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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院子裡種植了一棵木瓜海棠。春季
的四月初，木瓜海棠開花了，花兒是大紅
色，紅紅火火，喜氣洋洋，給小院增光添
彩。木瓜海棠花期很長，花兒能開到五月底
才紛紛旁落。花兒落了結下的卵球形果實，
個頭不大，雖然叫木瓜，卻不是人們日常食
用的水果木瓜。

這棵木本的海棠樹，長勢緩慢，自別處移
栽來的時候，有一米多高，我精心養護了三
年，如今，還是不到兩米高。查了有關書
籍，得知木瓜海棠屬於落葉小喬木，長不高
是它的本性使然。也好，院子本來就不夠寬
敞，這樣的樹形反而生出一份和諧之韻來。
木瓜海棠是上好的景觀樹種，賞花觀果兩

不誤。它的花兒雖然美，果子味道生吃卻不
佳，善於烹飪者，經過蒸煮，能製作可口小
點心。這種木瓜果入藥後，還有舒筋活血、
祛風止疼的作用。木瓜海棠早在幾千年前就
被人們種植。詩經《衛風．木瓜》曰︰「投
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據考證，這裡的
所謂木瓜，就是木瓜海棠樹上那些袖珍木
瓜。
明代《群芳譜》記載：海棠有四品，皆木

本，分別是：西府海棠、垂絲海棠、木瓜海
棠和貼梗海棠。從排序可知，西府海棠乃是
四品之冠。梁實秋在《群芳小記》中寫道：
「海棠的品種繁多，以『西府』為最勝，其
姿態在『貼梗』、『垂絲』之上。最妙處是
每一花苞紅得像胭脂球，配以細長的花莖，
斜欹挺出而微微下垂，三五成簇……」看
來，西府海棠是上品無疑，連大作家也積極
為西府海棠正名，不惜筆墨，頻頻讚美呢！
前幾日，從朋友圈看到消息稱，中國郵政

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發行《海棠
花》特種郵票一套四枚，其中，就有西府海
棠花。西府海棠花的創作源頭就是濟南珍珠
泉大院海棠園的千年海棠樹。
這棵千年西府海棠，是北宋齊州知州曾鞏

所植。主幹枯殘多年，後有幼芽從樹墩處闢
開新路，漸漸枝繁葉茂。老樹新幹，相依相

戀，樹冠達八米多高。這株海棠，我是見過
多次的。十年前，我家住在珍珠泉大院附近
的後宰門街，離着珍珠泉大院僅有百米之
遙。海棠園內南側有一道泉溝，泉水清澈冰
涼，是夏天納涼的好地方。那時，我經常帶
孩子到海棠園的泉溝裡戲水。去習慣了後，
也就不分季節，頻繁去海棠園。春天圍着海
棠樹看花，秋天觀果。有時候，也能摘到樹
枝低矮處的海棠果。西府海棠的果實很小，
黃中帶紅，很像一個個的黃蜜櫻桃。咬開來
吃，味道酸酸甜甜的。因為不是常吃的水
果，我和孩子都不敢多吃。

除了這棵著名的海棠，濟南的各大公園都
植有西府海棠。去年七月，文友小蔡來濟，
我們一起來到五龍潭公園遊玩。路邊低矮的
柵欄裡那些根深葉茂的海棠樹吸引了我們的
目光。確切地說，是滿樹小巧玲瓏的海棠
果，讓我們停住了前進的腳步。我對小蔡
說︰「這些都是西府海棠樹，三月底開花，
可漂亮了！可惜你來得不是時候。」

小蔡和我仰着頭十分稀罕地看海棠果，幾
乎同時發現了奇蹟︰哦，海棠花。按理說，
七月的海棠樹，早就過了花期。我們面前的
一棵海棠樹，粗壯的樹幹上冒出來一枝新
枝，新枝上居然綻放着幾朵海棠花，開得那
麼明艷，那麼美好。誤了春花灼灼，趕上夏
花燦燦。小蔡欣喜異常，她套用林黛玉的詩
句，朗聲吟道︰「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
花一縷紅。」這紅白相間的海棠花，不正是
兼具了梨花、梅花之美嗎？

