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8 采 風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18年8月8日（星期三）

20182018年年88月月8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8年8月8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袁
星

單位換了領導，各方面都在轉變。尤其集
體活動、公益活動、娛樂活動等，一天比一
天多。職工間的默契，也在逐日增加。

孟凡全院長四十出頭，很是健談，喜歡運
動。他到醫院後，通過加強職工集體活動的
參與度管理，緩解了醫院因自身「救死扶
傷」職能造成的緊張氛圍。在未到這裡擔任
一把手之前，他就是去年「萬步先鋒獎」和
「減重達人獎」獲得者。而健步走，在全民
健康方面，的確意義重大。

年初，在職工大會上，孟院長提出並倡議
大家積極參與「萬步有約」。這既是一項個
人活動，也是一項集體運動。結束後，除評
選個人冠軍，還評選冠軍團隊。若單單是項
個人榮譽，報名的應該會多一些，因還涉及
到團隊榮譽，很多人就打起了退堂鼓。第一
年，最終報名的，只有區區十二個人。

鍛煉的重要性，每個人都知曉，真正願意
堅持每天鍛煉的，卻並不多。原因無外乎這
事那事，或時間和精力不允許等。我知道這
個活動，考慮後沒敢參加。理由也是我和妻
子帶着個孩子，如果妻子上夜班，我就得照
顧孩子的飲食起居，還得接送他上學放學，
沒時間。
去年底，我的身體出了點小問題，時輕時

重總不見好。該檢查的項目都檢查了，沒有
大問題，最後只能歸結到身體素質差缺乏鍛
煉上。跟我關係不錯的神哥，參加了單位的
「萬步有約」活動。一天晚上，他給我打電
話，問我有沒有時間一起走走。那天妻子在
家，兒子由她照看，我正好有空閒。老是呆
在家裡也沒意思，就答應同行。
從神哥那裡得知，「萬步有約」活動是需

要計量每日步數的，不能少於一萬步。步數
超過一萬步，這只是一個基礎。每天還必須
完成「朝三暮四」的任務。朝三即每天上午
六點至九點三千步，暮四是每天下午六點至
十二點四千步。朝三暮四的任務可以都完
成，也可以完成其中之一。完成朝三暮四，
也還得不到全分，還須完成三個「處方」步
數，即兩個十分鐘和一個十五分鐘。就是達
到規定要求的步幅和步速前提下，不間斷行
走十分鐘、十五分鐘。這三個處方可以分別
完成，不過，每個處方都必須具有連續性。
陪着神哥，在小鎮上的夜色中急行，三個

處方一氣呵成。我們沿着小鎮上的路，走了

大概有五十多分鐘。我第一次按「萬步有
約」的處方走，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
臨近結束時，我感覺兩條小腿發沉發酸，有
種木木脹脹的感覺。道路兩旁，各式燈盞或
圓睜着眼睛或不斷閃爍，偶爾被汽車帶起的
一兩股塵土朦朧了光彩。神哥不時掏出褲兜
裡的計步器，一遍遍查看上面的數值，按實
際情況調整步伐。
第一次按「萬步有約」要求行走，末了有

些累，雙側小腿也酸脹難受。我忍住，繼續
走。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只要時間允
許，我都堅持同行。神哥他們，一般早晨五
點左右起床，步行八千餘步，前後大概一個
多小時。陪走一個星期後，身體較之前好多
了。於是，我成了單位裡唯一一個沒參加活
動卻天天陪着他們健步走的人。
辦公室2018年6月4日上午下發通知，要

求凡是參加「萬步有約」活動的職工次日早
晨五點在院門口匯合。孟院長是「萬步有
約」的組織者，理所當然參加。當晚，辦公
室的神哥約我出去吃飯，孟院長也在。知道
他們次日一早搞登山活動，我也承諾參加。

