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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古典文學，我向來有種儲備的恐慌。
每次重讀古文，都略有磕絆，又不死於心，
想讀個清透。學者吳小如說︰「從先秦入手
好，這樣就可以順流而下了。」邂逅揚之水
先生，使我有了順流而下的勇氣和「吟嘯徐
行」的信念，她的《先秦詩文史》雖是一本
讀書心得，卻追溯傳統文化源頭，把脈先秦
詩文精神，又如文化修補匠一般聯結古今興
替，串聯遺漏之珠，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的生命頓悟中給讀者帶去文字的力量和
精神的依託。
《先秦詩文史》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

卷涵蓋《尚書》、《左傳》、《戰國策》，
以及《論語》、《孟子》、《莊子》、《老
子》、《荀子》、《韓非子》，下卷則包括
《詩經》和《楚辭》。開卷而讀，撲面而來
的工筆細描令我大開眼界，學識淵博且領悟
之深，文學素養醇厚生香，沒有厚實的積澱
很難擲地有聲，更遑論筆筆如珠，光芒四
射，着實穿透心靈，與其他大家都不一樣，
使我放不下。
難怪董橋先生直言稱讚，「揚之水不一

樣，埋首圖書館博物館辨認歷史的全璧，不
分寒暑，不辭關山，筆下一字一句枝扶繡
領，步動瑤瑛，當世雅人無不驚艷。」不一
樣在哪裡？我認為，不只是淵博，不只是工
心，而是帶着一顆詩心做事的傳統和操守，
這是史家的風範、讀書人的風骨，也是君子
的精氣神。
讀揚之水，是精神的享受，心靈的安頓。

每章開頭，她都用一句詩文或話語點睛，比
如，「郁郁乎文」《左傳》，此語看似不足
為奇，卻是該章的靈魂詩眼。而在緩緩講述
中，她不疾不徐，先整體、後局部，再舉
例，有詳有略，有重有輕，讀來受益頗深。
其中，通篇慣用比較視角對詩文思想深入解
讀，使人易領會、強記憶，並生發出新的感
受。
「如果說春秋的微言大義是要從沒有字的

地方讀出字來，則左傳的微言大義只須追蹤
一支敘事的筆」，這支敘事的筆，關鍵在語
言的簡筆、穩健，她引用錢穆在《中國文化
史導論》中的話，「倘我們要懷疑到《詩
經》裡的情感之真偽，則不妨以《左傳》裡
所記載當時一般家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
較，做證驗。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

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
倘不懂得這些，將永遠不會懂得文化。」人
道觀念的胚胎裡，有我們看不見的華夏基
因，也有我們能夠感受到的情感皈依。這就
是揚之水，她總能恰到好處地叩擊精神的重
心，把傳統文化的精髓拱手傳遞，我從中看
到一位報道者的無為修養。

這樣的智慧點撥或詩文引領，不勝枚舉。
她是融入生命讀詩文，更是在讀詩文背後所
蘊藉的人情、人性、人生。比如，說《論
語》，「雖然《論語》的出現並不標誌着文
學的成熟，但此中表現出來的為文的情懷與
境界，卻使得這不是為着文學的文學，有着
恒久的生意葱蘢。」恒久的生意葱蘢，我認
為就是人之常情。說孟子，「文學史與《孟
子》相遇，固第一愛它文字的雄快，文字後
面實有其以德抗位的精神。」我最喜歡的是
關於莊子的論述，「莊子影響於後世的，多
在於一種曠然達觀心態與天遊的胸襟與境
界，至於文字語言，則可以說它與《楚辭》
一道合力開闢了文學創作奇幻繁麗的一路。
莊子彷彿夸父的手杖，它拋出去化作鄧林，
然後奇蹟只有一次，鄧林蓊鬱一片的枝枝葉
葉，卻再沒有這幻化的神奇。」讀到這裡，
不禁叫人拍案稱快。

