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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花六百億抗衡「一帶一路」
美國參議院10月初
通過法案，調整向外

國發展項目貸款方式，並設立新機構
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將美國為全
球基建項目提供融資的規模增加一倍
至600億美元，主要對抗中國靠着
「一帶一路」日益增強的影響力。這
筆貸款主要用於能源、港口、食水供
應項目。
美國現在開始重視「一帶一路」，
可以說是迷途知返。2014年的時候，
美國說，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損
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要求盟友不要
參加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結果除
了日本之外，沒有一個盟友聽從美國
的命令。現在參加亞投行的國家已經
達到87個。股本已經超過2,000億美
元。美國現在相當孤立，左右思量之
下，發現了全世界國家都希望運輸交
通系統、電力供應系統、互聯網系統
互相連接起來，實行世界經濟一體
化，美國不參與什麼生意也做不成
了，特朗普怎能夠使美國再強大？
最近美元匯率大升，美國國內的生
產成本因為要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關
稅，大幅度提高，美國所生產的很多
商品和機械的價格已經高出國際價格
的百分之五十，展望出口的前景，保
護主義策略和單邊主義，是沒有前途
的。
最近，美國大力向印度推銷先進的
飛機和導彈系統、核發電系統，所報
出的價格毫無競爭力。結果，印度向
俄羅斯購買六個核發電站、俄羅斯戰
鬥機和S400反導彈和狙擊對方敵機的
導彈系統。美國在這個時候制裁中國
解放軍購買俄羅斯武器，本來是企圖
利用這個新聞嚇唬印度政府，迫使印
度幫襯美國。
但是，美國的設備實在太昂貴了，
印度認為俄羅斯的產品又便宜又正，
對於美國的制裁再也不怕，美國被印
度政府弄得灰頭土臉之後，發覺要提
供一個出口信貸，才可以幫助美國推
銷產品。

2015年4月20日，前美國財政部長
亨利．鮑爾森（奧巴馬的財長）接受
訪問時說道，美國在亞投行的問題上
犯了錯誤，應該表達想與中國合作，
向亞投行在國際標準上提供想法和支
持，以觀察員身份加入也未嘗不可。
面對着11月的中期選舉，特朗普相當
擔心自己會完全失去了美國跨國大公
司的選票和捐款，所以豉油撈飯，整
色整水，表示會幫助美國大公司爭取
「一帶一路」的生意。但是600億美
元，可以說是濕濕碎。
亞投行的資料顯示，根據測算，
2015年至2030年，亞洲新的基礎設施
需求將達到38萬億美元，平均每年的
資金缺口在1.4萬億美元。特別是亞
洲國家大家都想興建港口，把自己的
產品融合到這條國際性的經濟通道裡
面，乘搭中國的順風車。中國今天的
政策大幅度減低關稅，舉行進口博覽
會，每年要進口1萬億美元的各國產
品。特朗普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幅
度增加關稅，對有貿易盈餘的國家喊
打喊殺，又是制裁，又是恐嚇，什麼
客仔都被他嚇跑了。妙就妙在，特朗
普說一定能夠打贏這場貿易戰。憑什
麼贏？看來美國多數人並不相信，美
國企業更加不相信。
600億美元的抗衡「一帶一路」信
貸基金，暴露了特朗普的口硬心軟，
他要順着中國的方向走。說實在話，
有了出口信貸，商品是否推銷得出
去？美國的製造業已經缺乏競爭力，
美國所有港口的貨櫃碼頭自動運作機
械、疏浚港口機械都是購買中國的，
美國的核電站出口，已經有20年沒有
交易，今天中國和俄羅斯的核電站，
比美國的更加安全，更加便宜了。
如果共和黨11月中期選舉輸了，他
們又會說︰「中國干預了美國的選舉結
果。」所有這些問題，其實都是美國政府
的貿易政策和工業政策走錯了方向，
並發動貿易戰爭所造成的。「輸了選
舉就賴地硬」，謠言被拆穿了，特朗
普變成了豬八戒照鏡，裡外不是人。

