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開 「女性與默片」國際研討會。結束
時，與一些學者提及要去蘇州一日。兩位美國與
加拿大的女性學者T與B熱烈響應。於是次日上午
，與她們自虹橋火車站搭高鐵，半小時後便到蘇
州。可惜那日是周一，蘇州博物館與崑曲博物館

都閉館，便從蘇博附近的平江路入口走馬觀花起來。循着優美的樂
聲，遇見一位賣陶笛的台灣來的小伙子，膚色黝黑健康，還以為他
是原住民，問起卻並不是。他因為喜歡上陶笛的聲音，來到蘇州銷
售，信口吹起曲子，悠揚美麗。大家興致都很好，他熱心地教T與B
如何吹陶笛，並附以小本教材。每隻陶笛都燒得淡雅曼妙，大家忍
不住每人買了圖案形態各異的一隻。

與數年前初來時相比，平江路上的 「遊覽購物區」氣息愈發濃
重。不過那日一直淅淅瀝瀝下着雨，並不算擁擠，可以想見晴日的
盛況，因成群結隊的小學生都被旅行團拉來——看不出對孩子來說
有特別意義，大都是各種商店。T與B拍風景、買小禮物，不覺早過
了午飯時間，未去成大名鼎鼎的 「松鶴樓」，快五點時才在 「品芳
」坐下來吃點心。一問，大部分園林都五點閉門。B很沮喪，因為她
此行為看園林而來。幸而蘇州的朋友打聽到有個免費的 「徐半園」
還開，屬於某賓館。於是黃昏時三人參觀了 「半個園林」，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T說她第一次來中國，比她想像的還要更喜歡。以前
聽人說中國髒亂差，並未覺得。她希望以後能在蘇州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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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鏡屋屋

平江路 張 泠

《讓子彈飛
》成功後，姜文
導演的《一步之
遙》票房卻未達
預期。那天探班

，姜文留我們晚餐，他自嘲說： 「
《一步之遙》出來後，罵的人太多
，我也就懶得理了。也就記住說《
讓子彈飛》不是的了。」

姜文拍片頻率不高，但始終處
於輿論焦點。今年初，他出演的荷
里活大片《星球大戰外傳》公映，
他對於電影與資本的諸多話題再次
引發熱議與爭論。這也成了那天探

班，我們在晚餐上的話題。姜文堅
持自己的觀點，我說你沒有錯，但
媒體在傳播時發生了偏差，觀點在
眾議中就變了形。姜文的可貴與可
愛在於，他是華語導演中始終堅持
自己獨立觀點的。媒體與大眾對他
的誤讀甚至曲解，造就了姜文特殊
的媒體形象。

那天在《俠影》探班，同行的
有一位加拿大導演。姜文和我們寒
暄完、安頓好茶水和咖啡後，要進
拍攝現場看機位，為了不怠慢來賓
，他讓演員彭于晏留下，陪我們一
行聊天。他告訴小彭： 「這兒有你

們加拿大老鄉。」細緻與幽默，是
姜文留給友人的印象，與媒體上他
的劍拔弩張完全迥異。

從《俠影》劇組回城的路上，
大家讓我對姜文來個形象的定義，
我說他是中國電影的寵兒，是時代
的寵兒、是影迷的寵兒、是資本的
寵兒。

三十年前，姜文從中戲表演系
剛畢業，就與那時最優秀的中國女
演員潘虹、劉曉慶搭檔成為電影男
主演，《芙蓉鎮》讓他全國聞名，
他主演的《紅高粱》獲得柏林影展
金熊獎。 （中）

我敬佩的兒
童教育家劉惠瓊
女士以九十六歲
高齡在溫哥華逝
世了，她留給我
的最深印象是熱

愛生命。
她為孩子寫作、廣播、辦《兒

童報》、開兒童書店、辦幼兒園，
能為兒童服務的工作都試遍了，取
得豐盛的成績。

她退休後與老伴生活在加拿大
溫哥華，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因
為我們時相往來，所以對她的生活
知道得頗清楚。