而「看莊子，只好把它看作一道流水，它
的時代和它的時代的文與人，是流水中的倒
影，由這些倒影才可以反映出水流的明淨澄
鮮。」這樣的閱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飲，我也是甘甜肺腑的。

沿着先秦詩文之河順流而下，《詩經》、
《楚辭》才是她的探索重心……詩的獨立品
質和精神質素，即「世道雖壞，而詩人本心
未嘗壞。」揚之水運用還原的讀法，回到當
時的年代體味詩句飽含的深意，傳達向上向
善的審美價值。詩三百，是可以入樂、入舞
的，她通過講述還原當時的音樂背景，比較
風、雅、頌，以及大雅、小雅，使人找回年
代感和儀式感，並在張口朗誦中感受文字的
力和美，「從樂聲中浮蕩着平靜和自然昭示
的久遠，而入人更深。」在深切體味與比較
中，她從史的視角解讀，「寓詩心於目擊身
歷的事蹟中」，看到活着的一個靈魂。這個
靈魂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
「我民」信念，也是一種情感意志。

以《風》為例，多為寫情，比如，《周南

．漢廣》、《鄭風．東門之墠》、《秦風．
蒹葭》等。而此情不同於今人理解的男女之
情，就像很多人把《氓》當做棄婦詩，在詩
的時代卻是一種共通的情感，指向的是男女
之戀、夫婦之親、君臣之思、朋友之情背後
真誠而專一的精神質素，「一片純美潔淨的
澄澈和明媚」。或許，這就是人類情感的
「在水一方」。

對於呈現手段，揚之水的解讀同樣精彩。
「詩的好，並不在於文字的精緻，而在善於
造景設境，把入微之思放在一個恰好的空白
裡。」這就是實與虛的特效，「大抵文章實
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
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實做，寫事
也，虛做，則是寫情。」用虛幻的表象隱含
真實的情事，跌宕出的憂思憂世或相思纏
綿，看似真切的屬於某一個人，其實又寬厚
博大屬於每一個人，因此，力透紙背的不僅
是興觀群怨，還有抵達心靈的悲憫溫存。

我由此頓悟，「思無邪」是詩心永恒的嚮
往，更是歷久彌深的人情。順流而下，正是
詩的場域和精神，才孕育了《楚辭》；逆流
而上，《楚辭》的靈韻，生發出南北不同之
音。離騷式苦悶，也是發端於詩經，所不同
的是，屈原是楚國貴胄，他的自我完成付出
了超乎平民游士的代價，以生命殉葬理想，
用生命印證詩的真誠，精神的躍升與靈魂的
高度後人難以企及。

正如作者所說，「如果說《詩》是水之
源，那麼到了《離騷》，便成為川流的第一
灣，水流在此蓄積，河床也因此而拓展得更
寬，則分流為二，一路潺湲向詩，一路奔湧
向賦，後者的水勢且尤其壯闊。」所謂壯闊
波瀾的詩篇，所謂九死未悔的氣概，莫不是
從這裡流經且蓄勢的：詩是為文的境界，文
依詩的質樸而繁榮。

先秦之文，發達於史，而詩文之史，亦是
文學流派的走向與秩序。沿着先秦詩文之河
順流而下，其實也是我們返回自身的豐富與
清潔，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素以為絢
兮」，在靜水深流中攬鏡自照，又「素以當
絢」，這種審美演變和精神發育正是一個人
的古典極簡史，也是歷史的見證。我在重溫
和敬畏中建立一種歷史自覺，保有一份堅定
不移地相信：精神「思無邪」，詩心永不
老。

十年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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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學游泳
太太和朋友談
起外國與香港的游

泳班，他說外國多以密集式訓
練，一連學十天，先讓孩子學懂
游泳，再慢慢拉長每一堂的間
隔，訓練姿勢及技巧等。
他說在香港很難找到這類游泳
班，即使有也多是比較貴的國際
學校所提供的課堂，除非找私人
教練，否則多是一星期一、兩次
的。他說他的孩子每個星期再上
課時，像要重頭來過。
太太在教孩子滾軸溜冰時，確

