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日本是一個鏡像的世界，看起來目眩
神迷，而到最後看來看去仍然只是看到自己。

不能不說這是個非常精妙的比喻。
日本的女子對於妝容講究到了極致，商家也為

了迎合女性的口味，護膚和美容每年推陳出新，新
技術新方法製造着青春不老的童話。美容、化妝、服飾、美食的信息
到處可見，初到日本的遊人會覺得眼花繚亂，商品不僅琳琅滿目，無
不精美而且幾乎沒有重複，挖空心思追求變化和獨特。或許保持美麗
和優雅就是日本女性一生的事業，就是那個無數當今中國女性追捧的
「我負責賺錢養家，你負責貌美如花」之幸福美滿的現實版。

午飯之後的公司化妝間裏，在明亮乾淨的鏡子面前站成一排一邊
補妝一邊聊着公司八卦，偶爾順便偷窺一下女友化妝盒品牌的景象是
現代日本公司文化的一個縮影，其實那些被過分修飾的細節幾乎沒人
注意，女性所陶醉的或許是整個過程和自我欣賞的滿足感。

服裝也是如此，領口的弧線是否優雅，腰間的贅肉是否掩飾好，
鎖骨的露出角度是否恰到好處，這些細節都是服飾商家的宣傳內容，
衣服的縫製也充分考慮到衣服適應人體自然的弧線、巧妙修飾人體的
缺陷並保證舒適度。注意節食的日本女性本來身材不錯，在精緻的服
裝襯托下個個彷彿人偶一樣熠熠閃光。

我想起《玩偶之家》，日本女人大約很難走出自己的圍城，或許
根本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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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女人（四）

一 度

最近看了
入圍今年上海
國際電影節主
競賽的新片《
明月幾時有》

。用蘇軾吟詠中秋的《水調歌頭》
中名句作片名，導演許鞍華給予這
部描寫家國破碎二戰年代的歷史片
以詩意象徵，將粵港地區東江游擊
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日故事介紹給當
代觀眾。梁家輝扮演的幸存隊員作
為講述人貫穿全片，蒼老的聲音回
首一段青春傳奇。

影片開篇是東江縱隊港九獨立
大隊營救文化名人的著名歷史場景
。香港淪陷後，何香凝、柳亞子、
茅盾、鄒韜奮等一批文化名人與愛
國民主人士滯留港島，處境十分危
險。方姑便是茅盾夫婦在港寄居的
房東女兒，她目睹並協助港九大隊
神槍手劉黑仔消滅漢奸、護送茅盾
夫婦脫險。這位小學老師從此加入
港九大隊，走上了抗日救國之路。
該片導演許鞍華、編劇何冀平都是
女性，她們未將劉黑仔作為全片視
角與戲劇核心，而將方姑與其母親

為代表的女性命運作為了本片主力
表達。

影片故事開場便是方姑母親，
她用市井的溫良與狡黠挽留茅盾夫
婦繼續租賃自己的房子，她以平民
的立場目睹了劉黑仔的英勇、女兒
方姑參加革命的自覺。女兒離家去
抗日，她在家守望女兒歸來，在協
助游擊隊傳送情報時被捕，她至死
保衛了年輕游擊隊員的生命，最後
被日寇殺害。我認為方姑母親才是
《明月幾時有》的真正女主角，她
用一位母親的人性自覺成為不自覺
的革命者。 （上）

一本圖配文
的新書可望於本
月出版，圖是我
拍攝的，文包括
我寫的一些短詩

，自覺喜歡。其中三篇，寫的是人
生三個階段的某一場景。

第一篇攝於韓國仁川，一場街
頭劇在上演中，觀眾中一年輕母親
揹着孩子，孩子在喧鬧的環境下睡

得很甜。我寫了一首《媽媽的背》：
媽媽的背是一堵牆／能擋四面

八方的風／媽媽的背是一張床／到
哪裏都可以甜甜的睡／媽媽的背是
畢生的依靠／小時靠着它做夢／大
了靠着它成長／到媽媽腰酸背彎了
／讓我的小兒子／幫她輕輕敲、抓
抓癢

第二篇攝於台灣野柳，一無愁
的少女漫步於經殘酷風化的蘑菇石

林中，有一種強烈的比對。我的詩
有這樣的祝福：

孩子／祝福你／願人世的傷痛
／肯將你放過

第三篇攝於家門前，花盆裏有
一隻蝸牛在慢慢移動。我寫了一首
代入之作，題目是《慢》，希望日
子過得慢一點：

讓太陽放慢它的腳步／讓四季
慢慢變換／讓日子過得像蝸牛／讓
我還肯讓我的所愛／看到我不讓她
流淚的樣子

調子有相當的憂傷，人到暮年
，感慨難免。

晚輩剛找到
第一份工，問我
應該怎樣給家用
。當年女兒找到
第一份工時，也

問過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三
分之一給家用，三分之一自己零用
，三分之一儲蓄。

女兒很高興，照此辦理。當然
，她自己的三分之二是否照我的原
則處理，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是她
自己的事情。

孩子沒有收入之前，一切裏外
開支都是父母支付，孩子有收入，
給家用是天公地道的事，因為他也
要負起家庭開支的責任。

有的人經濟條件好，孩子白吃

白住，沒什麼所謂，但養成孩子一
種心理：別人對自己好是應分的，
自己大可不必負什麼責任。

有的人一見到孩子有收入，巴
不得把孩子的錢都放到自己口袋裏
，然後每月按時給他一點零用，這
也太過分。孩子自立了，應該負起
家庭的一份責任，但他已經是獨立
的成年人，理應有自己的經濟核算
，這也是對他的尊重。

