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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
記

玉芝蘭

何翼平

來到成都，好友年
輕的成功企業家小
周，放下手裡工作熱情款待，陪了兩
天，最後一晚，要帶我們去吃一家隱
秘的私房菜，名號“玉芝蘭”。
車停在一條偏靜的小街，一扇黑
漆大門緊閉，叩響門環門開啟。地方
不大，只有五張餐桌，廚房就在隔
壁。迎面案頭上擺着兩件奇特的器
物，是老闆蘭主廚親自設計，到景德
鎮監督燒製的。特製的器物用來裝食
物，不用明火也能保證菜不會冷。所
有餐具只有十六套，一盤一樣，花色
不同。這裡不招待太小的兒童，貴重的
器皿一旦破損，再造都難。
先上來六道小菜，裝在六件形狀
花色不同的小盤中，豉香兔丁 、 米 椒
木、紅湯牛腱、涼拌香椿，聖仔鰉五
彩麵是這裡的名點，麵細如髮絲，放
在一碗清而鮮的湯裡，不見一點油
光。羊肚菌鍋邊素、豆瓣鰻魚、魚香
香菇，菜式不奇特，但一道一個味
道，註明不用香精、味精、色素、罐頭，
做出不一般的味道全憑手藝。
晚宴上有兩道菜要說一說。甜
品燕窩雪梨之後，宴席已經結束，
卻又上來一道“甜燒白”，而且只
有一盤。“甜燒白”是四川傳統名
菜，五花肉、糯米、豆沙，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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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達智

麼有大學生在校園內張貼一句口號式
的標語，就可以說那是學術自由？口
號如果能成為學術，相信世上最多的
就是學者或者稱為學術家了。
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了《歷史的終
結與最後之人》，提出了西方國家的
自由民主體制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
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後模式，是為
歷史終結論。到今天，已經證實了福
山推論的錯誤。所以，還有人以西方
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來立論，那樣的
學術研究，是否經得起考驗？大有疑
問。況且，未見學術上的論證，就公
開暢言社會主義終結後如何，這算哪
門子的學術？而且公開對此批評的言
論便無限上綱到政治問題上去，這是
學術上的言論自由嗎？
這根本就是只准我發表言論學術
的自由，卻要扼殺他人置喙的自由，
這又是哪門子的自由？

有的隧道內發生岩爆，煙狀粉末
和碎石四處彈射，危及人身安全；有
的地方突然出現大量湧水，並夾有泥
沙；有的洞內，出現高溫，有害氣體
或瓦斯爆炸，有時候，基底隆起或下
沉等病害。這都是工程進行中的大難
題。橫斷山脈的隧道和橋樑，都有一
個防止地震問題。全線運營長度 1,838
公里，造價約 2,166 億元人民幣，橋隧
總長1,413公里，佔線路全長的81%。
全線貫通後，川藏兩地的間隔將
被大大拉近，交通時刻將從目前的 40
多個小時縮短至 13 個小時左右。不少
工程，從隧道裡面出來，立即面臨怒
江的大峽谷，必須立即建立橋樑伸到
對面的懸崖，再進入隧道裡面。這樣
大橋就會離開河面 700 米。全世界最
高的摩天大廈，也沒有這樣的高度。
狹谷裡面兩邊都沒有支撐點，更沒有
放置起吊設備的地方，怎樣建橋？這
需要很巧妙的工程技術和複雜的起重
裝置。這些難題都被中國科學家和工
程師解決了。中國的工藝技術的突
破，發明百多種新機械裝備，還解決
了加快施工速度的新的建築方法。
沿途有很多車站，工程人員決定
把這車站先行變成鐵路的預製橋樑和
樁柱的工場，建成了預製橋樑就用長
達 80 米的多輪汽車，沿着路基運送到
路軌的最前端，然後用延伸性的吊橋
以滑輪進行安裝，工場完成了預製件
任務，立即變成車站和月台，一舉兩
得，大大減少了工程成本。
川藏鐵路是史詩式的工程，人類
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建築難題，這裡都
解決了。這種建築科學技術，將為中
國承建世界上最大的最難度的基建工
程準備了十八般武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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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宜發

