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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年到了，人們自然會對豬多一份關注。
然而許多人對豬都沒有好印象，總認為牠愚
蠢骯髒、好吃懶做……其實，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一種誤解。

動物學家認為，豬不但不愚蠢，牠還有着
較高的智慧。比如豬懂得集體合力把欄杆撞
倒；豬會用舌頭推動自來水龍頭上的活塞取
水喝；豬發出的聲音具有豐富的內容，牠對
音樂有較強的感知力；豬還能比狗更快地接
受雜技訓練……更何況，豬對人類貢獻多
多，是人類肉食的主要提供者。因此，人們
也應像愛護其它動物一樣愛豬，盡量改善牠
們的待遇和地位。在這方面，古今中外，已
有不少先例。
在我國古代，豬在家庭中佔有重要地位。

例如在象形字「家」中，寶蓋頭下的
「豕」，代表的就是豬的形象。由此可見，
在古人的心目中，無豬是不成家的。古時娶
媳婦，也要看家中養豬多少，豬是家庭財富
的主要標誌。

遠古時期，我們的祖先還把豬當作生殖之
神和雲雨之神來崇拜。民間有「豬浮黃河牛
浮海」的說法，認為豬能預兆雨水。《太平
御覽》上引《相雨書》說：「四方北斗中無
雲，惟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豬豨，
三日大雨。」《詩經．小雅》上也說：「有
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
矣。」就是說天上出現豬過河水的天象，便
會帶來滂沱的大雨。
古人還把豬看作是吉祥的瑞獸，認為牠會

給人帶來好運。比如產生於上古圖騰崇拜的
十二生肖中，就有豬的一席之地。此外，一
些古人還以豬為名，並以此為榮。最具代表
性的莫過於一代雄主漢武帝劉徹，他的乳名
「彘」，就是豬的別名。據說劉徹之母王美
人懷孕的時候，劉徹之父漢景帝夢見一隻赤
色大豬從天而降，鑽入王美人所居的崇蘭閣
中。景帝從夢中醒來，還見到閣中有赤色煙
霧遮門蔽戶，丹霞蒸騰於樓閣之上。更神奇
的是，漢高祖劉邦也在之後托夢給景帝。這
個「彘」的乳名，就是劉邦在夢中給起的。

據說「彘者，徹也」，具有明徹、通達之
意，這也反映了視豬為神明的傳統觀念。
隨着歷史的發展，豬在我國的地位似乎每

況愈下。然而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牠的
地位一直比較高。人們的愛豬情結，也大大
超過國人。

在當今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會
像太平洋中的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人那
樣愛豬、崇豬。在那裡，有的部族的酋長會
在自己的鼻子上挖一個洞，把野豬的爪尖嵌
進去，既作為權威的象徵，又表示對豬的崇
敬。有的酋長把野豬的睾丸串起來，戴在手
腕上，以表明他的信仰，顯示他的力量。還
有的部族人把用木炭和豬油混合製成的化妝
墨塗抹在臉上，藉以表現他具有不辱祖先的
勇武。
巴布亞新幾內亞人實行男女分居，每個家

庭都有男屋和女屋，女人和孩子跟豬同住在
女屋裡。夜間，人和豬順着躺在一起睡覺，
真可謂愛豬如子。
在歐洲，丹麥是個很重視豬權的國家，他

們為豬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其中最有意思
的一條，是丹麥國會曾以56票對44票通過
了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該國的養豬者必須
為其所養的豬洗澡，否則，將受到法律的制
裁。
這一法令頒佈後，丹麥全國上下，到處都

能看見為豬安裝淋浴器的場面，而且人人都
非常認真，非常捨得投入。

丹麥國會之所以要制定這項法令，是為了
避免豬圈裡的豬在夏季因天氣太熱而出現打
鬥，因為豬是不能通過皮膚出汗來排熱的。
除丹麥外，歐盟其他國家也都對豬實行人

文關懷。在這些國家已普遍推行的動物福利
法規定：小豬出生要吃母乳；豬要睡在乾燥
的稻草上；牠們擁有拱食泥土的權利；運輸
豬的車須清潔，並在途中按時餵食和供水，
運輸中要按時休息，運輸超過8小時就要休
息24小時；殺豬要快，須用電擊且不被其它
豬看到，要等豬完全昏迷後才能放血分割等
等。到2013年，歐盟各成員國已停止圈養式

