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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一場爭奪曹操墓的「大戰」在中
原大地上激烈展開，已死去一千七百多年的
曹操一時間被炒得火熱。然而，與此形成鮮
明對照的是，一位文學成就並不亞於曹操的
千古奇才卻寂寞地躺在山東東阿縣的魚山腳
下，既無人爭搶，也無人炒作，甚至連他的
歸葬地也鮮為人知。他，就是三國時期著名
文學家、曹操的兒子曹植（字子建）。

墓中何處話蒼涼
曹植墓位於東阿縣城西南20公里處的魚

山西麓。墓室依山營穴，封土為塚，分甬
道、前室、後室三部分，構造異常簡陋。為
加強對曹植墓園的保護，1998年政府撥出
專款，對曹植墓進行了修建，建成了現在的
陵園。

歷史上的曹植墓是很荒涼的。儘管曹植有
諸侯王的頭銜，但他長期生活在曹丕父子的
傾軋之下，王位形同虛設；他死後又遠離家
族墓地，獨自長眠魚山。他的墓不被重視，
似乎理所當然。據隋開皇十三年（593）的
碑文記載，隋代時曹植墓就已經坍塌。他的
十一世孫曹永洛發現後，奏請北齊孝昭皇帝
恩准，才對墓進行了維修。

又據《東阿縣志．古蹟志》記載，在元
代，大名鼎鼎的曹植曾被誤認為小神城隍爺
供奉。後來雖得到糾正，但卻把他的祠堂設
在東阿縣城中，他的墓反被冷落。再以後，
縣城遷址，連他的祠堂也被廢掉……到了明
代隆慶年間，東阿縣令田樂才在曹植墓前建
了三間祠堂。然而這祠堂異常簡陋，難避風
雨。墓室的荒涼，透射出墓主人的寂寞。千
百年來，曹植遠離家鄉親人，孤零零一個人
躺在這裡，既無妻女陪伴，也無父兄相隨；
無人舉行祭祀大典，也未見親友憑弔。他只能淒
然傷心歎往事，何處話蒼涼？

才華橫溢反遭棄
曹植自幼聰明絕頂，才華橫溢，在詩歌、

辭賦、散文等領域都有很高成就，是三國時

期最具影響的大文學家。頗為自負的南朝詩
人謝靈運曾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
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對曹
植給予了很高評價。曹植的才華也得到其父
曹操的賞識，認為他是「兒中最可定大事
者」，曾把他內定為王位繼承人。
然而，才華沒有帶給曹植多少福祉，卻給

他帶來無盡災難。正因他恃才傲物，放蕩不
羈，才在權力鬥爭中屢屢受挫，優勢盡失，
以至坎坷終生……有一次，曹植趁曹操外
出，喝了個爛醉，私自坐着王宮的馬車，打
開司馬禁門，在只有帝王舉行大典時才行走
的馳道上縱情馳騁了一番，一直走到金門。
曹操得知此事後大怒，立即處死了掌握王宮
車馬的公車令，並且發佈命令說：「自臨淄
侯（指曹植）私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
視此兒矣。」從此，曹操改變了對曹植的看
法，「植寵日衰」。
還有一次，駐守襄陽的曹仁被關羽圍困，

曹操任命曹植為中郎將，帶兵前去救援。可
是曹植正飲酒大醉，不能聽命。曹操見此情
景氣得發昏，對這位昔日看好的接班人大失
所望。曹植就這樣失去了曹操的信任，也斷
送了繼位的機會。
曹操死後，曹丕繼位。不久他又踐祚代

漢，黃袍加身，做了魏國皇帝。這一來，他
對曹植這位政治對手的迫害更加有恃無恐。
他先是殺掉曹植身邊的丁儀、丁廙等親信，
在政治上孤立曹植；再是把曹植封到一些貧
窮偏遠的地方，並頻繁貶爵遷封，使他「衣
食不繼」，過着囚徒一樣的生活：此外，他
又派密探監視曹植，製造「植醉酒悖慢，劫
脅使者」的罪名，將曹植從臨淄召回京城洛
陽問罪，還像貓耍弄老鼠一般逼他在大殿上
即席賦詩，不成則行大法。正是在這刀架在
脖上的危急時刻，曹植靈機一動，立刻吟出
了那首著名的《七步詩》：「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
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短短的六句詩
深刻揭露了曹丕陷害同胞手足的險惡用心，

