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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風景

我的師父胡野秋曾在各種
場合，包括在 TED 的演講中
稱自己為「懶鬼」，那時候他大抵沒有想到，
他收的唯一的一個徒弟，唯一「青出於藍而勝
於藍」的「優點」正是一個「懶」字。
懶到了什麼程度？進入職業寫作近十年來，我
只稀稀拉拉地寫了一點點隨筆、一點點劇本、一
點點小說，而這些隨筆、劇本和小說，大多是在
師父的監督和催逼之下寫出來的，「懶鬼」師父
為了「懶鬼」徒弟在文字上的成長，生生地被逼
成了一個勤快的「黃世仁」。
對此，我學了師父的口才，狡辯稱自己不願
意寫急就、隨便的文字，我要「厚積薄發」。
於是，「厚積」了多年，今年五月，我的兩本
新書終於「薄發」了。
我給自己的公眾號起名為「呆在字裡」，新
書出版的時候亦很省心地用了《呆在字裡》做
書名。我的師公沈敏特為《呆在字裡》寫序的
時候，就把序言命名為「呆呆真是呆」。
關於我的名字，亦曾有好些朋友問過，認為我

伍呆呆

朱高正留德二三事

有「台灣民主戰艦」之稱
的朱高正，卻自稱自己是
「寂寞的哲學家」。他曾經告訴我，他在
德國留學的時候，有一天逛書店，無意間
發現一本書《儒家共產主義》，他感到十
分好奇，怎麽儒家跟共產主義有連接呢？
他當下買回家細讀。
這本書是 1984 年出版的，作者顯然認
為1978年以後，中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
策，就是採用儒家思想來促進中國的現代
化。
當時的亞洲四小龍，應該是受中國傳統
文化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就
是有這種文化基因，使得亞洲四小龍不借
着侵略別人而完成現代化。這對當時來
說，是少有的從正面角度來評價中華傳統
文化，認為傳統文化不再是現代化的絆腳
石，甚至是完成現代化的有效助力。這位
德國作者寫這麽一本《儒家共產主義》，
顯然是預測將來除了亞洲四小龍以外，將
會有一條東方巨龍騰飛在世界的上空。我
們也可以合理地期待，深受儒家思想影響
的東亞文明圈，只要能善用儒家的傳統文
化元素，完成現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
朱高正到德國留學前，他的恩師黃振華
教授說︰「到了外國吃飯喝湯不要出聲
音。」朱高正謹記這一點。但是當他請德
國人到中國餐館時，問題來了，德國人的
湯是溫的，中國人的湯是燙的，於是朱高
正教德國友人，喝湯前要先用嘴吹一吹，
然後慢慢地吞下。這使朱高正頓悟，吃德
國餐就要按照德國餐的規矩，吃中國菜
廖書蘭

就要照中國菜的禮儀；以喝湯為例，絕對
不能硬是把德國喝湯的規矩套到吃中國菜
來，這就說明東西方各有文化特色！相互
尊重差異，價值觀不要強加於他人身上。
朱高正兩個兒子都在德國出世，他的博
士學位即將完成，指導教授送他們到機場
回台灣時說︰「 希望這兩個小孩子在 20
年後還能夠再到德國來留學。」朱高正聽
了臉色大變，老師問，怎麽了？朱高正回
答德國老師：「親愛的老師，要是連我朱
高正的兒子 20 年後都還要再到德國來留
學，那您認為我們中國人到底還要再到德
國留學幾代人啊？」這位博導聽了這句話
後，很高興地說，他總算沒有看錯人！朱
高正想想，這也是作為中國人，文化自信
的另一個表現。
上帝造人是公平的，某一方面給你多
了，在另一方面就給你少了；有人說朱高
正的IQ滿分，EQ零分。當然，這句話有
點言過其實。綜觀所論，儘管朱高正是一
位極富爭議的政治人物，但是他有一顆鮮
活的中國心，在那個年代生長的台灣人絕
大部分都與朱高正一樣，愛中國，愛中國
的土地與人民。
■30 多年來，朱
高正遊走兩岸，
口袋裡都揣着一
張中國地圖。他
說，等到統一的
那一天，就放下
地圖。 作者提供

