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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曾說過：“寫作的世

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而是始終圍繞着正在寫作

的那隻手，這隻手就在寫作的地方。”你的手在哪

裡，你的世界就在哪裡。一雙手，創造着世界，也

托舉起幸福。

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第一部

《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饑荒》（1~

20）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投降後，祁老人抱

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賬，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

太婆，復仇的心理爆發，圍住了她，她低下了頭。

此時，瑞宣趕過來，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太婆

之間，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然後，對街坊們

說，“她這個日本老太婆，是咱們的朋友。”西城

小羊圈胡同裡，祁老人雙手托着妞子，“彷彿半死

的中國，懷抱着成千上萬死去的子孫”，這儼然是

苦難中國的悲愴側影。

戰爭中最無辜的還是孩子。孩子寓意着民族的

希望，也綿延出家庭的幸福、世界的和平。今年是

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時隔65年後，《四世同

堂》三部終於“團圓”，即《饑荒》原稿缺失的16

章被譯成中文，與讀者問世。回譯稿中，妞子、順

子、小凱、錢善（錢先生的孫子），成為作品的主

線；抑或說，通過對孩子的描述，巧妙地反映出人

性的醜惡。妞子拒絕共和麵，瘦成皮包帶骨，與天

祐太太一老一小，令祁老人痛心不已，眼看生命一

點一點逝去，卻束手無策。 當妞子奄奄一息，祁

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裡的日本人︰“我去讓三號的

日本鬼子看看，他們搶去咱們的糧食，他們的孩子

有糧食吃，可我們餓死了我的重孫女，我要讓他們

看看。”

——“他必須去告訴小日本，妞子的死，是苦

痛的最盡頭了。他，一輩子，一直安分守己，喜愛

和平，但是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他必須把這一切都

清楚的告訴日本人。在有危險的時候，他不願再用

破缸頂街門，不願再像蝸牛似的把頭藏起去。現在

他必須走出去，和敵人說說是非。假若有必要，他

會把自己的頭撞過去，用自己的腦漿濺到日本人身

上，隨小妞子一道死去。既然他不能維持四世同堂

的幸福與權利，他就不能不，自己用雙手，拆毀四

世同堂。”

拆毀不是無奈，而是深深自責，捶胸頓足，回

到內心。很多時候，生命比我們想像的要頑強，一

個家庭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正如瑞宣的醒悟：“空

心的蘿蔔也能長出鮮綠的葉子。一切都在衰落，一

切又都在復活。”

所以，當傳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後，祁老人重

燃希望：“彷彿是在夢中，他看到了天祐，瑞豐，

和胖菊子。突然，他睜開眼睛。不，他現在不能

死。日本投降了，他應當帶領全家多過幾天太平日

子。韻梅還可以多生幾個孩子，他必須等着看見新

的重孫子或重孫女——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有些時候，維護不是強勢出擊，而是絕地逢

生，在看不到光亮的時候，依然苦苦掙扎，於黯淡

無光的世界中慣性向前。祁老人是這樣的人，含淚

理家的韻梅是這樣的人，打鼓的程長順、表演相聲

的黑毛方六、行俠仗義的李四爺、被撤職的白巡

長、地下工作者錢先生等也是這樣的人。

日軍下命令，窗戶上要罩上黑布或報紙，7號

的住戶家中沒有遵照行令，原來孩子飢餓難耐把糊

報紙的糨糊吃了。李四爺義無反顧，擋在前面，被

日本兵打死。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錢太太的弟弟

陳野求，同為讀書人，他懦弱叛國，沒有像姐夫錢

先生那樣“迷途知返”，他給日本人做事，吸食鴉

片麻醉自己，用出賣靈魂換來全家人的性命，到頭

來他走向墮落，孩子們離他而去。

還有代理校長藍東陽、會計主任胖菊子、女學

監招娣。對這三個人物的生動刻畫，可謂爐火純

青：“招娣不僅釘所有美國和英國人的梢，而且她

利用自己的肉體，把德國人，意大利人，法國人，

與俄國人，一網打盡，她的肉體成了國際的。”

