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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的家裡，曾經種了十幾盆花草。蘭草、
蟹爪蘭、三角梅、長壽花，倒掛金鐘、四季
春等等。有些花，更是在早些年前就種下
的，現在已經長得葱葱蘢蘢，滿滿幾盆，茂
盛而繁密。自從它們隨我搬進新家，便失去
了原有的本色，整天萎糜不振。是陽台大
了，陽光過於強烈，空氣缺少流通，還是冬
天太冷，枝葉難以伸展了呢？不得而知，儘
管我悉心管理，加倍愛護，任其莖莖蔓蔓，
伸展，從不約束，卻始終不如從前在院落裡
長得水靈。
好不容易挨過了一年，大概那些花草已經

適應了樓上的生活，或者它們和人類一樣懂
得了遷就，慢慢的，它們一天比一天充滿生
氣，漸漸活泛起來。兩年時間，那些大盆小
盆，便在我家的陽台和客廳裡生息繁衍，佈
滿了角角落落。鐵或大理石做出精緻的架
子，分別將它們支撐起來，使這些花草和我
的家人一樣，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天地。當時
間久了，室內佈置感覺單調乏味之時，我就
給它們搬一次「家」，從彼處搬到此處，樂
此不疲。
這搬來搬去的習慣，我只管獨自任性地而

為，也不知道花們到底會不會愉快接受，尤
其是在家人熟知我的癖好之後，竟然突然在
某一天的早上，趁我出門的時候，把我的花
一盆不剩地搬到樓下去了。那天天氣很好，
打開窗，微風徐來，心曠神怡，非常愜意，
只是室內已然不見了花草，空的架子被他們
零亂地扔在陽台，架子下面那些曾經沾着泥
漬的地方，還有他們剛剛用水清洗過的痕
跡……
因為夏季來臨，家家怕自個的花在陽台上

長得憋氣，便紛紛把盆花轉移到樓下，那
裡，緊挨着樓壁的地方有一圈水泥做的裙
沿，或叫「花台」，可以擺放花草。花台其
實設計得很好，既可以擱置花盆養花，又可
以供人坐了休息，常見有人在上面擺一副棋
盤，兩人抵首而坐，眼睛盯着棋盤兩陣對
弈。花台實用，又不佔院子，因此受人喜
歡。入夏，家家戶戶所養的花盡數轉移到這
裡，把個枱面點綴得青翠欲滴。鄰居們懂得
謙讓，把正對我家窗口的地方留出空白，不
用說，我家的花們也可以從容享受這裡的位

置、空氣、雨水和陽光了。
事情原本是好的，然而把花搬下去不到一

周時間，我發現一盆長壽花的葉片發生了異
常，原本厚實圓潤的葉片，有的薄了，有的
萎着，有的失去光華，面露憔悴，不但綠意
全無，而且還像被陽光灼傷了一般，葉片灰
白，仔細看，那灰白的葉片已經在整株花中
出現好幾處了。我不由驚呼，趕忙把花搬回
了家中，另外兩盆長壽花也給它來了個「捲
土重歸」。一番清理之後，置於客廳留待觀
察，過了幾日，忐忑中見客廳裡的盆花並沒
出現大的變化，這才安心地把它們搬回陽
台，打開窗為它們通風，給它們創造一個良
好的生長環境。

但接下來的形情，卻是讓我痛心不已。那
天清晨，我走到陽台看遠方的風景，無意中
卻發現一個臨近窗口的地方，有一對飛蛾正
在翩翩起舞。蛾不大，只有拇指蓋大小，灰
色翅膀上面大片的黑裡，透出一股幽幽的藍
光。可能察覺到我的存在，這對嬌小的蛾在
陽台僕僕亂撞，如同受了驚嚇般雙翅索索發
抖，小小的身子拚命往紗窗縫隙裡鑽——牠
們也和人類一樣，知道在異類面前羞怯和恐
懼嗎？看來，如果窗口沒有紗窗，如果紗窗
上方有一眼小洞，牠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投身
而去。我想到飛蛾撲火的壯行，眼前的情景
與飛蛾投火的陣勢幾乎雷同。飛蛾撲火不是
牠們的習性而是一種本能，死，對於牠們，
似乎本就沒有明確的概念和疼痛，何況火光
還是那麼的絢爛極致。看牠們那焦急的樣
子，我急忙拉開綠色紗窗，為牠們提供奔赴
的通道。可是紗窗拉開，牠們卻倏然返回，
就在接近自由的咫尺之間掉轉方向，仍然盲
目地在這個狹窄的空間撞來撞去，我只好動
用紙扇，輕輕將這一對「冤家」趕出困境。

