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耘者的初心

愈少玩具愈多創意
和朋友談
起，一些研

究說孩子愈少玩具，感到沉
悶，就可以激發到更多創意。
朋友是小學老師，她說的而且
確有這種現象。
朋友是小學老師，教過不同
的學校，有些會准許帶玩具，
或課室放了很多教具，有些就
少一點。她發現少玩具的孩
子，真的較有創意，用膠水蓋
弄陀螺，研究怎樣用筆來劃定
範圍；用膠擦和間尺做發射
器，又或量度不同東西的重
量……
孩子不用很多東西，已能有
一萬個玩法。我們的小書，已
被用作書、積木、道路，覺得
完全是物盡其用。我們作為父
母也不用常常購買，當然覺得
不錯。不過孩子漸大，我覺得
還是有些東西是必買的︰
1、球類︰籃球和足球等；
家裡則用較軟的球，可以練四
肢，即使在家也讓他們踢球，
但不買太大彈力的。
2、其他運動類︰由平衡車
到單車、滾軸溜冰鞋、回力飛
碟、跳繩用的繩、浮板。

3、棋類︰象棋、鬥獸棋、
波子棋、飛行棋。訓練腦袋十
分好，更好是可以練習輸贏概
念，要讓他們接受失敗。孩子
兩歲多已可以玩飛行棋，之後
慢慢玩戰術類的，現在兄弟最
喜歡就是看公園的伯伯下棋
（但不能多嘴啊）。
4、語文類的桌面遊戲︰大

多是英文的，讓他們可以儲多
點詞彙。一些是記憶類，助他
們記下詞語；一些是搭配類，
要他們懂不同詞彙組合才可以
贏出。
5、DVD︰只讓他們看英文

和國語的動畫，算是讓他們習
慣其他語文的語境。另外，我
們開始讓他們看宮崎駿的動畫
（有不同聲道），太太笑說除
了學語文之外，宮崎駿的動畫
另一好處是裡面的孩子全都很
懂事，希望孩子會視之為榜
樣。
6、書︰很多是借的，但可

以貼貼紙或要畫的，還是要買
新書。
7、手工類︰泥膠、黏土等

訓練手肌，還有樂高積木，也
可以鼓勵創意思維。

早起摸黑，
憑着兩顆永不
服輸的心，成

範永合與他的太太之力，花了
三分之一世紀，以愚公移山的
精神，硬把三萬多平方米山石
地，改造成人間仙境，培育出
二千多個千姿百態、蓊蔚雄奇
或空靈娟逸的盆栽，還栽種了
一百多種菁菁鬱茂的溫帶和亞
熱帶喬灌樹木，建立起世界唯
一的盆栽公園。
也許從眼前思索之苑的美輪
美奐，很難想像過這裡是窮山
惡水、一片沙礫之地。所以，
成範永特地留下一小片當初剛
開墾時樣板，讓人們回顧拓荒
者的無畏無懼的精神。
顯然，眼下園林區與現代商
業經營管理掛上鈎，陳列室佈
滿各國領導人、名人的題字，
處處可見旅行團，我倒希望它
能保有建造者樸素無華的初
心。
我憶起我初臨時的那一
份驚喜，就是因為被那一
份不帶功利的誠意和率真
所感動。
不知是否我的疏忽大
意，我竟找不到第一次我
在入口告示牌的「欣賞盆
栽的方法」韓、中、英、
日文對照，這個告示牌一
直縈迴在我的心間，不妨
在此再抄錄一遍──

欣賞盆栽的方法：
盆栽枝葉茂時，要俯下身，

自下而上地觀賞。盆栽的形態
是在長期的烈日嚴曬形成的，
人們只有俯身去看它，才會看
出其中所蘊藏的含義。因此在
盆栽前細賞的人才是懂得盆栽
的人，而那些不肯低下身子，
對盆栽評頭論足的人一定是不
懂盆栽藝術的。