她倆曾經遍遊世界各地，她把
照片仔細安排成一本本的專輯。他
們合作設計節日賀卡，連特製信封
寄給親友，上面都是他們快樂生活
的影像。

劉姐姐早期自己學車衣，縫製
了全屋的窗簾。她學習彈鋼琴，自

彈自唱兒歌自娛。鋼琴老師比她的
孫女還小。後來她學習電腦，用最
難的倉頡輸入法，打出了幾本自己
未出版的書籍，像《兒童與我》《
闖出新生命》《我的大半生》《戰
火浮生》，都裝訂成冊，送給好友
和子女留念。

老伴去世後她精神頓失依靠，
悲痛中適應護老院生活，她上繪畫
班，把作品張貼出來。讓護理人員
把她的指甲搽得美美的。當親友探
望她時努力記憶他們的名字，追述
一些往事。在最後的日子裏，仍一
片童心，追尋快樂。

一位男拔IB
狀元，考獲滿分
，卻選擇到美國
修讀音樂，竟然
還得到父母親的

支持，我禁不住為這個追夢的年輕
人和他寬容的父母鼓掌。

大部分考生拿了滿分後，得到
選擇學科的自由，當然希望走法律
、醫科、金融等等 「有前途」的路
子，日後畢業了，找到高薪糧準的
職業，娶妻生子，買樓買車，實現
一生出人頭地的宏願。

但音樂作曲，實現個人興趣的
機會很大，發達成名的機會很小，
如此放棄辛苦得來的最佳選擇機會

，到頭來會不會後悔啊？
命運就是選擇，每一次選擇都

影響一生命運。年輕人面臨選擇時
，都跟從某些指引，有的是社會觀
念，有的是父母意旨，有的是朋輩
影響，有的是個人內心的聲音。這
位高考狀元，跟着自己的感覺走，
而置世俗的價值觀於不顧。

但我相信他的選擇不會錯，一
個人的興趣來源於他的天性，在那
個興趣的方向上，天性最能淋漓盡
致地發揮，最有用之不盡的動力，
最有機會實現個人價值。

對他來說，最難的不是自己的
決心，最難的是父母的支持，有這
樣的父母，才教養出這樣的孩子。

音樂夢 斯 人 美國的緬因
州最有名的除了
那裏的國家公園
，還有就是大西
洋裏的龍蝦。

那裏的龍蝦頭大鉗子大，所以被
稱為Clawed Lobsters，牠們具有堅硬
的外殼和強壯的鉗子，天生好戰。最
有意思的是龍蝦們交配，都在母龍蝦
換殼之後，是不是身上軟殼讓公龍蝦
「憐香惜玉」？科學家們卻說是母龍

蝦換殼之後能釋放出一種類似人類荷
爾蒙的激素，令公龍蝦不那麼好戰，
轉而求愛交配了。

有人說在緬因州越往北，龍蝦越
美味，其實生活在高緯度寒冷水裏的
龍蝦與生活在亞熱帶溫暖水域裏的龍
蝦Spiny Lobsters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種

族，緬因州的緯度夠高了，那裏的龍
蝦都是一種，北點還是南點，味道都
一樣。

我們的緬因假期，吃了三次龍蝦
，第一次的龍蝦餐館是我們住的酒店
推薦的，據說當地數一數二的，就在
海水邊，其實風景比龍蝦好。我們一
人點了一隻大龍蝦，美國人龍蝦就是
那麼水煮一下或者高溫蒸熟，配黃油
沾着吃，兒子吃完說沒吃飽，把妹妹
剩下的漢堡也吃了！五個人吃了一百
多美金還覺得不夠飽。我們那天吃的
龍蝦是軟殼的，有人說軟殼的龍蝦鮮
，好吃，一隻龍蝦一磅多一點，那家
餐館收費是十八美金一隻。感覺不太
過癮，味道也有點不如想像的好。那
會兒更不知道軟殼龍蝦是正要交配的
，知道了就覺得太殘忍吃不下去了。