集體活動，就像一個枷鎖，束縛着每個人
的思想。作為集體項目的參與者，必須有大
局意識，從大局出發，一個人也不能掉隊，
更不能拖後腿。正因為大局意識，分散在縣
城各處的同事，有拼車的，有駕車的，有不
得不強迫自己起床的，早晨五點之前，全部
聚齊。
我們要登的山，在九間棚村東北方。三輛

車，十三個人，沿着鄉村道路，直奔林場。
林場是九間棚風景區的一部分。從兩泉村橋
頭東側向裡，拐入村裡的一條生產路。兩旁
的山楂樹枝葉濃密，站立在道路邊緣，已經
結果。蘋果樹都是幾十年前栽植的，有些蒼
老了，一棵棵掛滿青色的果實。幾年生的杏
樹，高度不過兩米，枝條上的杏子圓滑水
潤，泛起誘人的淺黃色。美景相隨，清風送
爽，離山愈近，愈是充滿期待。

將車停在收費處，我們一行十三人開始步
行前往。路過一片竹林，手腕粗的竹子挺直
腰板，微風拂過，細枝翠葉擦碰，更顯山谷
清幽。風景的美，沒陶醉到我，我心裡想
的，是竹林裡有竹筍沒？雖然不會去找去
挖，心裡還是止不住想。若在北方山谷裡找
到短而粗嫩的竹筍，應該是件令人興奮的事

情。路旁三四米深的河道裡，水流已被一段
段截開。河壩最深處，存水的地方，水位也
不足一米了。天雖然旱，山嶺上的植被還是
茂盛的。柏樹、栗子、蘋果樹、梨樹、山楂
樹、桃樹、針葉松、水杉樹，一處比一處
綠。遠遠望去，深一片淺一片的，綠得斑斕
純粹。我們在籃球場上做登山前的熱身運動
不久，太陽便探出頭來。為趕時間，不敢再
多耽擱，即刻出發。
沿着水泥路，至富林門處，我們拐上石

階。上山的石階，在栗子林、刺槐林和柏樹
林裡穿行。一層層狹窄的階梯，像不知疲倦
似的，一會兒直一會兒彎地斜上山頂。幸虧
不遠處即有一處平台，可以稍作停留，否則
連個歇腳的地方都沒有。人往山上登，就像
扛了座山，走到腿軟時，那種酸麻脹痛的感
覺，把兩條腿灌得滿滿當當的，極其沉重。
那時，稍停上一兩秒鐘，都是一種無比輕鬆
的享受。但乍停下來，心臟卻受不了，有點
兒喘不開的慌亂，只得再慢步前行。登山，
若不是集體活動，若不是時間緊迫，我是不
可能跟上隊伍的。剛開始登山時，我還跑前
跑後拍照，沒覺得多累。幾分鐘後，跑到隊
伍後頭的我，再往前趕就特別困難了。腿，
好像一下子不聽指揮起來，腳下的步子，總
是落後於心中的想法。
抬頭看看前面，有四五個人，回頭看看後

面，緊跟着四五個人。其他人，最前面的，
已經看不到，最後面的，也已掉隊很遠。風
景，這個時候依然在，只是汗水淋濕了眼
眸，喘息淹沒了思維，整個人一味機械地往
上攀登。落下了，再追就難了，當時，心裡
只剩下這一個想法，一個看上去很頑固的想
法。登頂時，我後面還有六七個人。最先到
達山頂那幾個，已站在那裡休息了一會兒
了。他們吹着山頂的微風，將「地方雄鷹
隊」的隊旗高高舉起。紅旗藍字，顯得格外
威武。邊休息邊等，最後一撥人抵達後，繼
續前行。休息了一會兒的腿，不再沉重了，
反而輕飄飄的，輕飄得似乎沒了知覺。

在九間棚舊址合影後，神哥扛着隊旗在
前，我們一行十三人開始返回。上山時的那
種壓迫感和疲累，下山時蕩然無存。一上一
下，雙腿像沒了一般。就如停下車剛起步
時，林場裡的風景，又在說笑聲中健步迎
來，一處處重新映入眼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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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的孩子
暑假又是旅遊旺
季，一家人出遊少不