使他暫時放下了屠刀。然而他對曹植的迫
害，並未就此停止。

托體東阿傷心地
就在曹丕處心積慮地加害曹植時，自己卻

先於曹植命喪黃泉，其子曹睿繼位，史稱魏
明帝。魏太和三年（229）十二月，曹植被
改封為東阿王，從河南雍丘遷至東阿。遷封
的原因，是他以前的封地「連遇瘠土，衣食
不繼」。其母卞太后實在看不下去，便在魏
明帝面前求情，將他從「下濕少桑」的雍
丘，改封到「田則一州之膏腴，桑則天下之
甲第」的東阿，這才使他的生活條件有所改
善。
然而，這位魏明帝跟其父曹丕一樣，對曹

植依然心懷忌恨。他表面上對曹植客客氣
氣，背地裡卻總是暗算他。他分配給曹植的
衛兵，盡是不能打仗的老弱病殘，而且在數
量上也大打折扣，使曹植的封地「既徒有國
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
囹圄。」（《三國志．武文世王公傳》）曹
植曾多次上書，希望能被任用，為國效力。
然而這位小皇帝卻「王顧左右而言他」，只
誇他文章寫得好，卻閉口不提工作的事。曹
植在屢屢碰壁、備受打擊迫害的情況下，對
現實和人生徹底失望，轉而想從神仙世界中
得到解脫。他一改不信神仙的初衷，寫了許
多遊仙詩，幻想自己得道成仙，羽化升天，
在仙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從而擺脫現實的
黑暗和痛苦……然而幻想畢竟不能代替現
實，而殘酷的現實依然不斷加害於他，使他
的健康每況愈下……
曹植在東阿只住了兩年時間。儘管這段時

間他身心俱疲，生存維艱，但他還是愛上了
風景秀麗的魚山，希望死後葬在這裡。魏太
和六年（232）十一月二十八日，鬱鬱不得
志的曹植病逝於陳（今河南省淮陽縣），年
僅40歲。其子遵照他的遺願和「薄葬」的
祖訓，第二年便將他遷葬到東阿魚山，圓了
他的一個滿含辛酸的夢……

國術、武藝、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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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剛過，天月

仍滿，還想談些節慶
事。現在已很少人玩傳統燈籠，多
已轉玩色彩繽紛的熒光棒，不同形
狀，拋上夜空，一樣浪漫。城市人
都怕火，父母更不想小孩碰真火，
傳統洋燭燈籠絕跡是遲早的事。我
們那一代，中秋節最引人的，卻是
紙燈籠裡影影綽綽的小洋燭，給小
孩有藉口玩火，和無限次擦火柴，
再用木間尺挑着燈籠，跟其他小孩
在屋邨四處遊蕩「探險」，其實只
是照照花園的樹根和溝渠蓋而已，
一點不險。
最好玩的是如果中秋晚上大風，
幾個小孩點燈籠，就得七手八腳保
護火柴的小火焰，細心燒熔洋燭屁
股，朝燈籠底的十字形小錫座滴點
蠟，把小洋燭固定，再點亮洋燭，
小心拉起燈籠，就大功告成！燈籠
如不幸「失火」，付諸一炬就更刺激。
眼看花花綠綠的手紮燈籠迅速燒焦
變灰，面對熊熊烈火，小孩感受特
深，也算一課生命無常的教育吧。
那時也不是人人會花錢買燈籠，
但自製花燈又何難？不要的硬紙月

餅盒，剝下的肥厚碌柚皮，都是好
材料。將畫了美女的月餅紙盒上蓋
反轉，還有那白色底盒，各放一支
小洋燭，在盒側開個小圓洞綁條幼
繩，就是兩個可拉着四處跑的餅盒
花燈了。
碌柚皮也同樣發落。柚子縱向開

