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釀微醺別事休
霽空入夜憶南樓
霜娥不語清輝下
一片冰心向素秋

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說白俄羅斯
總統盧卡申科是世界上薪金最少的總
統，年薪為2,640美元，折合人民幣
18,000元。更有意思的是，他老婆竟
然不住總統府，而是在老家養牛種地
帶孩子，用地裡的收入貼補家用。
行文輕鬆隨意，有點調侃的味道，
讀着很親切，不禁讓我想起了前不久
的明斯克之行。那是香港貿發局和中
企協首次「拼船出海」，合組「一帶
一路」東歐考察團，第一站便是白俄
羅斯。由於中白兩國交流合作項目大
都落地明斯克，考察活動基本上都在
明斯克進行。
明斯克作為白俄羅斯的首都，與人

們通常對首都的印象不符。這裡太安
靜了，似乎也太安全了，入夜後更是
如此。中國駐白俄羅斯商務參贊楊修
敏給我們介紹當地的投資環境，用了
「夜不閉戶」四個字。
明斯克的安靜，不是寂靜，不是悄
無聲息，而是骨子裡透出來的一種祥
和。當你出門晨練，眼見大片林子，
滿地落葉，潔淨的路燈光斑駁其間，
清風徐來，你會從心底生出一縷溫
柔。傍晚時分，當你偶遇剛下班的工
人從廠門口魚貫而出，成群結隊走在
街上，整潔的衣着，高挑的身形，明
亮的眼神，你會從中感受到一種深沉
的平靜和自信。相比我們慣常所見，
匆忙和緊張中，人們眼裡要麼是貪
婪，要麼是疲憊。早已忘記了，勞動
者原來是可以這樣從容的。
安靜的明斯克，歷史上並不安寧。
這裡是東歐與西歐的要衝，中世紀的
王侯爭霸自不必言，二戰中決定性的
蘇德戰爭也在這裡打響。特別是近現
代史上，有兩件深刻影響世界格局的
大事，都發生在明斯克附近。
1918年3月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

烽火正酣，新生的蘇俄政權與同盟國
單獨媾和，在布列斯特簽署合約，放
棄協約國義務，割地賠款，退出戰
爭，從而迎得喘息之機。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巍巍大廈，從帝國
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拔地而起，《布
列斯特合約》成為奠基石。而布列斯
特，正是白俄羅斯西南邊境的一座要

塞，距明斯克300多公里。
73年後，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

當家人葉利欽，夥同白俄羅斯、烏克
蘭領導人，在布列斯特北邊的原始森
林簽署了《別洛韋日協議》，宣佈解
散蘇聯，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獨聯
體成員國一度擴展到12個，行政中心
就設在明斯克。興於斯，亡於斯，世
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這裡畫
上了休止符。
興亡之路，是參與者，更是見證

者。社會主義的遺產，終究還是留了
下來，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明斯克市中心，矗立着一座世界上
最高的列寧塑像。當列寧的祖國俄羅
斯推倒了列寧塑像，白俄羅斯卻保留
着。白俄羅斯人說，這是我們民族歷
史的一部分，幹嘛要推倒呢？
白俄羅斯總體上仍然實行計劃經

濟，就業充分，福利完備，有免費的
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大學教師和
工人的工資差不多，每月300-400美
元。外資企業的員工收入多一些，每
月600美元左右。這裡沒有競爭激烈
的市場行為，沒有證券、期貨之類交
易，房地產沒有炒作空間。當地朋友
講，他們國家在社會層面是資本主
義，管理層面是社會主義。思想很自
由，經濟很簡樸。民眾沒有太多的花
銷，沒有太多的存款，也沒有對未來
太多的焦慮。白俄羅斯人從不加班，
他們精力充沛，閒暇充裕，只用於學
習鍛煉、音樂藝術、談情說愛……
要不要引入西方奢侈品和消費主義

