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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
記

古今皆同

曹雪芹曾借紅樓
開篇，石頭之言，
說出他所處那個時代的流行文學狀
況。「……今之人，貧者，日為衣
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縱
然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
尋愁之事，那裡有工夫看那理治之
書，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
這話也適於當下。人心浮躁，又
有諸多五花八門的吸引，不少年輕
人既不讀文史哲，也沒心思讀古今
名著，不是猜度，有數字為證。
據消息，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根
據高校評估組要求統計，去年一
年，2,100 名本科生中，借書記錄為
零的有 1,900 人，其中戲劇文學系
216 個學生，只有 88 個借過一本以
上的書，借書最少的是表演系，一
年中只有 11 人借過書。那麼中戲
呢、電影學院呢？沒看到統計，估
計也差不多吧。
中央戲劇學院的圖書館在大專學
府中是有名的，以收藏戲劇和影視
藝術類圖書為主，兼收文學、哲
學、史地及其他社科類珍本。
建院初期，院長歐陽玉倩為了有
利學生讀書，繼承了華北大學三
部、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及中央文學
講習所圖書館的藏書，加上數十餘
年不間斷的採購積累，館藏圖書有
三十七萬多冊。可惜看書的學生愈
來愈少，倒也不是不看，而是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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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篤撐
朋友問，查篤撐，
是不是古時候打更的

古今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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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Alexa Chung， 明 ， 打 扮 靠 近 年 輕 一 代 卻 別 樹 一
1983 年誕生於英國 幟，被人看到、感受到一份與眾不
Hampshire。母親 Gillian 純正英國血 同的先驅性，多年下來被奉為 IT
統，父親 Philip 四分三華裔，身材修 GIRL，當時裝設計師泥足深陷，上
長，淺髮碧眼 Alexa 極易被誤認百分 一代 IT GIRL 例如 Kate Mose 年華
逝去，後繼雖有 Cara Delevinge 姊
百歐羅巴種。
早在牛津大學唸英文系，已被星 妹，影響力始終有欠。Alexa 異軍突
探發掘邀請出任模特兒。後來任職 起，是為近年英國出產時尚人物表
英國廣播公司 BBC 節目主持，也為 表者。
能在舉足困難的時尚圈，成名立
曾經時尚寶典《Vogue》出任兼職編
萬絕不容易，Alexa 抱擁媒體機器助
輯。
英國乃至歐洲近年未見出色時裝 其左右推動，IT GIRL 只是形象獨
設計師突圍而出，整個巿場不利創 特，卻未必擁有平地一聲雷的創意
意新人定位，消費者湧往瞬間即逝 能力。國際甚或本地為數不少的明
Fast Fashion，過去具權威發言的傳 星、名模、形象設計師都曾染指時
統平面或大氣電波媒體，都被網絡 裝系列設計，可惜雷聲大雨點小，
世界資訊模式逼迫，再無一統天下 未竟全功；剛剛推出個人品牌系列
的能力。莫說捧起新明星，自己存 的 Alexa 口碑好壞參半，往後能否媲
美一代足球明星碧咸妻子、前流行
亡也成問題！
在網絡的世界裡，人人都可以為 樂 隊 Spice
自己打造一片自我宣傳立足之地。 Girl 成 員
過去稱雄稱霸的著名編輯、作者具 Victoria 推出
一定影響力，將金手指指向心屬尖 的時裝系列
子，此尖子即刻順勢成為新星。今 般成功？還
天連專心一致看畢一本圖文並茂時 需時間洗禮
尚雜誌的新一代也困難。電視節目 以待證明。
淪為長者消磨時間，縱使被訪問，
也難得似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般
■ Alexa 打扮
被社會關注。
Alexa Chung 並非時裝設計師，然 獨特，別樹一
而外形俊俏，熒光幕上語言幽默聰 格。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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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我的印象，應該是粵劇的過場樂
聲。打更發出的聲音，有時候是篤
篤的聲響，是用梆子或單面的銅鈸
敲出的。但又不是非常肯定，所以
只能說，等我查查字典和資料才回
覆吧。
果然，粵語中的查查，正式的名
字是鐃鈸，是一對金屬圓片組成
的，這鐃鈸外面的中央是凸起的，
分別用一條鈸巾繫着，以便演奏時
兩手拿着鈸巾來作對敲。大概是對
敲後發出查查查的聲響，所以廣東
人就稱之為查查。
篤的聲音，是用梆子來敲出的，
那是兩根長短和粗細大小都不同的
實心硬木組成，一般像一根木棒敲
在木盒上，但也有兩根都相同的粗
而長的棍子組成。
通常只要聽到篤篤篤查篤撐的聲
音，就表示粵劇即將開場，隨之而
來的是喧天的鑼鼓聲響，就有好戲
可看了。
查撐的聲音，應該都是鐃鈸對敲

