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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電查詢

最近看到Twitter上日本講談社的一篇報道
——穿着高級服裝住貧困屋的女人。一個日本出
身中產的女孩，一流大學畢業，英語一級，和年
收二千萬日圓的丈夫結婚，並有了兩個小孩，本
來是一個美滿的家庭，在日本過着上層社會的生

活。然而在她母親得了癌症之後，一切都變了，母親入院治療，治
療費開始丈夫還是比較慷慨付出，漸漸治療周期拉長，丈夫態度開
始轉變，而她照顧母親不回家也疏遠了夫妻感情。最終母親去世之
後夫妻也離婚，子女是雙方一人帶一個。離婚之後丈夫每個月只支
付最低撫養費，她求職不順利，英語能力也未能找到合適的地方發
揮，只能在私塾做英語老師，收入和生活水平都跌入社會底層。

日本的男尊女卑現象一直非常嚴重，有人說這是日本社會穩定
的基石，三綱五常和現代科技現代商業一直似乎穩定地嚙合在一起
。男女同工同酬基本上很難實現，只有在一些女性為主的行業中或
許可以實現。女性在這樣的社會中要找到自己的生活樂趣，那就是
美好的下午茶和不用看老闆臉色的自由，但這一切的前提是夫妻關
係和諧。女性一生的老闆是自己的丈夫。在職場中和老闆的矛盾不
可調和的話可以跳槽，而在家庭這個職場中，一旦夫妻關係陷入僵
局，只能離婚。離婚之後的女性卻因為長期在家庭，無法進入社會
，於是只能打零工，生活陷入一無所有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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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女人（一）

一 度

在一次人
數不少的活動
中，一位陌生
女士突然走來
我面前： 「你

是阿濃？」我說是，她給我一個擁
抱，跟着我見她忽然流下幾行眼淚
，是留也留不住那種。

人多嘈雜，我聽到她帶哽咽的
介紹。近三十年的讀者了，曾經見

過一次，二十多年前的事。一直留
意我的消息。

她知道我曾在哪幾間學校任教
，由一間小學到兩間中學，到一間
特殊學校。她知道我移居他鄉的生
活，包括近況。她知道我近日的心
情，似乎並不舒暢。她說雖然從來
未想過要聯繫，卻像一直相熟的朋
友一樣。

我說要留個電話嗎，她說她不

在這個城市居住，這次來此只是旅
遊，過幾天便會離去。看來她仍想
保持現狀，做一個遙距的讀者。

於是我問她的名字，很陌生，
像從沒聽過。她再跟我相擁一下，
隨即離去。

活動之後我不能忘記她臉上的
那幾行淚，怎會因見到我而流？是
見到我老了那麼多，而且帶幾分憔
悴？是多年的閱讀已成為心靈的朋
友，意外的相逢帶來激動？或許她
特別善感吧，謝謝她，給我一種溫
暖的感覺。

先生幫我買
枝旗好嗎？一個
小女孩問我。

十一二歲的
女孩子，臉上稚

氣未脫，笑吟吟站在我面前。我放
下零錢，她又很有禮貌地鞠個躬，
說：謝謝你，祝你身體健康。

連日風雨，太陽剛剛露臉，走
在住宅區空氣清新的路上，碰見這
樣的女孩，心情頓時好起來。

不只一次，在路上碰到賣旗的
孩子。有時他們年紀小得只有三四
歲的樣子。小男孩，或許因為下雨
，還穿着小小的雨衣，小小的雨靴
，把手上募捐的袋子高高舉起來，

接了錢，又把貼紙小心撕下，踮起
腳尖貼到人們胸前。

在他們身後稍遠處，站着年輕
的父母，臉帶微笑，看着自己的孩
子，小小年紀在做善事。

每逢這種時候，總覺得這個煩
惱多多的人間，也還不那麼糟糕，
也還有令人動容令人心軟的時候。

我時常多看了一眼他們的父母
，都是年輕人，樸實的衣着，一臉
與人為善的笑意。他們在自己的孩
子心中種下一顆種子，日後這種子
會和孩子一起長大，大到讓他們有
足夠的良知和道義力量，去面對險
惡的世道。孩子們一生都會記得，
他們曾賣旗幫人，在雨後清晨。

賣旗的女孩 斯 人

這家叫Planet
Bee的蜂場在加拿
大BC省的一個小
鎮Vernon，也在我
們去落基山的途中

，蜂場依山而立，展示廳和銷售廳並
不大，但是在我們參觀養蜂場和蜂蜜
產品時，廠主的帥哥兒子出來為我們
講解有關蜜蜂的一切，小帥哥竟然還
會說不少句中文呢。我原先以為是中
國遊客促使加拿大小帥哥學講了中文
，可在寫這篇文章時，我特地上網查
找了一下蜂場的資料，才知道，小帥
哥的媽媽是中國美女藝術家，所以他
有一半的中國血統呢。當然他老爸是
典型的加拿大男人。

聽小帥哥介紹，花粉有壯陽的作
用，蜂王漿有美容滋陰延年益壽的作
用。信不信由你吧，我反正喜歡那小
帥哥靦腆的中文，於是，忙不迭買了

瓶融有花粉和蜂王漿的蜂蜜，準備帶
回家壯陽滋陰一起補。

一邊聽介紹，一邊就想：做蜜蜂
要麼做雄蜂，只管吃和交配，但雄蜂
也慘，交配後不久就死了；要麼做蜂
后，對，還是蜂后最舒服，也是只管
交配和吃，但活得最久，可以母儀天
下好幾年。眾工蜂都其慘無比，天天
勞作不停，採花粉做蜂蜜，可憐連交
配能力都沒有，生命還短得只有幾十
天。這麼一想，對那好吃亂愛的蜂后
，不免鄙視起來，殘忍的傢伙！還是
不要做蜂后了，好好做我的人吧。唉
，蜂兒的世界裏真是充滿了不公平
啊！