賞盆三禮：
第一、請不要亂摸。因為你

的手和體溫會讓盆栽感到吃
力。

第二、請不要問價格。因
為，為藝術生命所付出的時間
和愛是無價的。

第三、請不要隨意評價。因
為盆栽中融了培育者的人格與
認識。
以上一段人格化溫馨的提

示，頗有哲理成分，令人印象深
刻。 （《韓國行》之九，完）

粉絲是演藝人在星途裡不可或缺的「本錢」之一，但對着
不理智，有着瘋狂行為的粉絲，藝人們都覺得無可奈何，唯
有特別小心地去處理，因為粉絲們都瞪大眼睛看自己偶像的

智商，到底是什麼「程度」。
經常發生男女明星藝人被「極端」粉絲襲擊，被強吻，被撲倒事件等等，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數年前內地女星劉亦菲在台上被一男子衝上台撲倒
的一幕，至今聊起該事件，當時在現場的人對這事件仍心有餘悸。從事藝人
經理人工作多年的朋友說，在香港極少發生粉絲有過激的行為，但到香港以
外的地方登台演唱或宣傳時，都強調藝人的人身安全措施須納入合約內，由
於內地的粉絲們特別「熱情」，所以在女明星藝人的保安方面，主辦單位因
有多次前車可鑑的事件例子，其間特別聘請「生面孔」又「打得」之工作保
安員，所謂「打得」之人是要具有敏銳觸覺、搏擊技能的人士，偶爾這些
「保安」會假粉絲身份，混在粉絲群中，盡量爭取站在粉絲群最前的位置，
以防萬一，並能第一時間到位保護要被保護的藝人。
有藝人坦言，能有萬千粉絲擁戴，這是藝人們所渴求的，故此每有機會跟
粉絲們互動，他們都希望增加「親民」力度，粉絲們的歡呼聲，尖叫吶喊聲
是藝人最有成就和滿足感的時刻，他們不願錯過，有極端行為表現的粉絲畢
竟只是極少數，保安問題就應該由製作公司和主辦單位去負責，不過藝人自
己亦要時刻提高警覺。
經理人朋友又說，做出更「極端」行為的粉絲也經常「存在」，就他所知
有韓國的粉絲不知從什麼「途徑」，竟然取得某位韓流男偶像的內褲（俗稱
孖煙囪）及其他個人用品，在網上「拍賣」呢！聞此消息的演藝人，無一不
感到驚訝，O嘴程度嘴巴能放進一隻雞蛋，唉，果然是沒有最瘋狂，只有更
癲狂的。

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癲狂
玄學當中的面

相學，或許大家
都 早 已 有 所 聽

聞，但閣下又是否知道，西方也有
類似的學說呢？天命近日閱讀書
籍、資料，發現西方也有他們的
「面相學」，全盛時期大概是在19
世紀，而且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
時期。
其中令天命很感興趣的，是他們

與「動物」面相的結合，根據動物
特質來判斷人的性格。舉個例子，
若是此人面相像「貓」，則他性格
膽怯弱小；若是像「牛」，則代表
其性格偏向野蠻、奔放。這一種看
法，最早可能是源自Giambattista
della Porta的學說。天命不禁設想，
若是在今天把動物的特質套用到人
類身上，長得像「貓」的人大概會
被歸類為「可愛治癒類」的性格
吧！
其實在中國的玄學當中，面相雖

然不會完全依賴「動物」來分析，
但有時也會引入動物的特質加以描

述，生動形象，清晰易懂。例如天
命曾經在以往文章提到過的「狼
顧」之相，就是面相像狼站着不
動，回頭向後看的樣子。
「狼」給人們印象是什麼呢？往
往是兇險、殘忍，隨時潛伏在森林
中，趁人不備，便飛撲過來，置人
於死地。而在我們的面相學中，擁
有「狼顧」之相的人，同樣是陰險之
徒，他們往往自私自利，且為求目的
不擇手段，永遠多疑、謹慎、警
惕，在一場角力當中很難被對手欺
騙，即使陷入險境也能很快反應過
來，隨之找到脫身的方法。此外，他
們就像真正的狼群一樣，深諳「潛
伏」的戰術，願意以十足的耐心，放
長線釣大魚，絕不魯莽行事。
就這一點而言，中西面相學確實