文化，盧卡申科總統說，不能讓慾望
來引誘我們的人民，於是作罷。盧卡
申科總統還有一件趣事，他曾經頒佈
法令禁止公民在公共場合鼓掌，這件
事讓他獲得了當年的「搞笑諾貝爾
獎」。從1994年至今，盧卡申科已經
連續五屆當選連任總統了，白俄羅斯
人似乎並沒有換總統的想法。隨行導
遊是一個白俄女孩兒，她很輕鬆地告
訴我們，人民覺得總統聰明能幹，沒
有更合適的人選，就繼續選他了。

Б е л а р у c ь（Belarus），意為
「白色的羅斯」，漢語翻成白俄羅
斯，大概是意譯和音譯結合得最好的
一個國名。之所以叫「白」俄羅斯，
有人說是因為白鸛、白樺、白色的亞
麻布，也有人說是因為女孩子皮膚很
白，連頭髮都是銀色的。這次崔啟明

大使給我們聊到另一個說法：白色，
意味着純潔。白俄羅斯人自認為是最
純種的斯拉夫人，不像俄羅斯和烏克
蘭，都遭遇過蒙古人的佔領和混血。
白俄羅斯地處低地平原，湖泊沼澤眾
多，不利於騎兵，反而成了中東歐唯
一沒有被蒙古鐵騎踐踏過的地方。白
俄羅斯人的本色和純真，代代傳承下
來。
白俄羅斯人是經歷過風雨滄桑的。

時過境遷，他們沒有抱怨，沒有激
憤。儘管俄國從沙俄時代以來就對白
俄羅斯霸權相向，但他們不恨俄國
人；儘管納粹德國的大屠殺致使白俄
羅斯今天的人口還沒有恢復到戰前水
平，他們也不恨德國人。誰都不恨。
歷史自有歷史負責，當下只需簡簡單
單、踏踏實實過好日子。一切順其自
然，走自己的路，天地之間，演繹着
一份真實的存在。
據說，米開朗基羅這樣介紹他的雕

塑作品《大衛》：我去了趟採石場，
看到一塊巨大的大理石，在它身上，
我看到了大衛。於是，我鑿去多餘的
石頭，只留下有用的，《大衛》就誕
生了。想想，我們自己為什麼成不了
大衛？恐怕就是由於生活中在乎的東
西太多，被各種多餘的石頭包裹着，
感受不到生活的輕鬆和美，卻只感覺
到沉重的壓力。
寧靜的明斯克，連日陰雨，直到我
們離開前夕，恰逢農曆九月十五，方
見霽雲繾綣，迎來一個清冷的月圓之
夜。不忍辜負月色，三五團友，相約
街邊小店，吃着地道的白俄餐，喝着
地道的伏特加，聽聽音樂，聊聊風
情，心也跟着寧靜起來。
有道是：立冬將至，而秋意未絕；
繁花漸落，更疏枝橫切。三杯淡酒，
一縷清風，冷月高懸，禪心如洩。問
君何以為寄，素秋也。

秋末的一天下午，太陽笑瞇瞇斜掛在半空，
曬得人們渾身暖洋洋的。我與老伴一道故地重
遊，來到建陽城區崇陽北路木棧道上漫步觀
景。但見發源於武夷山脈的崇陽溪，溪水清
清，波光粼粼。東側岸邊的「帶狀公園」裡，
以當地居民為主的過客，你來我往，接踵而
至。那天，適逢下游水壩開閘，河水淺了許
多，不少紅男綠女，脫掉鞋子，挽起褲腿，拎
着塑膠袋什麼的，喜滋滋瞪大眼睛，樂淘淘彎
下腰身——忙着在河灘上揀田螺。觸景生情，
喚醒我對幾十年前一些田螺舊事的新憶。
1965年10月，不滿十二歲、剛進入中學的

