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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24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
張煒先生的《古船》成為關注熱點，這部
已被翻譯成十餘種文字的小說，將在明年
與泰米爾語讀者見面。五年前，我第一次
讀《古船》，對書中的大船、老磨屋、蘆
青河等很是着迷，對隋抱樸、隋見素這對
異母同父兄弟的愛情唏噓嘆息，而那嗚隆
嗚隆旋轉的老磨，響徹在我的耳畔。再次
重讀這本書，一顆漂泊的靈魂在歷史深處
喘息、停靠，獲得慰藉。
《古船》講述的是老隋家、老趙家、老

李家三大家族之間的故事，也可以說是，
以老隋家的家族故事為圓心，涉及三大家
族的民族變遷史和心靈史。其中，有兩個
關鍵詞，縈繞在我的腦海中︰老磨、古
船。老磨見證着粉絲工廠的變遷，從粉絲
作坊到粉絲生產銷售總公司，再到抱樸接
任廠長後的粉絲廠，「老磨不緊不慢的磨
着歲月，老磨屋改為機器動力，那交錯的
皮帶和繁多的變速輪使人眼花繚亂，世界
就是這樣突然變了臉相。」
老磨亦磨着人心，見素爭奪粉絲廠承包

權敗下陣來，最大勁敵竟是長年躲在磨屋
裡的抱樸，後來他進城開商店兩次被騙，
患上絕症抵債歸來；那些痛苦的記憶磨着
抱樸的心，後母的虐死、桂桂的餓死、含
章的受辱、爭搶的切糕，以及叔叔隋不召
的出逃，他辜負寡婦小葵，他像背負十字
架的罪人，無法逃離「另一個世界譴責的
眼神。」
而含章拒絕李知常的求婚，沉溺在四爺

爺趙炳的噩夢中不能自拔，「四爺爺裸露
着巨大臀部簡直讓她萬分震驚」，十八歲
那個漆黑的夜晚成為她一輩子不可抹煞的
恥辱柱。歲月更迭，人在老去，老磨卻愈
發的年輕，老磨屋「彷彿是窪狸鎮一個深
邃而博大的心靈」，承載着鎮上百姓的心
酸和淚水，在最苦難的日子裡，總有人跑
到老磨屋這兒做點什麼。比如，大喜因見
素而服毒，鬧鬧被二槐強暴。某種意義上
說，老磨如樹洞，忠誠地傾聽着鎮上的每
個生命個體的情感召喚，然後緩緩一聲哀
嘆，被黃昏晚霞照耀下的蘆青河吞嚥，載
向遠方。
與老磨的情感傾聽不同，古船則是精神

的坐標。半截古城牆，《海道針經》、有
血脈的古柏等，為窪狸鎮蒙上神秘色彩。
隋不召進城找古船，心心唸唸將它接回老

家，未果，可是，他像行船一樣朝前走，
送走前線犧牲的隋大虎就像送走老船；送
走窪狸鎮最後一個英雄李其生；又送走怪
老頭史迪進，臨終前他交出印把子，一座
沒有權力的鎮子迎來重生；他向抱樸交
代︰一是用性命擔保不會糟蹋經書，二是
誰家生孩子一定要去看看，有沒有中那個
遺落的鉛筒的毒，再就是要經常去看看那
截古萊子國城牆，最終他以悲壯的方式離
世：因救李知常捲入變速輪，他成為全鎮
最愛戴的老人。「老船，在心裡供奉」，
他的這句話，與其說是他安放自己遊蕩而
不安的靈魂，不如說是為一個鎮子的人尋
找精神信仰。
在我看來，老磨是我們的精神之母，流

轉母性的慈愛和悲憫，而古船是精神之
父，充滿父親的威嚴和支撐。也正是他們
的在場，抱樸和見素才會走出精神的樊
籠，成為真正的男子漢。毋庸置疑，兩兄
弟是小說的男主角，他們自我救贖的心理
過程，無不充滿人道主義的暖意，我在逐
段的品讀中，感受到一種大的東西在生
發、迸射、蔓延，後來，從十六、十七章
抱樸與見素的對話中尋到答案。
「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一個人」，抱樸負

