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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邀請一對年邁藝術家夫婦到
來，一筆一筆用人手繪畫的，
可想而知其價值了！
午餐期間我按捺不住到處
逛，餐廳還有幾間漂亮至極的
VIP 房，每間不同的概念設計特
色，看得人陶醉不已！
法國美食和紅白酒的質素頗
佳，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仍覺
得未好好地享受夠，到最後那
些自製的極致美味黑朱古力幾
乎令我暈倒，可惜我沒有能力
把它們全部消滅，遺憾！
吃過午餐開始酒店行，去潮
州「十三皇潮」、日本懷石料
理的「德川神戶牛」、晶瑩
廳、皇韶吧等逐一參觀欣賞，
所到之處各人讚嘆聲不斷，其
中內容因為篇幅所限，只好下
回分解！

■紅色勞斯萊斯，Logo 鑲
鑽。勁！
作者提供

了。但年紀太小，當然是有醫
師處方較穩陣。坊間有不少開
奶茶選擇，喝奶粉多的寶寶，
六個月後可以煲點當湯水喝。
我和朋友的孩子都是喝母乳，
但一樣要調理一下腸胃，因為
媽媽現在接觸到濕毒物質也太
多了。腸胃好，皮膚自然好。
接種過疫苗但有皮膚問題
的，一定要找醫師斷症，因為
直接入血的外物，身體更難處
理，不要自己胡亂煲湯或拿藥
給孩子吃。一般偏方以清熱為
主，太小的孩子也不適合。
孩子的皮膚問題，若不能以搽
最簡單的油去解決（即杏仁油、
椰子油），多是內裡問題，一定
要從飲食及腸胃入手，否則只會
形成惡性循環。孩子四個月已
可以喝點粥水，中國人體質適
合圓米煲粥，別用茉莉米，偶
爾給寶寶粥水或米水，是最早
的調理腸胃之法。也不用太早
加入水果，因為我們開冷氣太
多，寶寶和媽媽都多是寒濕重之
體質。

這個年代相信只有大學圖書館才維持高使
用率，國家級的圖書館有其使命絕不會衰
落，但一些城市包括香港社區性質的圖書
館都在被忽略中，需要管理層的有心人重
視。
時代步伐飛快向前，資訊科技發達令
許多人透過電腦找維基百科就可達到搜
集資料、閱讀部分書籍的目的，所以圖
書館的功能也需要漸漸改變，不會再是
市民借閱圖書的功能，而是希望圖書館
做到的功能是滿足市民沒法在家中完成
的「功課」，可以在圖書館尋求到幫助
（包括學習及查閱）。這個要求可能是
太高，但也需要走這個方向。在內地很
流行流動圖書館，方便市民借閱圖書。
被動地等人來看書模式已經過時了，主
動推廣閱讀及引導閱讀風氣可能是圖書
館需要改革的重點，令市民願意入圖書
館是因為那裡有家中沒有的書和讀書氣
氛。正如新潮書局與百貨商店差不多，
就是想年輕人喜歡輕鬆氛圍。現在任何
設施的功能都不再單一化，新建的現代
圖書館需要科技化和含教導功能才受歡
迎，例如主辦深度文化講座、歷史研究
講座、藝術課程實習班等等，讓喜歡尋
求知識的學生們和市民參與。這些不是
即時能見到回報的投資，卻是社會必須
花的錢，培養好質素公民對管治有利。

