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楊與茹志鵑的矛盾（下）

復課與否的家長兩難
和 朋 友 談
開，大家對復

課的期待原來也很不同。
我笑說我和太太一直以來也支持
復課，由於孩子從小也甚少染病，
尤其上學後，所以我們不太害怕病
毒傳染的概念（幼稚園時期無論是
爆腸病毒或流感，也沒有我們的份
兒。關於三歲前處理好身體，生病
時不壓抑自衛反應，三歲後不會生
病的理論，可以看看我們的舊文和
書本）。從宏觀角度去看，本土個
案開始消失，小孩本身的感染率及
併發率不高，而且其他地方如台灣
復課了，也沒有社區爆發，一有個
案就讓個別學校關閉，情況也沒有
轉壞，反而才是合情合理的處理。
現在於家裡已關了多月，孩子身心
其實也開始不健康，接觸太多電
腦，過少正常的社交活動。
而很多人已耐不住，一個月前
已頻頻外出，社交接觸其實在戶
外如郊外、單車徑一早已恢復，
繼續要全世界停課，而覺得復課

就一定會出事，其實也真的屬言
人人殊的看法。
不過，復課最大的現實問題是

口罩，孩子長時間佩戴會否不舒
服？年紀小的沒有人時時提醒，
一抓開亦與沒戴無異，家長會否
很擔心？最重要的是，基層家庭
若不夠口罩，學校又能否無了期
提供？這些都是要先解決的問
題。
在校吃飯亦是學校的着眼點 ，

教育界一直是傾向不一起吃，預
防交叉感染。但其實有家長又覺
得若孩子在外用膳，更難追蹤源
頭，反正都一起上學了，不如一起
吃，一離開學校就要他們回家。
這幾天餐廳酒樓都回復從前光

景，人人沒有口罩邊吃邊談天，若
真的要爆發，其實早就開始傳開
了，以上屬個人觀察。政府如何以
冷靜、令人有信心的方法，一步一
步公佈復課時間表，以及配合的措
施，在未來一個月才是真正的關
鍵。

柏楊夫婦大
陸行，茹志鵑
以上海作家協

會常務副主席身份出面，上海作
家協會作為一個接待單位代安排
所有行程，是最好不過的。
後來因為柏楊要求探望王若望
事件，覺得茹志鵑刻意不作安
排，使柏楊非常不滿，對茹志鵑
大有意見。
對柏楊探望王若望的事，茹志
鵑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是
這樣表示的：「另一位台灣作家
應鳳凰女士曾提到要見王若望，
我可以很坦白地說，當時王若望
是不是在上海，我確實不知道，
但是我說王若望不在上海，這是
我不對，是我撒謊了。但我的動
機是基於保護王若望，因為王若
望已經很為難了。他這個人的性
格又很像兒童。你三句話引他，
他什麼都可以講，是很坦率的一
個人。」
茹志鵑進一步說：「若是讓柏
楊見王若望，也許柏楊有很多東
西可以寫，但會給王若望留下什
麼呢？也許他的處境會更困難。
於是我拒絕讓柏楊見王若望，這
是我不對，我向柏楊說了謊。」
柏楊後來寫道：「上海作協的
盛情接待，我非常感謝，如果不
是他們代訂旅館，我和香華可能
無處可住，但就在茹志鵑女士宣
稱王若望不在上海的當天，我就
告訴她，我以後的行程，自己安
排，上海作協本來指定一位年輕
作家陪同到全國各地的，也請他

們取消。」
此後，柏楊要單獨行動，人地

生疏，不免碰釘，他寫道：「他
們之中一位是復旦大學教授，安
排二十三日在復旦舉行一個座談
會，我高興能受到邀請，約定的
時間是下午一時半，我在旅館等
候，他們派人來接。可是時間已
到，我衣帽整齊，正襟危坐，每
一次門鈴聲我都認為定是來接我
的，直到三時，還沒有消息，不
但沒有人來，而且沒有一聲通
知。」
主要是雙方缺乏溝通的途徑。

柏楊事後也覺得拒絕上海作協的
協助，是一個「魯莽的決定」。
我與柏楊夫婦及茹志鵑都是很

好朋友。我一九八三年與茹志鵑
及她的女兒王安憶一道參加應屆
的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活動完了之後，我在愛荷華大

學進修英語，所以翌年即在一九
八四年可以與參加應屆「愛荷華
寫作計劃」的柏楊、張香華夫婦
敘晤。柏楊是我神交已久的台灣
作家，這次在美國中西部小城愛
荷華意外邂逅，喜出望外，返港
後一直保持緊密的聯繫。
我覺得柏楊與茹志鵑的矛盾，

