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矮屋簷、青翠掩映的小院，木門木窗陳舊的歲
月痕跡，狹窄的磚石小路，商店街裏擠滿小吃店、生
魚片店、青菜水果店，這是典型的下町的風景，擁擠
但依然整潔。在寫字樓中連續度過加班的日夜之後，
我終於明白下町文化對於節奏飛快的東京的意義了。

下町的時間流動是緩慢的，擁擠的舊書店架上堆滿頁面發黃的簡裝
版書，刀具店賣着品種不多但手工打磨鋒利異常的刀具，製做這些物品
的人被稱作日本的匠人，但後繼無人。鯛魚燒店邊烤邊賣，空氣中飄盪
着紅豆餡的甜香。魚料理店掛着藍色水印布的布簾，藏着美味的秘密。
日本傳統的茶屋供應着上等的宇治綠茶和賞心悅目的糕點，精肉店櫃枱
裏的雪花霜降牛肉映襯在綠色的布上，從街上遠遠可以望見，誘惑着人
們想像牛肉在鐵板上炙烤時牛油流下的樣子。而不遠處炸土豆牛肉餅店
的香氣在夕陽中飄散，誘惑着舌尖。帶着潮濕的深色的木屋是舊式錢湯
的門店。風鈴在屋簷上搖動，前前後後有着穿浴衣拎着繡包的苗條身影
和咯噠咯噠的木屐聲。

城市的那一端，是高層寫字樓，市場經濟壓迫下飛快的進化步伐，
人們談論着科技創新，金融革命，每天嘴裏說着各種新名詞，然而內心
真正引領的方向，依然是深水靜流的下町生活，沒有無法理解的高深概
念，沒有計算到分分秒秒的會議和報告，沒有複雜的辦公室政治，只有
在夕陽中閒散的背影。

下町，彷彿在質疑這個不斷革新的、 「反人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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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町及其他 一 度

前晚，葉
偉信新片《貪
狼》在京首映
，這部標明《
殺破狼》系列

第三部的動作片，卻令不少《殺破
狼》的忠實觀眾意外。

葉偉信導演的兩部《殺破狼》
均以明快密集的動作片風格贏得觀
眾，形成難得的港片系列品牌。《
貪狼》的故事則發生在泰國，古天
樂扮演的香港談判專家來到曼谷尋
找失蹤的女兒，發現曼谷官員參與
人體器官的地下買賣，市長新換的

心臟即是自己女兒的。葉偉信並未
重墨於故事懸疑與警匪的動作戲，
影片前半部則重彩於父女親情的群
像塑造與鋪陳。

父女情的第一層面是古天樂扮
演的香港警察與未成年的少女，少
女常年缺失母愛導致早戀早孕，被
父親強迫墮胎後選擇去曼谷散心，
卻被綁架成為器官交易的犧牲品。
同時，正直的泰國警察與即將誕生
的女兒、被威脅的警察局長與女兒
，這組父女情作為副線，用《月亮
代表我的心》歌曲來點睛影片所抒
寫的父女情。

古天樂將父親的無言深情與刻
骨懺悔演繹得層次分明，擅長人物
刻畫的葉偉信將他的表演調教得感
人肺腑、令人信服。

影片後半部，古天樂大展拳腳
，與吳樾、托尼．賈等動作演員對
手，完成了功夫演員應盡的表演責
任，亦文亦武。明年香港電影金像
獎最佳男主角人選，古天樂無疑是
最有力的競爭者。《貪狼》在《殺
破狼》一貫的燃爆風格中，將人物
情感作為敘事主體，這在香港動作
片中鮮見。

從來不曾羨
慕過大官，表面
風光，其實常處
於不安中。上要
看主上的喜惡，

中要應付同僚的傾軋，下要防刁民
造反。每時每刻別想有安樂茶飯吃。

從來不曾羨慕過富人，有錢使
得鬼推磨，想要什麼有什麼。可是
生前怕被人綁架，死後怕不肖子孫

爭身家。到哪裏去都簇擁着一批保
鏢，完全無私人空間。

從來不曾羨慕過名人，在眾人
目光的注視下，享受高人一等的榮
耀。卻也因此失去自由，不能自由
自在，率性而為。

當日漸衰老時曾羨慕過年輕人
，羨慕他們青春的體態和容貌，羨
慕他們矯健的身手、敏捷的行動，
羨慕他們學習的悟性，羨慕他們敢

作敢為的勇氣。但知道時光不會倒
流，從身體機能到心智都無可避免
地走向衰退。鏡裏容顏自己也怕看
，手顫腳震自己也難奈，此時也，
不禁羨慕起另一種人來。

他們再無世間一切擔憂，再無
種種糾葛煩惱。不必聽難聽的話，
不必做為難的事。天災人禍與他無
關，社會紛爭不再煩擾。七情六慾
全部消失，飲食男女再無追求。無
盡的寧靜再無人打擾。幸而這種羨
慕定能達至，對我來說也毋須等待
很久。

臉書研究人
員發現機器人用
自己的密語交談
，這事可能會影
響機器人的開發

進度。
想起來可怕，在人類遠沒有想

清楚開發機器人的利弊之前，機器
人自主學習的可能性已經超出我們
的想像，萬一它們不用人類餵給它
們的語言和常識去思維，它們用自
己的另一套東西去思維，那它們思
維得出來的結果，又會是什麼東西
呢？

現在開發機器人成了最熱門的
領域，各國全力以赴，爭先恐後。
臉書的技術人員發現機器人能自主

溝通，他們明白問題的嚴重性，趕
緊中止研究，但世界各國那麼多研
究人員，會不會有人去到這個地步
─仍為了技術上的突破領先，任
由機器人自己溝通下去？

然後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沒
有人知道。機器人互相竊竊私語，
密謀判變，人類蒙在鼓裏，乾等結
局來臨。

