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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
南飛雁的那種纏綿不絕的叫聲，秋夜裡或正
午聽到，如同張愛玲深夜裡聽到軍營的喇叭
聲，「幾個簡單的音階，緩緩地上去又下
來」，一下就能擊中心弦。

一條小路，銀溪樣地流去；兩棵小白楊，
生出許多黃葉子，瑟瑟抖着，彷彿天剛亮。
稍遠還有兩棵樹，一個藍色，一個棕色，潦
草如中國畫，只是沒有格式。看風景的人像
是遠道而來，喘息未定，藍糊的遠山也波動
不定。因為那倏忽之感，又像是雞初叫，蓆
子嫌冷了的時候的迢遙的夢。
這是張愛玲對油畫《南京山裡的秋》的描

述文字，感觸、顏色、聲音，還有「冷了」
的觸覺，更有她的幻覺、迢遙的夢，都活在
裡邊。張愛玲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
淨、淒清。言語如行夜車，斷斷續續，遠而
淒愴。我想，那迢遙的夢裡，一定也高飛着
排成「人」或「一」字的雁陣。

宋人蔣捷有曰：黃花深巷，紅葉低窗，淒
涼一片秋聲。豆雨聲來……閃爍鄰燈，燈前
尚有砧聲，知他訴愁到曉，碎噥噥，多少蛩
聲，訴未了，把一半分與雁聲。
雁聲，佔去了秋聲一半。
我在兒時的鄉下，看到滿地野菊怒放，看

秋後的螞蚱倏地竄起老高。最迷戀的是，仰
頭看天上的雁陣，像看室外電影一樣，目送
牠們一點點遠行，聽着牠們的叫聲愈來愈
遠，我的心緊了一下，突然有了穿透雲空般
的屬性。
單純倔強中有美，謙卑而身體力行中更有

美。此時此刻，讀大雁，牠們如倒映在秋水
中的水仙，抑或一個個背劍徐行的俠客，自
覺自恃，卻不知牠們這般之美，會令人動
容。躺在秋夜的床榻，彷彿看見淡淡的星光
照着牠們的身影，前面恍若斷崖之後的藍色
海平面，心如平鏡。
這個時候，大雁已越過了一個又一個山

巒，一片又一片收割後的田野，陽光更近地
投射到牠們身上，生命與秋空的聯繫如此緊
密。即便精疲力竭，前面是死亡，也不要掉
隊。雁南飛，牠的主題意義就寫在那裡，寫

在如同電影銀幕的雲空之上。不管別人怎麼
看，或者自己如何探測生活，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一個人要像大雁那樣，用一
種真實的生活方式，認真度過跋涉中的困
苦，度過困苦中無法停止下來的那些時間。
熬過一關又一關，你就知道自己如何面對生
活了。
深秋，去聽大雁的叫聲吧，我總以為，那

「嘎、嘎」、「伊啊，伊啊」的聲音是世間
最美的音樂，是最深邃的人生哲理課。

天冷了，樹變瘦了，稻田顯露了大地的顏
色，高粱地裡只剩下了茬子，黃昏或傍晚的
冷雲在醞釀着秋雨，正是「八月初一雁門
開，鴻雁南飛帶霜來」的時節。「帶霜
來」，是一種肅殺氣候的開端，像大部隊的
撤退和轉移，留下了很多空寂，也留下冷冷
的詩意，在滿天地裡鋪開了。
落葉滿地，秋進入了煞尾階段，空氣中漂

浮着明淨、高遠和悠深的氣息，這種氣息與
澄靜的湖水融為一體，與廓遠的田野心神相
合。天空與大地之間，理性遠大於感性，你
是你，我是我。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草甸上，
聽離開西伯利亞家鄉的大雁的叫聲，覺得牠
們好辛苦，又很偉大。
在我的家鄉曹妃甸濕地，可以見到在這裡

作短暫休整的大雁，雖然牠們只是短暫停
留，但牠們帶給人無盡的遐思。以待經過食
物的充分補充，再次飛起，牠們還是那樣熱
情十足，用號子般的叫聲給同伴鼓舞，幾十
隻、數百隻，甚至上千隻彙集在一起。