有相似之處，都用動物來剖析人的
面相。只可惜後來西方面相學漸漸
沒落，天命目前找不到他們對於
「狼」的面相之解釋，否則，把中
西面相學中的「狼」放在一起，不
知會出現怎樣有趣的對比呢？

中西貫通的面相學

喜歡看內地
電視劇，古裝

宮廷的尤其多，時裝品種也有
很多，主要是選擇演員才看那
套戲，喜歡張嘉譯、孫儷、吳
秀波、李小冉、張國立、海
青、佟大為、保劍鋒、楊爍，
還有很多很多我記不住名字的
好演員。
內地劇五花八門，我是不論
都市、鄉村、城鎮做背景的都
照單全收，不過看着看着這些
劇集總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提
出，大抵生活習慣不同、文化
背景不同，所以每看現代劇我
便不停口地問我北京做製作的
朋友，做媒體的朋友，好想在
他們那裡尋找答案。
朋友會被問得一頭霧水，我
問怎麼劇裡的人總愛在客廳洗
腳，難得的是很多演員都肯互
相替對象抹腳洗腳，朋友說這
是一種保健，所以在客廳進行
不覺有何不妥。我還看過有部
劇爸爸替女兒在客廳的茶几上
洗頭。
然後我又問朋
友，怎麼劇中演員
睡覺的時候全部不
拉窗簾，醒來金光

燦爛，幾乎所有現代劇均如
此。
到了更現代的戲，主角是超

級有才華的叻人，因為如此他
可能有一個非常超級有型兼摩
登的辦公室，全公司都是透明
的，十分誇張。到了這位叻人
的家，同樣非常誇張，一樣是
透明物料設計，腳下的透明地
板看到樓下的人在做什麼。
雖然我邊看邊問，口水多

多，朋友都被我問到不想再理
我，但我依然問不停，有些莫
名其妙的問題大家都笑彎了
腰。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內地演

員又的確是十分有修養有水平
的，他們大部分的戲都演得非
常好，主要是他們大都正統戲
劇訓練出身，文化修養又好，
演技修養又好，外形出眾。當
然今天可能已經有些差別，但
無論如何他們都有吸引觀眾的
條件，所以我還是會繼續追看
內地劇的！

我愛追劇

忽晴忽雨的六月，香港像墜入了
丹爐。

早起就天火滾滾，路人在街道上，簡直就是行走
的烤肉。頭冒油，背出鹽，細密的汗珠子，在小腿
上匯集成一條一條彎彎繞繞的水溝，最後都流到鞋
子裡。頂着太陽才跑了十幾分鐘，白色T恤已是飽
吸汗水，透過光，整個身形都若隱若現。沒有空調
的叮叮車，搖搖晃晃光當光當，兩邊的樓宇屏風密
實得緊，車身兩邊的窗玻璃都搖下來，一長排洞開
的方木框口卻一絲風也吹不進來。呆頭看着黑鐵軌
道一尺一尺地甩在身後，整個人懨懨地，話也不想
多講一句。
上環一帶的街區，保有老香港的模樣。德輔道

上，各家海味店都把賣相好的乾貨，擺在門口正中
的位置。黑黢黢的海參，黑啞暗沉的大乾鮑，大顆
大顆的瑤柱，都在墊着塑膠膜的竹箕裡成堆成堆的
橫陳着。乾癟半舊色的大花膠，用透明的線一片一
片紮成一束，通常都是懸在門框上，個頭稍小的，
一串一串掛在牆邊貨架子的隔斷上。這些碩大珍貴
的食材，落在喜歡人的眼裡，是無上的珍品。無論
是在家裡還是在酒樓請客吃飯，擺上一大盤，或漂
浮在裝湯的燉盅裡，賓客都倍有面兒。擱在這樣大

