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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知悉「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幾句禪語，然身
在塵世的我，根本無法學道論道，更無法在
目前就達到「開悟」的境界。
武台鎮寶聖寺的始建年月不詳，依據平邑

縣境內的其他幾家寺廟推測，寶聖寺最早可
能建於北宋時期，最晚則可能建於明代。寺
廟後來被損毀嚴重，但何時損毀，被誰損
毀，已不得而知。後經幾次復修，才又逐漸
恢復了原貌。
剛到寶聖寺，還未進寺門前，在寺外我就

被這處清幽之地的植被所吸引。附近的橡樹
把谷嶺佔滿，擠得寺廟周圍的空氣清新陰
涼。大熱天，風是涼爽的，於靜處不時颳
起。寺門外正南偏西，有一棵野梨樹，約四
五米高，結滿黃豆大小的綠色果實。這些果
實尚未成熟長把形圓，看上去是硬而澀的。
寶聖寺坐北面南，門口的寺廟內，有一尊

大彌勒佛笑口常開。進廟的石階兩旁，各有
一頭石獅子把守。石獅眼神警覺，注視着遠
方，雖不怒卻威武。台階兩旁各有一排一米
多高的石欄扶手，由白色大理石雕刻打磨而
成。與寺廟火紅的牆面對比，顯得甚是醒目。寺
院右側的牆壁上，「諸惡莫作」四個金色大
字中規中矩，兩三米一個，橫排於一線，厚
實沉穩，襯以黑底，隱於樹蔭之中。不顯山
不露水地守着，字字惹眼，足以警醒眾生。

繞過那尊彌勒佛，進入寺院。正北是方池
塘，其上有座石拱橋。石拱橋的建築考究，
皆為人工開鑿的石條壘砌。表層階梯為切割
光滑的大理石板排佈，兩側護欄也是由經過
精細雕琢的石板石柱構成。走上拱橋，俯視
可見池中碧水清清，有各色魚群游弋。環視
則見寶聖寺的一方院落，甚是清幽。院內綠
樹成蔭，疏密有度。東西相對開闊，北面地
勢漸高，有座氣勢恢宏的正殿「大雄寶殿」。走
過石拱橋，沿池塘北邊向西，行十餘米，便
是一條由南向北的微微仰頭的坡道。
與坡道臨近的西院，是僧人們休息用齋之

所。我和姜兄、王兄一道，一起進入西院。
姜兄與西院的隆悟師父相熟。到西院時，隆
悟師父正在和幾位香客坐在一棵柿子樹下攀
談。佛理深奧，我並未弄懂其意，只是隨他
們洗耳恭聽。要了解寶聖寺的淵源，尤其武

台鎮寶聖寺的情況，隆悟師父推薦我們找隆
一師父，讓他引薦本村的書記為我們作詳細
介紹。
大師父不在，本地村支書也不在。我們便

在隆一師父的禪室小坐。品茶，或許也是一
種修行。我不懂佛法佛理，對茶道也沒啥研
究。大概一兩盞茶工夫，怕打擾隆一師父接
待外地來客，即出門到寺院中走走逛逛。
與姜兄相熟的隆悟師父，俗名稱「王

五」，本是附近村鎮人士。從姜兄那裡得
知，隆悟師父入寺出家前，在其鎮上名號響
亮，曾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出家前，在隆
悟師父老家的鎮上，幾乎沒有不認識他的。
那時，他創辦過自己的企業，公司規模還挺
大。至於隆悟師父為何突然出家，姜兄未提
及，我也不便多追問。第一眼見到隆悟師父
時，他給我一種超然世外之感。不悲不喜，
不怒不嗔，不苟言笑。那表情，淡然得像靜
湖之水。
出西院東門，沿坡道北上。偶遇一棵古槐。