他們三人的群體畫像，也是一針見血：學校來

了“一個綠臉黃牙的新校長，與他的像一桶肥油的

沒脖子老婆，還有一個像妓女似的女生學監，讓大

家都難以控制自己，可是誰也不敢笑出聲來。所

以，他們必須把笑封存在心裡，把它化成仇恨。他

們在綠臉、肥臉，與紅得像廟門似的臉上，看到自

己老師和同學的獻血。”

瑞宣殺死招娣，以威脅藍冬陽，見形勢不妙，

他關在家裡休病假，躺在病床上高喊天皇萬歲，後

被送到日本，喪命，胖菊子則流落在街頭妓院。

孩子，說到底，是“戰爭圖書館一個書籍的索

引”，此種比喻堪稱經典。比如，錢先生給孩子起

名，從“錢仇”到“錢善”，一字之差，卻折射出

迥異的價值觀，即從“報仇吧”過渡到更加理性的

認知。由於親家金三爺的跟蹤洩密，錢先生再次入

獄，小孫子也被日本人搶走，以當做人質欲供出他

口中的機密。

在獄中，想方設法拖延時間，最終等來好消

息。當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時，一個

鞭炮聲也聽不到，當錢先生回來的時候，方六點了

一掛小爆竹，握手的優先權大家不約而同地讓給了

祁老人，這不僅是“小羊圈所有人當中，從年紀、

品德、身高，錢先生最像天祐”，更多的是因為祁

老人代表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困境中的尊嚴，他

托着妞子的雙手，也是托起中華民族希望的雙手！

錢善不只是錢家傳宗接代的香火，孩子屬於國

家和世界。錢先生在悔過書中的深刻獨白，也是面

向世界寫給每個人的：“我厭惡相片。我從不照

相。我沒有自己父母的相片，更沒有偉人和英雄

的。假若必須掛一張像片，我想應當掛我孫子

的——一張孩子的照片，而不是聖人，英雄，也不

是軍閥，或任何要人的相片，應當掛一個天真和成

長的象徵。只要看見我的孫子的相片，我就會想

到，他很快就會成長一個人，一個能為自己思索，

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的人。假若拿掉你們的天皇和

將軍的相片，換上你們自己的孩子的相片，也許你

們會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嚴格的管束。少去嚴格的

管束，會使你們的軍隊不太有效，可是那很重要

嗎？難道人類最高的成就，不應當表現在精神和福

利方面，而是要表現在戰鬥上嗎？”

這段話包蘊着生命的哲學，說的是孩子，指向

的是世界的路。讓我不禁想到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

書中的話：“日本怎麼做，中國才會滿意，一日本

老者問道。我們都知道德國面對歷史的態度，當初

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

間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人真誠的

反省歷史，雙方才能向前進步。”

