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是人類共同生活遵循的規範，酒
德即一個人飲酒時表現出來的品行。根據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一個正常人，受到
已經內化的價值觀和道德感約束，行為會
努力與身邊環境保持一致。酒精則會導致
人的理性和罪惡感減弱，於是就呈現出真
實的本我。所以，從一個人飲酒後的舉
止、言行、態度，也可以看出一些平時不
為旁人所察覺的隱藏人格。即酒後的本能
反應，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真實心理狀態
展示。酒德與人的名氣、地位並不相關，
很多大作家，在文化上頗有建樹，酒德卻
極粗鄙。曾獲得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美
國作家福克納，15歲就染上了酒癮，終生
無法自拔，常喝至不省人事的地步。他年
輕時在紐約一家書店工作，冬夜裡在下榻
的小旅館喝得爛醉如泥，迷糊中他貪戀暖
氣片暖和，躺在上面就睡着了，結果皮膚
被大面積燙傷，不得不到醫院進行植皮。
其後他回到家鄉，在密西西比大學任郵政
所長，依然猛灌老酒，該校師生的郵件經

常因他醉酒被延誤或丟失，由於屢遭投
訴，最後他被開除。
福克納的酒德差，還只是表現在愛說謊

話，做事情不負責任上，對他人和社會沒
有造成太大的危害，相比起來，另一位獲
得過兩次普利策獎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
則更為瘋狂。梅勒一生共結了六次婚，每
次離婚都是因為他喝醉後表現出暴力攻擊
性，配偶不堪家暴，不得不和他分手。其
中鬧得最轟動的一次，是梅勒持刀捅傷第
二任妻子阿黛拉。起因是梅勒在文學上非
常自負，常自比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
基，他在紐約家中辦了一個Party，遍邀政
商界的名人參加。他以為憑借自己的名
氣，肯定會有眾多響應者前來捧場。
沒承想，獲邀的名流名媛一個沒來，倒

是來了許多混酒喝的無關人士，且在Party
上鬧哄哄的，令主人的顏面掃地。梅勒獨
自坐在一旁借酒排遣愁悶，妻子阿黛拉見
狀埋怨說，你這種號召力，肯定成不了陀
思妥耶夫斯基。梅勒被戳到心頭痛處，失

去了理智，順手抓起身旁的一把刀，朝阿
黛拉連捅幾下。幸運的是阿黛拉沒有死，
經過搶救活了過來，與這個暴力狂離了
婚。
還有一種酒德不堪的行為，是強行勸酒

灌酒，或借酒挑釁他人。曾獲得過普利策
獎的美國詩人華雷斯．斯蒂文斯，有一次
在Party上藉着酒意，手指一個男人對身邊
的美女說，那傢伙是個軟蛋廢物！沒想
到，美女驚呼道，那是我哥。而被罵作
「軟蛋廢物」的男人，就是海明威。聽妹
妹轉述了斯蒂文斯挑釁的經過之後，海明
威特地找到斯蒂文斯，狠狠揍了他一頓。
飲酒而不亂，其實也是判定情商高低的

標尺。《菜根譚》說：「花看半開，酒飲
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爛漫酕醄，便
成惡境矣。履盈滿者，宜思之。」提倡適
量飲酒、保持酒桌和諧的同時，也道出一
個人能在酒精的誘惑下，不被慾望主宰，
知道量力而行，適可而止，才是最為難得
的品質。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
號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谷，生於河南新鄭，是唐
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躋身唐代三大詩人之列。
白居易一生留下近3000篇詩作，單是他創作的廬
山詩，就有《廬山桂》《宿東林寺》等，而最為膾
炙人口的，無疑是《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當年在《廬山草堂記》開篇寫道：「匡廬
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
寺，介峰寺間……」可見，草堂原址介於香爐峰與
遺愛寺之間。1988年，廬山有關方面在花徑公園
內修建起三間「草堂」；1996年，草堂前、池塘
畔，立起一尊由著名雕塑家王克慶先生製作的白居
易漢白玉雕像。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來到遊人
如織的花徑公園，心無旁騖，直奔白居易草堂。看
似漫不經心，實乃心懷敬意。頭尾兩個小時，時而
進入內部觀看，時而移至室外漫步，時而坐在亭間
小憩。草堂左前方，有一方一圓兩座亭子。方的叫
「景白亭」，圓的名「花徑亭」。聽導遊介紹，
1929年，湖北漢陽人李風高游大林寺時，偶然發
現了這塊迷失一千多年的石刻，很是高興。之後，
他邀集在廬山上的社會賢達、名流集資捐款，1931
年，在這裡建起了這兩座亭子，並補種了五百多棵
桃樹，再現了昔日的桃花勝景，使花徑成為文人雅
士的聚會之所。耳聞目睹，思緒萬千。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故有「詩
王」之稱。其作品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識」的《琵琶行》，到「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的《長恨歌》，到「滿面塵灰煙火
色，兩鬢蒼蒼十指黑」的《賣炭翁》等，可謂字字
珠璣，篇篇經典。殊不知，白居易既是一位著名詩
人，也是一位古代清官。他先後任校書郎、左拾遺
等職，寫了不少描寫為官生活和心態的詩歌。今天
看來，這些詩作，正是其一心為民、清正廉潔的最
好佐證。
白居易自幼聰慧過人，唐德宗貞元十六年，二十
八歲的白居易舉考中進士，並且是「十七人中最少
年」，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唐憲宗元和二年，白
居易被召為翰林學士，第二年又拜左拾遺。他在
《與元九書》中，不無自豪地說：「十年之間，三
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白居易為官，一
貫以「兼濟天下」為己任，忠實地履行諫官的職
責：「有闕必規，有違必諫。」除上諫書之外，白
居易還寫了不少諷諭詩，來補察時政、針砭時弊。

