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她送終的義僕Flora（下）

教科書惡夢
疫 情 再
臨，學生被

迫提早放暑假，雖然不知道9
月能否復課，但很多書商已發
書單。本來今個學年下學期的
書，乾淨到不得了，我已盤算
好大部分可以留給弟弟用——
有了網上教學，沒有了老師現
場督促，孩子更少把資料寫在
書本上，作業當然填滿，但一
般教科書都十分乾淨，真不知
是好是壞。
太太準備下年的購書清單，
還以為兩兄弟相差不遠，很多
書可以重用。怎料短短兩年有
三分一的書本已改版，真是十
分浪費。她說在溫哥華讀書
時，全部中、小學的用書都是
學校免費提供，一級傳給一
級，不用年年購買年年丟掉，
又環保，又省錢。孩子亦從小
培養愛惜書本的習慣，每一本
書都是屬於大家的，不能胡亂
放置或塗污。偶爾當然有學生
塗污，但若是無傷大雅，或是
能幫助其他人理解課文的備

註，老師都不會塗掉。若是惡
意的損毀，由於每本書都有記
錄是誰借了一年，老師都能追
究，也可以叫該學生賠償。
香港的書商，動不動就改

版，換一幅插圖也改，要大家
重新購買書本。每一年學生的
課本都一大疊，不到5個月便
不用了，實在是堆填區的人為
負擔。太太還記得十多年前，
中學畢業，不捨得丟掉書本，
便拿到書商去賣，和媽媽搬着
重重的課本去旺角，一堆書只
換來20元，因為太熱及太辛
苦，便拿了一半金錢去買飲
料。真是香港人難忘的記憶！
雖然現在多了衞生原因，或

香港人多有潔癖，都不願分享
書本，但世界趨勢是環保，教
育局、書商、學校都應想辧
法，盡量減少垃圾。學校也有
很多校本課程，用普通紙裝釘
好，家長也應教育孩子要好好
回收，學期末時一起拆釘拿到
回收箱去，希望可以減少到
「學習廢物」。

李傑大姐
的丈夫謝錦
標先生做過

長城電影公司演員（藝名洪
亮）及副導演，與李大姐豪邁
性格迥異，是一位謙謙君子。
他平時自奉甚嚴，後來當了
新中絲綢行（代理內地絲綢）
的副總管，為人很節儉。
記得李大姐某次出遠行，特
別囑咐要我有空多陪伴謝先生
（當時他們兩個千金還在內
地）。謝先生某日說在中環請
我吃飯。我記得地點在中環士
丹利街鏞記斜對面的西餐廳。
他點了一客西炒飯，並表
示，我們飯量都不大，兩個人
吃一碟飯足夠矣。餐廳送一杯
熱飲，他盛意拳拳讓我喝，印
象特別深刻。相反地，李大姐
廣結善緣，為人慷慨大度，社
會接觸面廣泛。
我有一段時期也跟着李大姐
做社團記者。她認識不少工商
界的領袖及名人，所以也為報
紙拉到一些廣告。
按照報館規定，記者拉到廣

告，與廣告部職員一樣，都可
以分佣，以資鼓勵和補貼。但
她從來不取佣金，也不讓我們
拿。
當時我們的月薪只有 180
元，是普通銀行職員薪酬的一
半，很是艱苦，往往捉襟見

肘。但從未有怨言。
《正午報》大抵於1976年結

束，李大姐從此退休。後來謝
先生約於20年前逝世，她從此
深居簡出。不少朋友包括筆
者，逢年過節都會主動探訪
她。
李大姐有一個長年陪伴她的

菲傭Flora，對她忠心不渝，日
常對她生活起居，照拂有加。
後來李大姐多次摔跤，不良

於行，近乎癱瘓，全靠Flora細
心照料，為她做按摩，抱她出
入洗手間，服侍她吃飯、作
息，比自己親生女兒還要親暱
用心。
Flora是虔誠天主教徒，除了

周日去教堂，與李大姐寸步不
離。
這是一個愛心滿滿的義僕，

兒子在杜拜做工程師，曾勸她
早早退休返去享福。她卻表
示，她會逗留到為李大姐送終
才返菲律賓，因為大姐需要
她。
李大姐是有福氣的。她兩位

千金達群、立群都是鋼琴演奏
家。可惜她仙逝時恰逢疫情嚴
重，殯儀十分低調，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我是由吳秀蘭兄通
知才得悉的，以致送殯的人寥
寥無幾，朋友滿天下、愛熱鬧
的大姐走得太寂寞了！
願她在天國安息！

