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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木心，需要心靜的時候。春節前去圖
書館借書，偶遇李劼先生的《木心論》，理
想國出品，很是喜歡。這本書，讓我重新遇
見未知的自己。

「木心有如空谷幽蘭，默默領略，最
好。」太年輕，是讀不懂木心的；慧根淺，
是無法靠近木心的。我深信不疑。像很多人
一樣，我從陳丹青先生那裡知道木心，讀文
學回憶錄，像個滿眼新奇的孩童，還未與他
打聲招呼，他就離開了這個世界。緊接着，
《文學回憶錄補遺》、木心逝世一周年、二
周年、三周年紀念專號，他的作品愈來愈多
的出現在我的案頭，《哥倫比亞的倒影》、
《溫莎墓園日記》、《西班牙三棵樹》、
《素履之往》，《詩經演》、《愛默生家的
惡客》等等。看得愈多，我愈發感到自己的
無知和迷茫：木心是誰？他究竟是怎樣的一
個人？
要想直接從《木心論：與孤鶩齊飛，共木

心一色》這本書中找到答案，那樣會枉費精
力。如果視為作者從文學角度解讀木心，也
有些膚淺；平心而論，這是以木心為精神坐
標或審美標高，比較中西方文學的差異，梳
理傳統文化的脈絡和漢語文化的譜系，領悟
到木心帶給後人的精神遺產：「文學本無
史。木心走過，留下一片芬芳。」

與南懷瑾、胡蘭成、潘雨廷相比，木心最
清高：清在語辭、高在飛翔。這是木心的文
學姿態，也是他的生命哲學。用一句話概括
就是：「最善自製自葆，最能瞻前顧後，庶
幾乎天才（出自《素履之往·困於葛
蕞》）。」自製二字，成為他的制勝法寶，
也是人生的浪漫詩眼。他出生江南貴族，遭
遇文革囚禁，經歷飄洋海外，後來，回到家
鄉終老。沒有像托爾斯泰出走，也沒有像拜
倫戰死沙場，更沒有像妙玉那樣出家，他選
擇自保，做不可救藥的倖存者，這是生存的
智慧，我覺得，也是傳統文化的中庸哲學。
最初，了解木心囚禁中用白紙畫了鋼琴的

琴鍵，無聲彈奏莫扎特、巴特的樂曲，左手
食指受傷後也忍着，我認為這是一種臣服。
然而，深入體味他的作品後，我慢慢懂得，
臣服中蘊含着自我救贖。這種救贖，是保全
自己，也是度己度人。有了這層領悟，再讀
他的作品就會駕輕就熟，如同一把金鑰匙，

能夠順利打開他的珍珠寶盒。散文、詩歌也
好，講學、小說也好，文中的繽紛句子，隱
隱約約映射出他的生命主張：「三百篇中的
男和女，我個個都愛，該我回去，他和她向
我走來就不可愛了」，「嵇康的詩，幾乎可
以說是中國唯一陽剛的詩」，「李白的性格
很明亮，像唐三彩上的釉」，「如果抽掉杜
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詩會不會有塌下來的樣
子」，「我敬重康德，悶頭悶腦思想。薩特
他們，想到一點，就哇哇叫。」「《紅樓
夢》中的詩，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
在水中，好看……」等等，這些金句，就像
《追憶似水年華》中的瑪格麗特圓餅，味美
香醇，需要細品。但，字裡行間的思想金
線，仍是木心先生的自製自葆。
其實，順着自製自葆的金線，能夠看出，

木心談古論今，說希臘、訴先秦，都是通過
他人說自己，以不同的視角反觀自我，回到
自身。所以，重讀木心，一遍遍走進木心，
讓我重遇未知的自己。比如，她評價張愛玲，
「張愛玲與蘇青只是兩個風塵弱女子，她們想保
持的是她們自己也弄不大清楚的一份金粉金沙的
個人主義」，「中國文學史上自有她八尺龍鬚
方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金粉金沙的
個人主義，不正是他自己嗎？
當然，木心作品中強烈的孤獨感不言而

