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在 「安寓」與聶華苓和王曉藍老師談天
。雨後，窗內蘭花盛放；窗外碧樹間，芍藥與二
月蘭蓬勃。發現窗後林邊草地上有三隻小狐狸嬉
戲，如小狗搬奔跑跳躍，或者嗅花香。其中一隻
注意到我們在窗內看牠，端坐在那裏，注視我們

良久。回到愛荷華，回想起我們曾離各種動物如此之近，野兔，鹿
，蝙蝠，狐狸……久居人口稠密的紐約的朋友見了，都深以為奇。

去愛荷華大學物理系Y與R教授家晚餐。我們在當地雜貨店選了
智利紅酒與本地IPA啤酒帶去。Y教授為爽朗幽默的比利時人，烤了
許多美味披薩給我們吃。我們開玩笑點意大利、德國、希臘、中國
式披薩，他別有創意地在面上點綴不同食物，香腸，熏肉，橄欖等
， 「中國式」的上面有紅椒和米飯。他家兩個活寶是九歲的對眼兒
貓Lavender和足球守門員三女兒Naomi。貓是被領養的，甚喜與人親
近。眼睛和臉都圓圓的，甚至有點像漫畫版的貓頭鷹。Naomi短髮精
幹，特別酷，像個小男生。二女兒Nova秋季將去史丹福大學讀政治
學，此前曾幫民主黨議員伯尼．桑德斯助選總統。她擅長演奏中提
琴，曾隨學校樂團去中國演出。R作為物理系為數不多的女性教授，
也在以身作則三個女兒的人生與職業生涯。她曾帶女兒們乘長途巴
士去首都華盛頓特區參加女性大遊行（那時我也在，可惜人海中錯
過）。Y教授業餘愛好還有木刻和蝕刻，送了我們四張，有愛森斯坦
，弗洛伊德，開普勒，我的是一張手拿madeleine的普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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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荷華 張 泠

上周末，中
國華東地區高校
同時迎來了校慶
，刷爆朋友圈。

浙江大學一
百二十周年校慶是二十一日，為方便
校友回校，二十日就開始了慶祝活動。

同濟大學校慶是二十日，但其最
初校慶日是十八日，以紀念吳淞校舍
落成，但這天是同盟會元老陳其美遇
刺祭日，為避諱，故推後兩天，一九
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同濟醫科獲批為大
學，確定校慶日至今。

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江蘇八所
高校校慶日都是五月二十日，聯合確
定這個校慶日，是為了紀念一九四七
年五月二十日在南京爆發的學生反國
民黨政府遊行。當年，五千多名學生
參加 「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
在珠江路口，愛國學生遭遇憲警阻擊
，喋血街頭。南京五二○血案引發包
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全國學生 「反飢餓
、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席捲六十
多個大中城市，是中國現代史上規模
空前的全國學生愛國運動。

其實，南京大學等八所江蘇

高校，都是原國立中央大學的祖源血
脈分支。國立中央大學是一九二八年
五月十六日由國立江蘇大學改稱而來
，曾居亞洲第一、世界第九。今天的
南京大學等確定 「五二○」校慶日，
或許讓自己的出身與曾經的民國最高
學府決裂出一種新的立場。

如今的校慶是鮮花名流伴美酒，
而 「五二○」近年又變成了 「我愛你
」（普通話諧音）的代名詞，年輕一
代大多選擇這天或定情、或盟婚、或
歡慶，微信紅包也確定520元的禮金
，商家以此為機大力促銷，成為影響
全國的消費日。飢餓的吶喊已被湮沒
於歷史的遙遠長河。

