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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金庸劇

日前又有新拍的
《射鵰英雄傳》電
視劇熱播，朋友問我有沒有看過，
有什麼意見或感受，一般就只簡單
回一句，就是總有二十年以上不看
金庸劇了。這類劇集每隔三五年就
有人重拍，意義不大。只那些金庸
小說讀得不熟，又或者沒有怎麼讀
過的新讀者才會去看。今次其中一
個熱點是苗僑偉三十多年前演楊
康，現在改演東邪黃藥師。
見有讀金庸小說二十年以上的資
深讀者到了二十一世紀還再看金庸
電視劇，便直率地說「只有傻瓜才
看」，既浪費時間，看了又會不高
興，何苦？
普遍的毛病是改內容。「小查詩
人」說過，他的小說改編為電視劇
可以刪，但不要增。結果多數是製
作人改得興起，以致面目全非。
為什麼要重拍？倒不是因為這幫
製作人對金庸小說有了什麼新的體
會，只為省事省氣力而已。你們要
用全新的故事拍攝一部成功的劇
集，必須要很費力去經營。比如說
幾十年前的港劇《上海灘》，周潤
發飾演的許文強和呂良偉飾演的丁
力這兩個人物，有誰對他們有任何
認識或感情？製作團隊要一步一腳
印的去塑造。編、導、演，還有製
片、策劃之類的人員都要「摸着石
頭過河」。弄得不好而收視欠佳，
就得有人要承擔責任。
金庸劇拍得再不濟，也可以守住
「基本盤」呀！那為什麼要改？改
「小查詩人」的故事，會不會有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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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景仁榜」
活起來

故宮有個「景仁
榜」，但對一般人
來 說 ， 卻 不 一 定 知 道 —— 那 是 從
2010 年 4 月後，紫禁城內東路的景
仁宮首次對外開放，故宮博物院將
其改為專門陳列捐獻文物的展館，
並取景仁宮「景仰仁德」之意設立
「景仁榜」，專榜表錄從 1939 年到
2005 年共捐贈 33,400 多件珍貴文物
的682位捐贈者姓名，以向他們表達
深深的感激之意。
如此，景仁之舉最近經過一位叫
何剛的河南農民意外離世而引起了
很多人——當然也包括小狸在內的
格外關注。因為 1985 年的時候，即
32 年前，何剛在老家建房挖地基
時，意外地挖出了一缸窖藏銀器，
這缸寶貝共 19 件，係元代銀器，十
分珍貴。接下來，這位當時並不富
裕日後更是一直艱窘的農民何剛毫
無保留地連銀器帶缸都一併捐贈給
了故宮博物院。因之，故宮的景仁
榜上一直載有這位農民何剛的光輝
姓名。因之，這個載有「意外離
世」何剛姓名的景仁榜也意外地引
起了普通人的格外關注。或者可以
說，捐贈者何剛離去了，景仁榜卻
在大眾視野中鮮活起來。
小狸一時間還很難說這是不是一
件好事，但卻一下子對那個「暮氣
沉沉」的故宮有了些「鮮活」的印
象，甚至內心深處也對他們的做法
有所「感激」了。
首先，感激他們7年前就在故宮設
立了這麼一個「景仁榜」。雖然一
直不甚了了，但不等於他們沒有誠
意感激。有一位古希臘哲人早就說
過：「出自內心的也就能進入內
心。」我們將和故宮博物院一樣，

狸美美

明學歷，於是在畢業禮前她便打起
散工來，透過網上找工，回港後第
三天便上班了。由於是散工，不是
每天有工作，她便申請多份工，最
近聽說是做六、七份，有酒店、速
遞、書店等不分高下的工作，她做
事積極投入深得僱主喜歡，兩三間
機構包括六星級酒店也招攬她當長
工，只是她志不在此。
在此之前，每年暑假或聖誕長
假，她都會去修讀不同的證書課程
如急救、拯溺、飛行等等，全面充
實自己。努力去準備一張配合個人
理想職業範疇的履歷表。
從兩個例子中可窺見一個人的事
業是否成功，學歷與運氣只佔小部
分元素，性格才是關鍵。凡事認為
沒可能的人，形同給自己關上了前
路的門，只餘下一縫隙讓幸運之神
光臨，卻在抱怨世界不公平。
每年各大專院校和從外國回來的
大學畢業生數以萬計，如何在職場
上爭得一職位，的確要有吸引的個
人條件與良好的態度，不然就如同
掉進了筲箕被淘汰掉。