說破了只是大家對彼此處境及社
會背景不了解所造成的。
後來柏楊一九八九年出版大陸

行《家鄉》的回憶錄，還把茹志
鵑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訪
問記附在書末，俱可見他的磊落
胸懷！

（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八）

經過商場一間時裝店，旁邊幾位女
士的談話吸引筆者駐足，甲女士說︰
「我就認出了是她！」乙女士語調帶

點驚訝地說︰「如果不是你說她是柏安妮，真的認不
出來。」筆者循着她們的視線望去，見到那雙一直都
炯炯有神的眼睛，也認不出確是多年不見的朋友，
她，亦看見了筆者，彼此相視一笑點頭招呼是那令人
感受到誠意和陽光般滿滿暖意的燦爛笑容。
柏安妮，香港娛樂圈上世紀八十年代少有的中、

英混血兒女演員，有顏值更有學歷，跟她合作過的
男星如發哥周潤發、哥哥張國榮、星爺周星馳、梁
朝偉等等都是當時影壇紅極一時的小生，雖然柏安
妮是新人，但她那份淡定而信心十足的獨特風格，
總是給人一種自帶的「氣場」，被形容為「擁有上
天賞飯的容顏」，圈粉不少，更是眾多男觀眾心中
的女神，指她是「美」得動人心魄的女星，就算是
素顏，氣質也十分出眾，可親近卻又高貴，影壇中
人當時亦這樣說︰「不得不說上天的確很偏愛她，一
切似乎是理所當然。」
也許有人覺得筆者是傳媒人，自然認識演藝人，

不過筆者過去跟柏安妮未在工作上有任何交集，認
識是因為柏安妮的溜冰師父是黃屏（已故台灣溜冰
皇后），柏安妮是黃屏的愛徒，盡得恩師所傳，當
年某部電影需要一位溜冰技藝了得的女主角，柏安
妮被推薦了，從此晉身香港影圈，成就她為港產片
的一線紅女星。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柏安妮正式退出香港娛樂圈，

筆者知道這消息一點都不感到意外或驚訝，認識對方以
來，筆者總覺得當時的小妮子，身上散發着另一種娛圈
以外的才華魅力，他日會在某工作領域中「成就非
凡」；多年來透過朋友的告知，現在的柏安妮已是一位
心理治療師，更主力開發電子遊戲助小童改善專注力不
足或過度活躍症等問題，洗盡鉛華的柏安妮，心境如
她所說︰「當你把心靜下來，你才能收穫幸福！」

心靜下來收穫幸福
瀋陽是遼寧省省會，她

是中國重工業基地，也是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今

天，我冒着寒風細雨來到瀋陽市內一個博物
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講述的，就是從一九

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這段期間，東北人民抗擊日本軍隊的歷史。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原因，
我們要上溯到一八六七年，當年日本明治天
皇推行改革維新，國勢日強，為掠奪他國資
源，於是積極展開對外侵略。一九二七年，
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日皇提出「大陸政
策」：「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
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東北三省）。」
要推行「大陸政策」，侵佔中國東北三省

就是第一步。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
日本自行炸毀南滿鐵路一段（位於中國東北
境內，鐵路權為日本所有），強指是中國軍
隊所破壞，並以此為理由炮轟瀋陽。次日清
晨，瀋陽落入日軍手中，這就是「九一八事
變」。其後，日本繼續進軍，東北三省全部
淪陷。
進入博物館了，人不多，凝視
着牆上張張照片，段段解說，我
在國破家亡的悲痛中默然無語，
苦淚在心裡緩緩流淌……此時，
牆上八位勇毅剛烈的女戰士照片
讓我駐足在此，八張黑白照片訴
說着「八女投江」的事跡。一九
三八年十月，日軍向東北抗日聯
軍某部主力發動攻擊，八位女戰
士本有機會撤退，但為掩護主力
部隊突圍，她們主動對日軍發動

進攻，最後部隊主力安然脫險，八位女戰士
被日軍重重圍困，彈盡援絕，她們寧死不
屈，義無反顧攜手投江。面對八位女戰士的
英勇壯烈，日軍指揮官感喟長嘆：「中國女
人都不怕死，中國滅亡不了！」
向八位女戰士深躬道別，我繼續向前走，