槐樹四五米高，枝葉雖短，卻很繁茂。抬頭望
去，葉片深綠，葉子密實得有點兒擁擠。仰
望處，粗枝綠葉，藍天白雲，煞是美觀。踩
着細碎砂礫，路有些滑，再行十數米，見幾
塊兩米多高的石碑。碑文上記載了一二三期
復修聖保寺捐資人的捐資情況及復修年月。
我走馬觀花地看了一遍，未見到縣志等資料
中記載的那塊「重修碑」，卻見到地下有少
量殘垣斷壁，以及一些破舊的斷了幾截的舊
石碑，它們悉數埋入土中，只露出少許邊
角。碑林之南，是三棵大銀杏樹。樹幹筆
直，高七八米有餘。這個季節樹葉正綠，若
待落葉前夕，必是一處亮黃如染的水彩畫！

銀杏樹南側為大雄寶殿的配殿，東面是大
雄寶殿。我們從銀杏樹處東行，直接踏上大
雄寶殿的走廊。大雄寶殿的建築格調完全按
照佛殿建造，氣勢恢宏。由西側進入走廊，
向南幾步，再向東十幾步至正門。大殿的佛
像、菩薩像、羅漢像、尊者像，擺放的位置
考究，塑得極其逼真，連表情都像是活的。
這時，一隻麻雀從野外飛進來，落到大殿內
最頂層的房簷上。像個陌生的闖入者似的，
吱吱、吱吱的叫聲，帶着幾分焦躁情緒，煽
動着一對翅膀，在大殿內回響，顯得十分清

脆。瞻仰完大雄寶殿，我和王海主席趕回西
院。去五觀堂吃素齋。堂內有一副對聯，正
對幾排餐桌。上聯是「五觀常存金易化」，
下聯為「三心未了水難消」。
對聯前面，置有一桌一椅。桌上有尊小彌

勒佛，笑對餐桌。齋飯不多，鍋裡只剩少量
米飯、芹菜和豆腐，一旁還有幾個碗口大的
薄餅。我盛了很少一點菜和小半碗米飯，拿
了一個半薄餅。若是在平時，不太注重節
儉，這點兒飯菜，根本不好意思端上桌。

用過齋飯，姜曉彬秘書長和隆悟師父繼續
坐到西院的那棵大柿子樹下談論人間世事，
亦可謂之「論道」。我和王海主席坐不住，
走走停停，繞着寺院瞻仰各處。
寶聖寺西院南側，有一棟平房建築。我登

上平房頂，見平房頂部中央被矮水泥牆修築
成一個長方形菜園。裡面種菜，也種花草。
站在平房頂上，環顧四周。遠處的山峰，一
層層將寶聖寺環抱，一峰更比一峰遠，一峰
更比一峰高。寶聖寺一周，只有南面約五分
之一的地方沒有群峰環抱，卻可望見一處醒
目的大河灘。這樣看來，寶聖寺就像被置身
於觀音菩薩的蓮花座中。山峰為花瓣，層層
疊疊，愈遠愈高，十分形象。
遊覽、問道、吃齋、靜心，寶聖寺之清

幽，足以洗禮一身塵世喧囂。臨別，隆悟師
父和幾位前來參拜寶聖寺的人士，將我們送
出寺門。寺院南門內東側，有棵鵝掌楸，據
說剛開過一次花，不久還會開。近觀，只剩
葉與蕾。寶聖寺的鵝掌楸一年開兩次花，樹
葉如馬褂，花朵似蓮座，映襯以青山綠水，
幽谷長溪，很是奇妙。
出寶聖寺，我們乘車返回。道路狹窄，兩

邊種滿果樹和莊稼。離開不到一公里，在一
個拐彎處，立有一尊觀音菩薩像。像高兩米
有餘，白色。菩薩背對寶聖寺，面南而立。
來寶聖寺路上，我們曾在觀音菩薩像旁停
車，下車拍了幾張照。
離開寶聖寺前閒聊，聽寺裡的師父說，在

觀音菩薩的石像處北望，整個山巒就像一個
巨大的佛頭。返回時，途經那處石像路口，
本想下車求證一番的，後因種種原因，我們
未作停留。一路遠去，遠去，遠去，只甩下
幾處背影，在清幽之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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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龍華酒店懷古
許多人都說，
特區政府並沒有經

