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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老師說……

■老師一句話，足以影響
一生！
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為愛攀登
十五年後，國家決定重組登山
隊，挑戰世界之巔，三位登頂前輩
應召歸隊，訓練新一輩攀登者，並
帶領他們再次出征。其間屢遇惡劣
天氣，處境險峻。
電影以吳京和章子怡領銜主演，
分別飾演登山隊長方五洲和氣象學
家徐纓，兩人也是一對情侶兼工作
夥伴。片中另一對情侶則是井柏然
飾演的第二代登山攝影師李國梁和
登頂唯一女隊員黑牡丹（由藏族歌
手曲尼次仁飾）。成龍則客串演出
老年楊光（青年由胡歌飾），在片
尾時以裝了義肢的腳登頂，圓了老
父和自己的心願。
電影以出色的特技呈現了雪山險
境，場面驚心動魄，同時展示了登
山隊員驚人的毅力和征服大自然的
豪情，背後有「為國登頂」的力量
驅使，巧妙地將個人英雄主義和愛
國主義結合起來，激起國人心中大
愛。
這麼重大而高危的壯舉肯定不會
一帆風順，也有不少無名英雄，電
影中就有三個人犧牲了，包括死於
雪崩意外的首次登山的老隊長，以
及二次登峰的攝影師李國梁和氣象
學家徐纓。難免令人有「出師未捷
身先死」之憾，心生悲慟，卻不太
傷感。畢竟，他們都胸懷理想和心
中有愛。死而有價。

此心安處是吾鄉
北宋元豐三年（1080年），蘇軾剛從「烏
台詩案」的文字獄中死裡逃生，被貶到湖北
黃州任團練副使。充軍貶官，這是人生道路
上的極大磨難，它給人造成心理傷害是巨大
的。但蘇軾並未像一般人那樣，只停留在悲
愁的層面上，不能自拔。他認為「人生如逆
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某謫
居既久，安土忘懷，一如本是黃州人，元不
出仕而已。」（《答趙晦之書》）自己雖然
謫居黃州，但安於居此鄉土，寵辱皆忘，就
如同本來就是黃州人，只是未出去做官罷
了，這有什麼可愁苦的？有了如此坦然從容
的心態，他便能輕鬆巧妙地應對困苦的生
活。他在《答秦太虛書》中寫道：「初到
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
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
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
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
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
他這樣的精打細算，日子自然過得十分
清苦，於是他又從古人那裡學到一種「晚
食以當肉」的進食方法：「早寢晚起，又
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
策》，見處士顏鐲之語：『晚食以當
肉』，欣然而笑。若鐲者，可謂巧於居貧
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
等……美惡在我，何與於物！」（《答畢
仲舉書》）所謂「晚食以當肉」，就是在
飢餓的時候再進食，這樣即使粗劣的食

琴台客聚

每年的「國慶
黃金周」既是消
費假期，也是電影上映黃金檔期。
今年是「七十大慶」，有多部大製
作獻禮片在內地叫好叫座，其中
《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
和《攀登者》排頭三名，三片上映
首周已合創逾五十億元人民幣票房
的歷史新高。
但在暴力連場的香港，跟各行各
業一樣，獻禮大片卻「映不逢
時」。內地票房冠軍《我和我的祖
國》在多家戲院只獲安排早場上
映，幸好由本港導演李仁港執導的
《攀登者》場次多些，許是後者的
類型化風格較迎合國家觀念薄弱的
香港觀眾口味。
就可觀性而言，《攀登者》也有
較多吸引觀眾的商業元素：主題比
較集中（講攀登世界最高峰）；多
位一線明星坐鎮；情節緊張刺激；
視覺景觀奇特；攀登英雄們在刻苦
受訓外，不忘兒女私情，為嚴肅主
題添點人情味。
電影改編自真人真事：一九六零
年，中國登山考察隊從北坡征服珠穆
朗瑪峰，締造「零的突破」，本為舉
世壯舉，惜沒在頂峰留下身影（攝影
證據），加上幾近鎖國的國際關
係，未獲廣泛報道和國際認可。此也
成為三位登頂者多年遺憾。

