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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看到一則消息，是「你有多久沒有牽
媽媽的手」的調查，這則消息的出現，就像
誰朝心臟上輕輕扎了一針，看似溫柔地一
扎，讓我的心禁不住一顫。

從醫十四個年頭，在兒童保健科七八年。
牽手的故事，我遇過太多，感觸特深。每個
到科裡體檢的兒童，多是被媽媽牽着手進
來，然後再被媽媽牽着手離開。大手牽小
手，牽得是那麼自然舒服。一到三歲的孩
子，被媽媽牽手的最多。太小的抱着來抱着
去，超過三歲的兒童總想掙脫媽媽的手，冒
冒失失到處跑。媽媽們緊緊跟着，隨時準備
伸出去牽緊孩子的雙手，在不遠處尾隨。

前不久，一位年輕的媽媽抱着一個看上去
只有六七個月的男孩進來。我們按正常程序
讓其排隊等待。那位媽媽很有耐心，她把孩
子放到椅子上，緊緊牽着孩子的小手。孩子
不言不語，很勉強地站着。輪到那小孩查體
時，一看出生日期，我第一時間意識到問題
嚴重。孩子兩歲多，雖還未做檢查，之前瞥
過幾眼，看上去其身高、體重都不達標，頂
多達八個月的標準。猶疑時，科裡的小石已
為兒童測量身高體重，只符合六個月標準。
心臟聽診明顯異常，智力和語言發育遲緩。
孩子的媽媽依然樂觀，回答說她們已經做

過多次檢查，孩子主要是染色體異常，還有
先天性心臟病，咽喉部發育異常。因為長時
間在外，四處就醫奔波複查，第一次到我們
科查體。根據仔細檢查，我們把檢查結果明
確告知孩子的媽媽。先天性心臟病可以通過
手術治療，咽喉部發育異常，也可以糾正。
關鍵是染色體異常，目前很難治癒，告訴她
多去諮詢相關醫院的權威專家。那孩子的媽
媽聽我們反饋查體結果時，臉上的表情依然
平靜如水，看上去透着一股子十分堅定的信
念。那種堅持和堅強，令我由衷欽佩。

她在接連道謝的同時，告訴我們孩子各項
指標發育遲緩，只能達六七個月兒童水平她
們知道。染色體異常很難治癒她們也知道。
但她們會盡最大努力給孩子治療，並按要求
定期複查各項指標。那種堅持和堅定，從她
緊緊握住孩子的手的動作，以及一遍遍跟孩
子聊着根本不被理睬也不放棄的行動，就能
明顯體現。還有一次，有個剛滿月的孩子來
科裡查體。身高體重等指標正常，聽診時卻

發現心臟雜音明顯。告知其家長，一定帶孩
子做心臟彩超。後查明確是先天性心臟病患
兒。之後再到科裡查體，每次都告訴其家長
相關注意事項，並告知定期複查，必要時手
術治療。去年夏，市裡開展先天性心臟病患
兒診治活動，給予手術優惠政策。
看到文件後，科裡把篩查出來的所有心臟

病患兒聯繫方式找出來，挨個打電話告知家
長手術的優惠政策。其中就有那位剛滿月即
查出先天性心臟病的患兒。去年底，偶一
天，一位年輕的媽媽牽着一個小孩的手推門
進來，稱要給孩子查體。經檢查，各項指標
正常，心肺聽診也正常。告訴兒童家長查體
結果後，那位兒童家長一遍遍道謝。她說是
我們第一個篩查出兒童患有先天性心臟病，
因為發現及時，她們各方面都很注意。做了
心臟手術後，孩子各方面都很健康。那天，
那位兒童的爸爸硬是記下了科裡所有人的名
字，表示會永遠記得。
因為很多項目都是免費的，來科裡查體的

兒童太多，我們沒法記清所有兒童。但到科
裡查體的孩子，大多數都緊緊牽着媽媽的
手，或者被媽媽緊緊牽着小手。媽媽們都知
道牽緊孩子的手，孩子就是安全的。孩子們
也都習慣了牽緊媽媽的手，連小小的他們都
知道，牽緊媽媽的手就不會跌倒就摔不疼。
學走路，及剛會走路時，跌跌撞撞的，總