也遇到這個問題，每次玩到第二
個小時，他的平衡感進步了，但
身體又累了，便會回家，但幾個
星期後，又像重頭來過，當然每
一次會有少少進步，但進度緩
慢。以密集式方法去學習一種運
動，的確可以令孩子快點掌握基
本功，尤其是游泳，因為是求生
技巧，我們都會較緊張他能否盡
快學成。
剛去完日本，其中一站是西表

島的沙灘，海裡有很多珊瑚礁和
熱帶魚，優點是水很淺，所以各
國的人都多帶孩子來玩。我們孩
子還小，沒有租浮潛用具，但為

了看到更多魚，孩子都樂意潛到
水裡去看，我們也稱讚他們勇氣
可嘉，又一次證明學習動機的確
是最重要的。回港後開始學游
泳，兩子也沒有怕水，很快已能
用浮板一呼一吸地邊潛邊踢水，
深感這個暑假選的旅行地點是最
佳時機。
太太小時候曾跟專業的私人教
練學游水，姿勢要求十分嚴謹，
且操練不少，總有一兩個泳式游
得特別快，滿足感挺大。但她就
是不太喜歡泳池的水，有一次到
新加坡某酒店，用湖水來做泳池
水，便游得很開心。
至於海水，因為孩子還小，不

會游得太出，但這回西表島的內
灘又淺水又多魚，玩得不亦樂
乎。
今次去海上活動繁盛的地方，
看到日本人的安全意識挺強，他
們沿岸多是長時間在海灘游玩，
但無論懂不懂游水，都會穿救生
衣，看到兩歲的孩子純熟地扣上
救生衣，十分可愛。但當我們問
他們，他們都說是懂游泳的，只
是以防萬一。
欺山莫欺水！

張抗抗《愛的
權利》塑造的弟

弟舒莫，在席捲中國的解放思想
運動浪潮的衝擊下，卻自願加入
「異教徒」的行列，並且大聲疾
呼道：「……休想用與世無爭的
辦法，來保全自己的一生，避免
我們父母的那種不幸，實際是不
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只有鬥爭。
當千千萬萬人民掌握了科學與民
主的武器，他們愛的權利才從此
不會再被剝奪！」
作者通過舒莫的這一番慷慨陳
詞，申明了只有人們奮起維護人
的價值和尊嚴，才有積極的意
義。
繼《愛的權利》後，張抗抗發

表了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
（原載《收穫》雜誌八零年第三
期），不論是在時代背景或社會
影響上，這篇作品比以前寫的都
更廣闊而深遠。
作者通過荊原一家的悲劇，透

視產生悲劇的社會根源，並且指
出「文革」後遺症對今天社會和
青年的影響。
十年前被錯劃「右派」的荊
原，雖然恢復了名譽，但是他所
失的一切，是無法彌補的：他的
愛人羅阡攜着兩個兒子，為生活
所迫改嫁了，但心靈的缺憾卻難
以填補，她變成俯仰隨人、靈魂
孤僻的「無脊椎動物」。
他的兩個兒子也被改造得面目
全非，大兒子郭立檉因搞技術革
新，「文革」期間被指為走「白
專道路」，迭受打擊，在戀愛的
道路上又歷經波折，精神上深受
創傷，最後變成性格古怪、與世
無爭的「軟體動物」。