永遠感激景仁榜上那些偉大的捐贈
者，他們不僅是傳承我國傳統文物
與文化的無私者，更是發揚光大我
們中華民族優良價值觀的身體力行
者。其次，故宮博物院不僅在7年前
設立了這樣一個景仁榜，而且通過
這次的「何剛事件」，讓我們「意
外地」知道了他們的踐榜精神是多
麼可貴。
例如，漫漫 32 年儘管故宮的人事
有交替，但捐贈者何剛的艱苦生活
一直也沒有離開過他們的視線。據
早已退休的某故宮人士講，由於院
裡並沒有專項援助資金，他曾親自
寫報告申請，先後於 2003 年和 2006
年兩次為何剛申請了共 10 萬元的生
活補助。這位人士還強調說，故宮
博物院會為有捐贈貢獻的人提供幫
助。除何剛外，其他人也曾有過類
似情況。
小狸還注意到，故宮博物院的
「踐榜精神」除了上述這種物質幫
助以外，還有對捐贈者持續不斷的
精神弘揚，例如這次河南農民何剛
的意外離世，甫一獲此消息後，故
宮博物院即鄭重決定要為這位平凡
又偉大的「農民捐寶人」舉辦追思
會，而時間就定在6月22日下午。
此文成文於 6 月 21 日，正是為此
所寫。緬懷何剛，感謝故宮。更希
望「景仁榜」上那其餘681位的故事
能因此而鮮活起來。

■故宮博物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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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十多年前自己也察覺得到這一
點。所以當這個舊同事跟我說了這
番話之後，我便作出慎重的考慮決
定回流香港，自此便走上了好像有
點漂流的生活。
在這裡讓我跟大家說一下我曾經
在香港居住過的地方，包括：「銅
鑼灣、上水、葵涌、沙田、九龍
塘、大圍、將軍澳、土瓜灣及現在
的地方」，你想想，只不過十九年
的日子裡，我便居住過包含九龍、
新界及香港島的地方了。
所以搬屋對我來說可以算是家常
便飯，當然我自己也不想這樣，也
希望有一天可以真正擁有屬於自己
的物業，不要再這樣過着漂泊的居
住生活。
有一些朋友也曾經跟我說：「你
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為什麼最初
不決定買房子？」雖然十多年前香
港的樓價沒有現在的瘋狂，但對於
當時的我，雖然有着一份穩定的職
業，但收入也不是很多，所以很難
儲 到 一 些 作 首 期 的 金 錢， 歲 月 過
去，樓價也不停的攀升，所以其實
現在要擁有自己物業談何容易。
所以我覺得，其實每一種職業也
有着不同功能，不多不少的正在幫
助別人解決問題，尤其是服務性行
業。就好像我主持的音樂節目一
樣，雖然是在凌晨時間，但能夠與
聽 眾 分 享 不 同 類 型 的 歌 曲， 我 深
信，這個機會也可以為一些感到寂
寞的聽眾朋友們加添生活色彩，給
他們一點慰藉。

自從上學，一直在男女混合
學校就讀，到了北京，起初在
華僑補習學校，也是一樣。忽然分配到正規中
學，卻是男校，也就是人們口中的和尚學校，
有點不習慣，但不驚奇，而且很快就習慣了。
後來還覺得方便，因為男校，除了個別女教師
外，其他都隨便，不用避忌。也可能因為如
此，說話也就更加忘形。
學校操場角落，有一間露天沖涼室，並沒有
正式的門，圍牆只開了個口供人出入。夏天
時，我們幾個寄宿生便去那裡沖涼，有人甚至
高聲歌唱。大家赤身露體，也不尷尬。有個同
學，一邊沖涼，一邊說，將來我們都會找到朋
友！我一愣，知道他意有所指，但也沒好意思
細問。其實，剛到北京時，集體沖涼，我死都
不肯脫內褲，給他們取笑了半天。有什麼辦法
呀，不習慣嘛。
那時，平房老校沒暖氣可供，冬天只好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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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絲