免四方張羅，但為孩子先作好準
備，永遠對自己旅程上的順暢，有
百利而無一害。
我們選擇去日本的石垣及西表
島，去體驗日本的大自然氣息。不
過每次去日本，首先遇上的就是冰
水問題。相信大家都有親身體驗：
日本餐廳其實已習慣了提供冰水，
部分若要求溫水也會配合，但也有
不少根本沒有準備溫水的習慣，若
強求的話就只能提供一杯水喉水來
應付。
對我們來說，水喉水及冰水都不
是會給孩子喝的飲料，所以每到一
所酒店及旅館，首要任務就是先找
出煲水器來，然後二話不說先燒沸
開水。待回復室溫後，再注入自己
隨身常備的水樽，於是在任何時候
出入何方，孩子都不用擔心飲用水
的問題。而且為了節省位置及方便
攜帶，我們會挑塑膠質料且可摺疊
收藏式的水樽，以減省旅途上的負
擔，此其一。
此外，我們一向不用手機供孩子

娛樂（百分百不會讓他們打機），
偶爾只會給他們看一些旅途上的相
片又或是拍下的片段，又或是讓他
們用手機學習拍照。所以絕大部分
的等候時間，都以提供畫簿讓他們
天馬行空地創作來打發時間，更為
重要的是在繪畫的過程中，其實是

讓他們整理所見所聞的契機，一方
面得以用寫實的筆法去消化情境，
同時又可進一步幻想眼前的經歷，
完成後又可由他們介紹說明分享，
可謂一舉數得。
事實上，有些發現也出乎我們的

意料之外，例如因為我們坐的是廉
航，機程上沒有飲食以及影視服務
提供，但四歲的次子竟然全程都在
繪畫畫冊，令太太得以在旁安睡休
息，令我們喜出望外。
不過我們也考慮得不夠周詳，就是

他們對畫簿及畫紙的消耗量委實驚
人，而我們出遊的地方又比較大自然
化，要補充畫冊着實也有些難度。幸
好後來在西表島自駕遊之際，在馬路
旁看到一所小型的村落士多，內裡有
幼稚園生用的畫冊出售，正好解決了
我們的燃眉之急，由衷而言，當時真
的感恩萬分。此其二。
孩子的暑假旅行，各師各法，大

家找到自己適合的方法就好了。

張抗抗經歷了文
革時代的無情年

代，到文革後的多情，其後演變成
濫情、虛構，到現在幾乎進入冷漠
年代。
不管怎樣，對文學的熱愛使張抗
抗掙扎過來，她一九八零年發表的
散文《地下森林斷想》，可作為她
言志的作品：
「我景仰你那些在黑暗中追尋光
明地下的『種子』，願你們創造更
多的奇蹟！」
張抗抗正如一顆寂寂無聞的地下
種子，儘管陽光一千次對它背過臉
去，它卻終於把粗壯的雙臂伸向光
明的天頂，創造出奇蹟來。
她於一九七二年在上海《解放日
報》發表第一篇小說《燈》，翌年
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大森林
的主人》、《小鹿》，一九七五年
出版反映知識青年建設邊疆的長篇
小說《分界線》（三十萬字）。
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迄，是張
抗抗創作的黃金期。這時期，張抗
抗新作不斷湧現，她發表了《愛的
權 利 》 、 《 悠 遠 的 鐘 聲 》 、
《夏》、《淡淡的晨霧》、《白罌
粟》、《北極光》等中短篇小說，
和散文《地下森林斷想》、《天鵝
故鄉瑣話》、《橄欖》等。
無論在作品的深度和廣度，都達
到一個嶄新的水平，她大膽地探足
於現實社會和生活的底層。
在作品中，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人
的價值、人性及其異化的問題，她
通過作品的主角表明她對人生、對
社會的觀點：「我總認為，一個現