歲月留下的痕跡

偶遇張曼玉，她戴着「老花眼鏡」正應粉絲的
要求跟她們合照和簽名。已經年屆五十多歲的
她，筆者眼見女神風采依然，雖然體形略為纖
瘦，歲月亦在她臉上留着痕跡，但並不是如早前被人形容瘦成
「紙板人」，仍有着她的氣質和魅力。
近年張曼玉已回歸香港的家，她要在樂壇發展她的歌星夢，在
二零零一年，她和梁朝偉登上內地央視春晚電影《花樣年華》合
唱主題曲，唱功嘛……觀眾覺得「勉強」入到耳啦！年前張曼玉
獻唱《甜蜜蜜》一曲時，因走音頻頻被人狠批她的嗓音是「魔性
地獄嗓」，但張曼玉唱歌的心依然不死，堅持繼續挑戰高難度，
更跟隨專業的唱歌老師力求改善自己對樂韻觸覺和唱功的不足，
再戰樂壇。
眾所周知，張曼玉是香港演藝圈的著名女演員，當年因為參加
港姐選美獲得亞軍和最上鏡小姐名銜，從而取得晉身演藝圈的門
票，不少圈中人都認為張曼玉非池中物，必有一番成就；這麼多
年來張曼玉的成就可說是不負眾望，演技實力令她在影壇獲獎無
數，但張曼玉卻說︰「以前拍的電影導演叫我如何去演繹戲中的
角色，都是按導演已規劃好的軌跡而行，對自己的演技我真的沒
有要求，直至演出電影《旺角卡門》，我才有用『心』去發揮
『自我』的空間，開始真真正正地享受演戲的樂趣，原來演戲時
的眼神和身體語言更能豐富着角色人物。」
對張曼玉「勇闖」樂壇，演藝圈的朋友大部分表示︰「不樂
觀。」覺得張曼玉放棄了在影壇的成就和榮耀轉行做歌星，太不
值得了。然而卻有樂壇中人支持張曼玉演而優則唱，因為張曼玉
為唱歌不斷地增值自己，那份勇氣和毅力令人樂見其成，為她加
油！張曼玉也坦言，在她四十多歲時已沒有演戲夢，以前她演了
無數的「別人」，這回她要演好「張曼玉」此角色，將人生的遺
憾減到最少。
少爺兵

紫陽花故事

今 年 六 月， 盛 暑， 在 福
州，我遇見了自二零零八年
開始到處尋覓的紫陽花。
初夏的福州天氣變化很
大，今日還着寒衣出門，明
天氣候即火般熾熱只適合穿背心。熱令人手腳
慌亂，不懂怎麼着裝去應對這酷夏季節。沒想
到才過兩天，竟又變成出門時明明晴空萬里，
走到路口變成傾盆暴雨。問當地人，原來這段
期間是江南梅子成熟期，南方有句流行諺語
「雨打黃梅頭，四十五日無日頭」，意思是黃
梅季一開始便下雨，持續連綿的陰雨叫人一個
半月也見不到太陽的臉。
「梅雨時節家家雨，春草池塘處處蛙」，詩
歌極其優美，感覺「濕」情畫意，現實生活中
的炎夏天氣卻是變幻無常。成天淅淅瀝瀝，黏
黏糊糊，高濕度高溫度，全身汗如雨下的悶
熱，叫原來相約出來散步的我們，情不自禁腳
步一起轉換方向，走進了有空調的購物廣場。
約好散步後用餐的福州好友 R 帶我上十樓，
步伐緩慢是時間過早，卻也是因為眼前出現了
一片花團錦簇。飲食廣場靠近觀景大玻璃的一
個角落，擺放着纍纍盛開的深藍絳紫粉白翠綠
嫣紅球球大花，明艷絢麗的五顏六色正展開笑
臉迎接前來的客人。一叢叢繁茂簇擁的大球
花，造就一副「煊赫」氣勢，引得我們兩人不
約而同開口讚賞「好美呀！」
我用行動來表示我的讚美，停住腳步張大眼
睛觀賞潤澤飽滿生氣盎然的花，R 則重複說︰
「真的是，真的是太美了！」她昨天出門並非
刻意去買花，不過是路過，突然抬眼一見，頓
時鍾情，結果捧着一枝花回家。像這樣由繁複
嬌柔的數百細小花朵攢成一團碩大花球的花，
一枝花就可以成為一束花呢！我也想要買呀！
可惜帶不走。我在嗟嘆時，她說「至今仍不知
道花的名字！」這花的模樣，我看着，很像繡
球花。說很像，是因為我認識的繡球花，只有
深藍和淺紫，也絢艷華麗，可色彩沒眼前如此
豐富多姿繽紛奪目。
忍不住上網搜索，原來這叫紫陽花。
「啊！」我用手掩着嘴，以免吃驚的聲音跑出
來。從前讀過一本日本翻譯小說《紫陽花日
記》，邊讀邊好奇揣想，紫陽花是什麼樣子的
呢？那個年代網絡尚沒有今天盛行，不知道要