第二十七屆上海白玉蘭戲劇藝術獎早前揭曉，
三位年逾九十的越劇演員傅全香、徐玉蘭、王文
娟都分獲終身成就獎。
猶憶上世紀六十年代，江浙滬移民雲集北角，被稱為小上海，
吳儂軟語，充斥在今皇都戲院舊址周圍。上海菜館也因時而興。
今天江浙人士，已融入香港社會，他們的下一代兩代，更能操流
利廣東話，再分不清誰是上海人的後裔，誰不是了。
上海人或稱江浙人士，善於營商，其中著名商人王寛誠，早着
先鞭，在北角新區買了許多物業，今華豐百貨和新都城附近的地
段都是他的。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後來港任教，北角屬於
「郊區」，地標就是一家商務印書館的工廠，位於今華豐百貨公
司地段。
當年我所服務的培僑中學在跑馬地樂活道，因學生眾多而擴充
班級，原來我們這些年輕未婚的青年教師的集體宿舍，也都改為
課室，以便增班容納更多學生。我們住到偏僻的北角的單身宿
舍，每天要乘坐校車回校工作，被笑稱貶去「邊疆」。後來商務
印刷廠搬去新界，當今華豐國貨，成為北角繁榮市區的地標。
俱往矣，一晃已近七十年，郊區變成市區。當年我初到香港，
波斯富街與軒尼詩道交界的中心點，即原中國國貨公司現為東方
表行的地段，是郊區一片荒涼，據說地價只值每呎三元，現在恐
怕要以萬元計算了。
成語說滄海桑田，香港就是一個填海而成的大城市，不說青年
人可能不知道，謝斐道和駱克道原是填海填出來的。這是我在上
世紀四十年代後來港時的情況，
更早的我就不知道了。
回頭再說，這三派宗師傅全
香、徐玉蘭、王文娟，三位都
已是年逾九十的越劇表演藝術
家，當年除了徐玉蘭稍為年長
之外，其他兩位，都是青春美
貌的花旦。歲月不留人，她們
應與我是同齡人，除徐玉蘭已
故去外，傅全香、王文娟兩位 ■王文娟(右)獲白玉蘭戲劇藝
仍健在，希望她們永葆心境青 術獎頒發終身成就獎。
春，健康長壽！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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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季，
「頌」
歌不輟

「六月，道一聲畢業快樂，可能此生不再
相見，但我們的心在一起。」每年這個時
候，校園論壇上總是瀰漫着淡淡的傷感，在
花樣畢業照與班級「歡樂頌」中溢出，蘊藉
着澎湃的青春與躍動的心靈，叫人感嘆又珍
重。其實，「頌」歌起處，往事並不如煙，
我們留戀與不捨的是那些未完成的深情。
我住在某高校家屬大院，與大學一條街之
隔，當年的郵局、書店、電話亭等難覓蹤
影，取而代之的是小吃店雲集。然而，記憶
最深的還是每年畢業季的一曲曲「離歌」。
二十多年前，很多貧困生自己都有小煤氣爐
和鍋碗瓢盆，可以在樓道裡做飯。
畢業前夕，他們會集體出巡菜市場，回來
親自操刀做菜，大份的辣子雞、番茄炒蛋、
紅燒排骨，盛進白瓷槓子，再拎來成捆的啤
酒，喝個一醉方休。樓道裡煙火氣十足，啤
酒瓶與垃圾袋齊飛，宿管大媽也會睜隻眼閉
隻眼，因為第二天他們會自覺清理，這是最
後的告別儀式。
臨走時，還會請宿管老師吃頓飯，告個
別。沒有「卡嚓卡嚓」的定格，沒有微信陌
陌的通聯，留存的是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感
恩︰「謝謝您的陪伴與包容，無論走到哪
裡，我們都會記得母校和這個大家庭。」猶
記得，一曲浪漫而動人的離歌。臨近畢業，
有個男生查出患上白血病，老家在農村僻
壤，父母背朝黃土面朝天，下面還有弟妹，
上哪兒籌那麼多錢給他治病？此時，有個女
外教主動慷慨出資，為他解決部分醫療費。
其實，之前他們就傳出師生戀，在那個時
代，這樣的戀情難以得到認同，只能隱秘進
行。他們情投意合，彼此信任，生活上互相
支撐。他外語好，做她的翻譯，她愛美食，
做他的廚娘，這樣的愛情，誰能說沒有明天
呢？「我愛他，我愛的是他這個人，而不是其
他，這些就足夠了！」她用蹩腳的中文說道。
男生畢業，女外教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帶
他回美國，尋求好的治療方案，而後舉辦婚
禮，這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每當閱讀鍾曉陽
的《春在綠蕪中》，我就會想起他們的故
事，「少年心事千闕歌。太陽底下事事新
鮮，樣樣可戀。與自身戀，與師友戀，與萬
物戀。學校家庭，師友至親，無非繾綣。」
畢業季，愛情的離歌並不都是歡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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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房子的原因