這樣過了一天，又有一對蛾出現在陽台的
窗口，我仍是如此讓牠們逃出，但是我心裡
已經開始打鼓了。牠們來自哪裡？到底是什
麼使牠們冒着危險隔三差五地光顧我的陽
台？我觀察了下面前的紗窗，紗窗關得嚴嚴
實實，再看其它的紗窗，亦完好無損，腳下
的花，也安然無恙。又過了兩日，當陽台上
又一對飛蛾闖入我的眼簾時，我大吃了一
驚，那三盆我從樓下搬回家中的長壽花，那

些原本有些病態的葉子，此刻竟有一半葉子
乾枯，有的已經毫無生息地落掉了，看上
去，彷彿被什麼東西吸盡了汁液，只剩下空
空的葉殼，綻出彎曲的脈絡，就像死亡已久
的動物，露出令人悚然的骨骼。縱使有的葉
片還掛在枝上，也已變得非常的萎弱。

在陽台上種花，本就是個無奈的舉動。久
住樓房，你不可能再享受與腳底咫尺距離的
泥土的芳香，以及明媚的陽光。很少有人會
在陽台上種出像在院落裡那樣鮮活的花來。
然而就是種不好它，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
一病之下讓所有的花枝片葉無存。就在還掛
着一半葉片的花枝上，我發現了一隻寄居在
上面的蟲子。在那些捲縮了的花葉上，綠色
蟲子的出現頓時讓人毛骨悚然。我一下恍然
大悟，原來這些寄居在上面的蟲子，才是造
成葉子掉落的禍首。牠們不光吃肉質飽滿的
葉子，有些葉片未及長大就被牠們無情地吞
噬。原來牠們在吃過這些長壽花葉之後漸漸
長大，變成飛蛾出來，在我的陽台上橫行瞎
撞，企圖尋找新的生命的出口！
我趕緊去扯那些快要死掉的葉子，那些寄

居着小蟲子的葉子，再不扯掉，還會有更多
的葉片被牠們吃掉，未來的狀況將會更加讓
人觸目驚心。我一邊扯，一邊驚駭得汗毛直
豎，不堪忍耐因視覺而帶來的各種不適與恐
懼。一邊扯，一邊心臟撲撲亂跳，彷彿身邊
到處都有這些蟲卵傳播的介質和路徑，除了
空氣還有看不見的霧氣或液體。從沒有過和
蟲們搏鬥經歷的我，被眼前這個場面嚇壞
了。我的花，我的三盆長壽花啊！
扯、扯、扯……當所有的葉子都被我扯掉

之後，我停止了瘋狂的撕扯，把花拿到浴室
的水龍頭下用清水反覆沖刷，我想用這個辦
法沖掉那些害人的蟲子，把牠們已經隱藏下
來的卵沖個乾淨。在我撕扯葉子的時候，我
不僅看到了一隻隻令人噁心的青蟲，還分明
看到牠們的卵附着在枝幹和葉的背面，湍急
的水流會把那些敗葉沖掉吧？會把這些害人
的蟲子還有這些卵一起沖掉吧？枯敗的葉片
是沖掉了，沖淨了，可是附着在葉上的蟲是
不會沖掉的，牠們的卵也不是那麼容易用水
沖淨。望着腳下一蓬零亂的花，我束手無策
了。

浸大未來發展方向

脫胎換骨
由荷里活女星牽
頭，西方名女人陸

續站出來，揭發當年被掌權者性侵
犯，至近日本港也有知名女性如跨
欄女將呂麗瑤、港姐冠軍麥明詩等
也自爆早年被「性侵犯」……其
實，這類事在香港乃至內地娛樂圈
不算秘密，有些可能只算是性騷
擾，甚至性交易。
兩性之間的吸引和角力是古老的
問題，不容易講清楚，有女人因
「性侵犯」而感到惡心、羞恥，但
也有女人利用「性交易」達到向上
爬的手段。但無論是哪一種行為，
都涉及權力。
不過，說到最轟動的「性醜聞」