從事影視製作的燈光師朋友已逐漸
恢復在「疫情」前的工作量，朋友認
為無論世界怎麼變，地球還是在轉動

着，只是有難關時，看你怎樣奮力跨過去而已，因為
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他一直抱着「關關難過關關過」
的信念，儘管每次困難後重新出發都是很難的過程。
這次朋友的工作團隊成員，還包括了他兒子，事因
兒子大學畢業後，本來有份不錯的工作，但在疫情連
番衝擊到香港經濟，兒子成了「失業大軍」的一員，
幾十封的求職信如石沉大海，沒有半點消息，雖然燈
光師工作不是兒子的「主職場」，誰不希望將興趣變
成事業，可是現實不一定能如願啊！所以面對在職工
作遇到「現實」問題時，能選擇的工作往往只能「去
興趣化」，即是放棄個人興趣，那又如何？不同的工
作範疇也能增長知識呀！說不準將來兒子有個「機緣
巧合」的機會，所學的知識還能在他的事業發展上幫
他一把呢！
朋友的思維如此「樂觀」，他坦言是因跟兒子的一
席話而改變了他那份「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的
糾結心態；兒子說︰「新的工作挑戰，並不影響我的
情緒，只需要些時間作適度調整，可能我將來得到的
比失去的更多，無疑今天離開原本那工作職場有着當
下的遺憾，僅此而已！」為人父者指兒子比他看得更
透徹，於是老懷大慰。
而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友人亦直指香港的各行各

業，一直都需要年輕有幹勁的人才，只可惜現今「黑
暴」的行為嚇怕了很多僱主，他們實在是害怕一旦有
某人被解僱，換來是公司被人「裝修」，事實上某些
人的腦子裏已經是「一團漿糊」，還加了不少的膠
水，所以在聘請員工時，不得不多留些「心眼」。

有着當下的遺憾
參觀了抗美援朝紀念館，

一行57位團友直奔碼頭，我
們要上遊船看望我們神往已

久的鴨綠江。
到了碼頭，57人目瞪結舌站在鴨綠江江邊，

一片寂靜……因為放眼望去，這一條江河太奇
特，她的奇特在於她的靜和美。
看過鴨綠江的人都說：「鴨綠江的寧靜不在

她的波瀾不驚，水平如鏡；她的奇特在於她寧靜
中的動感，動感中的優雅。」
鴨綠江的經典動作是梨渦淺笑－靜謐的江面
上冒着一圈一圈小漩渦 ，小漩渦伸展四肢，和
她的舞伴翩翩起舞。我們看着小漩渦以歡快舞步
為閒靜的鴨綠江增添動感，那全是甜甜蜜蜜，安
安靜靜，快快樂樂的小漩渦呢。鴨綠江的梨渦活
潑甜美，她的淺笑漂亮動人，我們又怎能不為她
傾倒？
鴨綠江的優美也在她的色彩，顧名思義，鴨

綠本義是雄鴨脖頸的瑩綠色。我們站在鴨綠江
邊，滿目皆綠，渾體剔透的翡翠綠，翠色欲滴，
冰清玉潤，只消看着，足以讓您神清氣爽，心寧
意清……一行57人正沉吟
山水之際，「上船了！」我
們有點不情願地離開江邊，
隨着導遊登上兩層高的大遊
船。遊船徐徐開出，我們泛
舟鴨綠江上。
遊船在江上行進，一股鮮