剛剛看了一套日
本電視劇集名叫
《只有吉祥寺是想住的街道
嗎？》，這套電視劇集講由一間日
本稱為「不動產」，即是香港的地
產公司，專門幫助客人找尋房屋的
買賣租賃商店。
劇集裡面有一句說話令我很有感
覺，其中一位女主角說：「其實在
地產公司工作的我，有着很大的責
任，因為來找我們幫助的人有不同
的遭遇，有些是很開心終於可以儲
到一些金錢購買屬於自己的物業，
但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因為一些感
情問題鬧分手婚姻破裂，結果便需
要自己找尋另外的居住地。」我即
時覺得好像自己也曾經經歷過這些
階段，需要這些地產公司的幫助。
還記得在加拿大生活的歲月，曾
與喜歡的人居住在同一地方，但因
為某些問題的緣故，決定離開一起
生活的傷心地，結果便找來地產公
司的朋友幫助，我也這樣走過這些
經歷，所以看着這部電視劇集也很
有同感。
看着電視劇集，突然心血來潮，
很想跟自己算算，回到香港之後住
過哪些地方，後來才發現原來搬屋
已是我差不多兩年便會做的指定動
作。還記得最初為什麼決定回港生
活的原因，因為最大的動力就是有
位當時在加拿大電台工作的同事跟
我說：「如果你決定回港工作，我
可以借一個房間給你暫住。」
因為香港的房屋問題一直存在，

商台DJ 余宜發

鍾倩

有些人抱怨自己沒
運氣，擁有學位卻找
不到工作，光羡慕別人一帆風順。
其實香港人很幸福，這裡失業率去
年是百分之三點二，跟某些歐美國
家的雙位數字比較，屬極低的了。
有說這失業率減去一些不願工作的
人，幾乎是全民就業。
不過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是什麼原
因？有個大男孩，在香港的大學讀
工程，兩年只待在家裡不工作。父
親退休了還要出來工作養家。問他
為什麼不找工？他竟懶洋洋地說：
「現在的建築業難找……」我立時
回應：「怎麼會？香港有眾多工程
在進行，建築業是最吃香兼且薪酬
高……」這時他旁邊的母親插嘴認
同兒子找工難的講法。
明顯地問題出在兩母子的心態，
不是社會問題。青年人錯過了發奮
的黃金歲月，便易墮後。但看來旁
人難以相勸。
另外，有個年輕女孩剛在外地完
成大學課程，回港找工作，由於她
打算申請的職位必須畢業證書以證

