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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俠小說

本短文的題目應
該是︰「金庸的武
俠小說及毛澤東主席的石膏像」。
因題目太長，所以只用整條題目
的前一段，以吸引讀者之注意！
（希諒）
為什麼把兩個似乎毫無關係的題
目放在一起呢？其實是有關係的！
兩個題目均與在美國留學和工作的
生活有關的。
先說毛主席的石膏像吧！本山人
有幸於 1964 年，獲選前往美國參加
一個為期四個月、合共有 160 名青
年男女、來自六十多個不同國家的
青年營。由於這個青年營的主題與
本文內容無關，所以暫且不表。
本山人得到這個機會首次踏足三
藩市、紐約、費城、克里夫蘭市
（俄亥俄州）及美國首都華盛頓。
因而有機會在這五個城市探訪了本
山人在崇基求學時的同學。當時為
1964 年，多位同學已獲博士或其他
高等學位，在美國工作了。
雖然本山人能探訪的也只有十多
位同學，但卻發現差不多每位校友
的工作枱上或家中枱上，均放有一
個毛主席的石膏像，便隨口問其中
一些校友︰「乜你近來咁敬佩毛主
席咩？」答案幾乎均一致是︰「好
彩佢爆咗一粒原子彈呀！唔係我哋
就無咁容易搵到份工打啦！」
追查之下，原來在 1964 年之前，
華人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也很難
找到工作的；但中國爆了原子彈之
後，美國各大公司才開始吸納華人
學者加入工作。最簡單的原因是︰
假如你不顧用他們，他們便可能回
到中國去工作了。所以，很多校友
因而多謝毛主席而把他的石膏像放
在枱上。
至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卻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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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鰂魚涌一個屋邨
住過幾年，有時搭電
梯碰上隔壁鄰居，但交談只有一
次。那是大廈警鐘誤鳴，大家打開
大門打聽是否火燭。
至於左面鄰居，只知道是一個女
人與小孩同住，老公不大出現。有
一天來了警察，撬開鐵閘入屋，原
來是個小型製毒工場，女人和小孩
後來不知所終。
同住一棟廿層高大廈，彼此尊重
私 隱袁
不打招呼。在倫敦同住一條
星
街，反而左鄰右里都認識，遇上了
互相問候搭訕幾句。
左鄰是猶太人，女戶主戴安娜購
物回來碰上了，說說天氣敷衍幾句
也就算了；不料介紹起新買的二手
雷諾電動車，說引擎寧靜又省電，
不排廢氣，開到市中心不用付十鎊
進城買路錢。唯一缺點，充一次電
只能走八十英里，出不了遠門。因
為扯到了市中心，戴安娜說農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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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 1968 年，本山人又有幸獲中大
保送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專攻學生
事務的碩士學位。在那十三個月當
中，本山人也順便探訪了不少在美
國各地求學或工作的校友。本山人
又發現他們家中均藏有大量的金庸
武俠小說，可稱應有盡有。
本山人甚感奇怪，無意中又問了
一個問題，例如《碧血劍》在崇基
讀書時已睇過啦！點解又買一套來
看呢？結果有數個答案幾乎也是相
同的！大致如下︰「喂！你返去中
大工作快啲叫李卓敏頒一個榮譽博
士學位畀金庸啊！」
本山人摸不着頭腦，忙問何
解？答案︰「如果唔係有金庸嘅
武俠小說，我哋真係可能完全唔
記得晒那些中文字啦！因為金庸
的武俠小說依然有吸引力！有時
執筆忘記了一些中文字，都不知
怎樣寫；有時真的要去查中英文
字典，從英文的中文解釋才記起
有些中文是如何寫的。後來發現
再看金庸武俠小說，佈局周密，
用字典雅，便可以保留一些中文
字在腦海之內了！」
哈哈哈！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香港天天也有中文過目，但在歐
美，天天看的是洋文，聽的是洋
語，講的也是洋語，忘記了一些中
文，何稀奇之有?！
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卻是「解
藥」，又真的是非常非常出乎意料
之外了！
在外國生活雖然也相當寫意，但
一想及有可能淡忘了可貴的中文，
而想出多看金庸武俠小說去提醒自
己的中文能力，相信金庸先生也可
能從未想過他的武俠小說竟有這麼
一種「獨特」的功能也！哈哈！哈
哈！