還記起多年前開始便
發現自己有鼻敏感情況，
當然很多人也會知道鼻敏感的來源可能是
空氣太差，或生活上的空間有些物質引發
這個情況出現，包括塵蟎。我也曾經因為
這個情況去看醫生，做了一些敏感測試，
發現塵蟎是其中一樣令我會出現鼻敏感的
情況。但自己因為需要用聲音工作，所以
有時鼻敏感不多不少也會有點影響，所以
很討厭這個情況出現。我發現其中令我出
現鼻敏感的情況，就是天氣轉變，特別是
冬天的時候會變得嚴重。
近期天氣回暖了不少，而且每逢較暖
的天氣，我便沒有鼻敏感，但為什麼我的
鼻敏感也沒好轉，所以不停在找原因。我
曾在電台節目跟聽眾說到這個問題，收到
了很多聽眾的意見，他們說：“可能房間
經常封閉容易滋生細菌。”我覺得未必是
這個原因，但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所以
兩星期前，下定決心好好清理房間，才發
現窗簾布背面已經發霉，而牆壁也有多處
出現同樣情況，所以我便先把牆壁的霉菌
清掉，再把所有窗簾拆下來棄掉，才發現
房間其實堆積了很多灰塵，所以你也可以
想像得到，原來我經常跟着這些塵埃及細
菌共處一室，難怪我的鼻敏感愈來愈嚴
重，所以我狠下決心清潔房間，令它煥然
一新。
還記得小時候，每逢農曆新年前，
我也會把家裡的牆壁塗上新油漆，而且

每年也會有不同顏色，而這個責任通常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負責，就是因為這個
經驗，多年之後，發現自己房間的牆壁
發霉，所以我也想起可以把牆壁塗上新
的油漆。
我算是一個有點計劃的人，所以我先
把窗簾布拿到商店讓他們製造一些同樣尺
寸的新窗簾布，因為知道需要一點時間才
可以拿到，所以在塗上新油漆前三天便已
安排好，結果到房間處理好之後，新的窗
簾布也剛完成。因為我現在居住的地方是
租回來的，不是自己的物業，相信一般人
也不會太過用心去令它煥然一新，但因為
我這個情況出現的關係，不可能不去處
理，最重要是改善我的鼻敏感情況。
亦適逢禮拜天沒有工作，所以從星期
六晚便開始處理，我先到五金店舖買了白
色及自己喜歡的淺藍色油漆，再買一些修
補牆身的材料回家。星期六晚便先把所有
牆壁塗上白色底油，而且現時的油漆很先
進，已有防霉作用，所以我先塗上一層油
漆，讓它乾了之後，禮拜天便塗上自己喜
歡的淺藍色，過程中其實有點辛苦，因為
畢竟自己不是專業，只是憑着小小的經驗
去做，結果出來也很滿意，而且感覺上房
間已經沒有以前的霉菌存在，睡覺的時候
也覺得健康了很多。
希望就算在這個會發霉的天氣底下，
房間也可以保持乾淨，當然最希望是我的
鼻敏感從此得到改善。

花一開，春便來了

川藏鐵路是史詩式工程？

有人說，青海到
拉薩的鐵路，是人類
歷史上最難修築的鐵路。因為地形複
雜、泥石流和軟土路段極多，需要很
高的建築技術。但是，青藏鐵路和即
將要修築成功的川藏鐵路作比較，不
過是小兒科而已。
川藏鐵路要穿過橫斷山脈，這是
世界上地質最複雜，懸崖峭壁最密集
的地區，在不少路段，在 50 公里裡
面，就要上升 2,000 米，鐵路根本不可
能如此急速上升，爬上了高峰，立即
就要面對急劇下降的狹谷，橫斷山脈
不少路段都出現了高低落差達到 2,000
公尺的峽谷，在建築領域，這是全世
界難度最高的“鐵路過山車”。中間
的上斜坡、落斜坡，一共是“八起八
伏”，累計爬升高度超過1.4 萬米，相
當於在最艱險、最複雜的高山峽谷之
間，修建世界上技術難度最大的隧道
和橋樑工程。
由於地勢險峻，鐵路所通過的路
段完全沒有道路，也沒有修築道路的
條件，機械和建築材料如何運進去，
是人類工程歷史未有解決過的難題。
橫斷山脈由喜馬拉雅運動時期歐亞板
塊與印澳板塊急劇地碰撞，形成褶皺
山脈。這裡早已經是地震帶，不少山
上體和岩層已經破碎，金沙江、瀾滄
江和怒江，兩岸陡峻，江面狹窄，屬
典型的“V”字形深切峽谷。
山崩、滑坡、泥石流和地震頻
繁。強烈的板塊擠壓，使得某些山體
出現了巨大的應力，一旦開鑿隧道，
失去了下方的承載力，會出現巨大的
岩石爆炸現象，造成崩塌，或者是插
入岩層裡面的牆體鋼筋被扭斷，造成
護體牆崩塌或者嚴重漏水。