二兒子郭立樞從「當年那個耳
朵大、大眼睛圓圓的」天真無邪
的小孩，在「文革」中學成了弄
虛作假、看風使舵，扶搖直上，
以伺機整人為專業的「兩棲動
物」……這些被扭曲了的「非人
化」的人，是那個長期被扭曲的
生活的畸形產物，而且這種時代
的「怪胎」，還保留了下來，生
活在現實社會中。
郭立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在荊原被打成「右派」後，他隨
着母親來到了原任省商業局副局
長的繼父家裡，他把繼父當作自
己的榜樣，以商人的眼光對待公
家的利益和職權，他「學會了觀
察和等待，學會了不動聲色」，
鼻子伸得特別長，對「階級鬥爭
的新動向」具有高度的敏感，一
有風吹草動，便蠢蠢欲動，以圖
混水摸魚。
他在公開場合偶爾也罵幾句
「極左」思潮、擁護「科學與民
主」裝裝門楣，但一旦荊原到學
校作解放思想、重用人才的報
告，他又如臨大敵，以特務手段
搞材料，找破綻，向上級通風報
信，妄圖把荊原再次打倒。
當他的母親告訴他，他想方設

法陷害和打擊的對象是他的生父
後，他很快地從慌亂中鎮靜下
來，並且以一種帶譏諷的口吻
道：「不要弄錯，我從來也沒有
承認過這樣一個父親，無論是戴
帽的或是改正的。」
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這個奸

狡成性的郭立樞卻是學校團委副
書記，未來科學家的檔案最終仍
依靠像他這樣的人來掌握。

（《說張抗抗》之三）

國際巨星李小龍逝世45年了，但相信就算再過45
年，他影響中國功夫、動作影片深遠而揚威海外的驕子

的歷史，也不會被磨滅。筆者移居美國時，不斷被外籍朋友追問有關李
小龍截拳道、中國功夫等等的認知；坦白說，筆者也曾習過兩年詠春
拳，喜歡它的以柔制剛，後因記者的工作日夜顛倒而沒有繼續，但至今
仍未忘懂得的那一招半式，閒來作為強身健體的一項「體力運動」了。
李小龍當年逝世時，筆者仍在唸初中，猶記得那時凌晨三、四點鐘正
在夢鄉時，父親回家將全家大小都吵醒，說︰「李小龍死了！」這消息
令全家成員都感到震驚（父親是外科醫生，服務於公立醫院），因為實
在太突然了，一時間接受不下來，至翌日在報章看見鋪天蓋地的新聞報
道，筆者才完全相信這位令中國人感到驕傲的巨星，真的殞落了！
在李小龍逝世多年後，筆者聽過一位師兄前輩（已故）親口講述一段

他和幾位記者前輩，在當晚到公眾殮房欲拍攝李小龍遺體的驚心動魄經
歷︰師兄前輩當晚與幾位記者行家（當中有一位跟李小龍頗為老友的記
者阿芒，而阿芒是傳媒界公認的才子）一直守候在殮房門外，但他們要
進入殮房是相當困難的事，因門房（俗稱︰看更）在門口鋪置一張帆布
床休息（守門口），好不容易門房可能是要上洗手間走開了，他們馬上
閃入殮房，將殮房蓋掩着屍體的白布逐一揭開在尋找，然而揭了三、四
個屍體都不是時，本來已膽戰心驚的他們，雙腿發軟，此時，阿芒口中
唸着︰「小龍，我哋好驚呀！你快啲俾我揭到你啦！」就在阿芒想着揭
最後一張白布時，躺着的遺體正是李小龍。
師兄前輩還說，事後他們幾個人整個月都食不下嚥，因想到揭布看見

屍體的種種恐怖情景，已經嘔吐了多次。數十年過去了，師兄前輩說的
這一段，每字每句筆者至今仍記得很清楚呢！

見巨星的最後一面
少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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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各位有沒有
看 過 《 阿 飛 正

傳》？張國榮對張曼玉說道：
「1960年4月16日下午三點之前的
一分鐘，你和我在一起，因為你我
會記住這一分鐘」。每個人的人生
中都有一些特殊的時刻，大多數人
可能無法預料到它會在何時發生，
但玄學家則能提前預知，並且做足
準備來迎接它。
天命近日剛剛經歷了一個屬於自
己的「偏財運時刻」：2018年7月
26日下午一點到三點，即戊戌年己
未月己未日辛未時。對於我而言，
戊戌是我的正財星，己和未則是偏
財星，而辛是我的七煞星。也就是
說，這個時刻，集齊了我的五個偏
財星、兩個正財星，以及一個七煞
星。
天命提前知道這一時刻的重要
性，那麼，應該如何迎接它呢？當
時身處加拿大的我，決定去一個已
經二十幾年沒去過的地方——賭
場。跟朋友們結伴進去時，真像