出來的，查是輕敲，撐是重敲後兩
片鐃鈸分開的時間比較久。
粵劇每場戲的過場，就是用查篤
撐敲出的音響來顯示。所以，從前
有人會形容一個人的作為像在演戲
似的時，會說他是不是在查篤撐。
香港就有個查篤撐兒童粵劇協
會，致力的就是開發原創粵劇的培
訓，讓小朋友也投入兒童粵劇的世
界。
而廣州電視台還有一個節目叫做
時事查篤撐，就是以做戲的方式來
月旦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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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電池汽車發展前景好

目前電動車的缺 擾。
由於其獨有的特性，石墨烯被稱
點是充電八小時，
只能夠走三百公里左右，如果要繼 為「神奇材料」，科學家甚至預言
續行駛，又充電八個小時，相當不 其將「徹底改變二十一世紀」。曼
徹斯特大學副校長 Colin Bailey 教授
便。
美國俄亥俄州的Nanotek儀器公司 稱：「石墨烯有可能徹底改變數量
利用鋰離子在石墨烯表面和電極之 龐大的各種應用，從智能手機和超
間快速大需要量穿梭運動的特性， 高 速 寬 頻 到 藥 物 輸 送 和 電 腦 晶
開發出一種新的電池。這種新的電 片。」
最近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池可把數小時的充電時間壓縮至短
研究人員就開發出一種以石墨烯為
短不到一分鐘。
分析人士認為，未來一分鐘快充 基礎的微型超級電容器，該電容器
石墨烯電池實現產業化後，將帶來 不僅外形小巧，而且充電速度為普
電池產業的變革，從而也促使新能 通電池的 1,000 倍，可以在數秒內為
手機甚至汽車充電，同時可用於製
源汽車產業的革新。
新能源汽車將集中亮相二零一七 造體積較小的器件。
由於石墨烯擁有超乎想像的導電
年上海國際車展。與往屆不同的
是 ， 它 們 將 更 強 調 擺 脫 充 電 樁 技 能力，石墨烯電池概念成為突破目
術，消除使用者的里程焦慮。傳統 前電池技術瓶頸的救命稻草。尤其
新能源車不足之處就在電池續航能 內地電動汽車行業但凡有技術突破
力不足，對充電樁建設提出了較高 都與石墨烯電池掛鈎。
隨着中國研究的不斷深入，技術
要求。「如果車自身能發電，就可
大 大 降 低 對 充 電 樁 的 依 賴 。 」 他 難題的接連攻克，應用範圍也在不
說。內地企業正道新能源汽車自主 斷拓寬，相信結束石墨烯器件時代
發電的秘訣就是「微型渦輪發電機 已為期不遠，現在也可以期待一下
這一「二十一世紀的神奇材料」會
增程器」。
在行駛過程中，發電機通過多燃 帶來怎樣的驚喜。
料系統，可隨時隨地為車輛提供電
力或給電池充電，無須依賴充電樁
與社會充電網路。
廣西電網公司電力
科學研究院目前就在
試驗基地測試電動汽
車的無線充電技術。
巴士埋站的時候，只
需車道下方埋好線圈
等裝置，通過電磁感
應、電磁共振等電能
傳輸方式，電動汽車
就能邊走邊充。這種
方式對建設場地要求
■石墨烯電池汽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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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舉