采 風

發霉的房間

發式

倫敦上設計課，蒙時裝歷史老師提點，從此對華服另
眼相看。Myra老師︰文明古國當中，極少數擁有時裝，中
國絕無僅有，在不同朝代出現不同模式的服裝，甚至在同一朝代不同時
期，例如唐初、盛唐、晚唐，由於與西域接觸，長安出現波斯人、歐羅巴
人、阿拉伯人……唐朝盛世，文化開放，接受不同形式的影響，也因此在
宋、明保守風氣出現之前，造就中國歷史以來最大膽、至性感的衣着模式
與開放態度，例如低胸、透視、前衛化妝等等。
什麼叫時裝？即是與時並進，於不同年代面對不斷更新元素的衝
擊，反映以簇新衣服概念與構造的產品，這便是時裝。印度國服 Sari，
相傳源自亞歷山大入侵亞洲次大陸，隨之而來的衣服文化改造。假若以
上傳聞屬實，即是印度傳統服裝模式在二千多年前已殖入，奇妙來到今
天出現的變化不見太大，縱使布料製作、顏色選擇有所更變，但整體外
形的變更並不明顯，形象根深蒂固，Sari 便是 Sari，縱使英國人統治超過
二百年，影響非常深遠；大部分印度人，尤其男性偶爾穿着西裝，整體說
來，印度女性的衣着型格、神韻，在公元二千年之前，與傳統變更不大，古
今之間的分別痕跡不深。
有說日本和服源自唐朝中國，其實與唐服更近的，是韓國傳統服裝。
和服較似源自秦、漢服，亦即前特首梁振英參與“第七屆國際華服節”身
上所穿、被坊間譏笑穿華服變了穿和服的類似模式。不論繪畫或千百年來
故衣留傳，和服（ 吳服 ）幾乎有史記載以來即如此外形，不變。中國經歷
數千年並多個朝代，所謂“華服”已無特定形式，所以梁振英所穿並未過
界。筆者心目中最有風格，又吻合現代生活速度
的華服，首推民國時期從清代旗袍演變而成的寬
緊有度、男女皆着、非常瀟灑的長衫。
49 年之後，香港隨世界時裝潮流發展開來的
現代化旗袍，亦是一類與時並進的華服，非闊袍
大袖的秦、漢模式。影后蕭芳芳得美術家母親熏
陶，自少年時期便穿起旗袍，出席場合，必選擇
中式服裝，在其個人藝術修養與衣服品味，芳芳 ■ 蕭芳芳穿旗袍華
麗登場。
麗登場
。 作者提供
穿着的華服水平，着實香港第一人！

若荷

范舉

中

百家廊

人人都說人生而
自由，可是人的出生
本身就不是自由選擇，人出生後，在
負債的國家中便失去了不負債的自
由。人長大進入社會工作後，如果被
納入稅基中，便沒有了不納稅的自
由。
現 代 社 會 最 常 見 的 兩 個 字， 就
是自由。比如言論自由，人人都可
以公然批評政府，因為大喊口號就
是言論自由。如果不涉誹謗，打工
仔是否都可以自由公開批評任職公
司的老闆？當然可以，但後果很可
能是捲鋪蓋。做學生的是否有走堂
的自由？當然有，只是要付出不合
格重修的代價而已。 所以說，自由
有時是要自我約束的，因為自由過
後便要承擔後果。
最讓人感到疑惑的，就是學術自
由。學術不是要經過研究，在學術刊
物上發表之後，才成為學術的嗎？怎