大幕拉開，一座兩
層的英式小樓，尖屋

頂，長方形的窄窗戶，玄色木地板，
一樓是客廳，由旋轉樓梯上二層樓和
頂層，旋轉樓梯中間有一棵兩人合抱
的大樹。
時值夏秋之季，陽光透過深綠色的
樹葉，映得滿地斑駁，一片寧靜幽
雅。這是人藝六十年慶典話劇《甲子
園》的佈景，是朱旭、藍天野、朱
琳、鄭榕等人藝第一代功勛演員參演
的《甲子園》。此情不再，只待追
憶。
這個場景不是我憑空擬造，來自我
親身經歷的兩座房屋。
其一，是我居住過十年，坐落在北
京市東總部胡同路北的居所。這裡曾
經是中國第一任人民代表大會副委員
長史良的故居，七君子曾經在這裡秘
密開會，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成立全國各界救
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建
立統一抗日政權。國民黨以「危害民
國」的罪名，逮捕了這七位救國會的
領導者。
1937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開庭

公開審理。那一天，法院門口擠滿了
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宋慶齡
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
高等法院的信件，直赴高等法院請求
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同坐牢。在聲勢
浩大的全國人民反對聲浪中，國民黨

當局被迫將七人釋放。
其二，與宋慶齡有關。廣州中山大

學校園內有一座兩層的美式小樓，名
為黑石屋，有近二百年歷史。1922年
6月 16日凌晨，孫中山得到粵軍通
知，粵軍部隊將炮擊粵秀樓總統府。
情勢危急，宋慶齡顧全大局臨危不
懼，若同孫中山一同行動易被發現，
堅持留下來掩護孫中山撤離。孫中山
不得已答應先行。孫中山避過叛軍，
終於到達黃埔登上永豐艦。孫中山離
開半小時後，炮聲四起，陳炯明部隊
向粵秀樓發起進攻。宋慶齡當時身懷
有孕，在朋友掩護下，逃避到中山大
學這座黑石屋，在這裡躲避過叛軍的
追殺。
兵變之後，孫中山離開廣州到上

海，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蘇俄的幫助，
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治
國大計。
這兩所房屋記錄着不平凡的歷史。

我曾經孤身一人在此兩處房屋居住。
每當夜深人靜，樹影在風聲中搖曳，
會動的影子，撒在玄色地板上，撒在
我的床上、身上，如影隨形，我覺得
古老的房屋要和我講話，向我述說曾
經的過往，要我做些什麼。
我把它們要說的想出來，記錄下

來，用我劇本中的人物說出來，通過
幾位飽經滄桑的表演大師的口說出
來。他們為我筆下的文字注入生命，
我用筆記下生命的刻痕。

日子過得很快，
不經不覺，個多星

期的紐約旅程又結束了，但這一次
真的充滿驚喜。其實我覺得人大
了，很想多點時間跟家人見面，當
然也要努力工作賺錢、生活才可以
實現這個夢想。而且因為每次回加
拿大及美國探望家人，最辛苦便是
乘搭飛機的過程，就算選擇直航班
機，也要乘搭十六個小時才可以到
達，當中的辛苦過程相信很多人都
曾經感受過。
雖然每一次乘搭飛機去探望家人

的時候，腦海裡面充滿着到達目的
地，便可以看見家人，展開非常愉
快的旅程，每當想到這點，便用再
辛苦也不緊要來安慰自己。但自己
這一次一個人乘搭飛機，沒有家人
的陪伴及傾談，所以只好在飛機上
不停睡覺、吃東西而已，好不容易
過了十六個小時的飛機航程。
話說第一天到達紐約甘迺迪國際機

場，心情已經非常興奮及期待，因為
已經有兩年多時間沒有跟母親見面，
原來他們也給了我一個驚喜，當我取
了行李準備步出機場禁區的時候，看
見我的母親、二家姐、姐夫及外甥仔
等待着我，而且我姐姐更手持一束紅
色的玫瑰花送給我，好像我從來沒有
這樣在機場收花的經驗，而驚喜就是
我這麼多次去美國探望家人，我的母
親從來沒有來接過機，因為通常她會
在家準備食物，待我們回家後可以享
用。
但這次竟然看見我的母親也來接