是的，需要的是反省、懺悔，唯有真誠懺悔，

才能走向和平。當然，不僅是對日本，其他國家也

是同樣的道理。

重視青年、重視教育

消失了的大學

香港今年《財政預算

案》教育預算總開支高達

872億(港元)，佔政府經常開支的21.2%，

佔香港GDP比例 3.4%。

有人說香港投入教育資源不足，有

人說每年教育開支有增無減算不錯，究

竟教育資源開支是怎麼一回事？首先要

釐清由於香港沒有軍費撥備，所以各項

開支比例一定高於一個國家，佔政府總

開支百分比很難與別國比較，但仍可以

GDP比例作參考。

教育為政府最大投放開支是世界趨

勢，有良好教育系統社會才得以發展。

以二零一五年為例，教育開支佔GDP比

例︰ 香港3.3%、中國內地4%、意大利

4%、英國6.2%、日本3.5%（2014年數

據），從數字上看出香港教育絕對“超

值”，投入比別國少但質素卻是國際

級。從前大家以香港優質教育為傲，但

近年不斷被批評。

自回歸以來，香港教育局面轉變，

如：教改、校董會架構改變、直資學校

出現等，令從前單一政府和學校決策學

校發展到近年家長聲音不斷擴大，持份

者影響力在變化中。不難發現政府愈

做，家長愈不滿意的困局天天在發生。

新一屆政府在教育方面多花心思是

必然的，要走出死胡同，當局應思考除

了大灑資源穩定教師團隊，家長及社會

人士需要什麼？從中檢視持份者需要，

才能計算出香港教育所需預算，而不應

以投放總金額再以配額方式下放，公共

資源才能用得其所。

每個國家，每個社會的領袖都非常

重視青年、重視教育。因為教育是社會

發展的根基，因為青年是國家的未來。

香港新一屆政府行政長官熱門候選人林

鄭月娥在她的競選活動中曾表示：“教育

是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元素，教育開支

是我們對未來的投資。近年教育政策在

理念、方向、資源分配及執行上都出現

問題。我提出要全面檢視現時的教育制

度，誠意邀請校長、教師、學生、家長

及社會各界提出意見，讓我們一起在邁

向優質教育路上同行。”

林太承諾，若果當選行政長官後，

會在教育方面立即投放新資源，回應教

師、家長、學生強烈及迫切的訴求，亦

會即時每年增撥50億元，解決迫在眉睫

的問題。例如，將短期合約教師轉為常

額教師，資助高中畢業生升讀自資大學

學位課程，訂立幼師薪級表，改善中小

學教師編制及改善學校硬件、軟件建設

等。希望提供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及

高滿足感的教與學環境。

至於教育經常開支佔政府整體支出

比例創回歸以來新低，教育開支佔GDP

比例也遠比其他高收入經濟體為低。如

何具體運用這筆50億元的每年額外資源

呢？期望特首、教育同工及教育團體共

同努力，用最高的智慧令香港教育邁向

新里程。

繼《劍雪浮生》後，寶

珠姐（陳寶珠）自信心大

增，於是乘勝追擊，緊接演

出另一個舞台劇《煙雨紅

船》。這次演員陣容更強勁，有劉嘉玲、

梁家輝（家輝哥）、廖啟智同台演出，劇

本更是為寶珠姐度身訂造，不少已移居加

拿大、澳洲、美國多年的粉絲們也紛紛專

程回港捧場及支持，再度掀起撲票熱潮。

有過百多場舞台劇演出經驗後，寶珠

姐演出《煙雨紅船》時，的確心情輕鬆了

好多。有一晚，寶珠姐和家輝哥都在後台

虎度門等待出場時，不知是誰先調皮，兩

人竟然脫下鞋子來“互掟”，如是者你一

來我一往的玩得忘形；鞋子突然從後台

“飛”到了前台，當時台上的演員正專心

演出，並不知道在自己背後出現“飛

鞋”，但台下的觀眾都看

得清楚，這時大家都笑了

起來。

不過，觀眾不知道

“飛鞋”是來自他們偶像

的“傑作”！後台寶珠

姐、家輝哥知道闖禍了，

也嚇得各自跑回休息室，

還口中唸唸有詞：“你哋

睇我哋唔到，你哋睇我哋

唔到……”哈哈哈，在後

台被人嘲笑：“兩隻大駝

鳥！”

寶珠姐接受舞台劇挑

戰，兒子楊天經也接受另一項挑戰，首次

亮相幕前，為無線一年一度節目盛事“香

港小姐選舉”擔任表演嘉賓，與候選佳麗

們載歌載舞。天經在加拿大讀書時，熱愛

踢足球，心想他日能成為足球員，但如天

經所說：“媽媽回港後沒有想過復出舞

台，我更加無諗過會在幕前演出，都是機

緣巧合吧！我竟然還可以和媽媽同台演

出，也確定了我現在的事業方向。”