年一家人去唐人街看舞獅舞龍，我
說已經三年沒有趁熱鬧了。這番街
頭對話，估計不止二十分鐘。
右鄰以前是喬哀思老夫妻，丈夫
當過兵，將老太太當司機差遣，對
泊車非常嚴格，車輪離開行人路超
過六吋，要重新來過，兩人曾為此
爭論。老房子住了三十年，一條街
的人老太太都認識，像村長。老伴
去世後，老太太捨不得搬走，兒孫
偶爾會來探望。
獨居反而社交生活多了，附近寡
孀老太太又特別多，約好盛裝去高
爾夫球會聚餐。有一天她過來邀請
到她家飲些厘酒，原來是她生日。
回港工作不久收到來信，說要進醫
院做手術，但情況不嚴重，半年後
卻傳來因病去世消息。
現在右鄰也是個獨居老婦人，年
近八十。出於敬老，每星期替她推
垃圾桶，垃圾倒完又把它拉回來。
老太太碰到了，感謝也不說一句。

她們會合力把動輒十多頁的中英文
新聞稿往報館和國際通訊社逐家發
出去。
由於傳真機很慢，而報館加通訊
社共有五六十家，這就要弄到八九
點，因此需要找兼職的外援幫
忙，薪水比正職同事開夜補水便
宜。如果要發相片就更大件事，那
時的電腦普遍未有能力發影像文
件，發的都是硬照，於是就要出動
「華Dee」鐵騎士幫忙，首先是飛電
單車把相片在六點前送去廣播道兩
大電視台，因他們最急要影像配合
電視新聞「出街」，然後送去各大
報館讓編輯晚上埋版。有時還要去
政府新聞處把新聞稿連相片，送進
每家報館在那兒常設的白鴿格子
（pigeon hole）。
如斯繁複昂貴的人手操作，現在
回想確是可笑，當時卻已是用上傳
真這高科技的無縫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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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真幸福

思旋

白頭偕老難嗎？我認為比登天還難。
自古以來，這句話是祝福新人的用語，而祝福語通
常是對於難達到的事情的期望。特別是現今的世界離婚又是那麼稀
鬆平常的事，曾經看過五年前的統計，離婚率排行第一的是美國，
排行第五的就是香港。而且也有統計說，以前說的七年之癢，已經
降為五年之癢了。現代人就算晚婚，平均五年後就分手了，哪來的
白頭偕老？
白頭偕老這句成語，相信自古有之，只是有些成語典故引的出處
不是明朝陸采《懷香記．奉詔班師》的：「孩兒，我與你母親白頭
偕老，寶貴雙全 。」就是明朝西湖漁隱主人《歡喜冤家》的：「奴
家嫁夫數年，指望白頭偕老，永接宗枝。」好像這白頭偕老是明朝
才開始有似的。也許四字連着用是出現在明代，但宋詩中的陳師道
《送內》便有：「三歲不可道，白首以為期」的句子了。
我們祝福一對結婚中的新人，常用的話語是「白頭偕老，永浴愛
河」，這永浴愛河什麼個浴法？清代沈復寫的《浮生六記．閨房記
樂》說：「獨居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
是，焉得白頭偕老哉！』」相視如仇就是永浴愛河的浴法了。所以
做到白頭偕頭之外，還得要相視如仇。但所謂仇，其實一點仇意也
沒有的，只是習慣鬥嘴看起來是吵架而已，其實不是的，那是愛。
所以，千萬別認為那些白頭偕頭的老年夫婦一天到晚互相埋怨，痛
苦度日似的，就卻步不敢往白頭偕老之路走去，那就大錯特錯了。
不過，現在能夠一起生活到老年的夫婦不一定就是白頭偕老的，
首先，他們都可能離過婚未能和第一次結婚的人白頭偕老，但卻能
和目前的人生活到老；另外，兩個人的頭髮不一定都白，可能是夫
白妻黑，更可能是夫禿妻白，再加上現在染髮技術愛染成什麼顏色
都可以，到時可能是紫頭到老也有可能。所以真正的白頭偕老，是
不是比登天還難？