當屬二十年前的「克林頓案」。克
林頓在案中最後僥倖保住總統之
位，而事件女主角、二十二歲的白
宮見習生萊溫斯基卻成為受害者。
不知是否受「性侵新聞」引發，

美國媒體翻出當年轟動全球的該
案，其中在華盛頓特區出版的《國
會山報》以《萊溫斯基醜聞》作大
字標題，惹起萊溫斯基不滿。但今
日已四十四歲的她不再是當年那位
怯懦的女孩，經歷逾十年的沉默，
她已是一位成熟的職業教師、演講
家。她於是在推特發帖抗議，並幽
默 地將字眼 改作「克 林 頓 彈 劾
案」。
萊溫斯基的反擊及時又正確。她
肯定有錯，「主犯」卻是總統克林
頓。或許老去的克林頓沒有什麼市
場價值，而萊溫斯基人氣再起，功
利的傳媒以她的名字作招徠。

日前剛好看過一段萊溫斯基為
TED演講的視頻，應該是兩三年前
作的公開演講，鏡頭所見，她神態
自若，雙眼充滿自信的光彩，比年
輕時更具魅力。
在演講開頭不久，她就提到遇到

一位二十七歲的小伙子搭訕，她謝
絕了。因為對方說可令她回到二十
二歲的時候，以為是討好她，卻想
不到勾起她的傷心事。她接着說，
大概全世界只有她一個女人不想從
四十一歲回到二十二歲的樣子。並
反問在場聽眾：有多少人在二十二
歲時沒犯過錯誤？
那次錯愛，令她成為網絡欺凌的

最大受害者，被全球傳媒公開指
責、羞辱，她曾經想過自殺，可幸
熬了過來。這些年來，她看到有些
女孩因為承受不起網絡欺凌而自殺
了，決定站出來發聲。
其實，她的經歷值得借鑑，漫漫

人生路，誰年輕時沒犯過錯？或者
受到侵犯或冒犯，重要的是堅強面
對，汲取教訓。若干年後，冒犯者
會自食其果，而自己，則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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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20周年，欣逢

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
在12月4日舉行成立20周年盛典，
誠有緣也。浸大及學生事務處聯合
舉行紀念儀式，特別邀請了捐贈人
吳多泰博士夫人芬姐前來主禮。
是日早上，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
長錢大康及一眾副校長等亦為主禮
嘉賓。最難得的是前任浸大校長，
現任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
聯合國際學院校長吳清輝教授也來
祝賀。會場中還有一眾嘉賓學者以
及浸會大學學生代表等，場面溫馨
熱鬧。
芬姐甫見到吳清輝教授，忙恭喜
他當選第13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主席團。吳教授開心不已，忙
道：「最近較忙，我來道賀之後還
要趕返珠海呢！祝芬姐健康快
樂！」
錢大康校長致歡迎詞，熱情洋溢
的話令芬姐感動不已。日前，錢校
長公開發表浸大10年藍圖，指出浸
大未來發展方向。特別注重科技人
員的培訓，逾半學科三領域拓展。
當下，在紀念吳多泰博士國際中心
20周年盛典時，錢校長又語重心長
指出浸大要朝着國際化的高等學府
發展。他一再點讚20年前，有賴高
瞻遠矚的吳多泰博士有遠見地捐助
浸大興建這座國際中心。
自此，中心肩負起為參加大學學
術文化交流活動的訪問學者及大學

交流學生，提供住宿服務的使命，
亦成為香港浸會大學走向國際化的
重要配套支援。錢校長又介紹香港
浸會大學因應大學對宿位的需求增
長，及配合研究院課程迅速發展，
國際中心也需與時俱進，作出改
善。每年中心亦為宿生悉心籌辦各
種不同活動，包括社會服務、文化
交流、本地遊及興趣班等等，令學
生得到住宿以外的經驗。錢校長也
報告將因應大學的發展，學生增多
的需要，有計劃興建更多的學生住
宿建築群。
芬姐應邀在典禮上致詞。她不忘