大雁真是了不起，牠們懂得物理學。加速
飛時，牠們把隊伍排成「人」字形，以最省
力的方法行進。省力了，卻不能默默飛，要
造一種呼朋引伴的氣勢。利用耳朵點燃心
情，十里八里之外，雁陣都能聽到行軍歌那
不斷綻放的聲音。牠們識得智慧、互助和合
力的內涵，高曠的風不斷跑來，拂過一隻一
隻的雁翼，把雁的仁愛撒落一路雲空。
「頭雁」是雁陣的靈魂，在「飛越、飛

越」的呼喊聲中，雁一隻又一隻，悄然展
開，如一章章無盡的詩篇。在「人」字尖上
飛動的「頭雁」最費力，牠用翅膀尖的扇動

為後面的大雁帶起一陣風，從下面往上面
送，這陣風依次傳遞下去，能把後面的小雁
和老雁輕輕地抬起來，這樣小雁和老雁才不
會掉隊。
雁陣這種節省體力的方法，讓人深深感

動，轉而淚眼模糊。而「頭雁」是沒有那陣
風能利用的，牠是創造者不是享受者。為避
免疲勞，遷徙中的雁陣會不斷更換「頭
雁」。一旦雁陣整體減速，隊伍便會由
「人」字換成「一」字。

每次，看到雁陣排着隊飛過，我就會聽到
大雁的那魂牽夢繞的叫聲。那時，我心裡又
是一緊，然後慢慢舒展開來。啊，大雁的氣
場真好！在枯燥的日子裡，能聽到大雁的叫
聲，心裡能陡添一重力量。

大雁是極為守時的禽類，深秋的風一吹，
牠就開始把遷徙的夢變成現實，引三朋四
友，讓人來聽風數雁，這本是一場生命耐力
的舞台大表演。
——這樣的聽雁，周遭靜，純粹的靜，靜

靜地聽，靜靜地看，靜靜地默數。那是凝露
冷歎的聲音，草葉枯萎的聲音，寒風旋轉的
聲音，偶爾會有一聲蟲叫的聲音出現。而最
清、最涼、最勁的聲音，綻放在高空，那是
雁陣。
心中又湧起了莫名的感動，雁是秋天的胡

琴，胡琴是南飛的雁。歲月裡還有什麼聲音
能夠這樣美？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閉着眼
聽，在心裡畫一種境界，風吹過，髮微動，
雁是我內心的藝術。能陪我來聽這場雁的藝
術表演的，是心。
聽父親說，大雁南飛是一種洗禮，也是一

種摯愛。在南飛的過程中，大雁的愛情尤顯
堅貞。雁陣裡很少會出現單數雁，大雁一生
從不獨活。一隻母雁若在半途死去，另一隻
公雁也會自殺或鬱鬱而亡。我聽大雁的叫
音，有時會聽出那聲音裡的淒楚，或許是單
雁不遠飛吧！雁在，愛才在，懂的，深深懂
的。
秋空出奇地靜謐，然後是雁聲穿越而來，

蔚藍而又澄明。情依依，霜淡淡，萬水千
山，用心靈來聽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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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質疑中前進