機，感覺他們真的非常歡迎我這一

次的到來。當然我們一見面先跟各
人來個擁抱，然後便展開我姐姐一
早安排好的行程。
其實未出發紐約之前，我的家姐

已經把這九天我在紐約的行程都安
排好了，包括跟一些親戚見面飲
茶、跟一些粉絲見面、在家舉行燒
烤派對，還安排很多美食，因為母
親經常也會把最好的給自己的兒
女，而我兩年多沒有去探望他們，
所以她拿出了很多珍饈百味烹調給
我們吃，所以每一次探望家人的個
多兩個星期的日子，我總會增肥數
磅回港。
就好像第一天到達紐約之後，行

程已非常緊湊，我們先回家放下行
李，便去到家附近的一間大型超級
市場購物，雖然對我來說，已經沒
有什麼東西很想買，但我的姐姐很
愛惜我們一家人，特別是在香港的
兩個弟弟，所以看見什麼東西也要
買給我們，無論是營養補充劑、食
物或咖啡等等，她都說要買一些給
我們，所以我這一次帶回香港的東
西其實已經裝滿兩個行李箱。在這
裡我講一個我跟弟弟很奇怪的習
慣，可能因為我們很珍惜與家人的
相聚，所以每每家人買給我們的東
西，就算是一個超級市場膠袋，拿
回香港之後，我們也會收藏，因為
看着這個膠袋便想起家人，就好像
他們也在身邊一樣。
而這一次跟美國家人度過個多星

期的日子，感覺跟以前有很大的不
一樣，在往後的日子再跟你們分
享。

他們也給我驚喜

去過幾次澳門，覓
食的居多，順道走馬

看花式地遊覽一番，到賭場去拉拉吃
角子老虎機，總是手氣不好。然後就
帶着杏仁餅等手信返港。
大三巴牌坊當然是必然拍照留念的
地方，但以前拍的照片沖洗出來後，
只看到牌坊的大，牌坊上的雕飾塑刻
的細節是看不清楚的，不像現今的手
機拍攝，可以隨時放大來看，細節就
看得清楚了。
對於大三巴牌坊的大，自然想到確
實是既高且大，以為這就是它被稱為
大的原因，至於為何叫做大三巴？就
未曾追查過。最近朋友自澳門來，都
會送我一本《澳門》中文版雙月刊，
讓我更了解澳門的文化等事宜。像九
月號一期，便有「大三巴牌坊歷史美
藝全攻略」的專輯，讓我眼界大開，
明白大三巴名字的由來和歷史文化的
意義。

原來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教堂前壁
遺址，這座教堂建於1602年，已有四
百多年歷史了，但是在1835年時，一
場大火把教堂和附近的聖保祿學院全
燒毀，就只剩下這塊原名「天主之
母」的教堂前壁奇跡倖存下來。為什
麼叫做三巴？原來這是葡萄牙文聖保
祿的粵語諧音。至於加上個大字，清
代有位陸希言寫的《墺門記》說：
「聖保祿堂，俗稱訛為『三巴』。前
冠以『大』字，是用於區別另一座由
耶穌會所建，居民俗稱『三巴仔』的
聖若瑟修院聖堂。教堂前壁遠看如中
國傳統牌坊，故稱為大三巴牌坊。」
大三巴牌坊的浮雕非常富有東方色

彩的細節，「如刻有中文字及東方花
卉圖案、石獅形的水漏，糅合東西方
文化和藝術特色，反映了參與建造的
華人和日本人工匠，在一定程度上參
與了創作。」去過大三巴打卡的遊客，不
知有沒有留意到這些藝術上的細節？

