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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樹難，護林更難。隨着林地數量的增
加，林地管護也成為一大難題。附近一些
村民見白茫茫的沙丘中出現了一片濃蔭，
立即趕着牛羊前來放牧。你不讓他放，他
的理由比你還多：「這土地你買下來了
嗎？興你栽樹，就不許我放牧了？」、
「你栽的是樹，我的牛羊吃的是地上的
草，礙着你什麼了？」然而，一不留神，
剛剛成活的小樹苗就被村民的牛羊糟蹋了
一片。
不得已，侯貴只好對幼林地嚴看死守。

一有空閒就去巡山，怕遇上蠻不講理的刁
民，侯貴帶上在簡易棚餵養的五六條小
狗。於是在空曠的山林地裡就出現了有趣
的一幕，一個老頭前面走，後面跟着五六
條蹦蹦跳跳的狗。這使我想起了小時候讀
過河南作家彭見明的短篇小說《那山那人
那狗》，只不過彭見明小說裡的主人公是
位郵遞員，而現實生活中的主人公侯貴是
位護林員。
做過村支書、村主任的侯貴知道嚴看死

守不是長久之計，利用農閒或晚上休息時
間，走家串戶，一家一家地去講解保護沙
區植被的重要性，和他們拉家常，套近
乎，建感情。得知許多村民是因為草料不
夠才去林地放牧時，他又向畜牧技術部門
請教了青貯飼料和羊群圈養技術，指導附
近村民進行圈養。這些年來，他走遍了林
地周圍五六個村屯，一百多養殖戶家庭。
周圍的村民從開始的熟視無睹發展到後來
的熱情相待，到林地內放牧的村民一年比
一年少了下來。

此事也引起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視，指
派四合林場護林大隊幫着管護，加之後來
國家頒佈了禁牧政策，侯貴護林的難度才
逐漸減輕下來，林地內的植被也恢復得一
年比一年好。
近些年乾旱嚴重。侯貴的林地由於水位

低，水分蒸發快，一些楊樹成活後得了立
枯病，呈大面積死亡趨勢。侯貴從縣林業
局和林場請來技術人員，通過檢查會診，
認定楊樹易得病，不適合固沙，元寶楓和
油松比較適合。於是侯貴及時更換樹種，
主要栽培元寶楓和油松。

今年植樹季節，侯貴單是五角楓和油松
就各種植了6,000株，他不僅想造林，更
想把自己的那片林帶打造成百年防風固沙
的綠色屏障。時間過得很快，從開始栽下
第一棵樹苗的2001年算起，一晃歲月的長
河過去了十七年。
十七年間，侯貴吃的是大米粥、地瓜，

穿的是舊衣服、舊鞋襪，住的是全鄉最破
的房，但在植樹造林上，卻投資了40萬元
左右。他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沒有
回家和家人過過一個完整的春節。每到大
年三十晚上，他和家人吃完團年飯，就獨
自一人匆匆忙忙地趕緊往山林趕，無論家
人怎麼挽留，他都不願多呆一晚，他要回
到山裡，他要回到那個看護房的家，那裡
有他的希望，那裡是他的精神支撐。

十七年間，侯貴有幾十元錢就想去買20
斤羊糞來種樹；湊夠幾千元錢就想用這錢
去栽一萬棵樹。剛開始栽樹時向農村信用
社貸的一萬一千元貸款，現在連本帶利漲
到十一萬九千元，房子和土地都作了抵
押，他沒有還賬，並不是想賴賬，只是想
先實現了造林夢再說。人在，林在，國家
的賬不會賴一分錢。
十七年間，侯貴把每年林作間種承包地

收入和草原補貼收入全部投入到造林、治
沙中，家庭生活非常艱苦，住房極其簡陋，甚
至不能防風擋雨，但他從不向組織提任何
要求，甚至，連樹都沒有賣掉過一棵。
十七年的汗水心血，十七年的艱苦奮

鬥，侯貴硬是把一片片流動沙丘變成了綠
洲。他以一人之力，造林面積達2,400餘

畝，樹木26萬餘株，存活率21萬餘株，
為村裡生態環境的改善起到了有力的推動
作用。
侯貴默默堅守、無私奉獻的治沙造林精

神得到了彰武縣委、縣政府的肯定和支
持，彰武縣委把縣委機關黨員活動挪到侯
貴的林地召開，並用10萬元黨費返還款，
為侯貴建了70平米的新房，準備幫助解決
信用社的12萬元造林貸款問題。四合城鎮
黨委、政府為侯貴解決了以前僱工造林欠
下的8,000元人工費用和今年春季造林的
部分工程款。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幫助，
極大地解決了侯貴的後顧之憂。
談起治沙造林，話語不多的侯貴來了精