四瓣，吃完果肉，肥厚的柚皮還有
清香，像隻胖小船。讓雪白那面朝
天，中間插支小洋燭，柚頭也開個
小圓洞綁繩，馬上就在屋邨走廊呼
啦呼啦拉着玩。其實白天玩時有沒
有燭火都不重要，柚皮燈就是給我
們多個藉口在外面跑來跑去。有些
小朋友家爸媽愛啖炆柚皮，要留下
曬乾，不許小孩浪費拿柚皮去玩。
我們家就柚皮「貨源」充足，很受
歡迎。
現在月餅店有些裝在膠花籃裡的

無餡甜餅賣，其實這些以前家家供
「月餅會」時，是連月餅送的，另
還送動物形狀「月光餅」，裝在一
個鋪滿皺紙碎和有塊玻璃面的紙盒
裡，那是月餅師傅用粉頭粉尾烘製
的，老爸笑那是「砧板屎」，小孩
卻又玩又吃，不亦樂乎。

當本山人4歲時，
大約是1940年，曾

回鄉下與祖母生活了大約1年！除了
曾參加向孔夫子像行三鞠躬禮的
「開學禮」之外，又參加了一些卜
卜齋式的學生啟蒙教育；而最難忘
的，卻是學打功夫！其實當時也不
知什麼是打功夫，只是在下午，我
們跟一位「教頭」學打功夫，糊里
糊塗地也算是學了吧！
讀初中三時，大約是1950年代初
期，因班中有一位同學，譚豐雅
兄，他是一位少林拳高手的大弟
子，又協助他龍姓師父在當時普慶
戲院對面的武館內教功夫。當我們
的班主任知道了我們同班之中有這
一位武功高強的同學，經查詢這位
同學同意之後，便命令我們全班中
之男同學，逢每星期三早上七時，
大家要在加多利山上集合，跟這位
同學學習少林拳（當時的加多利山
只得數間住宅，空地很多），而這
位同學也很認真，七時至七時半都
在做熱身運動，如原地跑，將左手
或右手或雙手，以肩膊為中心，盡
力打圈！
做完熱身運動之後，才開始教打

功夫；由開拳及一連串的功夫動
作，開始是分段教，後來才整套拳
術連貫地教，包括打飛腳和各種拳
術的動作！
三、四個月之後，適逢校慶時，
我們便在校慶活動中表演少林拳
（其實少林拳是分為很多套的）！
當時也獲得不少掌聲。但升級後，
由於沒有班主任的指揮，而且初中
三班的男同學也因文理組之不同而
編入不同的高中一級內的三個班
別；於是，這個少林拳班便散了！
（這位「教頭」同學大學畢業後亦
曾回港擔任一所中學的校長，之後
移民美國並在彼邦設館授徒。）當
時這位同學能「威震」全班同學，
是因他曾露了一手真功夫；就是將
一個空的玻璃瓶，左手握瓶頸，右
手一拍瓶口，便將這個玻璃瓶打碎
底部！

後來，本山人的社會閱歷日增，
然後才學懂了「打功夫」的名稱只
是廣東口語，而真正的名稱應該是
「武藝」。例如金庸等名家寫了很
多「武俠小說」介紹的武藝都包括
不同名稱的各派武術！「武術」在
中國是源遠流長！少林、武當等也
可以說是名滿天下。其他的武術派
別很多，於此不能盡述！
武術之中，有一派是比較特別

的，那就是「太極拳」，本山人曾
於年前有機會前往河南溫縣陳家溝
參觀當地世界馳名的「太極村」！
陳家溝每兩年均舉行一次「世界太
極拳表演大會」。每次參加人數均
以萬計，而參加團體是來自世界各
地。原因是太極拳有其獨特的風
格，老少咸宜，男女均可參加的運
動。而且功效美滿，舉世認同！包
括世界各國及各種民族均有組團前
來參加表演及觀摩，盛況空前，不
到現場參觀，實在難以相信！
我國的中文字，中國文學等，歷

