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塵歸大自然

回收意識
早前去梅窩，
見 到 「 綠 在 梅
窩」的店位，設

計簡約，分類仔細。但卻在附
近見到不少紙皮，可憐的牛牛
竟然在吃，我們阻止不了，看
牠全都吞了，十分難受。
人類真的要減少垃圾，但易
講難做，除了減少以外，最好
是做好回收。香港的回收真的
做得不好，可能與習慣或居所
結構有關。日本人的垃圾分類
做了很多年；太太在加拿大
時，也說那邊的人不知是否家
裏較大，丟垃圾時在家中已有
空間分類，所以回收率又高又
簡潔。香港亦曾做過追蹤新
聞，回收桶裏的膠樽結果去到
堆填區，叫人失望。希望「綠
在區區」的表現不是這樣。
後來在大圍區，看見周末很
多人排隊，原來是「綠在大
圍」，其實居民都相當有耐
性，也證明香港人有這樣的
心，為環保願意付出時間和心
力。我的屋苑也久不久會有人

來收「四電一腦」，以及塑膠
分類回收，每次都收穫不差。
最令人高興是有收外賣餐盒

及杯，近來因多叫外賣，包括
在公司又或居家，有了這類回
收，我也會試收其他人的膠
盒——畢竟疫情之下，消耗很
多外賣容器。
和朋友說起，很多人都不知
道有「綠在區區」的存在，雖
然要自己拿去，但在家附近的
話也不太麻煩，很多人都願意
騰出時間去交回收物資。最麻
煩反而是如何在家裏儲着大量
膠、紙、鋁和玻璃。所以也希
望政府及團體多做流動收集，
或在大型屋苑多放收集箱。
疫情以來，我們屋苑的衣物和

玻璃收集箱都停了，怕病毒傳
播。其實這樣蠻可惜的，因為大
量使用口罩及防疫用品，我們已
經製造出愈來愈多垃圾。不回收
衣物和玻璃，又再製造出更多垃
圾。希望回收對於香港人而言，
會變得愈來愈優先，成為我們生
活的一部分。

貝多芬在遺囑
提到：「我的不
致自殺也是間不
容髮的事了－

『是藝術』，就只是藝術留住
了我。」
羅曼．羅蘭對貝多芬所作的
蓋棺論定，是一段富詩意的闡
述：「親愛的貝多芬！多少人
已頌讚過他藝術上的偉大。但
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
人，而是近代藝術的最英勇的
力。對於一般受苦而奮鬥的
人，他是最大而最佳的朋友。
當我們對着世界的劫難感到憂
傷時，他就會到我們身旁來，
恰似坐在一個穿着喪服的母親
旁邊，一言不發，在琴上唱着
他隱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
人。當我們對德與善的庸俗，
鬥爭到疲憊的辰光，到此與信
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將獲得
無可言喻的益處。他分贈我們
的是一股勇氣，一種奮鬥的歡
喜，一種感到與神同在的醉
意。彷彿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
溝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深
邃的力。」
因愛情與親人的離棄，真正
情牽貝多芬一生的，除了藝
術，就是大自然。
他愛花木、雲彩……自然的
一切。他寫道：「世界上沒有
一個人像我這樣愛田野……我
愛一株樹甚至愛一個人。」
把故鄉波恩河畔的萊茵河稱
作「我們的父親萊茵」，貝多
芬在這條父性的大河度過最初
的20年。