談

華服！華服！華服！

此山

對自由的隨想

興國

古今

蓮蓉，取其全白顏色。將輔料夾入
肉片，蒸至酥軟，鮮香甜糯豐腴，
鹹鮮味濃，肥而不膩，取名獨特。
今晚這一道，是送給席上的梁先
生。梁先生是企業家也是美食家、
蘭師傅的常客知音，小周請來招呼
我們並做指導介紹。這道蘭師傅親
送的“甜燒白”來頭不小。
當晚，有一位外國人花重金要吃
一餐全素，既是四川菜，又不能用葷
腥重味，這道題出得很難，都是些什
麼菜，沒有一一細問。就說這一道
“甜燒白”，蘭師傅用盡腦筋，形似
味似，以白蘿蔔代替的肥肉以假亂
真。
還有一道菜更值得一提。四川菜
裡必有魚香，我們吃過魚香鰻魚，卻
又上來了一道不在菜單內的魚香鰻
肝，鰻魚吃得多了，鰻肝還是第一
次。蘭師傅親來說明，魚香鰻魚大徒
不小心放多了薑，味道不夠純正，以
此作為補償，其實我們誰也沒有吃出
來。蘭師傅一臉祥和一臉謙遜，解釋
說，“魚香”做得多了，凡事愈容易
的愈難。這是真理。
多少高薪誘惑，多少重金禮聘，都請
不動，聘不走，蘭師傅、師母、蘭家姐妹
一家人，守着這一方淨土，一分純
真，一份從心底湧動出來的美味。

■責任編輯：魯 冰

春天的景色是美好的，美好得可以欺騙你的
眼睛，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你知道它有多麼珍
貴，多麼匆匆。它隱秘地來臨，悄悄的，不聲不
響，從不宣告，只讓我們享受它的隱秘，見證它的
美好，好讓你來用心欣賞。春天的雨，總是將夜濕
透，顯得冰涼，像春風中的天空，灑下的透明淚
滴，它們潑灑着，漏了一地，然後就有花朵，從隱
蔽的地方遊向路邊，遊向草叢，遊向春天的四面八
方，遊向我們的心靈。
俗話說，九九盡，春意歸。眼下九九已過，春天不
經意來到，來得猝不及防，勢不可擋。就像那天，
我們去鄉下采風，七八個人的隊伍中，不知誰發現
了一株剛萌芽的花樹，便帶了興奮的聲音喊：看，
這是一株梅樹吧？眼睛的世界裡，總有一種美好，
不管你在哪裡，什麼物體，美好地呈現出來。比如
春天的花，比如秋天的樹，比如夏天的草。
我們順她指尖望去，果然在街道和街道錯落的
馬路邊，在牆根與牆根相依的一個夾道旁，牆頭
下，梅的麗影飄然而至。在那大多數顏色灰黑的樹
木中，在萬物還未歸春的植物間，一棵花樹的枝
頭，綻出一點一點的蕾，圓而紫色的花苞中，現出
一抹瑰麗的紅，宛若綴在枝頭的硃砂，勾畫出濃濃
的顏色。這就是她所認為的“梅”。這株“梅”，
真的是一棵梅嗎？或許她並不知道那花的名字，只
是以花的形色命名。北方的人家種植梅花的極少，
雖然偶爾也能遇上，但我相信那棵花並不是真的
梅。根據時間來推算，梅花盛開的日子似乎比現在
要早。在春節之前，或在春節過後，就有人在微信
朋友圈中晒他們家鄉的花了，他們那些家鄉的花，
其中就有梅。梅的冷艷，梅的高貴，被鏡頭渲染得
深沉大氣。那時候河水結冰，北方所有的樹，還枝
條灰暗，春色未染。
南方的氣候溫暖，吸引着北方的我把圖片複製
下來，久久地凝望畫裡的春天，想像着尚在寒冷時
節裡，一度梅開的盛況。數周後去一家工廠參觀，
院內的柳枝正披着鵝黃，不細看，真看不出它們正
在那裡悄然生長，春的水脈在橫斜的枝間奔流不
息。我聽見有人問答：“快九九了吧？”“哦，剛
好九九。”其實眼下，九九已經盡了，春天匆匆而
至，我用手機拍了張照片傳到記事本上，寫下“看