其實，海棠反季節開花，有據可查。讀者
諸君還記得《紅樓夢》中怡紅院的海棠開花
嗎？晴雯含冤病死的時候，海棠花萎了幾
棵，卻在一個冬日，忽然開了花。賈母說是
喜兆，命孫輩們作詩。寶玉、賈蘭、賈環，
彼此都想討老祖宗喜歡，所以都作了曉暢明
白的詩。老太太看懂了，直說蘭兒的詩好。
「草木逢春當茁芽，海棠未發候偏差。人間
奇事知多少，冬月開花獨我家。」從賈蘭的
詩看出，海棠反季節開花，那就是人間奇

事。那麼，我和小蔡也算是有奇遇的人了。
小蔡也因為這奇遇而直言不虛此行。
說起《紅樓夢》，又不免想起了才子佳人

們成立的海棠詩社。紅樓夢中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內，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
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
就詠起它來？」於是，在李紈的帶動下，大
家開始詠白海棠。結果，薛寶釵的海棠詩被
李紈評了第一，林黛玉屈居第二。因此，引
來賈寶玉不滿，卻也無可奈何。那些白海棠
詩，篇篇佳作，句句精彩。文中獨獨沒有交
代，那兩盆白海棠是什麼品種？我在朋友家
見過白色的盆栽貼梗海棠。那盆白色的海棠
花兒，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白色的梨花、白色
的梅花、白色的茉莉……
曹雪芹一定是海棠花的忠實粉絲。《紅樓

夢》中，他多次提及海棠。比如第五回中，
又寫到了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圖》。看電視
連續劇的時候，我曾經注意到那一幅圖，正
是美人如花，花如美人，懨懨欲睡，互相依
偎。《海棠春睡圖》的真跡早已失傳，倒是
唐伯虎的《海棠美人詩》流傳至今：褪盡東
風滿面妝，可憐蝶粉與蜂狂。自今意思和誰
說，一片春心付海棠。
海棠花兒風致楚楚，美艷迷人。美中不足

的是，古代的海棠品種沒有香味。西晉石崇
見着海棠，嘆說：「若使海棠能香，當鑄金
屋以藏。」石崇是款爺級別的，品味自然獨
特。有錢難買萬事如意，海棠無香，真乃千
古遺憾也！西府海棠是有香味的 ，這個品
種，當年的石崇無緣得見。又或許，西府海
棠是晉代之後出現的新品種也未可知。
我養過草本的麗格海棠，也是有香味的。

那次去英雄山遊玩，赤霞廣場正在展銷花
卉，就近一看，喜歡上了一盆開着朵朵黃花
的麗格海棠。買回家，花兒持續開放了月
餘，香味兒也飄蕩了滿屋。古人家財萬貫亦
不能使海棠飄香，而今，栽培技術的發達，
令我輩足不出戶便可暢聞海棠之香。不得不
說，活在當下，真是幸運。

「西九文化區」做了什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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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華棟篤笑
今次談黃子華。
的而且確，今次

的黃子華棟篤笑是較為沉重的一
次，也可是較「深」的一回。那不
一定是表面上的內容，事實上黃子
華的棟篤笑已伴隨我們多年，他的
套路對我們來說已絕不陌生。
我所指的「深」，是他的整體佈
局。由黃絲藍絲的佈局開始，到反
思香港的黃金時代（即黃金華段
落），乃至後來為同志、性工作者
及陳冠希事件發生，其實全皆扣緊
「面斥不雅」的主題。
是的，今次表演不應以《金盆𠺘
口》命名，反而應正名為《面斥不
雅》──背後突出的是法律的有限
性，當大家不斷在強調香港的核心
價值為法治精神，黃子華已屢屢提
出法治的局限。由七警同樣可以為
人追捧，至不同港人集體口頭禪的
回應，說明在法治之外，「面斥不
雅」背後的人文素質，才是更加重
要的核心價值來。
對我來說，如果要為《金盆𠺘
口》增補，對「面斥不雅」的金句
對應，我認為一定是另一上世紀八
十年代港人集體口頭禪：「大家心