史悠久，舉世馳名！其實我國的武
術也是舉世唯我獨尊的！中國的武
術門派甚多，各有專業特長及特
質！與文學不遑多讓。只是過去社
會有時可能過於重文輕武，因為萬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事實上，我們尊稱文學為「國

學」，醫術為「國醫」，音樂為
「國樂」，同時也稱功夫武藝等為
「國術」！中國的武術，也是世上
獨有的文化；中國武術博大精深，
門派多而歷史悠久；各有特長！與
外國的武術稍有不同，外國的武術
均以打倒對方為目的，但中國的武
術相當強調以和為貴；用較高深的
功夫，克服對方，必留有餘地，很
少是要趕盡殺絕的；只要克服對
方，多數也給對方一個改過自新的
機會！
而很多民間故事，也以鋤強扶

弱，制止對方恃勢凌人，務求維護
真理，協和萬邦，這種氣概才是真
功夫！真武藝！然後可以稱之為
「國術」！

10月1日國家69周年國慶，
大紫荊勳賢，前全國政協常

委，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永遠名譽會長，香江
國際集團創辦人楊孫西博士曾經到天安門參與
過多次大型國家慶典，「我參加過國家30，
40，50，60的國慶大典，見過很多國家領導
人，明年70周年我一定會參加，以前的慶典都
有閱兵，顯示國家進步壯大，通過強實力，穩
定有保障。」楊博士提起國慶喜形於色，但提
及自己白手興家卻非常謙虛，「我只是一個普
通工商界成員，香港有很多高人，每一個範疇
都有着不少藏龍臥虎，我只是一介廠佬罷
了。」
楊孫西博士謙稱自己是一名廠佬，那麽他就

是我見過其中一位最溫文爾雅的商人。博士為
福建人，祖業開茶行，成長階段適逢戰亂9歲
才能入讀小學，打好了普通話的基礎，日後更
成為了他與內地做生意的優勢。「我12歲移民
香港卻心繫家鄉，一心要返回內地升學為國家
效力。可惜，因父親去世而未能完成大學課
程，返回香港投身紡織業工作，並在工餘鑽研
業內課程。他為老闆打工8年自行創業，第一
張單已經收支平衡，第二年已經有所盈餘，全
因楊博士靈活的腦筋，他看準了當年紡織行業
有配額制度，凡羊毛、純棉、人造纖維等要配
額，麻和真絲不用配額的，於是他研發了混合
纖維的布料，主要成分採用那些不用配額的，
例如麻多棉少就不用配額了；又，當時一件單
衫要配額，整套的又不用配額，於是設計了整
套針織服裝的款式，背心、小褸加連身裙，不
用配額之餘更加大受歡迎。在紡織業界楊博士
奇軍突起訂單紛紛湧現，他决定到內地設廠，
但，當年改革開放剛剛開始，一切還未明朗，
他為什麼有這樣的膽識？
「40年前，國家改革開放，當時政府在文革

之後，下定決心改變以往的政策，發展經濟最
為重要。當時內地對外面的世界很陌生，他們

非常重視我作為市場經濟經驗、又有全世界做
生意的眼光和見識，對於我們這些外商都極表
歡迎，而且出盡力量去幫忙發展，當時的幹部
談起公事都好嚴肅，好廉潔，一心一意將國家
建設起來，發展起來。」談起了國家進步卻有
一些弊端出現，楊博士有這樣的看法，「什麼
發展都有個過程，所謂發財立品，內地由計劃
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正如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
年代，還沒有ICAC之前情況一樣嚴重。現在
國家採取比較嚴勵的措施，中國大陸這40年來
的發展一直向好方面改善中。」
80歲的楊孫西博士早已把工作交與接班人，

自己閒來品茗以及欣賞藝術品，對於剛開通的
廣深港高鐵路他滿懷大計，「但願在有生之年
組織不同文化藝術團體經高鐵去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各地采風、創作。中國由大國成為強
國，不單是軍事經濟，中國人不要給人家有暴
發戶的感覺，要給人有文化修養的形象，繼承
老祖宗優良傳統，希望年輕人深入了解琴棋書
畫詩酒茶的傳統文化。」
其實楊博士還有一個心願就是與老伴繼續享