這時，眼前一雙訴說着他的忠厚熱誠、炯炯
有神的大眼睛讓我無法不仰視着他——他就
是東北抗日聯軍扛旗人——楊靖宇將軍。「九
一八事變」後，楊將軍帶領聯軍在自然環境極
度惡劣的東北深山老林抗擊日軍，戰績彪
炳。一九四零年二月，楊將軍的聯軍支隊被日
軍狠命追擊，同行戰友全部戰死。有人向他勸
降，他說：「我是中國人哪！不能做這樣的
事。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中國就完了！」他
孤身一人，彈盡糧絕，在零下三十度的林海雪
原中，不屈不撓與數百日軍周旋戰鬥五天五
夜，最後在日軍槍彈下壯烈犧牲。
日軍把楊將軍遺體鍘頭剖腹（頭用以在街
頭示眾），剖腹則是他們要知道楊將軍這幾
天吃的是什麼，結果發現胃裡面全是樹皮和
棉絮；日軍見此無不動容，日軍將領更仰天
長嘆：「中國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英雄！」

瀋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用歷史堅定有力地告訴我：先烈
們的頭顱和鮮血，開創了我們今
天和平安定的日子。請問，我能
不好好守護着她嗎？我能不好好
努力，貢獻社會，報效國家嗎？
仰望長空，壯懷慨嘆：國家的

和平安定彌足珍貴，祈盼全國上
下攜手為國效力，讓我們子孫後
代都能在這祥和寧靜的國土上生
生不息……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瀋陽之二

有些相識了好
多好多年的人，

平日很少來往，甚至未試過約
聚，亦未試過好好地聊天，卻又
似可以溝通，心領神會對方生活
如何，精神狀態如何，工作如
何，知道了便可以，的確不用見
面也覺安心！
與麥景婷、呂頌賢這一對相識
有數十載了，兩人敬佛茹素好多
年，呂頌賢早年返內地工作，已
經建立自己工作室，他愛好潛水
運動，生活正派；而景婷已很少
參與幕前演出，常參與佛教活
動，生活悠閒自在，二人世界生
活簡單平靜。
我和景婷是臉書上的朋友，她

不高調，但生活中值得記下的點
滴，她又不介意放在臉書和認識
的朋友分享。
這一對去年疫情之前，花了一

年時間籌備了一個「春、夏、
秋、冬、海、陸、空」生日之
旅，一天之內經歷四季天氣，交
通循環包括船、車、飛機，的確
是體力和精力的考驗！他們去了
加拉帕哥斯群島，形容那是達爾
文的「進化論」來源地，被譽為
地球「最後的伊甸園」，熱愛潛
水的呂頌賢的潛水員夢想的水下
世界，豐富的海洋生物，那是他
朝聖之地。兩人途經南美洲和歐
洲。三個星期的旅程，感恩的是
完成旅程回港疫情才爆發。
這對朋友的旅程，是十分之難

忘，好多年前因為出外景而遇上
車禍受傷，至今留下了很多後遺

症的麥景婷，有那麼好的伴侶相
隨，必把握機會珍惜眼前所得到
的一切，她深深地記着每一次不
容易得來的機會！
回想起那一年，一九八八年，

她與余綺霞（霞女）、賈思樂一
起去澳洲外景遇上了車禍，霞女
和她受了傷，她傷了臉影響了眼
睛視力，霞女則昏迷了個多月，
甦醒過來卻留下了後遺症，影響
了語言能力，但她仍勇敢面對一
切，並準備離港讀書，卻又不幸
患上癌症，一年後離世。車禍奪
走了霞女的生命。也奪走了麥景
婷的健康，幸有呂頌賢的關愛，
二人於一九九九年在關島低調舉
行婚禮！她深刻地體會到幸福來
得不易，至今仍然要面對受傷的
後遺症，所以她必須令自己堅
強、平安地生活，珍惜所有！

生日之旅

香港和內地疫情緩和勢頭逐步
趨同，雙向解封的曙光漸現。此

刻，回看漫長的居家抗疫歲月，沉澱在許多人記
憶中的場景，有彷徨、焦慮、揪心，更多的是長
時間宅家的難得體驗。
在平常最為珍貴的時間、最為匆忙的腳步、最

為難得的團聚面前，人人都成了暴發戶。沒有了
朝九晚五的催促，沒有了半推半就的應酬，也沒
有了故作忙碌的敷衍，卸掉妝容的人生，真實到
不願意攬鏡。好似退潮之後大海忘記漲潮的海
灘，沙灘裸露，亂石嶙峋。密佈的藤壺裡積溺的
海水，在高溫的蒸騰之下，釋放出濃郁的腥臭
味，難聞到要屏住呼吸。白色細密花紋的貝殼，
隨意散落，陽光之下，熠熠閃光，由此生發出的
閒適感撲面而來，如沐春風。
人的適應性遠遠超出自我預期。睡到自然醒