我，跟隨響應政府號召的父母，離開莆田秀
嶼，移民閩北建陽。這裡，山清水秀，人少田
多。翌年，因為「文化大革命」，學校處於癱
瘓狀態。無書可讀的我，成了「小小農民」。
那時，沒有除草劑，很少用農藥。因此，水田
裡有三多：水蛭多、泥鰍多、田螺多。水蛭，
俗名螞蟥，據《神農本草經》記載，水蛭具有
很高的藥用價值。只是，這種渾身沒有骨頭，
看似軟不溜秋的傢伙，如同強盜一般，每每光
天化日之下，吸附在下田勞作者的小腿上，貪
得無厭，大快朵頤，叮人吸血，令人氣憤。泥
鰍的營養價值很高，被稱為「水中人參」。那
時候，水田裡的泥鰍不少，但因泥鰍渾身都是
又黏又滑的液體，人們輕易捉不到牠們，即使
捉到了，稍不小心，就會從你手中開溜逃脫。
田螺則不然。只要發現了，便手到揀來。
田螺習性，喜陰怕陽。當有太陽照射時，牠
們會躲進泥土裡，自我保護起來，待到日薄西
山，便會鑽了出來，或覓食，或納涼。這時，
田塝成了牠們的「遮陽傘」。田塝，是閩北方
言。指比田埂更高的「土壩」。高高的田塝，
擋住了陽光，田螺便會在靠近田塝一側活動。
傍晚時分，是揀田螺的最佳時機，不需要在田
中東張西望，只要順着田塝向前尋去，但凡有
田螺，都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你的視線裡。牠們
有的紋絲不動，有的緩慢前行。田螺運動的速
度，與蝸牛差不多。田螺雖沒腳，但也會爬
行。牠們的腹部，有一種能動的肉足——腹
足，其功能相當於「腳」。爬行時，腹足下能
分泌出黏液，以減少摩擦。
揀田螺，多在晚稻田裡。秧苗初插進田裡的
前一階段，叫幼苗期。牠們「初來乍到」，尚
未「站穩腳跟」，人不宜下到田裡。待秧苗進
入返青期、分蘗期，既可以下田除雜草，也可

以下田揀田螺。因為七八月間天氣炎熱，農民
們個個都戴着斗笠外出勞動。傍晚收工後，天
色尚未黑，找到幾塊當日沒人進入的梯田，苗
青青、泥平平、水清清，田螺紛紛鑽出泥土，
優哉游哉，或大或小，或靜或動，看得一清二
楚。我便一手反托斗笠，一手忙着揀田螺。
斗笠，又名笠帽、箬笠。實為遮陽光、擋雨

水的「帽子」。斗笠有很寬的邊沿，用竹篾夾
油紙、竹葉、棕絲等編織而成。把斗笠「頭
圈」——與人頭一般大小、便於戴在頭上的中
間上凸部位——反過來，就可以替代簍子用來
裝田螺了。若是近些時日沒人光顧過，田螺不
但數量較多，而且個頭較大，用不了多長時
間，就裝滿了「斗笠圈」。回到家中，田螺另
行處理，斗笠清洗乾淨，瀝乾水，晾一夜，第
二天又可以戴在頭上了。
聽長輩們說，有的田螺體內裡藏有螞蟥或其

他寄生蟲，吃進肚子，影響健康。因此，剛揀
回來的田螺，不論多少，不管大小，是不能急
着吃的，而要先「養」兩三天。「養」田螺，
有訣竅——先把田螺洗乾淨，而後裝在木盆
裡，加入清水。水不能多，也不能少，以淹沒
田螺為宜，再滴入一兩滴花生油，或者菜籽
油。憑藉油的香味，把田螺體內的寄生蟲「引
誘」出來。在洗的過程中，田螺受到驚嚇，一
個個先是按兵不動，過了很長時間，才慢悠悠
伸出觸角、懶洋洋探出頭部，發現「平安無
事」後，這才開始活動起來。牠們有的好幾個
彼此粘在一起、抱成一團，有的爬到木盆內壁
上，似乎想要逃跑一般。據我觀察，螞蟥不曾
發現，吐出些許泥沙和雜質，倒是一點不假。
揀田螺要選晴好天氣。雨天田水渾濁，田螺

