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文章讀到日本藝術家、作家巖松淳（筆名
八島太郎Taro Yashima, 一九○八—一九九四）
，因為是左翼藝術家，與底層民眾結合，搞社會
運動，反日本軍國主義，夫婦倆數度被捕，懷孕
的妻子在獄中被嚴刑拷打。幸好，孩子順利生下

來。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對國內抗議聲音的鎮壓也愈發嚴酷，巖
松淳與妻子只能留下孩子在日本，流亡美國。 「二戰」時夫婦倆為
美軍工作，在太平洋戰場上試圖勸降日軍，可以減少雙方傷亡。與
鹿地亙的左翼立場近似，巖松淳認為侵略戰爭是日本軍閥資本家發
起的，絕大多數日本民眾和亞洲其他國家的人民都是受害者。戰後
他被很多日本人視為 「叛徒」，也因為曾經的左翼立場，在麥卡錫
主義橫行的冷戰初期幾乎被美國政府驅逐出境，幸好因為有強而有
力的關係網，夫婦倆得以繼續在美國生活，並與兒子團聚。

巖松淳使用筆名 「八島太郎」發表，是為了使得在日本的親人
不受迫害，而 「八島太郎」這個名字本身，就有對日本文化傳說的
深厚感情與致敬。一九四五年，八島太郎在美國出版書《新的太陽
》（The New Sun），講述自己在日本時的抗爭史及與獄友的相處，
一直寫到出獄，被 「新的太陽」照耀。此書出版時評論甚佳，但讀
者反響平平，重要原因為那時普通美國民眾仍將日本人視為 「敵人
」，不願意正視日本人內部也有不同立場需要區分。此後，巖松淳
夫婦倆一起繪畫出版過一些童書（著名的有《傘》、《烏鴉男孩》
、《村樹》）並得獎，政治立場不再那麼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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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太陽 張 泠

在橫店拜
訪徐文榮老人
，浙江橫店集
團掌門，今年
已八十三高齡

。橫店影視的樓總早上九點多帶我
們來到徐老辦公室，徐老已送走一
批客人。橫店創建時，徐老已過花
甲，他每天早上騎個摩托車跑遍各
個分公司與景區工地，半天不到就
將各大業務瞭如指掌。如今歲數大
了，他依然堅持定期到正在開工的
項目工地上看看。身先士卒的勤奮
的工匠精神，是橫店影視城飛速發

展成今天規模的核心。
徐老招呼大家落座後，就回憶

起一九九六年謝晉導演到橫店拍攝
《鴉片戰爭》的情景。當年橫店還
是農田山溝，徐老率領橫店人用三
個月時間建造了水深近二十多米的
珠江碼頭的景觀，打造了南洋街，
如今成為橫店標誌旅遊景點。謝晉
導演連一塊青苔的複製都對徐老提
出嚴苛要求，當年為謝導做副導演
的是香港影人許鞍華。說到香港
，徐老說自己也是香港人，但對
香港有愧。原來移居香港後，徐
老接到眾多香港機構邀請，他全

部推辭了。他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橫
店，繼續建設家鄉。將影視城交給
兒子主管經營同時，徐老成立了 「
橫店共創共有共富共享工作委員會
」，推平山丘建造了圓明新園，再
現了圓明園的景觀。

聽到徐老如此謙遜，香港著名
電影人文雋對他說： 「橫店給香港
影視從業者們二十多年的工作機會
，有的甚至在橫店置業安家。」平
均每天在橫店工作的香港影視人員
近五百位。

一對父母
把一直收藏的
兩個孩子的繪
畫作品，請專
業設計師出版

了兩本畫冊。
我看到兩個孩子的確很有美術

天分，從兩、三歲開始，線條便有
趣味，想像力也豐富。難得的是父
母能將他們的作品妥為保存。

識做的父母還會珍而重之的把
這些作品張貼出來，不時更換。見
到實在好的會把它們裝裱配框，掛
上牆。

當朋友來家探訪時，記得把作
品介紹給他們看。

叫孩子在作品上寫下名字，說
明這是專屬於他的作品，是有 「著
作權」的。因為所有畫家都會簽名
，他們也是小畫家。

培養眼力的時間隨時可開始，
圖書館有許多名畫家的大型畫冊，
借回家讓他們隨意翻翻。一些名畫
複製品可用來布置家居。有好的畫
展帶他們去參觀。

物色好老師可從五、六歲開始
，老師不一定要名畫家，但要懂得
引導孩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品味不
能俗，孩子一染上俗氣很難清除。
坊間的卡通漫畫和商業廣告慎防孩
子模仿，那往往是俗氣之源。