熱的天裡，濃重的海濕味裡隱隱還有一股腥臭。
路過西港城、永利街，商家的招牌，或橫或豎，

一層一層，直伸到人行道上。路兩邊多是年深月久
的唐樓，外牆大都是灰衰的。冷氣機、分體空調的
外機，毫無章法掛得到處都是。茶色的窗戶玻璃
上，也不放過，寫的大致上是一些商號的名字，也
有電話號碼。有需要的人，可能真的會打去問問。
我就在路上見過，有人認真的用筆抄下幾個號碼，
以備不時之需。
再往下走，就是喧囂繁華的中環。平常，上下

班的人和遊客交織匯聚。東西方面孔，各種膚
色，西裝領帶，寬衫闊襟，毫無違和感地一起過
馬路，秩序井然。國際化十足。遇到周末，密不
透風的菲傭們，幾乎坐滿所有有雨篷的天橋和空
中連廊。皇后像廣場、遮打花園，還有舊立法會
大樓前後的街道上，不分年齡的她們，個個盛裝
舞動。領頭的，大多身材苗條長髮及腰，緊身的
牛仔褲，或是拖地的寬大長裙，一樣都能跳出活
力四射的感覺。伴奏的音響音質不太好，不間斷
地會有些滋滋的雜音。天氣實在是熱，每個人看
起來都汗津津的。
再往前走，就走不動了。幾十萬人還是不依不

饒，一起上了街，把金鐘到灣仔一段的主要路段都
覆蓋了。從高空俯瞰，密集恐懼症患者怕是要逃之
夭夭了。民主社會，上街是最普通最常見的表達手
法。走在人群中，就能顯示一種態度。至於這個態
度會帶來什麼變化，一般的人並不確定。看看四周
這麼多人跟自己一起走在街上，心裡頭不可捉摸的
情緒似乎得到了共鳴，惶恐和日積月累的壓抑，也
就跟着發洩了出來。
人群裡的年輕人，尤其是學生格外熱情高漲。發

達的社交媒體，看似溝通了人與人之間、階層與階
層之間、平台與平台之間的資訊隔閡和討論空間，
但存活於虛擬空間裡的唇槍舌劍，始終是紙上談兵
隔靴搔癢。與線下群體式參與的公共社會生活和公
共議題相比，存在感和由此衍生的成就感，簡直無
與倫比。愈是急於表現自己成熟和有擔當的年輕
人，愈是想在這個時候被周遭的人認可，也愈容易
在這個時候用力過猛。至於所參與的事件本身，多
半可能並不十分清楚。
人總是要慢慢長大，慢慢學會和社會相處，和不

同取態的人相處，和變化掙扎中的自己相處。終
究，我們都要在跌跌撞撞中，成為一個一個傷痕纍
纍的過來人。

香港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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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聽「雪山梅園」，以為
那裡正在下雪，雪山巍峨，
梅姿獨立，等走近了才發
現，雪山無雪，梅園卻是漫

山飛花了，它用自己芳香盛開的次第，告訴了
人們緋紅爛漫的蹤跡。三月春早，江南的花期
已如火如荼，奼紫嫣紅，遍地燃起，而北方的
梅花，則剛剛趁着漸進的東風，迎來獨立峰巒
的花影。梅枝疏朗，暗香盈盈，仙風道骨般的
花枝，掩映着煙雨朦朧下的黛瓦粉牆，風一
吹，早開的梅花便落英繽紛。那一地的落紅，
讓人想起元代詩人白樸的詩句：「春山暖日和
風，闌干樓閣簾櫳，楊柳鞦韆院中。啼鶯舞
燕，小橋流水飛紅。」
幻覺中，那裡應該有一位衣袂飄然的女子，