鵬情萬里

路地觀察

嬰幼童皮膚問題

朋友孩子的
頸項紅了，像
熱痱，又不斷擴大。起初以為是
太熱，但由於面積不斷擴闊，且
用了清水勤抹，再用爽身粉（可
以用木薯粉加薰衣草油自製，較少
化學成分，且不怕入口。木薯粉比
粟粉較少機會是基因改造，一小
袋只用上兩滴薰衣草精油，混勻
就可以），也沒有太大好轉。
聽過很多孩子三四個月時都會
發胎毒，輕微的不用特別處理，
也不要亂塗什麼，壓抑其排毒反
應，排一下就好。寶寶在媽媽肚
裡時，什麼也會吸收到，且他
是獨立個體，適合媽媽的東西，
他未必適應到，儲下來不需要的
東西，味精又好，濕毒又好，夠
能量就會自己處理掉，推上皮
膚。結果孩子去看中醫，不需開
藥，只是兩劑開奶茶（醫師自己
處方） ，孩子什麼也沒搽便好
了。
我記得我的小兒子也是，皮
膚白滑的他，有天突然有紅點
點，也是喝開奶茶溝奶粉便好

昨天看到新華社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國家
圖書館老專家的回信，
很有感覺。香港媒體未必有人會重視將之
報道出來，筆者希望藉香港《文匯報》采
風版專欄這窗口，向海內外華人讀者傳遞
開去。習近平給國家圖書館老專家的回信
原文如下：
丁瑜、薛殿璽等同志：
你們好！來信收悉。你們離退休後仍
心繫國圖發展和文化事業，體現了你們對
「傳承文明、服務社會」初心的堅守。
110 年來，國家圖書館在傳承中華文明、
提高國民素質、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
發揮了積極作用。一代代國圖人為此付出
了智慧和力量。在此，我向國圖全體同志
致以誠摯的問候。
圖書館是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
誌，是滋養民族心靈、培育文化自信的重
要場所。希望國圖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弘
揚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服務方式，推動全
民閱讀，更好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再立新功。
習近平
2019年9月8日
國家最高領導人重視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是可喜，主席講圖書館是滋養民族心
靈、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場所。然而，在
婷婷

朵拉

以往沒有興
趣去澳門，是
因為對賭無興趣，又怕人多擠
擁，所以當大家興高采烈地討
論澳門的賭場豪華酒店，我都
沒有上心，也因此到今天都分
不清楚那些人們說靚到暈的酒
店。
不過我還是有些運的，因為
前上司 B 大哥（其實也不算上
司，因為他離開了那公司我才
加入），我摱車邊有機會跟着
去他管理的一間豪華瑰麗的新
酒店參觀，這酒店名「13」，
好名字，響亮易記！我大鄉里
去澳門，B 大哥十分周到，他親
自駕着名貴房車接載我們經港
珠澳大橋過去，我是第一次，
感覺好正，方便快捷舒服，大
約 40 分鐘車程抵澳門，B 大哥
安排豪華耀眼氣派非凡的紅色
勞斯萊斯接我們去酒店，看上
去有點誇張吧，但試試也是一
種難得的經驗！因為這些酒店
豪車既鑲了鑽石，又用真金鑲
嵌手製，是全城獨一無二的，
坐進去一下子滿足了虛榮心，
暗自高興了一陣！
走入酒店，B 大哥先帶我們進
餐 ， 到 法 國 餐 廳 普 來 喜 （Le
Grand Plaisir） 的 VIP 房 間 進
食。單是這餐廳已經令大家爭
相打卡拍照，主餐廳樓頂上畫
的是「愛瑪仕」圖案，地氈與
樓頂圖案是互相呼應的，是酒