女兒有一
個玻璃做的午
餐盒，比較健
康衛生，但盒
面是透明膠蓋

。買回來的時候，盒面上貼有一
張招紙。想法把招紙起掉之後，
膠盒面上留下一層黏黏的膠，怎
麼洗刷也去不了。

試過用洗潔精、火酒去擦，
那層膠黏手依然。老伴建議用汽

油試試。
哪裏有汽油呢？車房停泊的

汽車油缸裏應該有，問題是怎樣
取出來。

我找到一根細細的竹枝，準
備包一小塊棉花在竹枝頭，伸進
油缸去 「索油」。轉念如果棉花
掉進油缸底該怎辦？結論是太危
險，勿嘗試。後來想到用一塊抹
布塞進油缸，手拿另一端，估計
抹布已經浸濕了汽油，就把它拉

出來。
扭開加油蓋，把抹布塞進去

，不順利，用竹枝幫着塞。估計
差不多了，想把抹布拉出來，卻
被什麼勾住。不敢硬拉，怕布斷
了掉在油缸裏，會出問題。左旋
右轉，就是拉不出來。心想這次
糟糕了，要到修車房去想辦法，
可是此時已過了下班時間，要等
明天了。正在痛罵自己愚蠢時，
忽然想到一句格言： 「退一步海
闊天空。」便把抹布先輕手向下
推，然後輕輕上拉，果然應手而
出，如釋重負。

看美劇《法
妻 》 看 得 中 毒
了。

幾十年來從
未迷電視連續劇

，因為上班年月時間寶貴，不敢被
這種容易謀殺時間的娛樂引誘上癮
。退休後大把時間，終於中毒。

連續劇如何引人上癮，細想起
來是有一些伎倆的。正如中國傳統
章回小說，每回末尾，總要留一條
尾巴，然後說：欲知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懸念是最有效的
辦法。

懸念不能憑空設計，應該來自
內在的戲劇衝突。因為有人物的矛
盾和衝突，因此每每要設計大大小

小的困境，困境是否能順利解決，
又如何解決，就成為懸念。

小的困境是煩惱，大的困境會
成為危機，劇情的推進，來自無數
小困境和間中的大危機。

危機太多了不行，因為那就太
滿了，令觀眾吃不消，大危機應該
在一兩集來一次，造成一個高潮，
讓一些矛盾得以爆發，人物關係有
調整，然後進入下一次循環。

大危機中間是一些不大不小的
煩惱，煩惱也要解決，有的就化解
了，有的積累成大危機。

煩惱和危機造成的懸念貫穿全
劇，讓你上癮。這些伎倆大家都明
白，問題是進入劇情，誰都身不由
己。

連續劇 斯 人 「錦繡江南金
太倉」是一種美譽
，也是一種事實。
這個超過四千五百
年歷史的江南名城

，富裕是由來已久的。又處在大上海
和人間天堂蘇州之間，有着上海灘的
繁華，更有着蘇州的舒適。

可能正是這種富足的關係吧，太
倉的人很會享受生活，也很熱愛自己
的家鄉。這種熱愛與很多小城鎮的人
有些不同，一般來說，小地方的人，
尤其是在中國，都愛往大城市裏跑，
可這點在太倉例外！這裏的人們哪怕
出去闖蕩，出去讀書，外面的世界轉
上一大圈，最後還是願意回到太倉。
做太倉人是一種驕傲。太倉人似乎也
並不喜歡被歸類於蘇州屬區，不過，
對於是 「上海的後花園」之稱，倒也

不是太拒絕。
在太倉的那兩天，我們得以參觀

了南園和太倉市規劃館，還在江南絲
竹館欣賞了古琴和江南絲竹調。南園
的亭台樓閣讓我們見識了太倉蘇州園
林般的精緻，太倉市規劃館裏的展示
又讓我們看到太倉發展的軌跡和未來
的藍圖。優雅的古琴和獨特的江南絲
竹樂又讓我們領略了太倉這塊土地人
傑地靈的風雅和靈動，透過這個江南
水鄉的代表地之一，我們可以窺到過
去的幾十年中國巨變的一路風景，有
驚嘆、有驕傲，也有些許的遺憾。