小的時候愛做夢，有許許
多多實際的或者不切實際的
夢想。大人對此總是說，好好學習，多讀書，
你想要的一切都會有的。於是，聽了話，好好
學習，讀了很多書，長大了，腳踏實地地努
力，想要的，果然都一一實現，大多數都一一
擁有了。
然而生命裡總有一些東西，不是努力了就能
夠得到的。與閨蜜閒聊，問她，若是付出相等
的代價，就能夠換取你千般努力也得不到的東
西，你願意付出什麼去換取什麼？年近半百的
閨蜜沒有半點猶豫：她願意以自己二十年甚至
更多的壽命，去換取能夠與眼下觸不可及的愛
人廝守餘生。
前不久重溫了一遍十幾年前曾經看過的台灣魔
幻電視連續劇《第八號當舖》。劇中的第八號
當舖是一間神奇的當舖，在那裡，人們可以典
當任何物品，有形的人的四肢、五臟六腑，無形
的愛情、親情、友情，以及一個人的善良、誠
實、健康，甚至自己的靈魂，都能夠拿去換取自
己想要的東西。大多數走入第八號當舖去典當的
人，除去是無法解開自己或者親人的困境的不得

伍呆呆

她的幸福

今天，世界的通訊功能 人，只是那個男人對不起她！她一再原
無遠弗屆，真的到了令人 諒他，給他機會，而他一再犯錯！之後
不可思議的地步；一位 30 年前的朋友， 竟成習慣性犯錯！結果她竟把她爸爸給
她名下的物業賣掉，為的是幫他還債！
我們聯繫上了。
由於天各一方，很多年不曾見面，今 天下盡是癡心女子，遇上負心漢！這是
夏我既然來到倫敦，真想親自去她生活 為什麽？當我一想起她就心疼，也是這
的小鎮 Folkstone 看她一眼，看她的日子 個原因，讓我一直牽掛着她，久久不能
放下。
過得可好？！
最後，她對這位老公傷心至極，也絕望
記憶中她是一位極具中國傳統婦女美
德的客家女孩，在香港新界西貢萬宜灣 至極，她選擇帶着女兒重回英國生活。
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人生往往是柳
出生，12 歲帶着 9 歲的妹妹乘坐飛機到
英國來依靠雙親。她兒童時期在萬宜灣 暗花明又一村，她回到英國的第二年，
已經懂得燒柴火煮飯，水邊洗衣，養雞 遇上了她人生中真正的真命天子，如今
餵豬放牛。從她的成長背景可以想見， 相處已經 16 年了，仍然如膠似漆，時時
她克勤克儉，自立自強。她天生有濃厚 刻刻都像正在熱戀中的情侶。在我來小
藝術細胞，不僅煮得一手好菜，最讓我 鎮做客的第二天，剛巧是他們慶祝 16 周
佩服的是，她可以用極少的金錢佈置家 年的日子；據她說，16 年來沒有吵過一
居，有琴韻茶香的味道，不由想起鄭板 次架，彼此相敬如賓，恩愛非常；她告
訴我，要感謝她以前的那個男人！因為
橋「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那個男人壞到了極點，讓她傷心
她 17 歲那年愛上一個
至極；我看着她，一位多麽漂亮
香港到英國唸法律的男
幸福的小女人，我從來沒見過她
生，她把賺來的工資給這
這麽好看，哪怕是在她 18、20
個男生花用，這個男生
歲時的模樣。
放假去看她，她還會幫他
我在這個距離法國最近的海邊
洗腳（英國天氣冷）。7
小鎮，探望一位我經常牽掛的朋
年後，他們結婚，雙雙回
友；這幾天天氣非常的好，碧空
到香港。她生下一名女
如洗，萬里無雲，天與海的顏色
兒，她要應付那位做律師
連成一個廣袤的無邊無際空間，
的老公經常呼朋喚友到家
裡來吃飯，她持家有道， ■ 她 是 我 縈 繞 心 頭 沒有風，所以沒有浪，有的是，
可以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出 30 年的女孩，自此 大海波平如鏡，陽光溫暖。時隔
一桌豐盛的晚餐。幾年以 以 後 ， 我 可 以 放 下 30 年，小鎮的海鷗依然聒噪，
後，她沒有對不起那個男 了。
作者提供 只是你我都不一樣了。
廖書蘭

任是艱危仍從容

在我國古代文人中，
很少有人能像蘇軾那
樣，一生為官又迭遭坎
坷，大起大落卻處變不
驚，在任何困厄艱危的
環境中都能保持坦然自適的心態和達觀從
容的人生態度。可以說，任意截取他的一
個生活片段，都可以聽到詩人彈奏出的迸
射着智慧之花的和諧樂章，餘音繚繞成千
古絕唱……