是被媽媽牽手。漸漸地，牽緊媽媽的手成為
一種習慣和依靠。長大了，自己走路不再跌
倒後，逐漸離開了那種牽手狀態，不牽手成
為一種新的常態。可是，已經年老的媽媽，
此時的步子開始蹣跚，她們也需要一雙有力
的大手，一雙帶有體溫和情感的依靠。
從事內科工作時，我在病房遇到過一位老

年患者。她是位老慢支病人，每年冬天憋喘
加重時，都需要住一兩次院治療。因為身體
狀況不好，平時也得長期吃藥。
那位老人住院期間，有一次去病房查房，

我看到一位五十歲上下的男人正守在病床前
啃乾饅頭，跟前只有一塊鹹菜疙瘩。饅頭太
乾了，碎饅頭屑不停散落。他穿着樸素，看
上去面容蒼老，精神也不太好，一臉遮不住
的憔悴。男人一手拿着饅頭啃，一手在下面
接掉落的饅頭屑，然後再把饅頭屑復填到嘴
裡。我站在病房門口看到這一幕，心中針扎

了一般。這時，那位老年患者一陣咳嗽，男
人趕緊放下正啃着的饅頭，緊緊握住老人的
手。從他們的對話中聽出男人是患者的兒
子。為了堅持給老人治病，他長期在醫院陪
護，生活很是困難。

老人咳嗽時，那位看上去精神不振的男人
立即湊過去，緊緊握住她手的一剎那，老人
一定也像剛剛學步的兒童牽住媽媽的手那
樣，獲得了一種莫大的安全感。老人的期
待，她的兒子，那個五十歲上下的男人，一
定也深深懂得。他牽着老人的手說話的時
候，老人的言語是舒緩的、欣慰的，他們的
表情是自然的，沒有任何雕飾過的痕跡。

牽緊媽媽的手，不要只在小時候。小時候
牽緊媽媽的手，從媽媽那裡獲得安全感。長
大以後，依然要牽緊媽媽的手，這是一種情
感的交流。等媽媽真的老了，還要時常牽緊
媽媽的手，行動漸漸不便的老人，也需要孩
童一樣的安全感，需要有溫度有感情的一雙
大手的牽引和扶持。醫院是救死扶傷的地
方，更是孕育健康的所在。上班時與六歲以
下兒童及其父母接觸比較多，目睹了一幕幕
「牽緊媽媽的手」的感人場面。在成年人
中，不管在哪種場合，「牽緊媽媽的手」的
場面，相比於孩童，次數和情形總是少的。
上學期的一天下午，我去接孩子回家。兒

子一本正經對我說，晚上要給我洗次腳。小
傢伙的腳，有時還得他媽媽幫着洗。我牽着
他的手，聽他繼續說。兒子說是老師佈置的
作業，必須洗。這個消息，班主任在家長群
裡也發佈了，證明小傢伙沒撒謊。
讓一個六歲的孩子給家長洗腳，能洗到什

麼程度，可想而知。不過，我卻欣然接受了
兒子的請求。對於他，這是完成了一次作
業。對於家長，可能還得悄悄重洗一遍。不
過，「從娃娃抓起」的這種教育方式，是值
得肯定的。孝順，愛心，親情，不分年齡。
我們常對到科裡查體的兒童家長說：「牽

緊孩子的手」。對於孩子，不論年齡大小，
也一定要記得「牽緊媽媽的手」。牽緊媽媽
的手，不必等到她行動不便時，更不必為了
牽手而牽手。工作之餘，多拿點時間陪陪媽
媽，牽着她的手聊會兒天，包括你，包括
我，包括他。牽一次手，比呼籲千遍萬遍都
實際，都溫暖！

絕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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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不用電子屏幕 (1)
從前大家努力
想禁止孩子看電