神，他謙遜地說，「栽幾畝樹誰都種得
了，我只是多幹了幾年而已。人的一生是
有限的，能做成的事情不多，我這一生和
沙漠有緣，能做好治沙造林這一件事就知
足了。」
談起未來規劃，這位已經68歲的老黨員

還想利用5至7年的時間來植樹造林，使這
片林地上的各種樹木達到30萬株，把這塊
林地打造成一流的防風固沙林。臨別，侯
貴悄悄告訴我一個秘密，說他當初和四合
林場簽下成材後三七分利是為了給家人一
個交代，不讓他們反對，「其實見不見利
都不要緊，只要能把沙地變成綠色，給村
民帶來幸福就行。我死了，這片林子就捐
給國家！」這就是
科爾沁沙地邊緣這
塊貧瘠的土地上，
一位普普通通的治
沙造林人綠色的夢。

「西九文化區」做了什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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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和類固醇
我記得早陣子有調
查發現香港比鄰近國家

和地區如內地更抗拒類固醇，於是又有
醫生出來澄清說只要劑量輕，跟從醫生
指引，使用類固醇是沒有問題的云云。
然後就出現了類固醇反彈，因而殺了家
人再自殺的新聞。
新聞出現後，更多人問我們關於濕
疹的問題，其實香港之所以那麼多人怕
類固醇，不就是因為我們消息流通，故
大家才對化學藥物有戒心嗎？醫生為何
要指責大家別亂信偏方，而不用類固醇
呢？
我聽過最早被處方類固醇的孩子是
三個月。當外國指引是兩歲以下不能胡
亂用藥，最好不用時，我們的醫生竟然
用這種西藥之霸給奶也未戒的孩子，結
果當然一直沒有康復，而劑量只有一直
在增加。
皮膚科有從飲食上給任何建議嗎？
沒有。孩子竟然也在一直飲牛奶粉，聽
得我嚇一跳。
牛奶極濕，而高溫處理過後，更沒
有什麼醫療保健效果。有中醫朋友說，

病人虛弱，營養師開奶粉，吃後病人更
多痰，她叫家人停了，換用粥水餵，數
天已沒有再咳，病人氣血也好多了。任
何食物決不只是看營養元素，還有屬
性，且我們中國人的腸胃亦和西方人不
同，故他們的營養學也未必適合我們。
說回濕疹，自己首先要審視飲食習
慣。當然，我傾向相信身體只要清理
好，其實一般人不敏感的東西，你也不
會敏感的，例如果仁、蛋、塵。但在醫
治期間，這些當然都應避開。但不要以
為一世都要避開它們，這只是作為治療
完成的目標。適切的治療是會令人與原
先敏感的東西再次共存。當然，這不包
括化學類的化妝品、農藥等等。
好好理解每一個療法，再與自己的
體質相配，才決定投入。例如我較相信
人是要溫暖的， 所以不喜歡用寒涼
藥。另，一位習順勢療法的醫師曾說，
有病人用清熱藥久了，濕疹是好轉了，
但變了腰痛，就是該排的毒往內走了，
最後要用順勢療法重新引回變濕疹再醫
治。聽多一些，了解多一點，自己就可
作出適切的醫療選擇。

劉以鬯先生逝世，香
港文壇又痛失一位重

量級的人物，令人扼腕不已。
十四年前，由香港作家聯會的牽
頭，包括會長劉以鬯有三十多位文化界
人士共同簽署「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
文學館藏的倡議書」。其中發起人包括
劉以鬯、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著名作
家也斯等人已經先後作古了。這個建議
迄今仍不被接納。
一個小小的文學夢，十多年竟有九
位文化人代表去世，可謂人去夢空，令
人歔欷。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
月前曾去信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唐英
年先生，呼籲在「西九」設立香港文學
館藏。
旋不久，我們收到一封署名「西九
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柏志高先生」代
覆的信，顧左右而言他，就是不設文學
館藏。署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
裁柏志高先生」代覆的信，信的內容摘
要如下：

「管理局一直支持香港文學，並在
我們的節目編排各類文學活動。過去數
年，我們曾夥拍不同的本地文化團體及
人士，在西九文化區舉行各種文學活動
和節目，包括於二零一三年的『自由
野』和連續三季的『自由約』，而最新
一季的『自由約』剛在三月上旬完結。」