圖書館應培育文化自信

家家廊廊

爽姐私語

華麗 13

林爽兒

湯禎兆

躍然紙上。
如他流連豐子愷浙江桐鄉石
門故居，目睹日寇戰火殘存一
扇黑焦大門的浮沉，引起他的
遐思──後來雖然得以重建，
其間又歷經多少風霜與歲月的
刀痕，勾起作者心事：「緣緣
堂上凌雲筆，梅弄前頭春水
深。百年悠悠豐柳燕，傷心豈
止一焦門。」
好一句「傷心豈止一焦
門」，委實令人低徊不已！
豐子愷已遠去，只能從其遺
下華章領略那一顆永恒的赤子
之心。
專欄縷述的作家、畫家，不
乏與筆者有過交往。其中談到
雄心不減的蕭軍先生，說他
「英氣浩邁」，一筆勾活。
最近重新聆聽早年對他採訪
的錄音，年達耋期的人，說話
聲音洪亮，快人快語，不減當
年風采。他在錄音中提到一起
舊事，知名美國漢學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著有《蕭
紅小傳》，翻譯莫言長篇小
說）到北京拜訪他，表示要為
他立傳，有外國專家寫傳，揚
名海外，不少人會竊竊暗喜，
頷首答應，他卻一口拒絕。他
不希望有人為他樹碑立傳，二
來他不相信這些漢學家可以中
間落筆，客觀著述。
他寫白樺自題八十歲曰：
「黃葉落盡視域寬」，說「確
是到了境界」，是一言概括了
白樺詭譎波折一生及歷經磨難
後的另一番體悟。
（上）

百百

與春彥先生
最先是從報紙
副刊認識的。
第一個印象是新鮮，以國畫筆
觸入世途，並以漫畫出之，頗
有華君武、方成的風範，於他
這位國畫家更添一份雅趣。
後來打聽到他的行跡，便邀
請他為我主編雜誌開一個專
欄，他欣然答應。
他定了一個題目：「吾師吾
友」，意喻寫他熟悉的師友，
亦圖亦文，恣肆縱橫，文字看
似佻達，卻不失諧趣，蔚為文
化雜誌一框別致的文化風景。
文如其人，春彥先生在開篇
題跋寫道：
在這個無君無父的時代，我
來做這個題目，也許就有些無
趣。試問：現如今，還有什麼
可以敬畏的呢？然而吾人畢竟
不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猴頭，
畢竟也經歷過這種種人、種種
事、種種情、種種時，故吾亦
有幸在師與友的流轉間度過許
多時刻和蒼黃。……雖然事屬
微末，吾遂用拙筆記錄那些永
遠難再的煙塵往事，以一圖一
文的形式敬奉諸公指教，並也
以之懷想，誌念吾那些三教九
流、或師或友、亦師亦友、或
在或去的「吾師吾友」們吧！
發軔於「滬上淺草齋畫室」
這篇的短文，作者雖身處陰冷
的冬季，仍不減紅紅的火氣。
人老心不老，憑胸中一股激
盪之氣，扶微鈎沉，重塑一尊
尊飽含滄桑的文化群英畫像，
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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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過留痕