因此我們先別幻想如何用最低
成本來差使機器人奴隸，還是先想
一想我們幾時反主為客，成為機器
人的奴隸吧。

機器人即將取代人類的無數工
種，駕車、看護、家務、投資、保
安、售貨，人類翹手做大爺，而一
旦它們聯盟造反，我們還有活路嗎？

凶吉難卜 斯 人
徐州的龜

山漢墓，是西
漢第六代楚王
襄王劉注的夫
妻合葬墓。這

個面積達七百多平方米的夫妻墓穴
，幾乎佔據了整個龜山的山體，因
為內裏被掏空做成了墓葬地，而這
座帝王墓穴竟然靜悄悄地在龜山裏
面藏了上千年，直到一九八一年才
被採石的民工發現。

墓穴不僅宏大，而且墓室排列
有序，十五間墓室中有卧室、客廳
，甚至還有廚房和馬廄，走進去看
下來，忍不住感嘆，以前的帝王將
相，生前奢華死後也奢華，可再奢
華也無法阻擋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
，榮華富貴，生不帶來，死也帶不
去。

龜山漢墓有很多無法解釋的謎
，其中一個是有關裏面的兩個通道
，筆直平行線般的延伸，據科學考
證，這兩條筆直的通道從徐州要走
到開封府才會相交，漢代的人怎會
知道讓這交匯點在開封呢？是純屬
偶然？還是我們後人想多了？

還有個謎更神奇！在楚王棺室
的一面牆上，有一個真人大小身着
漢服，作拱手迎賓狀的人影，被稱
為 「楚王迎賓」。

據說以前這面牆沒有任何東西
，這個影子是在墓室開放後逐漸形
成的。有人說是長期滲水所致，但
影子四周並沒有滲水的痕跡。可我
覺得，即便楚王有靈，他也不會喜
歡今天鬧哄哄的人群進入他和夫人
的墓室，怎會迎賓？應該裝神弄鬼
嚇唬人退去才是。

龜山漢墓 海 雲

俄國的柴
可夫斯基和陀
思妥耶夫斯基
幹的不是同一
種營生，但都

堪稱自己那個領域的大師，留下的
文明財富同樣豐厚，是文學藝術豐
碑上兩個閃光的名字。

「文革」中，我和兩個小夥伴
曾躲在二樓，偷偷收聽了大黑膠唱
片上的《天鵝湖》。舞劇主旋律一
起，我們立馬醉倒。《天鵝湖》於
我，是一段友誼的憶念，也是一段
歲月的溫暖。

少年時期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夜》改編的電影，對他的興趣
一發不可收拾。後來讀了他許多小
說，至今仍記得閱讀的顫慄。

在聖彼得堡旅遊時，我們找到
了涅夫斯基修道院季赫溫公墓，右
邊一座是藝術家墓地，這兩名偉大
天才的墓地就在那兒默默相對。

墓園不算大，柴可夫斯基的墓
地面向比較開揚，約有六七平米大
小。除了他的半身雕像，他身前身
後還有兩名男女小天使作伴。小女
天使手捧樂譜，傾聽着柴可夫斯基
天才橫溢的樂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墓地離柴可
夫斯基那兒也就十來米，他的墓地
被隔壁一座擠迫，顯得局促。其雕
像微低着頭，看去很是苦楚。作家
在生時遍嘗了貧困、囚禁、疾病的
不幸，去世後的面容也難抹去苦難
的印記。

據說墓園裏還有格林卡、穆索
爾斯基兩位音樂家的墓地，我是通
過電影認識他們的。大師們在那裏
日夜守望，互相伴隨。我們在輕風
中穿梭徘徊，不捨離去，感念他們
留下的一片精神沃土。

互相守望的大師 凡 心

我的岳丈今
年八十歲，體魄
正常，沒有特別
病痛。不過，五
月初開始經常頭

暈嘔吐；七月初進醫院做了各樣檢
查，但也找不到確實病因。在病床
上度過八十大壽之後，七月中旬便
返魂無術，駕鶴歸西。我的太太及
其家人當然很難過，但也能接受事
實。畢竟，老人家年事已高，早登
極樂，對他自己及後人未嘗不是一
種解脫。然後，八月便辦理身後事
了。在香港的一般情況，苦主只要

向長生店（或稱殯儀店）購買服務，
便可由專人協助處理一切相關事宜
。從安排靈堂、訂購棺木、輪候火
化或安葬，以至其他瑣事，都會獲
得悉心照應，費用則是豐儉由人。
岳父是傳統家庭，故此家人都用香
港常見的道教形式，進行喪禮後事。

所謂道教，就是由五人一組的
道士打齋唸經，並進行各樣儀式，
引領先人（即已逝者）輪迴再世。
靈堂上煙霧迷漫，嗩吶及鑼鼓喧天
，然後便是各種相關程序。例如 「
破地獄」，其中一位道士舞動手上
木劍，刺着火燒的衣紙，聯同其餘

四人一起翻騰跳躍，唸唸有詞，仿
如一場舞蹈表演，又像是一闋生死
輓歌。另外，道士們引領家人帶着
祭品，先後渡過金橋及銀橋，好讓
先人能夠順利到達彼岸，再獲新
生。

儀式之後，家人會將預先訂製
的紙紮祭品火化給先人。這些物品
包羅萬有，手工精巧，差不多現實
生活所見的都能造到。可是價錢不
菲，岳丈 「需要」的一輛紙紮單車
，製作費便要港幣八百元。然後，
投進火爐便煙消雲散。如此的後事
，其實蘊含不少傳統文化特色。

裊裊身後事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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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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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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