代化的社會就應該為人的個性全面
發展創造條件，改革社會的目的全
為了人。」
她說：「十多年中，我曾多次體

驗到被扭曲的社會對人的個性的禁
錮和對人的尊嚴的踐踏。」
她寫《愛的權利》，就是想喚醒

那些十幾年動亂忍痛拋棄自己的愛
好、願望、理想的人，他們作為一
個個人，是有愛生活、愛事業、愛
人的權利的。
作者在《愛的權利》也有對「四
人幫」的罪行和極左路線的揭露和
控訴，但她不滿足於此，而是通過
一個悲劇家庭的遭遇和矛盾，從更
深廣的意義上，提出了人的價值和
尊嚴的問題。
主角舒貝、舒莫姐弟的父母因是

專業的藝術家，在那個動亂年代，
被打成「走白專道路」、「追求資
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反動藝術權
威」，被關押之外，復遭受種種侮
辱，舒貝的父母含冤而死。
舒貝的父親在臨終前，出於對兒

女的愛護和對於他們前途的擔憂，
絕望地摔掉自己心愛的小提琴，並
且悲憤地告誡自己兒女：「不要學
琴」，「不要牽涉政治」，「不要
愛」。意喻在這是非顛倒的年代，
連自己做人的美德，也不能表露，
只能深深地埋藏心間。
作為姐姐的舒貝由於在戀愛和招

工返城等問題上橫遭打擊，深深體
會到父親的苦衷，實行了她父親的
遺訓，拒絕了具有「叛逆性格」的
男女的愛情，冷酷地阻攔弟弟進音
樂學院。 （《說張抗抗》之二）

朋友的兒子突
然問筆者︰「為

什麼歌手在演唱會時都戴上耳
機，怕唱到走音嗎？」這問題聽
似簡單，但對十三四歲的年輕小
伙子來說，卻存在很多的問題？
小伙子還說︰「嫲嫲說她以前聽
過很多歌星的演唱，他（她）們
也沒戴耳機？」
歌手戴上耳機演唱早已是司空

見慣的事，原因很多人都知道，
但為了給小伙子更完善、更清晰
的答案，筆者還是認真地請教了
行內人，他說︰「歌手戴在耳朵
的耳機，行內人稱之為『耳
返』，第一用途是監聽自己的聲
音，是不是走音跑調，歌手在演
唱現場時，往往聽不到自己的聲
音，所以歌手為了更完美地呈現
歌聲而需要耳返；第二種作用就
是因為現場不是小空間（例如卡
拉OK房），有時歌手聽到樂隊
伴奏往往已經晚了或者變質，耳
返這時候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伴奏
的聲音準確送到歌手耳邊！」
筆者所了解的「耳返」就是舞

台翻聽系統，耳機中播放的內容
是樂隊伴奏的聲樂，也混合着歌
手的歌聲等音源。耳返分為兩部
分，一部分是無線接收器，用於
接收調音發送的信號，一般掛在
演出者的腰上；另一部分是一個
耳機，插在無線收器上面，就是
大家所看到的那個耳機了。
有歌手指出演唱會場地的音響

都是面向觀眾設置的，由於愈高
頻的聲音其指向性愈強，他們在
舞台上聽到的伴奏及各種聲音，
是非常混亂的，大多數情況下歌
手很難聽得到樂隊伴奏的準確音
調。歌手還說︰「在舞台上不斷
調整耳返的，百分百都是真唱，
也曾出現過耳返失靈，歌手選擇
除下耳返唱足全程，歌手的實
力、專注力，舞台經驗都要十
足，才可以做到。」
所以有不少歌手有自己訂製的耳

返，確保耳返的高質素，避免在
舞台上出醜。其實戴耳返演唱，歌
手初時也怕影響自己的形象，被
人質疑實力，但現在大家都接受
耳返的功能對歌手的重要性了！

耳返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近日天命身處溫哥華，被好友李婉華邀請，作為嘉
賓出席她的電台節目。既是好友相聚，又能與聽眾朋