天經雖然是“星二代”，但寶珠姐對

天經在演出的工作上，從不摻和，任天經

自由發揮。寶珠姐說：“天經在台上演出

時，我只是其中一位觀眾，只有這樣，天

經若問到我的意見時，我才能中肯地畀他

意見。”誰都知道若有巨星媽媽“出句

聲”，自有很多人樂意扶助天經一把，他

的星途也會平坦好多。不過天經始終自豪

憑自己努力得來的演出工

作，更讓自己享受及得到

他人的認受。

寶珠姐說：“任何人

都要自己去經歷，去承

擔，才會真正強大！以前

是媽咪（宮粉紅）為我的

工作安排一切，現在我變

得強大了！”寶珠姐口中

的“強大”，就是現在任

何演出工作，從洽談、訂

合約等等事無大小，她已

經親力親為了多年，也不

需要經理人代勞了！

偶像的“傑作”！

WhatsApp 最初出現

時，網絡上傳媒確實帶來

了新鮮感。

的確令人有意想不到的驚喜，不止

大量滿足了年輕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中老年人也為之平添不少情趣，可是

WhatsApp這種給網迷上網帶來過分的方

便，新鮮感漸隨資訊的過分發達而下

降，甚至還出現厭惡的情況了。

往日朋友傳來某類奇圖趣事，看多

了，覺得不外如是，你傳我我傳你傳到

滿天飛，資訊重複爆炸到不再有驚喜之

後，有人甚至連對方的好意也視為騷

擾。

當然，成長中的年輕人不免仍然樂

在其中。但是與同輩小友文字交談時，

由於急於成章，手快腦慢，不加思考，

繁體簡體一概不理，只求借音出字。

“幾人憂天”、“婦人之人”之類的句

子都不加思索寫得出來，對文字的摧

殘，日甚一日嚴重。有些網迷大學生論

文都已過關，寫起便條，填寫表格，短

短一二百字，還挑出三幾個小學生常犯

的錯字，真是教人不堪目睹。

所以說，對這一輩只迷網絡不看書

報的年輕人，紙媒畢竟還有它的好處，

至少紙媒能夠一直堅持傳統守則為文化

護航，對文字的使用盡量一絲不苟。做

到絕對準確，偶然出錯也會即時更正，

但是網媒錯了卻永遠改不了。

此外網媒還可怕在不止充斥偽新聞 /

假資訊和作權威狀的空洞評論，全無公

信力可言。貿然上網，不加選擇，只會

浪費寶貴時間；甚至大型電視禁播的粗

言穢語，下九流的網媒主持人，居然可

以全無忌憚說到滿天蝦蟹，白璧無瑕不

知人間醜惡的青少年，戴上耳機獨處溫

室中無意收聽到這類節目所受污染，身

為監護人的家長也蒙在鼓裡，垃圾網媒

破壞情操 / 扭曲人性，為害之大，可就罄

竹難書。

可是電腦手機一朝存在，這種借言

論自由為名的歪風惡習，仍會不斷發酵

擴散，管不得也禁不來，就只好消極等

清醒的網民自律，從厭惡而捨棄它了。

網媒漸失公信力

我認識的一位女子，年少成名，

身邊擁有眾多的追求者，心性極高的

她左挑右選，最後找了一位相貌堂堂，與自己門當戶

對的男子嫁了。

這段婚姻成為朋友圈內的一段佳話，她和丈夫成