大三巴知多少？

名伶吳君麗離世，令大家再
度記起了「八牡丹」這個組合

的稱號。
「八牡丹」是一個怎樣的組合？這個組合並
非如「溫拿樂隊」、「五月天」或Super Girls
的歌唱或樂隊組合，數人一起組織起來是為了
營生的事業。「八牡丹」原來是八位小姐的結
誼成果。若我說「影壇七公主」，你會立即明
白了吧？
不過，坦白說，在「七公主」的七位女星當
中，並非每一位都是地位超然的大明星。「七
公主」只不過是將七位長得亭亭玉立的女童星
連成一線的名號，令整件事情聽起來更有意義
而已。除了更加鞏固她們七人之間的友誼之
外，也能加強她們演出的影片的宣傳之效。
「八牡丹」卻有所不同了，八位牡丹小姐各
自的名頭可真響噹噹，當年無人不識她們的名
字。她們都是獨當一面，在自己的演藝範疇上
的閃閃大紅星。當年影圈流行結誼，但由八位
最當紅的女星結誼，可以想像是何等的一件大
事，足以哄動全港。

說了半天，到底這八位女星是哪幾位呢？
年紀最大的是「紫牡丹」余麗珍。她是馬來
西亞華人，攻刀馬旦，所以她拍攝很多古裝
劇，可以展現她的功架。我在粵語片的工作人
員名單上常常看到「編劇李少芸」，原來李少
芸編劇正是余麗珍的丈夫。
提起余麗珍，相信大部分人都會不期然地聯

想起「無頭東宮」，那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
也是很多人的童年陰影。她在某齣古裝電影中
的角色因受奸人所害而亡，兒子抱着她的靈位
四處求香，讓她吸入一千炷香便可還陽。可
是，她在最後一炷香時卻再為奸人所弄，電影
的特技效果竟然做到她頓時魂飛魄散，即將她
本身已經非常恐怖的造型分成十多片，四分五
裂。那個鏡頭同樣令坐在電視旁的我嚇得魂飛
魄散，驚慄不已。即使到了今天，我每每想起
這個鏡頭，仍然不寒而慄。若果香港電影有
「十大經典驚慄鏡頭」選舉，它最少也可獲提
名，因為它令一名小女孩自此之後不敢再看驚
慄片。
第二位是「藍牡丹」鄧碧雲。這位「萬能旦

后」甚為電視觀眾認識，因為她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的處境劇《季節》中飾演「媽打」一角，
深入民心。其實她早在數十年前已經分別在粵
劇界和電影圈享負盛名。她既能演小生，也能
當花旦。她演悲劇時賺人熱淚，在《霸王雞
乸》（我被片名欺騙了，以為是笑片）中叫人
落淚；演笑片時又叫人笑破肚皮，「萬能旦
后」的稱譽真是當之無愧。
第三位是「紅牡丹」鳳凰女。鳳凰女由二幫
升正印，壞女人變善良女主角，當時曾令觀眾
要花點時間適應「老虎變佛」的「升呢」過
程。她的一齣《鳳閣恩仇未了情》與《帝女
花》齊名，主題曲更是唱至街知巷聞。當年她
與拍檔麥炳榮在「六一八賑災」電視節目中獻
唱《鳳》劇的主題曲，是當晚其中一個最吸引
的表演節目。我常在網上重溫，百聽不厭。鳳
凰女在七十年代加入無綫，曾主持或主演《各
位觀眾，鳳凰女小姐》、《女人妙到極》和
《師姐出馬》，完全卸下大老倌的身份來娛樂
觀眾。其搞笑的伎倆足以與梁醒波匹敵，教我
看了又看，頻頻大笑。

「八牡丹」（一）

在人與動物的較量中尋找「水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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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Take 2，絕非戲言！
幾年前母親離世，偶然發現自己患病需手術及

化療，內地勞工法例更改，工人無心戀棧辛勤手作，生產環境大
不同。不論勤奮與否，守着專業多年，一點不厭，只是累，想休
息，更想全情投身旅行，繼續自由「自遊」人生。
輾輾轉轉幾個彎，從保留一半到工場按法律規定全退，更回到