活氣息撲面而來，船上遊人
傻眼了，大家紛紛貪婪地把

這世上最多養分的空氣吸進肚子裏。「鴨綠江發
源自吉林省長白山天池，那純淨無瑕的池水源源
不絕注入鴨綠江，讓她成為全國水質最佳的河流
之一。」啊，難怪鴨綠江噓氣如蘭，那蘭香直滲
您的五內，直教人渾然忘我，如入仙境。
遊船繼續行進，「大家請注意：10分鐘後會

有朝鮮小船停靠遊船旁邊，小船上有朝鮮人來做
買賣；有朝鮮的香煙、白酒 、工藝品，有需要
的朋友請準備零錢。記住，千萬不要拍照！」遊
船上沸騰了，「我們可以見到朝鮮人，可以買朝
鮮紀念品，快準備！」鴨綠江是中國和朝鮮界
河，江是兩國共用的，兩國船隻可在江上自由行
走，上岸則屬違法；就是這個法則，朝鮮人每天
駕着機動小舢舨在鴨綠江上做買賣，找生活。原
來，鴨綠江不但靜和美，她更是養活朝鮮人的一
個小窗口。
遊船在江中遊，江的兩岸分屬不同國家，鴨

綠江讓我們近距離和神秘莫測的朝鮮人接觸，讓
我們了解朝鮮點滴的風土民情——穿着藍灰色
布衣，不苟言笑的中年男；矮小的土房子，破舊
不堪的小廠房；拿着小竹竿，在小山坡上放牛的

小男孩……一切一切，因着鴨綠江
顯現在我們眼前。
鴨綠江兩岸景色如畫，她靜如處

子，綠如翡翠，徜徉其中，讓人心
曠神怡，樂而忘返。鴨綠江兩岸百
姓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祈盼他們
在新時代中攜手共進，一起過上安
康幸福的好日子，一起享受鴨綠江
奇特的靜和美。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丹東之四

近期常常有
機會見到文雪

兒，因為我們有些共同朋友，
有活動她出現時我又出席，加
上她細細個入電視台拍劇集我
們便認識，數下有幾多年？不
是幾多年，是幾多十年了。不
過我仍然叫她「咩咩」，上海
話「妹妹」是也，記不起打從
哪時開始叫她「咩咩」，總之
今日見到她我仍然這樣叫，每
次又必須向在場朋友解釋一
次，兩人都不厭其煩。
最近一次吃飯共聚是在疫情
沒那麼嚴峻的時候，朋友請吃
飯，問我想吃什麼，可以有川
菜、西餐、中菜揀，我立即答
她：「我想去灣仔『川流』，
喜歡那裏的食物。」朋友舉腳
贊成，飯腳有黃建東。我也說
要請文雪兒和朱偉星醫生夫
婦，因為他們都是好飯腳。咩
咩和黃建東不用拍劇，朱醫生
和太太楊子矜常出外搵好嘢
食，而這幾位朋友是認識的，
坐下來便可以天南地北，實在
太開心了。
那晚我到達「川流」，已見
咩咩和楊子矜兩位靚人在談扮
靚經。咩咩開美甲店、搞美容
中心，靚朱太楊子矜原來都經
常去幫襯，緣分由此起。
朱醫生和太太跟主人家
Catherine也講食，還在上菜時
請「川流」的經理逐一介紹食
物，包括家鄉臘肉胡椒餅、醋
椒胡辣羹、回鍋本地黑毛豚、
大連蜇頭拌萵筍、燈影牛肉、

素煸花生芽、52度慢煮樟茶鴨
胸、當紅沸騰龍躉鰭 、擔擔
麵、乾燒明蝦球，以及麻椒香
子蘭意式雪糕和怪味大曲朱古
力意式雪糕，這兩味甜品特別
過癮，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真
的不枉我選擇來這裏！
我們邊吃邊談，十分之融洽