人到中年，官運
亨通，去年才晉升

為正部級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曉松
不幸墮樓身亡，噩耗傳來，眾人皆
震驚難過不已。
傳說鄭主任是因抑鬱症而墮樓。
鄭曉松曾在香港跟隨姜恩柱主任工
作了一段日子，熟悉香港，在港人
脈很廣。印象中他是個謙謙敦厚的
君子，他的奮鬥和努力令他在不同
崗位節節上升，成為正部級官員的
他，驟然發生不幸事件，實在令人
嘆息不已。令人想起很多年前的著
名歌手張國榮也因是在盛年墮樓身
亡，傳說他也是因抑鬱症而墮樓。
其實，人的情緒極易受外在環境
影響喜怒哀樂，我們應該珍惜眼前
一切，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鄭
曉松主任的不幸令他的朋友們非常
惋惜難過，期望他好好上路，在另
一個極樂世界幸福快樂，更希望鄭
主任的家人節哀順變。
時值深秋，寒露剛過去，又到霜
降至。在內地天氣已漸冷。樂觀豁
達的芬姐，在此時節感嘆「悲秋
風」，因為近日想起她的故人相繼
離開這個世界，情緒不由得悲傷。
芬姐想起數十年前，她在九龍西貢
別墅的鄰居，是電影大俠岳華及電
影明星恬妮。岳華伉儷十分和藹可
親，毫無明星架子，偶爾在他們家
裡傳出洪亮的樂聲。岳華喜歡自得
其樂，其後他們因移民加拿大而要

將屋賣了。
雖然岳華並不是大富豪，但是他
盡己所能，獻出自己的力量為加拿
大影業人士作貢獻。岳華對恬妮的
愛，專一如故，在娛樂圈內也是不
可多得的君子。而今噩耗傳來，年
僅76歲的岳華因病逝世了，愛護他
的影迷永遠懷念他！芬姐由衷祝福
恬妮節哀順變。
芬姐是連續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與他共事多屆的政協常委、地產商
郭炳湘先生，在北京開會時相互學
習。郭炳湘常委在香港也有時會邀
請相熟同事聚會。郭炳湘常委主理
的尖沙咀帝苑酒店，其中一間意大
利餐廳十分著名。在該餐廳30周年
時，他邀請了一班朋友聚會慶祝，
芬姐至今仍難忘當晚的情景。芬姐
又記得在上世紀90年代一個聖誕
節，她與先夫吳多泰博士到加拿大
慶祝生日，真是有緣，在頭等艙的
吳氏夫婦與郭炳湘毗鄰而座，晚間
芬姐與夫婿呼呼入睡，半夜醒來郭
炳湘仍在燈下整理閱讀文件，並未
休息，可見郭炳湘當年是一個何等
熱心工作的新鴻基主席呢！
遺憾的是，他的家財料有千億，

一生卻歷盡坎坷，可能也是由於精
神憂鬱不快，因中風及腦部嚴重出
血而逝世。聞說郭炳湘先生將在11
月1日於中環一間教堂進行安息禮拜，
芬姐衷心祝福郭炳湘先生在天國安
息，郭炳湘夫人及家屬節哀節哀。

一位出身自嶺南畫派世
家的荷里活明星司徒頌曦

（Hayden Szeto），在他身上閃耀着兩大亮
點，第一，種族認同，回歸中國（香蕉回歸
木瓜）；第二，奮鬥不懈，力爭上游，勵志
的陽光燦爛故事（在殿堂級的夢工廠，活出
不一樣的天空）。
司徒頌曦自認遺傳了家族的繪畫天分，

但他性格活潑好動，不能坐定下來跟隨父親
司徒乃鍾習畫，小時候就喜歡父親帶他到戲
院看電影，看到一個個大銀幕上的英雄人
物，令他心神嚮往之。
中學時期他在校園表演一齣自編自導自

演的話劇，突破自己見到陌生人害羞、緊張
的心態。那一次台下觀眾熱烈的回響，令他
十分鼓舞，他決定人生的方向就是要到紐約
報考演藝學院，做一名真正的演員。
他在加拿大溫哥華出生，那裡有很多的

華人，華人的志向，都是做醫師會計師律
師，而他卻想做一名藝術家。司徒頌曦認為
在演員的世界裡，他可以做醫師律師會計
師，或者任何一個角色。
美國洛杉磯天氣好人人漂亮，生活像個

萬花筒，多彩多姿極具吸引力，有些人千里
迢迢跑到荷里活追夢，最後迷失了自己！他
卻沒有浪費一分鐘，他把做茄哩啡角色賺來
的錢，投資去做一個好演員，不拍戲的時
間，人家去玩，他躲在家裡看戲學戲。他看
電影要看兩次，第一次是以行家的身份看，
看演員的表演，看技術的支配，第二次才是
以觀眾的眼光來看戲。他說，初入行時去試
鏡，卻經常沒有下文，有時候還要自己貼錢
演戲，角色少，即使有戲分隨時卻有被抽掉