「偏遠農村多窮漢，討個媳婦真困難，如
今彩禮十幾萬，其他花費還不算，傾家蕩產
全抖完，拉下饑荒誰來還？」這是《經濟參
考報》採訪人員，前不久在中西部某縣農村
採訪時聽到的一句順口溜。我相信，很多人
看了這段順口溜，心裡都有一種「不是滋
味」的感覺。
近年來，天價彩禮已經成為影響城鄉居
民，尤其是影響農民生產生活的一個沉甸甸
的包袱。上個周末，妹妹從老家打來電話，
簡單問候了幾句，告訴我一條消息，她那在
福州打工的兒子處了個外省的女朋友。外甥
處物件了，我這個當舅舅的，自然打心底裡
高興。於是，笑着回答︰「你家樓房剛剛竣
工，現在兒子又有物件了，這可是雙喜臨門
啊！」聽了這話，電話那頭妹妹輕輕嘆道：
「好是好，只是女方家提出要十萬元彩禮。
蓋房的借款還沒還清呢，這下又冒出一個大
難題。」
「十萬呀，這麼多！」妹妹趕緊解釋︰十
萬元不算多，如果是本地女孩，沒有二三十
萬，談都免談。接着，妹妹順便給我介紹了
當下農村彩禮的一些「行情」。聽罷，我有
點迷茫困惑起來。
放下電話，將信將疑的我立馬上網搜索，
瞬間「找到相關結果約 924,000 個」。其中
一些典型案例，令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我暗自慶幸自己只有一個女兒，反之，我也
一定會為天價彩禮而發愁的。
彩禮，不是什麼新貨色。它是中國舊時婚
禮的「程式」之一，也是一種傳統的民俗，
起源於西周時期的「六禮」。即，納采、問
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中的「納
徵」，便是送聘財，相當於現今的「彩
禮」。彩禮一經送出，婚約隨即締結，雙方
一般不得反悔。萬一女方反悔，彩禮要悉數
退還；倘若男方反悔，則彩禮通常分文不
退。古時候，訂婚儀式上，男方家會送給女
方一份由物品和金錢構成的「財禮」。其
中，錢為財（聘金），物為禮（聘禮）。女
方在收受彩禮後，也會送給男方一些由訂婚
女子親手製作的物品，稱作「回禮」。古代
的彩禮，僅僅是定親的禮法，而並非巨額的
錢財。
今非昔比。不知始於何時，彩禮被賦予了
種種特殊含義︰有的父母，把彩禮視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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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近發表的瑞士洛桑學院競爭力報告，香
港蟬聯首位。報告指香港在政府效能和商業效率

都排行第一。
我自己倒是對這個排名有些疑惑。今年，政府在各項施政上都
給人一種拖泥帶水的感覺，尤其是在創新科技發展方面。就以之
前引起法律風波的 Uber 為例，其實 Uber 服務剛開始進入香港時
是曾獲得創新及科技發展局的大力支持的，更成為他們網頁的其
中一個重點介紹項目。然而，Uber 的興起卻大大影響了的士司機
們的生計；加上 Uber 車輛的牌照及保險問題政府遲遲未能解決，
導致Uber在合法與違法之間運行，最終要去到對簿公堂的地步。
另一例子就是近日引入香港的 gobee.bike。其實這個「共享單
車」計劃的原意是非常好的，用家能在手機找到附近屬於 gobee.
bike 的單車，然後在手機中付款解鎖便可以使用，這個模式其實
在歐洲多國甚至日本、台灣等地都十分成功，對推行綠色智能城
市有莫大幫助。
然而，gobee.bike 佔用了免費公共單車泊位來謀取盈利，對於開
舖營運生意的單車出租商來講卻甚為不公平。而且在沙田、馬鞍
山等公共單車位緊張的地區，gobee.bike 的進駐令到情況雪上加
霜，違泊的問題必定更加嚴重。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政府配套規
劃不足所引致。
相比於中國其他城市，其實香港的創新發展已落後甚多，單單
一個支付寶網上付款已經甩開我們幾條街。或許香港政府的運作
效能真的冠絕全球，但若果它仍然缺乏規劃遠見的話，香港跟外
地的發展差距只
會愈拉愈遠。