天地

中國傳統二十四
節令可真夠精準。
春分已過，即是說春季已過半。正
所謂「一年之計在於春」，人們紛
紛在事業、生計等做好計劃，而今
春季已過半，要來一個小總結。
環顧中外政治與經濟現況，好壞
消息參半，令人情緒有些忐忑不
安。香港是國際城市，經濟受外來
變化影響，內地兩會過後，將會迎
接十九大的召開。港人關心中央國
策者心裡已有數。特別是中央加強
對香港政策的施惠，例如「一帶一
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以香
港為金融龍頭。
最近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加入
了亞投行，支持香港成為總數 70
個亞投行成員之一，真是很令人振
奮的事，鞏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
位，鞏固了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的
優勢。未來亞投行可利用香港在人
民幣業務多元的優勢，成為世界融
資的中心，也可望成為世界財資中
心。香港在金融基建方面、法制法
治方面都健全，可提供仲裁平台，
無疑提升了香港在世界的競爭力，
可見香港如何受中央寄予厚望。

執筆之時是特首選舉的前夕，港
人都期望新特首是一位能改善民
生、振興經濟、能被中央信任並能
與中央合作，帶領港人向前同行的
人。對號入座，誰將當選新特首，
似乎是呼之欲出了。
新特首為港人引路，加上中央的
支持，有利香港的消息紛呈，港人
相當振奮。其實，最近香港無論在
樓市、股市方面都是屢創佳績，對
前景充滿信心。不過借鑒美國新總
統特朗普上任後，蜜月期奇短，儘
管兩院是「共和黨之友」，但是最
近有關取消醫改的計劃也是荊棘滿
途。相信，特朗普在當選時所許下
的承諾如減稅等等，也難以立即實
行。
回頭再看我們的新特首，上台後
也將面對種種挑戰，用何種方法把
撕裂的社會補鑊，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依基本法施政，堅
決反對「港獨」。我們一定支持
「熟書」、親民、有智慧、能發揮
團隊精神的新特首，永遠有蜜月
期。
香港人真幸福，只要大家都好自
為之，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