重前行，在不被理解和身心煎熬中躲進磨
屋獨飲痛苦的烈酒，多少個夜晚他研讀
《共產黨宣言》，執拗的尋根問底，「日
子每過到了一個關節上，我都不停地讀
它」；他的罪、他的痛、他的淚，不只是
老隋家人只有愛情，沒有婚姻，他錯過小
葵的愛情，見素進城闖蕩，更多的是為老
隋家、為整個窪狸鎮的人而懺悔。「我害
怕苦難，苦難啊，快離開窪狸鎮吧！愈遠
愈好，愈遠愈好，永遠也別回來！」

事實上，「一輩子又一輩子的苦難，也
許就是因為沒有一塊過生活」，他飽受蹂
躪的心房中容納的是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苦
難……「土改」、大躍進等動盪年代共同
經歷的黑暗時光，那些駭人的場景恍若帶
血的種子，在他的胸口壓出一片血紅，鐵
絲穿過鎖骨，串起男女老少，將42人活
埋在紅薯窖，後母茴子被趙多多抄家，用
銹剪絞衣服，朝她撒尿。
抱樸認識到，「老隋家的人都是受過大

苦的人，他們再也不敢為了自己活着，應
該想一想鎮史上記了和沒記的，不要以為
那些事情那麼遙遠」，他想的是改造自

己，「愈是做大事情負大責任的人愈是要
多想想苦難，學會狠一些人，學會尋思往
事」，他的內心世界在老磨屋中磨去了執
拗，生發出擔當。這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話，「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自
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對於抱樸，
他所擔心的是沒有迎戰苦難的勇氣。是見
素激發了，喚醒了他，「我從心裡羨慕你
的勇氣，你的膽子，你的那種精明、那顆
征服心」，「我太依賴我的善良、公正，
結果怎麼樣？」屈原的《天問》、《共產
黨宣言》，這是抱樸的精神食糧，他發
問，「老隋家只讀紙頁發黃而不讀紙頁雪
白的書，這又算不算一種迴避？」
老隋家沒有迴避，因為含章沒有迴避，

她舉起斧子砍向趙炳，我死而無憾，所以
我就等着這個結果，她關進牢獄，心靈得
到釋放；見素沒有迴避，他毅然進城，哪
怕落魄而歸；抱樸也沒有迴避，且不說他
兩次扶缸救火、接任粉絲廠廠長，見素住
院他第一時間進城看望，見素、含章生病
他悉心照顧，老隋家長孫的肩膀硬起來，
在崛起，築起窪狸鎮的精神高地︰「我們
滿身都是看不見的鎖鏈，緊緊地縛着，不
過我再不會服輸，我會一路掙脫着向前
走，哪怕我的胳膊被這些鎖鏈捆折了，兩
手淌血，我還要掙脫。」
終有一天，古船會消失，老磨會毀掉，

惟有大地是永恒的；趙炳的強姦、見素的
移情、抱樸的怯病、趙多多的造假等，將
淹沒在歲月大河中，但動盪歲月的抄家、
虐殺、凌辱，永遠不會被軟埋。所以，抱
樸的懺悔是替父輩人批判不堪回首的黑暗
年代，最深遠的意義就是銘記歷史、創造
未來，讓那些被紅筆塗抹的記憶，重新寫
進鎮史，揳入大地心跳，「你千萬不要小
看了這一筆的有無，它會影響一代又一代
人對鎮子的看法」，這是大寫的中國人的
精神功課，也是告慰逝去的老隋家人，把
血吐到馬背上的父親、把血灑在粉絲房的
叔叔、把血灑在最前線的大虎，同時也寓
意着一種精神傳承，即全鎮共同為奔赴軍
營的隋小青設宴送行，那個美好的夜晚成
為絕唱。感謝張煒先生的古船，載着一個
民族的心靈秘史和充滿詩意的靈魂史詩，
啟迪人們懷高遠、擔大責，懷揣感恩和敬
畏，貼着大地的胸膛勇向前，成為無愧於
歷史的生活強者。

曾國藩訃告

舉手之勞
前兩天，在微信朋友
圈看到有個朋友發「要

柿餅的聯繫XXXXXX（電話號碼），
家的，一斤13元，看見的給我轉發一
下，轉發一下贈送一袋，謝謝，是朋友
幫個忙！柿餅一定會送的！關係抗硬的
幫我轉一次！衷心感謝了！不要裝作看
不見啊，我知道大多數都是長在線，舉
手之勞謝謝……」微信求轉發，在今天
完全不是新鮮事，但這則消息卻激發了
小狸無限的懟欲，因為它太理直氣壯
了。
求讚、求票、求轉發，是當今微信朋