營景點，所以可以遊玩的景點並
不多。旅遊專員現在只是管理旅
行社，對於景點的策劃，根本就
沒有人理。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帶
來了許多內地遊客，都會是以自
由行為主，稍作經營，就可以吸
引不少遊客了。
舉一個例子，沙田龍華酒店就

是一個值得經營的地點。許多粵
語片，就在沙田龍華酒店取景，
另一個地點就是雍雅山房，以前
有錢的人，經常在這裡約會。
雍雅山房現在已經拆卸了，遺

留下來的，就只有龍華酒店。當
年紅線女、張活游、陳寶珠、蕭
芳芳、李小龍等經常來這裡拍片
和飲茶。如李小龍的《唐山大
兄》、彭浩翔的《買兇拍人》都
在龍華酒店取景。它開幕於1938
年，共有十二間客房。當年是沙
田區唯一的酒店，過去一直作為
酒店經營，著名武俠小說家金庸
更曾於酒店長住閉關創作，寫了
《書劍恩仇錄》。
但自1980年代起，隨着沙田新
城市發展及沙田新酒店落成，龍
華酒店客房逐漸荒廢，又因未能
合乎香港的《消防條例》，所以
開始關閉酒店業務，變成了一間
食肆。遊客需要在沙田火車站，
往新城市中央廣場（宜家沙田分
店）方向向北經過上禾輋村莊，
步行前往下禾輋22號，就是龍華
酒店，所需時間十二分鐘左右。
這條路，政府可以設立一個旅遊
點告示牌，並豎立一尊《書劍恩
仇錄》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的雕
像，都可以形成一個景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龍

華酒店曾經被日軍隊徵用，變成

了日軍的沙田總部，專門對付東
江縱隊的游擊戰士。
特區政府是要在有關的告示

牌，設立二維碼，用手機一掃，
就可以上網看到有關的視頻和介
紹。這樣介紹景點，慳水慳力。
但特區政府不會做，很呆板地一
定要由不牟利組織去做。結果，
景點就被埋沒了。
龍華酒店最著名的食物就是招

牌菜紅燒乳鴿，甘香可口，末代
港督彭定康亦是熟客，蔣經國當
年更派專機來港購買乳鴿，故獲
「飛天乳鴿」的美名。乳鴿的特
點是中美兩國乳鴿進行交配，產
生了新品種，肉質特別爽甜，該
酒店的滷水乳鴿香而不脆皮，許
多年輕人都不喜歡，所以點菜一
定講明要紅燒乳鴿，就可以品嚐
脆卜卜的乳鴿。澳洲大蝦一蝦兩
食，也很精彩。白鳳尾蝦168元，
將蝦肉切成茸釀入原隻大蝦及木
瓜條再炸，酥脆可口。
菠蘿咕嚕肉，最受外國遊客歡迎，

採用了新鮮的菠蘿，特別甜美。
如果預先訂蛇羹，也非常美味。
龍蝦伊麵的製作，也相當出色。
此外，還有一味沙田地道山水

豆腐花，非常細滑甜美。該處的
音響很好，星期日有歐西流行曲
演出。一般社團舉行聚會，不超
過160人，有關場地相當理想。

北京已經進入
11月，這個時候

去香山已經晚了。香山最吸引人
的是每到秋季滿山紅葉，平日票
價5元，旺季要10元，如此之大
的皇家園林，這樣的票價真是便
民。進了東園門，我們的目標是
雙清別墅。
雙清別墅，在香山不是一個大
景點，位於香山公園南麓的半山，蒼
翠的竹林，遮天蔽日的銀杏、挺
拔的松柏、古樸的建築，別具一
格。是湖南教育家熊希齡於民國
1918年所建。池內金魚暢游，蓮
花盛開，一座六角紅亭名「夢感
亭」，刻滿經文，滄桑古樸。相
傳金章宗在此睡夢，夢到有泉水
湧出，醒來果然見石山中流出兩
股清泉，故名雙清別墅。石壁上
的「雙清」兩字是乾隆御筆。
這裡有名，不是因為乾隆，不