忠言逆耳。古往今來，吹捧不難，進諫不易。白
居易偏偏性喜進諫。結果，得罪的不單是當朝權
貴，久而久之連皇帝都受不了了。比如，唐憲宗上
台，宦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憲宗對幫助過自
己的吐突承璀很是寵愛，除了將手下的御林軍交由
他管理外，還任命吐突承催為節度使。白居易知道
後，立即上疏，反對讓太監做統帥，稱其「名不正
言不順」。弄得唐憲宗心裡很不舒服，雖沒採納白
居易的上疏，但也不得不將「處置使」的名號改為
「宣慰使」。由於白居易的直率和大膽，得罪了不
少人。這一點，他自己也有所察覺。在《與元九
書》中，白居易寫道：「聞《秦中吟》，則權豪貴
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
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
者切齒矣！」
據史料記載，白居易樂把自己當魏徵，可惜唐憲
宗不是李世民。元和五年，愛「多管閒事」的白居
易，被改任為京兆府戶曹參軍。這是典型的明升暗
降，實際上剝奪了他諫官的發言權，無疑是白居易
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挫折。可是，即便不當諫官了，
白居易仍保持直言進諫的「習慣」。 唐憲宗元和
十年（815），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這是一樁居
心叵測的政治謀殺案。可是，百官迫於當時的情
勢，噤若寒蟬，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上書朝廷。白
居易卻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上表主張嚴緝兇手。
不想，因「越職言事」而被貶為江州司馬。
常言道，壞事有時會變成好事。這話不錯。但以
為，必須有三個「求變」的基本要素——願望、實
力、心態。否則，壞事永遠不會自然而然變成好事
的。白居易就具備了這三個要素。於是，他巧妙的
把遭貶這一壞事變成好事。司馬，是個有職無權的
閒官，白居易因此才有愉悅心情喝酒聽琴，才有閒
情逸致寫詩填詞。唐元和十一年（816）秋的一個
夜晚，白居易送客潯陽江頭，忽從一船裡傳出淒婉
哀怨、如泣如訴的琵琶聲，頓時撥動詩人的情思。
原來是一位歌女，便請過船來，邀彈數曲。在交談
中，白居易得知歌女的悲慘身世，聯想到自己宦途
坎坷的遭遇，不禁淚濕青衫。感慨之餘，寫下那首
千古絕唱——《琵琶行》。1100多年後，開國領
袖毛澤東在廬山期間，曾親筆在信箋上默書了《琵
琶行》全詩。這對白居易而言，也算是一種殊榮。
那天，凝望着草堂右前方左手捋着鬍子、右手置
於身後，高約三米、似在深思的白居易雕像，本想

上前與之合影，轉念一想，不太合適。一來站在雕
像旁，本就不高的我，更是矮了一大截；二來自己
只是個「低產作家」，豈敢與白居易「平起平
站」。最終，放棄合影念頭。《廬山草堂記》中有
「三間茅舍向山開，一帶山泉繞舍回。山色泉聲莫
惆悵，三年官滿卻歸來」的記述，廬山人忠實於白
居易，修建草堂時，不多不少，也是三間。走進草
堂，但見周遭牆上見縫插針，掛滿了與白居易及其
草堂有關的圖片、書法。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
在一女士的配合下，正忙着以遊客的姓名作詩題
字。有償服務，須臾搞定。
徜徉在白居易草堂間，心中一股崇敬之情，緩緩

