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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不適，最近做了幾項檢查。心存各種顧
慮，少數更直觀的檢查我沒去做。不適症狀久
未消除，思想壓力漸大，心情甚是波動。一直
想轉移下注意力，幾天來刻意在強迫自己鎮
定、淡然、多鍛煉，想方設法嘗試着調整。
下午上班前，我給遠在省城曾經帶過我的王

樹村教授發信息，諮詢他甲癬的相關治療方
案。妻子自前年就在附近的一家修腳店治療甲
癬，已經兩年多了。每五天去一次，花了幾百
元，輕輕重重反反覆覆，一直沒治癒。下午下
班後，打開微信，王教授已給出了方案，並告
知根據輕重，選擇是否同時口服藥物治療。
我把妻子甲癬的照片發給他，知他忙，沒催

要結果。但不久收到留言，說只需要外用藥即
可。因為告訴我的藥是通用名，我又追問哪個
牌子的效果更好。可能王老師又忙開了，等了
許久才回覆。
在等回覆時，我想起一位朋友跟我談論的一

個話題。於是上網查證。朋友說她參與了本單
位的徽標設計，第一個交的稿，且交了多幅
稿。一家不大的單位，會設計徽標的同事寥寥
無幾，所以遲遲沒人交稿。當朋友的徽標設計
稿在單位的微信群晒出後，確實起到了拋磚引
玉的作用，點燃了很多人的投稿熱情。
從網上找圖的，請人幫忙設計的，找我那朋

友把幾張徽標搞拼湊的，有十幾幅一股腦被晒
出來。經過了一段時間沉澱之後，辦公室把設
計稿打印出來，然後排在一起，拍了張「集體
照」打印出來，送到各科室。每科室有一個投
票權。打印稿上的徽標，大的大小的小，色彩
也失真，設計理念比小螞蟻肚子還小，根本看
不清。送到科室之後，有的科室根本就是應付
性的投了一票。

朋友說她們科投了她的作品。還有一個科
室，投票時朋友恰好去辦事，投票人直接問朋
友哪個是她設計的，聽朋友說有三張在圖上，
投票人就直接選了張朋友的投了票。因為投票
人沒細看設計稿，雖然投了朋友一票，朋友也
並沒感到高興。類似的投票，估計有不少。

如今，很多徵文或設計稿徵集，甚至看似正
規的選秀節目，也採取點讚投票等方式，孰不
知這樣的評選看似公平，弊端卻更大。有的評
選一個IP只允許投一票，或者一天只允許投一

票，這毫無意義。對於網絡專業人員來講，一
台電腦一天可以投無數票，IP地址限制更不是
什麼多難擺平的事。實名投票，有相當一部分
人看的也未必是作品本身。朋友說，礙於情
面，有人讓她幫忙把網絡上別家單位的徽標拿
過來，稍作增減變成自己的作品，朋友給改
了，還改了好幾幅。稿件評選完後，一幅我那
朋友根據她一位同事要求拼湊來的「作品」勝
出。那個徽標的主體元素，其實是照搬另一家
單位的徽標，只不過又添加了點小修飾元素在
旁邊。朋友的徽標落選，她並未覺得失落。讓
她覺得添堵的是，她礙於情面替同事動手拼湊
的一幅徽標居然要變成單位的徽標。朋友了解
這方面，她知道這涉嫌侵權。如果跟單位領導
提醒，又可能被別人說成攻擊他人。朋友一時
鬱悶，跟我聊起這事。
我正看微信消息，妻子發話。嫌我一回家就

抱着手機看，嘮叨說有空看看專業知識總比關
心這類事情強。問我人家侵不侵權與我有多大
關係，也嫌我朋友多管閒事。身體不適持續存
在，心裡本就七上八下不是滋味，已憂心忡忡
幾天，我一直在積極想法調整情緒。讓她一句
話給引爆，氣得我猛地站起，獨自出門散步。
小鎮的夜晚，各式各色燈光輝映。本想去超市
買個籃球，去附近一家小學打打球。因超市體
育用品櫃枱沒人值班，其他人不願幫忙銷售，
未能如願。我又去另一家大型超市沒有籃球。
一時無處可去，臨時決定繞着小鎮隨便走走。