養豬，而採取放養式養豬。
在德國，豬們除享受以上福利外，政府還

要求飼養員每天與每頭豬至少有20秒鐘的接
觸時間，以此消除牠們的寂寞、沮喪和孤
獨；並要發兩三種玩具給豬們玩耍，避免牠
們在無聊中吵架或打架。據說該國還設有養
豬俱樂部，該俱樂部正在策劃一場大型的
「豬權遊行活動」。這個活動不僅要宣傳不
吃豬肉的理念，還要為豬爭取更多的權利，
比 如 允 許 豬 隨 意 進 出 公 共 場 所 等 。

美國人對豬的熱愛，更是世界聞名。他們
把3月1日定為「全國愛豬節」，每年在這一
天都舉行慶祝活動，舉辦化妝舞會。在會
上，人們戴上各種各樣的豬面具，進行妙趣
橫生的吻豬比賽。
1984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格林維爾市

成立了一個「愛豬者俱樂部」，宣傳豬的可
愛和聰明。1985年，美國休斯頓一位婦女馴
養的一頭小豬從湍急的河水裡救起了一個快
要淹死的9歲男孩。這件事在全國引起很大
轟動，這頭豬也成了「電視明星」，並榮獲
「美國博愛協會獎」。從此豬的名聲更加
鵲起，「愛豬俱樂部」也因此迅速擴大。豬
的崇拜者們又紛紛成立「豬迷俱樂部」等組
織。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成立的「豬嘴協
會」共有會員500多人，會員來自美國22個
州。參加該協會的人除交納50美元入會費
外，還要回答「你喜歡豬嗎？你會養豬
嗎？」等問題。協會每年舉行許多和豬有關
的活動。協會的章程稱，成立協會是為了改
變人們對豬的評價。協會主席傑克．泰特
說：「豬需要更多的關心和愛護。豬在家
裡，不是動物，而是全家，特別是孩子們的
朋友。」豬的憨態，豬的歡快的特性，已博
得愈來愈多的美國人喜愛。
現代人愛豬，已不再像古人那樣出於原始

崇拜，而是關愛動物的具體體現，從中也反
映出一個國家或民族較高的道德水平和文明
程度。誠如印度聖雄甘地所言：「一個民族
的文明程度和道德進步水平，可用其對待動
物的態度來衡量。」

二月河與《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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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習作
兩個孩子愈來愈
多親子習作——其

實大多是爸媽做的手工，要交功
課。
我們一向的堅持是孩子要自己
做，父母只幫少許。有時我們也要
平衡孩子的滿足感——不能太差，
因為老師會辦展覽，大家都會覺得
某某好厲害，若孩子太遜，引致他
自卑，又會引發其他問題。只能夠
解釋給他聽，希望他親手做。
太太回想在外國讀書時，手作功
課也很多，但不會似香港這般瘋
狂，幼稚園便要砌交通工具，小學
初級就要砌整個城市模型。這對香
港家長來說，已是相當正常，所以
有像真度極高的作品。相比之下，
沒有父母幫忙的作品，簡直如豆腐
渣一樣。太太說，她從前也有手
作，但不複雜，幼稚園做平面的剪
剪貼貼，小學到高級才做三維的，

有創作自己的外星人，也有要和朋
友合作做九大行星，但全都一眼就
看出是學生作品，也不是要比賽誰
做的較漂亮，反而着重為何這樣設
計你的人物？或透過做九大行星
時，會記得每個星球的大小和距
離，所以做完時，其實學習目的已
達到，不是為展覽中爭妍鬥艷。
這個本地和外地的教育方針比