的可能。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我對這
句話的理解是，你要把苦都吃透了，還能堅
持下去，不退縮，不逃避，勇於面對困境，
你才能有機會成功。今天的司徒頌曦片約不
斷，近期有八套戲在手，剛剛拍完三套電
影，還有電視劇，他有荷里活最有影響力的
經理人，替他定下一個長遠的計劃，去摘
星、去追夢、去邁向成為荷里活一位亞裔巨
星！
司徒頌曦有個願望，他希望他的成功可
以成為美加華人的一個好榜樣！例如林書豪
的成功例子，影響了很多華人都熱衷打籃
球。近年有一句話「既然他可以，為什麽我
不能？！」激勵人心的氛圍充斥着美加華人
地區。今年暑假上畫的《死亡遊戲︰Truth
or Dare》（Truth or Dare）他是戲裡其中
一位男主角，陽光帥氣。這個明星來自藝術
世家，卻走出另一條有別於家族藝術的道
路。祝願他繼續為華人爭光！做個好榜樣！

荷里活明星司徒頌曦
廖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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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資深藝員岳華離去，圈中人
稱的華哥，除了演技精湛外，兼有人

緣。看李純恩寫岳華往事，最心繫的女兒嘟寶，嫁往
美國生活，對他簡直是晴天霹靂，送機回家路上哭
了，回家又不肯上樓睡，太太翌日見他在樓下的沙
發，背影還在抽搐，岳華對女兒的依戀，不難理解。
這讓我想起早年岳華、恬妮夫婦跟傳媒朋友吃飯，

他們把七、八歲的嘟寶帶在身邊，這個嘟寶活潑好
動，席上團團轉，不停把父親衣服鈕扣又開又扣，頸
巾扯上扯下，又把父親的頭髮撥弄成一團草，形象任
由孩子「創作」把玩，岳華全程樂在其中。
岳華當年是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明星形象很是講

究，面對傳媒朋友，他親子親到不拘一格，愛女如
此，惟有慈父。
父親對女兒的依戀，見諸於移民家庭尤甚。有位朋

友在澳洲定居，專業人士生活簡樸，數十年生活圈子
都是一家三口，獨生女兒長大了，工作需要搬往鄰埠
獨居，簡直要了父親的命，一家三口突然變了兩老相
伴，很不習慣。這位慈父，不嫌車程路遠，開車接送
女兒上下班；有時趁女兒上班，到其家中打掃，有次
心血來潮，買了一些水果上去，女兒回家看到，不解
父母心，竟然大發雷霆，指摘父親沒得她同意入屋，
是侵犯了她的私隱。朋友經此一役，只能偷着打掃，
不敢再買什麼東西，他說，就是怕女兒從此沒收他的
屋匙，孩子還在視野範圍之內，還是有福氣的。
移民家庭長大的孩子，接受西方教育，滿腦子人

權、私隱，對父母亦然；可父母還是中國人的腦袋思
維，孩子是他的命根，是他一輩子的感情所繫。
身邊不少朋友的家庭，孩子開枝散葉之後各散東

西，有的嫁到地球那邊端，有的就業世界那一方，一
個家庭一分為三，父母還能跑動，主動見多幾次面，
父母跑不動，就只能被動等待團聚；如果一個家庭開
枝散葉後還能共處一地，那真是要好好惜福了。