沿着327國道，我從單位前的小廣場出發，
先向西北走。國道邊的樓宇，被各種企業和店
舖佔滿。飯店、賓館、超市、汽車裝飾、眼鏡
店，燈光閃爍，像是瞪大眼睛在夜幕裡尋覓顧
客。有的店舖有徽標，有的還沒有。各種徽
標，各有特色，也不乏侵權別家店舖的。看在
眼裡，思考在心。像這類沒有自己理念也不求
發展的小店舖，只在小鎮上的一條街道的某個
角落生存，看着人家的徽標好拿來用用，還真
不好處理。真被人家追上門，把徽標撤下或者
改掉，對一家小小的店舖來說，真沒啥大不了
的。在一些犄角旮旯裡，存有類似侵權徽標滿
天飛的現象，也就成了見怪不怪的事。

國道上大車小車，一輛輛在疾馳。沿着國道
步行，噪音大，燈光刺眼。走了大概三四里

路，我折向北過東固大橋，在第一個紅綠燈處
沿濱河大道東行。濱河大道與國道以北的房舍
有一河之隔，顯得靜了許多。車輛少了，路兩
邊沒有店舖和建築，路上也少見行人。走了大
概四五里，發現河面變得特別寬。夜晚看去，
河面泛着燈光，有些黑漆漆的模樣在燈光起伏
處晃動。太過靜寂的地方，一個人有些不太舒
服，幸虧偶爾有車輛駛過，送來一束束光。一
個人在這樣的路邊行走，似乎並不安全。

朋友說，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再三考量，她
還是給單位領導發了條消息，請他一定在定稿
時問清所選徽標是否原創。若非原創，用久了
才發現主體元素是套用其他某家或幾家單位的
徽標，到時一定會有負面影響。單位領導很重
視，隨即作出了相應回覆。

我這朋友，做事有時很較真，有時也是睜一
隻眼閉一隻眼，能不多嘴就不多嘴。關於徽標
的事，她說一旦用得不恰當，受損的將是單位
榮譽，她也是其中一員，不想明知不可為而不
告知。而讓她幫忙拼湊徽標，也是一個關係挺
不錯的同事之前要求的，恰被選中。自己的作
品落選，選中的作品有侵權嫌疑，說與不說，
她都特別難為情。朋友的為難，理解的人會理
解，不理解的人肯定有很多理由駁斥。就像我
因妻子的一句話氣得一個人獨自外出散步。之
前的鎮定，只是不想讓家裡人擔心。

妻子可能真的沒有察覺，誤以為我的不適已
消除。但是，我自己並沒有恰當理由說服自己
打消顧慮。不適在我身上，這個事實是裝不出
來的。別人可以被我的遮掩騙過去，我怎麼可
能騙得了自己！繞着家所在的位置，我轉了一
個大大的圈。在夜色裡行走，我遇到了各色燈
光和兩排店舖，遇到了很多疾馳而過的汽車，
遇到了在河灘邊放牧晚歸的羊群，遇到了一條
寬闊的大河，遇到了兩位在夜裡垂釣的人。這
些，我並不陌生，又覺得挺陌生。

妻子可能覺得，我應該把時間放在專業書籍
上，卻不知道我為什麼一下班就拿着手機不
放。我在諮詢給她治療甲癬的方法，我在查閱
朋友單位徽標的侵權情況，我在刻意轉移注意
力！就像朋友猶豫是否要提醒她們領導，雖然
沒啥私心，有時候，或多或少，有被誤解的可
能！而這，似乎合情合理，也時有發生。

《將相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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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黃魚是最佳的美味
香港人的高級
宴會裡面，一定