較，以這樣片面的二元分法，當然
不公平。但過密的所謂親子習作，
也實在叫人吃不消。
有些家長朋友說，一到假期，不
單是子女要做功課，父母也要買材
料、做模型，每次難度都不低，分
明是要家長參與。不是每一個人都
是藝術家，對部分家長來說，實在
是非常頭痛。若父母十分忙碌，溫
功課已要時間，還要騰空做手工，
實在磨人！真的不知道應怪責學
校，還是過分完美努力的家長！

二零零四年，二
月河在香港勾留一

周，對香港評價頗為中肯，他說：
「香港是個創業的地方，不是用來
享福的。這座城市給我的感覺是節
奏快、壓力重，要在這裡生存肯定
不容易。」
二月河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維多利
亞港，他還勸港人：「聽說因為填
海，維多利亞港比原來窄了許多，
但我看到的維港還是非常壯觀、非
常美麗。維港是香港的驕傲，你們
要好好珍惜它。」
那個時候，二月河的身體已不大
靈光了。他說，他有糖尿病。他要
我購買沙田柚給他。他說沙田柚對
糖尿病病人有好處。
近年與二月河聯繫少了。後來知
道他在仕途上很有作為。現在驀然
聽到他逝世的消息，還是感到頗意
外。二月河來港的翌年，於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在深圳與金庸對談，金
庸特別提到他喜歡二月河的《雍正
皇帝》。
金庸是清朝大官的後代，他的評
價應是具權威性的。
當年挑燈夜讀二月河的《雍正皇
帝》，手不釋卷。覺得其引人入勝
之處，不下於金庸的武俠小說。
《雍正皇帝》以傳統的章回小說手
法來寫的，情節吸引是其一，本書
涵蓋面很廣泛，小至宮闈瑣事，大
至典制科舉，都寫得絲絲入扣是其
二。
二月河在創作前，相信花了不少
工夫去鑽研清史，對清朝宮闈的複
雜鬥爭、雍正的權術、陰騭的性
格，了如指掌，所以寫來一氣呵
成。清宮內的權力鬥爭可以「驚心
動魄，你死我活」八字概括，在爾

虞我詐、遍佈陷阱的清宮中，偶爾
不慎便要墮入萬丈深淵，陷於萬劫
不復的地步。精明如康熙、陰刻如
雍正，也要在死亡關打幾轉、在權
力網游移掙扎幾回。
讀二月河這套《雍正皇帝》，很

像讀《資治通鑑》，掰開的都是一
頁頁血淋淋的歷史，寒氣攻心。
康熙的晚年，由於身子日衰，對

朝野兼顧不來，治國一鬆懈，紕漏
處處，百病叢生，使宮廷內十七阿
哥結黨營私、朝野貪污腐化，已達
到民怨鼎沸的地步。
雍正接棒這個熱山芋，可謂危機

四伏、步步驚心，沒有堅韌不拔的
毅力，沒有大無畏的勇氣，沒有知
其不可為而為的大氣魄，是很難扭
轉乾坤的。雍正不惜自斷手腳，從
自己的親嫡下手，大斬貪官污吏。
他深諳治亂世矯必過正的道理，

一改先帝康熙的仁厚作風，心狠手
辣，從不心軟，從而使吏治逐漸清
明，污水中沁出一股清流。
曾任中國總理的朱鎔基天天追看

《雍正王朝》電視劇，不無道理。

十五年了！
「樂壇天后」梅艷芳離開塵世十五年了，歌迷對她

的懷念一直在心裡，她生前最後的一次演唱會，筆者和部分圈中朋友
因心理上「抗拒」她將會離去的事實，沒有去看，怕自己的「小心
臟」負荷不了。事後在DVD看到她穿着婚紗唱完最後的歌曲，然後轉
身進入那道門的情景，我們淚崩了！如果當日在演唱會現場看，肯定
心裡更為不捨、更難過；雖然不否認是「自欺欺人」，還是想將阿梅
最好的形象永留腦海裡。歌迷告訴筆者，她們經常一班人相約去唱K，
但她們並不為唱歌，而是在KTV房間內聚會聊天之餘，一直在點播阿
梅的歌曲，歌聲引領着她們對阿梅的緬懷。
在內地阿梅同樣擁有萬千歌迷的愛戴，尤其是如《胭脂扣》、《似