初心，把先夫吳多泰博士籌劃捐助
浸大，興建國際中心的動機和計
劃，一一細訴真實的故事。當年吳
家上下全都舉手贊成博士的義舉，
芬姐更指出，我們少少的善款代表
了我們取之社會，回饋社會的一點
心意。期待能在社會上激勵更多工
商界朋友，都能對教育貢獻一分力
量。芬姐激動地說：「我十分多謝
香港浸會大學各位領導，各位師
生，給了我這個機會與各位分享感
恩心，讓我們能造福教育。」芬姐
滿懷激情地多謝國際中心的全體人
員，全心全意為中心的發展完成使
命。最令人感動的是走進國際中
心，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學生都
有回家的溫暖感覺，能解鄉愁。
芬姐希望，香港浸會大學在錢校

長的領導下，不忘初心，砥礪奮
進，續創輝煌！

我對國歌、國旗
的看法是，神聖的、

莊嚴的、不容褻瀆的；換句話說，是
要對它絕對的尊敬！它象徵着國家的
尊嚴，代表着人民對國家的信仰。尤
其是當我們陷入了絕境，看到了國
旗，就自然產生了力量。
1937年10月28日深夜，女童軍楊惠敏

冒着日軍的槍林彈雨，忍受蘇州河河
水冬夜的冰涼，為了給困守在四行倉
庫裡的抗日戰士打氣，身上帶着國旗游
渡蘇州河，最後成功的將國旗交給了
謝晉元，第二天早上，國旗飄揚在四
行倉庫頂上。這個少女英勇的行為，
使得本來困守的戰士，士氣大增，可
說是振奮軍心。
這是我在小學時教科書裡讀到有關國

旗的故事。我也想說說，另一個有關國
歌的故事。記得我小學老師在課堂上
說，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地，只要
一聽到國歌，就立刻要肅立，這代表着
尊重自己和尊重自己的國家。
近年來，我偶爾看見，有某國旗印

在T恤上，印在熱褲上，感覺十分礙
眼。難道這就是潮流嗎？我認為，即
使是五花八門、日新月異的的潮流，
也不應如此！近月來，香港足球隊作
賽時發生的國歌被噓事件，就更不該
發生了！
2015年9月8日香港隊對卡塔爾賽

事，有球迷噓國歌及擲物，結果香港

足總被國際足協罰款39,900港元；同
年11月17日香港隊對國家隊的比賽
中再犯，再罰77,000港元。由此可
見，噓國歌該罰，早屬國際標準規
則，亦從無人異議。
大是大非在前，可惜亂象持續。

2017年10月10日香港隊迎戰馬來西
亞隊，球迷又再噓國歌，亞洲足協發
出「嚴厲警告」，再犯將嚴懲，包括
閉門作賽、甚至取消參賽資格。香港
足總無奈亦束手無策，嚴重影響香港
的足運。
我們是否需要捫心自問︰
是不是我們都忽略了，我們所身處

的香港，是屬於一個國家，我們所犯
的錯誤，是只看到了兩個制度？
香港已有《國旗法》、《國徽

法》，獨欠《國歌法》。特區政府對
此是責無旁貸的，該就此盡快提出草
案，尤其《國歌法》已在內地今年10
月1日實施，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
第30次會議也議决，將《國歌法》以
全國性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明確
交由港、澳特區自行本地立法。
我期待特區政府官員、全體立法會

議員，好好珍惜今次的本地立法機
會，多聽取各方意見，令《國歌法》
既顧及香港特區情況，又彰顯兩制的
優勢。請快馬加鞭盡快實施，否則，
有負國家重託之餘，亦令亂象持續惡
化，後果堪憂。