■日本已實行共
享單車計劃了。
網上圖片

子，彩禮愈多，面子愈大；有的父母，把彩
禮與身價畫上等號，彩禮愈多，身價愈高；
有的父母，把彩禮與婚姻聯繫起來，彩禮愈
多，婚姻愈牢靠。在這些心態的支配下，彩
禮就像內地許多一線城市的房價一樣，有增
無減，持續攀升，以致成為一個隱形而巨大
的包袱。輕者，一份彩禮，掏空家底；重
者，一人結婚，全家負翁。一些大齡男子，
因為支付不起天價彩禮，只好加入光棍大軍
行列。對此，人們雖然怨言多多，卻又無可
奈何。
在內地，「天價彩禮」早已不是個別現
象。尤其是在廣大農村，隨着經濟社會的發
展，彩禮真真是「水漲船高」。一些家庭非
但喜事喜不起來，反而釀出財破人亡的悲
劇。《都市晨報》此前曾在《新郎被彩禮逼
自殺 天價彩禮讓人難以承擔》一文中披露，
江蘇省豐縣王溝鎮劉菜園村北蔣集自然村村
民、二十七歲的準新郎小海，在婚禮前二十
天喝農藥自殺。原本甜美美的喜事，變成悲
戚戚的喪事。釀成這齣悲劇的主要原因，便
是彩禮太多，不堪重負。
據悉，很多地方彩禮的平均標準，都在十
萬元以上，還要外加這金那金。如，湖北一
些地方，除了明碼標價的彩禮，還要配上
「十八金」；在黑龍江海倫市，當地彩禮高
達二十五萬到三十萬元；在甘肅，娶個妻子
六十萬；而魯西南一些農村，講究「萬紫千
紅一片綠」—— 一萬張五元鈔票，一千張
百元大鈔，五十元鈔票看着給；河北廣平縣
則流行「一二三四五」。即，一個院落、兩
層小樓，三斤百元鈔票、四輪汽車一輛、男
方父母不超五十歲，假如超過五十，還得另
外加錢……無怪乎有人感歎：如此這般，哪
裡是嫁女，分明是賣女呀！
古往今來，愛情、婚姻、家庭，一向是人
生的三部曲。而今，許多農村小伙子為了早
圓愛情夢、譜好三部曲，孜孜以求、苦苦打
拚。可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在巨額彩禮面
前，不是望而卻步，便是談婚興嘆。年復一
年，青春不再，戚戚然淪為「剩男」。不僅
如此，天價彩禮，在使傳統民俗蒙上陰影，
乃至變味變異的同時，成為摧毀內地部分農
家幸福的「魔力」。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可是，與日俱增的
彩禮，不但嚴重影響了農村青年的心理健

康，而且間接傷害了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
大量事實表明，暴漲的彩禮，已經成為許多
農戶的沉重負擔，有些農家因此而「返
貧」。在舊習俗和攀比風的影響下，象徵着
喜慶幸福的結婚彩禮在一些農村地區成了家
庭重負。
面對「有利可圖」的「彩禮經濟」，一些
農民將女兒視同集市上「競價」的「商
品」。而為應付天價彩禮，不少農民家庭債
台高築。有的地方不得不出台「紅頭文
件」，遏制婚喪事宜高額禮金和鋪張浪費之
風。如西部某縣政府發文，明確規定「婚嫁
禮金總額不超過六萬元」。
在我看來，用紅頭文件限制天價彩禮，實
屬無奈之舉，是否合法，暫且不論，單從效
果角度看，未必能如願以償。道理明擺着，
表面看，是一些貪心家長，把女兒當成「搖
錢樹」、「聚寶盆」，或理直氣壯——辛辛
苦苦把女兒養育成人，收些財物完全是應該
的；或振振有辭——彩禮就是「感恩費」，
給再多也不為過。實際上，是社會環境「污
染」使然。
當今社會，一切向錢看，已成為最普遍、
最嚴重的問題。因為一切向錢看，所以義與
利的位置被人為顛倒了。
縱觀當今社會，不少人無論從事什麼工
作，不管處在什麼崗位，仁義道德也好，黨
紀國法也罷，統統都可以忘、可能忘掉，唯
獨忘不了、不能忘的，是「利」字當先，以
利為重。一些公職人員尚且如此，農村人家
怎能不以利為重？何況，所嫁是自家養大的
女兒。
不錯，金錢的確是好東西。巨額彩禮可以
使女方家一夜富裕起來，而男方傾其所有，
甚或債台高築，何來美滿幸福、何以發展生
產、何談安居樂業？因此，有人呼籲，有關
部門應從貫徹落實《婚姻法》、關注農村青
年成家立業、提升農村居民幸福指數、促進
農村社會和諧的高度出發，持續加強宣傳引
導，切實在全社會樹立「宣導自由戀愛，拒
絕買賣婚姻」的理念。
我想，這個願望無疑是好的。但以為，關
鍵還要在優化社會風氣上做文章、下力氣。
什麼時候社會風清氣正了，「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成為人們的共識、行為的自覺，天
價彩禮才可望從空中回到地面。