是因為熊希齡，也不是秀麗風
光，而是因為，這裡是中國共產
黨走向全國勝利的指揮部，是建
立新中國的見證地。1949年3月
25日，中共中央全體和毛澤東從
西柏坡遷入北京，進駐雙清別
墅。離開西柏坡的時候，毛澤東
說：「走啦，咱們進京趕考去！」
毛澤東主席長年艱苦轉戰，風

餐露宿，第一次住進這樣幽靜的
園林別院，一進大門，毛澤東就

很歡喜地讚嘆：這裡非常好啊！
從此，他在這裡寫文章、接見黨
外民主人士、制定重大決策、和
國民黨南京政府和談。可喜的
是，一雙兒女毛岸英、小李訥都
接到身邊，多少年分散在各地的
家人，得以團聚，得享天倫。
雙清別墅的旁邊是林中寺廟香

山寺。香山寺依山而建，錯落有
致，嚴整壯觀，曾為西山諸寺之
冠。可惜1900年被英法聯軍和八
國聯軍焚燒成一片廢墟，只剩下
幾棵松柏和石屏。毛澤東帶着小
李訥在石屏前留下難得的一張照
片。現在的香山寺，按照清代的
圖紙重建，十分可觀。
毛澤東和朱德在雙清別墅發出

《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
百萬大軍在一天之內，渡過國民
黨號稱銅牆鐵壁的長江天塹，國
民黨南京政府瞬間瓦解。
毛澤東激情滿懷，揮筆寫下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
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
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
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
老，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首詩
寫完，毛澤東不太滿意，隨手扔
掉了。被細心的秘書田家英撿起
來，收好，直到數十年之後才拿
出來，經過毛澤東同意，放進毛
澤東詩詞。

早前的光棍節令我想起我國的男女比例情況，便參考
一些報道，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尋根究底的人，當想起

一些事情的時候，便在網絡上尋找資料了解一下。因為重男輕女的社會
傳統，在中國內地現時估計有三千萬個單身男士，雖然這個數字對於我
來說沒有什麼感覺，但如果將心比己，生存在中國內地的話，可能我自
己也很難找到另一半。
最近便看了一個外國的電視節目，節目主題是探討一些很久也找不到

伴侶的人，他們如何用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一些社
交網站認識新朋友，然後相約出來喝喝咖啡，了解一下，看看有沒有機
會發展。而另一種原來在外國也非常流行的方法，就是「相親」，我以
為這些只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才會出現，原來在外國也經常利用這種方
法認識伴侶。
這個節目其中一個是一位黑人女士，離了婚及有一個十歲的女兒，這

種情況可能更加難認識到新的伴侶，所以她除了努力運動，希望把自己
的身形變得更好去吸引別人之外，就是經常利用社交網站平台，認識一
些素未謀面的人，約會一下，了解對方，無奈經常碰壁，很大的原因就
是因為對方知道她是帶着小孩的失婚母親，這個情況令到她很難找到另
一半，雖然這樣，但她仍然努力不懈去嘗試，我也衷心祝福她可以找到
真命天子。因為我覺得每個人也需要有另一半的支持，心靈上或精神上
對我們的人生也很重要。
而另一個被探討的是一個男性，他是一位漫畫設計師，這個工作理應

吸引不少女生，但可能亦因為這個行業的工種，經常獨處創作，所以習
慣了一個人的相處，不懂得如何跟別人溝通，久而久之便沒有機會認識
伴侶，所以這個男生也選擇在社交網站認識別人，結果也發現，很多人
也覺得他的性格很奇怪，好像很難相處。
看了這些探討認識伴侶的節目，有着一點好奇，其實每個人的性格樣

貌也不同，不是因為男女的比例，或是自己的職業原因，我覺得最重要
是放開自己的心情，嘗試接納一些陌生的人，嘗試相處一下，可能會有
火花擦出，當然也不是叫你隨便去認識一個不知背景的人，最重要是先
了解多些，才出來約會，這樣會比較好。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也是用這種方式去認識另一半，也有成功的例