戴永夏

現在女兒已讀中四，更加對母親
失去幼年時的信任和親切感了。說
起話來態度惡劣到自以為學識超越
母親，母親的話，半句也聽不入
耳，每次大家有了歧見，母親雖然
語氣如常溫婉，女兒話沒聽完，就
無頭無腦悻悻然搶白：「別多說，
我不是為了你的未來，老師說，是
為了我們的未來！」這母親明白
了，原來老師教導「有方」，不止
教她捨棄超級市場的購物籃，已帶
領她進入虛無飄渺迷宮，尋找她未
來虛幻世界的「天堂」了。這母親
說看到國慶日北京充滿陽光朝氣那
些孩子打從內心散發出來的歡樂笑
臉，就為內地新一代美麗的遠景感
動到流淚，想到女兒跟她那群同學
茫然無知空喊口號那條人鏈，也不
禁為女兒灰暗的未來而流下眼淚。

身邊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政治冷漠，社
會被暴徒破壞不堪，他們都可以沒有感
覺，事不關己，繼續沉默。港鐵站被破壞，滿目瘡痍，
他說，我不住港鐵線上；中國銀行被搗亂，他說，我沒
中國銀行戶口；美心集團旗下的食肆被摧毀，他說，可
以幫襯另一間；零食店被放火，我不吃零食；百人圍毆
的士司機喎，他說，我不去黑衣人聚集的地方；暴徒堵
路放火喎，他說，我住港島南區……無論香港亂成怎
樣，他們都是選擇沉默，血肉之軀裹着外星人的冷漠。
直至十月四日那一夜，南區終於被放了第一把火，個
別「沉友」不能不蒲頭，上了議論區，因為火燒身了。
那一晚在鴨脷洲晚飯後，需經香港仔海旁道回家，竟然
走不得，原來香港仔海旁道一帶被堵路放火，車龍堵回
鴨脷洲橋頭。
因為已經是晚上十時，大家都心急回家，商討回家方
案。有人提議在鴨脷洲坐艇仔，水路到香港仔上岸，但
到達香港仔，還是要摸黑徒步大半個小時；也有人提
議，不如包艇仔到更遠一些，到華富瀑布灣，或到數碼
港貝沙灣，上岸再作短程步行。
月黑風高夜，艇仔經外海，風高浪急，太危險了。想
不到幾十歲人，竟要來一趟水路「着草」、「偷渡」式
的歸家路，拍戲的場景歷歷在目，有點緊張；媳婦遞上
一支小電筒，讓我路上照明，溫暖帶着悲情。幸好，年
輕人夠冷靜，即時否決了「水路方案」。
因為有自駕車，最後還是找到「陸路方案」，逆方向
走南風道，經入夜無人區的司徒拔道、山頂道、馬己仙
峽道， 繞到中半山住區，羅便臣道、薄扶林道……平
日十分鐘的車程，這天繞了半個香港島，花了大半個小
時。因為自駕車算是幸運了，回到住區，禮賓員訴苦，
他為了接夜班，站站轉車，還要花費二百元的士接駁。
南區被放了第一把火後，陸續有來的，不光是火，還
有香港仔中心、香港仔隧道口，竟要接受黑衣人截車
「安檢」，他們做起「執法者」，死未！
方芳

家家廊廊

我們讀中小學
時，老師多有類
似以下訓話：「父親為了養育我
們，天天朝九晚五上班工作，母親
從朝到晚主持家務，他們都很辛
苦，你們做兒女的，就應該好好努
力讀書，將來報答父母！」
老生常談的話，相信我們父母甚至
父母的父母也聽過不少，不管學生時
代有沒有牢記在心，也都知道為人兒
女，應該對家長感恩和尊重。
同樣訓話，今日縱然也有老師會
說，對於中小學女生，尤其是家中僱
有外傭的，傳統母親的典範，也未必
是她們為自己樂於塑造的形象吧。
日前跟鐘點大姐閒談，就說她女
兒升讀初一開課頭一天，回家看到
她從超級市場買來的東西，很不耐
煩投以不屑的眼色說：「怪不得老
師說，不用功讀書，日後就變成只
會到超級市場購物的師奶了！」這
個沒讀過中學的「師奶母親」，差
點沒有給這個平日自誇有好未來的
女兒，奚落得昏了過去。
事後她心境還是回復平靜，說女
兒抱有大志，來日做成什麼「女強
人」，不像她做買菜師奶，這老師
勸她用功讀書，畢竟也有勵志作
用。誰不望女成鳳！