視，記得看過紀錄片，捕捉孩子
看電視的表情，全部都呆呆滯
滯的。專家說單向的刺激對孩子
沒甚用處，孩子只會變得遲鈍，
只看着刺激的聲畫，腦袋卻轉不
起來。
但有了電子屏幕後，我卻發現
自己一直只想當屏幕為電視。孩
子越大，身邊的同學或親友都
有，很難完全制止他們使用電子
屏幕，我反覺得能不讓他們玩電
子遊戲，已是非常好運。自他們
年紀小時，我們告知手機只是成
人可以用。我們會用來拍照，也
可以讓他們看自己的相片。即使
有時候有些親友會讓他們看，我
們也不讓他們玩遊戲，但可讓他
們看不同相片，認認親友的樣
子，或看動物照片或紀錄片。
長大一些後，學校會派不同的

教材，很多是電子版的，例如課
本裡英文課的動畫，我們開始讓
他們看投影機播放的動畫。但我
們堅持只看非母語的，不看較沉
悶教文法的教材，看英文和普通
話的卡通，讓他們明白其他地方

的語言和文化。英文包括湯馬士
火車、巴布工程師、粉紅豬小
妹，普通話看不同童謠，暫時僅
此而已；因為不想發掘太多，他
們會不能自拔，哈！
有趣的是看了一段時間後，兩

子開始會用英文溝通，例如玩火
車時會扮不同角色說話，砌樂高
時又會扮演工程師。雖然只是學
戲裡的對白，但竟然自己製造語
境出來，我們驚歎孩子的求知力
如此高。於是我們也開始印了主
題曲的歌詞跟他們讀，糾正一下
發音，亦有多找這類卡通的書本
跟他們讀。
一個朋友曾告知，自己從來普

通話和英文也不好，孩子也不太
喜歡讀書，科科成績也不太好，
唯獨普通話考得不錯。原來孩子
常常找喜羊羊來看，他自己常常
要加班，教育程度也不高，但孩
子竟然有一科特別好，他說明白
了興趣最重要。於是也會找一些
其他科目的動畫讓孩子看。其實
對很多人而言，網絡世界的資源
很多，我們也希望自己身為父母
可以用好互聯網，讓孩子得到好
的東西，而不會沉迷。

出版社主編保羅
．彭格斯向記者

說，他非常享受閱讀英譯《射鵰英
雄傳》第一卷書稿的過程，「這是
一個絕佳的故事，有可愛的人物，
充滿智慧和魅力，故事背景也極其
引人入勝，我希望自己也能親眼看
看宋朝的大運河。」
金庸的外文譯本，西方全譯本

已有法譯本的《射鵰英雄傳》。
至於他的十五卷小說，已有日

文、韓文及東南亞文字的全譯本。
英文版最早出版的是一九九三
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及一九九四年
為配合金庸先生赴澳洲參加作家
節的《鹿鼎記》（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由Prof. John Min-
ford翻譯）兩個章節。
閔福德除了與霍克思一九九四
年合譯《鹿鼎記》部分章節，還
在他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期間，
組織翻譯《鹿鼎記》，由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陸續
出版。
英譯本的《鹿鼎記》，只有三

卷本，原著共五卷，也只是原著
的五分之三，已於二零零零年全
部出齊。換言之，在《射鵰英雄
傳》英譯本之前，還沒有金庸作
品的英文全譯本。
二零零四年，《書劍恩仇錄》

英文版縮譯本在香港面世，《書
劍恩仇錄》英文版的書名是
《The Book & The Sword》（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文版為兩卷本，英文版節譯

成一卷，譯者Graham Earnshaw

為英文雜誌的主編。他花了十年
時間翻譯此書，最後由知名漢學
家閔福德夫婦加以修訂。
英譯者之中，就我所知，金庸

似乎對閔福德的譯本最感滿意。
金庸在《鹿鼎記》英譯本寫道：

「此書譯本之能成為事矣，由於
柳存仁教授熱心提議並給予極大
鼓勵，作者以感激之心，謹與閔
福德教授共同將此譯本獻給我們
敬愛的柳教授，慶祝他的八十華
誕。」
可見，促成《鹿鼎記》英譯本