對國歌國旗的一點看法

《情謎梵高》就算
不是以動油畫為賣

點，以梵高朋友的兒子為傳送他給
弟弟的信，信到時人已病亡的故事
已令人盪氣迴腸，劇本就寫得好。
至於一百二十五位合作動畫大電
影的油畫家，他們對梵高的熱誠和
毅力無疑感人，可是到底梵高是梵
高，說到功力，還真不是任何畫家
能夠追摸到八九成，梵高用筆厚
重，生命力過人之強的熱量，從影
片《情謎梵高》畫稿靜止片段看
來，縱使一百二十五個畫家水準參
差，集體筆力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蘇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
誰得其骨與其皮？」用之形容百年
難得一見的梵高也錯不了，骨皮當
中的肉就更不用說。
這也難怪，就算在梵高那個時
代，跟他齊名的畫家也不滿百，更
何況今天？至今看過不少人學梵
高，大不了也不過學到有皮無骨，
或是有骨無皮，維肖是維肖了，就
是未能維妙。
梵高畫好，也有他喜歡的畫種，

他欣賞同期幾個印象派畫家不奇，
喜歡日本的浮世繪才有點出人意料
之外，唯一理由，也許因為浮世繪
跟西洋油畫完全不同面目，入眼的
新鮮感才令他感到好奇。浮世繪起
源於十七世紀，梵高為線條着迷，

作品中早已顯現出來，但他怎麼沒
為十四五世紀喬托和波提且利畫中
的線條美感動過？
梵高對線條喜愛程度已不自覺融

進到顏色裡，有沒有發覺他畫中的
色塊，幾乎都是長長短短線條的組
合？不知道他與高更的爭論是不是
也因為過於執着批評過高更畫中的
蘋果沒有線條，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迷上浮世繪線條的「柔」，而沒有
感覺到自己線條「剛」的優點，自
我要求過高的畫家，通常連自己本
身的優點有時也發覺不到，只有旁
人才看得出來，梵高未必謙卑到這
田地，但肯定絕不自大，所以才會
欣賞浮世繪。可惜他無從接觸過更
早期的中國古畫，否則古代中國畫
家工筆意筆變化萬千的線條，一定
更令他嘆為觀止。

喜愛線條的梵高

前幾日看了一檔綜藝節目，
節目中有個遊戲環節，是一群

還不大懂事的「熊孩子」用裝在鐵鍋裡的大米
練功夫——從金庸小說裡看來的「鐵砂掌」。
鏡頭裡，孩子們歡笑着把雪白的大米弄得四下
飛灑，大人們也以此為樂。我看着卻心裡難
受。
在網上翻到一個關於南方人和北方人相互調

侃的段子，歸納了一下，段子裡所說的南方人
與北方人最主要的區別還是在飲食上，譬如食
用甜、鹹豆腐腦的區別，到市場買菜買一斤白
菜和買一百斤白菜的區別，以及南方人吃大
米、北方人吃麵食的區別。終歸還是「民以食
為天」。
我是南方人，從小被培養的飲食基調便是以

大米為主食。在傳統的南方人的觀念中，「吃
飯」基本就是指吃米飯，除此之外的如包子、
饅頭、煎餅、餃子、麵條之類的麵食只能算是
輔食和點心，多數的南方人如果哪天沒有吃一
頓米飯，大約都會覺得自己沒有吃飯罷。
我小的時候過過一段「窮」日子。那是一段
全國範圍的物質匱乏的日子，那時候糧食計劃
供應政策尚未取消，糧票、油票每月定量供給

城市人口，當時我和弟弟的戶口隨母親在農
村，所以家裡只有父親一個人的糧票和油票。
父親一個人的定量當然不夠我們全家人吃的，
所以，每個月父親名下的糧油票用完了之後，
我們所吃的米和油必須到當時所謂的「黑市」
去高價購買。
父親從小給我們的教育裡有一句話：人窮志

不窮。因為糧票不夠用，父親在「黑市」買回
的高價米自然是十分珍稀的，但父親並沒有像
其他大人一樣苦口婆心地說自己上班掙錢多麼
辛苦，我們應該如何珍惜糧食，他平平淡淡地
教了我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
中餐，粒粒皆辛苦。」這首古詩，讓我們對糧
食不單是珍惜，而更要尊重。父親對於讓我們
珍惜、尊重糧食這件事最為嚴厲的一次，是當
時還不大懂事的我在吃飯時漫不經心，掉了幾
粒米飯在地下，被他要求一粒粒地撿起來都吃
掉。從那次之後，直到現在，我吃飯時幾乎都
沒再掉過飯，而飯碗裡的米飯永遠會吃得乾乾
淨淨。
父親退休後去了鄉下，每個月有幾千元的退

