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韓國緣（上）

小病是福
早前看到
一個中醫談女

人來經期，指出因為女性每個月
都有生理期，所以更易掌握和留
意到自己的健康。一是每個月不
同的狀況，能適度反映當下身體
的情況；二是排經血也是排毒的
一種，某程度會處理了一些垃圾
和寒氣。作者提起，女生會較注
重養生，因為每月有此提醒，不
能視而不見。男人則是到了發現
有大問題，才會認真地面對，因
為沒有了這個一個月一次的警示
機會。
現代人有很多方法令自己產
生一切正常、健康的幻象，例
如狂喝咖啡和茶，完全感覺不
到自己有多累。又例如去做身
體檢查，只看指數，其實誤差
甚大（愈貴的套餐愈易驗出所
謂有問題，要你再驗時，卻又
無事，身邊認識不少朋友都曾
遭遇過大同小異的情況）。又
或者做手術切了瘜肉、器官，
便覺得問題解決了。
老人家說：小病是福，現在

更明白這句話的意義。小病就
如女人的生理期，往往是身體
和你對話的機會。病，真的要
怪病毒病菌？細菌全身也有，
只是看平衡，生病是我們造就
了不好的環境，身體環境失衡
所致。身體告訴我們：她想休
息，她想停一停。我們好好聆
聽就好，然後給能量，方法不
外乎增加循環，如熱敷、浸
浴、草藥、精油，以上任何一
項也好。
看過很多醫好癌症的中醫和

自然療法師，所說的都一樣－
沒有絕症是一兩天發生的。每
次生病，我們不正視身體發出
的訊號，只把病徵滅了，掃到
地氈底去，並無處理到真正的
問題，久而久之，就會變成大
問題。那個時候就算醫到，都
要付出極大的痛苦去排毒。
一定一定要花時間去留意身

體，不用應酬時，吃得清淡
些；不用工作時，暖敷浸浴，
身體就會回復平衡。不要累積
疲勞啊！

第一場「潘
耀明文學事業

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上午九時
至下午六時，於今年四月二十
五日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一樓大
禮堂開幕。共有近二十位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者發表十八篇論
文。
據外國語大學研究院院長朴
宰雨教授透露，「外大」是以
培養外交官及外交人員為主，
共有四十多國語言的教學，漢
語是其中一大項。
我在開幕式致謝辭中發表以
下講話──

韓國外國語大學金仁喆校
長；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協會會
長、外語大學研究生院朴宰雨
院長；首爾大學李炳漢名譽教
授；學者們、專家們、朋友
們：早上好！
朴教授要我致辭，其實我沒
有多少話要講，只有兩個
字——感激！
關於舉辦我個人研討會，過
去從未想過。倒是有一次，錢
虹教授說她擬為我籌備一次研
討會，我也沒有放在心裡。
前年，朴教授與喻大翔兄聯
袂找我，說要在韓國為我做一
次學術研討會，大翔兄建議用
「潘耀明文學事業國際學術研
討會」做主題，我並沒有異
議。
我不覺得我個人值得做一次
研討會，相對其他文友，我更
像一個文學園地的園丁，可以
說，我盡了一個文學園丁的道
義和責任。
如果有什麼成績，都是在您

們這些文友的鼓勵和支持下取
得的，所以我剛才說，只有
「感激」兩個字。
我從中學開始，已在這條文

學道路上碰碰磕磕走了大半世
紀。有一點值得與大家分享
的，大半世紀過去了，我從未
開小差、做過逃兵，這也是我
自己值得自豪和告慰大家的。
大半世紀的文學路，理應做

一個小結，進行反省，才可從
新上路。這就是我答應舉辦今
次研討會的原因。
我與韓國結下不解之緣。我

最早認識的韓國漢學家是李炳
漢教授。
他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香港中

文大學執教鞭，是他請我吃第
一次韓國菜，教我喝韓國清
酒。
他說如果我們是好朋友，應

該交換酒杯喝，我們喝過「交
杯酒」——交換酒杯。
第二個韓國朋友是高麗大學

教授、詩人許世旭先生。
我們是在一九八三年美國

「愛荷華寫作計劃」中認識
的，「寫作計劃」完畢，我入
愛荷華大學進修英語，他在愛
荷華大學教學，每當他夫人準
備好吃的，他都親自開車來五
月花公寓接我去他家吃喝一
頓，以解客居異國的鄉愁。
後來我們成為好友，我每次