後，修煉廚藝、挑戰舞姿、客廳跑步、隔窗對
酌，新的生活習慣開始養成。性格中的優缺點，
在狹隘空間和無盡時間的雙重逼迫下，空前集中
地顯露出來。婚姻是最好的試紙。疫情緩和之
後，各地預約結婚和預約離婚熱線不約而同地爆
滿，便是佐證。
很多人發出感慨，疫情之下，2020年春天所經

所見所聞，超過了此前閱歷的總和。人生百年，
歲月靜好的平淡生活，更多是一種幻象。1956
年，已92歲高齡的齊白石，被世界和平理事會授
予「國際和平獎章」。在獲獎典禮上，這位跨越
兩個世紀歷經清朝、民國、新中國的畫壇巨匠，
說了一段看似平淡實為深刻的話。他說，我畫了
一輩子的花草和蟲魚，到了90多歲才明白，我畫
的原來是和平。
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一生能醉心花草蟲魚，

沉浸田園牧歌，是需要一個風淡雲輕的家國氛
圍。白石老人近乎百年的人生旅途，經歷了整個
民族的至暗時刻，戰火頻起，外辱內困，動盪逃
亡交織而行，生不易，活不易，前路更渺渺。他
這番發至肺腑的由衷之辭，何嘗不是袒露出對歲
月靜好嚮往的一片赤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

遭際。這世界似乎從來沒有真的好過。
疫情未了，各國政客傾注於疫情起源、追責的

熱情，比主持本國抗疫的情緒來得更為熾熱。
染疫病亡者的數字日日刷新，甚至已經超過了
很多場戰爭帶給人類的傷害。冠冕堂皇的政客
們並不為病魔吞噬的生命所動，瞻前顧後患得
患失的抗疫策略，糾結着個人榮辱與黨派利

益，執行起來步履蹣跚。
疫病相同，語境不同。即便是生活在同一個世

界，同一個國度，同一座城市，留存在個人記憶
裡的疫情，也大不相同。有人記得數月宅在家
中，比併廚藝鬥法神獸；有人記得白衣戰士凜然
逆行，守護同胞守望家國；有人記得昏官傭吏隱
瞞疫情，推卸責任貽誤戰機；還有人記得信口雌
黃惡意甩鍋，種族歧視仇恨升級……風譎雲詭，
變幻莫測，讓人愈發對正遭遇的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心生忐忑。
身處香港，我的記憶也與大部分人有所不同。自

從1月28日上班迄今，除了臉上多了一張口罩，包
裡多了一瓶洗手液，其他照舊。工作性質所致，對
於疫情的關注從武漢的百步亭社區，到湖北的黃岡
潛江；從全國各省區到全球各大洲，從特效藥的探
索到疫苗的進展；從安倍晉三在東京奧運是否延期
的猶豫遲疑，到約翰遜的群體免疫論，再到特朗普
前矛後盾戲劇化的演出，看似事無鉅細處處着眼，
實是缺失了難得的個人疫情體驗。比如，與家人共
聚一室宅家抗疫的難得時光。
很多年後再回憶起這一場疫情，拋開宏大敘

事，在珍貴的個人化表達中，注定要泛起一片
蒼白。

疫情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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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
最關鍵時刻，冒天下之大
不韙，關世衛組織的水
喉，受到全人類的強烈譴
責。特朗普在疫情未大規

模流行時說，肺炎和流感差不多，完全不必
驚慌；健康的人不必戴口罩。甚至不懂裝懂
聲稱自己對病毒非常了解，結果錯過抗疫的
最佳時機，令美國不得不承受本可以避免的
浩劫。手忙腳亂的白宮在事實面前變得一籌
莫展，於是先後利用國會通過了2萬億、2.3
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但由於數千家美
國銀行擔心承擔太多法律和金融風險，決定
不參與對小企業的救助計劃，白宮更冒着前
所未有的風險實施「無限量寬」的經濟刺激
方案。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的債務已經超過
25萬億美元，已經是進入事實破產；加上此
次4.3萬億美元，並準備「無限量寬」，顯然
是吃「子孫糧」走「不歸路」。
當中國於今年初對武漢實施封城、出動軍

警把守交通要塞、防止染疫者帶毒離城時，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直言指責中國「違反
人權」、「限制人民自由」、「打壓反對聲
音」等等，冷血言論與無恥無知的思維，充
斥整個世界。他們更加誣衊武漢方艙醫院簡
陋、將病人當豬狗，是侵犯人權，盡數中國
的不是。唯當日本、韓國相繼爆發疫情，歐
洲20多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相繼加入
瘟疫同難會，美歐學習北京實施封關時，卻
稱他們是「果斷鎖疫」，凸顯他們心靈深處
的醜惡。同樣出動軍警封城、「捉拿」逃疫
人士，他們稱共產黨藉疫情鎮壓人民；到了
美歐卻變成軍人協助抗疫、穩定民心。
特朗普是典型的西方政客，上任以來，明