制服衝動的魔鬼

常言道：「衝動是魔
鬼」。培根也曾說：
「衝動，就像地雷，碰
到任何東西都一同毀
滅。」意思都是說，人
若感情衝動，情緒失控，常會喪失理智，
行為過激，幹出越軌的事來，以致造成嚴
重後果。這樣的「魔鬼」，在一些人身上
相當活躍，現實生活中也有多種表現。如
公交車上，為爭座位野性大發，大打出
手；行車路上，因兩車刮擦而怒火中燒，
互毆致殘；酒席桌上，一言不合便大耍酒
瘋，鬧出人命……不久前重慶萬州發生的
公共汽車墜入江中、十五條生命瞬間消失
的慘禍，就是個別乘客一時衝動，跟同樣
衝動的司機在車上打鬥造成的。其損失之
慘重，影響之惡劣，教訓之深刻，都令全
國為之震驚。由此可見，為人處事，保持
平靜的心態，把住情緒的閘門，制服衝動
的魔鬼，實在很有必要。
那麼，如何制服衝動的「魔鬼」呢？對
這一知易行難的問題，前人已積累了不少
寶貴經驗。我們不妨從他們那裡，學習一
些「驅鬼」的「真經」……
其一，遇事冷靜思考，「三思而後
行」。有這樣一個故事為此做了解讀：從
前有個愚人，總想擁有智慧。有一次他到
了城裡，碰到一個僧人，便求僧人賣給他
智慧。僧人告訴愚人，他的智慧價值一千
両銀子。雖然很貴，但可先拿回去試用，
若不靈分文不取，靈驗了再回來交錢。愚
人在半信半疑中接過僧人遞過的紙條，那
上面寫着「每遇讓你動怒的事，先前進三
步，再後退三步，如此重複三次，智慧就
自然而來」。愚人揣着這張紙條回到家
中，已是半夜時分。他輕輕推開房門一
看，立即大吃一驚！藉着從窗戶射進來的
朦朧月光，他見妻子正與人同床共眠！他
頓時怒氣沖天，摸起菜刀就要將那人殺
掉。這時他突然想起白天買來的智慧，於
是強忍憤怒，輕輕地在屋裡前進三步，再
後退三步。這樣才往返了兩次，就聽床上
有人喊道：「兒啊，你深更半夜地回來，

琴台客聚

埃及金字塔造型方案出來後，更惹
來一面倒的批評和民意壓力，指他
破壞了環境的和諧感，以及貶低法
國文化，鄙視、謾罵，甚至遭女人
吐唾液，猶如過街老鼠，他也坦然
面對，並親自作出金字塔模型，以
助理解和釋疑，當然，時任法國總
統密特朗的說服工作也很重要。
即使成名之後回到香港設計中銀
大廈時，也被人批評為破壞風水；
而將現代元素融入伊斯蘭文化而設
計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也惹部
分宗教人士不滿……但他都沒放棄
自己的原則底線，這不但是秉性使
然，也是藝術家的擔當。
畢竟，無論是作為一個外來的陌
生者，還是自己的創新意念，要得
到一般民眾和外人的理解和支持，
需要做溝通和說服工作，更需要用
行動去證明自己的真誠。而非意氣
用事或輕易放棄。
在今日眾說紛紜又常惹爭議的香港
社會，貝聿銘的處事作風倒值得有關
人士借鏡。當然，外界的質疑或批評
並非完全無理，重要的是用心傾聽，
畢竟，自己的方案在沒經過大眾檢驗
前，也未必真的完美。化他人的批評
乃至攻擊為良性的建議而反省，必要
時作出非原則性的調整，才會達至互
惠共贏，大家都開心。