到首爾，他都要我到他家留宿
一夜，伴以好酒、秉燭夜談。
可惜他因癌症去世，不然今次
研討會他肯定會來。每當想起
他，我都感到無限傷痛。

（《韓國行》之二）

最近，除韓國外，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演藝圈亦一浪接一
浪地驚爆醜聞，不少是人夫及人妻婚內出軌，震撼着演藝

圈，醜聞不斷的新聞消息日日新鮮出爐，什麼出軌偷食等豐富情節，有多
「狗血」的都鋪天蓋地而來，要「追看」亦令人按鍵按到「手指痛」。
韓國演藝界的大醜聞「勝利事件」，醜行一樁一件地被揭開了，令人唏

噓世風日下，人性醜陋的揪心之痛；而相比於香港男歌手許志安幾行眼淚
一把鼻涕懺悔着自己的「色」心失控，偷食窩邊草（與香港小姐黃心穎）
的出軌行為，更自嘲為「醜惡的人」（所謂色心累死狗），內地演藝界中
人指內地男藝人張丹峰出軌女經紀人，拋妻（香港女星洪欣）棄女，一路
走來的「作」死行徑，更令人齒冷，嗤之以鼻唾罵他千遍萬遍︰「十年來
扮演完美好男人角色，真不是大部分男人能『作』到如此境界，這男人也
會說︰『其實我身心都很累的，累得我不想做這角色了，我已經付出了很
多很多啦！』男人所得到的名與利的目的已達，自然就鳴金收兵，不用
『作』了。」
筆者多年來看過不少內地的電視劇和電影，認識內地有位名叫張丹峰的

男演員，的確是始於他和洪欣的姐弟戀，也實在為洪欣能覓得如此好男人
「戥」她開心，但當筆者追看真人騷《跟貝爾去冒險》時，幾乎節目裡大
部分的冒險環節中，都聽到張丹峰一臉「慫」樣地說︰「我有老婆仔女要
養的，責任重大，不能以身犯險。」當時筆者心裡曾多次為他這番說話
「翻白眼」，為什麼這位男演員總給人他很「作」的感覺？
洪欣的閨蜜說︰「以前我們掏心掏肺勸過很多很多次，當一個女人全心

全意撲向那男人時，智商都會是負數，不認同也只能尊重她的決定！縱然
現在是傷得遍體鱗傷，亦只能負責任地堅強面對了。」

醜聞
說起玄學，相信大

家都聽說過這句話：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
書。」其中，「一命二運」指天生
的八字，無法改變；「三風水」則
是以地運來加強、改善運程；「四
積陰德」放在現代，則是指人際網
絡的搭建；「五讀書」則從古自今
都如此，正所謂「知識改變命
運」。在上述的五點之後，天命現
在斗膽加上第六點：做運動。
運動為何能改運？其實，是生理
上的改變令運氣改變。若以陰陽而
論，「陰」代表靜，「陽」代表動。
許多飽受情緒困擾的人，意識處於
「陰」的狀態，當狀態持續，便失去
平衡。此時，其實他需要汲取「陽」
的元素，多多走動。
而根據陰陽平衡的理論，陰極陽

生，即當「陰」的狀態到達極致時，
情緒到了最低落，就會產生決心、自
救心態，或是在別人的鼓勵下，開始
萌生做運動的願望，這往往也是情緒

低落的人所邁出的新一步。
根據研究資料文獻顯示，做運動

會帶來快樂、積極的情緒。皆因若
要閣下控制自己的「情緒」，難度
稍大，畢竟身為凡人，喜怒哀樂往
往不由我們控制。但「行動」方
面，則相對容易改變：別管太多，
先跑出去再說！甚至更有研究顯
示，運動能幫助腦部建立新的突
觸，有助於人類學習或理解新知
識，或許在運動的途中，也容易出
現靈感——簡而言之，運動甚至有
助於我們變得更加「聰明」！
若要運動，最好選擇「陽」的狀

態，即白天的時候，皆因若選擇在
晚上，恐防影響休息。而運動雖
好，凡事卻亦要把握適度原則，若
每日過量運動，消耗過多精力，元氣
大傷，把「運動」變成「勞動」，則
沒有必要——我們只是凡人，何必經
受「地獄式訓練」？適度運動，產生
多巴胺、令人放鬆，如此平衡的狀
態，方為「中庸」智慧！