有朋友要孩子交很多家用，說
幫他儲蓄，以後他買樓再整筆給他
，搞得孩子不開心。孩子要買樓，
應該讓他自己儲蓄，他管理自己的
收入，做自己的人生規劃。

收入有高低，按比例付家用比
較合理。

家用 斯 人
露易絲湖不是

任何寶石可以形容
的。

露易絲湖就在
加拿大班芙國家公

園裏，是我們洛基山之旅的重頭戲之
一。為了能充分觀賞到露易絲湖的美
，我們在湖邊的著名費爾蒙酒店訂了
一晚住宿，那一個在露易絲湖邊的黃
昏和清晨，成為了我們生命中最浪漫
和溫馨的時刻之一。

露易絲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
而形成這個湖泊的冰川也是以維多利
亞命名的，母女關係也體現在冰川和
這個湖泊上了。

露易絲湖被群山圍繞，湖水清冽
碧綠，即便我們之前已看了好幾個風
姿各異的湖泊，站在露易絲湖邊，依
然感覺到視覺和心靈的衝擊。

不得不提一下Fairmont Chateau

Lake Louise，這個有一百多年歷史的
酒店是唯一一座佇立在露易絲湖邊的
酒店或者說建築。當年隨着鐵路築進
了西部，有錢人可以來此度假，酒店
應運而生。英女王和查爾斯王子都曾
下榻過這家酒店。酒店正對着露易絲
湖，從房間窗口看出去就是露易絲湖
的碧波蕩漾。

住在湖邊很值得，傍晚，當遊客
散去，可以獨享湖邊小徑的寧靜，沿
着湖走半圈，感受到山林湖泊的純淨
和靜謐；清晨，趁太陽還沒出來，在
晨光裏觀賞湖光山色的甦醒，隨着太
陽一點點升起，金色的陽光緩緩地驅
走高山上的寒氣，人的身心在自然的
清新裏變得如羽毛般的輕！

露易絲湖，我該用怎樣的語句來
描述你？多一句少一句都不合適，那
是一種你恨不得把心掏出來，輕輕放
在湖水上，隨波蕩漾融為一體的感覺。

露易絲湖 海 雲

離開莫斯
科那天，我們
安排了到附近
的謝爾蓋耶夫
小鎮一逛，然

後回酒店取行李去機場。我們心中
妥帖，心想來程才一小時，無論如
何來得及在六點前趕到機場。

和安東約好兩點四十五分上車
回去。不料車才開出十來分鐘，路
就開始堵了。原來那天是星期天，
到郊外度周末的人都在往回趕。

安東的GPS，能指示路向，還
能顯示路況：通暢的路段呈綠色，

堵的呈紅色，勉強能開動的呈黃色
。顏色隨路況不斷地變化。看到上
面一段段的紅，心裏大驚：我們來
不及取行李，也來不及趕到機場
了。

安東問了我們登機的時間，顯
得心焦，他不斷地企圖超車，又企
圖抄小路。車開不動時便煩躁地罵
罵咧咧，用手敲方向盤。女友便輕
輕撫摸他的手低聲勸慰。

正絕望時，安東用翻譯軟件建
議：由他的兄弟替我們取行李送到
機場，他則把我們直接送去會合。
我們當即同意。安東又是和兄弟通

話，又是和酒店通話，最後酒店和
我們確認了這番行動。

一切都安頓好，我們舒了口氣
，安東和他的女友也顯得高興。這
時他才用準確的英文說了一個單詞
：貼士。

他替兄弟開價二千盧布，已是
獅子大開口。但念在他一番熱心幫
忙和有個好女友的份上，我們同意
給他 「貼士」。安東滿意得像個孩
子般哈哈大笑。

儘管安東精明，我們也有點心
疼那筆 「貼士」，但我們一致認為
安東是個好人。

好人安東 凡 心

春天悄悄地
溜走。剛踏入六
月，已有初夏的
感覺。小孩子要
預備考試，傳統

上這是各行各業的淡季，即使不是
市面蕭條，也沒太多事情叫人雀躍。

忽然，大街小巷都興奮起來，
原來木棉樹成熟了，一團團小棉花
在街道上飄來散去。遠看以為是六
月飛雪，但是人們又會覺得熾熱難
當。近看發現那是小塊棉花，它又
不像肥皂泡般瞬間消逝，而是忽遠
忽近地飄落地上，然後聚成一團。

有些會變得骯髒，但更多仍然似是
浮雲降世。

據悉今年的木棉樹較正常時間
遲熟了，與全球暖化不無關係。因
此，端午節剛過不久，香港便曾發
出酷熱天氣警告，氣溫更達攝氏三
十四度，一再刷新以往紀錄。木棉
飛絮看來如夢如幻，卻原來是地球
變化的一個警號。

某些荷里活科幻電影，已不止
一次以地球暖化為題材。奇雲高士
拿於一九九五年監製及主演的《未
來水世界》，電影內的世界全是海
洋，人們爭先恐後探求淡水的地區

，無奈之時，需要透過機械轉化自
己的尿液作為飲用水。再至二○○
四年，電影的特技更趨成熟，荷里
活又拍攝了《明日之後》，清晰描
繪了溫室效應令到北極冰川融化，
於是海嘯降臨，所有人唯有湧往高
地。情境就如聖經所述的洪水掩蓋
大地，世人亡命逃生。

其實荷里活的大小電影，都曾
借用地球暖化為題材，以向世人警
示。可笑是現任美國總統卻沒受到
自己國家電影的薰陶，貿然退出了
各國共同議定的《巴黎協定》，拒
絕聯同各國一起減排廢氣。

木棉飛絮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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