「管理局未有計劃於西九文化區內
設立香港文學館藏及文學活動中心。觀
乎香港已有發展成熟的文學設施，最廣
為人知的是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文學資
料室的香港文學特藏連同『香港文學作
家資料庫』，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的香港文學特藏，看來並無必要指定在
西九文化區作相關發展。上述兩大設施
已在推動香港文學方面擔當舉足輕重的
角色，多年來一直有系統地蒐集和展示
香港文學資料、支援相關學術研究，以
及定期舉辦講座和藏品展覽，向公眾推
廣香港文學。

除此之外，一年一度舉辦的香港書
展、香港國際文學節，還有香港浸會大
學的香港文學推廣平台，也是以鼓勵文
學交流和推動香港文學為目標。」
我們且看「管理局一直支持香港文
學」是什麼貨色。信中特別提到「自由
野」和「自由約」等文學活動。讓我們翻
查「自由野」和「自由約」是否所謂
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節目」。關於「自由
野」，據西九文化管理局自己發佈的官
方消息如下：

「香港最創新的大型戶外藝術節
『自由野』今年（二零一四年）第三度
舉行。於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一
連兩天，來自本地及海外的表演單位將
傾力演出，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文本
藝術、形體劇場及其他創意活動。除了
為你帶來互動智能演出《牆》外，『自
由野』更有多個具『觀眾參與』元素的
節目，鼓勵你積極參與，成為演出一部
分，展現無限創意。別忘了逛逛《港墟
．農墟》、《手作藝墟》及餐飲區，選
購『香港製造』的農作物、獨特的手工
藝品及享用各款美食佳餚。『自由野』
絕對能讓你感受到香港對藝術的熱情，
以及找到莫名的親切感。」
請問以上活動內容，有哪一項是與本港

文學創作和文學活動直接有關？

最近，筆者和身邊的朋友都被「他」給圈粉了！這位
「他」就是內地著名「男神」演員吳秀波，他也是演

藝界不少男女藝人心中的真正男神、偶像。連內地紅透半邊天的「一
姐」劉濤，只知道男主角是吳秀波時，就毫不猶豫一口答應演出電視
劇《大軍師司馬懿之軍師聯盟》，因為劉濤也是吳秀波的粉絲啊！
吳秀波十六七歲以歌手身份晉身演藝界，當時寂寂無名的他為了生

計一直在歌廳獻唱，直至機緣巧合下導演張健找他演出影片《嫁衣》
後，他在演藝界的前途才露出一絲曙光，因為跟他演對手戲的是當時
的「一姐」劉蓓，他那段長達十三分鐘的對白，令劉蓓留下極佳的印
象。
吳秀波指，劉蓓是在他的演藝事業上，曾經「救」過他兩次的貴

人。先是《嫁》片的合作，後是他去參加當年在電視十分紅火的音樂
節目，在過程中不獲節目製作人待見，而劉蓓突然驚喜地站在他跟
前，還對音樂節目製作人說︰「我是來聽我朋友唱歌的，不是為着要
在節目中出現！」
劉蓓、張健夫婦當時的慧眼造就了今日在演藝界獲獎無數的吳秀

波，在內地演藝界大放異彩。他那磁性而充滿感情魅力的歌聲，折服
了不少樂壇中人，演技那份強而有力的感染表演，同樣得到多位著名
大導演對他豎起大拇指稱讚︰「波叔（吳秀波）演技超棒呀！」

不管在演藝界如何叱咤風雲，吳秀波的私
生活是極為低調，圈中人只知道他有兩個兒
子、太太尚潔是圈外人，比他大三歲，樣貌
端莊賢淑。吳秀波對工作和私生活有着這樣
的哲理︰「演戲就是『活着』，活在角色人
物的實在感，經歷不同角色的人生精彩；現
實生活就是帶着感恩的心活着！」
被大家形容為大器晚成的吳秀波，目前更

想成為一位相聲（中國曲藝藝術表演）演
員，為觀眾帶來成本不高，但非常有價值的
曲藝娛樂。

演戲就是「活着」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年輕人在網
絡使用的「潮

語」日新月異，此前就曾經流行過
「佛系」用語，令人忍俊不
禁：「佛系減肥法：不節食、
不運動，緣分到了，自然能瘦下
來」、「佛系學生：不溫書、不
做習作，緣分到了，自然能考
到好成績」、「佛系上班族：
不討好上司、不爭取表現，緣
分到了，自然能升職」……
哈哈，天命覺得自己似乎也

是一個「佛系玄學家」：「不
做廣告、不博出位，緣分到了，
客人自然會來」。熟悉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從來不為自己的運
程書出錢做廣告，都是靠讀者
們口耳相傳、年年支持，才得以
保持出版。此外，我本身性格低
調，不會特地為自己製造噱
頭，都是有節目或活動發出邀
請，我才視乎自身情況而出席。
也許天命能得到讀者和客人