躲進泥裡，看不清楚，無從下手。有人說，揀
田螺是樂趣，吃田螺是享受。田螺是高蛋白、
低脂肪、高鈣質的天然保健食品，有明目養睛
作用。煮田螺的方法，因人而異，多種多樣，
有炒田螺、田螺煲、爆炒田螺、醬爆田螺、田
螺塞肉、香辣田螺、水煮田螺、剁椒田螺肉
等。田螺煮得好，味道鮮美，有「盤中明珠」
之美譽。有時遇到適合自己口味的田螺，我也
忍不住會頻頻出手呢。不過，在我記憶中，當
年在農村，吃田螺半點也談不上享受。那時，
家庭經濟頗為困難，家中有點植物油，就很不
錯了。煮田螺也好，炒田螺也罷，除了加入少
量辣椒、大蒜、生薑，別無其他佐料。因而，
煮熟的田螺，只有鹹辣味，沒有香美味。倘若

烹飪不用心，還帶着一股土腥味。無奈沒有其
他菜下飯，往往是不得已而食之。
民諺曰，大口吃肉肉，慢慢嗦田螺。但凡吃

過貝殼類海產品的人都知道，花蛤、海蟶之
類，不論是炒，或者是煮，在牠們行將要熟的
時候，都會主動「張開大口」的。田螺則不
然，除非下鍋前就死掉變質的，活田螺無論如
何烹飪，牠們頭上的「蓋子」始終是緊緊「閉
合」的。這樣，就難以「入味」。因此，在洗
淨下鍋前，必須把田螺「屁股」剪掉，各種味
道才會從「剪口」進入體內。煮熟或者炒熟之
後，食用時先在「剪口」處嗦上一兩口，有時
會發出清脆的響聲，而後掉過頭來在田螺「頭
部」嗦一嗦，整個田螺肉就被嗦進嘴裡了。
一次，母親煮好一碗田螺，端上飯桌後，三

個弟妹，不等全家人到齊，就「先下手為強」
了。而且，一顆田螺還在嘴裡，又把筷子伸到
碗裡。原來，這次母親煮田螺，多加了一些佐
料，味道特別美。我見狀，正想出手，卻被祖
母攔住了：別着急，我們先來猜謎語，猜對
了，才能吃：「生的是一碗，熟的是一碗；沒
吃時一碗，吃完了是一碗。」什麼東西呀，吃
完之後沒有了，怎麼還能是一碗？任憑我們開
動腦筋，硬是猜不出來。這時，祖母不無得意
地賣起了關子：這東西呀，遠在天邊，近在眼
前。「田螺！」祖母的話音剛落，我恍然大
悟，報出了謎底……
前些天，我回到閩北那個久別的小山村，與

幾個兩鬢斑白的小時朋友相聚聊天，當我問
道：「現在田裡的田螺還多不多」時，有人不
假思索，脫口而出：現在呀，農藥、除草劑用
得多了，稻田裡不但泥鰍少了、螞蟥少了，就
連田螺也少多了。聽了這話，我忽地生出一種
茫然若失的感覺。

友人傳來《漢聲》電子版一疊，
中有周白蘋之<中國殺人王>連載。
《漢聲》為美國華埠出版的刊物，
時維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開始
刊登，至何時結束，則後無續文，
難以稽考了。
當然，《漢聲》所連載的<殺人王

>，絕非首發，而是轉載自香港的一
份小報《先導》。這份小報，是任
護花創辦，應是一九三八年間，我
看過一九三九年的一疊，《漢聲》
所載，當是一九三八年《先導》所
曾刊登過的，我未曾過目。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應是在正文
之前，有<任護花序>。小說署名是
「周白蘋」，而這正是任護花的筆
名。
在〈序〉中，任護花所採的是魯
迅《狂人日記》的寫法，將周白蘋
視作另一人。<序>中，任護花述旅
居美國華埠時，目睹華人堂口互相
仇殺，「或爭意氣，或爭權利」，
於是「各蓄死士」，暗殺械鬥不
絕，「終至血肉狼藉，華埠騷
然」。任護花目擊耳聞，四出探查
消息，終聞有殺人王阿詫其人，手
段兇殘、行動神秘，「每欲搜求事
蹟」，「刊發專書」，奈何資料不

全，未敢動筆。
「去年（何年？待攷）十月，始
識周君」，這「周君」就是周白
蘋。任護花說：「君留美逾十載，
歷任各堂文書人員，對殺人王阿詫
事，知之甚悉。」於是在一個月白
風清之夜，兩人海濱煮酒，談論殺
人王傳奇，「然事蹟過長，非一夕
清談可了也」；於是醺然道別。
任護花這段與「周君」相識經