友圈的「三大求」，每個人都多多少少
會碰到過，有些人堅持冷面無視，有些
人磨不開面子或怕得罪人只好含淚屈
從，當然也有純屬關係鐵和熱心腸的，
但目測應是少數。在這裡，小狸先不說
「三大求」應不應該，只說這求的方法也
分高下，正所謂盜亦有道，求轉發也是
存在鄙視鏈的。
處在鄙視鏈最高端的，是「只求生人
不求友」，這也是小狸見過相對最舒心
和專業的求法。比如小狸有個朋友是做
推廣的，她平時就致力於加入各種組
群，地方群、專業群、創業群、愛好群
等等是群就加，加進去後再一一加好
友，能通過多少是多少，最後她會把這
些陌生人分成一組。每當公司有微信推
廣任務時，她便在這些群裡先和群主打
好招呼，然後發送「求」的內容，再之
後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她會在群裡發個
紅包以示感謝。群裡的人同樣也懂江湖
規矩，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如果搶了人
家的感謝紅包就要幫人家轉發、點讚或
投票。而小狸這位朋友加了若干陌生人
的目的，並不是要監督，而是當群裡別

人有需求時，她搶過紅包之後會把廣告
內容發到「陌生人群組」。
這一套「求」法最舒服和最高級的地

方就是都在陌生人間進行，是純粹的商
業活動，是可以用錢計算清楚的，誰也
不用計算感情的成本。而只有當不摻雜
感情的時候，這一點點金錢上的謝意才
不覺得是侮辱，這一鍵轉發才叫真正的
「舉手之勞」。
處在鄙視鏈中游的，是不分親疏的全

體求人。這些人會在陌生人群裡求轉
發，也會在親友群和人人都能看見的朋
友圈裡公開求人幫忙。在被幫助的時
候，他們付出了感情和友誼的成本。但
之所以說仍處在中游，是因為他們的文
案尚且謙遜，做法也未見極端。基本處
於「等待幫助」的狀況，旁人還有個假
裝看見不見的選擇。
處在鄙視鏈最底端的，就是文章開頭

那一類強迫型的「三求」者。他們的特
點是專門殺熟，而且姿態高傲，文案中
往往帶着理所應當的自信——你就是應
該幫我，你必須要幫我，「舉手之勞」
你都不幫我，你還是不是人啊？這些求
人者不僅會把廣告發到群裡，還會發到
一對一的私聊裡，或者專門@你，直叫
人無處躲藏。他們是處於「強求幫助」
的狀態。如果硬着頭皮寧死不屈，那就
要做好接受各種怪話的準備。
微信營銷的鄙視鏈裡，愈往下的人

們愈不懂一個道理：錢是最便宜的，人
情才是最貴的。「舉手之勞」的背後，
是對方賣你的一個面子，但這種刷臉是
限次的，其透支額度遠遠低過信用卡。
所以如果是為了省幾塊錢就刷臉求讚，
或者覺得幾個柿餅就可以買人效力，那
真是很傻很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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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夫子廟內的華夏
教育展有許多珍貴資

料，於舊社會傳統讀書人的「生命周
期」有詳盡介紹，今回談的展品是清末
名臣曾國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的
訃告。
訃告的格式與今天香港常見的大異其
趣，先談筆者自小所見。潘某人懂事之
後，在報上見到大戶人家的訃文較多由
管家的名義發。公告說「某公某某府
君」何時壽終、何時設靈，下款是「某
氏某某堂」。這樣在稱呼上就不會有混
淆。此話何解？因為後來訃告常有改由
死者的亡妻以「未亡人」的身份發消
息，說「先夫某公某某府君」壽終，然
後是「未亡人」領銜，子、女、孫等等
依序排列在後。
這就出了問題，死者是「未亡人」的
先夫，卻是「孝子」的先父，內孫的先
祖父，外孫的先外祖父。豈不是亂成一
團。潘某人的粗淺理解是大戶人家由管
家發訃告，就不會有稱謂混亂的情況出
現，而且孝子賢孫都哀痛欲絕，哪有心
情去舞文弄墨？弄得蓬頭垢面才似孝子
賢孫。
見了這曾國藩訃告，可知那時那地的
喪禮習俗與此間大不相同。
這份訃告是橫度的長卷，紅黑二色的
木刻印刷，凡涉及皇帝的用詞，如道
光、咸豐、同治等年號；「欽命」等等
都印紅色。開頭是大大的一個「訃」
字，然後就是：
不孝紀澤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
延顯考。
那就是由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領銜，
父親逝世，孝子將罪孽包攬上身，現代
人看來就有點無辜了。然後就是訃文篇
幅最長的部分，由曾國藩臨死前的官品