子，共勉之。

相親相愛

最近台灣的網
絡，很流行一句

話，就是「韓總有交代。」韓總
是誰？就是參選高雄市長選舉的
韓國瑜。韓總有交代，交代的是
什麼？
台灣有名嘴表示，在網上看見

有抹黑韓國瑜的網文，而且寫得
非常惡劣，簡直是胡說八道顛倒
是非，看了心裡覺得很氣憤，忍
不住也在網上撰文，直指其非，
用辭嚴厲得很。在網文刊出後，
有支持韓國瑜的「韓粉」，便在
名嘴的網上留言說：「韓總有交
代。」
於是名嘴明白了，韓總曾經說

過，選舉不要口出惡言，不管選
民投給誰，他都表示高興，還替
對手祝福，因為只要不是靠謾罵
靠抹黑等奧步手段的，選民憑自
己的喜好來投票，他們愛投誰是
他們的自由選擇。所以他對「韓
粉」發出忠告，對於攻擊他的奧
步，看了就笑笑，該泡茶喝就泡
茶喝，不要生氣。

所以，「韓總有交代」的意思，就
是不管對手陣營如何以奧步方式
來攻擊，都要心平氣和去面對，
這樣的選舉才會是乾乾淨淨的選
舉，才會是這幾十年來的真正選
舉。真的，過去台灣的所謂民主
選舉，民進黨不斷以奧步來贏取
選票，比如陳水扁的兩顆子彈，黃俊
英的走路工事件，甚至連勝文的
槍擊事件，都是不乾不淨的。而
這次選舉，韓國瑜帶給選民的，
才是真真正正的民主選舉。
選舉應該是選賢與能，不是非

選某黨派不可。像這次民進黨的
競選方式，依舊是從撕裂族群、
挑起兩岸仇恨、不能讓對手糟蹋
等手段入手，是否依然有效？不
得而知。如果明天24號的投票結
果，民進黨贏了的話，就表示台
灣民眾仍然未能覺醒，這樣的愚
昧，只會為台灣帶來經濟的更衰
退，民眾生活更愁苦。
如此一來，「韓總有交代」的

乾淨選舉，將不會在台灣出現，
豈不可悲？

韓總有交代

兩星期前，香港浸會大學邀請
我擔任其「拉闊文化」的「名人

聚」主持，並希望我邀請一位名人當講座的嘉
賓。我立時想起羅蘭姐。
羅蘭姐雖然是影視圈的資深前輩，但她與大學

生之間並無半點距離。年輕人不但都認識她，而
且非常喜愛她，她的「龍婆」和萬聖節形象更是
深入年輕人心中。
最近，她更榮獲嶺南大學頒發榮譽院士榮銜，

在學術上更具資格。還有，她本身是一位真誠、
健談、關心別人，且慣於與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和
體會的藝人，我亦與她熟稔，所以我相信她任講
座嘉賓應該是非常合適。
羅蘭姐真是爽快的人，雖然她這陣子忙於拍劇

和應付其他工作，也立即答應騰出時間與浸會大
學的學生會面。她為了令我不用顧忌，事先還叮
囑我說︰「你問我什麼都可以，我都會一一回答
你。」真是非常體貼。
那天，我們接羅蘭姐到浸會的校園。她的雙足

一踏出車門，已經有一班學生排着隊伍等候與她

拍照。雖然她被阻着到講座，卻依然和顏悅色地
與所有學生逐一拍照，令大家盡興而歸。
那天到場的學生非常多，應該暫時是「名人
聚」最多學生出席的一次講座吧？我和羅蘭姐坐
在台上，一談就是一個半小時。我們談什麼？由
羅蘭姐怎樣由圍觀看拍電影而變成小演員開始談
起，跟着談她的電影演員生涯，再談她在電視台
的工作，以及她的生活見聞和體會。羅蘭姐若不
當演員，一定可以做一名演說家，因為她侃侃而
談一小時，台下觀眾不但沒有不耐煩，反而都聽
得津津有味，可見她說話是何等動聽。
我為了令講座更加吸引，特別尋找一些羅蘭姐