新界家鄉開了個小食堂。計劃超過二十年，用上差不多一個月時
間走一趟從法國西南部跨越比利牛斯山，沿西班牙北部，主要依
靠雙腳走「聖雅各朝聖之路」，一直去到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
go de Compostela；走過這程，除了中亞細亞，塵世間意欲探索
之旅，幾乎圓滿。
時間與自己都沒停留，轉個彎，發現自己活躍最大動力來自老

本行。很多人以年齡、以工齡界別人生階段，其實最高境界乃沉
醉心愛的幹活，不作牽掛心情的投資，不問利益回報，隨心而
行，全情投入心儀諸事。本着愛畫畫的驅使，投入時裝設計學
習，多年來隨工作需要不斷鑽研，從中獲得設計之樂。
不問客觀條件、純粹為設計而設計，另加無目的地畫下畫，誠

然活到今天，發現終於進入美好時光。
內地時裝行業朋友搞大型活動，央求提供最後華麗環節的服

裝。回覆：都是工場關閉之前，起碼三數年前的作品，新設計純
粹滿足自己創意樂趣，已沒有過去與巿場並世俗華麗掛鈎的作
品……朋友央求：閣下過去出品雖云入俗眼，始終不離不棄個人
風格，如若保持乾淨整齊，縱使再用，毫無問題！
想他心急之言，但兄弟開口，

舉手之勞；為工作頻密往返香港
內地十多年，不論北京、上海、
杭州、廣州或深圳，都建立起不
少好朋友/老友記網絡，這些年不
同程度曾經協助之深，絕非三言
兩語可盡訴。
將數十套晚裝重新整理乾淨，

運到活動後台，女孩們穿上後，
不單止主事朋友，就是自己亦眼
前一亮，除非熟悉我的作品，誰
知台上亮麗風景，不過是我的一
幅「華麗倒後鏡」？（附圖）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華麗倒後鏡 發式發式
生活生活

余宜發

在地球形成後的40億年裡，曾出現多次
降溫現象，稱之為「冰期」。隨着歷史的
車輪不斷前行，到了大約一萬年前，地球
又出現了多次變暖，大量冰川融化，導致
海平面上升。洪水肆虐，使得平原上的植
被遭到極度破壞。這個時期就是冰川消融
期。食草動物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
境，只好四處遷徙。周邊環境日漸惡劣，
部分動物因為種種不適應而永遠消失在人
間世。
與此同時，原始人類開始頻頻活動。可

以說，人類的文明發展，是和物種滅絕息
息相關的。從此，冰期改稱為「冰後期」，
史稱「全新世」。我們的故事《猛獁河
谷》正是從這個特殊時期開始的。
作家劉江波推出的長篇力作《猛獁河
谷》，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動物科普小說。
前不久，我和孩子逛書店買到了這本書。
孩子看完之後推薦給我看，我認真閱讀了
一遍。感覺該書雖為兒童讀物，但它所蘊
含的生命力量，人性的反思，都深刻動
人，完全可供各個年齡段的讀者閱讀。
一萬年前的美洲大陸是什麼樣子的？原

始人靠什麼生存？他們怎樣截獲食物？肉
食為主，草食為輔？還是草食為主，肉食
為輔？原始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較量，孰
是孰非？在智慧的人類面前，動物滅絕現
象時有發生，站在食物鏈的最高層的原始
人，他們和動物之間有着怎樣千絲萬縷的
關係？
作家劉江波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學習美

洲歷史和地理，掌握了大量真實可靠的資
料。初稿之後，九易其稿，力爭真實呈現
給小讀者一個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把森
林裡野生動物之間的廝殺和鬥智鬥勇，串
成一個驚心動魄的戰鬥大畫面，令讀者沉
迷其中。
《猛獁河谷》中的猛獁是動物中的「巨