貝多芬魂牽夢繞是這條父親
的河。
在繁囂的維也納，他每天沿

着城牆繞圈，「在鄉間，從黎
明到黑夜，貝多芬獨自在外散
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陽，冒
着風雨。」他吶喊着：「全能
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樂
了，——在森林中我快樂
了，——每株樹都傳達着你的
聲音。——天哪！何等的神
奇！——在這些樹林裏，在這
些 崗 巒 上 ， —— 一 片 寧
謐，——供你役使的寧謐。」
（羅曼．羅蘭）
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二
章之末，樂隊奏出夜鶯、杜
鵑、鵪鶉的歌聲；甚至整闋交
響曲都是用自然界的歌聲與喁
語組成的。惹起美學家的議論
紛紛，質疑這一類模仿音樂的
嘗試。
《貝多芬遺囑》作出這樣的
答覆：「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貝
多芬實在並未模仿，既然他什
麼都已無法聽見：他只在精神
上重造一個於他已經死滅的世
界。就是這一點使他樂章中喚
引起群鳥歌唱的部分顯得如此
動人。要聽到牠們的唯一的方
法，是使牠們在他心中歌
唱。」
貝多芬是用心去感應大自然

的氣息，包括鳥語、花香、晨
露。貝多芬大半生苦戀的特雷
澤說：「自然是他唯一的知
己」。他最終以清白之軀塵歸
於大自然。

（讀《巨人三傳》札記，之九）

TVB的《開心大綜藝》播映後，
暫且不論節目的製作內容及質素如
何？但，它成為近期電視觀眾茶餘飯
後的熱論，話題指數上升了不少，以

觀眾的視角而言，最多的評價是︰「好耐睇電視都
無今次笑得咁開心了！全家一齊睇開開心心度過一
晚時光，幾好吖，香港被泛政治化充斥，是香港市
民不開心的根源。」
所以觀眾對今次TVB綜藝節目有所期待，是可

以理解的。他們紛紛表示自從「黑暴」搞事又加上
疫情，不少人的心情是頗為鬱悶︰「正常普通市民
要的就是簡單平穩過日子，硬要分什麼顏色，苦的
是自己；睇電視節目是升斗市民娛樂之一的常態，
很久沒有這樣貼地又搞笑及不太政治化的節目，現
實一點來說，香港社會現在的氛圍，時刻需要此類
令人輕輕鬆鬆看得開懷和發放正能量的娛樂節目，
亦很久沒有見到上述的畫面了！」
而娛樂圈中人則認為︰「對《開心大綜藝》節目

的讚或貶的評價似乎是兩極，大多數觀眾指節目有
重回TVB以往親民又搞笑風格的感覺，因演藝人
扮嘢的扮相維妙維肖，搞笑之中有創意，觀眾笑出
眼淚，這就是節目想要的效果，能取悅到觀眾從來
是影視作品的最終目標。然而，這些好評，卻讓某
部分人『酸溜溜』，明明不喜歡TVB，但又要為
了罵TVB，只能睇到完場，之後連串的惡意貶義
評語『出爐』，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為針對而針
對的言行，着實令正常的電視觀眾感無語；不過，
無所謂啦！節目的收視率有他們的『功勞』嘛，至
少是間接『貢獻』了人頭，就讓他們去『酸』吧！
反正魔鬼附身的從來也不懂得何謂『笑』，因為他
們是冷血的。」
電視綜藝節目能夠令觀眾開心笑出聲，就是觀眾
的期待！

眼裏有光芒笑裏有坦蕩
到拉薩去圓夢，首先到昆明機

場轉機。昆明機場內，我先辦好
轉機手續，地勤人員說：「您是
頭等座乘客，請您到我們商務候

機室休息。」我獨自遊走內地多年，從未購買頭
等機票，從未有過此「厚遇」。
候機室空間寬敞，簡樸舒適，讓人自在寫意。
咖啡機旁，咖啡濃香撲鼻而來，配上精緻的椰子
味小蛋糕，這是我爸爸最喜歡的椰子蛋糕啊；椰
香、奶香籠罩我身，讓爸爸恍如在我身旁，「爸
爸，您知道我正在西藏的旅途上，在圓您的夢，
因此您以椰子蛋糕祝福我旅途平安，對嗎？」
「我的好女兒，蛋糕香甜，甜在我心。知道妳已在旅
途上，妳的孝心讓我寬慰，祝福妳有愉快旅程！」
把爸爸的祝福銘記在心，轉眼看到，餐桌上

