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友一家驅車帶我去附近的湄潭看位於 「文
廟」的浙江大學西遷歷史陳列館。中國的抗日戰
爭期間，大量人口被迫由城市遷往鄉村與 「邊地
」。這 「流民三千萬」不僅包括大量難民與政府
機關，更有負責知識生產、傳播與公眾教育的核

心機構：大學。此間，京津數所高校輾轉遷到雲南昆明合校為 「西
南聯大」；武漢大學遷址四川；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遷址重慶
；浙江大學更是數度被迫遷徙，史稱 「文軍長征」，最終落腳黔北
，在貴州遵義、湄潭辦學七年。浙江大學教授如氣象和地理學家竺
可楨，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原子能物理學家盧鶴紱、王淦昌等
秉持 「科學救國、科學興邦」理想辦學和潛心研究，在所謂 「邊緣
」地區遵義和湄潭重建知識社群、推進文化互動、引導科技進步。

浙大師生也將茶帶到湄潭。有本地品牌 「蘭馨雀舌」；據說市
面所賣 「西湖龍井」，也大量來自湄潭。大家在茶園漫步，見遍植
櫻花樹，春季應色調明媚。也觀人採茶，多為中老年女性。算了一
下，採茶人此時時薪約十五元人民幣。她們說春季略高，且明前嫩
芽更好採，不大傷手。朋友的父親與他們攀談，說怎麼不唱採茶歌
啊，收茶的老闆說：會影響幹活速度……

貴州之行最後一日，再領略貴州美食：羊肉粉與黃辣丁魚。依
依惜別，帶着朋友一家贈的厚禮：茅台酒與當地特產「雞蛋糕」，啟
程回京。相約以後去那裏搞讀書會、小型研討會與學術寫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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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四） 張 泠

不止一次
，看到文學界
比我年輕的朋
友，談及一段
關於我的往事

。說是他們初出道時，出了一本書
，無人注意。但我在專欄中鼓勵了
他們，向讀者介紹了他們的書，他
們覺得是雪中送炭。一直記在心裏
，並且心存感激。

這些事我早已忘記，甚至他們
提起我也記不起。但這告訴我，對
新人的鼓勵和支持是多麼重要。當
他們初起步時，有一隻溫暖的手拉
一把，就更有信心上路了。看他們
以後的成績是令人歡喜的，也就覺
得這樣的支持是應該多做的。

其實不但新人需要，目前香港
的情況是紙媒面對困境，書籍出版
的量沒有減少，中國內地和台灣的

書都進入此地市場，買書的人卻有
減無增，很少有暢銷書出現。出版
社和書店經營困難，就把宣傳推廣
的經費完全砍掉。因此即使是成名
作家的書出版了也很少報道。

既然同是文化界一分子，就應
該相濡以沫，專欄作家們盡量在自
己的 「場地」裏推介自己欣賞的新
書。只要有三兩個專欄推介過某本
新作，銷量已有明顯的增加。

在這寂寞的文壇，大家一同來
鳴笛敲鼓，讓它熱鬧起來，絕對是
一件好事。

創辦台灣誠
品書店的吳清友
急病去世，這件
事成為華人世界
的新聞，做書店

做到這種層次，應該死而無憾。
與吳先生只有一面之緣，沒有

深談過，印象中他總是西裝領帶，
把自己收拾得很筆挺。有一次見到
他在香港機場，一個人拖着小行李
箱踽踽獨行，若有所思，只覺他心
事重重。

誠品書店是華人文化界最成功
的一個品牌，與林懷民的 「雲門舞
集」一樣，都是開風氣之先，在華
人世界有廣泛影響力的機構。目前
看來，香港還沒有能與之相提並

論的文化品牌，內地有沒有我不
敢說。

誠品提倡一種優雅的生活方式
，書店走的是典雅、悠閒、高品味
的風格，從裝修到選書，都着重精
神享受，有強烈的美感訴求。他們
比一般書店更重視書的陳列布局，
也更敢大膽運用空間，因此走進誠
品，即使不看書，也像是一趟文化
品味的提升之旅。

誠品走綜合性文化商品的路線
，不但設咖啡座，還兼售眾多精品
、禮品，高規格的文化小商品，近
年連服裝和廚具都有了。書已經不
是主角，成了配角。

一個有理想敢創新的人走了，
文化江湖更形寂寞。

吳清友 斯 人 「福祿恩」這
個名字非常具有中
國人的吉祥感，不
得不讚這名字翻譯
得真好，它的英文

名字是：The Flume Gorge。
白山（White Mountain）是美國

新英格蘭地區最險峻的山脈，貫徹整
個新罕布什爾州，也佔據了西緬因地
區。這個峽谷就在白山裏。

福祿恩峽谷像被一把天刀切下去
的痕跡，留在白山山脈上。而這種地
貌通常都是很多年前冰川的傑作。人
走在峽谷中，兩邊都是陡峭的山岩，
一條木棧道建在山岩邊，供遊人行走
，棧道旁，時而溪水潺潺，時而瀑布
轟鳴。直射的陽光照不到彎曲峽谷的
底端，加上樹林茂密，倒是陽光疏影

，走在其中，完全感覺不到夏日的炎
熱，一派清涼直透心底！福祿恩峽谷
有點像康奈爾大學附近的五指湖地
區的一個峽谷公園，只是似乎更大
一些。

這個峽谷是在一八○八年由一位
九十三歲的美國老婦人發現的，釣魚
的老婦人無意間發現了這個峽谷，說
給家人聽沒人相信，當然，最終她還
是成功地說服了他人，來見識這個巧
奪天工的自然景觀。