希望太倉能保持這一份獨特的魅
力，這份中國大地上留存的難得的樸
實，定能贏得這個世界和人們由衷的
喜愛和尊重。

祝福太倉，祝福我們繁榮強大的
祖國！

金太倉 海 雲

婚姻是兩
個人的事，受
着或明或暗因
素的制約。在
歲數上，一般
人都認為男方

比女方大兩、三歲為宜。事實上，
許多婚姻並未墨守成規。幸福的婚
姻告訴人們；歲數差距不是問題。

著名歌唱家莎蓮迪安，以一首
《鐵達尼號》的《我心永恆》征服
全球。她在十二歲第一次見到比她
大二十六歲的經紀人時，就有少女

的怦然心動。成年後終衝破阻力嫁
給了他。後她先生得了喉癌，而她
又正值大紅大紫，人們都以為他們
的婚姻走到盡頭了，迪安以對愛情
和婚姻的忠誠粉碎了俗見。她的演
出安排全以丈夫養病為主，並接受
人工授精生下了他三個兒子。先生
去世，她在教堂為他演唱最後一曲
，那情景令人動容，也讓人相信年
齡差距從不是他們婚姻的障礙。

男方比女方年紀大，坊間還較
易理解接受。即使如楊掁寧先生和
翁帆女士相差了五十四年的婚姻，

經歷了十多年的說三道四，坊間許
多人已轉為祝福。但若女方比男方
年紀大，就會生出許多閒言碎語。

事實上女方比男方年紀大，婚
姻也可以幸福。最鮮活的例子就是
眼下新鮮出爐的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在十七歲時愛上了他的法語老師
，經一番曲折後走進了婚姻，這愛
持續至今。女方是名副其實的 「老
妻」，比馬克龍大出二十多歲。

這些夫妻，婚姻內容比一般的
深刻，超越了普通的男女之愛。他
們互為精神的依傍，是靈魂的伴侶。

靈魂伴侶 凡 心
在香港的文

化博物館，觀賞
完 「羅浮宮的創
想」展覽，不禁
令我追憶起十年

前到巴黎旅遊的種種印象。作為一
個文化藝術工作者，在巴黎當然不
能錯過兩種旅遊點─博物館和劇
院。除了羅浮宮屬於朝聖之地，另
一個不能不到的就是龐比度中心。

既然並不稱做博物館而稱為中
心，可知龐比度的定位是有別於傳
統展覽場地。基本上，龐比度中心
是當代藝術的集中地，任何最新穎

的跨媒體藝術，都可以在此中心尋
覓蹤影。它也集教育的功能於一身
，平日都有不同的藝術訓練課程，
供年輕人以至小孩子參加，讓藝術
能夠於新一代的思想內早日扎根。
但我對龐比度最深刻的印象，乃是
我參觀當日適逢個別部門的職員罷
工，故此中心只能局部開放，令我
好生失望。

巴黎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博物館
，遊客可以預先購買通行證，便可
自由進出大部分展館。不過，在塞
納河旁邊以舊火車站改建而成的奧
賽博物館，即使沒有預購通行證，

但在黃昏時間進場同樣完全免費。
大部分展品都是大型雕塑，讓遊客
看得不亦樂乎。

除了固定展覽場地，蒙馬特地
區更是充滿藝術自由氣氛的社區。
尤其是星期日的早上，從地鐵站沿
着斜路走上蒙馬特，就像電影場面
般，可以見到很多頭戴小帽的畫家
，在路旁以四周環境作寫生，又或
替遊客繪畫肖像。晚上時間回到巴
黎市中心，隨便找間劇院便可看到
傳統的莫里哀喜劇，又或現代作家
最新推出的作品。總之，巴黎的藝
術氣息，確能洗滌現代人的心靈。

巴黎印象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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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
公 告