余似心

網人

越感？堂堂「金大俠」的經典人物
故事都任我改，我喜歡加的便加，
喜歡刪的便刪，何等快意？有時甚
至改動「大配角」的生死。記得有
一年的《射鵰英雄傳》，將原著中
全真七子早死的譚處端，改為劉處
玄代死。這樣改，我看不出有任何
意義可言。
編劇要改這改那，除了彰顯個人
的「執筆權」之外，還有要「幹點實
事」。收了薪水卻去忠於原著，那麼
你這位編劇大老爺還有任何的存在
價值嗎？他們改得「過癮」，或許不
知道早已給許多忠實讀者咒罵，就
像《鹿鼎記》中韋小寶罵吳三桂那
樣，罵到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去。
主流觀眾只熱烈討論主角的人
選，以《射鵰英雄傳》為例，主要
就是郭靖、黃蓉，許多時連楊康、
穆念慈也沒誰管，觀眾都覺得無所
謂。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老
頑童周伯通等也可能引起話題，例
如今回呂良偉演一燈大師，早年他
卻演過胡斐呢！
真正忠實的讀者，則會對江南七
怪這樣「閒角」的選角，以至造型
也更多有要求。有一次重拍《笑傲
江湖》，那位魔教長老曲洋，竟然
找來一位牙齒也掉得八八九九的老
人家來演，這算是什麼概念？
觀眾容易先入為主，我是未熟讀
《射鵰英雄傳》前看白彪和米雪主
演版本，他們能夠由少年演到中
年，連拍《射鵰英雄傳》和《神鵰
俠侶》不換角。蕭笙叔應記一大
功！

生活

百家廊

翠袖

發式



局，很多時候，是破碎的，絕望的，使人刻
骨銘心的。比如，曉風與傑瑞。大一剛進校
門，社團聯誼會上，兩人相識，相戀，很快
確定戀愛關係，這一切來得水到渠成，好像
月下老人特別眷顧他們，周圍同學都艷羨不
已。單車後座上的泉水詩話，泉城廣場的深
夜約會，南部山區的公益騎行，魯能球場的
狂熱吶喊，暑假租房的二人世界，還有非典
時期「飛」進校園的炸雞腿……太多的難
忘，鐫刻在他們的腦海中。
三年時光在指縫間溜走，畢業之際，他們
各自規劃前程，然後約定婚期，說好的要在
大明湖畔拍攝婚紗照，說好的領完畢業證就
去見父母、定日子，說好的先兩地分居，發
展幾年後回濟南，過泉水一樣的詩意生活。
可是，發放畢業證的前幾天，曉風帶傑瑞
回老家，傑瑞叫上爸媽，驅車來到她的老
家，在酒店設宴接待，卻發生誰也不願看到
的一幕，她的哥哥不同意，她的父母有怨
氣，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傑瑞被送進醫院。
那一個夜晚，抵得四年大學所有夜晚的漫
長，「黑夜是愛情的補丁，比黑夜還黑的是
心的死亡。」「沒有可能了，是我對不起
她」，傑瑞含着淚說道。
畢業那天，同學相約出去聚餐，他租來裝
備，從四川獨自騎行去了青海，回來時見
他，人又黑又瘦，他說，這趟旅行讓我明白
了，分手是互相成全，新的愛情又開始了。
有多少甜蜜，就有多少分離，一曲動人心
魄的離歌，其實也是成長的協奏曲，在提醒
着每個人：畢業是一個節點，跨過去，你就
能擁抱開闊的人生，等待你的是生命的晴
天，那些傷痛，無力，惆悵，不過是為你的
青春鑲了一道金邊，用來裝點你的行囊，為
再次上路積蓄力量。再回頭，已不是從前，
因為，「回憶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石頭，慢慢
地變成了翡翠。」
漫步在校園裡，身着制服的保安，與我擦
肩而過，撿瓶子的老阿姨，一路低頭「探
寶」，奔跑的快遞物流車，如甲殼蟲集體蠕
動，帶走的與其說是行李，不如說帶着體溫
的思念與永遠年輕的校園。操場上，跳蚤市
場沒有我想像中的火爆，甚至幾分冷清，耳
畔響起朴樹的《那時花開》，「我曾以為我
會永遠守在她身邊，今天我們已經離去在人