供應東星斑。原因是東星斑的皮
是紅色的，取其吉利。但江浙人
士，則喜歡用大黃魚（圖），因
其鮮甜、肉質細嫩、爽口，真正
做到齒頰留香。在深圳，一市斤
重的野生大黃魚，收費高達兩千
元人民幣。是否野生，人言人殊。
因為現在人工飼養的大黃魚，已
做到和野生的大黃魚完全一樣了。
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大黃
魚盛產於舟山群島，交配和產卵
的時候，大黃魚發出了鳴叫聲，
連岸上的人也聽見。筆者當時每
天都可以吃到大黃魚。到了九十
年代，由於發生了大量濫捕，產
卵期的大黃魚也捕捉光了，大黃
魚幾乎絕種。這是對於人類的懲
罰。
1985年，福建靖海區人工養殖
大黃魚成功，改變了大黃魚絕種
的情況。不過，由於採用網箱養
殖的辦法，大黃魚的味道並不
好，而且肉質黏在一起，脂肪很
多，煮熟後肉質不會分開成為一
層一層，腥味很重，而且不甘香
可口。所以不能賣得好價錢。
中國的科學家和養魚戶，經過
了三十年的摸索，終於找到了一
種接近大黃魚野生狀態的養殖方
法。原來，大黃魚為暖水性中下
層 洄 游 魚 類 ， 適 溫 範 圍
8℃-32℃，活動的水深為四十米
到 了 八 十 米 ； 適 鹽 範 圍
6.5-34.0。福建的大黃魚屬閩——
粵東族，5-6月和9-10月在官井
洋海域或沿岸產卵，夏、秋在海
灣內與沿岸索餌育肥，到了秋
天，便會游到舟山群島；到了秋
後冬天游向閩江口外60米水深一
帶海域越冬。11月是關鍵的時

候，這個時候舟山群島的水溫是
8℃，到了12月水溫是5℃，在舟
山群島養殖場的大黃魚都會被凍
死。漁民為了防止損失，一般都
會在11月月底，就會把大黃魚賣
給批發商，這個時候，每一條大
概是七両左右。春節的時候，就
沒有大黃魚供應了。江浙地區的
批發商有見於此，在春節時候由
福建地區買入人工飼養的大黃
魚，可以在零售市場賣到200元
人民幣一斤。
不過，這些大黃魚沒有經過舟
山群島的深海生活，沒有吸收那
裡的微量元素，其味道遠遠不如
野生的大黃魚。養魚戶非常聰
明，作出了改進，到了11月，便
將舟山群島的大黃魚移殖到了福
建省閩江口附近的深水區域，讓
其生活兩個月，到了將要出魚之
前的三個禮拜，飼料減少三分之
二，並且把養殖箱拖到水流比較
急的地方，讓其大量運動，實行
減肥，身材轉為窈窕。這樣一
來，大黃魚的味道就像野生的大
黃魚一樣了。
最近，本人到了春秧街購買大
黃魚作為早餐，二十元一條，大
約有十二両重，味道和上世紀五
十年代的野生大黃魚一樣，用來
煮米粉湯河，配上了絲瓜，鮮甜
無比。怎樣挑選大黃魚，也很有
學問。第一要挑選側面體色金黃
的，僅僅是腹部發黃的，味道並
不好。第二，體形的選擇也非常
重要，好像選擇運動員的身形一
樣，要修長的，沒有肚腩的，有
厚度的為佳。

近日電影娛樂
圈風波不小，一

波接一波，牽連進一些人和一些
事，也引起社會的關注，目前尚
不知如何收場。使我不由想起當
年京劇名角李少春、袁世海，演
出《將相和》的往事。
翁偶虹是京劇界金牌編劇，
1949年他為李少春寫了一齣新戲
《將相和》。《將相和》的故事
出自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
列傳》，記述戰國時期，趙國大
臣藺相如和大將廉頗，從交惡到
相好，成為生死之交的歷史故
事，是一段千古美談。劇本由
「完璧歸趙」、「澠池之會」、
「負荊請罪」三段組成。劇本完
成，請袁世海飾廉頗，這個組合
將是一齣難得的老生花臉戲。就
要排演了，飾演藺相如的李少春
和袁世海，為了一些人事關係發
生矛盾，各執己見，相執不下，
鬧成僵局，戲排不成了。
老生名角譚富英，聽說翁偶虹
寫了《將相和》的好劇本，頗有
興趣，鄭重託人向翁索求劇本。
基於信義，翁先生首先徵求李少
春的意見。這個舉動使我很感
嘆，按說，一個劇本寫好了，因
故不能排練演出，另一個名角主
動要求排演，重起爐灶，這對作
者來說是很好的事。
老一輩文化人講信用，翁先生