升騰，久久不息。白居易終其一生，不論身處何崗
位，都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嚴於律己、清正廉
潔。
西元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到任

後，他發現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
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便排除重重阻力和非
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築堤壩水閘，增加了湖
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
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除外，白居易還組
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曆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
錢塘門、湧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水井，改善了當地
百姓的用水條件。白居易卸任後，把多年積攢的部
分工資，留給杭州府補充公用經費。離別之時，只
帶走在山上拾到的兩小塊天竺山石。多日後，他突
然意識到此舉有傷清白。於是乎，後悔萬分，寫下
一詩：「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檗。唯向天竺山，
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字裡行
間，流露出他慎微、自律的操守。
位卑未敢忘憂國。告別白居易草堂的那一刻，白
居易的形象在我心中頓時高大起來。因為，他就是
一位這樣的人。可是，數百年來，人們之對白居
易，念念不忘、口口相傳的，是他的作品；很少提
及、近乎忘卻的，是他的官品。「以史為鏡，可以
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為官者倘能以
白居易為鏡，樂於為國分憂，勇於抑惡揚善，我們
的社會一定會更加陽光，我們的事業一定會更加發
達。

話說將軍澳一帶的海灣，經
常都風平浪靜，因此而名為照
鏡灣；灣畔的山嶺亦以海灣為
名，稱為照鏡環山，亦稱照鏡
嶺；其後麵粉廠的加拿大東主
連尼因虧損過巨而於鯉魚門海
峽投海自盡，此所以附近居民
就將照鏡嶺改稱為吊頸嶺；就
在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部分軍
人流落至本港，滯留在摩星嶺
一帶，其後由港府以船隻移送
至調景嶺，那就是吊頸嶺的由
來了。
大牛湖原為連尼以水力生產

麵粉的蓄水池，長度約為700
米，闊約25米，此一帶景致
仍十分吸引，每逢假日，都吸
引不少遠足愛好者前去遊玩；
當中設有蓄水池、瀑布以及水
壩殘跡可供遊覽，風景非常優
美，遊人亦可在此俯瞰山下將
軍澳新市鎮的建設；從井欄樹
村步行約10分鐘，就亦看見
附近仍遺留開鑿堤壩的殘
跡——上池塘稱為美麗湖；而
下池塘則由附近居民稱為大牛
湖、亦稱為死人湖，皆因此一
人工湖曾接連發生奪去人命的
意外。
而「小夏威夷游泳場」不久
之後就結束營業，但小夏威夷
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山
徑與瀑布均以小夏威夷命名；
走過一小段衛奕信徑，即可見
到小夏威夷徑的路牌，原來將
軍澳也有秘密後花園——小夏
威夷徑就在水溪旁邊，當中有
一座倒塌的水壩，因而形成一
幅小小的瀑布。
事實上，小夏威夷徑原本為
古道，此徑所經的河道下游，
港府將井欄樹通往將軍澳此條
無名古道重新修建，以便利此

一帶村民；小夏威夷徑自上世
紀 80 年代起，荒廢已逾廿
載，因而雜草橫生，狀甚荒
涼；就在2000年初，村民遂
向區議會求助，要求修葺小夏
威夷徑原有的兩條橋，此為平
安橋與清平橋。
小夏威夷徑卻從此變成城市

石澗遊的郊遊熱點，據將軍澳
村的居民表示，小夏威夷徑已
有逾200年歷史，一直為將軍
澳村村民出入市區的唯一通
道，且說當年村民假如要出九
龍半島，就要沿着山徑步行至
井欄樹村，然後再乘搭巴士，
或可說此一山徑猶帶有將軍澳
人之情懷。
且說將軍澳村位於港鐵寶琳

站以北，全村逾600人，歷史
可追溯至清代；年長的村民陳
三民指出，祖先原先居於衙前
圍村，其後由於村內的耕地缺
乏，遂有部分村民決定遷至將
軍澳村。
離開井欄樹村，經行人隧道

橫過馬路，沿前往澳頭村的指
示牌方向，走入小徑，不久已
可見山溪，此外，尚有架起恍
如橋狀的水渠，就此踏上小夏
威夷徑，沿途山色翠綠而草木
茂密，不久就迎來溪流，於此
可見樹根盤繞。
再有石橋橫過溪流，接續小