惜福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朋友網上傳「減
油鹽糖健康歌」，

主題勸人為了飲食健康，戒鹽戒糖
戒油，本來相關常識早已老生常
談，至少有十幾年耳熟能詳了，但
是說到口乾舌燥，未必有人會聽得
入耳；醫學團體那麼積極譜成了流
行曲，音樂好，唱得好，製作如此
認真，存心打救世人那點精神，真
是可嘉可敬！照理應該聽歌一次，
總勝過口頭苦勸千萬次。
話是如此說，不知耳朵是否能抵
抗得住眼睛的誘惑，這就得考驗一
下今日城市人的飲食習慣了，當電
視上的美食節目日日排山倒海般湧
現出來，照節目主持人的烹飪指引
之下，你以為下廚的老媽子還會手
下慳油慳鹽？主持人說「少少
油」，少的分量，煎塊豆腐，三湯
匙油，炸幾隻蝦，落半鍋油，這就
是美食「少」的標準。
餸菜上碟後，還少不了再來一次
菜上加油，美食主持人沒有刻意忽
視你的健康，她也有難言之隱，幕
後監製已先告知，節目出鏡，色香
味以色為重，主要弄得好看，菜式
的「油」，等同劇集主角脂粉油
彩，一點油，一點光，多點油光，
熒幕上熒光四射才好看，美食節目
從來不會教人清水灼白菜，大家明
白了吧！

食肆亦然，少油？端出來的菜
式，黯然憔悴，你為他的健康着
想，食客也不買賬。食客提議乾炒
牛河少下點油，店員也面有難色，
不怕老闆看到那碟牛河看上去乾癟
責怪廚師有失店譽嗎？
再說，食肆少鹽少油也不免順得

哥情失嫂意，筆者女友中，有兩個
飲食極端派，Ａ吃豉油雞都要蘸豉
油，Ｂ吃白切雞都先浸過白開水。
少油少鹽，除非自己親自下廚不
可，可是香港連無火煮食爐都不用
的職業婦女多的是，食肆中開啟手
機聽罷有心人的減油鹽糖健康歌，
只好自我祈禱保佑腰圍別再多增幾
吋了，此之所以這麼多年，滿城都
見多喝了十二羮糖珍珠奶茶的真豬
和滿肚五花腩肥肉的中坑胖女，還
不是拜「美」食所賜！

「美」食偏多油鹽糖

有一本小說的名字叫《我有
故事，你有酒嗎？》。作者關

東野客在書裡記述了他在每個城市裡生活的片
段和他在旅途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
在他的記述裡能看到別人的人生風景，讀起來
相當有趣，據說讀者很多是老齡人。
我和我的表嫂親如姐妹，又都喜歡讀書，相
約聊天的時候，她便時常會俏皮地用上關東野
客的書名《我有故事，你有酒嗎？》，表嫂在
老齡機構工作，從她那裡能聽得一些關於老人
的話題以及各種老人的故事。
老人的故事多數聽來都會令人心酸，尤其是

我等已過不惑之年，正走向知天命的路上，亦
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自己的老年。
大抵沒有人是不怕老的。
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見到身邊多數四十歲

左右的女子，面色晦暗，皺紋叢生，穿着打扮
亦是灰暗，看着毫無生機，言談中除了老公便
是孩子……當時悄悄地下了決心，等我活到四
十歲的時候便要自殺，不要自己變得那般老

態、醜陋，絲毫沒有存在的價值。結果到了四
十歲，知道了四十歲也能活出二三十歲的容貌
和心態，儘管眼角也有了隱隱的皺紋，卻早沒
有了自殺的念頭。
現代醫學昌明，也有為數不少的怕老的女

子，尤其是影視明星到美容院去進行所謂的微
整，打一臉各種名目的美容針，看似容光煥
發，實則把自己整成了一張殭屍臉，連正常的
表情都變得生硬無比，一旦停止「美容」，那
張臉不但失去了原本的自然，甚至把原本的容
貌變得醜陋，連後悔的餘地都沒有。
男子裡怕老的不去美容院，他們有別的方式

尋求「不老」。許多年紀大了的男子為了證明
自己的「不老」，便一意在年輕的女子身上獲
得身心的平衡，在家庭之外擁有一個年輕的
「女友」，彷彿就證明了自己亦是年輕的。結
果家裡家外地一番折騰下來，暫時「年輕」過
的男子多是疲憊不堪，亦狼狽不堪，卻更老
了。
我的外婆年輕的時候是個精緻的美人，跟隨