先沒有答應，他要問過李少春的
意見。李少春的回答坦率開明，
他說《將相和》是一齣有教育意
義的戲，不能久久擱置，我現在
既然不能和世海演出，譚先生想
排，正是好機會，譚先生有譚先
生的風格，我將來演出有我的路
子，不會彼此影響，您不必為
難，可以先給譚先生排。這一番
話說得多好！翁先生講信用，李
少春有曠達胸襟，他們看重的不
是個人作品，不是金錢，而是信
譽和藝術。
得到李少春的同意，翁先生把
劇本送交譚富英，仍由袁世海飾
廉頗，準備在天津中國大戲院隆
重推出。翁先生為譚富英增加個
別唱詞，按照他的特點調整轍
口。翁先生住在天津交通飯店，
日夜趕寫，完成了劇本的修整。
演期將近，就要投入排練了，不
想袁世海與原來譚劇團的花臉名
宿，為了廉頗這個角色發生了矛
盾，《將相和》又中止了。
返回北京的路上，翁先生思前

想後，一齣戲接連兩次發生矛盾
輟排，這樣的事雖不多見，也屬
正常。戲外的將相不合，戲內的
將相自然和不到一起。《將相和》
最終還是演出了，還是原先的兩
位角兒，怎樣從「不和」到「和」，
怎麼解決的，比《將相和》更傳
奇，也更重要，下篇再述。

我一向都算是一
個很有計劃的人，

而且當知道假期即將來臨，我總會
騰空一些時間去為未來一些工作而
做好準備。在六月初的時候因為我
要搬家的緣故，所以我已經在五月
初開始為家居選購一些傢具，因為
這個新的家裡面沒有傢具，而以往
在舊居的傢具也已經殘舊了很多，
所以把心一橫，投資了一些金錢去
購買所有傢具，但真的用了很多
錢，要努力工作賺回來。
除了要添置傢具之外，始終因為

家居是租回來，而且之前也有其他
租客居住過，不多不少有些地方也
比較殘舊，而且我自己是一個喜歡白色
的人，無論家居用品或傢具，我都
希望可以選用白色。所以問題便出
現，因為本身業主所使用的顏色都
不是我的心水，但這個業主很好，
他說你可以把所有家裡的無論是牆壁
或洗手間、廚房也可以令它變身，所以
我也買了一些膠貼紙回來，便可以重新
包裝及把所有牆壁塗上新油漆。
但我這些想法及改變家居色調，

其實是一項很辛苦的工作，皆因還
要通宵工作的關係，只可用一些睡覺
時間去整理家居。不經不覺原來已經
用了三個星期時間才可以把整個家
居煥然一新，好在我現在跟弟弟住
在同一座大廈，所以他經常到我家
幫手也很方便，而且他也用了很多

心機及時間滿足我這個哥哥的要
求。除了要粉飾牆壁之外，洗手間
及廚房也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
內裡的牆壁及一些廚櫃我也希望變
成白色，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要
把這些東西都改變，用的時間便很
多，而且也需要很多技巧才可以做
到，但我跟弟弟都一一挑戰過來，
任務完成。
除此之外，因為購買傢具，送到

家之後便要自己組裝，這樣便可以
省回一點錢，但就辛苦了我們兩兄
弟，其實最辛苦是我的弟弟，因為哥哥
要省錢的關係令到他很辛苦，不過
他給我很多意見及幫助，所以在此我衷
心地謝謝他用了這麼多寶貴時間來
幫助這個哥哥。組裝傢具其實也是
一個考心機及智能的項目，因為組
裝的每一個步驟，如果有差錯或忽
略了細節，便可能要重新再組裝過
才可以完成，我弟弟便是一個心思
細密的人，每一個步驟也想得很清
楚才開始，所以他幫助了我很多。
當我這三個星期不斷用很多時間