和諧，看着大家放下心在享受
美食。
此情此景必須記錄下來，因

為才過了幾天，疫情又再嚴峻
起來，6人共聚亦要收緊，今
日大家的心情又沉下來。其實
早一個星期和朱醫生已一再談
及，朱醫生已跟我說，沒有這
麼簡單，此疫症不能掉以輕
心，話口未完第三波又來了！
這段時間大家又得回家安

坐，出外 fever的日子又要暫
停，本來說大家再約，此刻也
必須修心養性宅在家中了！

飯腳

賈政打寶玉是《紅樓夢》裏的一
場重頭戲。先是忠順王府派了長史

官，來向賈府討要被賈寶玉勾引在外、幾日都不歸
家的琪官，驚得向來謹慎穩重的賈政一身冷汗。緊
接着賈環又火上澆油，在賈政耳邊造謠，說寶玉逼
姦母親貼身婢女金釧不成，致她含羞跳井而亡。這
兩件大事一下就將賈政素日對兒子的不滿全部都點
着了，痛打寶玉一頓是在所難免。
兒子再不濟，也是自己的嫡子，沒有下死手要取
他性命的道理。可那日，在外人看來賈政似乎是志
在要打死寶玉。小廝們已經把綑在凳子上的寶玉，
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得太輕，一腳踹開掌
板的小廝，自己奪過板子，咬着牙狠命又打了三四
十下。後來妻子王夫人聞訊趕來勸解不成，倒更激
起他的怒火，不但手上的板子打得越發又狠又快，
還忙不迭聲地叫小廝去取繩子，要直接勒死寶玉。
也由此，有些探究《紅樓夢》的人甚至認為寶玉
可能並非賈政親生。虎毒不食子，賈政違背常情痛
毆寶玉，並非他本意，而是看客們忽略了一個事
實：作為一個父親，在外界高關注度之下，必須要
維護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換句話說，人生如戲，
做父親的也要完成好自己的社會學表演。
向來遵從儒學的賈政，在朝廷上下，在家內家
外，都享有以身作則守衛綱常倫理的讚譽。他養在

家中的一群幫閒門客，更是日日將他捧成奉行儒學
的在世典範。如此嚴父，本應治家嚴禁，嫡子卻在
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
婢，此等有辱家門的做派，已經讓做父親的大失面
子，更何況門客們不巧又都圍觀在側。無意間角色
轉換，門客們成了一群極具監督性質的看客。
有人圍觀，就好比架起了直播鏡頭，以打兒子來
彰顯家風威嚴、維護父親表裏如一角色的演出，就
這樣開始了。此時的父親，愈是面目猙獰，愈是下手
狠辣，聲譽和威嚴便能在輿論聲中博得更多加持。
知夫莫若妻。一旁哭勸的王夫人說︰「打死寶玉

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言
下之意，便是趕緊罷手吧，萬一氣壞了老太太，你
還要背上不孝的惡名。
我小的時候，跟幾個同學去河邊玩。看到柳蔭
下，有個赤着上半身的中年男子，坐在河邊聲嘶力
竭的乾嚎。在他旁邊，躺着一個一絲不掛的小孩
子，彷彿睡了過去，一動也不動。孩子看上去只有
六七歲的樣子，頭髮上還有泥沙乾了的痕跡。在駐
足圍觀路人的勸解聲中，我們得知父親專注釣魚，
孩子不慎溺水夭亡了。看到有新的路人圍觀，這位
父親的哭嚎聲立刻響亮了許多。
失子之痛，肝腸寸斷。身為人父，如何哭嚎都會
讓聞者忍不住跟着悲傷。只是每每有人圍觀，在社

會屬性中的表演學，難免又要跟着忍痛開始。
這樣說一位父親似乎冷血又殘酷。不過，或許只有

這樣，他內心的自責和慚愧，便可稍稍減輕幾分。
朱自清在《背影》裏一段描述父親穿過鐵道爬上

月台去給他買橘子的過程：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
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
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
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
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
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在此處，看着父親步履蹣跚的樣子，兒子心酸落