運動「催運法」

上星期我提
及 兩 齣 舞 台

劇，先說了《粵劇特朗普》，
今天再說大型演出的歌舞劇
《利瑪竇》，那是劉松仁導
演、杜琪峯策劃、劉千石顧
問、王梓軒扮演傳教士利瑪
竇，還有靚聲陳潔儀、沈振
軒、劉兆康、徐偉賢、古明
華、邱萬城、何洋等演出。
《利瑪竇》是以天主教利瑪
竇來華傳教的故事為基礎，因
為以歌舞形式來演繹，說教方
式新，教徒當然支持，且吸引
了很多不是教徒的各階層的觀
眾，全場爆滿。令不了解天主
教的觀眾也很受落，且因為是
歌舞，年輕觀眾甚是喜愛，劉
松仁這條路是走對了！
他們找王梓軒演利瑪竇是選
對人了，王梓軒的音樂舞蹈造
詣深，是正式學藝出身的，劇
中有幾段用意大利文讀白，也
完全難不倒他，他演利瑪竇由
年輕演到老，也拿捏得非常到
位，充分展現了他的才華。而
陳潔儀演梓軒的女僕，一直在
他身邊支持他，造型不很漂
亮，卻用美妙的歌聲令角色變
得很美！
劉松仁出任導演，自己沒有
參與演出，因為做一個這樣的

舞台劇一點也不輕鬆，歌舞劇
呀，需要更多的元素，音樂、
舞蹈、演員、服裝、佈景，而
劇本就更是重要，各方面的專
才也必須配合得很好，那是比
一般的戲劇演出更吃重，而劉
松仁這頭炮是打響了，這次的
成績是一支強心針，所以他們
會加場再演！
各方的演藝工作者得到這麼

多觀眾的支持，儘管說是明星
效應，但相信明星效應帶動之
下，也是令舞台劇走向一個嶄
新的面貌，也令舞台劇演員讓
更多普羅觀眾所認識，那也是
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舞台劇百花盛開

最近，藉着內地五一小長
假，樓下附近的堅尼地城海傍
道，終於如我所預料的那樣，

成為新晉網紅打卡之地。通街都是舉着自拍桿的
小哥哥小姐姐。還有不少拖着行李箱的遊客，在
一間一間臨街的舖子前，探頭探腦，生怕錯過網
上推薦的任何一個單品。
三年前選擇住在堅尼地城，就是喜歡這個海邊

小區的清幽閒適。尤其是從域多利道一轉進來，
瘦瘦高高的樓宇之間，幾條道路都修長清爽。樓
宇的顏色，多是粉白牆鑲洋紅色的飄窗邊沿，襯
着科士街遮天蔽日的小葉榕樹包石牆，頗有置身
宮崎駿漫畫之感。天落雨的時候，不撐傘在街上
閒逛，前路雨霧迷茫，髮梢垂着雨滴，有一瞬間
會以為誤入了《千與千尋》裡的小鎮。
我一見，便心生歡喜。
天長地久地住下來，才覺得這裡竟極具成為網

紅打卡聖地的潛力。兼具懷舊和實用功能的叮叮
車，將終點站設置在這裡。臨街的咖啡館、小酒
吧隨處可見，海風拂面，隨意找個位子坐下來喝
一杯，都能消融片刻的忙碌緊張。全不似蘭桂坊
那樣擁擠喧囂。可能外國住戶不少，街上正宗的
外國菜館也不少。僅是窄窄的一條厚和街，意大
利、西班牙、印度、泰國、越南等國的館子比鄰
而立。門面都不大，出品卻常常會讓舌頭驚異。
吉席街上的一間西餐館，在臨街的窗口設置了就

餐位，閒散的度假風格十分濃郁。約個朋友坐在
窗台的軟墊上，喝着咖啡吃個早餐，或是喝個西
式下午茶，都極為愜意。米芝蓮一星的小菜館、
茶樓、粥舖，走幾步便能覓得一間。重口味的川
渝味火鍋、韓式料理、本地雞煲，街坊的評價也
都不錯。
更為吸引人的是下樓走三五分鐘就到海邊，一

邊街舖一邊大海的堅尼地城海傍道，不算長，但
很上鏡。路上行駛的是的士、巴士，隔着一道窄
窄的路基，蔚藍色的海水波捲浪橫，來往澳門和
各個離島的船隻，甚是繁忙。坐在酒館裡憑海臨
風，對酌窗下，談笑風生也好，獨自發呆也好，
都有莫名的詩意淡淡騰起。我隔天便沿着這條道
跑十公里，一路過去，風搖紫荊花，浪拍矮路
堤，腳下生風亦不覺得累。去年新開的中西區海
濱長廊，鋪設了防腐木的海邊棧道，安置了供遊
人休憩的長凳。靠着長長的圍欄，還栽種了鞭炮
花、金銀花、鳶尾、射干等開花類苗木，比對岸
遊人如織的星光大道，更多了幾分恬淡自然氣
息。本地藝術家在臨海的欄杆上用毛線精心編織
一些情侶公仔，更平添了一縷浪漫的文藝味道。
西環碼頭雨後的天空之鏡，素來是攝影愛好者