排列有十多種中國茶，單是普洱茶就有七八個品
種。普洱茶是媽媽的最愛，為了媽媽，我把桌上
所有普洱茶都嚐了一遍，我要告訴她：「媽媽，
普洱茶之鄉——雲南的普洱茶是最好喝的，您
快來嚐嚐吧。」「喝過普洱茶，茶香滿旅途。我
的小女兒，妳是我的好孩子，祝福妳路途平安
啊。」帶着爸媽的祝福，我在昆明機場逛一逛。
前方是家書店，有着我們一家人美好幸福的回
憶，我趕緊進去重溫好時光。
「這書店有《為什麼是毛澤

東》，快去買。」3年前，我們
6兄弟姐妹一起到雲南旅遊，二
哥在這裏看到有他曾推薦的好
書，着我去買。我們6兄弟姐妹
常有相互推薦好書的習慣，二哥
和四哥都好看書，我跟着他們的
步伐，好書在手，書香滿懷，香
遠益清。6年來，我們6兄弟姐

妹，及4位嫂子更多次一起旅遊。
我們第一次出門，目的地是重慶市，重慶有

「渣滓洞」、「白公館」兩座監獄遺蹟。我們
自小看過小說《紅岩》，書裏描寫的，就是監
獄中寧死不屈，為國捐軀的英雄人物；我們在
「紅岩紀念館」一起緬懷烈士事跡，一起向烈
士們鞠躬致敬。第二次旅遊的目的地是雲南，
我們一同感受位處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
的獨特風情。第三次旅遊去武漢，我們同在櫻
花樹下，賞花談笑，樂也融融……
我們6兄弟姐妹性格不一，各有長短，但我們
胸襟裏都流淌着愛國愛民之心。父母以身作則，
教導我們「有國才有家」，國家強大，人民才有
好日子；我們的生命，是為了讓我們國土上的大
家豐足幸福；我們的生命，要為己，更為人，成
就大愛世界！父母離世後，我們6兄弟姐妹把父
母留給我們的遺產，捐贈到內地山區辦學，20
年來，我們和內地政府同心協力，把學校辦
好，讓山區小孩子在愛與關懷中茁壯成長。
這就是「我們這一家」，讓我更感恩於懷

的，是我有4位好嫂子。4位嫂子秀外慧中，持
家有道，把家築成固若金湯，溫暖如春的安樂
窩；她們和我們一家同心同德，愛國愛民。4

位嫂子都是讓父母引以為榮
的好媳婦，讓我以她們為傲
的好嫂子。
「前往拉薩的飛機將要起

飛，請乘客到登機閘口。」飛
機要起飛了，我滿載着對父母
的愛和思念，對家人的牽記，
徐徐走向登機閘口，登上前往
拉薩的飛機，踏上圓父母之夢
的旅程。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源頭篇昆明機場轉機有感

對於導盲犬，
香港人認識確實
不多，政府也沒

有在這事情上幫上什麼，對於
動物的種種狀況，香港是做得
很差，除了那什麼愛護動物協
會，以及愛動物人士義務組織
各個私人團體，大家費盡九牛
二虎之力去協助動物之外，根
本是沒有政府部門協助，政府
會花5,000萬搞什麼音樂噴泉，
會花過億去畀行政費幫手分什
麼消費券，但從來沒有想過為
動物發聲。
近年接觸到導盲犬服務中
心，參加了他們幾次活動，之
前他們的導盲犬服務中心成
立，我們一眾支持這個會的朋
友都去了，這其中還有我們的
好朋友狗醫生廖漢財醫生。他
是義務為導盲犬服務的。那一
次他們難得邀請了黎諾懿任關
愛大使，這位既是廚神也是非
常愛狗之星，本身養狗，對導
盲犬更特別鍾愛！
日前中心亦搞
了一個很有意義的
活動，那是「導盲
犬爆珠口罩設計比
賽」，協會希望通
過今次的設計比賽
能發掘創意，擁抱
正能量！更重要是
提高巿民對導盲犬