銜頭、朝廷批准的喪禮規格和賞賜治喪
白銀開始，然後才是死時的爵位和兩江
總督的官職差事，朝廷賞過雙眼花翎、
黃馬褂等等。接下來是倒序過去每一個
官名，由先前的直隸總督，及科舉考官
等差，最後是「戊戌科進士（道光十八
年一八三八）、甲午科舉人（道光十四
年一八三四）」，緊接下來的是：「滌
生府君痛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戌
時，壽終於兩江督署正寢。」曾國藩字
滌生，父親的名可不是兒子能稱呼的。
至於壽元，則沒有今天香港常見的

「享壽積閏」若干歲，就是直書曾國藩
的「虛齡」六十二歲。然後是親屬的名
單，舊社會、舊禮教重男輕女，只有曾
家的男人才可以列名訃告之內。
先是「孤子」紀澤、紀鴻兩兄弟，他們
是「泣血稽顙」，喪父是孤、喪母是
哀，說明曾大帥的正妻仍健在。然後是
孫兒廣鈞、廣鎔、廣銓，他們都是次子
紀鴻所出，只需「泣稽首」。紀澤諸
子，惟有廣鑾長大成人，不過他在祖父
逝世後才出生，這位嫡孫當然不能名列
訃告了。後來廣鑾絕嗣，現時曾國藩的
嫡派後人都是出自曾紀鴻的一支。
曾國藩的親弟國潢、國荃和他們的兒

子（死者的親侄），則是「泣頓首」。
再下來死者的堂弟、堂侄、堂侄孫則是
「抆淚頓首」。然後遠房的堂叔祖（高
死者兩輩）、堂叔、堂弟、堂侄則是
「拭淚頓首」而已。
不同程度的哭以別親疏，由泣血、

泣、抆淚到拭淚。叩頭也分稽顙（以額
觸地）、稽首（叩頭至地）到頓首（叩
頭而不用到地）。
用手機拍的照片品質不佳，希望華夏
教育博物館及早建成，方便海內外同胞
更容易參觀實物。

中外人名重複者多得很。中國男子用
「偉」字命名的，據不完全統計，便有

逾百萬之多，女的叫秀英，也超過七十萬，這是不完全
的統計。中國人喜歡吉祥的名字，總不成用豬狗命名。
文革時期，適合潮流，出生的孩子，多用衛東、向陽、
建國等名字。
數年前，有某幹部子弟駕車出事，居然對查究的警察
說出「我爸是李剛」，意圖脫罪。其實他的父親不過是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分局的副局長，充其量不過是個科級
幹部。但「我爸是李剛」，一時成為名句。李剛的大名居然名
聞天下。香港中聯辦也有過一位副主任李剛，後來調升
澳門中聯辦主任，又調至僑辦擔任副主任，最後因瀆職
而被查辦。原來「我爸是李剛」，也沒好下場的。
父母為子女出生後取的名字，也頗適應潮流。在文化

大革命時代出生的，不少取名衛東、向紅。我的第一個
孩子，是個女孩，我是男女平等，並不重男輕女，後來
添加一個男孩，我仍然是先入為主，疼愛女兒超過男
孩。以至當年老腦筋的女傭，笑罵我重女輕男。其實我
覺得男女都是一樣，都是自己的骨肉，並無分彼此。
事實上，女孩子比較「顧家」，對父母比較孝順。當

年我結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我疼惜有加，到了
第二個孩子男孩出生，仍是如此，並不因此重男輕女。
到了今天，小孫子因為最最小的，又在自己身邊，並不
論是男是女。疼愛他只是因為他「小」。
我喜歡小孩子，不論是男是女，因為和小孫子玩耍，