從發現天分到延續天分是一門
學問。

網絡催生
了一種新人類
，叫做網紅。

有的在網
上先紅了，然

後在現實社會也紅起來；有的在
現實社會不紅，但在網上很紅。
顯然，網絡世界和真實世界是兩個
世界。

在現實世界要紅，也就是要有
知名度，大多數都要有真材實料，
要有真知灼見，因為現實世界要嘩
眾取寵不那麼容易；但在網絡世界
，你容易出奇制勝，走偏鋒，搞噱
頭，把話說盡，把事情做絕，你就
能吸引眾多眼球，然後紅到發紫。

早前一個內地網紅，就憑着伶

牙俐齒，憑着尖刻譏誚罵人說事，
就紅透半邊天，有投資機構用巨資
收購她的網站。她並沒有什麼真材
實料，只是夠尖酸、夠刻薄，就得
到網民認同。

像她這種人，在現實世界是會
被人批評淺薄無聊的，但在網絡世
界，人人都躲在虛假身份後面，人
的劣根性可以肆無忌憚藉她的表演
發作出來。對那些被現實規則壓抑
的人來說，那無疑是一個難得的發
泄機會。

網紅就是人的劣根性培植起來
的，因為人人躲在幕後，不必裝正
經，不必擔心暴露自己內心的卑劣
，需要某些人替他們宣泄。網紅因
此大行其道。

網紅 斯 人
想像得出嗎

？在 「春水碧於
天，畫船聽雨眠
」的美麗江南水
鄉沙溪古鎮上，

我們海外文軒有了一個自己的文學創
作家園—海外文軒沙溪古鎮文學創
作基地。

開始得知在太倉為我們海外這樣
一個民間純文學的組織建立一個創作
基地，我都不敢相信，可那不僅是真
實的，而且揭碑儀式還選在沙溪古鎮
著名的小白樓的樓上。

小白樓之所以有名，只因為那曾
經是著名舞蹈家吳曉邦的故居。吳曉
邦是中國舞蹈的一代宗師，以舞言志
，以舞警世，他有句名言 「為人生而
舞」。也許是天意，舞蹈與文學都屬
藝術的範疇，我們也相信我們為人生
而寫作，同為人生而藝術，這一份相

同和相通，成就了我們這些來自海外
的用母語寫作的作家們，在舞蹈大師
典雅的故居裏，揭開了那層紅綢，有
了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藝術創作的天
地。

我們的作家們帶來了自己的文學
作品和繪畫作品，捐獻給基地，主辦
方把《靜秀太倉》和最新版《太倉概
覽》回贈給文軒的作家。

在那古色古香的小白樓裏，那天
下午，我們還與太倉的幾位作家舉行
了 「抒寫鄉愁文學研討會」。不論是
海外來的作家還是土生土長的作家，
都從各自生活經歷的角度暢談了對鄉
愁的理解與感悟。而沙溪古鎮這樣一
個充滿了詩意的江南水鄉，更有吳曉
邦故居這樣充滿了藝術氛圍的小樓，
談文學談鄉愁，這裏真是最適合不過
的地方了。