書聲蘭語

■村上春樹大半生，愛貓多過愛
他父親。
作者提供

在質疑中堅持

一代建築大師
貝聿銘以一百零
二歲的高齡逝世，算是笑喪。他的
一生，留下無數美幻絕倫的建築作
品，予人驚異，也予人想像。由於
他的華裔身份，加上跟香港的深厚
淵源，他的事跡，只要稍留意新聞
的人都知道一些。
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除了天賦
和勤奮外，其性格和人格也往往是
很重要的，因為這是他堅持下去並
形成風格的關鍵。
今日人們看到貝聿銘的作品，都
驚嘆於他的灼知和遠見，但當初他
接手這些項目時，乃至提供設計方
案到作品完成時，都曾引起很大的
爭議，反對/批評聲音不斷，不少更
帶有污辱性。無論是身為生活在西
方世界的東方人，還是回到東方工
作的外籍人，他的邊緣身份總惹人
質疑。可幸的是，他堅持了下來。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尚未成
名的他在眾多強勁競爭者中脫穎而
出，獲甘迺迪遺孀積琪蓮選中負責
設計甘迺迪圖書館時，受到頗多質
疑和批評，甚至遭國會議員公開責
難。但他隱忍了，也成功了。
到了受邀到巴黎設計羅浮宮主入
口時，其美籍華裔的身份遭到保守
和高傲的法國人質疑，而其出格的

呂書練

本生活的點滴描述，直至讀了他的
雜文，才知道他因為長居異國，作
品大都在異國完成，欠缺東洋場景
也就不足為奇了；他之所以筆下不
帶有半絲日本感情，還可以從他之
前說過「櫻花只是一團皮膚爛肉」
和今日面世的〈棄貓……提起父親
時我要講述的往事〉，便推想到他
長居外國，潛意識裡說不定也是基
於對日本軍國主義精神上的厭惡，
才不期然養成漂流心態。
認為最應獲選諾貝爾文學得獎者
的村粉，天真在以為諾獎得主必是
暢銷書作家，殊不知諾獎標準向來
似乎只重視作品中作家的本土風格
和家國情懷，村上過去作品無此要
點，唯一例外是〈棄貓……提起父
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可不知是
否存有問鼎之心了。

戴永夏

村上春樹浪漫
筆下，從未提過
政治，可是最近在《文藝春秋》發
表一篇〈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
講述的往事〉的長文章，談及他跟
父親長年不和的原因，政治氣味就
滲出來了。
源於他讀小學時，老村上講起他
戰時被徵召入伍派駐到中國戰場，
親眼看過自己所屬部隊用軍刀砍下
中國戰俘人頭，這血淋淋殘酷景象
深深烙印在村上春樹童年腦海裡，
幾十年來一直深為家族「黑歷史」
而不安，父親應有的罪咎感移植到
他內心如同陰魂不散，為此他曾再
三呼籲日本政府「應為過去的侵略
戰爭真誠地道歉」。
從此我們熟知的日本良心作家，
除了阿部知二/五味川純平/宮崎滔
天/芥川龍之介和極度不齒日本倚仗
外國勢力而自大的夏目潄石之
外……又增添一位村上春樹，狠摑
埋沒良心否認南京屠殺的日本政要
一大耳光了。
總嫌村上春樹長篇小說囉唆而多
水分，過去只草草看過他三兩部，
較為看得用心的反而是他好幾本雜
文集，尤其是那本《作為職業小說
家》。看村上小說，最感驚奇的是
他作品中主角，從來不曾有過在日
連盈慧