去組裝傢具，重新包裝家居內的每
一處，也曾經問過自己︰「為什麼我這
麼執着？為什麼我要用這麼多時間去整
理這些東西？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的
要求？」雖然過程是辛苦，但也總
算完成了，而且我也沒有後悔，因
為回到家給我的感覺很舒適，更會
慢慢欣賞我們兄弟的成果。

為家居上妝

看着內地播出
那些擇偶選對象

的節目時，忽然想到清末民初的
名人章太炎。他是最早刊登徵婚
啟事的名人之一，而他的擇偶條
件是：「人之娶妻當飯喫，我之
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
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
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
人，那是最不敢當的。」
章太炎是浙江餘姚人，出身書
香門第，從小便有對滿清政府革
命的思想，既是歷史學家，更是
國學大師。他說出他的理想擇偶
條件後，便在友人促成下，娶了
浙江烏鎮的湯國梨為妻。章太炎
的妻子，頗有丈夫氣概，而且多
才多藝，不但書法好，更會寫詩
填詞。章太炎娶妻當天，不知是
否緊張過度，竟然左右兩腳的鞋
子穿反了。
如今擇偶娶妻，就算是外國

人，已沒有了語言不通的問題，

就算是廣東女子，在普通話之
下，溝通更是一點問題也不可能
出現。不知是否這個擇偶條件，
讓章太炎意識到語言溝通的重要
性，所以他在民國成立後，成了
國語的設計者？
章太炎有四個掌上明珠，但早

年卻很難找對象，因為想追求的
人，連她們的名字也許都叫不出
來。她們的名字分別是四個乂，
四個又，四個工和四個口，上下
左右對稱。我記得我查過辭典，
但如今卻全都忘了。
以前看過一篇文章，說章太炎
是煙不離手的，他在課堂講課時
都是一手煙一手粉筆，所以有時
會拿着煙在黑板上寫，有時又會
把粉筆放到嘴上。如今這種事已
經不會出現了，因為校園都禁煙
了，而且已經不再使用會引起呼
吸疾病的粉筆了。時代不同了，
章太炎的名字，恐怕也只有讀國
學或歷史的人才會知道了。

由章太炎談起

最近收到一封來自美國同學拉
利的電郵，他這樣寫着︰「我很

抱歉我是將這個壞消息帶給你的人——我們常常
惦掛着的教授高沙教授不幸在他家鄉伊朗遇上意
外，在一月已經離開了人世。」
我收到這個消息後，既驚訝又難過，連忙回覆

和追問拉利教授致命的原因。他的回答是︰根據
學校的報章報道，高沙教授是從他的新房子的露
台跌落街上身亡。報章只說是一宗「意外的悲
劇」，沒有明確地說出死亡的原因。有的消息說
他是自殺；可是，認識他的人都不相信他會自
殺。
高沙教授是我在美國唸戲劇藝術時的一位教

授。我和拉利一同修了他教授的「莎士比亞製
作」和「戲劇評論」兩科，也是他在我們的大學
的首班學生。那時候，這位中東學者應該很年
輕，但由於他蓄了小鬍子，看來較為老成持重；
而且我本來就比他小得多，所以不覺得他特別年
輕，只當他跟所有教授一樣，都是比我們有學識
的多。

說他有學識並不是誇大其詞。他由學士、碩士
到博士學位都是攻讀戲劇藝術，戲劇知識非常豐
富，教授學科包括演技、導演、戲劇歷史和理論
等。他熱愛戲劇，精力無窮，上課時手舞足蹈，
聲音響亮。校方報章形容他聲如洪鐘的程度是即
使他關了門授課，走在門外走廊遠處的學生依然
可以清楚地聽到他說的話。
每次上他的課，我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為

他所備的課內容非常充足，有很多話要趕着說，
所以他說得很快，但這卻害苦了我這名英語並非
母語的留學生。因為他不但有口音，而且喜愛用
上非常艱深的詞彙。
據我的美國同學說，高沙教授的英語程度比他