徑，過橋不久，有方向牌指示
澳頭、將軍澳村、魷魚灣及井
欄樹的方向，沿澳頭方向走不
久就到達小夏威夷瀑布了，瀑
布水源甚豐富，風景非常秀
麗，再往前走，可見一段約數
百級的上行石階，一直走至將
軍澳村、衛奕信徑的方向牌，
才左轉沿梯級下行往翠林村，
漫遊小夏威夷徑於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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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牛湖與小夏威夷徑

文人與酒德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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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閒話

情不知所起
■翁秀美

徜徉在白居易草堂

《傻先預訂》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從古至
今，「情」之一字，足可以撼天動地，超越
生命。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為情而死，因
情而生，實是這動人心扉的情愛令人無法抗
拒。「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
死，死可以生……」
情起無由，不羨錦衣玉食，何求榮華富

貴。七女奔董永，織女嫁牛郎，《聊齋》裡
的女子，做了鬼，也要找個心儀的郎君，皆
因一個情。這一刻，便是心之所繫，管什麼
山長水遠路坎坷，漫漫紅塵起風波。為你
生，為你死，為你受苦辛，粉身碎骨亦甘
心。
京劇名家李勝素演唱的《梨花頌》，百聽

不厭：梨花開，春帶雨；梨花落，春入泥。
此生只為一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癡，情也
癡……婉轉纏綿，一瞬間淚落。歌者唱情，
聽者懂情。皇上與妃子，在詩裡、戲裡，在
千百年人們的傳頌裡，作了最深情的相伴，
最專情的等候。我們都願意相信，永永遠
遠——他在人間癡癡望，她在天上憶君王。
這情，是珍藏，是惜別，是慨歎，是百轉

千回的無可奈何。
看《十八相送》，一個深情暗示，一個渾

然不知。聽英台喜悅的心聲，殷殷的期待，
心中惻然，她哪裡知道，她的愛情，終難以
如願，可卻能跨越一切阻礙，是以生死相

隨，化蝶雙雙飛。
癡心若許！世間深情，溫柔了千古。陌上

杏花落，柴門桃花開，公子深施一禮，佳人
含羞低首。最美好的相遇，最青春的年紀，
良辰美景，良人多情，那眉間眼底，盡是綿
綿愛意，令書外戲外的人們萬分樂意停留在
這最快樂的時節替他們歡喜。
情動於何時，無從知曉，只是言談舉止下

意識地透露了內心。白娘子遇許仙，雖有意
為之，卻美妙如畫，滿天風雨都成了花雨，
許仙眼裡亮着星星，醉在其中，答非所
問：——敢問相公是本地人氏嗎？——我姓
許，名仙，字漢文。
風含情啊，水含笑，笑這多情人，恁地顛

顛倒倒。不管情起何時，難得的乃是「一往
而深」。沈從文新婚不久，因母親病重回湘
西。在船上，他坐在被子裡給張兆和寫信：
船正慢慢地上灘，我背船坐在被蓋裡，用自
來水筆給你寫這封長信。這樣坐下寫信並不
吃力，你放心……滿紙生發着他心裡的牽掛
與愛戀。事實上，他的確用心愛了她一生。
如果說驚天動地的愛情具有震撼人心的力
量，那麼，平淡生活中的晨昏相守更是難得
的長情陪伴。
平淡時光中，陪伴我們的還有日月輪轉，

寒暑更換。無聲的交替，讓我們看到遍地的
生機與枯萎以及由此帶給我們驚艷與感動：

小滿時的飽滿麥穗，大寒中的傲骨紅梅，春
雨後的小河漲水，秋風裡的落葉成堆。欣欣
向榮，鬱鬱葱葱，是誰有情，情深若此，年
年賦予大地，詩一般的意境？
最喜那花半開時，月半圓時，潮初生時，

露始成時，這新生的美景，婉約的情境，實
是美得無匹。一切景物皆有靈性，有愛有
情，讓人心動之時，也更深深地熱愛着這個
美麗多彩的世界。
「倘若一個人聽到山鳥的鳴叫、看到花落

花開的變化都會從內心生發感動，這樣的心
靈才是純淨動人的。」有這般細膩情懷、對
萬物中生命感發起纖細幽微的感受而付之詩
詞並且為之追隨一生者，當屬葉嘉瑩先生。
她把自己一生相思的情意寄予中國古典詩
詞，並全力教誨後人。「又到長空過雁時，
雲天字字寫相思。荷花凋盡我來遲。/ 蓮實
有心應不死，人生易老夢偏癡。千春猶待華
發滋。」她用整個的生命投注，全部精神所
繫，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我的蓮花總會凋落，可是我要把蓮子留下
來。」情深如此，癡愛一生，高枝珍重護芳
菲。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當我們有緣得
遇喜歡之人，鍾情之事，醉心之物，這一份
叫人驚喜無言的美妙相逢，若能深情長情以
待，堪為完美；若不能，亦當存這份珍貴美
好，讓有限的人生因有情而溫潤，而不悔。