林麗梅：
本院受理原告陳茂連訴被告林麗梅，第三人

林耀其、深圳市隆鵬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深圳
市寶安區福永物業發展總公司房屋買賣合同糾
紛案號為（2016）粵0306民初20390號，因你們
下落不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第九十二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起訴狀
副本、開庭傳票、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
合議庭通知書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經過90日即視
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期屆滿後15
日。舉證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之日後15日。本院
定於2017年9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四審判庭
進行證據交換，於9:30在上述地點開庭，請依時
出庭，逾期將依法缺席裁判。

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法院
2017年5月24日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7）粵0103民初3753號
張惠英：

本院受理原告莫瑞豐訴被告張惠英離婚糾紛一
案，本院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起訴狀副本、傳票
等訴訟法律文書給你。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第（八）
項、第二百六十八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起訴狀副本和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
及開庭傳票。原告請求：1、判決原告與被告離婚。
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張惠
英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期滿後的30日
內。本案適用普通程序組成合議庭於2017年10月16
日上午9時00分第十七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
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送達判決書公告
張兆明：

本院受理原告黃萬燕訴被告張兆明離婚糾紛一
案，現已審理終結。因你們下落不明，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第二百六十七條
第（八）項的規定，向你送達本院（2016）粵0104民
初41422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准許原告黃萬燕與被
告張兆明離婚。本案受理費300元（原告已預付），
由原、被告各負擔150元。

現將上述判決內容作為判決書正本向你公告送
達，被告自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對你們送
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及副本，上訴於廣東省廣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訴，本判決即發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16）粵0103民初3359、3360、3361號
廖承偉：

本院受理原告愛步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訴被告廣州
市步雲天地市場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梁海燕、廖承偉侵害商標
權糾紛三案，因你以其他方式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
（2016）粵0103民初3359、3360、3361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
容為：一、被告廖承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
侵犯第G782041號、G873891號、208743號註冊商標專用權的
行為。二、被告廖承偉自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內賠
償原告愛步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經濟損失及合理維權
費用每案6000元。三、駁回原告愛步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的其他訴訟請求。每案受理費50元，由被告廖承偉負擔；
（2016）粵0103民初3359、3360號每案公告費317元，（2016）
粵0103民初3361號案公告費316元，由被告廖承偉負擔。自發出
本公告之日起，經過三個月，即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
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
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州知識產權法院，逾期本判決
即發生法律效力。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公 告
何誠忠、廖志強：

本院受理原告Yifung Developments Limited訴你們請
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一案【（2015）陽城法民二初字第
1290號】，現依法向你們公告送達開庭傳票；變更合議
庭組成人員通知書；應訴、舉證通知書；起訴狀副本；
原告的證據材料（合共三十一份）；被告的證據材料（合
共八份）；追加第三人申請書；兩份聲明（副本）、
（2015）陽城法民二初字第1290、1290-1號民事裁定書
（兩份）、（2016）粵17民轄終42號民事裁定書；權利
義務告知書；廉政監督卡等。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
90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和舉證的期限均為公告送
達期滿後的30日內，並定於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時在本
院第九審判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本院將依法缺席判決。

特此公告。
陽江市江城區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申請酒牌轉讓公告
Darcy & Liz

現特通告：陳興祥其地址為香港灣仔
日街6-7號日新樓地下A號舖，現向酒
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灣仔日街6-7號日
新樓地下A號舖Darcy & Liz的酒牌轉
讓給張漢榮其地址為香港灣仔日街
6-7號日新樓地下A號舖。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5月24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Darcy & Liz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Hing-cheung
of Shop A, G/F, New Sun House, 6-7 Sun
Street, Wan Chai,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Darcy & Liz situated at
Shop A, G/F, New Sun House, 6-7 Sun Street,
Wan Chai, H.K. to Cheung Hon Wing of Shop
A, G/F, New Sun House, 6-7 Sun Street, Wan
Chai, H.K.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cnnc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4-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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