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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友人導引參觀 「遵義會議」紀念館
。門口一系列真人大小的群塑，革命領袖二
十人。毛委員塑得寬大巍峨，在中心位置；
小平同志次之，位置靠前，以大衣突出其寬
度，氣勢不凡。展品有當年紅軍針對百姓的

宣傳小冊子、士兵識字課本、紅軍紀律條令草案、布告，有通俗
易懂、琅琅上口的歌謠與順口溜，有的寫在門板上。

摘錄一首當年流傳於赤水河畔的歌謠 「我打草鞋送紅軍」：
「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紅軍。穿上草鞋翻山嶺，北上抗

日打敵人。赤水河，清又清，一片草鞋一片心。長征路上播火種
，工農聯合鬧翻身。赤水河，清又清，我送草鞋謝紅軍。軍民情
誼似赤水，千秋萬代流不盡。」

因為要大力發展 「紅色旅遊」，地方政府與發展商決定開發
會址旁的老街 「楊柳街」，仿 「成功範例」上海新天地，要搞 「
楊柳街1935文化新天地」。消費主義可以彌合一切歷史的黑色幽
默與恐怖的縫隙。

但歷史也許本來就是如此並置的，如當時的 「蘇維埃銀行
」使用的是沒收的國民黨軍官猶國才的宅子，隔壁就是基督教
堂。紅軍是在天主堂宣講土地和群眾政策的，至今天主堂裏還
有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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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二） 張 泠

去年底在澳
門與楊凡導演聊
起了《流金歲月》
，張曼玉與鍾楚
紅主演的經典，

改編自亦舒小說。那時我說，亦舒小
說是現在內地改編影視的好題材。半
年後，根據亦舒小說改編的電視劇《
我的前半生》風靡內地，劇中人物及
其命運成為網絡熱門話題，從年輕白
領到退休大媽都在追看並熱議此劇。
據說，內地影視公司一哄而上，將亦
舒多部代表作的影視版權買下。年已

古稀的亦舒再熱內地，距離上世紀八
十年代的亦舒小說熱，已去三十年。

那時，風靡內地的華語愛情文學
大家，當屬台灣的瓊瑤與香港的亦舒
。瓊瑤作品風行內地首先是伴着上世
紀台灣電影的輝煌，影視作品的大
眾化傳播，加之瓊瑤小說大多以豪
門與鄉土、愛情與財富的古老母題，
在東方情愛倫理觀的舊瓶裝自己的新
酒，跨越了台灣與大陸不對稱的社會
背景的障礙，更易被當年大陸讀者所
接受。

亦舒成長於香港，時屬英國政府

管轄，她的小說背景是真正國際都市
化的，白領職場是其背景，這是當年
內地讀者所陌生的，比如股市金融業
以及樓市等，這些對於當年尚未進入
市場經濟的內地讀者完全陌生，這給
理解亦舒小說造成障礙，所以亦舒當
年影響不及瓊瑤。三十年後，內地社
會經濟形態天翻地覆，亦舒小說裏的
都市職場風情，已是內地讀者司空見
慣，她筆下的鮮活都市男女就直抵人
心。加上近年內地都市文學創作的薄
弱，亦舒小說扎實的文學性散發出的
光輝歷久彌新，再度影響內地。

愛貓趣
趣九歲了，
獸醫說：在
貓來說已算
是長者了。

是嗎？這長者可有什麼變
化？

在吃的方面看不出，還是愛
乾糧，不愛罐頭。水倒是喝多了
，要常添。

在睡的方面似乎減少了，像
是整晚不用睡。我夜間去洗手間
，不論任何時間，牠都會出現，
在我腿邊繞兩下，咕嚕嚕的示
好。

最大的不同是牠 「話」多了
，從前不論對牠說什麼都不會有
回應。如今對牠說話會回你一聲
「咦」。說時半眯着眼，嘴巴輕

啟一半，那聲音戛然而止。等你

再跟牠說第二句，牠又再回一句
。牠的回應每次都令我女兒興奮
，大聲讚牠：Good girl！Good
girl！牠當然領略到我們的欣賞
，因此從不令我們失望。

另一個不同是不像從前那麼
高竇了，那時叫牠也不睬。如今
每天總有兩個時段，在我面前轉
來轉去，發出咕嚕聲，還用頭撞
我的腿，意思是 「抱我！」牠放
軟身子讓我抱，一撫摸牠就舒服
到不行，攤在膝上久久不下地。

在一個地
方住久了，有
時熟視無睹，
以為就是眼見
的街景，小店

有執笠有新開，但近處兩三條小街，
都一眼睇晒，不會有什麼驚喜。

其實有時就因為懶，錯過一些好
去處。住處附近有一座很高的寫字樓
大廈，平常上下班人如過江之鯽，天
天如此。有一次外地親友來，無意中
發現寫字樓大廈上有一整層樓闢作茶
座，不但地方寬敞，而且有無敵海景
，那裏的出品質量也高，價錢竟還比
一般的連鎖咖啡店便宜。

抽空上去體驗一下，原來那真是

一整層的寫字樓空間，天花高度更是
兩層樓的高度（上層往裏縮），周圍
全是落地玻璃窗，窗外可以看到大半
個港島東區，以及維多利亞港，以及
對面的九龍東。

海天空闊，一色清淺的藍，海灣
裏有快艇犁開白色波紋，遠近建築物
嵯峨參差，居高臨下望去，心胸為之
一開。

近年不少寫字樓，都特地在樓層
中闢出一些休閒的去處，按理這都是
很大浪費，作寫字樓租出去又是大筆
收入，但闢作休閒地，便顯出一種人
性化的管理風格，令在這裏工作的人
，生出親切感來，這無疑是聰明的一
招。