水流年》、《親密愛人》等等歌曲，歌迷們對偶像的歌聲評價是繞樑
三日，百聽不厭。有內地綜藝節目製作人說，阿梅的歌迷遍佈中國各
省各地，只要歌迷或觀眾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有人演唱阿梅的歌曲時都
拍掌歡呼；某年在一個模仿歌星節目中，有位女參賽者無論在髮型樣
貌或聲線都跟阿梅十分相似，驟眼所見真的以為舞台上的演唱者是阿
梅，然而一位男評判卻揶揄該參賽者說︰「你經常模仿梅姐，每年都
賺到幾十萬元啦！」男評判這番說話立馬遭到觀眾和歌迷的吐槽，為
參賽者抱不平︰「憑自己努力賺錢生活有什麼錯！？請他謹記一語傷人
六月寒呀！」
原來這位女參賽者名叫張麗，內地不少人都知道她是作為梅艷芳的

特型演員，每年也會扮演阿梅登上各電視節目或舞台唱歌，儘管大家
知道這不是梅艷芳本尊，可是每當看到「她」在舞台上唱着梅姐的
歌，觀眾和歌迷仍然激動，甚至落淚。對某些「惡言」，張麗表示她
依然以樂觀心態去調節自己的情緒。

用歌聲緬懷天后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今期來到「十
二生肖」的最後

一個主題——「犯太歲」的生
肖。所謂的「太歲」，是手執「年
地支」權柄的特殊命運訊息。
嚴格來說，屬虎者其實不算犯

太歲，但適逢「合太歲」，令你生
活變得較為平穩。而「國印」、
「太陰」吉星令你更容易在職場獲
得進步。但閣下請勿抱着賭博心
理，皆因受「勾絞」、「吞啗」等
凶星的影響，你或許會面對意外的
波折。對你來說最有用的錦囊，或
許是「腳踏實地、保持平常心」。
屬蛇者適逢「沖太歲」，在感

情、工作等方面都可能會有所變
化，其變化幅度需結合個人命格而
論：或許是喬遷、外出公幹、旅
行；也可能是工作不順，甚或破
財、情緒低落。若想化解太歲，可
以貼身佩戴屬「兔」的肖像飾物
（注意電話繩、鎖匙扣等之作用則
不大）。
屬猴者會被坊間視作今年的

「害太歲」生肖，原因是陷入「申

亥相害」的迷思。但天命經過多年
的研究，認為「困局」威力不大。
閣下無須過度焦慮，但仍請盡量小
心處理家事煩惱、小人是非，亦要
多關心長輩健康。同樣，你也可以
貼身佩戴屬「兔」的肖像飾物（注
意電話繩、鎖匙扣等之作用則不
大）。
屬豬者今年同時適逢「值太

歲」與「刑太歲」，可能會面臨生
活的動盪，也可能「自己嚇自
己」。請找到排解負面情緒的方法
（例如與人傾訴、旅行散心），同
時亦可佩戴屬「虎」的肖像飾物。
但請注意，帶有煞氣的「虎」只適
合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等），
其餘人士請改為佩戴「兔」飾物
（注意電話繩、鎖匙扣等之作用則
不大）。
具體情況需要結合個人命格而