的取景熱門之地。西環泳棚的棧橋和落日，已藉
助FB、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成為大批台灣和
內地自由行遊客來香港的必去之地。再加上港大
中西交融自成一格的書香味道，成為西環人文底

蘊中最濃重的色彩。最近，在日本爆紅的咖啡館
在堅尼地城海邊開設了一間分店，其面朝大海潔
白清爽的設計，讓趨之若鶩的咖啡客成日在門前
大排長龍。這間咖啡館如同一個火捻子，將過去
多年一直藏在深閨之中的堅尼地城的美，引爆給
了更多人知道。我在最熱門的短視頻平台上，就
看到很多遊客們從各個角度拍攝的視頻。每段視
頻下面都有蜂擁而至的諮詢。
用不了多久，來造訪的遊人劇增，可能會成為

我們這些常住居民新的煩惱。

新晉網紅堅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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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南的春天，似乎總是
一眨眼的工夫，讓人唯恐
擦肩錯過。先是柳梢頭變
青，接着五龍潭的櫻花開
到荼蘼，落紅繽紛，大風
吹至，毫無章法；最後，
是那漫天飛舞的柳絮做收

尾，一團團，一蓬蓬的，讓路人掩鼻匆匆而
過，既習以為常，又多少厭煩。
然而，若是春天少了這些惱人的「小可

愛」，彷彿又會覺得少點什麼。就像這眼前的
「JN150文化創意產業園」，誰能想到它曾經
是一些破舊不堪的老廠房呢？
仲春時節，我去參加培訓，地點就在這裡。

早上汽車導航過來，望着路邊的紅色標示，和
飽經風霜的老樹，卻找不到入口，打電話聯
絡，才知道我們已經在園區內。
一說起老廠房，濟南人會聯想到成風麵粉

廠、仁豐紡織廠、濼源造紙廠等等。在我印象
中，老廠房應該是一座城市的金色徽章，帶有
金屬的質地，和汽油的味道。真正走進，才發
現，老廠房也能別有洞天，重獲新生，而且是
如此的讓人沉溺其中。位於建設路八十五號的
「JN150文化創意產業園」，就是這樣的一處
隱在市區的心靈居所，也是工業遺產的濟南活
態樣本。在產業園創始人韓震先生的帶領下，
我深入了解到它的前世今生，在靜靜凝視中看
清一座城市的真實面目。
一九六零年，原重汽離合器廠即濟南汽車製

造總廠研發生產出了中國第一輛卡車——黃河
牌卡車，型號為「JN150」，此卡車開中國重
型汽車生產之先河。二零一五年，對老廠房建
築群進行改造，取名為「JN150文化創意產業
園」，意為不忘過去，砥礪前行，將艱苦奮鬥
的創業精神永遠傳承下去。產業園區佔地面積
五十畝，建築面積一萬五千平方米，共有老廠
房十一棟，路邊的那棵老樹，已經度過一百多
個春秋。徜徉在園區內，環境幽靜，四周建
築，保留原貌，又各有特色，青瓦、白牆、帷
幌、玻璃窗等等，不動聲色，卻引人佇足，我
們不時遇見一些年輕人結伴出入，使人感受到
撲面而來的青春活力。
不得不說，循着產業園內的老建築，依稀能

夠找尋到昨日的廠房印跡。原汁原味，修舊如
舊，說來容易，但真正做起來，勢必會有一種
情懷在裡面。令我最深刻的是參觀園區內的入

駐企業，合幾空間、見山見雨、SAC藝人學
院、中健銀座健身、多彩創意管理公司、大舜
良騎進口機車館、未來世界教育、青少年宮陽
光分宮等等，光看名字就非常時尚，每到一
處，都讓人眼前一亮，在老廠房原有架構不變
的情況下，創新設計，匠心打造，讓人能夠找
回曾經的在場感，甚至還能呼吸到當年離合器
廠裡的雜糅味道，耳畔縈繞着機器的隆隆聲、
機械的軋軋聲。
在合幾空間，很不規則的狹窄空間，卻被利

用得恰到好處，打造出製作花藝的場所，拐角
處順着樓梯能夠上二樓，又是一處充滿藝術範
兒的空間，也是抵達未來世界的空間。我瞬間
意識到，在時間軸上我們此刻是同步的，但
是，在時間之外，在空間軸上，我們已經彼此
分離，然後消逝，無影無蹤。
時間與空間，過去與未來，在老廠房裡的註