緬因州龍蝦 海 雲

年輕時讀
過一部翻譯小
說《前驅》，
表現俄羅斯十
二月革命黨人

的故事。現在再努力也找不到了。
小說塑造了一批理想主義革命

者。他們出身貴族，受過良好教育
，服務於皇家軍團，參加過抗擊拿
破侖的衛國戰爭。受到資產階級革
命思想感召，這些年輕人決心背叛
自己的貴族階級，推翻沙皇制度。
他們成立了秘密社團，撰寫了 「法
典」，抨擊農奴制度，主張成立共

和制國家。
大量前期準備之後，三千官兵

擬在一八二五年俄曆十二月，於今
天的聖彼得堡海軍總部旁集結起義
。但為首者臨陣逃脫，眾將士群龍
無首，遭新登基的尼古拉沙皇炮轟
鎮壓。一千二百多軍民死傷，為首
五人被處絞刑，一百二十多人被流
放西伯利亞。

幾十年後農奴制度終結。為紀
念這些年輕人，廣場易名為 「十二
月革命黨人廣場」。那兒立着一尊
青銅雕塑，是俄國歷史公認的偉大
君主彼得大帝在馬背上的英姿。這

是葉卡捷琳娜大帝（算來應算是彼
得大帝的外孫媳）為紀念他而立
的。

雕塑在涅瓦大街盡頭，面對波
濤滾滾的涅瓦河，旁邊是黃色建築
群海軍總部，卻無十二月黨人的標
記。問了一位帶中國團的俄羅斯地
陪，她指着這一帶，用純正普通話
說：就是這兒呀。

五月的涅瓦河畔春風嘯嘯。我
想起了《前驅》中最傷感的一個細
節。二十三歲的青年軍官上絞刑台
時有句旁白： 「他是那麼年輕，那
麼渴望生活……」

十二月黨人廣場 凡 心

不少文藝愛
好者都知道已故
的黃霑是一位才
子，他在作曲和
填詞方面尤其獨

到，其文筆亦別樹一格，能以幽默
風趣的筆觸看破世情，因而另有綽
號 「不文霑」。不過，很多人沒有
留意黃霑的正職其實是廣告。我曾
在某些訪問中聽他說過： 「廣告就
是創作，能夠發揮才華。」因此，
當年黃霑筆下的廣告頗多佳句，例
如美酒金樽的 「好事自然來」，確
能令人對產品增添興趣。

時至今日，香煙及酒精產品的
廣告都已絕跡於大眾傳媒，但是產
品的種類並沒有減少。我看電視的
時間並不多，不過最近留意到原來
現時最多的廣告，乃是來自財務公
司。各式各樣的財務廣告應運而生
，有些以 「兄弟」招徠，有些標榜
「自行評估」的理念，總之就是花

樣百出，更重要的是，廣告將借貸
這種行為美化了，將之定位為一
種生活時尚，好像應該 「全民皆
借」。

雖然香港的俗語有云 「有借有
還，上等人也。」可是隨意借款其

實害人害己。我家原本有一個印尼
外傭，工作態度普通，我們也接受
算了。豈料早陣子我發現她偷用我
的住址向財務公司借錢，為免夜長
夢多，於是我們馬上將她辭退。我
們按照勞工法例給予她賠償金及返
回印尼的單程飛機票。然後，我將
入境事務處的相關文件給予她的財
務公司，通知對方該外傭已經離職
，一切轇轕與我們無關。豈料再過
了幾星期，我收到多間不同財務公
司的滋擾，方知道外傭在離港之前
，又再到處借錢。原來，廣告說得
沒錯，借錢真的非常方便！

發財廣告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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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保險
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
投購工傷保險，違例最高
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查詢請電勞工處：

2717 1771

切勿聘用非法勞工
聘用非法勞工，包括持雙程證

訪客、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可
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

舉報熱線2815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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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6 1234
網址
www.info.gov.hk/e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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