論，若閣下過度焦慮，不妨請教可
信任的玄學家，為你提供精準的建
議。未知的路途可能令人迷茫，但
願閣下能找到指路明燈，度過充實
的一年！

新年「犯太歲」的生肖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十六場的舞台演
出圓滿落幕，萬人

迷龍劍笙（阿刨）完成了精彩演繹
的《蝶影紅梨記》，萬千寵愛在一
身的龍劍笙，這十六場嘅演出令她
更上一層樓，所有觀眾對她的評分
都是滿分，此刻是她在舞台上的巔
峰，然而她會繼續這巔峰上的成
績？我們都是未知數。
尾場的晚上，龍劍笙再三謝幕，
觀眾依依不捨，再三謝幕之後又再
謝幕，癡情的影迷戲迷，拿着蝴蝶
燈棒在台下揮動，喊叫！就是捨不
得他們的偶像離開他們所鍾愛的舞
台，我站在虎度門，我前邊站着製
作人投資人丘亞葵（丘生）全心全
意一力打造萬人迷龍劍笙的舞台演
出，把她的魅力再度散發在舞台的
燈影下。
相信此刻她亦是心情複雜，感觸
良多，看着自己今天的成績，看着
台下她的粉絲，看着老倌們手拉手
不停地向觀眾致謝，她是否也有依
依之情？她是否仍未捨得把它放
下？終於謝幕完了，老倌趕入後
台，想爭取時間捉住龍
劍笙和丘生合照留念，
可是阿刨被催促，而匆
匆地和丘生擦身而過離
開了舞台，沒半點留
戀！我看着有點戚戚
然！難道她們的情真只
留在舞台上？一過了虎
度門他們便立即回魂？
舞台表演真的如此？舞
台的魅力就只在此？此
刻我的思緒也有點失

落，又有點莫名的哀傷，究竟是有
情還是無情？我可沒有見過有人深
入地了解過！
倒是幸運地擔上此劇花旦的鄭雅

琪忽然回轉，再次向現埸的幕後一
再致謝，也很有誠意地感謝丘生的
提攜，拉着他們合照，總算有點意
思吧！丘生那總是紳士的模樣卻教
我心酸，到底他能承受多少？對他
的承受力，我只會說一句：服！
之後我離開了虎度門，跑去後

門，數百粉絲擠在那裡，等阿刨從
那裡過，希望親送她離去，他們是
很不捨得，此刻一別不知何時再
見，舞台上的偶像要回復舞台下的
真身，她和大家一樣做回個普通
人，然而她也會思念着這一切吧！
粉絲擁在我身邊，大家都在問阿
刨何時再會，確實以她今天的狀
態，再上一次又一次的舞台，依舊
能顛倒眾生，依舊能迷到萬人！但
所見作為製作的丘生卻有意興闌珊
之感。所以粉絲都在試探都在追
問，但此刻誰能給予他們確實的答
案？他們只好默默地期待吧！

台上台下

王凱的關注從《琅琊榜》的
靖王蕭景琰開始，到《偽裝

者》中的明誠，再到《歡樂頌》裡的醫生趙啟
平。一直只覺得他運氣好：《琅琊榜》裡的靖
王，人設正直善良、重情重義；《偽裝者》裡
的明誠，中共地下黨員，精幹利索機智過人；
《歡樂頌》中的醫生趙啟平，醫學博士，青年
才俊，人帥又幽默時尚。
更為重要的是，這三部劇的拍攝製作團隊，
屬於圈內第一方陣中的C位：有內地TVB之稱
的山影+正午陽光。再加上三部劇中幾乎所有的
主要角色，演技和顏值都是內地娛樂圈坐在第
一排的人選，三重好運重疊加持，用白岩松的
話說，就是讓一條狗天天上中央電視台，也能
變成一隻名狗。
我甚至一度認為，他棱角分明的臉配上低音
炮的嗓子，都是祖師爺賞的娘胎自帶運。
直到《大江大河》裡天天餵豬的鄉村少年宋
運輝，突然戴着碩大的黃框眼鏡，冷不丁地跑
了過來。
三十六歲的娛樂圈型男，竟然在那一剎讓我