鄭少秋與葉紹德的兩顆遺珠

若要說香港樂壇哪些歌星擁
有最多金曲，相信鄭少秋必定
是其中一位。他的金曲多得不可勝數，即使你
不是他的歌迷，也總會懂得唱或哼出一些經典
之作。事實上，要不懂得唱他的歌才是一件難
事。
我當然都懂鄭少秋的每首金曲，但你能否猜
到我平常唱得最多的是他的哪首歌曲？對，是
一首武俠劇歌曲。不過，我相信你猜到的機會
很微，因為那是一首很冷門的歌曲，名叫《悼
薛冰》。薛冰是古龍的《陸小鳳》系列第二個
故事《繡花大盜》的女主角，她與陸小鳳一見
鍾情，兩情相悅。可惜她被反派繡花大盜金九
齡捉去，估計應該是被殺害，令陸小鳳難過不
已。《悼薛冰》一曲便是陸小鳳悼念愛人的心
聲。
無綫電視當年將《陸小鳳》的第一、三、五
個故事拍成《金鵬之謎》、《決戰前夕》和
《武當之戰》（即《幽靈山莊》），卻沒有製
作《繡花大盜》。我其實不肯定是沒有製作或
是沒有播映《繡花大盜》，因為插曲《悼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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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視屏、網絡小說。
曹雪芹接着說：「若佳人才子等
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
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至滿紙潘安子
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
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
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期
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則
乃：男子便是貌勝潘安，才比子
建，女子定是李嬋娟，見識非凡。
然後身邊一個丫鬟，伶俐乖巧，
巧搭紅線。再來一個小人，壞事做
盡，挑撥離間。
這不也是眼下粗劣電視劇或網絡
言情小說的套路，不論古裝還是現
代，都跑不出去這個圈兒，不過是
潘安換個名字加些武功魔幻，女子
花容月貌心思細密，身手了得，要
風得風要雨得雨，因為格局大，篇
幅長，「丫環」、「小人」設置的
特別多，壞人總比好人容易寫。這
些東西看多了遺害無窮。
曹雪芹最後說：「竟不如我半世
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
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蹟原
委……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
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
鑿……」
曹公，你的大作是你親身所歷親
眼所見，用現在的話說，是來自生
活，再加上寫得「十年雙淚流」，
所以才成為千古絕篇。



冰》一曲已經在唱片中面世，可見當年電視台
是打算拍攝《繡花大盜》。到底是什麼理由令
它沒有機會在熒幕出現呢？我一直將此事列入
「電視史懸案」之一。
此曲由葉紹德作詞， 顧嘉煇作曲，歌詞是︰
「一杯冷酒 滿衾淚痕 未老紅顏恩情斷 摧花
暗使殺人針 縱然雪清仇與恨 天香難再世間尋
南來雁 雁離群 欲向天宮陰曹間 音容不見淚紛
紜 衣冠有塚 葬花無墳 俠客難忘恩和義 偷將
劍膽慰琴心 有情種出連理樹 知音惟有你一人
琴絃斷 續無能 地老天荒空餘恨 英雄泣血 悼
芳魂 」。
我很喜歡哼唱此曲，它的曲、詞、唱我都喜
歡。葉紹德的詞富粵劇韻味，一闋歌詞盡顯深
厚的文學根基，將一名俠客哀悼情人的情景和
哀慟寫得令聞者痛心掉淚。這類歌曲由最擅於
演繹深情大俠的鄭少秋主唱更令人一聽難忘，
所以我會經常不隨意地唱起來。
葉紹德與鄭少秋的另一首較少為人知的武俠
歌曲——《彈劍江湖》——成為我近日的至
愛。我也忘記為何我會忽然聽起此曲來，只知

道我最近哼唱它的次數比《悼薛冰》還要多。
《彈劍江湖》是諸葛青雲的武俠小說，粵語片
版本由謝賢、江雪和嘉玲演出，印象中無綫從
來沒有拍攝此劇。我不知道《彈劍江湖》一曲
究竟是如《悼薛冰》般當年曾面對「有歌而無
劇」的命運，或是歌曲名字只是巧合地與小說
相同。
《彈劍江湖》由王粵生作曲，歌詞是︰「丹
心俠骨 知己照肝膽 願闖入龍潭 上刀山 夜半
夢醒 魂銷絕代顏 草上飛江湖闖蕩 孤單似零
雁 天地間 來復去 劍影蹤 霧裡花 恍似仙女
臨凡 惜花傷春晚 春去不再返 身在江南 暮牽
塞北間 今宵朗月照青衫 不敢抱月把花攀 天
高地大留俠影 浪迹在世間」。
葉紹德的詞盡展俠客的丹心俠骨、鐵血柔
情，這正是鄭少秋在樂壇上獨有的形象。二人
配搭，相得益彰。可是，數十年來這兩首滄海
遺珠並沒有為太多人認識，是一件非常可惜的
事情。或許請鄭少秋待他舉行慶祝七十五歲壽
辰的演唱會時唱這兩首好歌，給予它們應有的
榮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