喻。很多話語，他說得非常迂迴，似乎隱含
着什麼深意：「若問我為何離開中國，那是
散步散遠了的意思」，最觸動心靈的當屬
《上海賦》：「五十年無祭祀無饗供，祖先
們再有英靈也難以繼存，魂魄的絕滅，才是
最後的死。我，是這個古老大家族的末代苗
裔。我之後，根就斷了，傲固不足資傲，謙
亦何以為謙」，這是他的內心獨白；「……
我是一個遠客，稀客，感覺着人們感受不到
的東西。清醒得暈暈然似將撒手虛脫，幸有
殺傷力極強的淡漠，把握控制住了」，這是
他的自我總結。可以說，他的孤獨絕不遜色
於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他被孤獨包圍，卻
沒有吞噬，抵達完成。唯一遺憾的是，這位
迎娶繪畫、嫁給詩歌的「文學魯賓遜」，沒
有現實的伴侶，「我選擇藝術終身大事，是
因為這世界很不公平，白癡可以是億萬富
翁，瘋子可以是一國君王。」即便他在藝術
王國中如何游刃有餘，即便「寫詩的每一刻

都是木心的洞房花燭夜」，都無法代替愛情
的滋養與相伴，這不得不叫人嘆息。

木心說過，那道窄門雖然很窄，但恐怕一
個人通不過，需要有兩個人才能通過。因為
愛必須在兩個人之間，才能成立。而沒有
愛，是無法通過走向天堂的窄門的。這樣說
來，他通過了，以文學的方式；他沒有通
過，沒有愛侶的相伴，都是孤苦伶仃。引用
書中的一句話說：「木心講學，與其說是對
孤獨的突破，不如說是朝孤獨做了個倒立，
把自己做成了一個『哥倫比亞的倒影』。」
倒影中，影出美男子的內心世界，也照出全
人類共有的孤獨。
「生命好在無意義，才容得下各自賦予意

義。」讀懂木心，在於洞見，在於比較，李
劼先生的解讀，或者說導讀，為我們打開一
扇窗戶。「木心講出的不是什麼學術體系，
而是令人目不暇給的洞見，猶如一片片美麗
的花瓣。靜觀如孔雀開屏，雍容華貴，動察
如天女散花，紛紛揚揚。」這種洞見以「生
命本身的體悟見長」，不僅要「遙應李耳，
堪比但丁」，更多的是於中國傳統文化長河
中的精準「把脈」，木心先生是我們值得信
賴、為之仰望的審美坐標與精神導航。李劼
先生的比喻，令我回味不盡：「先秦以降的
中國文化，有如阿凡提的兔子之湯，先秦是
兔子的湯，然後是兔子湯的湯，再後是兔子
湯的湯的湯，一直湯了這麼多年，最後湯成
一盆泥漿水。回到先秦，就是從泥漿水回到
兔子的湯……」
木心的作品，承接先秦諸子文化氣脈，用

生命照亮文化的星空，讓回到「兔子的湯」
成為一種可能，至少能夠看到這種希望。從
某種意義上說，木心先生使我們認識到文化
年輪的刻度，以及精神審美的溫度。刻度
上，度量他的精神分量，溫度中，顯示他的
文學體溫，也是漢語的尊嚴與魅力；享受木
心美文的同時，從一個語言廢墟裡走出來，
卻理當成為木心所有讀者的快樂。
李劼先生將《木心論》視為種了一片以

「木心」命名的小樹林，讓生活在霧霾中身
陷困頓的人們，去小樹林呼吸新鮮空氣，享
受精神芬芳，汲取生活力量。對我們來說，
走進那片迷人的小樹林，收穫的又不只是這
些，應該還有其他。