的舊照在場放映。我相信當天絕大部分的觀眾都
未曾一睹羅蘭姐昔時的風采，難怪大家都感到甚
有趣味。其中有些照片連羅蘭姐也沒有，因為是
我特別為此講座而向另一位前輩借來的。當羅蘭
姐談到她的「考牌之作」——她在電視劇《神鵰
俠侶》中扮演裘千尺一角時，大會放出她的造型
照，不少學生立時為羅蘭姐肯為藝術而犧牲的精
神而動容。

我知道學生們可能會看過羅蘭姐的「龍婆」演
出，但卻未必看過她在粵語片時代的演出。我為
此從眾多粵語片中搜羅兩齣在講座中播映（我得
承認這花上了我甚多時間和精神），可惜因為時
間關係，只能播出其中一齣的片段。片中羅蘭姐
與麥基演對手戲，麥基鬧了不少笑話，引得學生
們都看得哈哈大笑。
在講座結束前，我特別對學生解釋我邀請羅蘭

姐與他們分享她的人生路的其中一個原因︰羅蘭
姐小時因戰亂而被迫停學，但她沒有放棄自己。
她一邊努力工作，一邊上夜學進修。正如她在講
座中所說，若非當初她堅持學習英文，她今天也
不能聘請只會跟她說英語的菲傭了。她中學也未
能完成，今天卻能獲得大學頒發院士榮銜；她由
一名小小電影演員，憑着自己多年來不懈的努力
和頑強的鬥志，終於登上影后的寶座。
我告訴學生：即使人生有任何困難和挫折，只

要我們堅毅不屈，不放棄自己，總能跨過難關，
定能成功。眼前的羅蘭姐的奮鬥史正是我這番話
的最佳印證。

羅蘭姐給大學生的借鏡

遇見寶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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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世上至安
靜的都會；我意思

是都會，起碼不是鄉鎮或中小型城
市，而是既富長遠歷史的瑰寶，又
不失大都會應有盡有的現代方便。
近年也難免被潮湧似的遊客群攻

陷、噪音逼迫，叫我等「京都骨灰
粉絲」心痛。
愛京都，跟愛日本並非相等的同

一碼子事。
京都某程度上是我們中國唐、宋

時期的都會小翻版；連年戰亂、朝
代更變另加天災人禍，同時期（北
京及故宮最遠不過明、主要是清的
遺痕）在中國的古建築不少已遭破
壞，甚至消失殆盡。作為一個中國
人，來京都賞文物，細味歷史餘
韻，於情於理都是一種向古老中國
的致敬；禮失求諸野，到此一遊為
尋根。
多年前首次到來，猶如前生曾為

京都人，相近感情貼近耶路撒冷、
Siana、檳城、威尼斯；一年不去一
次，整個人摸不着頭腦般不舒服，
真是一種奇特的鄉愁。
初次來京都於隆冬，在清水寺下

清水三年坂遇雪，那時外國遊客根
本極少，如斯季節亦少日本國內遊
客。雪一直落在靜默的石鋪路上，
也從未停過落在我的心湖，雖未拍
下照片，反而景象歷久彌新。
再來，春櫻並秋楓季節。櫻花盛

放的春天總有一份春之躁動，反而
一天一地楓紅帶幾分悲鬱，提供南
中國極難擁有的節令情緒，更形稀
珍。
若要用上深度投入的心情，細細

遊京都，窮一生未必得看究竟，退
而求其次，每年幾趟，到此輕描淡
寫地散步，好一番人生小確幸。邊
行邊看，隨便停下躑躅街頭小巷，
找一塊石頭坐下；一點不難，京都
人特別愛木愛石，不少地段看似閒
散隨便，着實頗具心思佈置幾塊大
石頭，就為引人稍停、留住。
不為任何目的，隨手將路過人、

事、物攝下，為這片有着與眾不同
氣質與魅力的土地留下至迷人的安
靜樸素，儲蓄久久不會淡化的氣
質，用作温暖被粗莽的世情、人面
與俗事打擾了的心靈風景。

鄧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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