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日本的女性就業似乎還處在非常初期的
階段，沒有完全脫離家庭主婦的思維模式。在職
場不僅位置偏低，而且女性自身對於職場的理解
也非常有限，常常是優越感和自卑感共存。和公
司裏的日本女性一起午餐，話題無非是美食旅遊

以及家庭，至於工作的內容討論，政治經濟動向對業界的影響類的
話題幾乎沒有。沉浸在自給自足的工資帶來的區別於家庭主婦的一
點點小小的優越感中，不敢去和男性競爭，卻忙着和同行攀比，跳
槽也比較少。

同性的攀比和嫉妒是日本這男性中心社會的一個副產物，得到
了男性就得到了下半生的利益，兩性關係依然是維繫大多數女性收
入的主要來源。地震多發的日本常常以低層建築為主，一般公寓也
不過十層左右，而近年來防震技術實現突破之後，三十層的高層居
住 樓 成 為 新 的 時 尚 ， 也 是 收 入 新 貴 的 首 選 ， 「tower mansion
housewife」成了一個新名詞，原因是《日本經濟新聞》報道這些高
級住宅中住在高樓層的主婦歧視住在低樓層的主婦。

周末出去購物回家，巴士上坐着一位精緻女性，本白蕾絲襯衫
，水洗墨綠中褲，頸中銅綠復古項鏈，着銀白相間的鞋子，手握一
把蕾絲遮陽傘，妝容精緻地掩飾着眼角皺紋，彷彿一朵百合，到站
後她默默下車走向街邊的小別墅，樣子惹人憐愛。

這是大多數日本女性的一生寫照嗎？如風中悄然綻放又悄然逝
去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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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女人（三）
一 度

內地高考
落幕，一代年
輕人的人生路
才開始。除了
王寶強等特例

，內地演藝明星基本都從藝術專業
高校畢業，但也有至今未拿到大學
畢業證書的，胡歌便是其中之一。

《琅琊榜》熱播後，胡歌再度
成為內地及港台當紅巨星，他當年
被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專業錄取的
通知書以及高考分數，也在網上流
傳開來。作為上海人，他選擇了離

家不遠的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聊
起上戲往事，胡歌最難忘的是恩師
谷亦安。谷老師算是他的師兄，從
上戲表演系畢業後去了南京軍區前
線話劇團，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著
名的話劇導演，他倡導的極簡主義
風格曾引領話劇界。他對戲劇表演
提倡體驗派，從某種意義上甚至成
了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的
分水嶺，強調讓演員身心完全放鬆
的暗示訓練，有點神秘，也有點鬼
魅，最後連他自己也會陶醉在一種
審美的體驗中。當年，胡歌等三位

同學被谷老師相中，成為其弟子，
另外兩位同學就是《步步驚心》走
紅的袁弘與《潛伏》中飾演晚秋的
朱傑，朱傑如今是上海話劇舞台上
最優秀的年輕女演員。

大學四年級時，胡歌已因《仙
劍奇俠傳》走紅，他在外拍戲錯過
答辯，學分也未修足。儘管他的畢
業論文被谷老師盛讚，但他仍未拿
到上戲畢業證書。上戲七十周年校
慶時，胡歌作為貴賓榮歸母校，他
說一念間想向校方請求能否補發其
畢業證書，但最終未好意思開口。

做義工的
好處很多，服
務社會，充實
生活，擴闊生
活圈……可是
我覺得最大的

好處不是這些。因為任何正當的工
作不難有這些好處。

我覺得做義工最大的好處，要
一般受僱工作無法達到的才算。說

來有點消極，就是隨時可以不做。
不做不會影響你的經濟狀況，

因為義工沒有薪金。你不會因為不
做某份義工供不了樓，交不了租，
無法替孩子交學費，還不了卡數。
不會被停水停電，分期付款的東西
被搬走。

不做不會被控違約，要向公司
賠一大筆。

不做就不會因公司改變政策和

路線，要你違背做人原則而繼續戀
棧。

不做就不會因換了上司難以合
作而忍氣吞聲。

在你覺得這份義工已失去意義
，已不能帶給你任何快樂和滿足，
只要你一聲告辭便誰也留不住，從
此自由自在，如釋重負，那是多麼
舒適美好的一件事呢？

或許你會顧慮義工也有一定責
任，不能說走就走。就我所知義工
的責任定然有限，你走了總有人能
夠代替，這世界不會沒有誰不行。

中國第一代
留學生容閎，在
描述他與曾國藩
第一次見面的情
形時，特別提到

曾國藩初見面 「含笑不語者約數分
鐘」，這幾分鐘用來 「將予自頂至
踵，仔細估量」， 「最後乃雙目炯
炯，直射予面，若特別注意於予之
二目者」。結果曾國藩直言相告：
「予觀汝貌，決為良好將材。以汝

目光威棱，望而知為有膽識之人，
必能發號施令，以駕馭軍旅。」

曾國藩手下能人猛將很多，大
概他取用人才時，不只看他學識才
幹，還要觀察他的相貌，以判斷他

的品性。結果容閎沒有去帶兵，他
的志願本來是要辦教育，但與曾國
藩交談後，知道他有意興辦製造廠
，於是容閎幫助曾國藩興辦了江南
製造局，這是中國現代工業的先
驅。

中國傳統的術數有的過於玄妙
，說得神乎其神，真正有點根據的
，是像曾國藩這種觀察面相。看人
的相貌，有時覺得其人氣宇軒昂，
有時又覺得其人猥瑣不堪，這都只
是感覺，但感覺有時反倒沒有錯。