呂書練

■攝於巴黎聖坦尼法蘭西決賽球場
現場評述位置。
作者提供

書聲蘭語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另一組外景隊在里昂入住酒店，晚
上 3、4 點，竟有小偷潛入房間偷東
西！在偷竊過程途中同事被吵醒了，
眼看着小偷拿了腰包就要逃跑，但半
夢半醒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中追賊，又
恐怕會有危險，因此只能大叫，及保
持距離地追出去，最後同事看着賊人
邊逃跑邊從腰包中取出東西，更將護
照拋在地上，才上車而去，由此可見
是「熟手技工」了。
說起來這也可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不
見錢事小，但不見護照就麻煩多了。
及後同事們立即去報警，但到達警署
卻發現報警的人竟然很多，足足排了
兩個小時左右才能報案，警察先生還好
像很不耐煩似的，不斷抱怨着說︰「你
們為什麼要來法國呢？我們這裡的日常
就是這樣的了。」然後更表示︰「如果
你們不見了護照就嘗試去球場門口垃圾
桶找找吧，看是否可以找得到？」真是
啼笑皆非。
其實類似事件在該屆世界盃真是不勝
枚舉，歌手黎明當年也有來作 TVB 世
界盃嘉賓，亦有發生護照不見了的事
件，另外還有幾個個案也大同小異，就
不逐一描述了，反正這屆法國世界盃，
我們全隊工作人員遭偷竊的，合共損失
了大約15萬港幣。
說完「花絮」，待下次再聊整個法
國世界盃節目製作吧！

南區第一把火

百百

法國世界盃於 1998
年 6 月 10 日開幕，電
視台工作隊伍共 50 多人，於開幕前十
日相繼抵達巴黎，為開幕作準備工
作；而部分外景隊伍，在巴黎會合了
聘請的司機及翻譯，分成三小隊的隊
伍，坐上租回來的汽車離開巴黎，向
他們負責拍攝及採訪的城市出發。
每隊外景隊負責2-3個球場，主要追
訪在當地比賽的國家球隊練波花絮、
賽前賽後的訪問、當地風土人情介
紹、訪問球迷等等的花絮； 而在巴黎
國際廣播製作中心，每天也會收集各
個城市的外景隊同事們衛星傳來的片
段，剪輯後再經衛星傳回香港，這樣
就更能使香港觀眾投入世界盃賽事。
在起程前往法國之前，常常聽到友
人指巴黎治安不好，很多扒手小偷，
更囑咐我們小心留意；到埠巴黎的第
2 天，我們其中一位同事已「中
招」︰在保安長駐、守衛森嚴的國際
廣播中心內，錢包竟然不翼而飛！公
司給我們世界盃期間的個人膳食費
用，總值港幣萬多元就這樣不見了。
大家唯有即時加倍小心防範盜竊，雖
然大家都已有戒心，但失竊仍然陸續
有發生：當時節目主持人韓毓霞，因
為要前往另外一個城市採訪，因此早
上離開酒店時先把行李箱放在車內，
再回國際廣播中心取資料才出發，而
國際廣播中心已經是一個守衛森嚴的
地方，有任何汽車或人士出入，都會
檢查得清清楚楚，亦需要有世界盃證
件才能進出，一般的鼠竊狗盜真的是
不太可能發生，但韓毓霞的整個行李
箱竟然也會不翼而飛，雖說錢財身外
物，但最慘就是她的護照也放在行李
箱內，最後只能夠盡快申請補發，才
可以按時回歸香港。
李漢源

方寸不亂

源於奧運

法國世界盃（一）

物，吃起來也感覺像吃肉似的有味。
蘇軾很推崇這種進食法，將此當成自己
「巧於居貧」的方法之一，認為外物的好
壞全在於自己主觀上的感受。他就是這
樣，從苦境中尋出樂趣，在逆境中求得解
脫，將淒苦化為愉悅，把牴牾融為和諧。
一如他在《定風波》一詞中所寫：「試問
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人間有味是清歡
在險惡的處境和貧苦的日子裡，蘇軾還
善於把目光轉向更為廣闊的自然和人生，
從中發現更多美好的東西，去品味，去享
受，去尋求樂趣，獲取快樂。
貶黃州，地處偏遠，生活拮据，他卻自得
於「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
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初
到黃州》）這裡江中有魚，山上有筍，生活
在有如此美味的地方，就是被貶職做「員外
郎」、「水曹郎」，又有什麼關係呢？
貶到「瘴疫橫流」的嶺南惠州，生活條件
更為惡劣，在別人眼中簡直苦不堪言。他卻
滿足於這裡的美好風光和四季飄香的瓜
果，深情地寫道：「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
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
南人。」（《食荔枝》其二）在這樣美麗的
地方，能夠盡情享受大自然賜予的美味，就
是「長作嶺南人」又有什麼不好呢？
尤其在離開黃州貶到汝州赴任的途中，
他在泗州住了一個來月，其生活慘狀誰看
了都會感到心酸：「但以祿廩久空，衣食
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
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
至泗州，而貲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
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
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乞
常州居住表》）即使如此，他仍然能以超
然的目光去發現和感受人生的樂趣。他在
《浣溪沙》一詞中寫道：「細雨斜風作曉
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漸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