淚，卻怕被父親瞧見。起初只以為兒子怕難為情，
時至今日才讀出其間深意：做兒子的不願讓父親察
覺，有人圍觀了他狼狽的樣子。因為即便圍觀者只
有一人，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兒子，父親的表演學
還是會下意識的開始。
香港疫情再起，且來勢洶洶。眼看着就要解封的
關口，又遙遙無期。父親最近預約入院做了一個手
術，還好不算兇險。那日，他剛從手術室被推出
來，我就和陪在他身邊的家人，接通了視頻。電話
那一端的畫面中，父親全身麻醉之後藥效還未盡
散，得知是我在與他視頻連線，眼睛都無力睜開，
居然已經囈語連聲：我的傷口不疼，很快就好了，
你認真上班，不要記掛……瞬間淚目。

父親的表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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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在農民眼中有着不
可承載之重。這一點，我這
個游離在村莊邊緣的人，經
歷過一次換地後，深有體會
了。體會深刻的，不光是

地，還有親情、友情。
坐着小叔的小型工程車，沿着陡窄的山路一

個拐彎一個急拐彎慢慢下行。車體與坡路呈30
甚至45度角，由高處斜插而下。我坐在工程車
光滑的車斗裏，按小叔提醒的，屁股下墊上了
他的一件薄棉襖。工程車的減震差，坐在裏
面，遇上顛簸路面，速度一快，整個人就像被
篩糠了，撞得腚疼。我曾坐過小叔的工程車一
次，是在另一條上山的土路上，差點兒顛亂了
五臟六腑。這次還沒坐上去，心裏就開始打怵
了，好在這條下山的路硬化得還算平整。坐在
車上，心裏一直擔心工程車的剎車性能。在這
樣一條窄陡多彎的山路上，一旦遇上剎車失
靈，後果將不堪設想。
去山上翻地、噴藥、摘山楂，平時就走這條
道。可以想像，父親騎着一種被叫作老年樂的
三輪摩托車以並不嫻熟的駕車技術，慢慢蹭蹭
走在這樣一條道路上，那得多危險！我勸說父
親很多次，讓他繞道走，他起初還聽，後來乾
脆不予理睬。繞道走得多走幾里路，耽誤時間
不說，捨不得多燒那幾塊錢汽油啊。父親的心
思，我都用不着猜。那種三輪摩托車的性能我
也不太認可，畢竟只是一種簡單的代步工具。
在平路上行駛興許沒啥問題，當越野車開實在
讓人心驚膽戰，真得捏幾把汗！
到我家後，父親炒菜，小叔也在我家吃午

飯。吃飯時，小叔跟父親開門見山聊到換地的
事。小叔想用我家鳳凰峪的地，換村裏一家人
家南上河的地。鳳凰峪的地，是山楂園；南上
河的地，是插楊林。鳳凰峪的地，在平坦避風
處；南上河的地，在一個山谷口，也算是風口
上。父親當即拒絕，不換了。小叔說，都倒騰
着換了好幾塊地了，換了一半不換了，這不就
等於白白把地扔掉了麼？小叔問父親︰「你家
的地我包了行不行，承包給我也行，賣給我也
行。」父親不同意。小叔說：「我家換的那些

地，給你種行不行？那看給我多少錢？」父親
不包。小叔埋怨父親，說好的換地，換了一
半，其餘不換了。兩家的地一家種，蓋上房
子，打個水井，還能收點東西。不打井，旱天
沒水澆地，誰家都收不到東西，等於白扔。聽
小叔的意思，他想在南上河建房子安家，然後
把我家的地給他，或者叫承包給他。
當我聽到這兒的時，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啊！心中當即決定，剩餘的地方，都不能再換
了。見父親不同意，小叔對父親說︰「咱倆是
親兄弟，但醜話說在前頭。兩家的地不合在一
起種，我打的井不給你用，親兄弟也不行。」聽
到這兒，我開始重新審視他的行為。小叔最初提
換地的事，我所以支持，是因為他表示一切為了
我父親。小叔說我父親年紀大了，這兒一片地那
兒一片地太過分散，朝一塊集中集中好管理，吃
點虧就吃點虧吧！他這樣說，我的確是支持的。
小叔還告訴我，他把糞肥都運到南上河地頭