受獅子山下的美好日子，「我習慣叫太太黃美
玲，我們結婚創業生兒育女都在獅子山附近，
九龍城、界限街、九龍塘，每天出入面對獅子
山，就是我們
甜 蜜 的 印
記。」看來楊
博士不是一位
廠佬而是一位
浪 漫 的 大 丈
夫。

獅子山下的甜蜜印記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德國的維爾納．富爾特
著，沈晞、齊芸合譯的

《謊言辭典──藝術、歷史、科學和文學中
的騙局和陰謀》（文匯出版社）一書中，有
一小節專門講述「代筆人」，代筆人，英文
是 Ghostwriter，直譯可以譯作「鬼影槍
手」，因為文章或書本刊出後，是看不到這
個躲在背後的寫作人名字的。
這一章節提到在影視圈或政經的圈子裡，

很多名人因為沒有時間，或者才學根本不在
寫作上，所以要發表意見或撰寫回憶錄時，
都請鬼影槍手來代筆。作者說：「1957年
年輕的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憑藉《勇敢
者傳略》榮獲普利策獎，是他的代筆人泰德
．索倫森和朱爾斯．戴維斯幫他寫的。」
作者說的就是後來當上美國總統的甘迺

迪，這是他花了兩、三年時間動了數次脊骨
手術面對生命危險時寫下的《我的病中體
會》（What My Illness Taught Me），出
書時改名為《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
age），書中講述了八個參議員的從政生
涯，出版後暢銷無比，翌年就獲得普立茲傳
記文學獎。書出後一直被懷疑是由鬼影槍手
代筆的，想來《謊言辭典》的作者是查證後
才寫下兩位代筆人的名字吧？《謊言辭典》
的作者說，法國作家大仲馬是花錢請鬼影槍
手的，而且槍手多達七十三人。像著名的
《三劍俠》，作者就說︰「也許完全出自奧
古斯特．馬奎之手。」
代筆，在舊時報紙還有連載武俠小說時，

是經常發生的事，因為連載不能停，如果作
者在排版前未交來續稿，第二天的報紙不可
能開天窗，不得已就會由編輯或找人代筆。
我就曾經做過這樣的代筆人，不過既然是代
筆一天，又不知小說的情節如何發展，就只
能寫些不痛不癢的廢話，讓原作者可以不理
會這些廢話接回原來的情節。

鬼影槍手隨想隨想
國國

周麗淇主演的TVB
新劇《再創世紀》正

在熱播，與此同時，她又改名了。
她出道時用的是原名「周麗
琪」，至第二套電影《玉女添丁》
時，開始用藝名「周麗淇」，不知
是否改名帶來好運，她憑此片獲得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自此
星運甚佳，她改名似上了癮，最近
為《再創世紀》宣傳，她又由「周
麗淇」低調地改成「周勵淇」。
「周麗淇」已沿用了17年，何以
有改名念頭？她解釋改名發音一樣
的「周勵淇」是因為「勵」字有
「勉勵」的意思，希望新名可以為
大家帶來更多正能量、幫助營造良
好社會風氣，又指自己想透過
「勵」字提升自己層次。曾與周麗
淇年代的她合拍《玉女添丁》，她
愛笑、率直、親切，人緣甚佳，與
戲中各人成為朋友，我與她亦談得
來，喜見改名周勵淇的她在《再創
世紀》中，演技更上一層樓。
近年她轉攻內地發展，在內地劇
《臥底》中表現出色，獲「2015江
蘇電視頒獎禮」頒發「最具人氣女

演員獎」。
改名為她帶來事業，亦帶來不少

桃花，但未有帶來有緣有分的戀
情。入行之初，她曾與一位製衣廠
太子爺 Jordan 拍拖，未幾分手。
2006年與鄭嘉穎合作《天幕下的戀
人》拍出愛火花，半公開戀情，常
以情侶檔姿態出席活動，但四年後
分手。
之後與紗廠太子爺Eric拍拖，結果