照啦！」當中黑白兩重的含義也十
分對應棟篤笑中，一直貫徹的正反
合港人特質結構。「大家心照
啦！」既可以是大家「搵着數」的
灰色表白，但同時也是盜亦有盜，
彼此有不成文的「文明」法則的無
形契約在內，於是才有「面斥不
雅」的提示─因為「大家心照
啦！」所以理論上是不會出現「面
斥不雅」的場面，一旦要面斥，即
大家沒有「心照」的默契來了。
此所以他提及的香港核心價值就

是「無價值」，其實感受良多。我
太太在旁也笑道，好像把我日常與
她說的嘮叨話，在台上由黃子華再
說一次！其實「無價值」，就是一終極
價值，但又不可把它粗淺地理解為
隨機應變，甚至變質地演繹成見人
講人話，見鬼講鬼話。所謂「無價
值」，其實一定有底線，而底線就
是「面斥不雅」，只不過在過去的
日子，彼此可以「大家心照啦！」
但今天這契約已不存在，因為……
容我掃興地說一句：香港已再無

集體回憶，我們只有彼此的私憶，
各自表述，再無共識，包括已成歷
史的部分。

關於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所標榜的

「自由約」，是「盛大音樂、文
學、市集活動」。其實內容主要是
來自各地的搖滾樂隊的藝術表演。
此外，還有學習粵劇舞台身段工作
坊，「推出全年手工啤酒」，在眾
多活動期間硬塞進「每月一詩為
本」。所謂「文學活動」，可見，
只是聊備一格而已。
以上活動內容，就是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所標榜的本港文學活動和文
學創作？!
這與其說是濫竽充數，不如說西
九袞袞諸公對文學的無知！
至於信中提到中央圖書館及大學
的文學資料收藏及講座，也不過是
圖書館及大學所兼備的職能。這種
職能在其他國家圖書館或地方圖書
館或大學圖書館都有兼備的。照
「西九」負責人的邏輯，這已足夠
矣，為什麼其他國家、地區包括大
城市還要建立文學館！譬如以北京
為例，北京也有大學圖書館、地區
圖書館，也兼備文學資料收集及文
學講座活動，為什麼還要建立現代
文學館？因為後者是以收集、研
究、展示、交流傳播等為文學服務
的全職能機構也！顯而易見，「文
學館藏」不光是資料文學搜集及一
般的文學講座。
我在致唐英年的信中已經加以申明：
「在我們心目中，香港文學館藏

就是港人的文學家園，並不等同於
文學資料館或香港文學特藏館。很
多人都問，香港不是有圖書館和香
港文學特藏館了嗎，為什麼還要有

文學館藏？可見，無論從官方到民
間，都有很多人搞混了文學館藏的
功能，因而對建立文學館藏持否定
的態度。文學館藏當然包括了各種
館藏，廣為收藏、整理香港各個時
期的文學成果，但在我們看來，這
只是其中一個功能。文學館藏還有
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保護等
功能。」

「在我們看來，文學館藏不僅是
文學人聚腳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
接受文學教育與人文之美熏陶的地
方，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
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並透過文學
推廣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會
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
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文學館藏是
撒播文學種子的地方，是培育一代
又一代文學新人的地方；是舉辦文
學沙龍、講座的場所，是各種文學
思想、觀念得以交流乃至交鋒的平
台，是香港文學界的『大本營』，
也是青少年的『文學營』。總之，
這裡應該是文學人以及普通市民、
乃至遊客都愛流連的人文地標。」
西九以「文化」來標榜，原創性文