為的是要拾回自己的青春。可惜現代小孫子不喜歡與祖
父母依依偎偎的一套，而是醉心於平板電腦。加上小孫
子雖然只有七歲，打網球、游泳、武術樣樣都能，他的
「活動天地」多着，老祖父只能作個旁觀者了。

男孩與女孩

聖誕節對於我是個傳
遞愛的節日。

在我腦袋中一直留着那一年的聖誕。
我幼時家境貧寒，一家八口住在鑽石山
石屋區，從來沒什麼禮品。幾歲大的一
年，聖堂神父說有學校接待孩子過聖
誕，我緊張了好幾天，日子到來帶着妹
妹興奮地前往。那是德望學校，修女和
學生為我們表演，玩遊戲，送了許多小
禮物，還有美味的食物飲品，一片温暖
的聖誕氣氛。料不到世上原來有陌生人
可以如此無私地對我們好，那份溫暖仍
在心頭。是緣分吧，後來我三個妹妹都
進入了德望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們是天主教家庭，自小習慣了慶祝
聖誕，感恩小耶穌降生拯救世人。那時
家庭收入雖微薄，但在平安夜爸爸必定
悄悄地把糖果塞進床頭掛着的六隻小襪
子裡，讓我們醒來時都驚喜狂叫，深信
有聖誕老人！在聖誕日是媽媽唯一
做西餐的日子，其實只是一家坐在
地上享用牛油塗麵包加沙糖等簡單
食物，但對我們六姊弟來說是豐盛
的聖誕大餐。父母的愛在這節日更
表露無遺！我們的聖誕家庭聚會在

四代同堂的今天仍持續，我和大妹妹必
為每一位成員送上禮物。
聖誕的確是充滿愛的節日，報佳音悅

耳的聖詩傳至大街小巷；不同機構舉辦
接待基層兒童或為安老院長者的慶祝活
動，還有各類型的聖誕慈善籌款，讓寒
冷的十二月帶來溫情。
歐洲多國在十一月中經已白雪飄飄，

聖誕市集紛紛開始，購物和喝熱酒的歡
樂令人懷念，尤其是德國的分外熱鬧。
近年聖誕市集這西方傳統也落戶香港
了，而且還為慈善活動籌款。太古地產
過去幾年在糖廠街辦「白色聖誕市
集」，製人造飄雪，購物飲品攤檔吸引
大批遊人，今年更增加星街的市集，在
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二日便是糖廠街的
市集，收益都撥捐慈善籌款「愛心聖誕
大行動」以支持多個社福機構。在聖
誕，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傳愛！

聖誕，傳愛的節日

那時，課餘娛樂單調，絕
沒有現在這麼五花八門，豐

富多彩。剛回北京時，電視是黑白電視，那
時正值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
舉行，因上屆容國團奪得男子單打冠軍頭
銜，引發全國的乒乓球熱，更讓球迷和非球
迷都關注賽果。
我曾經騎自行車，跑到工人體育館，排隊
買票。但決賽一票難求，根本買不到，只好
看電視直播，男子單打莊則棟擊敗李富榮奪
冠，林慧卿也不落後，取得女子單打世界冠
軍。最動人心弦的是中國對日本的男子團體
決賽，尤其是徐寅生的連扣十二大板，取得
最後勝利的場面，日後為許多人所津津樂
道。後來，詩人郭小川以《小將們在挑
戰——記中國乒乓球隊》為題，在《人民日
報》發表報告文學，縷述乒乓球隊成功之
路，引起轟動。
當時，電視還是新鮮事物，印尼還沒有，

我在雅加達世界博覽會上的中國館看過黑白

電視畫面，已經激動不已。剛回北京時，在
阜外西口北京歸國華僑學生補習學校的教室
曾擠着看節目，什麼節目忘了。這次在六
中，還是黑白電視，當時學校特地允許學生
們翹課看決賽，禮堂擠滿了人，連站位都水
泄不通，我們這些遲來者，只好站在外面偷
窺。最後一板，大功告成，禮堂內外，一片
歡呼喝彩聲。
黑白而且是小尺寸的電視，已經激動人