某熟人能說會道，有次見一相
面者問前程，那人答道：你坐唔定
， 「郁身郁勢」，兩年內退出江湖
。後果然如此。

面相 斯 人
如果說翡翠

湖是一塊綠寶石
，夢蓮湖就是一
塊藍寶石。夢蓮
湖，Moraine Lake

，位於艾伯塔省的落基山脈中，到了
這裏，我們算是真正到了落基山班芙
國家公園風景區了。前面的變色湖也
好，翡翠湖也好，都是前奏，從這裏
開始，我們落基山旅遊假期的重場戲
陸續上演。這幾個湖泊，包括後面會
重點描述的露易絲湖，都是冰川造成
的，夢蓮湖的海拔也很高，有六千多
英尺，湖面大約有一百二十英畝那麼
大。與翡翠湖類似，湖水的顏色都是
由於岩石灰塵隨水流入造成的，這裏
的湖水每年到六月是最滿的。

我們去的季節也是好時節：八月
，不冷也不熱，沿着湖邊的岩石山道

往上走，走到高處往下看，哇，那一
汪碧藍的湖水倒映着藍天上悠悠的白
雲，上下天地都有種錯亂的幻影，更
有點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恍惚。遠處
的山頂上還有白色的積雪，清晰可見
一座山峰連着又一座，聽說有十座山
峰，所以被稱為 「十峰山谷」，七十
年代加拿大國家政府印刷的二十元加
幣的鈔面就是這個美麗的夢蓮湖。

那裏是登山愛好者的天堂，當然
，湖上划船也會很享受，更是攝影愛
好者最佳的「練兵場」。這個湖的美景
出現在很多地方，不僅是加元的鈔票
上，Google和微軟都曾經用這個湖景
照片作為他們軟件的背景，即便是我
這樣的攝影菜鳥，也忙着拿手機爬上
爬下地拍個不停，而且，只要那麼隨
便一拍，都是美景，似乎傻瓜都能拍
出好的照片，實在是景色太美了。

夢蓮湖 海 雲

安東是莫斯
科的一名出租車
司機。一天由酒
店叫出租車到紅
場，發現他的平

板電腦上有俄文轉英文、俄文轉中
文的軟件，溝通起來不至 「雞同鴨
講」，而且收費也還合理，於是敲
定某天由他送我們到金環小城謝爾
蓋耶夫。那天傍晚我們要離開莫斯
科，遊完小鎮他要送我們回酒店取
行李，然後送我們到機場。

安東大為興奮，當即答應，開
價八千盧布（約一千一百四十二港

元），並索要五千訂金。我們只給
了二千，並要他留下簽名（照相並
寫上銀碼讓他簽字），所以得知了
他的大名。

有兩位朋友也想同行，我們加
了錢和他商量，他卻一口拒絕，理
由是車小裝不下。

出發那天才發現他身邊坐了名
年輕女子，從二人熟絡親暱的表情
看，至少是他的女友。於是他拒絕
加客的理由就合理了。

那天是星期天，天朗氣清，道
路又是少有的暢通。安東原說要走
一小時五十分鐘的路程，一小時便

到了。車子停在一處爛地（該處不
收停車費），安東又開啟了他的翻
譯軟件要二千元，並說回到酒店再
交二千，到機場交餘下的二千。

這傢伙一站一算，也許是怕我
們甩掉他另外租車。我們一邊用香
港話罵他囉嗦麻煩，一邊又不得不
佩服他保障自己的精明。

俄羅斯的士司機都愛飆車，上
車就提醒客人扣好安全帶。安東一
路左穿右插超車爬頭，更是個莽撞
的角色。女子不時輕拍他的手背，
輕聲慢語的。我們猜她是在叮囑他
小心駕車。

司機安東 凡 心

五月底在觀
塘工業區的工廠
大廈，我看了一
齣小型話劇《白
日街燈》。故事

講述一位年輕人自小被母親操縱監
控，令他沒法追尋自己的夢想，更
甚是長期內心抑壓，活在封閉的空
間，猶如黃昏前街燈未亮的短暫時
間，渾沌迷蒙。劇情懸疑曲折，細
節有些不合情理。不過故事主旨乃
是抒發年輕人的心聲，編導尚算用
心良苦。

我已非首次到工廠大廈觀看該

劇團的演出。現時在觀塘及新蒲崗
，有不少小型的專業藝術團體，租
用了工廈單位作為辦公室及排練室
。該等藝團都想有一個專屬的空間
，可以進行自家創作。排練之後，
其作品有時會轉到公開的場館演出
，間中亦會將排練室稍加改裝，作
為一個臨時的黑盒劇場，上演一些
具試驗性的小型演出。

到底怎樣才可以將工廈活化，
既有利藝術團體發展，同時亦可讓
市民參與其中？這本來是政府的一
番苦心，奈何政出多門，不同部門
之間似乎並未能互有共識，致令藝

術團體在工廈的運作及發展無所適
從。我記得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期，在中環改建的藝穗會觀看表演
，其門票是包含了即日會員的登記
費用，那麼觀眾便能在合法的情況
下觀看演出。時至今日，我知道不
少在鄉間短期搭建竹棚演出的粵劇
，都要向政府申請臨時娛樂牌照，
經過相關部門檢查合規格的消防設
施後，便可以開放給公眾觀賞。

我多次觀看工廈的話劇演出，
環境都十分安全。政府若能落實活
化政策，全面予以支持配合，本地
藝術便能有更佳的發展空間。

《白日街燈》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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