們的信任與厚愛，其中少不了
「緣分」的相助。但是否只靠
緣分呢？當然也不是，皆因若
毫不努力，只怕還沒等「緣
分」眷顧，職業生涯就結束
了。畢竟，天命只是「不做廣
告、不博出位」，但絕非「不

看書、不思考、不理客人、不
寫專欄稿」啊！該做的工作，
該有的專業素養，仍然必不可
少。所以，這樣的「佛系」用
語看似消極，其實不過是大家
聊以自嘲罷了。絕大多數的
人，在輕鬆一笑之後，還是會
邁開自己的步伐，為自己的生
活繼續前進。大家也許不是全
力以赴的鬥士，但至少也不可
能完全停滯不前。每個人為了
生計，只能四處奔波努力，有
多少人能有資本成為一個真正
「佛系」的人呢？
那麼話說回來，為什麼大家

會愛上「佛系用語」呢？除了
自嘲之外，更因為這像是一個
暫時避雨的屋簷，讓你覺得有
時可以允許自己放鬆一下、
「佛系」一點，不用時時刻刻
都精神緊繃、積極奮鬥：畢竟，
人生並非必須每分每秒都迎難而
上，我們也需要讓心靈休息的
時候啊！
我們都是凡人，在忙碌的生

活中，總是需要適當的「佛系
時刻」：說不定，偶爾允許自
己休息一下，以平常心面對生
命的得失起伏，真的會有「緣
分」到來呢？

佛系玄學家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第一次正正式式跟住
一部舞台劇，做一個舞

台劇的宣傳工作，那是2016年首演過
的《偶然．徐志摩》。
從來只做記者招待會的活動，甚少
整個舞台劇都由我們的小小工作室協助
安排，這個戲今次的演出，是第三次重
演。第一次演出的時候，我只當觀眾，
所以感受並不深，今次我有幸參加做幕
後工作，跟着馬浚偉的團隊邊做邊學。
馬浚偉的認真、要求高，令整個團隊不
斷進步，很多謝他的指導和團隊的協
助，完成了前期的宣傳工作，到今天已
經正式上演了。
正式上演的時候，我有機會看到台
前幕後的舞台劇演出製作，演員在期間
的那種緊張投入，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其中非常有經驗的姜大衞，這位大
哥剛剛放下手上的電視劇，便接着要上
舞台，他說那種壓力自己也想像不到，
他說在拍電視劇的同時，又要排練舞台
劇，因為是第一次正式上舞台演出舞台
劇，所以熟讀劇本是非常之重要的。他
更告訴我，有時睡覺的時候，左邊的腦
袋想着電視劇的對白，又在右邊腦袋出
現一大串舞台劇的對白，令自己有點壓
力。還好到正式演出之前，電視劇剛好
煞科，所以他立即想法子洗掉電視劇的
對白，再把舞台劇的台詞放
進腦袋裡，重新熟讀再熟
讀。演員第一場慈善場，他
立即檢討自己的演繹，也要
導演和其他拍檔研究，研究
自己的角色怎樣去處理，那
種態度同樣是非常認真的。
在劇中演馬浚偉母親的馮
素波，也是第一次正正式式
地參與舞台劇，她告訴我每
天早上背誦50次她劇中所有
的對白，她要求自己一字不

漏一字不「食」地演出，果然她做到
了！
林敬剛這次也是他的第一次，表現
令人驚喜，我覺得他在今次的舞台演出
找到了自己，也認識了自己，值得為他
鼓掌。還有黃澤鋒，與這位朋友仔相識
多年，今天，他說能演這個舞台劇，對
自己來說是一種激勵，是一種進步，他
希望能夠一直保持這種心態去對待自己
的事業、自己的演出。
而演陸小曼的胡定欣，她更加不得
了，這幾天一到劇場，便躲在房間𥚃 讀
對白，排練她的角色演出，專注的程度
太令人欣賞，她也是第一次演出，對自
己要求更加高，那段昆曲水袖舞已經很
不簡單，兩種表演藝術都不是那麼輕鬆
的，她過關了，到感情戲的起伏，更加
是一個大大的考驗，她也做到了！
我還看到另一位新人，她的而且確
是一個新人，只在一些舞台劇做個閒角
的吳文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什麼經
驗，她擔演了林徽音（因）這個角色，
是徐志摩真真正正第一個愛上的女子，
她為自己的演出，用了很大的心思，亦
向很多前輩取經，而她的奶奶寶珠姐，
老公楊天經是她學習的對象，她的第一
場有了很好的表現，也增強了信心，希
望以後的幾埸能不斷進步！不斷提升！