忘記了他的年齡，忘記了英氣逼人的靖王和帥
氣的醫生趙啟平。略嫌寬大的月白襯衣裡面，
已經洗得發白的紅背心，皮膚緊緊包裹着骨頭
的平瘦胸腔，立刻讓我想起初中時的自己和一
眾髮小。後來得知，為了這個年齡跨度頗大的
角色出場時沒有違和感，他硬是減了14斤，用
一根根清晰可數的肋骨，成全了觀眾眼中認可
的這一份少年感。
宋運輝這個角色，某種意義上來說，其實是

填補了中國電視史上的一個空白。因為尺度和
時代局限性的原因，此前，跟改革開放有關的
角色，拍成正劇，人物很容易就走上高大全式
的完美人設。事實上，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
河，一路跌跌撞撞，一切都不太可能預設，道
德和法律層面的錯誤紕漏難免較多出現，體現
在當事人身上，角色的複雜性多面性就更難把
握。另外，改革開放剛進行了40年，大部分經
歷或者參與的人都還在，這個角色如果拿捏不
好，觀眾絕不會買賬。反之，如果角色塑造豐
滿，又很容易引起大面積的共鳴。從目前的收
視率和熱搜來看，《大江大河》這部劇已經大
獲成功。
從王凱飾演的宋運輝第一集站在太陽底下，

汗流浹背地背誦了二百多遍《人民日報》社論
開始，這個外表瘦弱但內心堅定到有些軸的宋
運輝，就一下子抓住了觀眾的心。
在姐姐和父母面前袒露出少見的孩子氣，在大

學同窗和進入金州化工工作之後十足十的書生
氣，在姐夫雷東寶和小雷家村民面前不自覺流露
出的自信真誠的傲氣，在室友尋建祥和髮小楊巡
落難時，表現出不顧一切的兄弟仗義之氣……一
部劇中不同人際關係裡，王凱把宋運輝這個通過
高考、通過個人奮鬥改變命運的小人物，演繹得
自然妥帖，分寸感拿捏得極佳。
譬如笑。在得知姐姐為了保住他能上大學

而被迫放棄政審名額後，燦爛的少年笑容，
便再也沒能出現在宋運輝的臉上。隨着劇情
推進，姐姐大出血不幸母子俱亡，他所背負
的人生壓力再度加重。此後每一次職務升遷

和有所成就時，宋運輝臉上展露的笑，都只
是淺淡而稍縱即逝。全然沒有少年得志應有
的意氣風發。
譬如悲傷。聽聞姐姐發生意外，宋運輝走出

水書記辦公室時，腳下一癱撲倒在樓梯扶手上
時，我的心就整個跟着吊了起來。隨後他趕到
靈堂前，從懷疑到看見白布遮蓋着的姐姐，再
到憤怒地撲向雷東寶聲嘶力竭地撕扯和聲討，
然後和面對室友尋建祥勸慰時的自責，堪稱是
教科書級的表演。悲傷的戲演得放很容易博人
淚水，要演得收又讓觀眾從中感到痛徹心扉，
就特別考驗功力。
這一點可以對比安藤櫻在《小偷家族》中的

表演，和徐帆在《唐山大地震》中的那一場著
名的哭戲。收放效果高下立見。
此外，直脾氣的書生氣和少年老成的沉穩感
雜糅在一起，造就了宋運輝表面上木訥少言，
內心執拗不屈，行動上毫不退讓的三重衝突。
王凱在把握和處理時顯得很真實，獨處時眼神
裡的鬱悶和迷茫顯而易見；在可以信賴的領導
水書記面前，坦白真誠又平穩；在姐夫雷東寶
面前，眼神裡的不屑和不忍交替出現，恰如其
分地把知識分子清高孤傲和內心的善良胸懷，
表現得真切自然，令人印象深刻。
精緻利己主義者隨處可見的時代，書生氣的

珍貴顯而易見。通過一己奮鬥之力，在改變自
我命運的同時，並竭力扭轉一間大國企在市場
經濟衝擊之下的沉淪，久違的現實主義拚搏
感，也給日趨佛系的輿論水面帶來了一圈漣
漪。

改革正劇《大江大河》之王凱VS宋運輝

豬年到來話愛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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