心，一直到了遷移到香港，當時還是流行黑
白電視，記得有一回，仁強帶我去北角新都
城看望他一個堂兄，其家裡有一台彩色電視
機，讓我羨慕不已。如今彩色電視已經普遍
到再沒有人擁有黑白電視機了，回想這段歷
程，有如發了一場夢似的。
那時，喜歡看的節目，是侯寶林、馬季的
相聲，星期六晚上趕回學校，為的就是追看
他們的節目。
除了電視，就是電影了。最狂熱的時候，
一天看三場電影，也並沒有什麼選擇，國產

片、蘇聯片、東歐片，甚至偶而有的日本
片、越南片、朝鮮片、印尼片，甚至阿根廷
片、墨西哥片都有。我記得有一部阿根廷片
是《大牆後面》，還有由格里高利．派克主
演的英國片《百萬英鎊》，那是根據美國作
家馬克．吐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上大學時，每個月還會公映一部香港長城

或鳳凰、新聯的電影。但當時風聲已經比較
緊了，在文學概論課堂上，老師常以上映的
香港片做靶子，結合批判「小資產階級情調」。
有一天，上映「阿聯電影周」，公映歷史
彩色寬銀幕電影《薩拉丁》，有現場同聲翻
譯，票價奇貴，印象中好像是一元五角一
張；而在當時，學生票一般最貴也就是一角
五分錢。那時埃及和敘利亞短暫合併成阿
聯，現在也已成了歷史了。因為好奇，我與
大學老友阿太一起趕到首都電影院去觀看，
有點忘形。回程時跟人提起，不料竟被視為
奢侈，倒也始料不及。其實我現在也記不起
那片子到底敘述什麼內容了。

一張電影票

停靠靈魂的精神之舟

最近多參與電台一
個新節目，內容主要

提供一些護理頭髮資訊，藉着這個機
會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包括這個贊助
節目的老闆及他的女性得力助手，亦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多了機會接觸，
而且他們很客氣，經常邀請我們一起
吃飯。
昨晚便到這老闆的家裡吃大閘蟹，

原來他的得力助手在內地的朋友擁有
一個私人的養殖大閘蟹地方，蟹的質
素很清潔及沒有添加任何營養化學
劑，而且每隻蟹的蟹膏也非常豐富，
自己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高質素的蟹，
平常吃至少五隻的我，那個晚上吃了
三隻已吃不下，因為已經很滿足啦！
我們在進餐的時候談天說地，而這

位女性得力助手更加拿出很多有關她
跟她女兒的珍藏品讓我們觀看。這位
媽媽原來把女兒由幼稚園開始送給她
的親手畫下的圖畫及文字一一保存到
今天，現在她的女兒已經十七歲，所
以她拿出一個盒子，裡面已經收藏了
十多年來女兒送給母親的東西。這位
媽媽很興奮的逐一向我們介紹女兒畫
的是什麼，甚至讓我們看她女兒寫的
每一句說話，例如：媽媽，剛才我們
一起購物，在逛街的過程當中很開
心，謝謝你；還有：我知道妳工作很

辛勞，當我出社會工作之後，會好好
報答妳。其實這一些她女兒的說話，
做母親的有誰會不感動，而父母養育
兒女最大的回報，不是要他們賺幾多
錢，或是會擁有什麼名譽地位，最希
望可以得到兒女簡單的一句說話、一
些親手做出來的禮物，已經覺得心滿
意足。
所以我看着這位媽媽不停地介紹她

女兒作品的時候，心在想，感受到她
的愉快心情，而且她還說：「這些女
兒給自己的禮物，比起什麼鑽石、黃
金更重要，我一直會好好保存，還會
把這些東西當有一天女兒婚禮上，給
來賓一一細看。」
而且原來她沒有告訴女兒自己把這

些物件也好好的收藏起來，相信如果
她女兒在結婚的那一天看見媽媽把這
些東西拿出來，場面一定很感動，她
的女兒也應該會流出感動的眼淚。
其實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很愛惜

父母的，但總是不懂如何的去表達，
不如從今天開始，大家嘗試打破沉
默，把想講的說話及行動表達出來，
一家人如果可以用這麼溫馨的方法過
生活，或者兒女懂得這樣與父母聯
繫，我相信每天也會有很多溫馨的場
面出現。珍惜家人，珍惜每一刻一起
生活的時光，你能做到嗎？

發自內心的愉快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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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為慈
善籌款的糖廠
街聖誕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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