友分享生活近況、所見所想，可謂一舉多得。感謝好友有關注天命的運
程書，更有關注書中應驗的預言，若讀者朋友想知道具體的節目內容，
歡迎上網搜尋！
節目中，天命聊起自己近日讀的書：《病態人格》。顧名思義，這
本書介紹了一些心理嚴重扭曲，甚至到達常人難以理解的範圍的人格。
「病態」也有分高級與低級，而各種面向有相應的症狀，例如在人際方
面，他們往往巧舌如簧，看起來有人格魅力，實際上卻總是滿口謊言，
也容易出爾反爾；情感方面，他們則缺少同理心，不願對自身行為負
責；生活方面，他們往往衝動行事，也對男女關係抱着輕視、混亂的態
度……天命簡單介紹書中內容後，便問李婉華：「妳覺得這些人格，聽起來
是不是有點耳熟？」她反應很快：「像是在描述美國總統特朗普。」
其實在天命閱讀時，也一直覺得，書中所描述的病態人格，十分符

合特朗普的性格：出爾反爾、不負責任、兩性關係混亂、孤注一擲、賭
徒般的性格……若是一般「失敗」的病態，也就算了，可怕的是他
「病」得十分嚴重，甚至屬於「成功的病態人格」。人格如此病態，卻
手握大權，自然容易令整個世界因為他的「病發」而亂得團團轉。最終
受苦的，往往是清醒而卻無權無勢的「正常人」。
我又問李婉華：「那麼，妳覺得這樣的『病』，有沒有治癒的可能

呢？」冰雪聰明的主持人想了想，答曰：「我覺得沒有可能。」確實，
書中也有討論到，這樣的病態人格，往往是與生俱來的，而又幾乎不可
能被治癒。可惜，我們的社會上存在這樣的「病人」，其中又包括像特
朗普這樣有權有勢的人。若想治癒他們，幾乎是癡心妄想。我們能做
的，就是盡量保持清醒，並且喚醒更多受其迷惑的人，團結起來，一起
與他周旋、對抗，希望最終能夠奪回屬於「正常人」運轉的世界！

「病」得夠癲，「病」得夠重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一位朋友最近迫切
地要搵兩位大廚，因

為她計劃重振旗鼓，準備再搞飲
食。這個朋友十多年前搞過好成功
的火鍋，現在的什麼芝士丸、流心
丸、朱古力丸全部都是她創出來
的。她還把火鍋店搞到好似高級餐
廳，枱凳碗筷全部都用名師設計，
投資不菲。而且成了明星店，其後
還開了分店。可惜後來因為與拍
檔，其實是她的男朋友，兩人發生
意見，不但影響了感情，還影響了
生意，最後被迫結業。
時隔十多年，她的興致又回來
了，說要搞飲食，還說是非常創新
的，此際正四處張羅，找地方找廚
師，而且是事在必行，我們作為朋
友的，除了盡力協助，也不敢
多提意見，因為她說要做便非
做不可，這個人就是非常非常
認真，當然也非常非常固執，
所以我們只有在旁邊做助手。
我們認識這麼多年，也合作
了這麼多年，她的確很有本
事，很有創意，也非常努力，
為朋友的生意同樣仆心仆命，
幫朋友做了一間又一間的食肆
酒吧，生意上了軌道，卻被對

方棄在一旁，比起火鍋結業更傷
心，更覺得被傷害。
她常常都找我幫手，希望借助我

的人際關係，能夠助她一臂之力，
儘管我們的理念不一樣，我不會做
生意，所以偶然也會有拗撬，偶然
也有意見不統一，但我們還是在拗
撬之中冷靜下來，平靜地重新研
究、重新磨合，最後是互相讓步，
互相理解，結果還是繼續合作，繼
續拍檔。如今她的積極性又再回來
了，我當然義不容辭！
我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很微妙，