分手收場。及至返內地拍電視劇，
跟同劇的徐正曦發展姊弟戀，最後
無疾而終；之後又傳她戀上傅程
鵬，又不了了之；此外，又有指她
與內地香煙品牌高層拍拖，是真是
假，她沒回應。
桃花雖旺，但仍是單身的她十分

享受現狀，她覺得單身沒任何包
袱，反而擔心太習慣單身，他日有
人管的時候會不習慣。經歷多段戀
情後，她認為女人不可以靠男人，
要趁年輕努力工作賺錢。她明白感
情急不來，所以一直抱隨緣心態，
反而是身邊的朋友替她擔心，不時
為她介紹男友。且看再度改名後，
會否帶來好姻緣。

周勵淇兩度改名

生活中，我們常常被灌溉
「要更努力，時刻增值自己，

一定要成功」的理念。比如，每天要早起，抓
緊每分每刻等等。我們常常壓抑着內疚的情
緒，去逼自己維持在無趣的狀態下。如果我們
不想盲目跟隨，就要好好想一想，我們的哪些
負面情緒，是因為盲目內疚而產生的。
長期的內疚感，會在我們的潛意識裡製造出

主觀臆斷，繼而引發出意外、疾病等這種災
難，由此導致我們情緒崩潰，失去了活在當
下、感受愉悅的那一份心。
而當你仔細研究及探討之後，你會發現，基
本上所有疾病，皆因負面情緒而起。情緒狀態
差，影響免疫系統，人就容易生病。負面情緒
影響了太多人，或許你該反思，是否包括你自
己。我們為什麼會內疚、會自我責備呢？其實
就是因為單純和無知。小時候，每件事的對
錯，都是大人告訴我們。但當我們有了自己的
思想，有了自我分析的能力，就不能再盲目相

信別人。事情的對與錯，我們應當深入探討，
理智分析，而不是只聽別人的判斷。
避免盲目內疚，這需要重新醒悟。如何醒

悟？意味着我們要把大腦裡相信並接受了的定
律，進行重新思考、重新察覺。想一想，哪些
規則是自己盲目設置的？就像世界重新洗牌，
我們要有意識地重新選擇、重新設置和規劃。
放下內心包袱，方得以醒悟。解除那些條條框
框的綁架，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有人說，保險業就是利用我們的恐懼，來讓
我們消費。且不議此言的對錯，但我們應該有
所體悟，生活中一些信條，是不是別人設下利
用我們、操縱我們的圈套？當然，這裡並非否
決保險業。我只是希望我們都能理智分析每件
事的每一面。
放下內疚的包袱，無須懼怕。當你真正透過
內心，直面自己的無知，你會由此豁然開朗。
是的，當我們解開一切負面情緒，將一個個無
知的自我定義和規則拆解，放下社會設置出的

一個個謊言，解除一切負面的自我方程式，我
們就會愈來愈輕鬆，心底會生出喜悅、靜謐以
及愛。我們的內心變得充盈、強大，人生也由
此變得詩意。
可是，多數人不敢審視自己的內心，企圖從
外界尋找答案來填補。然而，真正的喜悅、充
實，是要從內心尋找的。古今中外所有偉大的
導師都告訴我們：向內看去尋找答案。正如耶
穌所言：向內看尋找答案，答案會讓你重獲自
由。向內看，也許一切沒有那麼糟，沒有多少
事情值得內疚。當你向內看時，你就會發現，
所有被外界稱為壞事的事物，其實只在我們內
心最表層。而當我們真正放下它們之後，收穫
的將是喜悅、淳美。
當你感到內疚時，好好問自己，是否盲目判

定對錯，而讓自己倍受煎熬？這不是自我虐待
嗎？如果讓別人為我們的人生設下定義，來讓
自己傷心難過。這不是更愚蠢嗎？請記住，放
下內疚的包袱，你的人生能走得更輕鬆。

放下內疚的包袱

曹植墓前懷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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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孫西博士
謙稱自己是一
名廠佬，但提
起國慶喜形於
色。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