學卻闕如，其負責人仍然振振有
詞，企圖混淆視聽，可謂貽笑大
方。人們記憶猶新，西九文化區於
二零一七年九月舉行的電子音樂節
「Road to Ultra」淪為毒品派對，
先後有三男一女昏迷危殆送院，其
中一名男子不治。這不過是已上報
紙的一斑劣績而已。
人們不禁要問，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成立以迄，狂花了納稅人巨額的
鈔票，有幾個是真正懂文化的？！

「我在輪迴裡等你、等
你的承認、等你的一個轉

身……」，筆者被這歌詞所吸引，被充滿
着情感的歌聲所觸動，於是馬上查看正唱
着這首歌曲的歌手是誰？原來是內地近年
爆紅的女歌手張碧晨。人靚聲甜，被譽為
流行樂壇青年女歌手的實力派新生代唱
將。
中國演藝界臥虎藏龍，尤其是內地樂壇

經常被形容為「高手在民間」，張碧晨就
是參加大型歌唱比賽「中國好聲音」第三
季年度的總冠軍；樂壇中人指張碧晨是近
年內地樂壇少有具極大潛力的新生代唱
將，她對舞台的把控能力似是與生俱來，
對歌曲是比較有音色辨識的一位，歌聲有
濃淡，有冷暖，亦有悲歡，這也是她能迅
速迷倒不少歌迷的重要因素！
張碧晨成為萬千歌迷心中的偶像之前，

她跟不少年輕少女一樣，都是「追星
族」，多位小鮮肉男藝人的影迷中，也少
不了張碧晨的身影，後來她被韓國星探所
發掘，成為韓女團的成員，接受過非常嚴
苛的聲樂和舞蹈訓練。張碧晨從不諱言是
追星族，她說︰「年少輕狂、青春就是任
性，我跟其他女孩一樣，發着美少女的
夢！」
音樂圈的「翻唱歌姬」也是內地樂壇給
予張碧晨的另一個稱號，因為她對很多首
熱門歌曲的再創造（翻唱別人的歌曲）能
力超強，有些現被視為金曲的歌，原唱者
和唱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關注，但張碧晨

翻唱後，歌曲就「爆紅」了，原唱者也頓
時變得有價有市。
眾所周知，張碧晨為人性格直率，雖不
至於是低智商一族，但入圈未深的她，經
常因直說真話，令人尷尬。話說張碧晨出
席某大型歌唱節目，節目主持人邀請她上
台獻唱，她很直率地說︰「吓！導演只叫
我來暖暖地（俗稱撐場），說幾句話，現
在又要我唱歌，酬勞就不是這樣計算
了！」此話一出，現場氣氛似乎凝固了，
但坐在旁邊的「天籟唱將」莫文蔚被小妮
子的直率，逗得笑彎了腰！
張碧晨自己也說︰「智慧人生，我還有

很漫長的學習路！」

翻唱歌姬
少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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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質」出版物受到的挑戰，相信
大家早已有目共睹。天命雖然不是專業

的社會科學研究人員，但從我自己的小小視角來看，也
能感受到「紙媒」的變遷和挑戰。天命刊登在紙質媒體
的專欄，經過各種加加減減，目前固定在寫的，並不
多。雖然我也試過在新的媒介發表文章或與大家見面，
但歸根到底，我最為珍惜、最想維持的，還是在報紙、
雜誌寫專欄，與各位讀者交流。
請別誤會，我無意比較各種媒介「孰好孰壞」，只是

凡人皆有情感，而我對於紙媒的深厚感情，是藏也藏不
住的。紙媒是陪伴我成長、研習玄學的良師益友，這份
由「時間」承載的情感，不會改變。
「時間」，正正是紙媒與新媒介的一個顯著區別。那