目張膽、公開地叫囂實施「美國優先」，對
前任的外交政策、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以及環保、伊朗、古巴等問題的協
議一一推翻。為了提升自己的威望，將奧巴

馬定性為「拖累美國經濟的罪魁禍首」。為
了污衊北京，一直將「中國病毒」、「武漢
病毒」掛在嘴邊，企圖上演現代冤案。殊不
知由於白宮的後知後覺，美國海軍「羅斯福
號」等多艘航母均出現幾百人感染。「羅斯
福號」艦長克羅澤不得不致函軍方求救，信
件曝光後，令白宮炮製「中國病毒」不攻自
破；因為中國人是不可能在這個時候登上美
國的航母的。
隨後，「羅斯福號」艦長克羅澤竟然因為

寫信求救成為辦事不力、遭受革職的罪證；
荒唐至極的決策成為國際笑料。特朗普一方
面死撐美國確診病例急增是因為檢測有效，
中國疫情受控則是因為武漢公佈的數字有隱
瞞。直到美國疫情失控，白宮發出的官方確
診病例及死亡數字受到廣泛懷疑。當美國醫
療系統不勝負荷，加上缺乏病毒檢測試劑
等，準備要放棄超過65歲的病人時，外界方
知道美國的真實疫情比人們想像的嚴重得
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主任雷德菲爾
德已經公開承認，去年底美國有超過1萬的
流感死者，其實就是死於新冠肺炎。
眼看美國新冠肺炎患者快速突破100萬，

已完全超出美國的能耐，疫情完全失控的背
景下，屢屢決策犯錯的特朗普無視現狀失控的
疫情，一會兒稱「已經見到曙光」，一會兒又
說「疫情已經見頂」，凸顯他考慮的是「連
任」、「推卸責任」，以及盡快「復工」，企
圖用最低劣的手段化解管治危機。有美國學者
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撰文直斥其非，不顧百姓
死活、蓄意淡化危機，應該對美國的失控負
全責。反觀北京，經過嚴峻考驗、付出巨大代
價後，已牢牢地控制好疫情，渡過危機，並迎
來轉機。在G7外長、G20峰會視頻會議上，
其他成員國一致性拒絕了美國將新冠病毒稱
為「武漢病毒」的要求，凸顯在國際輿論強
大壓力下，儘管特朗普極希望甩鍋中國，但
最終還是不得不放棄「中國病毒」的說法。

通過這次「檢驗」，國際社會完全扭轉美
國人所宣傳的對中國的負面印象，肯定中國
防疫經驗值得讚賞。而中國積極支援其他近
百個國家（包括美國、英國等）抗疫，對世
衛、非盟等提供緊急援助，既出錢也出力，
對比美國只懂得諉過於人，對全球抗疫沒有
作過任何貢獻，甚至和強盜一樣截留其他國
家的醫療物資，已經導致國際傳媒和社會的
普遍反感，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合格的全
球領導者」，而中國正通過援助各國抗疫，致
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受到全世界各
界人士的讚賞而成為全新的事實領導者。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霸主地位，但由於綜合

整體實力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自然水漲
船高。經過這場疫情的考驗，中國的社會
主義體制和治理體系的優越性更加突出。
無論美英等等如何傲慢與偏見，也不得不
面對現實。北京實事求是、務實的工作作
風，完全不同於西方強加於人，已得到國際
社會理解和支持。中國現在是第一製造大
國、第一貿易大國，並將很快地取代美國成
為第一消費大國，使全球經濟變得離不開中
國。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3%，疫情後的經濟復甦變得只能依賴中
國，而不是美國。
特朗普為了爭取連任，根本不在乎疫情會

不會繼續惡化，急於下令解除封城，可能導
致更多的美國人受染疫、死亡。而其寧願犧
牲長者也要保持經濟正常運作的論調，證明
其是一個冷血、無知的動物。美國政府口口
聲聲尊重民主自由人權，一場疫情就將其虛
偽和野蠻本質暴露無遺，也說明其平時講的
統統是騙人的鬼話，事實證明，美國人的極
端自私自利，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
權。美國對老弱病者尚且見死不救，又怎麼
可能真正關心其他國家的民主自由人權？不
同種族的民眾尚且不能一視同仁，普世價值
又從何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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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子孫糧 」走「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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