了眾人眼中童話裡的公主和王子，她也享受着自己和

丈夫的這種完美組合，享受着眾人的恭維和羨慕，儘

管她心底對丈夫並不是完全的滿意。可無論如何他們

的日子一直在過，以至於平靜到了不正常。這裡且按

下不表。

作為一個已經加入素食者行列時間不算短的吃

貨，我還極愛吃的在葷、素之間搖擺的食物之一是煎

餅果子。煎餅果子是天津的一種小吃，在南方極少

見，所以在南方的大部分時間我也只是偶爾懷念一下

而已。

前些天出差到北京住了不少時日。北京離着天津

僅百餘公里，於是，某天早上醒來，不自覺地想起了

煎餅果子，但是尋遍住處周圍，都不見有賣煎餅果子

的地方，於是饞蟲便在腹中騷動起來，使得我渾身不

自在，連夢裡也嗅着麵醬和蔥末的味道，以至於早晨

癡癡地流着口水醒來。

礙於工作原因痛苦地忍耐了幾日，得了空擋便跑

出去，在並不熟悉的北京街頭瘋狂地尋找煎餅果子。

後來總算在腳底快要磨出水泡的時候找到了一家藏在

小巷深處的煎餅攤，急切地守在攤前，等待的短短幾

分鐘都成了幾百年一般漫長，當飄着蔥末、雞蛋、麵

醬鹹香的煎餅果子終於入口之後，那種渴望和期待的

感覺卻驟然減弱了。

吃完煎餅果子漫步在被霧霾籠罩的大街上，甚至

覺得心裡有些空空蕩蕩的。此時我無名地聯想到了我

認識的那位女子。

她後來遇見了她口中的“真愛”，他比她年輕許

多，能說會道，把已到中年的她當少女一般地寵着、

哄着，彌補了不善言辭的丈夫在她心裡的所有缺憾，

於是她不顧對丈夫造成的傷害，也無懼各種流言蜚

語，一心地要與自己的“真命天子”廝守終身。最後

她想盡一切辦法甚至放棄家產贏得了和他在一起的機

會，如願以償地和丈夫離了婚，如願以償地嫁了她的

“真命天子”。

當然，她也不出所料地嘗到了自己釀就的苦果：

她終是看錯了人，一個世俗而膚淺的男子再是滿嘴甜

言蜜語，她也無法和他淺薄地過完一生。再次離婚

後，她選擇了皈依佛門，讓自己的痛苦有了一個清靜

的歸宿。

我家養了一隻寵物狗和一隻寵物烏龜，烏龜是沉

着的，永遠波瀾不驚的模樣，狗寶貝最常上演的戲碼

是搶龜糧，每次不管烏龜吃什麼，不管牠愛不愛吃，

牠都要伺機去搶上一口，以滿足牠掠奪的心理。然而

每當牠搶到以後，叼到一邊，總是長長地歎口氣，趴

在地上一臉的無聊。

我們的人生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慾望，說到底，不

過是“食色，性也”，簡單如“食、色”，得到的也

多數不是自己想要的，而得不到的卻被認為是最好

的，永遠充滿了誘惑力。記得叔本華曾經說過：“生

命就是一團慾望，慾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慾望得到滿

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和無聊中搖擺。”