我們用了兩個鐘頭走完了整個
峽谷，拍了很多美麗的風景照。那
裏，自然的瀑布和溪水在谷底穿插
着，人工木棧道建在底部和山岩上
，便於遊人爬上爬下，幾乎是一步
一景，景景不同，真是攝影愛好者
的天堂！

福祿恩峽谷 海 雲

當今單身
男女多了。過
去誰三十左右
未婚，家裏有
七大姑八大姨

游說，同事朋友也熱心說媒。但今
天單身已成了一種個人生活選擇，
社會也漸漸接受了，閒言閒語也收
斂了。

有法律上是單身的，同居而不
去領一張婚紙，也可彼此扶持，相
處至老。

說的單身，是決心獨立一生的
男女。他們或沒交過男女朋友，或

從未深入接觸過異性，有的甚至不
曾認真談過戀愛。單身男女如主意
已定，就需做好各種準備，特別是
考慮好年老時的安排。

最重要的是財政安排。要為年
老時沒有了掙錢能力，但想保持想
過的生活做打算。要計算需要多少
錢才能維持生活之需，策劃如何通
過工作和投資獲得這筆金錢。

另是生活技能的學習和精神上
的準備。要習慣獨自解決生活各種
難題，學習找到內心平靜的途徑。

還要培養一些生活樂趣，或寫
作或閱讀或畫畫或彈琴，也包括長

短期的旅遊。這樣通過開拓生活空
間找到異於常人、一個人生活的樂
趣。但人不能離世獨處，一定還要
建立比較融洽的社會關係，要交些
無所不談的知心朋友。

認識幾位單身女士。她們的生
活全無坊間俗見猜疑的那般淒苦，
反安排得頭頭是道，幸福滿滿。談
起單身也落落大方，不躲閃，不做
作。

她們比不少已婚婦人生活得安
適幸福。一是她們夠聰慧，二是她
們夠能幹，三是她們夠硬朗，上述
幾方面她們都早已成竹在胸。

如果選擇單身 凡 心

免費電視台
拍攝的劇集，近
年經常被觀眾詬
病，但也不能盲
目和胡亂對之批

評。電視台近期改變了策略，逢星
期六及日連續兩晚播出的劇集《踩
過界》，劇情甚是吸引，能令觀眾
追看。粵語的 「踩界」即是在邊緣
涉險，正道之士若要尋求公義，有
時難免要徘徊在 「禁區」。劇集的
主角是一位失明律師，綽號為 「盲
俠」，手上拿着 「盲公竹」（盲人
指路杖），以此打救弱勢社群。

香港年長一輩的觀眾，對 「盲
俠」應不會陌生。上世紀六十年代
初期，日本電影《盲俠聽聲劍》的
主人翁座頭市，就是一位失明劍客
。說他是劍客其實不太準確，因為
座頭市外形落魄，以按摩為生，對
女士尤其偏好，故此有時被人誤會
是好色之徒。不過，座頭市雖然眼
睛看不見，但卻心如明鏡，看破世
情，並且好打不平，行俠仗義。他
手上的 「盲公竹」其實是一把利劍
，挽救蒼生於危難當中。

座頭市所說的當然是一個武俠
奇情故事，但現實中仍不乏追求正

義之士。《踩》劇的律師並不會武
功，憑着細密的心思和超凡的智慧
，所作所為往往更勝健全人士。而
且更重要的是， 「盲俠」能夠理解
同樣是弱能人士的需要及困境。例
如其中一個故事， 「盲俠」便為一
對失聰夫婦及其兒子的官司而出力
。對於外界的歧視或偏見， 「盲俠
」一概置之不理。香港一向着重傷
健共融，但仍難完全遏止少數人的
歧視目光。希望 「盲俠」的故事只
需要在電視劇集出現，不用在現實
世界裏爭取平等。

盲俠踩過界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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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蘭的鄧寇克 楊勁松 善言永記 阿 濃

雲蹤雲蹤

路蘭導演
因《潛行凶間》
、《蝙蝠俠》
、《凶心人》
等享譽影壇，

科幻與黑色是其擅長。選擇鄧寇克
大行動這樣的二戰歷史題材，路蘭
是在回歸傳統題材文本，這本身就
是一次冒險。但作為英國人，路蘭
對這段歷史的感情是溶於血液的，
他曾提到拍鄧寇克大撤退是他少年
時就有的夢想。

歷時九天的鄧寇克大撤退，背
景複雜、行動龐大。但將其搬上銀

幕，路蘭只用了一百零七分鐘來再
現這個偉大的戰略撤退。這是反常
規的，因為在觀眾習慣思維中，這
類題材電影通常至少是一百二十分
鐘的長片。路蘭卻放棄了宏大敘事
的鋪陳，用他擅長的電影結構敘事
，分陸、海、空三個視角再現了這
個歷史事件，精巧的劇作避免了史
實的贅述，聚焦到事件中人的精神
核心。

路蘭在三個視角的開場戲，全
部用字幕標明：陸地是七天，海上
是一天，空中是一小時。三個不同
體量的時空形成大事件中的人性交

響，你會忘了三個時空的交匯，完
全跟着人物的命運與情感在前行。
這是路蘭電影敘事的功力。

陸地是全片貫穿主線，以英國
士兵湯米視角講述了英法聯軍在指
揮官博爾頓指揮下撤退。家鄉在對
岸卻因德軍封鎖不能歸，這種戲劇
張力貫穿。英國士兵先於法軍撤退
，年輕的湯米與一位偽裝成英國兵
的法國士兵抬着傷員企圖爭取早日
登船的機會，但一次次未果，最終
法國兵犧牲。兩位年輕士兵共同經
歷生存慾望的青春成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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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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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聘用非法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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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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