的關注和認識。
不久之前舉行了頒獎典禮，

我很意外，以為這樣的活動沒
什麼人參加，殊不知原來有不
少青少年朋友、公開組的大朋
友參加，且更意外看到很多很
好的創作，令我眼前一亮的作
品，太多好作品了，連評判也
頭痛，拿不定主意！
導盲犬服務中心得到很多位

有分量的朋友支持，包括首席
榮譽贊助人高永文醫生、首席
贊助人龐愛蘭女士，以及多位
顧問、關愛大使黎諾懿、執行
委員會張偉民主席等。
這天的頒獎禮全部得獎朋友

都出席，我見到很多導盲犬和
牠的服務對象出席。我覺得是
必須通過更多人去了解宣傳導
盲犬，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有導
盲犬的出現，牠們的一生是怎
樣的。牠們把一生奉獻，我們
是否要更加愛惜牠們，接納牠
們！

愛護導盲犬

《紅樓夢》裏有兩處寫父母偏心
的情節，印象極為深刻。一處是中
秋佳節，賈家闔府家宴，席間擊鼓

傳花，鼓點停了花落在誰手裏，誰就講個笑話，
逗眾人一笑。素來少在家人面前口若懸河的大老
爺賈赦，藉着講笑話的因由，繪聲繪色地在眾人
面前着實諷刺了賈母一針。
賈赦說，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

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婆
子原不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法，
針灸針灸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即
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
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甚遠，怎麼就好？」
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
眾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
笑道：「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
再有一處便是芳官洗頭。芳官不學戲了，在寶

玉房中做丫頭。因為年紀尚小，管家就指派了粗
使的一個婆子做她的乾娘，照看她。芳官每月的
月錢，也如數交給這個婆子代為管理。這一日芳
官要洗頭，婆子打了水和洗頭用的胰子等一應物
件，卻先讓自己的親女兒洗完之後，才招呼芳官
用剩水洗頭。本就心高氣傲的芳官即刻被激怒
了，一句話便戳到了這婆子的心窩上——「把你

女兒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
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
賈赦是家中的嫡長子，又承襲了爵位，卻自覺

在母親跟前不受寵愛，藉着笑話當眾譏諷母親。
這做派，這氣度，母親不偏愛自然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更何況他一把年紀了，在子侄面前沒個尊
重，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還不好好做官，
成日喝酒。
芳官不被乾娘疼愛，一來不是親生的，乾娘不

過是掛名。二來芳官自恃學過戲，品貌都勝過別
人，因而過於伶俐，不知伏低做小，不知委曲求
全，乾娘自是視她如咬群的騾子，半點疼愛也
無，更無從偏愛。
最近，「父母的心有多偏」一度成為社交媒體上
的熱門話題。起因是有不少人在網絡上吐槽父母，
區別對待家中的子女。有重男輕女的父母，把好吃
的好玩的優先提供家中的男孩子。有溺愛幼子或
幼女的父母，毫無原則，只知讓家中的長子長女
忍讓弟妹。更有甚者，父母對家中容貌和學習能
力突出的孩子，傾注了格外多的關心，長期被忽
視的那個孩子，自卑壓抑到幾乎要抑鬱的程度，
以至於之後的人生一直努力掙扎着跟自己和解，
跟父母和解。網絡的樹洞裏，雖然已經長大成
人，但內心受到的創傷久久不癒的個案比比皆是。

平心而論，除非家中只有一個孩子，否則很難
找到沒有分別心的父母。再慈愛無私的父母，也
都是有個人好惡的凡夫俗子，要端平家中的一碗
水，可能性並不大。即便如此，為人父母，職責
所在，也應該竭盡所能，讓這碗水看起來始終處
在一個溫度。
近些年來，有一種現象日趨明顯，但凡家裏有