演藝

蝶影

兩年前，香港藝術節上演舞台劇
《論語》。今年則先來一齣《大學之
烈火青春》，跟着又有《中庸之幸福學堂》。在同一
屆的藝術節中由同一名創作人導演和編劇兩個由藝術
節製作的劇，而在三年內上演三齣由同一位創作人編
導的話劇，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很想知道為何大
會會有這個安排。
上年的《香港故事》三部曲雖然也是在同一個藝
術節中出現，但三個劇本來就是一個劇，都是環繞着
同一家人，在同一個地點（家的客廳和飯廳）中發生
的故事。直接來說，就是老舍的名劇《茶館》、李龍
雲的《小井胡同》和陳尹瑩博士的《花近高樓》的編
劇模式︰在舞台上講一個同一群人物角色在同一個地
點於三段不同年代的經歷的故事。
因此，藝術節在同屆中同時上演這三個各自佔了
一個半小時的演出時間的製作是可以理解的。我還記
得去年我是先看第一劇，跟着卻因購不到緊接演出的
第二劇而先看第三劇，隔了一星期才看第二劇。雖然

小蝶

沿河的柳樹，已泛出鵝黃，垂下的枝條，也已然柔
潤……”誰知兩天過去，正當我要寫這篇與柳有關
的散文時，中國作協“文學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
講堂在臨沂大學圖書館報告廳舉行，我應邀前去參
加，上午九點開始往臨沂方向駛去，剛進入濱河大
道，就看見一條河及河邊的柳，柔柔的枝條，竟然
已綠芽滿佈，遠遠看去於春風中輕揚起舞。那可是
一片春光啊，這一片春光，幾乎染綠了濱河兩岸。
靈巧的鳥兒在柳枝之間歡愉翻飛，好像進入了鳥兒
的天堂。
有人說，2018年的春天暖得有點出奇，那天的
天氣就顯得很熱。車行駛在路上，繁忙的交通運輸
加重了道路的熱量，人坐在車裡，幾次熱得出汗。
我們坐在臨沂大學圖書館的講堂裡，有人甚至只穿
了一件薄薄的襯衫。當我聽完課返回的路上，途經
一座鄉村公園時，那青翠的柳色更引人注目，沿岸
的柳，如同一道柳的綠簾。啊，原來我生活的周
圍，柳色也已經這麼深了。這個村叫花果村，這條
河叫金水河。這裡的河岸全是柳。這浩蕩的柳，讓
山區的春天更加春意濃厚。這樣的顏色，是什麼時
候長出來的呢？彷彿是一夜之間，春風就搖落了鵝
黃綠了枝頭。
經過一條蜿蜒的村路，幾幢民居坐落兩側。路
中間，一輛電動三輪車擋住了我們的去路，車把
處，安了一隻深紅色的小喇叭，三輪車的車斗裡，
是一摞竹做的篩筐，一條陳舊的老粗布床單覆蓋在
上面。我聽見喇叭裡有聲音在響。同行的師傅說，
這是鄉村賣小雞的。不遠處，正有幾位婦人提了提
籃向這邊走來。車的主人並沒走遠。他把車挪開，
我們從旁邊小心翼翼地穿過，走了很遠，仍能聽見
賣小雞的聲音，從那擴音器裡傳了出來。春天的綠
色惹人眼眸，就連春天的聲音，也是那麼動聽。
到田野裡行走，車停在水邊，沙灘旁邊就是一
片筆直的楊樹，春天的密林中，樹葉還沒有萌生，
一切都還是白楊的俏枝，枝幹上，避之不及它們的
“眼睛”。嫩綠的野菜從沙土中探出頭來，喜鵲在
野菜的行間氣宇軒昂地行走，十分從容，絲毫沒有
因為我的窺望現出驚懼。同去的朋友說，在鳥類
中，大多數鳥兒是以跳躍的方式行走，只有喜鵲和
我們人類一樣雙腳交替進行。我細看了，果然如