「中國故事」

經歷，令人從容
一如預期，魂繫

特首夢的葉劉淑儀
的競選工程終於結束，「非戰之
罪」，「雖敗猶榮」。
付出了心血，累積了經驗，贏得

的不僅僅是同情，還有一份尊重。
因為透過競選，她廣泛而近距離地
接觸各個界別，也認真而扎實地撰
寫政綱，甚至在明知無法「入閘」
前夕，仍修訂政綱，以供其他參選
人參考，這種氣度和風度，應可抵
消她因「真言」而影響的「人
緣」。
葉劉十三年前因為推銷「二十三
條立法」表現欠佳而問責辭職，並
因此背負了十多年的「罵名」，
「聰明者」或許就此作罷，她卻承
認失誤，堅持原則，因為這是「憲
政責任」。少了官場精英的傲慢，
多了民選議員的謙卑。
在小小的競選辦總結七十七天競
選工程時，她拋出一組數字：三次
發表政綱、五次記者會、二十一場
落區、四十五個傳媒訪問、四十九
個論壇、一百篇新聞稿、一百三十
七場選委會面……不再哽咽，不見
苦相，也無酸言冷語，只是平和地
交代事實。但在冰冷的數字下，我
的心有些觸動。
本欄的讀者都知道，我一直希望
香港有女特首。六年前，我在這裡
寫過《香港需要女特首》及其相類
續篇，靈感正是由葉劉引發，時值
新民黨成立。她在記者會上的發言
和建議，具體得猶如施政理念和組
班架勢。
也因為我早年接觸過她，並觀察

了她十多年來的言行，看着她的努
力和進步──從虛的形象到實的業
績，我身邊很多朋友也欣賞她，近
年幾次選舉，從區議會到立法會，
我多次在我的選區見到她的身影，
勤奮地幫同僚拉票，印證了她在公
務員團隊中贏得「擔當」的美名。
可惜，在今日過度政治化的現實
中，她的「落敗」似可預期。
看她接受無綫《講清講楚》節目

訪問中分析得失和評說時人時事，
有理有據有節，不乏真知灼見，對
中央的考慮和港人的訴求都表現得
理解，反映民選經驗對她的洗禮和
影響。
見慣風雨，體驗過人生的高低

潮，能作自我反省，並重新上路。
人，自然有一番覺悟，對人事世情
理解得更透徹，再遇到挫折和攻擊
時，就能從容應對。今日葉太正如
此。
但無論如何，對香港人來說，從

下台高官蛻變的葉劉是勵志故事的
主角，她的經驗是珍貴的資產，她
的付出值得充分肯定和合理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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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北京召開兩
會，成中外聚焦點。特

別是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宣讀政府工
作報告，李總理有條不紊，娓娓道來講
述「中國故事」。
李克強首先回顧去年「十三五」

規劃開局之年的成績，再而前瞻勾
劃出2017年的規劃。李克強總理在
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及在中國
共產黨領導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
核心的領導，全場數度響起熱烈掌
聲以表對李總理工作報告全面支持
和擁護。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在
內，都在仔細解讀與自己息息相關
的藍圖，大家都知道總基調是「穩
中求進」，但有智慧者必然從中尋
找契機而得益。
特別是內地與香港金融才俊、特

別是股民、特別是從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一帶一路」戰略、科技體
制改革及環保等有關「中資股」，
擇優而投資尋寶，必然有所收穫。
其實，據說在有關政府工作報告
中，經濟增長目標GDP減速至百分
之六點五，落實四大任務等經濟熱
點，相信是習近平為核心先定調。
去年之「十三五」規劃也應是習近
平所定調的。兩會經過代表和委員
的努力，將會先後勝利閉幕，團結
一起在中共領導下，習近平為核心
的領導思想，迎接中共十九大會議
的勝利召開。
兩會期間，香港區代表和委員相

當受矚目。現時，香港正在為下一
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選舉而進行競
選活動，在此形勢下，受到國家領
導人特別關注，是理所當然的。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以及中央港
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楊潔篪等，
先後與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以及全國
人大香港代表團會面。
張德江在會見時發表重要講話，