5月波羅的海之旅，適逢「二戰（歐戰）
勝利紀念日」，對旅遊者來說，能夠參與
慶典，真是從天而降的幸運。二戰中的白俄羅斯，幾乎夷
為平地，重建後成為重要的工業中心，首都明斯克更是音
樂之都，不少中國留學生都慕名前往明斯克的學府進修。
5 月 8 日紀念日前夕，上午來到明斯克的勝利廣場、
中心廣場、列寧廣場，彩旗飄飄，音響、帷幕裝置就
緒，濃濃的慶典氛圍，彷彿聽到了步操的聲音。
明天步操還沒到，「炮火」一下子來到跟前。參觀著
名「斯大林防線」，讓我們看了一幕當年衛國戰爭「歷史
重演」，由數百名軍人、軍校學生參與的戶外實彈演出，
重現二戰蘇軍怎樣搶攻納粹德軍的碉堡，為求逼真，還
出動了坦克、越野戰車和德軍的摩托車……炮火連天，槍
彈橫飛，震耳欲聾，座席轟然。對於從沒有炮火體驗的我
們，冒着「槍林彈雨」跑上觀眾席，真有點戰戰兢兢。
昔日戰爭悲壯場面彷彿重現，在雄壯沉鬱的歌曲中，軍
人和觀眾為二戰犧牲的戰士默哀，他們呼籲要把這一段
歷史給孩子們講，讓下一代謹記戰爭的禍害和民族的苦
難。白俄羅斯的國民教育，令來自香港的我們感慨良多。
白俄軍人相當友善，主動與觀眾交流合照，尤其是來
自中國香港的我們，士兵遞來沉甸甸的古老步槍，又送
我三粒空彈殼。白俄羅斯人對「勝利紀念日」相當重
視，扶老攜幼參與，孩子們悉心打扮，戴上軍帽，穿上
軍裝，可愛的小士兵，是我們爭相拍照的對象。
「斯大林防線」是為抵禦德國法西斯防禦工程，貫
穿整個白俄羅斯西部，由波羅的海南岸至黑海的海岸，
全長 1,200 公里。今天這裡已成為戶外戰爭博物館，當
年的戰壕實體、坦克、戰車、轟炸機全展示。
由於二戰在各國終止日子不一，故紀念日也不一樣。
中國二戰勝利是「對日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紀念日在9月3日；而歐洲二戰勝利紀念日，前蘇聯地區
則是5月9日。
方芳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村上春樹談他父親

明斯克看
「二戰重演」

百百

奥 運 電 視 製 作 是 推動，相信體育不會有今天這麽蓬
由國際奥委會IOC成 勃，能夠吸引到全球超過一半人口
立一家公司，負責製作整個奥運國際 去收看。雖然電視收視率近年向下
訊 號 給 全 球 收 看 ， 亦 即 Olympic 調整，但每當有大型體育項目，收
Broadcasting Services（簡稱OBS）。 視率就會馬上提升，體育節目是資
OBS 在 2008 年 北 京 奥 運 製 作 了 訊與娛樂兩者集於一身，我們可以
5,000 小時訊號供應全世界電視台直 在鏡頭前看到運動員的拚搏，亦能
播，對上一屆的 2004 雅典奥運也製 透過這些畫面去感受到他們拚搏背
作了 3,800 小時。在 28 個大項目中， 後的體育精神，而這些扣人心弦的
306 面金牌奪取的一刻，差不多全部 畫面就是由製作人員悉心去捕捉，
都有直播；來年東京奥運大項增加 再將之帶到全世界的面前。
整個北京奧運製作可謂是空前，
至 33 項，金牌數目更達至 339 面，
但是否絕後呢？我相信絕不可能。
其可觀性更高。
根據資料，雅典奧運之時全球電 科技不斷地進步，就好像現時電視
視台共轉播了共 44,000 小時的奥運 已經發展到 4K 畫面質素，東京奧運
比賽，到北京奥運時更達至 61,700 會更會將畫面的質素推行到 8K，畫
小時，比 04 年多了一半，這也證明 面的清晰度自然不在話下，如果再
收看奥運電視觀眾愈來愈多。據統 加入 VR 的技術，觀眾更加可以親歷
計，08 年全球人口有 67 億，而收看 其境，彷彿置身於比賽場之中，相
北京奥運的觀眾達到45億人。
信觀眾與運動員的感受是前所未有
奧運的整個電視製作團隊，分別來 的貼近的。身為電視製作人，若有
自世界各地的電視台，主場館項目由 機會参與，無不興奮投入，津津樂
芬蘭電視台負責拍攝，游水跳水等則 道。
由澳洲電視台拍攝，單車則由比利時
北京奧運算是「便宜版權費」的
及西班牙電視台拍攝……到北京奥運 最後一屆，接下來每一屆都是天文
時參與製作最多的自然是中國的電視 數字，上一屆巴西里約奥運，TVB
台，其負責的項目包括有網球、羽毛 便虧蝕了 1 億 5 千萬港幣，香港電視
球、乒乓波、排球、籃球、足球及現 業如何面對這沉重的商業狙擊，要
代五項，這也是中國電視界走進國際 如何應付昂貴的版權費，是開源或
重要的一大步，同時亦提升了他們的 是節流？如何討價還價呢？
製作水平。
說到電視製作，奧
運製作是全球最大型
的電視製作，每一屆
的奥運都總會比對上
一屆有所進步，其原
因離不開科技不停地
突破；試想如果體育
■無綫團隊在北京奥運直播室拍攝留念。作者提供
比賽沒有電視轉播的
李漢源