「大鄉里」一樣，對各種新奇的工
具和規矩，大感興趣！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賭場，該選擇
哪一個項目，才能贏得最多的錢？
只打算投入一百元加幣的我，最終
選擇了老虎機，皆因在一個時辰的
時間，用其他方法贏大錢的機會比
較小，而老虎機卻能試試博得Jack-
pot（頭獎）。最終……果然在那個
時辰中了！那個是相對較小的Jack-
pot，但天命也心滿意足。
最後「埋單計數」，朋友們一無
所獲，天命則一共贏了三百元加
幣，雖然也不是什麼大數目，但至
少應了當天的偏財運，而我卻忍俊
不禁：「原來我的賭博運，旺到極
點也不過如此呀！」
其實，由於我本身的八字總體沒
有很旺盛的偏財運，所以即使在偏
財運最好的日子，都只有這小小的
進賬。上天沒有給予我「賭博」的
命，其實也無須怨天尤人，讓我認
清事實、遠離賭博、專心工作，不
也是好事一樁嗎？

阿飛精神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那天，應邀去了
一位認識幾十年，

到今天才忽然成為他家的座上
客，Peter哥特意邀請了幾位新知
舊雨開心地品嚐着他親自下廚為
朋友烹調的美食，包括色香味俱
全的鮑魚沙律、蝦卷素卷、小排
骨、異常美味的粉絲蝦煲、十分
之好吃的微辣炒蟹，還有甜梅菜
炒菜、又有上海美女的烤麩，最
後還有水果啫喱蛋糕、芒果糯米
飯！吃得大家捧着肚子大讚！
成為Peter哥家的座上客是一件
很自在很開心的事，除了在靚靚
的環境、超好味的食物，最主要
還是主人家的照顧周到，體貼入
微，坐着聊天時他準備了羅漢果
水，吃飯的時候有葷有素，他邊
煮我們邊吃，席上大
家聊烹飪，Peter 哥
的廚藝無師自通，他
說上網學的，加上自
己的想法便成了，其
實那是天分，也是他
愛朋友愛美食才會去
煮，從食材到烹調一
手包辦，傭人只是打
下把。
一整晚我們聽座上
的好友談如何保健、
如何運動，有什麼病

怎麼去面對和處理，每位的經驗
給了大家很多的啟發，之後我們
談到情緒病，原來座上各有所見
所聞，大家都坦然聊開，因為這
病如今很普遍，每個人都把認知
的分享。
我們還一起講戲，原來大家都

喜歡上舞台劇，大大小小的舞台
演出都會挑來看，既喜歡看有熟
悉的明星藝人參與的，也喜歡看
舞台劇演員擔演的，而主人家Pe-
ter哥就更加有愛了，早前他買了
九場馬浚偉的《偶然．徐志
摩》，就是為了支持他的兄弟，
實在太有愛了！這一夜實在太豐
富了，如此豐盛的一個晚上，回
味至今！
這一夜收穫滿滿！