徜徉在梅花樹下。她撐着一把玉色的花傘，儀
態安然，風姿綽約。她是梅樹的化身，縱使白
雪壓枝，早春的寒冷也讓她無所畏懼。而春深
後，花事繁馥，它卻隱入花叢，披一身綠意，
默默無聞。
梅花，雖然在我國江南已有三千多年的歷

史，但是在江北像雪山梅園這樣大規模種植的
不多，這個從遙遠的南方遷徙而來的花神，曾
開放於文人墨客的筆下，如今在北方安家落
戶，經霜歷雪，花開花落。
坐落在山東沂水的雪山梅園，是由一位名叫

王春亭的梅花愛好者所建，這位素愛梅花的先
生，年輕時就對梅花情有獨鍾。當年他在自家
庭院裡種植梅樹，探索梅花落戶北方的方法，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進行庭院種植，二千年，
在家鄉一座名叫雪山的地方闢地五十餘畝，擴
大種植面積，成立了梅文化研究中心，把自己
全部積蓄都投入了梅園建設。
因為他的堅持，一家人數十年來圍着他的梅

花做文章，年邁的母親、他的兄嫂和妻子，都
成了養梅種梅的好幫手。園內四君子路、三友
路、梅花路、和美路、福壽路，皆是用光滑橢
圓的鵝卵石鋪就，所有卵石鋪路的圖案，都出
自他的老母親和兄嫂之手。路旁「五福亭」、
「知春亭」、「摽梅亭」、「暗香浮動榭」、
「坐中幾客軒」、「百梅圖石刻長廊」、「詠
梅詩詞碑廊」、「詠梅楹聯影壁」、「梅石
居」等建築，也傾注了一家人的情感和智慧，
意頗雋永，耐人尋味。
如今，園內植有綠梅、白梅、粉梅、紅梅、

跳枝梅、臘梅等兩千餘株，七十多個品種，還
搭配有松竹柳等觀賞性植物，亭榭花台，曲水
流觴，古典的建築風格，與之相映成趣。梅花
盛開的時節，園內紅梅艷麗，青梅亮澤，前來

賞梅的遊客絡繹不絕，人們尋梅於芳徑，流連
於文化長廊，輾轉於梅亭，接受詩詞、繪畫的
熏陶和梅花清麗超然的洗禮。幾枝梅花挾着幽
香探進攝影師的取景框，一群國學班的孩子身
着漢服在梅樹下吟詩誦梅，畫家支案在梅林裡
潑墨作畫，戲劇愛好者在竹節梅枝間搭起舞
台，水袖高揚，裙裾飄起。「不經一番徹骨
寒，怎得梅花撲鼻香」，人們頌梅、畫梅、賞
梅，歌頌梅花凌寒獨放，鐵骨錚錚，不屈不撓
的精神。
王春亭愛梅，也愛石刻，在他的玉照堂內，

擺滿了刻着各種字體的石頭，石頭是他從附近
的山上撿來的，看似平常的石頭，經他刻上
「澹月」、「曉日」、「薄寒」、「細雨」、
「輕煙」等等行雲流水的文字，再往博古架上
一擺，就成就了一件可以觀賞的藝術品。
王春亭實現了自己在北方種植梅花的夢想，

並為園林取名為「雪山梅園」，他不僅喜歡種
梅和刻石，對與梅有關的閒章、詩詞也頗有研
究，先後收集、撰寫、整理出版了《歷代名人
與梅》、《詠梅齋考略》、《詠梅閒章探微》
等文集，是研究梅文化的珍貴資料。當年為了
研究梅文化，他無數次長途跋涉，風餐露宿，
只要聽說哪裡有與梅有關的石刻、閒章，踏破
鐵鞋也要親眼一觀，集於書中。
中國人歷來喜愛梅花，古時文人就有擇地植