種把紙質的書、報紙、雜誌捧在手中，沉沉的重量，令
人很真實地感受到：「作者通過時間沉澱的知識、過往
的歷史，都被我捧在手中，我要好好閱讀，細嚼慢
嚥」。
天命也有通過網絡平台與大家見面，並非對這種媒介

懵然不知。網絡能令人即時交流，似乎在「時間」方面
能搶先一步。然而弔詭的是，正因為夠快，所以大家反
而失去了對「時間」的珍重——看完之後，沒有細細品
嘗，就馬上得出自己的解讀和結論，匆匆在留言區發表
見解，有時甚至是一些無厘頭的謾罵。
紙質媒體的魅力就在於，能驅使你細細品嘗、反思。

即使你不認同作者的看法，也無法衝動留言。在你想要
妄下定論時，潔白而有重量的紙張成為緩衝的空間，似
乎在靜靜地提醒你：別衝動，請你靜下心來，再想一
想。
畢竟，站在作者的立場，我們多數人都樂於接受不同

意見。而深思熟慮之後提出的批評指正，總比不經思考
的輕佻指責，要更有益吧？

紙載的深情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人，是真的不能
控制自己的生命！

到生命完結自己還懵然不知，就那
樣沒有半點猶豫便去了天堂！
我的一個才40出頭的青年朋友，

經常奔波內地，為了五個孩子的生
活，為了讓他們接受最好的教育，
他經常奔波香港內地拚搏工作！
這一晚他與母親在外地工作完之
後，返酒店房洗澡，在浴室中風，
從內地的醫院到香港的北區醫院再
到瑪麗醫院，最後在7月7日這天凌
晨被死神帶走了！最後只留下一句
說話：媽！我半身不能動！
我們大家傷心欲絕，尤其是單親
的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兩母
子相依為命，兒子結婚，女方還帶
着一對孖女，我們心中很任性的他
原來是一個非常愛孩子的男人，他
完全接受了那一對孖女，還和他們
的母親結了婚，再生一對孖仔，之
後再有一個兒子。他一個人照顧五
個孩子，幸好有母親的關愛，兩母
子照顧着這一大堆人。他給
孩子最好的，除了找很好的
學校，課餘活動也不是一般
的，劍擊訓練、樂器演奏、
游泳，為五位孩子找最好的
老師去訓練，為孩子可以放
下所有自己的一切，努力賺
錢讓他們得到最好的！結果
對自己身體的狀況完全不
知，生活壓力這麼大，結果
也因此賠上了自己的性命！

想着我們大家又想哭了！他如此
搏命，希望孩子得到最好的，希望
訓練到他們成才，這個我們曾經一
直以為他是玩世不恭的男人，令我
們無法釋懷，因為我們都沒有好好
地去了解他，鼓勵他，支持他！
我們常常說要珍惜要珍惜，但所

有人都真的不懂珍惜，因為我們都
沒有在意「珍惜」這兩個字的意
義！他的單親母親，傷心到不得
了，她說沒有好好照顧兒子，雖然
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在事業上幫助
兒子，在經濟上作出一定的支持，
但畢竟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要付
出的努力是加倍的。也從來沒有想
過死亡一直徘徊在自己身邊，就這
樣一不留神，讓死神帶走自己，實
在痛心！
更令人難過的是他從來沒有愛過

自己的妻子，因為他早早已經錯過
了他的最愛，之後他只有把所有的
愛投放在幾個孩子身上，但他的心
中已留下永遠抹不掉的遺憾！

他就這樣走了

有一對結婚超過 20 年的朋
友，最近離婚了。離婚的時間

節點選得有點微妙，兒子高考成績公佈的第二
天。他們的兒子考得不錯，上一所重點大學問
題不大。一家三口開開心心吃了一餐飯，給兒
子慶功。吃完飯兩個人心平氣和地去民政局辦
了離婚手續。
多年前因為一次工作，跟他們夫妻相識。兩
個很平和的人。一個在國企做部門主管，一個
在地產公司做設計。看似平靜溫和的家庭氛圍
之下，其實早已暗流洶湧。投資理財的觀念不
同，一個喜歡現世安穩，覺得夠吃夠住夠用就
夠了。一個希望盡早實現財務自由，炒房炒股
炒期貨，什麼賺錢就投什麼。賺錢了自然闔家
笑，又添新衣又買新手袋，還換新手機用。虧
的時候，隱藏在家裡各個縫隙裡的問題，就像
雨後的筍子，一處一處悄無聲息地就冒得到處
都是。
我離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圈子都遠一些，被當