大地遊走

琴台客聚

信手拈來，皆成妙諦

──序謝春彥《吾師吾友》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去問誰？也就成為一個不解之謎。
拎着這個謎，四處尋找十多年，終於看見斑
斕瑰麗的花旁邊，寫着花的名字：「藍邊繡球
花」、「紅帽」、「弗蘭博安特」、「奧塔克
薩」、「雪球」、「粉色佳人」、「 歐洲莢
蒾」、「藍寶石」、「太陽神殿」、「紗織小
姐」，「隅田花火」名字多到令人眼花繚亂，
跟花兒一樣動聽悅耳，曼妙綽約。
紫陽花在古代日語原名「集真藍」，集合了
真正藍色之意。日本不少俳句大師為紫陽花留
下名句，如小林一茶的「紫陽花雖然變幻多
姿，最後卻是以一種顏色凋零，這份美艷真是
虛幻無常」（原句日文，中文翻譯取其意）讀
來真惆悵，虛幻無常的不正是人生嗎？是美艷
所以虛幻無常，或是虛幻無常所以美艷？還有
《萬葉集》裡「樹木靜無言，無奈紫陽花色
變，迷亂在心間」。七彩繽紛的花迷住人的
眼，人的心自己要迷亂，與花又有何相干呢？
資料告訴我們，日本人稱「紫陽花」，但這
名字卻是中國人取的。
這人是大名鼎鼎的唐朝詩人白居易。據說，
在杭州靈隱寺「岩頂崖根後產奇花，氣香而色
紫，芳麗可愛，人無有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
而植之。郡守白樂天尤愛賞」，白居易特別
愛，愛到為花留下詩句：「何年植向仙壇上，
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
紫陽花。」
日本人借來用之後，變成這個民族最喜愛的
花之一。紫陽花的顏色與種植土壤的鹼酸度及
觀賞時間產生不同的變化，因此又叫它「七變
化」。書上說紫陽花的花語是「花心、善變和
見異思遷」。還有一個明治年間的詩人寫的俳
句「紫陽花呀，昨日的真話，今日的謊言，你
信嗎？」聽說了紫陽花花語，才更了解為什麼
書名《紫陽花日記》。閱讀小說大概是在二零
零八年左右，作家是日本籍的渡邊淳一，內容
描述一對中年夫婦的愛情和生活，真正要表達
的是人性的複雜和多面，還有人性的弱點，人
心的善變。
小說裡的男主角和妻子就像所有中年夫妻，
結婚十五年後，生了兩個孩子，愛情在現實中
消耗磨損，兩個人的感情在無趣乏味的日子裡
變質和流逝，冷漠成為生活常態，同住一間屋
子，卻分房而睡十年了。有一天，男主角在妻

子的床上偶然發現妻子的日記。日記封面是一
朵碩大的紫陽花。抑制不住好奇的他，偷看妻
子的日記之後，驚慌惶恐，因為日記裡記錄了
他的背叛和不忠。原來妻子早知道他有外遇的
事，卻從來不說出口，只在日記裡吐露心事。
平靜的生活突然被打亂了。
這時小說讀者和小說中的男主角一起變成偷
窺狂，跟着男主角一邊從中了解妻子的內心。
沒有愛情，卻有關心，是這樣嗎？或者男主角
只是在關心自己？作為讀者開始思考愛情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當男主角不停地追蹤妻子日記
裡記錄着他的出軌時，突然來了一個轉折，妻
子秀麗的字跡裡，一個字一個字寫着，她在和
從前唸大學時期的一個教授開始交往……
本來在小說裡被動的妻子，這下倏然轉為主
動的角色，作為女性讀者，讀到這裡還真有點
高興。當我們以為男主角背叛了妻子，憤憤不
平替妻子難過，然而妻子也不放過機會背叛丈
夫的時候，女性讀者是不是要得意起來了呢？
互相背叛會讓愛情因此變得公平嗎？而愛情
裡是否存在着公平這回事呢？
作為知名作家的渡邊淳一，故事的結局卻是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妻子的最後一篇日記是這
樣寫的「今後我再也不寫了，將所有的事情全
部裝在自己心中活下去，我也不知道到底能裝
多久，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樣的
話，時不時來偷看我日記的丈夫，也終於可以
安心回到他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按這樣
說，男主角是被妻子愚弄了？妻子到底有沒有
出軌呢？她是早就曉得男主角在偷看日記，故
意創作一個紅杏出牆的故事來刺激他，要他吃
醋，或者她真的也和男主角一樣有婚外情？
這是一個沒有結局的小說，而我要到十年後
的今天，才見識了紫陽花的千姿百態，又名
「無盡夏」的紫陽花，在炎熱的夏日綿延不斷
地展開夢幻爛漫的粉藍絳紫，選擇在悶熱潮濕
的氣候裡才願意綻放的紫陽花，以冷色的藍色
為基調，開出夏季的清幽涼意，讓看花的人心
也醉了，其實它的綺麗鮮艷是為了安慰被高溫
度高濕度而變得浮躁不堪的人們吧。眼前默默
不語的紫陽花，璀璨地喧鬧綻放。