兩個及以上的孩子，離家在遠方獨自打拚自由自
在享受生活的孩子，通常都是被父母偏心的那一
個。尤其是一年中或者數年中，難得回來探望父
母一次，帶回來的禮物和短暫的幾日噓寒問暖，
會被父母長久的念叨，並一遍一遍炫耀式地向鄰
居和親戚複述。而留守在身邊、常年照顧父母衣
食起居和在病床前細心侍奉的那個孩子及其配
偶，一般大概會被父母吐槽，嫌棄其不夠孝順不
夠體貼不會說父母喜歡聽
的話。不要問我為什麼知
道，因為我就是生活在遠
方那一個。

父母的心有多偏

「我要很多很多的愛，如果沒有，那
就要很多很多的錢。」亦舒《喜寶》中的
這句話，十多年後我再次回味，源自根據
她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其實，對女性來
說，如果沒有很多很多的愛，自由也是好
的，自由甚至比金錢更重要。這是一
個叫阿慕的印度女子帶給我的啟示。

阿慕的故事，我每次想起來就忍不住落淚。
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小鎮的阿耶門連，阿慕生
下一對異卵雙胞胎瑞海兒和艾斯沙後，與丈夫
離婚，她飽受家族歧視，獨獨愛上了賤民木匠
維魯沙。遵照當地種姓制度和男權思想，他們
是無論如何不能結婚的，但兩人竟然走到一
起，生活了13天後，維魯沙被警察暴打致死，
舉報人不是別人，正是阿慕的姑婆寶寶克加
瑪。沒過多久，阿慕也死了，只有31歲。她沒
有死在阿耶門連，而是死在了阿勒皮巴拉特旅
館的一間骯髒的房間裏。阿慕本是去那裏應徵
秘書工作，為了更好地照顧兩個孩子，沒想到
她孤零零地死去，第二天被清潔工發現。
記得阿慕最後一次回到阿耶門連，她用最後
一次領來的微薄薪水給女兒瑞海兒買了小禮
物，一包香煙形糖果、一個錫製的幽靈鉛筆
盒、一本經典漫畫書《保羅．班揚》，並用貼
着心形彩色紙的棕色紙包裝起來。她也給兒子
艾斯沙買了漫畫書，但沒有給他，說要等到自
己能賺夠租房子的錢就給他這本書，她說那天
並不是遙遙無期，會隨時到來。她還設想，將
來要繼續留在印度，創辦一所學校。那個時
候，她已經病入膏肓，服用激素藥物導致全身
臃腫，破手提包裏隨時裝着人工吸痰器，但她
依然佯裝平安無事。
因為她有罪在身，死後教堂拒絕埋葬她，恰

克舅舅僱了一輛卡車將屍體運回火葬場。「火
葬爐的鋼門上升，永恒之火低沉的嗡嗡聲變成
了一陣紅色的怒吼。熱氣向他們衝過來，像一
隻餓呼呼的獸。然後，瑞海兒的阿慕被牠吞噬
了，她的頭髮、她的微笑、她的聲音、她在孩

子睡覺前用音樂猴來愛他們的樣子、她的晚安
之吻、她以一手握住他們的臉﹙被擠壓的臉，
魚嘴般的嘴﹚，以另一手為他們分開頭髮和梳
理頭髮的樣子，她拉開燈籠褲讓瑞海兒穿上的
樣子﹙先左腿，再右腿﹚。這一切都被那隻獸
吞噬了，而牠感到十分飽足。她是他們的阿慕
和他們的爸爸，她以雙重的愛來愛他們。」
阿慕的故事出自阿達蘭蒂．洛伊《微物之