談及香港下一步的發展並提出意
見。張德江又表示要支持符合中央
要求的特首候選人順利當選。他認
為，中央對特首有更高標準，有別
於一般的問責官員。張德江強調，
特首實際上是連接中央與特區「一
國」與「兩制」的橋樑和紐帶，角
色非常重要，所以中央對特首必須
以更高標準來要求，並重申中央的
任命是實質性的權力，要對候選人
進行考察，進行了解，不可能不聞
不問。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

一大段篇幅論及香港問題，彰顯中
央對香港的重視和關注。特別是首
次把「港獨」問題提到工作報告
上。李克強警告「港獨」是沒有出
路的，如此表達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屬於首次。
警惕「港獨」禍國禍民，全國人

民和香港同胞一致反對「港獨」。
事實上，「一國兩制」必須是以一
個國家為前提。在大是大非上，一
切要以國家利益為重中之重。

已故藝人翁美玲的母親
於今年一月十七日逝世，

享年九十一歲，並會與女兒翁美玲合葬在
劍橋公墓。而翁美玲於三十年前在廣播道
家中暴斃，當年翁美玲非常年輕，無奈天
妒紅顏，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亦難
過。
翁美玲當年（上世紀八十年代）憑

着無綫電視一齣電視劇《射雕英雄
傳》的女主角「俏黃蓉」，在香港電
視圈一炮而紅。就算當時已有米雪在
佳藝電視的「俏黃蓉」珠玉在前，翁
美玲的演出依然深受廣大觀眾的喜愛
和擁戴。穩坐當時無綫電視新晉花旦
群中的「一姐」位置，雄霸無綫古裝
劇的女主角位置。
但，正當事業如日中天之際，卻噩

耗傳來，翁美玲於家中暴斃。此消息
震撼了整個香港電視圈，大家都不相
信、好愕然，甚至有藝人說︰「宣傳
嚟㗎係咪呀？翁美玲咁後生點會輕生
啫？佢昨日仲拍緊劇，我在錄影廠都
見到佢！」但事實往往就是如此殘
忍，翁美玲的確走了（離世）……
翁美玲是否因感情問題輕生？當時

有不少揣測，男友湯鎮業（阿湯）因
翁美玲之死而成為千夫所指的「罪
人」，認為他背叛了翁美玲的感情。
當年阿湯並未有太多解釋，看着他強

忍悲痛和淚水，為翁美玲處理身後
事，更在翁美玲的靈柩內放入一把已折
斷為兩段的「梳子」，以示與翁美玲是
「結髮情」，以證翁美玲為他的「結髮妻
子」之意！事隔至今三十餘年了，阿湯最
近才在內地某電視台接受訪問，被問到翁
美玲之死時，阿湯很無奈地說了這一句︰
「清者自清。」
翁美玲當時樣子甜美清純、和藹可

親，甚有人緣，與傳媒之間「唇齒相
依」地相處，更贏得記者朋友們的喜
愛；更值得記者們對翁美玲欣賞的
是，她從不考慮約她做訪問拍照的記
者，不論你是屬於大報章大雜誌，抑
或是小報章小雜誌（除了三級色情雜
誌外），只要是誰先約她，她都會按
先後次序，主動聯絡約她做訪問的記
者哥哥、姐姐。翁美玲待人處世的座
右銘，就是她生前口中常說的︰「不
論任何工作崗位的朋友，我們都要互
相尊重。」

悲痛和淚水

有段日子迷過日本
料理，自從福島地震

之後，避免輻射，壽司也戒絕了。
其他日本的東西也上不了心，餐

具器皿美得來嫌它單薄，日籍親友
送來名貴的人偶，再美都難喜歡，
看得不耐煩也轉送給另一個哈日朋
友，倒是關於日本的歷史和小說還
有點偏愛，他們奇特的歷史還具有
吸引力。
讀日本小說，是覺得大多數作者
筆下會不自覺暴露日本人的真性
情，尤其是好幾個良心作家能夠正
視日本侵華的事實講真話，如大江
健三郎、井上靖、森村誠一、藤井
壺、阿部知二、五味川純平、宮崎
滔天等便是，在中日戰爭前已去世
的夏目潄石，還早就看穿他自己國
家狐假虎威喜歡倚傍西方強國勢力
協助而又自高自大。
最近村上春樹推出的新書《騎士