腳，就是那些被隱藏的城市痕跡。這些痕跡、
斑駁、破碎、靜謐；同時，它又如一塊無形的
鏡子，映照着昨天、今天、明天，使我在與城
市的局部關係中找回了自己，並完成自我確
認。我比較喜歡一些「半舊」、「老」的東
西，裡面蘊藉着歷史的邏輯和時光的味道。創
始人韓震先生在分享產業園建設心路時講道，
當時他和同伴們做了大量工作，想方設法收回
一些老物件、老鐘錶、老樑木、老玩具，還有
連環畫。他還打了個鮮活的比喻：做文化產業
如同一鍋清水，如果有人倒入污水，那怎麼也
清澈不了，也就不會有好的結果；如果有人貢
獻清水，有人貢獻材料，有人貢獻一塊肉，那
不就是一鍋好湯嗎？
前提是，這鍋湯要「小火慢燉」，這就好比
做企業，更大更好更強，真正的做強是做久，
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要算長遠大賬。其實，這
何嘗不是老廠房的生命力所在？產業園改造容
易，資源整合也並不很難，最難的是修舊如
舊，「舊」是老產房或老建築自帶的精神能
量——要傳承老濟南工業精神，必須以「慢」
為快，不斷延伸生態產業鏈，這也是文化事業
的不二法門。
我最喜歡這裡的「JN150」都市劇場，紅色

的座椅，氣派的舞台，以及劇場外的木質桌、
咖啡座、原子餐廳、小鹿餐廳，都讓人放鬆心
情。整個劇場保留了老產房的原有架構，有種
空曠而沉寂的生命質地感，沒有常規的嚴肅
性、確定性，也沒有多餘的語言，叫人一下子

找到精神重心。當然，在這裡看演出，會別有
一番體味，能夠找回到很多美好的回憶。抑或
說，記憶就在那裡，哪個孩子沒有在父母的單
位廠房裡嬉笑打鬧過？
「JN150文化創意產業園」，讓我重新找回

了曾經的記憶——不是一個人的，而是所有濟
南人的集體記憶，一座城市的工業記憶。可以
說，產業園復活的不只是「JN150」精神，最
重要的是老廠房之上的文化底蘊和精神內涵，
是「JN150」的歷史傳統和詩意靈魂——老廠
房也是有生命、有靈魂的，它的一呼一吸，在
今天都能引人發生共振。
寫到這裡，我想起馮驥才先生分享過的兩件

小事。二零零三年，他在奧地利薩爾斯堡時，
發現每到雨天，路人就可就近從旅店門前鐵桶
裡抽拿一把傘撐起來遮雨，待雨停了順手放在
其他店前的雨傘桶裡。他由此想到內地浙江楠
溪江邊的一些小亭子，柱子上釘着一兩個釘
子，以作掛草鞋用。過去村民打草鞋時會多打
一些，掛在這柱子上，路人誰的鞋子破了，就
可以從這裡換一雙。讓人頓覺這裡的民情親
和、淳樸、溫馨。
另一件小事是他在內地浙江的西塘古鎮，與沈

國強書記一起走過窄巷子，看到路邊有人在賣煮
毛豆。沈書記順手抄起一把毛豆，讓他嚐一嚐，
他打趣地問︰「你是不是仗着你是書記，就可以
隨便抓人家的毛豆？」沈書記回答說︰「完全
不是，這是我們這裡的一種文化。買東西之前你
可以嚐一嚐。」不難看出，文化遺產也好，工業
遺產也好，不是供人賞玩的，而是一種美好的歷
史文明、情感積澱和心靈港灣。
在產業園區青少年宮陽光分宮參觀時，朋友

向我遞來一紙杯熱水，置身這創意無限的空間
裡，我有種說不出的溫存。攀談之間，得知這
裡的租賃使用權是二十年，十年、二十年後又
該何去何從？其實，答案在創始人自信的語氣
中便能找到：「做下去，讓精神永遠傳承。」
借用寧肯先生的一句話，濟南給予了我太多

無形的東西，如果這不是一種天賜，也是一種
宿命。無論什麼，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都照單
全收。離開產業園時，夕陽將天空鑲嵌上了一
層金邊，空中的柳絮依然漫無目的地隨風飄
蕩，轉身回望，身後如同一幅色彩斑斕的油
畫，好像這一切不是真的。這個春天很快就會
過去，柳絮不久也會消逝，但是老廠房永遠年
輕，永遠不死。

老廠房，住着不老的靈魂

■本地藝術家在堅尼地城海濱長廊精心編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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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松仁一直是很多人的偶
像！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