出世，柳存仁教授功不可沒。
柳存仁是著名漢學家，集中研

究道教史、明清小說及中國古
籍，著有《和風堂文集》等，二
零零九年於澳洲逝世，享年九十
二歲。
如上述所說，閔福德教授原還

計劃陸續翻譯《連城訣》、《俠
客行》及《射鵰英雄傳》，後來
卻急流勇退，戛然而止。
年前，閔福德教授訪港，曾私

下問他的原委，他只是簡單地表
示，因為與原作者的翻譯意向不
一致云云。
閔福德為什麼沒有全譯金庸作

品？他曾表示，金庸小說裡的招
式很難以英語來表達。硬譯出
來，讀者也不懂。法文版之可以
全譯，因金庸與法國作家大仲馬
的《俠客傳》相近，對法國讀者
較易理解。
至於對東方如日本、韓國等讀

者就更能領略箇中三味了！江山
代有人才出，金庸作品英譯本終
於有人接力，而且還是全譯本，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配音片集、卡通片陪伴着無數
香港人成長，也是當時電視節目的主流之一。隨着

時代進步，配音的技巧愈來愈好，有時如果觀眾的眼睛不是盯着電視
看，也許亦不察覺節目是配音的，以為是本地製作的節目。
時至今日，有不少的卡通片都是找香港大咖演員歌星配音，當然這些

都是硬功底的演員，尤其近數年來，內地大型古裝劇也是由當地專業的
配音員為劇中男女主角配音，那就奇怪了？！男女主角的原音不夠好
嗎？原汁原味不是更好？內地劇集製作人說︰「要配音是因存在很多的
因素，例如外景採取現場同步收音，要達到好的效果的確不容易，現場
會出現很多我們不能掌控的情況發生，若是拍攝大場面要動用數十至百
位臨時演員時，雜聲和雜音更多，現場收音的困難更大。」
而另一重要的原因是，大型劇集的男女主角都是日夜趕戲，他（她）

們經常已累得連講對白也不夠氣，聲音變得沙啞，咬字亦不清楚，所
以劇組在開拍前，已擬定哪幾位演員需要配音，都計算好在製作費
上；但如果拍的是民初劇、時裝劇，多採用現場收音，觀眾會聽到演
員的原音。
無可否認，內地為大型古裝劇配音的配音員都比較強和專業，如孫

儷、楊冪等等的大咖男女主角，都有御用的配音員，若他（她）們要為
別的演員配音，配音員必須自我調節新的腔調，觀眾才不會混淆。有
內地配音員大吐苦水地說︰「有不少演員的演技確確實實只是普普通
通，是配音拯救了劇集的效果，配音員可以讓人有帶入感；有演員知
道劇集都會安排後期配音，索性以一、二、三、四……數字來代替講
對白，令人啼笑皆非。」
整體來說，無論配音員如何投入工作，他（她）們配一集戲也只有

三、五百元，相比毫無演技的一些演員一集戲，已有一萬或幾千元酬
勞而言，配音員的薪酬的確令人感到「心疼」！

配音員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從現在開始，
還可以嗎？」

閣下在人生中聽過、說過多少次
這句話呢？是小學生暑假最後一天，怕
開學交不及功課，開始瘋狂「趕
工」時？是中學想要開始認真學唱
歌，男孩子卻擔心自己已經變聲時？
是大學後悔沒有選擇夢想的專業
時？是人到中年，想學新的技能，
又怕已經錯過學習的最佳時機？
一位六十歲的客人，想拜託天命

為他看八字，卻不知我會否答應。
這看似簡單的問題背後，是一個沉
重的疑問：我的人生到了某個歲數，若
想繼續努力，還有新的希望嗎？當時
天命不假思索，馬上回答︰當然可以！
首先，現在醫學、科技發達，人

類壽命要到達八十歲，甚至一百歲
以上，絕不稀奇。對生命中餘下的
二十多年，乃至四十多年有自己的
規劃，天命不但不會拒絕，而且還
會恭喜你：你對人生仍有計劃，有
一顆不想退休的心，當然可以繼續
算命，幫助自己趨吉避凶！
退一步說，無論年紀多大，壽命