無霸」，體型類似於現在的大象，身高在5
米之上，體重超過10噸。這樣的龐然大物

卻是溫順善良的食草動物。當人類的活動
頻繁起來，狩獵成為人們的生存手段，直
接威脅到了猛獁的個體生命。
猛獁和河谷對面的蒼鷹部落，彼此相
望，互不侵犯。一次，機緣巧合，猛獁埃
塔哺育了蒼鷹部落首領的女兒阿依達，於
是，人類和動物的良性互動產生美好的情
愫。猛獁的哺育讓阿依達身體強健、膽量
過人。在蒼鷹部落的叛徒提可多數次捕殺
猛獁的行動中，阿依達充當了猛獁的保護
神。在落難中，阿依達救助了幼小的灰狼
加爾琪和兩隻雄性劍齒幼虎。人性的偉大
力量得以彰顯。
文中出現了大量野生動物之間的拚殺和

搏鬥。恐狼、短面熊、金花鼠、短尾貓、
白靴兔、響尾蛇、巨爪地獺……其場面驚
險，無一不牽動讀者神經。故事情節的進
展，環環相扣；科普資料的鑲嵌，巧妙雜
糅。讀者領略到知識的同時，隨着閱讀興
趣的加深，彷彿置身神奇的環境中，與原
始人共舞。
作者採用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

寫作手法。不經意中，埋下伏筆，關鍵時
刻，完美結合。比如，阿依達隨着猛獁遷
徙回歸猛獁河谷的途中，那隻自作聰明不
服統領的雌性猛獁蘇辛和另一頭雄性猛獁
忽然不知去向。在提可多伏擊野狼嶺時，
牠們雙雙出現，一頭被恐狼和鬣狗分食，
一頭落入了人類的圈套。再比如，短面熊
和劍齒虎的較量中，雌虎被甩出去，不知
所終。在星辰（幼虎名字）和命運（幼虎
名字）險些喪命的時候，雌虎及時出現，
帶走了一雙幼虎。一段時間之後，又出其
不意把命運送回到了阿依達身邊。種種伏
筆，不一而足。在伏筆的推動下，故事時
而高潮，時而低落，令讀者在情緒波動
中，拍案叫絕。
一萬年前的原始人與野生動物之間，劍

拔弩張，並不能和平共存。面對智慧的人
類發達的大腦，動物的慘敗不可避免。但

是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緊張關係，並非不可
調和。「水晶草」的出現，解決了人類生
存的危機，因此，原始人的日常生活發生
了巨大的轉變，由獵食動物到種植農作
物，他們無意識地完成了狩獵社會到農業
社會的文明轉變。
阿依達找到的水晶草是這個樣子的：

「那些植物像衛士一樣排列整齊，每根粗
壯的桿上都長着棒子一樣的果實。它們包
裹着綠色的衣裳，長着褐色的鬚髮。微風
吹過的時候，就像少女的髮絲在風中飄
蕩。有幾穗果實被剝掉了外衣，露出了潔
白如玉、顆粒飽滿的米粒，散發出誘人的
清香。」這些可愛的「水晶草」就是我們
現在的農作物玉米。玉米本是美洲的野生
農作物，經過了人類的培育，變成了高產
的糧食品種。原始人正是依靠玉米，實現
了他們向文明社會的過渡。有了玉米，血
腥的人類狩獵場面逐漸減少，可以說，玉
米為人類的繁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正如阿依達說的：「邁阿騰尊奉蒼鷹之神
的旨意，給我們帶來了水晶草，它可以讓
我們的族人永遠不會再有飢餓。」
狩獵社會到農業社會的過渡，是原始人

類共同的需求。新石器時代，學會種植作
物的原始人，開始蓋房定居，結束了群居
山洞的集體生活。作為萬物之靈的首席地
位，人們開始馴化一些馬、狗、羊之類的
家畜。文中阿依達所救助的小狼加爾琪，
正是人類飼養犬類的萌芽狀態。由此可
知，現代人所說的狼狗同宗，所言不虛。
馬爾克斯說：「文學就是和人類的遺忘

作鬥爭。」那麼，作家的作用就是要把遺
忘的過去找回來，用如椽大筆做內容詳實
的解說。《猛獁河谷》的價值，就在於他
找回了人類那些鮮為人知的過往，用文學
的優美語言詮釋歷史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這部小說一邊揭露了人性的險惡，一邊弘
揚着精氣神的主旨，最終正義戰勝邪惡，
作品的內涵得到了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