團長殺人事件》，終於也顯現他上
述幾位前輩作家的良心了。
記得上兩屆看好村上春樹的粉絲
曾為他們的偶像沒得諾貝爾獎而忿
忿不平時，村上本人也曾酸溜溜說
自己作品銷量全球最大，根本就沒
把諾貝爾獎看在眼內。我便曾在本
欄指出村上和他的讀者誤把暢銷書

跟諾貝爾獎掛鈎不正確，歷屆諾貝
爾文學獎不同國籍作家，作品也未必
完全暢銷。但是作品內容總有濃厚的
自己國家色彩，當時村上的幾部在美
國教書時寫成的作品，就不符諾貝爾
標準，無望得獎就必然了。
可是這次《騎士團長殺人事件》題

材觸及南京大屠殺，就有日本右翼分
子說他這部新作刻意為想得諾貝爾獎
討好中國而寫了。而且書中提到日軍
無能處理戰俘而屠殺四十萬名降服的
敵人和市民，比中國宣稱南京大屠殺
的三十萬還多十萬。
究竟村上真有這個用意，還是他

有松本清張一樣鍥而不捨的求真精
神，得到更真實的內幕史料可就不
得而知了。其實就算有這樣的敏
感，也只見得村上仍有他藝術和道
義上的良心，夠勇氣面對國際認同
的現實真相，揭破安倍晉三重燃軍
國主義的陰謀，來屆諾貝爾文學大
獎就非他莫屬了。

村上春樹的新書

農曆二月裡有個節日叫龍頭
節。

在中國傳統的習俗裡，這天除了應節地吃龍鬚麵
和餃子等食物，更重要的一個應節的活動便是剪頭
髮，也稱之為「剃龍頭」。古人奉行「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可輕易去之」，所以極少剪髮，但在二
月初二龍抬頭這天是例外。傳說大人在二月二剪髮
可以帶來好運，新的一年裡諸事順利，小孩子在這
天剪髮則是「剃喜頭」，借龍抬頭之吉可以健康成
長，長大可以出人頭地。
另一個傳說是清軍入關後開始強迫漢人剃

頭，漢人學士反抗不得，便想出了「正月不剃
頭，剃頭便死舅」的藉口，藉故「思舊」——
思念舊朝，直到二月二這天才開始剃頭。
無論傳說是否真實，每年二月二剪髮的人是

相當多的，也包括我。我並不是一個迷信傳說
的人，但是每年這天，都要象徵性地剪上幾
縷，以便沾上一點「剃龍頭」的喜氣。
我的髮型向來沒有多大的變化。很小的時候

母親便不在身邊，父親一直給我剪短髮便於打
理，稍大一點的時候在我的極力反抗和請求下
留了長髮，因為不會梳理，也不像別的女孩子
有母親為她們編出各式美麗的髮型，便總是頂

着一根毛哄哄的馬尾辮。到了知道時尚審美的
少女時期，頭髮便是清湯掛麵地披散着，看上
去像一個淑女，實則是一個沒有母親照顧又沒
有學會打理自己的笨拙孩子。
求學時期曾經一度非常喜歡讀科幻小說，讀

了香港作家倪匡的一篇《頭髮》，在書中看到
頭髮竟然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人類可以通過頭
髮和外星人溝通，甚至把頭髮連接在儀器上到
達外星球；而那個星球是所有人類的來處，在
那個星球上，人們運用頭髮來工作，頭髮代替
了手指的工作。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把頭髮留得很