了，把地換到一塊讓父親去種，他啥都不要。
小叔這麼說，我是相信的。他在母子山上住，
幾千畝的大山頂上，開墾多少地種只是想不想
的問題。他不會在乎南上河那樣一星半點土地
的。加之我也想把地集中集中，父親年紀大
了，等他管理不了，便於我抽空管理，不至於
因為過於分散而荒廢掉。南上河南面和西面，
正衝着母子山，南上河東面是一處橫行如屏的
山峰，北面是個溝谷，兩側是植被茂盛的山帶。
北面幾里遠處，是鳳凰峪。可能因為相對的原
因，鳳凰峪還有一個名字叫「北上河」。南上河
的地、土層薄，那地方不耐旱還招風，與我們村
距離又遠，路不好走，很多地其實已經荒蕪了。
用村子周邊的地換南上河的地，就算面積差不
多，地裏的收入差不多，不用跑那麼遠的路
了，誰家和我們換地誰家賺便宜。把地換到南
上河，集中起了一部分，管理容易些。我還想
把蜂場搬到那裏去。那地方遠離村莊，周邊植
被好，是定點養蜂的好場所。
午飯時，小叔跟父親說的話，還有那種迫切

神情，讓我明白了其換地不是真的考慮到父親
的種地難題，而是有其他因素。小叔家的地，
換到南上河後，面積並不大。我家在南上河本來

就有兩塊不小的山楂園。在我去南上河前，小叔
又剛剛用我家村邊的三塊地，與村裏的兩家人完
成了兩筆交換。我家的地，是山楂園，均在村旁
不遠處，距村莊最遠的，也不足300米；南上河
換到手的地，只有一些尚未結果的桃樹苗，在風
口上迎風呆立着，三五年內不可能有收成。換出
與換入的地，單從收入上講，是不對等的。除了
面積差不多外，我家明顯吃了大虧！
之前，小叔家換的那些地，其實也是吃虧

的。都是山楂園不錯，但地方愈換愈小了。那
幾塊地，父親壓根沒看上眼。地窄，不肥沃，
也不耐旱。小叔的想法，在他說要建房子打水
井時我就明白了。作為晚輩，我無法插嘴說
話，只能由父親做決定。父親當面就回絕了。
正如哥們提醒我的，小叔先拿着我家別處的地
與南上河我家那兩塊地周邊有地的人家換地，
換到一起後再讓父親把地承包給他。小叔在那
建房子、打井，有朝一日安了家，那些地就都
是他的了。在單位上班，我退休前大概不會回
去種地，兩兒子回去種地的可能性更小。用不
了多少年，南上河的地就是小叔的了。等他也
不種了，自然又成了嫁到外村的堂妹家的。或
許，這才是其換地的最真實想法。他抱怨我父
母死腦筋，想不開。我一句未說。
把地換了一半不換了，換的那些地又不能由
一家種。小叔說，收不到東西，此前的操作等
於白費，我依然沒表態，但心中的想法已徹底
變了。已經換了的地，言出必行。尚未進行的
操作，就此打住，絕對不會再換。本來，小叔
讓我去南上河看看，想用我家鳳凰峪的一片山
楂園，把插楊林那一片地方也換到手。換到一
起後，再從我父親手中把南上河的地以承包或
購買的方式，由他接手。若干年後，如果堂妹
家願意，再交由她們管理。
終歸是親叔，我把其想法，以猜測的形式短

信給他。後來，小叔來電話，和我聊了十多分
鐘。他說信號不好，沒收到短信。又說尊重我
的意見，其餘的地不換了，也不過去蓋啥房子
了。實際上，那片地方已沒多少別人家的地了。
我家的地再想換回村子周圍，肯定不可能了。以
後，小叔的想法還會「星星之火」的，我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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