有味是清歡。」在他眼中，淡煙疏柳的春
光是那樣明媚；一杯浮着如雪似乳的沫花
的午茶，一盤野菜和蒿筍鮮亮雜陳的菜
餚，都是那樣清香有味，都使人感到生活
的美好。「人間有味是清歡」這一獨特的
心理感受，既是他達觀從容心態的自然流
露，也反映了他高尚的生活情趣。
蘇軾在老弱多病的晚年，又被貶到海南島
的儋州。當時的海南還是炎瘴蠻荒之地，大
海阻隔，遠離家鄉，貶官到此比判處死刑好
不了多少。而這裡的生活情況更為糟糕：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
冬無炭，夏無寒泉……近與小兒子結茅屋數
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貲矣。」
（《答程天侔》）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遮住
蘇軾的「望眼」，熄滅他重獲新生的希望。
他從更為超越的哲學高度俯視社會人生，調
適自己的關照點和思維方式，保持樂天達觀
的心境，以求得化逆境為順境的最佳生命狀
態。他的《在儋耳書》就是這種達觀心境和
人生感悟的生動自白：「吾始至海南，環視
天水無際，淒然而傷之，曰：『何時得出此
島耶？』己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
大瀛海中，中國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島
者？」於是，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螞蟻附於芥
子浮於水而終得解脫的故事，悟到「俯仰之
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他在「念此可以一
笑」的自嘲中，頓時豁然開朗，悲觀絕望的
情緒很快得到排解，內心充滿新生的希
望。顯然，惡劣的生存環境並未影響蘇軾
精神生活的質量，而驚濤駭浪的磨練反而
使他達觀從容的心態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綜觀蘇軾的人生境界，從他的一首《定
風波》詞中似可略見端倪：「莫聽穿林打葉
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
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
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一
蓑煙雨任平生」和「也無風雨也無晴」，
正是他達觀從容的人生態度和坦然自適和
諧內心的真實寫照。

慾望的盡頭
已的原因之外，幾乎都是為了換取與自己的努力
不相當的名利。其中的一位母親，為了成為世界
著名的模特兒、時裝設計師，不惜典當了自己的
親情，讓自己的女兒成為無父無母的孤兒；一位
喜歡唱歌的年輕女孩典當了自己一生的愛情，去
換取了成為當紅巨星的機會；一位夢想成為有錢
的成功人士的公司管理者，為了獲取大量的金錢
典當了自己的家庭……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當舖的主人──黑暗世
界的主宰對人類設計的陰謀，他挑選聰明能幹
的人類來做當舖的管理者，許他們長生不死，
給他們預知未來的能力，以及永生永世享之不
盡的榮華富貴，利用他們去引誘充滿慾望和貪
婪的人類，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地走進第
八號當舖做交易。人類的慾望是無窮無盡的，
當他們身上再無可以典當的東西，他們的靈魂
便成了黑暗世界的戰利品，他們的身體被困在
第八號當舖裡，成為永生永世的行屍走肉。
唯一能和黑暗勢力抗衡的是化身為神父、心
理醫生、社工等等職業的為數甚少的天使，他
們一直在用愛和溫暖救贖人類。然而，天使的
救贖卻總是敵不過人類自身的貪慾，千百年

來，走進第八號當舖和魔鬼做交易的人類不計
其數。大抵因為作者是位女性，《第八號當
舖》的故事儘管將人性的點滴都體現深刻，卻
都還是些瑣碎的身邊事。便不由地想到，譬如
希特勒等戰爭狂人，是不是去典當了他們的善
良和人性，為了自己的慾望犧牲了多少人的性
命？還有站在台上侃侃而談的某些政治家們，
他們又去典當了什麼，使自己志得意滿，而在
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卻過得苦不堪言？
如果世上真的有第八號當舖，我想我的那位
閨蜜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去典當自己的壽命，換
取在她心裡比生命更為重要的愛情。在《第八
號當舖》裡，唯有以「愛」為名義的典當最後
能換取一個稍好的結局，然而即便是有「愛」
的結局，大多也是相當慘烈的。就連黑暗主宰
親自挑選的幾任當舖管理者，最後都是因為
「愛」而違反了主人的規定，被黑暗主宰一把
火燒得灰飛煙滅，再無永生，再多的榮華富貴
也隨之煙消雲散了。
可見愛情也是人類永恒追求的一種貪慾，而精
神的慾望往往比物質的慾望更為強大。我們唯
一的救贖，大抵就是降低慾望，順其自然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