休工資，即便我和弟弟不另給他花費，也能使
得他自己有一份小富足的生活了。但父親閒不

下來，除了種一些瓜果蔬菜之外，每年還要在
門前的水田裡種上一季稻子，最後能打上一千
多斤大米。
今年秋天回去探父親，遇上稻子剛收割晾曬

完畢，父親打了新米讓我帶回。這些年總是花
高價買一些泰國米、五常米在吃，因為嫌搬運
和郵寄麻煩，極少吃父親親手種的大米。父親
種的大米，經過原始脫粒機打出來後米粒細
碎，賣相極不好，煮出來的米飯卻是清香軟
糯，有着純粹的稻米的甜味。這味道是如今充
斥在飯桌上的各類轉基因大米和高價的進口大
米所沒有的。
忙碌了好長一段時間後終於有空收拾書房，

從已鋪了灰塵的抽屜裡翻出夾在筆記本中的幾
張舊時的糧票，據說這些糧票在收藏市場已經
漲至巨額，價值早已超越了票額本身的千百
倍。而它們在我心裡的價值卻是無法用倍數來
計算的，那是一段與童年、與親情、與一個時
代相關的永恒記憶。
對於在綜藝節目中讓孩子們把大米當遊戲道

具玩得不亦樂乎的那些大人，我真心希望，他
們在讓孩子快樂玩耍的時候，也該讓孩子們，
包括他們自己，懂得對糧食的愛惜和尊重。

粒粒皆辛苦

一場與花有關的救贖（上）

日前和朋友到日本京都自由行，來了一趟賞
楓美食之旅，因為是自由行，又在賞楓旺季，

價錢有咁貴得咁貴，住宿一般的市區酒店，「豆腐膶」雙人房
間，一晚也要二千多港元，當然跟旅行團就便宜得多了。
朋友是日本通，半年前已經籌劃行程，預訂機票、酒店、交

通車、餐館和旅遊景點，所以是次旅遊路路通，包車、的士、
巴士、地鐵也有體驗。
到日本賞楓和賞櫻，首選還是京都。京都曾是古代日本的首

都，作為帝王之都，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古建築特別多，正
因為獨特，不少景點特別適合遊客以和服裝扮遊覽。
旅遊景點遇上的和服少女和大媽，大部分都不是日本人，走

近一聽，講普通話、廣東話和韓國語，都是亞洲地區遊客。對
於穿着和服，就好像遊客到中國遊覽，穿上清裝宮廷服拍照，
到韓國也會穿韓服玩玩；但我本人則對和服是有抗拒的，或許
是有解不開的心結。無論如何，紅楓似火，和服艷麗，作為拍
友，收穫是豐富的。京都著名的賞楓景點如南禪寺、永觀堂、
清水寺，美不勝收，但可惜人山人海，不容易取景。作為拍
友，自然對紅楓拍攝流連，日本通朋友為趕行程，告知賞楓景
點五分鐘一個高潮，別死纏爛打。
行程中最貴的消費，莫過於吃了一頓名店的懷石料理，竟然

是每人一千七百港元的消費。是否物有所值，見仁見智。懷石
料理以食物、餐具精緻為標榜，菜的分量少，採用當地的當季
新鮮食材。
「懷石」就是懷中抱着石頭的意思，話說，古時天寒地凍，

廟裡沒有糧食，和尚喚來弟子生火煮石，然後將溫暖的石頭抱
在懷中取暖，藉以消除飢寒交迫之感。以前的懷石料理只是輕
食，簡單樸素的點心，小碟上菜，隨着時代的變遷，逐漸演變
為宮廷貴族的美食，到今天更昇華成日本料理中的最高境界。
我們這次的京都懷石，都吃了些什麼？現在還是說不上來，

只記得一道燒魚，魚也有美妙的形態；器皿怎樣精緻，似乎又
不太懂得欣賞，只是想起一千七百元，肉還在痛。

京都賞楓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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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工不能苛求，人物形似算了！
（網上動畫原稿） 作者提供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香港跨欄運動員呂麗瑤自揭初
中時被前教練性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