梅的雅趣，熱衷於「為天地布芳馨」，有着
「與眾人同遊樂」的精神境界。愛梅的人，也
難免愛到自私，愛到吝嗇，「東鄰滿座管弦
鬧，西捨終朝車馬喧。只有老夫貪午睡，梅花
開後不開門。」他們對梅的癡狂，已達到不食
人間煙火的境地，留下許多逸聞趣事。他們的
筆下不乏對梅花的讚譽：「寒夜客來茶當酒，
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
便不同。」冬天的夜晚，客人叩門，主人忙吩
咐小童煮茗，用茶當酒。火爐中的火苗輕輕跳
躍，水在壺裡沸騰，屋子裡暖烘烘的，窗前的
月像往常一樣明亮如水，幾枝梅花卻在月光下
幽幽地開了，這便使得那日的月色，與往日格
外不同了。
北宋詩人林逋一生不仕不娶，隱居孤山，躬

耕農桑並大量植梅，被人稱「梅妻鶴子」，並
寫出了不少詠梅佳句，其中《山園小梅》最膾
炙人口。他以梅花來比喻自己的清高不群，不
趨榮利，布衣終身。從這些文人詩家的身上，
折射出梅花的淡泊情操與高潔品格。去杭州，
不能不去看西子湖畔的梅花，每到賞梅的季
節，千里迢迢，義無反顧。而時值三月，雪山
梅園的梅花也正好如期開放，梅園賞梅，不由

引起我的懷古情緒。
當年，楊朔原本是要寫《茶花賦》的，卻臨

時移情別戀，在文中大讚梅花：「……梅花，
有紅梅、白梅、綠梅、還有硃砂梅，一樹一樹
的，每一樹梅花都是一樹詩。」這也許，是作
家意外遇見梅花之後的有感而發。然而，那裡
真的有許多許多的梅樹啊，有紅梅，白梅，綠
梅，硃砂梅，一樹一樹的，都彷彿是一幅畫，
一首詩。就比如，我初次進入這個被稱之為
「江北第一梅園」的雪山梅園，眼中的梅花，
也是這般令人遐思。
三月的杭州孤山，水明山秀，楊柳依依，與

往常沒有太大差別，若不是梅樹盛開，你幾乎
分不出眼下是什麼季節。而三月的北方，這個
時節是還要厚衣加身的，衣領高聳，在寒冷的
室外哈一口熱氣，眼睛和兩頰面對的，是那早
春的荒漠，還有濕潤潤的清涼。
古人踏雪尋梅，而我則是適時賞梅，那幾

天，正好寒流來襲，雪地冰封，冷風凌人，梅
花卻在這樣的天氣裡無動於衷，一點兒不畏懼
突然襲來的寒潮。聽說，若再早一些，遇上雪
打梅花，梅花會盛開得更加艷麗，因為艷而深
紅，愈是寒雪之下，梅花愈是開得頑強，芳香
襲人，彷彿要跟那寒冷爭個高低，用那別樣的
花朵穿越冬春，穿越白晝，全然不覺「疏星凍
霜空，流月濕林薄」。
雪山梅園，大部分都是紅梅、綠梅、白梅，

花瓣深深淺淺，本本分分地開放着，沒有一點
兒的投機取巧。梅花執着於迎春報春，王春亭
執着於為人間播撒美麗，播撒芳菲，不知面前
這片梅樹，是否與當年的林逋的梅花有什麼不
同？世間難得兩個同樣癡情於一種事物的人。
「梅以韻勝，以格高。」是的，梅花的美，在
於潔淨，在於堅持，在於孤傲，在於攜人間清
風明月，帶給人們陣陣醉人的芳馨。

才有梅花便不同
■作者為「思索之苑」題
字。 作者提供

■《我們都要好好
的》一劇中的型男
楊爍。 網上圖片

■梅花盛開，奼紫嫣紅。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