們更好，所以他們有時候也聽不明白他在說什
麼。加上他教授的兩科都是深奧的戲劇科目，我
每次上完他連續三小時的課，不但身心俱疲，而
且更覺得自己好像低能兒一樣，我甚至要把他的
教學錄音返家重聽。
每個周末，別人都去享受人生，我卻在家中重

複又重複地聽着他那把帶着中東口音的聲音，然

後寫成筆記。對於一位年輕的小姑娘來說，未免
太不爽了。
不知為何，我曾經有一次直接告訴高沙教授我

聽不明白他的口音。他被我驚人的坦率態度弄得
不知如何是好，竟然禁不住在課堂上告訴全班同
學我對他的意見，這下子卻輪到我尷尬得不知如
何是好。有一次，他在校園內碰到我，問我為何
前一天沒有上他的課。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訴他我
因為要趕另一科的功課，所以只好缺席一次。
唉，那次可能是在我唸整個碩士課程中唯一缺的
課，但他卻仍當我是小學生般看待，叫我不要再
缺他的堂。我很想增進自己的戲劇知識，當我知
道他在另一間院校教夜間戲劇課程後，有一段時
間我在夜間特別到那兒旁聽他的課，我現在還記
得他如何分析《玩偶之家》一劇。
對於一名只唸了一個學期戲劇科目、廣東話是

母語的外國留學生來說，他教授的學科真的非常
艱澀，而且他的要求十分嚴格。儘管我在大學所
有學科成績都是A級，卻獨是他教授那兩科只取
得B級成績，令我難以釋然。

念高沙教授的點滴（一）

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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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景區
遊客眾多如潮水，

但當地政府每天亦不時派出相當
多管理及清潔人員，指導遊客如
何正確處理垃圾，也將地上任何
有礙景觀的大小垃圾第一時間處
理掉，所以西湖一圈恒常保持乾
淨利落，予人極佳好感。
香港遊客世上至多，我們賺了遊

客的消費，政府疏懶安排失誤，反而
構成巿民對遊客沒完沒了的謾罵
指控。西湖景區外圍亦美輪美奐，
小區設計盡量配合「上有天堂下有蘇
杭」的美譽，當地居民明顯感恩圖
報，共同保持自己社區乾淨，予人感
受區民優質的文明水平。
這方面香港做得差透，政府部

門對所謂環境優美的認知、綠化
與整潔的水平全部有辦為證的，
巿民大眾對此要求也鬆散，環境
與人的素質一起滑落！
遊北歐挪威（圖）至大的感受，
除卻山水靈秀，氣勢磅礴，人文
水平高、政府部門管理亦優；高
在對社區回饋未作大張旗鼓、優
在管理以守望相助悠閒自得。國境
西南美麗海港城市Stavanger的老街
部分表現尤其感動。這是幾條望
海依小山而建的街道，一排數十
棟百年以上、挪威特色木蓋老房
子整齊有序散落。政府部門只負
責修建道路，收集分類垃圾，社

區餘下的綠化與美化交給居民。
為什麼從早到晚，雖非遊客蜂

擁而來，始終有一定數量；獨自
閒逛如我們很多，媒體拍攝有一
兩老師帶着學生來分享，團體組
織（包括遠道而來的國際友人）
視為學習的對象絡繹不絕。
社區予人非常舒服的感覺，貴

在居民自發將自家小小院落種滿
美麗花花草草，窗戶、門口、自己屋
前的行人路全部乾淨利落，不單
止平實窩心的小擺設，石頭、陶
瓷、木雕伴隨各出奇謀種植的花
果草木，家家都似精心設計而充
滿生活氣息的藝術品，政府部門
不用特別做些什麼，重要不搞破
壞，予充裕空間建設優美社區。
我們自得其樂一邊閒逛、一邊拍

照，也跟正在種花除草灑水的居民閒
聊，竟然有此間生活數十年，愛上這
個社區甚至挪威而住下來的，以此為
家的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他
們一起建設家園，保護社區讓他們
繼續有回家的感覺，一起抗拒發展
商大肆發展（相
等於破壞），積
極保護家園、美
化家園，亦以此
為例，推廣「優
雅社區由你做
起 」的人文運
動。

鄧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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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雅社區由你做起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