過，極有詩情雅意。到再訪時，周
君已去了墨西哥，不無悵悵也。到
任護花返港時，江干送別人中，赫
見周君在，攜手依依，任護花囑著
殺人王一書。周白蘋爽然應允。回
港後，任護花籌辦《先導》隔日
刊，周白蘋「前約果未遺忘，全文
翩然下降，更喜聞君文筆簡明，描
寫曲折，每入驚濤駭浪之境，忽見
山秀水明，真異觀也」，這段話，
當是任護花自吹之詞。而這段
〈序〉言，任護花寫得滴水不漏，
有景有情，當年有等讀者，料亦信
以為真。
任護花乃三及第文體高手，比高

雄還要早出道。《中國殺人王》固
是三及第，他以金牙二筆名寫的怪
論，亦是三及第，比抗戰後始在
《新生晚報》書寫的三蘇（即高
雄）還要早。世人有說梁寬為祖，
高雄尾隨，都是無視任護花之存
在。
其實，以三及第撰文寫小說的，
任護花也只是一個「尾隨者」，因
上世紀二十年代，已有個黃言情在
大寫不休。黃言情辦《香江晚
報》，已以三及第入新聞和入文
了。任護花辦報，亦依黃言情之
旨。再上推，還有個鄭貫公。
在香港報業史上，任護花是「小
報聖手」，與陳霞子屬一時瑜亮。
兩人的三及第，論者莫不稱讚；但
個人則喜三蘇之雅順。
《漢聲》所刊任護花之序，我們
可得知他創造「殺人王」這人物的
成因。是寶貴的文獻。

基本上，對白中所提到的「頂」均帶同一含
義——「唔理三七廿一」（有理無理），「駁
咀駁舌」（反駁）、「窒頭窒勢7」（頂撞）。
廣東人多用「杉木」做「柱」。試想，人被
「一碌杉」（一根柱）頂住心口，會有什麼感
覺呢？心（裡）當然不舒服咯。有人便以「頂
心杉」去形容那些愛「頂撞」長輩的人，尤指
子女「頂撞」父母，其書面語是「眼中釘」，
眼中的釘子，拔之而後快；比喻所痛恨的人；
亦作「眼中刺」。
有了「頂心杉」，有人便叫「頂撞」這種行
為做「頂心」。「心」、「肺」乃人體重要器
官，「頂肺」猶如「頂心」，就有「頂心頂
肺」的講法。
與「頂心頂肺」意義和結構雷同的有：

腰心腰肺/要心要肺/夭心夭肺
近年有兩首歌曲，《要心要肺》和《夭心夭
肺》，人們因而認定「要」與「夭」當中必有
個是本字。本字的判定，非從其流通程度，而
是從其意義層面。「要命」用以形容程度非常
嚴重。「心」、「肺」好比「命」，那長輩被
後輩頂撞得「要命」就相當於「要心」、「要
肺」或「要心要肺」了。習慣上，「要」讀時
變調成「腰」。也有人說「要膶」，多人誤以
為是「腰膶」（豬腰豬膶），因而百思不得其

解。以下是其演變過程：
心→肝（同屬五臟）→音「乾」→廣東人忌諱而作
「濕」→濕潤→潤→「膶」（粵方言用字），讀作
「潤6-2」
廣東人有句：

不賢妻，不孝子，頂趾鞋，無法治。
家有不賢妻、生有不孝子，就好比一雙不合穿
的鞋子一樣（頂着腳趾），無法治理（構成嚴
重問題）。「頂趾鞋」指經常惹丈夫生氣的潑
辣妻子，以及經常惹父母生氣的子女。
綜合而言，「頂心杉」和「頂趾鞋」的特色
如下：自以為是；沒句好說話；語帶諷刺/說風
涼話；潑冷水；「包頂頸8」/回嘴/抬槓/辯駁/
辨駁；唱反調/對着幹。總之，被形容為「頂心
杉」和「頂趾鞋」的人乃不知情識趣，惹人討
厭。
在推動一些重物向上時，有人或許問：「能