人性化樓層 斯 人 帶着三個大
孩子去阿卡迪亞
國家公園爬山，
山道上常有非常
險峻的地方，三

個孩子中兩個孩子，我女兒和乾兒
子是喜歡哪裏危險就往哪裏爬，我
如果越是大呼小叫，他們越得意，
就像起勁兒地逗我玩兒，彷彿我越
擔心越着急，他們越高興越興奮！

只有兒子比較乖，我說別過去
，太危險，他會伸頭過去看一看，
最多拍張照片很快就走到安全處。
另兩個就不行了，簡直興奮到不行
。你說那邊危險，他倆就偏要往那
邊去，兩個人還坐在萬丈山崖邊，
把兩條腿蕩在山巖旁，我說得越多
，他們的危險動作也越多。幾次下

來，我乾脆任由他們鬧去了，他們
作怪拍照，兩位哥哥圍着妹妹拍驚
險照，我太擔心時就閉上眼睛不響
，最終也沒事。他們鬧夠了，玩夠
了也笑夠了，盡興而歸！

想想平日裏對孩子也是類似的
模式，孩子與孩子不同，有的聽得進
父母的意見，有的大概以與父母唱
反調為樂，你說得越多，孩子可能
越是逆反得厲害。不如任由他們自
主自己的行為，他們最終其實是知
道如何保護自己的。成人看不下去
就閉上眼睛，睜開眼睛，一切安好。

與孩子們的交流反而是在長途
的汽車裏最多，不僅可以與他們談
天說地，還可以聽到他們之間的對
話，包羅萬象無奇不有，也很有意
思。

親子遊的體會
海 雲

東正教是
基督教三大分
支之一，信徒
最多的是希臘
，其次才是俄

羅斯，信眾佔人口百分之七十八。
天主、基督教教堂都有一個大

廳，供信徒祈禱和聆聽布道。東正
教堂卻沒有，似乎沒有常規的集體
活動。

聖彼得堡的大小東正教堂隨處
可見，其主要道路涅瓦大街就有三
個有代表性的東正教堂。它們是喀
山教堂、滴血救世主教堂和聖以

撒主教座堂。
教堂內各面牆，各個角落，都

畫着、掛着、擺着耶穌或聖母的畫
像，供信眾膜拜。信眾以中老年人
為主，也有些時尚的年輕人，還有
家長帶來的小朋友。許多人利用上
下班間隙，匆匆前來對着聖像劃十
字，喃喃低語禱告，然後完成最後
一道儀式——親吻聖像。虔誠的信
徒會從上到下，自左至右地親吻整
幅聖像。教堂裏的修女拿着抹布和
清潔劑，不停地揩拭聖像外框玻璃
的口水漬。

東正教教堂外觀，建築風格宏

偉，色彩多變。聖彼得堡運河畔的
滴血救世主教堂，五個金洋葱圓頂
、花飾複雜的玫瑰紅外牆在夕照下
令人嘆為觀止，內裏裝潢的藝術品
味及工藝的精巧細膩，也讓人大開
眼界。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以此紀念父
親亞歷山大二世。二世激烈推動社
會改革，遭反對派以炸彈襲擊馬車
而喪命。教堂用了二十多年時間和
難以計算的金錢建成。

我們在俄羅斯時見到社會秩序
安好，人民熱心助人。這是與信仰
引導民眾自覺向善有關嗎？

東方正教教堂 凡 心

在世界電影
市場，香港出產
的作品一向都甚
有特色。普羅觀
眾往往最留意的

是 「功夫」電影，無論是成龍那種
諧趣式的動作，抑或是李連杰的硬
橋硬馬真功夫，都是只有香港電影
才能展現其特色，歐美電影則無人
能及。然而，除了功夫或動作電影
，普遍評論認為 「卧底」，即是潛
藏在匪幫當中的警察，也是香港電
影所創作的最佳角色。

無論在電影或電視劇，這類角

色都俯拾皆是。一九八一年章國明
導演的電影《邊緣人》，就是以 「
卧底」小混混為故事主人翁，男主
角艾迪翌年憑該角色便獲得台北金
馬獎影帝寶座，可見角色必然是立
體及具發揮性的。自此之後，港產
電影不時都有 「卧底」故事，最具
代表性的首推二○○二年的《無間
道》，兩大影帝梁朝偉和劉德華分
別是來自警方和黑幫的 「卧底」，
兩人互相對壘，暗潮洶湧。

「卧底」是粵語的俗語，其實
亦可說是間諜。在我國抗日戰爭或
新中國成立前的內戰，同樣有不同

的間諜出現。例如電影《色．戒》
就是間諜與漢奸之間的情慾故事。
舞台之上，有關故事並不太多。也
許是因為要有頗多細膩篇幅來描寫
「卧底」，才可以將其黑白難分的

形象和心態具體呈現。最近我看了
話劇《我們的故事》，故事講述國
共內戰期間，廣州一個營商家庭，
其二子表面為國民黨軍隊服務，實
際卻是決志為推動新中國成立的熱
血青年。該角色的身份，也就相等
於一個 「卧底」或間諜，為了完成
自己的任務，不惜隱藏自己的身份
，以至令愛人飽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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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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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