君自長安來

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從
古至今，中國人對盛世的嚮往未
曾有過片刻的停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
拜冕旒。大唐帝國的開元盛世，像是一卷升騰在
空中的輝煌畫卷，千百年來一直引得無數帝王將
相、文人墨客引頸回望。首都長安城街市之繁
華，人煙之阜盛，更是冠絕天下。白居易站在觀
音台上俯瞰長安城時說，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
坊如種菜畦。
坊是長安人居住的區域，市則是商業區。東西
走向的街道有十四條，南北走向的街道有十一
條，共計一百零八坊。坊坊皆有圍牆，整座長安
城便是由許多方塊組成，規整而嚴謹。長安城的
地勢東高西低，遇到雨季，西城易遭水浸，於是
王公大臣豪門富戶的宅院，多在東城，平頭百姓
的家宅都安在西城。
長安不做國都已經一千年了，長安城散發出的
迷人魅力，仍不曾散去。今年暑期，一部名為
《長安十二時辰》的網劇一上線，就已爆款。除
了如美劇一般緊湊的情節安排，更多人被劇中重
現的長安城，深深地俘虜了。
此劇的情景設置在唐天寶三年，正是開元盛世
的巔峰時期，又是上元節當日。火樹銀花合，星
趙鵬飛

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騎皆穠
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劇
中再現的長安上元夜，彷彿是用工筆依照蘇味道
的《正月十五夜》，一筆一筆描摹出來的。道路
齊整，縱橫交織，猶如棋盤；坊牆敦厚，樓閣方
正，錯落有致，甚是俊美。街上擁簇的女子們，
高髻闊衫，兩頰圓潤，妝容妍麗，個個疏朗寬
豁；城中往來的男子們，軟羅襆頭，圓領窄袖，
下施橫襴，舉止瀟灑謙和。遍佈街頭的燈輪、燈
樓、燈樹，將盛唐的氣象，映照得華美祥和。
唐朝所遺建築仍存世的，大多是磚石結構，保
存較為完整的木構建築，僅剩四處且都是寺廟，
皆在山西省境內，佛光寺、天台庵、廣仁王廟、
南禪寺。據稱《長安十二時辰》劇組為使場景逼
真，美術置景不僅參考了史書、壁畫、文物，還
特意造訪了日本同時代的文物建築。劇中頻頻出
現的西市市門，和昌明坊的坊門，因此得以較高
程度還原唐長安城坊、市門制的大氣恢弘。
此劇名為《長安十二時辰》，便是以長安城中
的一天為時間軸，既竭力將盛世繁華悉數呈上，
又把帝國重重危機一一勾勒，再順帶將錦繡背面
之下的另外一個地下長安掀開一角。觀劇時稍有
走神，可能就會錯過一個了解盛唐忽而由盛轉衰

的重要密碼。看過此劇的人，心中當有此感觸。
沒有看過的，我也不做劇透。
拋開此劇中精心設置的密集反恐情節，導演一
遍又一遍透過主演和群演的口，訴說着對長安的
嚮往和責任。大唐的戍邊將士，要戰死沙場了，
叮囑戰友把自己的眼睛帶回去，去看看長安。彈
盡糧絕了，支撐戰士們活下去戰下去的勇氣，是
聽老兵講長安城裡發生的故事。最後，哪怕都活
不下去了，也要讓老兵唯一的女兒留在長安，替
所有戰死的戍邊將士們活在長安。
「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
擁有詩意的世界。對我來說，這個世界在長安城
裡。」王小波的名言，直白地道出了今人對長安
城的眷戀和幻想。長相思，在長安。每個人心中
的長安城，都是對盛世繁華的暢想，都是對安居
樂業的期望。

■圖片是今年
春天拍攝的西
安元宵節夜
景。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