神》。此書被我當做印度版的《紅樓夢》來
讀，這樣說也許會引來質疑，但阿達蘭蒂所呈
現的驚世駭俗的愛情，細膩的描寫，生動的刻
畫，能夠給人以長久的省思和懺悔。阿慕的愛
情，堪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超越《霍
亂時期的愛情》，她的愛情在印度是個「天大
的錯誤」，在今天卻是一曲盪氣迴腸的自由輓
歌。一個沒有地位的離異女人，衝破一切障
礙，封建體制、家庭桎梏、親友嘲虐，她義無
反顧嫁給賤民維魯沙。維魯沙的家庭也是極為
不幸的，他們住在阿耶門連下游，父親維里亞
巴靠採椰子為生，有一次拿鐵錘敲打花岩石時
碎片戳進左眼致殘，安有一隻玻璃假眼。母親
雪拉死於肺結核病，哥哥庫塔本從椰子樹上摔
傷脊椎骨，癱瘓在床，插着尿管。他們一家都
屬於帕拉凡，即底層賤民，他們在阿耶門連禁
止觸摸任何非賤民，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必
須拿着掃帚倒着爬，以將自己的腳印掃除，他
們連說話都要用手遮住嘴，不讓被污染的氣息
污染了與他們說話的人。
起初，我以為阿慕是以自由抵抗這種毫無快

樂的生活，後來我發現自己理解錯了。阿慕9
歲時就已經習得這種生活，從父母那裏，父親
帕帕奇在白人面前搖尾乞憐，假裝體面，回家
後卻經常對她和妻子瑪瑪奇家暴，「她培養出
一種關於不公平行為的崇高理念，以及一種頑
固而魯莽的癖性，那種在終生受到大人物恐嚇
的小人物生命中所發展出來的癖性。她沒有做
任何事情來避免爭吵和對抗。事實上，我們可
以說她尋求爭吵和對抗，或許甚至樂在其

中。」阿慕生命裏的異質，我不想簡單地用阿
德勒心理學「簡單與超越」來闡述，也不想刻
板地視作她內在防禦機制的自動保護——同作
為女性，我能夠體會到她內心深處生長茂密的
柔情與悲憫，在別人「否定之否定」時，她沒
有弄丟自我——在陰溝裏看到星光，在罅隙中
追尋光明，她委屈但不放棄地活着，她卑微但
不苟且地攀援。阿慕的愛情也潛移默化影響到
兩個孩子。有一天，雙胞胎艾斯沙和瑞海兒不
知從哪裏弄來一條船，帶着恰克舅舅的女兒蘇
菲默爾過河去維魯沙家，途中蘇菲默爾被水沖
走遇難，其生母瑪格麗特克加瑪找阿慕興師問
罪。這一切，雙胞胎似乎也早已見怪不怪，他
們內心深處的自卑與抗爭、欲望與熱情，與阿
慕沒有什麼兩樣。雙胞胎也經常打架，艾斯沙
叫瑞海兒「難民竹節蟲」，瑞海兒則叫艾斯沙
「骨盆貓王」，他們肢體拚命扭打在一起，現
場慘不忍睹。或許，這也是他們情感發洩和確
認自我的一種途徑。
當生存的代價爬到一個他們擔負不起的高

度，當刻骨的恐懼侵蝕到一個他們難以企及的
地方，阿慕、維魯沙及雙胞胎選擇了沉默。不
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阿慕和維魯
沙先爆發，後死亡。他們的死亡同他們的出生
一樣，偉大而不可替代，唯美又獨一無二。似
乎，阿慕的愛情從誕生那一刻起，就屬於微
小，破碎，不完美，就屬於瞬間，當下，一剎
那。「他們後面，河流在黑暗中悸動，閃爍如
狂野的絲綢。而黃色的竹子哭泣着。他們躺在
山竹果樹下，在那兒，一隻胡蜂、一個旗子、
一個像是吃了一驚的飛機頭和一道繫着『東京
之愛』的噴泉，在不久前才拔起一株開着船
花、結着船果的老船樹。」這一幕動人場景，
與曹雪芹《紅樓夢》中賈寶玉出家走向荒野異
曲同工。然而，阿慕不需要任何人同情，她跨
過種姓階級制度追求愛情，她衝破世俗享受愛
情，她用愛超越了一切，她最終被自然所接納
所慰藉，她31歲中的13天，也是永恒的。

阿慕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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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導盲犬，協助視障人士，大家心存愛
念！ 作者供圖

●向陽花木易為春。即
便是同一棵樹，陽光偏
向的部分花也會開得更
為艷麗。 作者供圖

●櫻花樹下共聚天倫。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