。
書中介紹喬姆斯基對倫理學的分析，說︰「我們用什麼樣的

標準來對待他人，就應該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對待自己……我
們喜歡用道德話語來批判他人，卻不願用同樣標準來衡量自
己。」試想想香港和台灣的政客中，多少人的批判言論，正是
這樣的？所以，在政治生態中，我們不是時常看到政客為騙
取選票時滿口正義的謊言，等獲取權力後就擺出另一副嘴臉
嗎？留意台灣政治新聞的人都知道，民進黨正正喜歡使用兩
套標準來兌現他們競選時說的「謊言」。
喬姆斯基對政治權力的分析，文章說︰「光憑政府的口

徑，我們不能觸及政治權力的真相。政府會用一套所謂的
『事實』來使其行為看似合理……這些所謂的『事實』都只
是幻象，而據此採取的行動都是沒有根據的。」看看白宮發
言人最近的發言中說到傳媒報道的事實，就可以知道，美國
政府的所謂「事實」，是不是幻象了。

寫了王澤和王司
馬，寫了英國政治漫

畫，也想寫寫內地漫畫，儘管很感
興趣，所知只限早期印象，而且到
已故的華君武為止。
一九六三年，大漫畫家華君武畫了
一幅《好大的痰盂》，一個男泳客坐
在泳池邊，一口痰飛向池中。二十七
年後的一九九零年，他又畫了一幅
《與落葉齊飛》，穿大衣像情侶在走
路的一對男女，左右開弓同時隨地吐
痰。在畫家眼中，吐痰陋習不但沒有
改好，而且變本加厲。
五六年前，在粵東某大學的泳
池，換好泳衣準備下水，池中一個
男子一面游一面吐痰，吐了又吐。
向管理員投訴，他望我一眼，問：
「你是哪裡的？」從此對這泳池有
戒心，再沒有下水。
從小喜歡看諷刺漫畫，這種畫在
內地有個奇怪名字，叫「內部諷刺
漫畫」，這名稱不知還流不流行。
基於國情，漫畫雖然諷刺時弊，
但「充滿着善意的規勸」（鄧
拓語），與境外常見的不一樣。
華老用毛筆作畫，像豐子愷。有

時一幅小畫題滿了字，像齊白石，
很有民族風味。內容則反映不同時
期的社會現象，看他的漫畫像回顧
歷史。

同時代的大漫畫家王樂天畫過一
幅《霸王自供》，膾炙人口。楚霸
王在畫中對兩個老百姓說：「我就是
民主少一點。」第二年內地實行改革開
放，華君武畫了一幅「葉公好龍」
「那樣的漫畫：天上一條巨龍，龍
身有民主兩個毛筆大字，下面一個
幹部模樣的人用衣袖遮臉奔跑，兩
個男女在後面追趕。」
對白是：「同志！你平時演講不是說

要發揚民主嗎？」「那是說說的，真來
了就害怕了！」漫畫登在《南方日
報》，一年後出版的《華君武漫畫選》
卻沒有收錄。

內部諷刺

今天二月十四日西方情人節，
近年人氣急升的「拳佬」陳展鵬

早已成為少女心中的理想情人。這位三料視帝
出道廿一年，初時直覺自己的名字十分古老，
希望改一個快樂的，例如「樂」字，後來知道
任職消防員的父親是希望兒子他日大鵬展翅，
結果他將念頭取消了，是乖仔一名！
展鵬中學畢業後加入娛樂圈，原因當年他在

銀禧體育館以乒乓球代表隊身份與「運動之
星」郭富城合作拍攝運動推廣特輯，感到非常
興奮，也就對娛樂圈產生了極大興趣，投考無
綫藝員訓練班，踏上了崎嶇的銀色旅途。無綫
電視藝員、寶麗金歌手、電影明星甚至建築工
人……為了生活我願意，那陣子從酷熱的地盤
走出來，一盆冷水照頭淋，真的很爽！
藝人的命運各有不同，有先聲奪人的、有慢

慢浸泡的，展鵬屬後者，經過亞視的洗禮後更
見扎實。2008年懷着破斧沉舟的心情重返無
綫，就好像田徑運動員一樣，我以為只有我一
個人在跑道上，原來外面有很多人在旁觀，表
現是有人留意到的！
展鵬的演出漸受肯定，角色更為入屋。《城

寨英雄》使他更上一層樓，甚至與刁蘭傳成一

對。展鵬坦言在未回歸無綫之前，已開始留意
胡定欣，發覺她的感情戲好到位，好靚好花
旦。不過從未想過合作，因當時自顧不暇 。
《城寨英雄》遇上這個好拍檔，適逢他剛剛被
阮兆祥啟蒙，開始懂得與女演員溝通，之前一
cut便做回自己與女方全無交流。現在除了鏡頭
前後都一樣多多了解，其後在《瘦身兵團》與
田蕊妮溝通得淋漓盡致，感覺非常舒服，他可
以戲假情真了。
他承認定欣是心中的完美女神，運動出色、
夠爽朗、漂亮、身材好。不過工作還是工作，
工作會使人挫敗，感情亦會。以前廿八九歲曾
想過結婚，當年和姚嘉雯的緣分，因回歸美女
如雲的TVB使女方出現信心危機，緣分無疾而
終，現在是好的，自己追求到夢想，對方亦有
了個幸福家庭。
與胡定欣合作多時，金童玉女可有撻着過？

他肯定地說了三次沒有！只是好欣賞對方，只
覺得自己未夠好，「我承認我們這一行好自
私，男女拍拖可能會爭位，可能要搵一個配合
到自己的才可以。拍拖沒有保證的，散了就是
以後的reference，不想影響別人和自己工作心
情。我40歲了，爸媽也沒有追問，他們知道如

果是真的，我一定會說出來，對新抱也沒有特
別的要求，我希望是個有內涵、思想全面和成
熟，是個humble的人。」是否因定欣「紅」所
以不想發展？「她很好、好配合，不過感覺不
是這樣，可能我不做這一行，可能不在TVB、
可能會得……」
展鵬強調現在沒有拍拖，亦不急於拍拖……

最理想的情人節是和情人去好凍的地方欣賞北
極光！今天情人節要開工，如果見到胡定欣會
講「情人節快樂」，對方不會誤會的，我們都很
專業嘛，如果套套
劇都不能自拔，九
條命都不夠，其實
好累。
在言談中，我聽

到了一位藝術家的
一份寂寞和執着，
寧願放下感情事，
不斷挑戰自己奮勇
向前……但願展鵬
終於得到高回報的
事業與愛情。祝各
位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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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內地漫畫家華君
武畫了一幅《與落葉齊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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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展鵬最理想的情人
節是和情人去欣賞北極
光！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