海茫茫，她們都老了吧，她們都在哪裡
呀……」此時，販賣的是記憶，出售的是美
好，那些物什是沒有標價的，或者說是留給
學弟學妹的青春紀念品。我精心挑選幾件，
耳釘，手鐲，小燈，幾本泛黃的文學雜誌，
像是溫故青春，滿足懷舊的需求。手捧雜
誌，翻開，刺眼的陽光投過來，滿心滿眼似
乎都是金色的鈴鐺響，在我的心頭砸出一串
串音符。
《時光》，我想起了他，那個頭髮鬈曲的
文學社長。他瘦高個兒，頭髮自來鬈，很多
同學叫他「方便麵」。他愛好文學，經常舉
辦文學沙龍，主辦校園雜誌，他的詩歌征服
過無數學妹。大二那年，他戀上一女孩，狂
追，熱戀，送禮物，打熱水，陪旅遊，他家
境極其不好，利用周末做家教賺錢，毫無保
留花費在她的身上。他為她寫詩，一首接着
一首，晚自習後在公寓樓下等她，等來的總
是她的室友，她不見。
她根本不愛他，終於找到機會，向他說
明，他仍不死心，窮追不捨，直到她的新男
友站出來，守着眾人的面，將他狠狠暴打一
頓，他從地上撿起支離破碎的鏡片，大聲說
道：「兄弟，好好待她，否則我饒不了你！」轉
身，大步跑開，他留下一個高大的背影。
畢業那天，她去送他，試圖給他一個擁
抱，他拒絕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事後請
舍友交給她一個筆記本，全是寫給她的詩，
那一刻，她淚流滿面。後來，她才知道，畢
業論文答辯的時候，他私下找過老師好多
次，讓老師給她通融下，別太為難她。
「無論走到哪裡，都應該記住，過去都是
假的，回憶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一切以往
的春天都不復存在，就連那最堅韌而又狂亂
的愛情，歸根結底也不過是一種轉瞬即逝的
現實。」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如是說道。
再回首，卻不是從前，心依戀，不過是枉
然。人的一生，不過是從不明白到明白的頓
悟過程，所以，求學之路上的畢業離別，就
是「弱冠禮」或「成人禮」，或稱精神驛
站，供我們日後憑弔與追憶。
「不到最後一刻，絃歌不輟」，而如今，
即便離別時分，我們也是「頌」歌不輟，因
了隱匿歲月褶皺中的款款深情，因了心中永
不消歇的生命眷戀與青春夢想。

差點成導演的香港學生
爐取暖。晚上是自習課，當時困難時期，糧食
定量，我們每人每月三十六斤，學校當局動員
自報公議方式，減定量。這一幫歸僑學生也全
都減成三十三斤。但獲得晚自習可以自由在宿
舍休息的待遇。外面北風呼呼吹，我們在宿舍
裡圍爐取暖，一面不斷把劈柴送進火爐裡，一
面聊天；許多時候都免不了會談論哪裡的什麼
東西好吃，當時就叫「精神會餐」。
香港學生潘就幾次悄悄地上西長安街電報大
樓對面的「全聚德」分店吃烤鴨，那時是十塊
錢一隻，我們一個月的伙食費也才十塊錢，相
對當時的物價，烤鴨是高價了，一般人無法消
受。我跟他去過，只見他手一揚，就有相識的
夥計匆匆而來招呼入座。原來有內線！記得當
時我說。他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
他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和後來著名導演鄭
洞天同班同學。學校與我上的北師大臨近，來
往較多。他喜歡攝影，有一年冬天，他帶我去

頤和園，照了許多青春時期的相片，那時照相
不似現在那麼便利，也因此，留存到今天，成
了珍貴的發黃紀念品。
記得他提過，到六中前，他曾與女生演過話
劇，好像是根據莎士比亞《奧賽羅》改編，他
任男主角，後來曾跟扮演女主角的女生談戀
愛，並且有聲有色地描述如何在中山公園騙她
閉上雙眼，然後摟着她擁吻的細節，令我們這
些情竇初開而又沒有任何經驗的少男們，既驚
奇又新鮮刺激。
後來，在一次除夕晚會上，他聲情並茂地朗
誦海涅的情詩，令我們嘆服不已。就在那一
晚，當元旦鐘聲敲響，無家可歸的男女歸僑學
生們互相慶祝新年快樂之際，他隔桌跑了過
來，一把擁抱着我，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父母遠在南洋，一時之間竟差一點流出熱淚。
後來，他有個女友。不久，女友換了，換成
女友的妹妹。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