會有多長，最終決定自己精神狀態

的，歸根到底還是自己的內心。天
命也有一些年長的朋友，仍然很有
活力、鬥心，每次有新的想法和計
劃，還是像個年輕人一樣，既興奮
又忐忑。可別忘了，世界聞名的
KFC快餐，也是在其創始人六十多
歲時，才正式獲得營業權！所謂生
理或心理上的障礙，來自閣下的內
心。即使真有「障礙」，也可以另
找出路，而非坐以待斃。
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其實對於

生活的焦慮，多數跟隨着我們人生
的每個階段。少年、青年、中年、
老年，都有自己的憂慮，都會懷疑
自己「來不及」。近日在網絡看到
著名電影人張艾嘉的訪問，她提到
自己在這個年紀繼續做導演，雖然
有時也會感受到身體狀態不能如年
輕人一樣「逞能」，但是創作的新
鮮感，或是發現自己還有許多東西
「不懂」時，感覺非常年輕。
因此，無論是年輕人擔心自己懵

懂無知，或是長者擔心自己為時已
晚，不妨換個想法：這種忐忑擔
心、對人生充滿好奇的感覺，不正
是「年輕」的特徵嗎？

你的年齡，由你來決定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林超賢執導的
《紅海行動》勢如

破竹，成為內地春節檔票房冠
軍，本文見報之日，內地累計票
房應已打破周星馳《美人魚》保
持的33億8千萬元票房紀錄，取
代周星馳成為內地最賣座的香港
導演。
電影挾強勢在香港上映，這套
以2015年也門撤僑行動真實事件
改編的軍事片成績斐然，開畫11
日已突破600萬港元的票房，林超
賢為此現身戲院謝票。
林超賢出名是「槍」癡和「軍

事」癡，他自言如果沒做導演的
話，一定去做個警察。他實在太
喜歡《紅海行動》的武器裝備，
所以拍攝期間，他每天都穿着和
演員一樣的衣服開工，而且幾乎
槍不離手，拿槍、開槍姿勢十分
標準，每一場戲，他都會親自走
位示範，指導拍攝。
除了狂迷軍備，林超賢亦是運
動迷，每朝都會跑10公里，有時
間還會去健身，閒來他愛踩單
車，因此體能非常好，比戲中年
輕力壯的演員還要好。有一場戲
是在一個高海拔的小鎮裡拍的，
演員要快速跑過一條石頭鋪的山
路，跑了兩次，部分演員快崩潰
了，肌肉在抽筋，渾身沒力氣、
噁心、頭暈，癱倒地上，林超賢

仍能親自拿着機槍走位，什麼事
也沒有，非常賣命，難怪劇組人
員叫他「魔鬼導演」。
林超賢有感團隊拍攝此片辛

苦，故早前自掏腰包請一眾幕後
手足到日本玩，在當地好好招呼
他們，豪花了30萬元。
林超賢將自己的興趣融入電影

中，《紅海行動》不僅讓觀眾了
解中國海軍的強大，更令許多軍
事迷、軍事專家過足癮。例如他
喜歡健身、拳擊，便拍了叫好叫
座的《激戰》，不僅入圍6項金馬
獎，主角張家輝還奪得香港電影
金像獎影帝，林超賢證明運動勵
志電影有市場。
又例如2000年開始，他喜歡踩

單車，覺得騎在單車上時，能達
到無人的境界，這種狀態幫他更
好地思考，想劇本、想拍攝方
法，結果拍了《破風》。

林超賢是槍癡和軍事癡

每年到北京，工作閒暇之餘，
呼朋喚友去擼串是必不可少的事

情，甚至比馳名中外的北京烤鴨，更讓人腸胃牽
掛。烤鴨多吃上幾片，甜膩感很快蔓延到腦肥腸
膩。擼串不會，擼串只會教人食指大動徹夜不
歸。對於我這種不大喜歡吃肉的人，只要剛離火
的烤串一端上桌抵抗力即刻全體瓦解。即便對面
坐着的，是全無談興的人，擼了幾串紅柳烤肉，
喝一大杯燕京啤酒，再難找的話引子，一扯就是
一大把。
有食客把烤串分為幾大類。西安蘭州烤串，肉