長，幻想某一天我的頭髮也可以「恢復功
能」，能夠讓我找到來時的路，「回到母
星」。其實內心深處最嚮往的是希望自己的頭
髮都能變成手指，考試的時候答題速度快上數
倍，可以早一點交卷而已。
我的長髮一直留了很多年。後來我開始從事

寫作，有時候不眠不休地一寫多日，待到從書
房出來，頭髮便變得油膩膩、亂哄哄的，成了
一種負擔。於是在一次接到寫長篇劇本的工作
後，我終於下決心給自己剃了光頭。這一來整
個人變得輕鬆精神了許多，每日只需在洗臉時

順便用毛巾擦擦頭頂，再不需要為長髮使用大
量的洗髮水和護髮素一遍遍地沖洗，又要花費
時間用吹風機去把頭髮吹乾。嘗到了光頭的好
處，我在幾年內連續給自己剃了幾次光頭，直
到女兒忍無可忍提出了抗議，不想要一個光頭
的媽媽，這才重新蓄起長髮。
前不久我寫的一部電影開機拍攝，因為要跟

組，我擔心每天要在頭髮的打理上浪費時間，
便又去把頭髮剪短成平頭，利利落落地進駐劇
組。劇組裡有一位美麗優雅的女子，平日裡總
是穿着一身飄逸的長裙，披一頭齊腰長髮，進
了劇組也沒有絲毫的改變，無論在市區熱鬧的
高樓中，還是在海邊崎嶇的山路上，她靈動的
長髮和長裙都是一道美麗的風景。她的美麗讓
我自慚形穢：節省時間其實和頭髮無關。
從古到今，頭髮既是人類身體的一部分，同

時又是文化的象徵，說小一點，頭髮關乎審
美，長一點短一點瞬間改變一個人的氣質。說
大一點，頭髮關乎生死，留或者不留往往決定
一顆腦袋的存廢。
到了今天頭髮的意義雖然沒有那麼嚴重，人

們可以更加隨性自由地處理頭髮，但還是有很
多人很在意那些受之父母的毛髮。

頭髮

走進一片迷人的小樹林

姑母無兒無女，在老人院安老，能走
能吃，自得其樂。惟不幸中風跌倒，被

送到公立醫院，再在療養院等待生命耗盡，政府一條龍
包辦醫護，甚至後事，親友子侄只需走動探望，其他無
須擔心。
但有兒女的長者，其安老問題則由家人承擔，經濟負
擔和心力透支，非外人所能明白。一項調查顯示，貧困
基層照顧長期病患家人，八成七護老者處於抑鬱邊緣。
護老者本身要工作生活，或者自己也病痛不少，經濟上
又不許可請人代勞，長期壓力下的抑鬱，又是社會的另
一個「炸彈」。
先不說貧困基層，經濟稍自由的家庭，家有長期病患
家人，護老照顧也是心力交瘁的。我的朋友十分孝順，
中年時期已辭去工作，為的是全職照顧長期病患的母
親；就是照顧得太好，母親病中得享長壽。朋友受過高
等教育，本來可以幹一番事業，但因為孝順，為此度過
數十年護老生活，也被折騰到抑鬱邊緣。
世上孝順兒女不少，但生活逼人，不是人人都有條件

可以辭職護老。家有長期病患老人不能自理的時候，還
是要交由護老院服務，當然又是一筆沉重負擔。
我的朋友圈中，幾乎絕大部分都有護老問題，正因為
經濟有點基礎，老人家能在家中安老，交由菲傭照顧。
但問題仍然不少，何況基層家庭所面對的困境？
社福團體希望政府能多做一點，如設立「長者暫託服
務」或「長者社區保母」，以減輕基層護老者的壓力。
護老是厭惡性工作，連菲傭有得揀，寧可照顧兒童也不
願照顧長者。如社會上大部分行業延長退休時間，鼓勵
「少老」就業，釋放人力，部分投入護老行業，不失為
辦法之一。

護老者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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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一對金童玉女。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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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競選特首夢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