通常一個蜂巢裏有成千上萬隻蜜
蜂，卻只有一個蜂后，五百到上千的
雄蜂，其他都是工蜂，工蜂是發育不
全的雌性蜜蜂，但這些雌性蜂都沒有
生育能力。

蜜蜂的世界 海 雲

人們常比
較參團行與自
由行，哪種方
式更好。其實
答案不該是 「

更好」，而是 「合適」。
參團省心，省錢，對於年齡偏

大、語言能力偏弱、比較節儉、但
圖開心的朋友較為合適。這種由旅
行社提供、四五天以上的旅程，除
了離港返港坐飛機，其餘路程均以
巴士為交通工具，行動模式集體化
：按時起床，到時吃飯，準時開
車。

到一個景點，導遊作簡單介紹
，給個三五分鐘照相，然後宣布上
車，匆匆趕路。

有人戲稱此為 「鴨仔團」，全
過程是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
歐洲遊的回家看相片，除了教堂，
還是教堂，一律的尖塔指向青天，
就是鬧不清哪兒跟哪兒。

「自由行」由己作主，景點逗
留時間可長一些，消化得可細一些
。累了不想趕路，還可慵懶半天整
理內務和筆記相片。這樣鬆弛有度
，才不致頭腦渾沌。

但這一路的大小事務，從規劃

行程路線，到訂酒店訂車票購門票
，甚至吃飯喝水，都要自己操心，
自己動手。所有的安排，都只有一
個途徑：上網；所有的溝通語言，
都只有一種：英語。 「自由行」者
也需善查地圖，善辨方向，並承擔
比參團多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費
用。

比較權衡後，對自己適宜哪種
「行」，大概就心中有數了。

我一向自由行，並無上述技能
，全仗有個 「自由行」操盤手的女
兒，我只負責在一旁吵吵。

參團與自由行 凡 心

在 「九十風
華帝女花」的展
覽，我覺得最珍
貴的展品是任劍
輝和白雪仙的《

再世紅梅記》泥印本曲本。
泥印本是數量較少的印刷品，

只供演出有關的主要人員所用。該
曲本記載了 「任白」自己親手寫下
的記號：任劍輝以交叉為記；白雪
仙以打鈎為號。她們在唱詞或唸白
的字裏行間做了該等符號，就是其
專用的憑證。在粵劇行業裏，俗稱
「私伙介口」。

粵語說的 「私伙」，就是指屬
於個人擁有的東西。 「介口」是粵
劇界的行業術語，分作兩個解釋，
既指從業人員的工資，亦指曲本上
演員唱詞的交接處。同一位編劇所
寫的劇本，若由不同的演員演繹，
即使曲詞大致相同，但總會有些差
異。尤其是每位演員的語氣可能有
別，故此演員會在自己所用的曲本
上劃上記號，好讓其他工作人員，
特別是音樂伴奏和舞台監督知道，
以便該等人員能配合自己獨特的表
演流程和節奏。

有些 「私伙介口」只是一句唱

詞或一句唸白，但亦可能是整段唱
曲。例如不少戲曲都有《周瑜》劇
目，粵劇亦不例外，很多名伶都會
演出該位三國人物，劇情差異不大
。惟是已故名伶林家聲的版本，便
有一整段《艷曲醉周郎》的唱曲，
將該位原是小武的行當，變成多情
的唱家。其他演員就算同樣演出周
瑜的故事，便沒有該段唱曲。有些
名伶為了保存個人的絕招，將 「私
伙介口」的曲本只留為己用，所謂
的收在 「金山櫳」。徒弟只有在師
傅離世後，方可在 「櫳底」找到師
傅的秘技。傳承的困難也在於此。

私伙絕招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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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的搖滾夢 楊勁松 意外的眼淚 阿 濃

雲蹤雲蹤

潮音潮音

又是一年
一度的內地高
考，高考前，
學校都舉行誓
師大會，以激

勵師生。前天，鴨綠江畔的吉林集
安市第一中學的高考誓師大會上，
因《煎餅俠》被大家熟知的電影導
演大鵬出現在師生面前，作為校友
，講述了他的高考歷程。

十七年前大鵬參加高考時，內
地考期還是每年的七月七日，比現
在的高三學生多複習一個月，他坦
言就是多出這一個月，也未必考得

過現在的學生們。高中時，他的成
績屬於中等偏下，曾希望報考體育
生，這樣錄取時文化成績可以降得
很低，但沒想到體育特招專業考試
前，他打籃球把腳崴了，錯過考試
，只有硬碰硬靠文化成績。

那時查高考成績不是互聯網，
是用電話語音查詢。大鵬當年在電
話語音裏聽到的分數是四百一十四
分，而那年吉林本科錄取分數是四
百三十多分，為此，那天他的父親
愁得直喝酒、母親一直在哭，他們
認為大鵬這輩子都完了。其實，大
鵬高考分數是四百七十四分，電話

裏一和七發音近似，大鵬聽錯了，
一下子高出六十多分。

大鵬對老家的考生們說： 「那
時候的我和你們一樣，認為高考過
去之後，就不會再有這麼大壓力的
事情，自己將會徹底自由了。我後
來才知道，高考才僅僅是個開始，
你們以後將會面臨更多的、各種各
樣的大決戰。」確實，中國十億電
影票房的電影導演中，大鵬是唯一
未受過影視專業教育的，因為當年
高考錄取他的是吉林建築大學工程
管理專業。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