做是可以置身事外的朋友，常常要充當審判他
們家務事的清官。清官難斷家務事，在摻雜了
感情親情金錢觀念的糾葛裡，每一次劍拔弩張
對簿「公堂」，就是對彼此情感基礎的削弱，
這樣的紛爭裡，沒有人可以贏。天長日久下
來，本該是愛情結晶的孩子，倒成了守住婚姻

大潮的唯一堤壩。
孩子高考放榜，便是夫妻約定的堤潰之日。
關於婚姻的存廢，我沒有置喙的資本。作為

旁觀者倒是覺得，以「為了孩子好」之名勉強
將就沒有質量的家庭生活，其實有自我美化人
格的嫌疑。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洛麗塔》中說，
人有三樣東西是無法隱瞞的，咳嗽、窮困和
愛。人是情感動物，任憑內斂克制功夫再深
厚，也難以做到不在日常生活中露出行跡。家
庭不是需要全副武裝才能登上的舞台，要日日
夜夜對着一個早已相望兩生厭的人，還要當着
孩子的面，做出和美幸福的樣子，康城影帝恐
怕也難以為繼。再幼稚無知的孩子，也能從貌
合神離的家庭氛圍中有所察覺。這種暗地裡造
成的心理傷害，比直接告訴他父母已離婚，來
得更為深遠。
何況更多的夫妻，是採用高頻率高分貝的爭
吵，作為死撐失敗婚姻的主要方式。
在現代社會，大部分女人不必依附男人可以

獨立生活。不肯放棄一場明顯失敗的婚姻名
分，深究下去，更多是出於對周邊輿論評價和
品評的壓力。所謂口水淹死人，婚姻失敗常常
會被跟工作能力社交能力不佳掛上鈎，以至於
上升到人生失敗的高度。很多寧願在失敗婚姻

苦海裡掙扎的夫妻，不過是對自我在熟人社會
生活圈中評分高低反覆衡量的結果。
這話聽起來有些極端也有些刺耳，但相對於

整個成長時代，都被迫要困囚在父母失敗婚姻
裡的孩子而言，這話說得還遠不夠犀利。
一個人少年不幸的陰影，往往會遮蔽半生的

陽光。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一個提問：父母感
情不和會對孩子造成什麼影響？數千個網友結
合自身的成長經歷回答了這個問題。認同率最
多的一個答案包涵了五個關鍵詞：冷漠、冷暴
力、自卑、敏感，沒有安全感。
有一個網友的留言讓所有的人都為之動容。

他說，他們明明將手裡的刀劍揮向彼此，被刺
得鮮血淋漓的卻是你。那種場景彷彿一片漆黑
裡，獨自一人捧着自己千瘡百孔的心。最致命
的結果是，根本不相信會有人真的愛我。
不出所料，翻看各地的新聞，隨着高考成績
公佈，去民政部門辦理離婚的人數，跟着也攀
上了年度的一個小高潮。不敢想像，又有多少
孩子將帶着不為人知的隱痛，走向自己才剛剛
開始的人生！
人心是不待風吹而自落的花。人心上的傷
痕，猶如鏡面上的劃痕，再高明的修復手段，
也無法讓鏡中人坦然自若，當做什麼也沒有發
生過。

高考後離婚率

人間大美海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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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碧晨人靚聲甜兼性格直
率。 （取自張碧晨微博圖片）

■朋友生前曾經開過一間很有品味的酒
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