番仔來看番仔樓
「我們叫南洋來人『番仔』。」中國朋友
帶着微笑說明即將去觀光的景點為何稱「番
仔樓」。我愣愣地回答：「哦。」這時我們
走在漳州角美東美村路上。車一停下，小黃
揮着旗子說︰「大家跟着我，到目的地需要
走一段路。」
路邊有家店舖的牆上寫着「佳慶東美糕，
非物質文化遺產」。 突然聽得有人問，「我
們觀光行程表裡說有品嚐東美糕呢！」 走在
前邊帶路的小黃回頭來說︰「回頭來呀。」
一邊繼續向前走︰「 讓我們先看番仔樓。」
經過一個轉彎處，感覺有光影搖晃，探頭
一看，斜斜土坡路底下是一條河。三個婦人
在河邊樹下洗衣服。清澈河水因夕陽光影而
波光粼粼，陽光也叫樹葉染上片片黃金。19
世紀中葉，是這黃金景色讓一個在東美村賣
田螺為生的年輕人曾振源，帶着改善家人生
活的理想，勇敢地從這條河搭上去南洋的輪
船， 到了新加坡嗎？
精明能幹的曾振源秉承着閩南人的吃苦耐
勞和拚搏精神，從謀生到創業，十幾年後，
商務涉及貿易、航運和典當等行業，先把總
公司開設在新加坡，後來也在廈門、廣州開
分行，並且還將事業拓展到東南亞各個國
家，包括菲律賓、印尼、泰國、 越南、緬甸
等。最鼎盛時期，他和兒子組建了「豐源航
務局」，擁有 29 艘輪船，是新加坡首屈一
指的航運大亨。
幾天來的雨，讓本來不平坦的小路，生出
窟窿和泥濘，周邊多為殘舊鄉下民居，小路
還有更小的路，折折轉轉，突然看見 2013
年中國第八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公佈時描述
的「曾家番仔樓」︰「清光緒二十九年
（1903 年）至清宣統二年（1910 年）建，
坐南朝北，中西結合建築風格，石磚木混合
結構，平面呈『 凹』字形，以祖廳為中軸
線，對稱排列，前為閩南風格古厝，中為哥
特式樓房，後為紅磚騎樓，計 13 棟建築物
99間房間，建築面積2,627平方米。」
番仔樓只有兩層，稱不了高樓大廈。中間
大門上有「曾氏家廟」的兩進式祠堂是曾家
祭祖的地方。兩邊是石刻對聯「祖澤綿長距
魚國已七十五世，廟貌壯麗冠薌江廿八九
都」，簡潔地描繪了曾家的祖籍身世和家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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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藝術

今年香港國際電
影節有選映德國藝
術 家 波 依 斯 （Joseph Bueys） 的 作
品。
他雖已於 1986 年離世，而他在各
種藝術領域探索的成就，也不是人
人認同，但其我行我素，且堅信藝
術可改變社會的心，卻令人敬佩。
原 來 他 在 1985 年 還 與 Andy
Warhol 和日本藝術家東山魁夷參加
了 一 個 叫 Global Art Fusion 的 項
目 ， 其 實 就 是 個 傳 真 藝 術
（Fax-Art）項目，把一紙針對冷戰
的和平宣言，連同三位藝術家的繪
畫作品，在三十多分鐘內由地球一
隅傳真去另一邊：傳真始於德國的
杜塞爾多夫，經紐約傳去東京，再
傳去維也納某家現代藝術博物館為
收件終點。傳真藝術的用意，據說
是處理距離的問題。
到今天，傳真機早已可有可無，
早晚也得收入博物館，但在電腦普
及前的世界，傳真機可是快速傳送
中文日文和一切圖像文字與任何圖
形的偉大發明。
現在企業或公關公司發新聞稿或
視頻，只要在電腦或面書上一按就
完事，易過借火，很難想像不過廿
年前，發送新聞稿可真是勞師動眾
的大事。我們入行時傳真機已是辦
公室必備，收發新聞稿也靠它。
如果是公佈上市公司業績這類大
事，總得先約定幾個兼職文員，由
收市後約四點多起齊集公司的文件
收發房間，那兒有四五部傳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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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緻壯觀。精緻，正是番仔樓與眾不同之
處。和所有飄洋過海到南洋討生活的人一
樣，外出是為了賺錢，回鄉蓋房子才是始終
繫於心頭放不下的願望。輝煌的經商業績讓
曾振源在南洋成了巨富，衣錦一定要還鄉，
他決定和兒子返鄉建豪宅。為了光宗和耀
祖，先請西方設計師畫圖樣，再邀中國風水
師看風水。建築時講究精雕細琢。我們一路
顧着拍照，走得太慢，抵達時見小黃請了曾
氏後人出來與我們講解。
觀光的人一邊聽他說祖先的歷史，一邊為
建築樓群的豪華和精美驚歎。以上等青石打
磨成的石鼓、石墩、石籃和圓形花窗上雙面
仙鶴祥雲的圖案，當年為了求好，工匠是以
雕鑿出來的石粉重量來換取等量的白銀為工
錢，這種豪氣和闊綽前所未見。
彩繪着中國民間傳說故事的木雕橫樑還鏨
金嵌銀，當時肯定一片金碧輝煌。在這兒我
也見到和檳城老建築同樣的，據說亦是來自
英國的花瓷磚裝飾着樓房的內外牆，無比親
切過去和瓷磚合影。有人說那是通過海上絲
綢之路從南洋運回來的，這造就了番仔樓的
中西合璧風格。家廟前的月池，收集雨水
用，也種養蓮花，這池水通過一座水閘，可
與外邊的河道相連，莫不就是我剛剛路過時
看見有婦人在洗衣的那條河？這河可通向漳
州母親河九龍江。
團友都是攝影家，他們紛紛離群到各處去
尋覓心中美景，前後左右都有人或墊高或蹲
下，攝影家們甚至採用各類我首回見到而叫
不出的攝影器材，比如航拍機等等。不必交
攝影功課的我心情最閒適，左瞧右望地以眼
睛采風。樓房上下建有狹長的過道，在過道
中段，建了半月形的「拱橋」，既具美感，
又方便人們直接從這邊的樓房走到對面，不
必淋雨曬太陽，這在閩南地區極為罕見。有
幾個攝影家在拱橋上取景，我忍不住把他們
攝了下來，又忍不住自己也跑到紅磚砌的拱
橋上去當模特兒。正好夕陽光下的金黃色光
影灑落下來，為滄桑的樓房添加了幾分詩情
畫意。
一回在文章裡讀到「華僑是穿上洋裝的中
國人，番仔樓則是南洋門樓遮蔽下的傳統大
厝。表面上，華僑是一個思想先進、作風洋