那是因為投緣，因為理解，因為信
賴！但願我們的關係一直保持，繼
續有所作為，有所收穫！有所發
展！

微妙關係

我和朋友在堅尼地城新開的
川味餐廳吃東西，餐廳臨街的

一面，都是大的透明玻璃窗。快要吃完了，忽
然有個年輕的男生，赤裸着上身，趴在窗戶上
笑，從他的眼神看去，正好見到餐廳收銀枱的
女生。女生很清秀，只是抿着嘴笑了一下，眼
睛就再也沒有朝窗口看過。肉乎乎的男生，就
一直趴在窗外扭動着身子，臉貼在玻璃上，不
斷擠眉弄眼。
從男生笨拙的樣子和笑容來看，他應該是智

力有部分缺陷。
早前看過一部日本影片《真白之戀》。真白
是一個住在小鎮上的姑娘。小鎮是有「日本威
尼斯」之稱的富山縣射水市。雪山皚皚，屋舍
儼然，四處河道縱橫。真白常常帶着家裡的
狗，在街上溜達。油井是一位從東京來的攝影
師。有才華顏值高，但不太善於交際。
一次偶然的機會，真白進入了油井的鏡頭，

他們得以相識。簡單純真的真白，帶着油井去
小鎮上最美的幾個地方拍照，油井也教真白學
習攝影。兩個人相處得既友好又簡單。短短的
一段時間裡，真白對油井，已經由好感上升到
了愛慕。
真白小時候有被壞人拐走的經歷，腦子因此

受到損害，有輕度的智力缺陷。這一切油井並
不知情。直到油井和真白約定，一起去立山拍
日出，他們的交往被真白的父母發現了。怕女
兒再次受到傷害，他們強行阻止了一起去拍日
出的約定。影片的最後，真白鼓起勇氣衝出家
門，追到電車站去送要回東京的油井，已經知
曉真白有智力缺陷的油井，平靜地拒絕了真白
想跟他去東京的期盼。
愛情面前，軀體或是智力上的殘缺，並不會
攤薄愛情的濃度。片子拍得很乾淨，光線也用
得很好，就像情竇初開時，愛上一個人的微妙
感覺。我小學時，親戚家有個姑姑，大約十七
八歲，長得很端莊，性格也文靜。在她很小的
時候，有一次跟着哥哥們跑去鐵路上去看火
車。火車呼嘯而來，大家都四下裡驚跑，慌亂
中她從一塊很高的土坎上跌下去，摔到了頭。
智力發育也因此出現了輕度遲滯。
那時候，輟學在家的她，常常來找我玩，看

我做作業。除了說話慢一點之外，我並不覺得
她有什麼不妥。有一段時間，她拿了信紙來，
讓我幫她給曾經教過她語文的一位年輕老師寫
封信。還未開始學習作文的我，按着她的口
述，特別認真地寫那封信。我們一起改了很多
遍，她才開心地重新謄寫了一遍，貼了一張八

分錢的郵票，小心翼翼地塞進了郵筒。我們一
起等了很久，也沒有等到回信。很多年後回想
起來，我想，那可能就是她一廂情願的初戀。
到了適婚年齡，她嫁給了家裡安排的相親對

象。丈夫木訥少言，不好也不壞。三年了，他
們也沒有孩子。有一次她回來跟我說，過得不
快樂，想要離婚。
她父親已經去世，母親也過於年邁。哥哥嫂

嫂都反對她離婚，認為智力有缺陷的人，能出
嫁已屬萬幸。她看似文靜，卻始終不肯再回
去，終究還是離了婚。在娘家看了幾年嫂子的
臉色，她又嫁了，是外出打工時認識的一個男
生。只是嫁得離我們比較遠。
當時我正緊張地準備高考，還是專門去了一

趟她的新家。很普通的一家人，家裡有個果
園，種的都是獼猴桃。丈夫和家婆，對她很體
貼，一點費力氣的活都不捨得讓她去做。尤其
是她的丈夫，個頭不高，看着她的時候，眉眼
裡都是合不攏的笑。
再後來，我坐了四十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去

讀大學了。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面。只斷斷續
續知道，她生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長胖了很
多。人也不似從前那樣內向。我想，她的人生
大抵應該是找到幸福的樣子了吧。

笨人也有愛

萬步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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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是一件很奇妙
及有趣的事情。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