少味重，濃郁的孜然味，勾人饞蟲。內蒙的烤
串，勝在肉好，只需撒鹽即可，肥瘦相宜。新疆
的烤串，塊大味厚，兩串下去，就有脹腹之感。
東北的烤串，花樣繁多，串上不止牛羊肉，板筋
軟骨脆骨，韮菜豆皮雞翅，金針菇平菇花菇，都
能上火烤。調味的有蘸醬、醃料，鹹淡酸辣，樣
樣都有。北京居中坐擁京城環視天下之利，雜糅
了各地之長，烤串的個頭既不似西安蘭州那般窈
窕小巧，又比新疆的方塊肉玲瓏了許多。論味
道，孜然、辣椒、蘸料，一味也不缺。據說連
「擼串」這個詞，也不是北京土著，是來自以笑
料多而著稱的東北方言。
最近幾年，北京烤串似乎又融入了港式西多士的

做法，把厚厚的方塊白麵包上火微烤，再塗上蜂蜜

或是糖漿，吃起來香甜綿軟，又是一種味道。
在北京吃烤串，要關係親近的人才能成行。因

為北方人大都比以廣東為代表的南方人，更講排
場更愛面子。要請人吃飯，多半不會選擇烤串。
一則是烤串的店子，大多地處陋巷陋室，不大講
究裝潢。二則去吃烤串的人，T恤人字拖，甚至
背心大褲衩，衣着也不講究。只有常常膩歪在一
起，視嬉笑怒罵插科打諢為家常便飯的人，才會
在烤串店聚首。尤其是夜裡九點十點左右，三五
成群，男男女女，一來就是一大桌。烤串還未
熟，先擺幾碟涼拌蘿蔔皮、蒜泥拍黃瓜、油炸花
生米，開開胃暖暖場，練練嘴皮子。等一紮紮穿
在鐵籤子、竹籤子、紅柳枝上的烤串，陸陸續續
開始上桌，擼串才正式開始。濃香味郁的烤牛羊
肉，烤板筋、烤脆骨、烤韮菜、烤金針菇、烤茄
子，配冰涼透心的啤酒，久違的情緒集體活泛。
串要擼着吃，酒要結伴喝。李白花間獨酌，舉

杯邀月，看似自得其樂實則無限寂寞。喝過酒的
人便知，微醺時，猶如心上緊閉的閥門擰開了一
道縫，盤亘在腦海裡的念頭像湧泉，汩汩地直往
外吐露。倘若此時無人傾聽，那該是何等壓抑。
杜甫說李白斗酒詩百篇，想必正是李白獨自喝
酒，酒性發作之時，環顧左右，唯明月清風，只
能將滿心滿腔的感慨，行上韻腳化成一行一行的
絕妙詩篇。譬如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

雪，再譬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詩人余光中千年之後，到訪西安再尋李白，與杜
甫感同身受，於是才會說李白，是酒入豪腸，七
分釀成了月光，餘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
吐，就是半個盛唐。
藝術的路上孤絕坎坷，人生的路上又何嘗不

是！人性多彩，面具在終年擠壓之下，大多只能
呈現一色。酒喝到酣，面具卸下，人性本來的顏
色可以短暫地釋放出來。酒醒後，橋歸橋路歸
路，想東的人還是在朝西走，想飛的人還在原地
徘徊，至少在片刻的清醒裡，還能重新自我審視
再度規劃要去的地方。哪一個有夢想的人，不是
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鞭策裡，漸漸找到了想要成
就的自己？
這幾日一到北京，就連着吃了好幾天烤串，結

果火旺心燥，立刻長了一嘴的燎泡，咧嘴笑一
下，嘴角都覺着
疼。可是朋友一招
呼去擼串，還是管
得住嘴管不住腳。
看來在吃貨的路
上，真是要一去不
回頭了。識食物者
為俊傑，這話果然
不錯。呵呵。

北京擼串

請牽緊媽媽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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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烤串 作者提供

■林超賢
對每件事
都非常賣
命，被劇
組人員稱
為「魔鬼
導演」。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