派的群體；骨子裡，他們比任何人都因循守
舊、執着於傳統。」完全點出了華僑建番仔
樓的風格。尤其是格外重視祠堂，堂內的設
計一定沿襲着傳統樣式的結構。裡頭許多擺
設和裝置，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消失，沒落的
光景無法掩飾整體建築嚴謹的佈局、宏偉的
氣勢和典雅的工藝。再說倘若華僑不守舊，
不執着傳統，也不會把回鄉和建大厝當成一
生的重要願望和成就。
1893 年籌建、1897 年開工、1907 年建
竣，歷時 14 年，修建工錢耗費 20 多萬両白
銀的番仔樓落成那天，曾氏家族在此擺了三
天筵席，整個東美村的男女老少都受邀來
「吃桌」，傳為佳話。
11月的深秋，夕陽落得太快，轉眼天就暗
下來，小黃走在前面搖旗呼喚，「我們去品
嚐東美糕囉。」2010 年入選漳州市第四批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東美糕，始於明朝崇
禎年間。一位姓郭的老人，以綠豆磨粉為原
料，製作糕點，入口即化， 深受人們喜愛，
是最佳佐茶的點心。300 多年過去，今天的
東美糕仍然是漳州婚慶喜宴、祭祀祭祖的必
備禮品，同時成為閩南民俗的符號。
品味着清甜又有綠豆清香的東美糕時，毫
無懷疑飲食文化緊緊地聯結着漳州和南洋的
鄉情。在南洋，也有類似的糕點，也和東美
糕一樣，用木製的糕磨一顆顆印出來。過春
節時候才製作，我們叫它番仔餅，據說是娘
惹糕點。鄭和當年下南洋帶的水手，和南洋
土著結婚後生下的孩子，女的叫「娘惹」。
「娘惹」食物混合中國和土著的味道，就像
人一樣。走回車上的路，和來時同一條。中
國人可能不曉得，被他稱為「番仔」的南洋
華人，叫當地的土著為「番仔」。
太陽落下去，在暗得很快的天色裡，大巴
朝向晚餐的「江東鱸魚館」開去。今天番仔
樓之行最叫人大開眼界的是， 一百多年前就
有自來水設施。在樓群的最後面有個風力抽
水機房，以大型風輪抽水機從深井抽水儲存
在樓頂的水塔，通過錫鑄的水管再通向各座
建築，這在當年可謂稀奇罕見。
真的是深刻領會到從前聽過福建民間的一
句俚語：「有『番仔樓』的富，也沒有『番仔
樓』的厝」。