方寸不亂

源於奧運

走過奧運的日子－北京（五）

在幹啥呢？」愚人一聽是自己的母親，撲
通一聲跪倒地上……原來他外出後，妻子
一個人害怕，就請婆母過來做伴……愚人
這才意識到智慧的重要。若不是它讓自己
冷靜多思，一場大禍將不可避免！
當然，「三思而後行」並不只是愚人那
樣的「機械運動」，而應是清醒明智的深
思熟慮，衝動時先想到嚴重後果，發怒時
多考慮帶來的危害，從而控制自己的情
緒，收斂自己的行為，理智地處理問題。
其二，要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如果別人冒犯了你，
你想施加給對方的，就先想想自己能否接
受？如果自己不能接受，那也就不能強加
於人。明白了這個道理，不但能抑制衝
動，避免過失，有時還能帶來意想不到的
收穫。西漢劉向的《新序．雜事四》中，
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就頗具啟發意義：
戰國時期，梁國與楚國毗鄰，都在邊境
上設有界亭，亭卒們在各自的地界內種了
西瓜。梁國的亭卒很勤懇，經常給西瓜除
草、澆水，瓜秧長勢很好。而楚國的亭卒
很懶惰，瓜田疏於管理，瓜秧又細、又
弱。他們出於嫉妒，趁夜越過邊界，把梁
國的瓜秧全都扯斷了。第二天清晨，梁國
人發現自己的瓜秧被楚國人扯斷，氣憤難
平，便報告了縣令宋就，準備進行報復。
宋就說︰「楚人這樣做確實很卑鄙。可
是，我們既然不願意他們扯斷我們的瓜
秧，為什麼又要反過來扯斷他們的瓜秧
呢？別人不對，我們再跟着這樣做，那就
是心胸太狹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嘛！從今天起，你們每天晚上都要悄悄地
給他們的瓜秧澆水、除草，讓他們的瓜秧
長得更好。」梁國的亭卒聽了，覺得宋就
講得很有道理，於是就按照他的話去做
了。幾天後，楚人發現自己的瓜秧長勢一
天比一天好，很高興。再仔細一觀察，發
現每晚來給瓜秧澆水的，竟是被他們傷害
過的梁國人！楚國邊縣的縣令聽到亭卒的
報告後，感到既慚愧，又敬佩梁國人的寬
容大度，於是就把這件事報給了楚王。楚
王聽了，深為梁國和睦邊鄰的誠心所感