此，而且還是大步流星，像一路興沖沖。在鳥兒的
世界，它是羞澀的姑娘，還是魯莽的小伙呢？黑白
相間的翅羽和長長的尾，讓人想起穿燕尾服的紳
士。
“篤篤，篤篤，篤篤篤篤”，這是——啄木鳥
用嘴敲擊樹幹的聲音。牠們用這種方式取蟲，充
飢。那聲音之大，傳之遙遠，令人驚奇。一個短促
的“篤”聲，後面便連續不斷，有如樂曲中的顫
音。怪不得躲在樹幹裡的蟲子，會應聲而出，尋求
更安全的地方求生。卻不知正有一個龐然大鳥兒，
正欲對牠大快朵頤。我好像聽到細微的聲音，那是
一切昆蟲離開洞口，走向陽光下的細軟泥沙，尋找
食物的腳步聲。
在北方，最能代表季節的是平靜的池水。晨光
中，我看到一池春水，在春光下微漾。春天的池
水，是淺綠色的綢緞，溫柔地捧上一捧，便會順指
尖流走，讓人眼前現出一幅流水逐花的意境。春
水，總能波瀾不驚地帶走落花。早春時節，還不到
落花的時候。雨潤如酥，被雨水打濕的泥土，鬆軟
的腳下，像是有春芽萌生。冬天的水上公園，大人
小孩喜歡去結冰的園中滑冰，尤其是那些孩子們。
水很淺，冰也不深。然而一到了春天，冰溶化後，
水就變得深了。或許它本來就深，只是結冰後看不
到底。春水柔軟地微漾，綢緞一樣皺起漣漪，水色
綠如翡翠，彷彿捧起一捧，就能切割成一塊綠色而
厚重的掛墜。楊柳萌芽，迎春花和連翹適時而開，
它們的花蓬蓬勃勃，明晃耀眼，燦爛的面容如在歡
笑，彷彿這個春天是它們的節日！
這天早上，我仍然是出門散步，竟然看到了一
樹又一樹的白玉蘭花。在我的印象裡，北方的玉蘭
花樹，應該開在清明時節，二十多年前，單位組織
去烈士陵園掃墓，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白色的
玉蘭花。在去往墓地的夾道中，一朵一朵的白花抱
枝而立，在那周圍環境絕無一葉的早春，顯得那麼
潔白，那麼肅穆。以至現在，每每望着潔白的玉
蘭，心田總會生出柔柔的情愫。從此的心裡，只要
看到玉蘭花開，總感覺需要懷念着什麼，這種懷念
與愛、與心底的敬佩同生。
世間萬物，或許都有一種情感，儘管生命已經
走到盡頭，然而那份心繫情牽，仍然綿綿不絕。

借四書之題發揮的舞台劇
我這樣跳看，但由於那是一個環繞着同一群人物的故
事，所以我仍然看得清楚明白，亦明白大會這個安排
的意義。
反觀《大學之烈火青春》和《中庸之幸福學
堂》，我卻覺得二者並無放在同一屆演出的必要。因
為在前者出現的人物大部分都不再在後者出現，甚至
連主角也只是在後者的角色的憶述場面才偶爾出現；
而在後者出現的人物又不是前者的人物，編劇在前者
亦並無寫下伏線安排她們出現。還有，二劇發生的時
間固然不同，空間也完全不同，題旨亦更加毫無關
聯。因此，這兩個根本就是完全獨立的戲，並不需要
觀眾在同一屆藝術節中一氣呵成地觀看。
我相信之前上演的《論語》應該有不俗的口碑，
所以大會才會再次邀請編導者合作，在今年製作續以
中國四書的其餘二書為名目的《大學》和《中庸》。
我認為若然要創作“四書系列”，從而“借題發
揮”，以四書為名目，從而引申至討論其他議題——
如《大學》要說的是“大學”生的“烈火青春”的故

事；《中庸》則探討“中庸”之道會否不再是現今香
港社會一間培育社會未來主人翁獲得“幸福”的“學堂”
的教學宗旨——是可行的。這種做法並不創新，拈手拿
來的，就有林奕華的“小說系列”——由中國四大小
說至外國的《小飛俠》，都是以這種模式創作。
意念是否創先河其實並不重要，製作的水平、
劇本探討的內容、情節的鋪排、導演的手法、演員
的演技等等才是令觀眾覺得是否吸引的原因。我覺
得在兩個星期內要同一名本身已經非常忙碌的編導
者兼任兩個創作的靈魂人物，未免令他感到吃力，
顧此失彼，較難做出精煉的作品，亦令觀眾今年失
去一個欣賞另一名編導者的舞台創作的機會，實在
有點可惜。
四書已演三書，未知大會會否有在數年內上演
《孟子》的計劃？既然是“借題發揮”的創作，我忽
發奇想︰會否取其近似的廣東話發音，請來綽號“萬
子 ” 的 演 員 萬 梓 良 擔 正 戲 軌 演 出 一 齣《 孟子之 So
What？》?（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