『挺上去』嗎？」。對於那些辦不到的或預計
有難度的，一般會說：「不行，『挺不上
（去）』 ！」有人以「挺不上」借喻支撐不
了。「挺」與「頂」，基本上是互通的；
「上」的讀音「soeng5」與「順」的讀音
「seon6」相近。可能是這樣，廣東人就有「頂
唔順」這個講法。以「順」作「上」，順理成
章，皆因「挺不上」含「不暢『順』」之意。
時下年輕人，多目無尊長，「一口百二句9」

（比「一言九『頂』」更甚），一般以能駁斥
父母為榮。其實，弄成這個局面，雙方均有責
任。為此，為人父母者要以開明的態度去對待
孩子的意見，遇有分歧，雙方須平心靜氣去討
論，而非以「泰山壓頂」的方式硬要孩子接受
自己的想法；為人子女者切忌恃寵生嬌，須耐
心聆聽父母的期望，不太合乎心意但卻有理的
應盡量依從，畢竟父母閱歷較豐，本意定是好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老脾」指脾氣，「脾」讀「脾4-2」。
2 「唔係人咁品」指某人的行為非理性。
3 「做女」指未嫁。「女」讀「neoi5」，而非

「leoi5/呂」（懶音）。
4 中國人重視列祖列宗，不輕易更改姓氏，改了就

是恥辱，所以如不夠肯定是不會這麼說的。
5 「腦」讀「nou5」，而非「lou/老」（懶音）。
6 「冇你收」就是沒能「『收』服」你。
7 指用言語去「『窒』礙」他人的勢頭。
8 「包頂頸」是「瓦封領」的歇底。

「瓦封領」是旗袍的一款領，領身
畢挺，穿時頂着脖子（頂頸），有
如瓦片封頸，因而得名。

9 「一口百二句」指不斷回嘴，此語幾近失傳。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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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Mami，你發唔發覺婷婷呢排我哋講嚫乜，佢都「頂」
番轉頭；仲有發起「老脾1」上嚟，真係「唔係人咁品2」！
母：Daddy，青春期啲女仔係好情緒化嘅，佢想點，真係
估佢唔到！不過，我嗰陣咪又係咁！
女（甫進門）：又講我乜呀，我一唔喺度就講我，好心你
哋有啲口德好冇，因住有報應呀！
父：婷婷，唔係咁同我哋講嘢吖嘛？
母：喂，講番轉頭，搞乜鬼去到咁夜？同邊啲人去？女仔
之家，你唔驚我哋擔心㗎？
女：好夜咩？亞婆周時都同我講，話你「做女3」嗰陣，成
日去到「三更二鼓」（半夜），咁點計先？
母：你就去wet（交際），我去同學屋企溫書咋！
女：去「溝仔」（交男友）咋卦！係亞婆先至信你啫，畀
我，唔攞把鎖塔（鎖）住你就「跟你姓4」！
母：Daddy，你睇下佢吖，句句「頂心頂肺」！
父：Mami，你唔只生咗碌「頂心杉」，仲着咗對「頂趾
鞋」㖭！真係「前世」（報應）囉！
女：講開就啱嚹，我今年生日你哋送嗰對波鞋唔慌唔「頂
趾」嘞！舊年我着6號，而家係發育時期，你哋用下「腦5」
都知今年隻腳會大咗喇！
父：婷婷，今時今日，咁嘅態度係唔得㗎！
女：嘩嘩嘩，劉德華！呢句都out（過時）喇！
母：你仲係咁，啲男人見到你都走夾唔唞喇！
女：你同我定，我有手有腳，唔使靠啲臭男人至生存到
嘅！唔似得你咁，嫁咗要靠老豆養你！
父：唔好咁口響，女人始終都要有番個歸宿嘅！
母：婷婷呀，你老豆真係講得你冇錯㗎，好心你收斂下
啦，你再係咁真係冇人頂得你順㗎嚹！
女：「頂唔順」就舉手，講聲bye就得嘞！
父：衰女，好灑脫噃，真係「冇你收6」！

■明斯克夜景。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