如此，儘管無聊，慾望被滿足之後還會不斷地有

新的慾望產生，人便徹底地被自己的慾望綁架了。有

時候慾望其實是一種對於無法企及的事物的夢想，人

在夢想的時候是美好的，一旦夢想照進現實，剩下的

就是美好的消退。這是規律，不可更改。

夢想的美好與消退

托起“四世同堂”幸福的那雙手

屯門青山“紅樓”一場拆卸風波，引發古諮會將其

列為暫定古蹟，一年內不得拆卸，暫保住“紅樓”這歷史

建築。

十多年前經過“紅樓”一次，印象已經模糊。這次事件後，專程再

訪，駕車前往並不容易，因為有輕鐵路軌建於外圍，不容易看到中山公

園的牌坊，駕車繞了幾圈找不到入口，後來進入了屯門騎術學校，才能

繞道前往中山公園旁的“紅樓”。原來乘搭公共交通更為方便。

這天也有家長帶同年幼子女來到“紅樓”，父母邊走邊解說，這是

孫中山先生和一眾革命志士，醞釀革命推翻滿清的聚居地。讓下一代認

識香港和國家不可分割的歷史，也是很有必要的。

香港與晚清革命的關係極深，在孫中山設立興中會總部之前，就有

楊衢雲創立的“輔仁文社”。在中上環的一條“中山文物徑”，把孫中

山先生在香港活動過的15個景點串連起來，由港大作起點至德己立街

作終點，包括他當年求學就讀於拔萃書室、中央書院、香港西醫書院，

還有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做禮拜、聚會策動革命的地方。因為舊址已

拆，沉澱的歷史，埋於今天的街角、橫巷、大排檔、花檔，可尋的痕跡

不多，遊客只能憑豎立的文字牌子，從文物徑認識革命黨人的點滴，也

算是緬懷和學習。

今天能夠看到歷史實體的，還看破舊的青山“紅樓”，這棟兩層三

間的紅色小樓，混合了中、西式的建築風格，有金頂、三角楣、陽台和

圍牆，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建築。隱密的小樓，令人想像到當年的革

命之火在燃燒。旁邊的中山公

園，有孫中山紀念碑、銅像、遺

囑碑文，亦有紅樓和歷史簡介，

對革命黨人的事蹟有較為完整的

概念。

年輕一代對殖民回憶留戀，

是昔日殖民教育的結果。香港回

歸後，政府確實需要正視民族歷

史，對保留民族歷史的遺址保

育，需再加一把勁。

“紅樓”探古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乾坤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少爺兵

水水過過
留留痕痕

■陳寶珠從不摻和天經的工作。
■青山“紅樓”是一棟兩層的混合中
西建築方式之紅磚房屋。

■林太承諾，若果當選行政長官，會在
教育方面立即投放新資源。

■WhatsApp是一個資訊的平台。
網上圖片

大學時代是一個人處

於求知慾最強、對生活最

憧憬的重要階段；大學校園不但是知識

的寶庫和文明的搖籃，更常是思想啟蒙

之源地，能進入大學的人都是同輩中的

精英，人們在這裡燃點青春的火焰，開

始學會獨立思考，也往往留下最美的回

憶。

所以，很多精英們在體驗了職場拚

搏的爾虞我詐，到事業有成或生活安穩

的中年之後，開始緬懷輕狂歲月的純真

和激情，昔日同窗積極約聚聯誼，而對

於因為政治打壓而關閉了的大學，畢業

生們更多了一份團結的動力。新加坡前

南洋大學校友們的心情也許正是這樣。

創辦於一九五五年的南洋大學是一

所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大學，也是當時

世界範圍內唯一一所海外華文大學。

在其短暫的華文教育史上，共培養

了一萬兩千名畢業生。不過，由於誕生

的年代時值東南亞反共氣氛濃烈和新政

府崇尚英文至上，政治和就業前景不

佳，這所在風雨中成立的大學在經歷了

二十五年的風雨之後，也在風雨中結

束。傷透了莘莘學子們的心。

新政府在南大校址雲南園建起了南

洋理工學院（已升格為大學），南大則

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

而南大校友錄卻又於九六年轉入南洋理

大保存。兩大皆以英文為教學語言，並

躋身為亞洲排名最高大學之一，但對這

群重視母族文化的學子來說，南大代表

的是華裔社會在東南亞的華文教育與中

華文化的傳承。

所以，三十多年來，南大散佈在世

界各地的校友們對由雲南園孕育出的人

文情懷揮之不去，每兩年都有聚會，除

了“校友情長，母校恩重”外，也凝聚

力量，促進華人文化發展和東西文化交

流。

上月底，南大香港校友會會長林順

忠先生就組織並贊助了一個“南洋大學

校友文化交流會”，邀請了多位星馬兩

地知名文化人訪港，包括新加坡佛教總

會高級研究員林明雅、新加坡《聯合早

報》前總編輯兼《傳燈》填詞人杜南

發、新加坡華樂團總監兼《傳燈》作曲

人張泛、身兼詩人的《新明日報》總編

輯（剛退休）的潘正鐳、新加坡人民協

會與文化藝術集群理事長藍銳勛，以及

馬來西亞新山南方大學文化藝術館館長

陳再藩。

這些傑出的南大校友數十年來活躍

於當地華人文化圈，默默從事文化傳承

工作，也留下了不少意境深邃、意韻雋

永的作品，比如《傳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