戲劇演出，時常會設優先預訂。倘若
想以速成輸入法鍵上「優」字，在輸入
「人」與「水」兩個首尾倉頡碼，不慎
選錯的話，會手誤鍵入隔鄰的「傻」
字。聽聞，票務偶然會收到標題是「傻
先預訂」的電郵，變成傻子才會來預訂
的意思。近來，在小劇場便觀看了一齣
由「說坊劇社」製作的互動劇場《傻先
預訂》，談及票務見盡的客人查詢，光
怪陸離，在喜劇氛圍之下，帶點苦笑，
還會傳遞頗有意思的信息。
票務工作，看似簡單，其實繁瑣。設
有預訂，須處理相關電郵及信件，未必
每個訂單皆順利，遇上填錯資料及欠交
東西，還要不斷個別跟進。到了演期，
開場前早已在前台準備，為前來取票的
客人服務，亦未必如此順利，尚會碰到
不少心粗氣浮的人，忘這忘那，待人刻
薄。《傻先預訂》此劇，笑說當票務是
笑片，因為常會接到海量的查詢電話，
重複的內容，無理的退款要求；也會是
悲劇片，會有客人開口便罵，錯了不
認，自我中心且不聽解釋；更是一齣恐
怖劇，尤其作為大型演出的票務，或須
應付一萬張以上的門票。開場當天，會
有人臨時加票、減票、轉日期等，即使
定了辦公時間，仍會有客以為票務該是
七天工作，廿四小時候命，購票便可把
票務當成助手，忘記手持的門票僅是一
場演出數百門票之一。不過，此劇並不
是嘮嘮叨叨指控，縱是苦笑，亦一笑置
之，成功令現場觀眾捧腹大笑。
開場前背景播出昔日的動畫兒歌，是

種集體回憶，而劇中結集自己與票務同
事們之間的經歷，也有嵌入查案的情
節，可見此劇充滿編劇的個人色彩。不
過，既已言明是一齣互動劇場，自然能
從抒發個人心聲，擴展至與觀眾同樂。
首先，甫進劇場，前台破格地設在舞
台，身處台上領取門票，順理成章，成
功帶領觀眾走進此齣談票務的劇。如上
述，劇中加入篇幅頗大的查案情節，偵
查尚未入場而人間蒸發的客人，是打破
單向並與觀眾互動的時機。邀請觀眾作
證人，向觀眾席，即興而為，和觀眾一
起創造故事的變化，有演員懂去掌控時
間節奏，過程順暢而不突兀，台上台下
欣喜若狂，非常成功，實屬小劇場可貴
之處，演者與觀眾距離頗近。
「說坊劇社」實為一溫哥華劇團，昔
日由留學當地的大學生組成，今年在機
緣下，十多年後，在港重聚，製作此
劇，創造回憶。由自娛從而娛樂觀眾，
一起互動尋樂。
講及票務員，也會說白領女職員，其
實面對上司或客人，當中苦樂，皆有殊
途同歸的地方，令人反思現今香港人及
須承受的壓力。最深刻的一場，燈暗之
中，演者背對觀眾坐下，分享當票務時
曾遇上的一件自身苦事。面對生離的時
候，他在非辦公時間，仍須處理無禮兼
諸多要求的客人。不過，在情緒波動之
後，他知曉出口在哪兒。此劇，絕非控
訴，是以喜劇形式，選擇快樂。告知香
港人，生活本該如是，快樂不快樂，是
一種選擇。

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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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花徑公園內的白居易草堂。 作者提供

來鴻

■星 池

詩詞偶拾 ■李潔新

同飲一江水
序：八月五日，晉江金門兩地，喜氣盈盈。甘甜家鄉水，奔湧過
海峽，令人激動高興。福建向金門供水，給金門居民送來了清澈水
源，亦送去了政府及人民之親人愛，同胞情。

晉江龍湖水清鮮，
波光瀲灩景色艷。
泵房機歡聲嘩嘩，
喜將甘露十里傳。
管道長龍潛海峽，
幸福玉帶兩岸牽。
恰似巨根入腴壤，
兩地同脈緊相連。

甜甜碧流海底過，
滿滿關愛溢心間。
田埔水噴冰珠濺，
綵球凌空舞翩躚。
今朝同飲一江水，
齊聚燦爛一片天。
兄弟攜手迎盛世，
齊力奮鬥共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