幕後工作邊做邊學

每年高考結束之後，家裡
有孩子參加當年高考的親戚

朋友，便像約好的一樣來找我諮詢，孩子該
報讀哪個大學的哪個專業。我給出的答案多
年不變：跟選擇學校相比，優先選擇城市更
重要。簡而言之就是一句話，先選擇城市，
再選擇學校。就是如果分數考得滿意，優先
選擇位於一線城市的一流大學。如果分數不
足以支撐理想，那就退而求其次，選擇一線
城市的二三流大學。如果在現實面前，分數
實在過於蒼白，最不濟也要選擇留在一個省
會城市唸大學。
在哪個城市真有那麼重要嗎？答案必然是

肯定的。
有句話說，條條大道通羅馬。當你千辛萬

苦披荊斬棘到了羅馬，面對祖祖輩輩就慵懶
地享受着羅馬假日的羅馬人時，你就會明
白，出發點往往會決定你能走多遠。搭過北
京的士的人，常常震驚於的士司機們對政治
的熟稔程度。搭過廣州的士的人，只要有
心，一定能從的士司機口裡探知最地道的街
頭美食。
搭過西安的士的人，不用你開口，他們就

會如數家珍地告知你，去大雁塔門票多少
錢，去兵馬俑多少錢，上城牆要多少錢……
跟的士司機聊天，是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
途徑。的士司機關心的話題，很大程度上也

跟這座城市大部分人的視野和格局有關。
我有時候喜歡附庸風雅看畫展，去每個城

市出差或者旅行，都盡可能地去當地的美術
館轉一圈。住在廣州的時候，只要美術館有
展覽，我都會抽時間去看。廣州是中國排名
第三的一線城市了，擁有的各類美術館的數
量，在全省都算是最多的。尤其是嶺南畫派
幾代領軍人物的畫作，時有看到。可是每年
例行到北京出差，即便少睡幾個小時，我也
會見天去一趟中央美術館或者國家博物館。
因為跟全國其他城市相比，只有在北京的美
術館裡，那些在中國繪畫史上如雷貫耳、家
喻戶曉的名字，真是隨處可見。
我無意譴責優質資源分配不公。從古到

今，城市資源的優劣，客觀上是跟地理位置
有關，主觀上是跟決策者的個人修養和喜好
有關，而城市所散發出來的味道，則是跟生
活在這座城市的人都有關。那些一出生便資
源優渥的人，至少他們的祖輩父輩，也是付
出了聰明才智和盡力努力的。
去年一段北京市文科高考狀元接受採訪的

視頻，曾被稱作是「戳中無數人的心」。這
位出自外交官家庭的少年自信而又淡定地
說：現在農村地區的孩子愈來愈難考上好的
大學。而狀元都是我這種，屬於中產階級家
庭的人，衣食無憂，家長都是知識分子，還
出生在北京這種大城市。在教育資源上享受

到的條件得天獨厚，這些東西決定了我在學
習的時候，確實能比他們走很多捷徑。
這個少年特別清醒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能

考出690分，是因為自己擁有三種資源：生活
在教育資源最好的城市，擁有安穩富足的生
活條件，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在我看來，這
個少年就是上輩子積德行善，這輩子投胎投
了個好人家。
這句話是有調侃的成分，但更多還是基於

對現實的中肯判斷。終其一生，一個人的見
識修為建樹，在個人付出汗水和時間的同
時，也需要更為肥沃的土壤。
有人把高考比作第二次投胎，這話不無道

理。第一次投胎，能投胎在什麼家庭、哪座
城市，百分百是上帝說了算。這第二次投
胎，排除不可抗力和偶然因素，至少有百分
之八十的選擇權，可以依靠後天勤學苦練來
獲得。
倘若，你希望此後長久生活的地方，就算

是去菜場買個菜，也能遇到和你談論毛姆和
曹雪芹身世的人，想必，你的孩子很可能張
口就能背一段開闢鴻蒙。倘若，你崇尚質樸
親近自然，選擇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日
後，你的三個孩子必定是大兒鋤豆溪東，中
兒正織雞籠，小兒溪頭臥剝蓮蓬。
無論如何我都希望，對所居住城市的選擇

權，能始終掌握在你自己手裡。

擇一城終老

一位治沙造林人的綠色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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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秀波是內地出名
的男演員。 網上圖片

■陸小曼（胡定欣）教徐志摩（馬浚偉）台步，
這段戲頗有趣！ 作者提供

■侯貴對治沙造林
的精神，得到彰武
縣委、政府的支
持。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