外公在鄉下生活，鄉下農活繁重，生活也較為
艱苦，卻沒有讓她變得粗糙，她依然保留了自
己的講究，把粗茶淡飯的日子過得整潔有序，
保持着過往的精緻和美好。
外婆到老的時候，路都走得不利索了，還是

一身乾淨的舊布衣衫，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滿
面皺紋，眼神清亮，淡定從容，她不覺得自己
是個老人。外婆在睡夢中離開人世，走得也很
自然。
前些日和朋友們談起畫家黃永玉，黃永玉先

生已經九十多歲，據說他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從
德國買了一架馬車，自己駕着馬車在公路上疾
馳，九十歲了還開着法拉利跑車帶着孫子到處
跑。黃永玉先生從不畏老，他戲稱自己是「老
小孩兒」，這個特立獨行的「老小孩兒」，即
便是提到自己的「老」，亦提得與眾不同，他
到了九十歲，才潑墨揮筆在宣紙上寫下「世界
長大了，我他媽也老了！」把自己的「老」承
認得大氣磅礡而又從容。
老不可怕，難得的是老亦從容。

老亦從容

像看電影一樣目送雁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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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曲只應肥港有。 作者提供

■今天的司徒頌曦在荷里活片約不斷，
利用一個星期的假期回來看看父親司徒
乃鍾。 作者提供

■港珠澳大橋已正式通車。新華社

翹首以待的港珠
澳大橋終於通車，

特首林鄭月娥在開通儀式致辭中說
了這樣一段話：「港珠澳大橋不單
是『好用』，也是『好看』的基
建，尤其是坐飛機訪港的海內外人
士，在飛機降落香港國際機場之
際，無論日夜，都會被這座大橋的
宏偉形態吸引着，為香港的城市魅
力增添風采，也加強了人們對粵港
澳大灣區前景的期盼。」
這段形象化感言比客觀的硬件陳
述更能引人共鳴，也是常坐飛機者
的切身 體 會。其實，且 不 說 像
這 座 把三個特區城市連結、屬世
界上最長的沉管隧道及世界跨海距
離最長的橋隧組合公路，即使在飛
機徐徐降落時 俯 瞰 而下，看 到
熟悉的城市夜燈，也為孤獨而行
的人帶來剎那的興奮，何況這麼宏
偉的國家級工程！
大橋開通了，不但方便了人們出
行，也成為「現代世界七大奇景」
之一，對地區經濟發展和民間交往
起促進作用，至於花巨額公款建立
大橋是否值得，留待歷史評說吧。
這座大橋的興建在社會上惹起不
少爭議，除了極少數「陰謀論者」
外，主要涉及工程造價（比如超
支）和公帑運用問題，這跟港鐵超
支情況相似。但無論如何，對一般
市民來說，大橋除了方便，還令人
對這個地區多一點歸屬感。
其實，任何大型項目乃至創新設
想的提出，最初都難免遭到質疑和

反對，因為一般人掌握資訊不多，
也沒能力和視野作出判斷，這需要
政府做教育和說服工作。
時值電影《登月第一人》正在上
映，導演雖然把重點放在登月主角
尼爾岩士唐（Neil Armstrong）－
這個「第一人」身上，而不是對整
個登月計劃及其相關細節的描寫，
在「人類一大步」和「個人一小
步」之間傾斜於後者，但在過程中
仍難避免觸及「阿波羅十一號」這
項被視為人類探索外星的壯舉。
當年，從甘迺迪總統在美國國會提

出到火箭發射前夕，都有抗議聲音，
包括電影中有黑人饒舌歌手抨擊政府
花巨款登月不理民間疾苦的片段。然
而，當年的登月成功對美國而言，不
但在跟蘇聯的太空競賽中奪回主動權
而振奮國民之心，也促進了多個領域
的技術進步，並在諸多方面改變了美
國乃至全球居民的生活。
然而，質疑或反對之聲也並非完

全不可取，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提醒
執事人和決策者，並構成壓力，考
驗決策者的決心、魄力和智慧，有
沒有充分的準備，也在項目推動中
起監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