自在又豐盛

最近十年，內地出境遊的數字
連年攀升。尤其是黃金周，來自

內地的遊客，幾乎攻陷了全世界所有熱門旅遊景
點。與之相應的便是出境遊客所展現的強大消費
能力。橫掃各類奢侈品牌的經典款和最新款，已
不足證明購買能力的強勁，動輒爆出的全款現付
購買境外大屋豪宅的新聞，頻頻登上世界主流媒
體，並迅速傳回內地社交媒體。似乎就是在這樣
接踵而至的輿論氛圍之中，我們恍惚地以為，千
百年來國強民富的民族夢想已然現實。
就在最近，以假冒偽劣產品集散地著稱的購物
平台某多多，在不足三年的時間裡，突然衝出重
圍，坐上了內地電商平台第三把交椅，緊接着又
在上月底成功登陸美國納斯達克。不出所料，太
平洋兩岸立即為此掀起了滔天的輿論波浪。西岸
的中國人，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上，怒斥的是
這個電商平台公然縱容大量劣質仿冒產品大行其
道，在赤裸裸地挑戰踐踏正常商業規則的同時，
也踐踏了法律。東岸的美國人，則表示要追究這
間市值大起大落的公司的法律責任。
口水酣戰，投訴增多，監管部門開始介入，要
求按照法律法規對平台上的仿冒和偽劣商品進行
整改。與此同時，很多平時掌握話語權的人開始
發現，這個電商購物平台迅速崛起的背後，有一
個被長期忽略的真相：大部分人是真的還生活在
低質量的廉價品時代。

29元的電飯煲、50元的電風扇、160元的平板
電視、300 元的電冰箱、400 多元的智慧手
機……某多多上大量銷售的這些產品，一看價格
便知質量和性能無法保障，但過去三年在這個平
台上仍有超過三億的消費者光顧。從這些商品流
向地來看，80%以上，都是四五線城市和鄉村。
在發達的歐洲各個商場血拚掃貨、釋放強勁消
費能力的，是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在某多多上，
常年購買低廉到質量都無法保障的日用品的，也
是中國人。
在這一輪關於貧富差距的討論中，有一組被引
用最多的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統計公
報：2017年全國有 80%的人月均支配收入在
3,000元人民幣以下，有20%的人月均支配收入
還不足500元；在衣着方面的消費，2017年人均
支出1,238元；在生活用品及服務方面，人均支
出1,121元……
放眼內地，北上廣深的城市建設和樓市價格，
以及薪酬水準，在大部分人的印象裡可以比肩世
界一流城市了。第二梯隊的杭州、成都、廈門、
天津、西安、蘇州、南京、青島等城市，也在各
類展現城市風貌的視頻、圖片裡美輪美奐，呈現
出發達城市才有的設施和配備。對比國家統計局
的數據，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人，每月的房貸、
房租，甚至外出聚一次餐，購一次物，所費可能
就已超出了全國80%的人一整月的實際收入。

在內地，貧富差距拉大，區域發展不平衡，並
非某多多第一次暴露出來。隨便翻看某個省、某
一級政府、某一年的工作報告，區域發展不平衡
問題，一直被當做是政府工作不足之處寫在最前
面。就連十九大報告中在論述中國社會主要矛盾
時，也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既然如此，
為何發展多年，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一直未能得到
明顯改善？
要回答好這個問題，十個最知名的經濟學家，

分別各寫一本書，也不見得能給出精準答案。在
我看來，有一個感性的答案可能與之息息相關。
便是人性的弱點，人人都喜歡講成績，聽表揚。
對主政一方的官員來說尤甚。要使其在短短的五
年任期內，利用有限的資源，做出能讓看得見的
成績，除了做好面子工程之外，其他的能不考慮
就先不考慮。
於是，關於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關於縮短

貧富差距的問題，就只能年復一年被當成口號來
重複，卻始終沒有實質的改變。這也就是為什
麼，透過某多多，我們看到了另外一個中國。
必須要承認的是，因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發

展不平衡始是基本國情。作為決策者如果能始終
把這個問題擺在第一位來考慮，不被局部成績和
階段性成果所迷惑，相信這一國情，會有開始轉
變的趨勢。

某多多裡藏着的中國

沿着先秦詩文之河「吟嘯徐行」

林爽兒

爽姐爽姐
私私語語

楊天命

■主人家Peter哥（後排左四）也曾是演藝圈
的大哥哥，他的名字是陳培達。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