動，特地備了一份重禮送給梁國。從此，
原來敵對的兩國成了友好的鄰邦……
這故事既說明了寬容大度的重要，也反
證了魯莽衝動的危害。試想，如果梁國的
亭卒不能自控，以牙還牙地報復楚人，那
後果只能是兩敗俱傷，兩國的關係也會因
此而更加惡化。
其三，遇到氣惱的事，理智地強迫自
己，分散和轉移憤激的情緒，從而使衝動
淡化、消失。對此，一些名人有着精闢的
見解。如俄國大作家屠格涅夫勸人在吵架
將要發生時，必須把舌頭在嘴裡轉上十
圈；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告誡他的孫
子：當你氣惱時，先數到十再說。如果還
是氣惱，那就數到一百。而我國清代著名
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在制止憤怒、避免衝
動上更是堪稱楷模。他一生都很注意「制
怒」，並且將此二字寫成橫幅，掛在廳堂
上，作為座右銘，時時警策自己。電影
《林則徐》中，就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
次，廣東海關監督豫坤和洋人勾結破壞禁
煙，林則徐知道後怒不可遏，當即把茶碗
摔碎。可當他抬頭一看，「制怒」二字映
入眼簾，頓時冷靜下來。第二天，他若無
其事地接待了豫坤，並與之巧妙周旋，終
於讓豫坤乖乖地交出了修建虎門炮台的銀
両。這件事充分表現了林則徐在制止憤怒
上的堅強毅力。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而
「制怒」的橫幅也與他終生相伴。時間久
了，他還從中悟出了制怒養生的道理。
當然，要制服心中的「魔鬼」，更重要
的是「防患於未然」，讓衝動消失在萌芽
狀態。為此，就要加強道德修養，使自己
目光遠大，胸懷寬闊，嚴於律己，寬以待
人。待人處事，要多些包容，多些理解，
在為自己着想的同時，也為別人着想。這
樣，就不會為一己之利斤斤計較，因意見
不合產生糾紛。即使有了矛盾，也能抱着
與人為善、公平合理的態度，通過平等協
商去解決問題。這樣以來，憤激的情緒就
難以生成，衝動的魔鬼也無處藏身。而由
此帶來的危害、禍患之類，自然也就難覓
其蹤了。

呆在家裡和呆在字裡
本身並不呆，為何要以「呆呆」為名？我曾經寫
過一篇《名字的密碼》來解釋自己的名字，講到
自己仰慕金庸先生，便學了先生，把自己的本名
古體字「梅」字拆開做了筆名。因此我的另一本
新書便名為《呆呆為梅》，師父在為我寫序的時
候曾提到，《本草》裡記述：「梅，杏類，倒杏
為呆。俗以為癡呆之呆，誤。」
「呆」不是真的呆，「懶」亦非真的懶。我
在寫長篇小說和連續劇劇本的時候為了自己不
偷懶，把頭髮也剃光了，這樣一來，便可以減
少出門，關在家裡一寫就是幾個月。其間，師
父又督促着我把我的小說《愛你生生世世》改
成了電影劇本，由他導演，拍成了院線電影，
並在2018年第51屆休斯敦電影節上獲得故事片
白金獎。
兩本書出版的時間正趕上深圳文博會，我的
出版公司和發行公司便趁此機會在文博會上做
了新書首發式。如此，便收穫了一些師奶們艷
羨的眼光。因為我自己也曾經是個呆在家裡的
「師奶」。

我很早就走入了婚姻，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年
輕師奶。和大多數的師奶一樣，拿着丈夫的附屬
卡，每天過着打打麻將逛逛商場的日子，一成不
變地，像一隻泡在溫水裡的青蛙，看見的只是自
己頭頂的一片天空，享受的只是自以為是的舒適
安逸。久而久之，丈夫在外勤勞地進步，自己卻
在家慢慢地退步，連年少時的夢想都被日復一日
地揮霍在麻將桌上，和衣櫃琳琅滿目的衣裙中，
以及梳妝台上的瓶瓶罐罐裡了。
這樣的婚姻自然是無法長久的，於是兩個人
決定放彼此自由，給他重新選擇的機會，亦給
自己機會重新去走自己的路，慢慢地尋回自己
的夢想。從「呆在家裡」到「呆在字裡」，那
段溫水煮青蛙的「師奶」生活經歷亦成了我
「呆在字裡」的財富，變成了電視劇本《前妻
前夫》，如今正在準備拍攝中。
《呆在字裡》與《呆呆為梅》首發時，師父
為我題了兩個字：「癡呆」。我想，既然尋回
了自己的夢想，那麼，此生便好好寫字，癡癡
地呆在字裡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