活出超越自己的精彩人生

廿五年前有教育界專業人
士，出席完「香港傑出學生頒獎
典禮」後有感而發。好學生常有，但如何能夠
將未達標的學生扶一把，設立一個獎項給他們
一些鼓勵呢？就是這一個小小的疑問，就催生
了學界的年度盛事「最佳進步獎頒獎禮」。話
說當年香港傑出學生選舉的靈魂人物——世界
傑青梁玳寧女士（Doreen）甚為認同，她常言
自己的學業成績也不是最前線，後來是得到各
方老師好友的鼓勵，才推動自己愈跑愈起勁！
Doreen 坐言起行致電給香港電台何重恩先
生，商量設計一個鼓勵學業成績在下游學生的
頒獎禮。何先生腦筋轉動快，很快創出了「只
要肯做，一定進步」的口號，更得到電台高層
張敏儀處長、理工潘宗光校長大力支持。第一
屆頒獎禮就在理工大學空地上舉行，舞台是一
艘進步號的船隻，非常醒目。嘉賓也請來了滑
浪風帆好手李麗珊，當年得獎同學超過二千八
百多名，引起了美好的回響！由 1991 年開始至
今廿五年，全港合共誕生了超過十八萬位進步
生。
其實每一年大會都要為場地而傷腦筋，數千
多人可以如何安排？他們多數要坐在地上接受
嘉許，甚至要分幾場進行，最重要的一刻，全
場大合唱《乘風破浪》並高舉他們手中的獎

狀。而場刊當中更清楚記錄每一位得獎者的芳
名，那是非常重要的肯定！
2001 年大會更增設了獎學金，每年給予十位
最大進步的學生。2011 年開始最佳進步獎定名
為「青苗學界進步獎」，由青苗基金主辦、傑
出青年協會協辦、獅球教育基金會全力支持，
增加了很多鼓勵同學的元素，包括大學體驗活
動及交流，同時獎學金名額增至三十位，最大
進步學生獲得「青苗十大進步獎」，繼續激勵
同學爭取進步建立自信，成功不一定名列前
茅，但一定要有向上決心。
最近在廿五周年的慶祝會上，大家都懷緬
Doreen 和洪昭儀女士對進步獎的無私奉獻，
感激洪克協先生一直無間斷的支持，大會請
來了很多進步生現身說法……黃凱欣同學是
第一屆得獎者，當年成績平平， 從未想過自
己的未來；至獲得「最佳進步獎」信心加強
了，在不斷努力後，她成為了黃凱欣眼科醫
生！
五年前凱欣放棄了在港行醫的工作，和丈夫
跑到剛果森林創立了「目養計劃」慈善機構，
開設地區的第一所眼科中心。她笑言每天都在
學習、每天都在犯錯，見到蛇和蠍子之時都會
尖叫，看見暴動跡象或停水危機都會擔心，她
想過放棄……但想深一層，如果只為自己而

活，事無大小都會耿耿於懷。如果為更大的使
命而活，不再只着眼一切為自己，將會活出
超越自己的精彩人生，為世界帶來永恒改變
的生命 。凱欣強調：「我鼓勵大家勇於冒新
的險，縱然有時活像個傻瓜，但也寧願在人
生之中跌跌撞撞，也不願意在只為自己而活
的人生路上一帆風順。」黃醫生的經歷令人
鼓舞！
其實進步獎的意義在乎嘉許得獎人的努力，
這種鼓勵所激發的鬥志是無可估計，我相信這
種動力將會繼續滾動下去，為香港製造更多人
才，讓更多同學受到「只要肯做，一定進步」
的激勵，走進從此不一樣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