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文學創作基地 海 雲

在香港，
「子要成龍，

女要成鳳」已
成了大多數父
母的價值觀，

很少人會認可兒女將來只有着平凡
的人生。

一個家庭若有聰明兒女，拿兒
女的讀書成績說事是最開心的時刻
。這種幸福感能陪伴一個家庭十多
年，直到兒女走進社會。

誇耀兒女的話題在這階段會漸
漸消失。不少兒女在激烈的社會競
爭中表現出他們只是平凡的人，注

定做平凡的事。當初父母投射在兒
女身上的期望顯得過分奢侈，兒女
在高端大放光芒那天遙遙無期。

父母多年的期盼土崩瓦解，有
的父母便表現得失望沮喪。

社會對 「成功」與 「成功人士
」的定義是名利地位雙收，決不會
有人說：恭喜你的孩子能自食其力
、快樂善良！

我們的社會有了病，卻不自知。
據一些統計，一個社會只可能

有百分之一、二左右的人能幸運成
為推動社會進程的領導者，有百分
之十的人能成為各路精英，大部分

人的生活現實都跑不出平凡的軌道
。逼着兒女往百分之幾的羊腸小道
上擠，可能會毀掉兒女的人生。

越來越多的人已在反省：如果
兒女的人生貌似成功，但他們一直
不快樂，沒有安全感，不懂得去愛
別人，也不知道感恩，這是培養兒
女的初心嗎？

父母和教育的觀念都應改變。
教育擺在第一位的是培養學生具有
健康健全的人格，這種人生可能是
平凡的，但也可能是快樂的、幸福
的和安寧的。平凡而安靜的人生，
不也幸福嗎？

接受平凡人生 凡 心

英格蘭超級
足球聯賽（英超
）的競爭越來越
激烈。今屆賽事
更可說是近年來

最劇烈的球季，多年前樹立了Big 4
形象，即是由前列四支球隊爭奪冠
軍，可是近年每屆都有六至七支球
隊有力奪冠。每屆比賽未鬥至最後
一場，都未知鹿死誰手。

可是今屆卻有些特別，車路士
球隊提早兩周便已奪冠。這支號稱
「藍戰士」的球隊，確是一個傳奇

，令球迷既愛又恨。我在九十年代

起便已喜愛這支球隊。因為當時英
超大部分球隊仍是以本土球員作為
骨幹，車路士卻開始引進國際球星
，曾被喻為 「荷蘭三劍俠」之一的
球星古烈治，便曾在車路士擔任球
員兼領隊。曾幾何時，球隊十一位
出賽成員，大部分都並非英格蘭本土
球員，堪稱是一支 「聯合國球隊」。

自從俄國富豪阿巴莫域治於二
○○三年成為車路士的班主後， 「
藍戰士」的變化更大。球隊不單引
入更多國際球星，而且聘請了極有
名氣的領隊（經理），務求在短時
間內，令球隊獲得所有冠軍。

本來，現代足球已成為商業活
動，領隊為球隊爭取冠軍是必然任
務。可是班主的要求極高，除了英
超本土聯賽的冠軍，亦要劍指歐洲
超級聯賽的寶座。因此每一位領隊
都有雙重任務，不管具有多大名氣
，不論之前為球隊奪過多少冠軍，
倘若達不到班主的要求，領隊便會
馬上被革職。

世上有一名言： 「金錢並非萬
能。」可是在車路士的班主眼中，
只要大花金錢，便能打造冠軍球隊。
不論球迷是否同意，車路士最近三
年內兩奪錦標，就令對手無話可說。

富豪冠軍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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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店的香港人 楊勁松 天分的延續 阿 濃

雲蹤雲蹤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粵0103民初3483號
楊永雄的繼承人：

本院受理原告楊永康、楊永嬋、梁秀珍、楊永娟、
楊永標、楊永倫訴被告楊永雄的繼承人共有糾紛一案，
因依其他方式無法向你送達起訴狀副本、開庭傳票等法
律文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
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
原告起訴請求：1、依法分割位於廣州市荔灣區西灣路三
十二街8號地下的房屋，判令該房屋歸六原告所有，由六
原告給予被告經濟補償人民幣142876.86元；2、判令被
告承擔評估費；3、判令被告按份承擔本案訴訟費。

本案定於2017年9月29日上午9時00分在本院第11法
庭開庭審理。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
達。答辯期限和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逾
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龍麗萍：

本院受理（2017）粵0104民初7978號原告姚鵬
輝訴被告龍麗萍離婚糾紛一案，因你（女，1957年
4月8日出生，原住廣州市越秀區南勝東里143號，
1992年11月23日批准往湯加國註銷戶口）目前無法
送達（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
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八）項、第二百
六十八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等應訴
材料及開庭傳票。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三個月
即視為送達。你的答辯期為公告期滿後的三十日
內，舉證期限為送達後的十五日內，本案定於2017
年10月19日10時00分在本院206法庭公開開庭審
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廣告熱線廣告熱線：：28312831 05000500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mailE-mail：：tkpwork@takungpao.comtkpwork@taku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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