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港澳大灣區，是停泊在南太平洋北岸的一座
大船，也是十一城八千萬同胞和遠方遊子的共同
家園，這是原創歌曲《大灣》的主題精神。《大
灣》這首歌就是大灣區精神的藝術呈現：磅礴豪
氣而溫馨美好。來自大灣區的兒女——成龍和盛
梅原唱這首「 灣區之歌 」，唱出了灣區的氣勢和
神韻，也唱出了灣區的溫婉和幽美。

成龍是當今世界上最為著名的華人表演藝術家
之一，他的歌唱藝術與他的表演藝術一樣，也富
有特色，自成風格。從香港走出並風靡世界，成
龍素以「 硬派小生 」的風格為人們稱道，而他的
歌唱風格，也體現着磅礴的豪氣與剛勁的力度。
在《大灣》的演唱中，他以渾厚的嗓音，時而高
亢時而溫暖的歌喉，呈現大灣區的博大與宏闊，
可以認為他在這首歌中的闡釋使他的歌唱藝術達

到了新的高度，同時又保持着他一貫的風格。
與成龍搭檔的盛梅博士是公認的實力派歌唱家，在聲

樂方面訓練有素，藝術純正。她畢業於中國音樂學院，
轉益多師，專攻民族唱法，在國內外大型演唱會屢創輝

煌，並且自己也從事歌詞創作，在音樂界已經頗有影
響。她的歌聲甜美清純、幽雅溫婉，極富魅力。《大
灣》的演唱顯示出她清洌的音質、清麗的音色、清亮的
歌喉，正好吻合大海的蔚藍和大灣的秀美。她所習慣的
民歌風的表現在這裏則被提升到「 灣歌 」風的韻致。

稱為「灣歌」實至名歸

此歌歌詞圍繞着大灣區如一艘大船，滿載着十一個城
市、八千萬同胞的夢想，聯想到從大灣區飛向世界八方
奔忙於異國他鄉的遊子，由此構成了特殊的家的感覺，
大灣具有家的意象，大灣具有家的溫馨，大灣具有家的
召喚力，這樣的構思就超出了一般大灣區「 團結一心 」
的定位。此歌樂曲的創作也非常特別，先是用逐漸加快
的節奏開啟歌幕，如同南海一浪緊過一浪的波濤引領人
們將眼光從悠遠轉向大灣綠色的海岸，然後用並不綿長
的拖音傳達大灣與海潮不絕如縷的關聯，春來秋往的碧
綠和萬家燈火的繁盛在樂曲中都得到了委婉的闡釋，因
而總體上聽來樂曲和諧、優美而風格卓異。這是一種最
適合《大灣》題材與情景的音樂處理，因此被稱為「 灣

歌 」實至名歸。
這首歌的配器和音樂處理還值得稱道。主歌部分用小

提琴和吉他作藝術演繹，給人一種逐漸揭開海面薄紗的
感覺，隨着音響的增強，展現大灣區的一派生機，溫暖
祥和的畫面。副歌部分則在此基礎上強化了音樂的激
情，表現出大灣區樂觀向上、開拓進取的時代氣象。整
個歌曲在音樂展現上充滿層次感。

稱得上大灣區的「 灣歌 」，是因為《大灣》是一首詞
曲歌樂俱臻上乘的作品，整個樂曲能夠讓你自然聯想到
灣區的美景、盛況與榮耀。灣區有故事，傳說一樣的幽
深，歌詞中寫出來了；灣區有暢想，夢幻一般的美曼，
曲調中唱出來了。這裏有成龍的瀟灑豪邁，有盛梅的美
麗端莊，從他們完美、甜美的歌聲中，能聽出灣區的悠
遠、浪漫和不倦的嚮往。值得你側耳諦聽，或者駐足欣
賞。當你沉浸在灣歌的美顏悅色中，會感受到灣區的魅
力，就在你的眼前，宛如你的家鄉。

（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作家協
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當代著名詩
人。）

▲《大灣》這首歌，由成龍（左）及
盛梅（右）原唱，唱出對大灣區的嚮
往。圖為《大灣》宣傳海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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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有了一首大灣有了一首「「灣灣歌歌」」 ●吉狄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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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得上大灣區的『 灣歌』，是因為《大灣》是一首詞曲歌樂俱臻上乘的作品，整個樂曲能夠讓你自然聯想到灣區的美景、盛況與榮耀。灣區有故事，傳

說一樣的幽深，歌詞中寫出來了……」作者從詞、曲、演奏技巧各方面分析作品，展現歌曲如何說好灣區故事。

敬 畏 ●胡燕青

昨天看了一個油管視頻，那是一個英俊白人在訪問一
個光頭的小灰人（一種傳說中的「 外星人 」）。那和
《魔戒》中的咕嚕一樣醜而且一絲不掛的傢伙。引用此
片的是老高和小茉。

小灰人說他來自未來的地球，但並非外星生物，而是
人類的後裔進化而成的。嗯，我一聽，就知道又是未來
人這一套，目的是用偽科學否定上帝。他這麼醜，竟用
「 進化 」一詞來描述自己，我不禁失笑。果然，沒多久
他就扯到人類智力的「 大躍進 」，那就是未來人類不再
須要信任何宗教。

人類脆弱，容易陷入迷惑。我們的脆弱包括了身體和
智力的不逮。我們跑不過自己的小狗，爬不上猴子睡覺
的矮樹，跳不過青蛙和貓蝨，走沙漠得靠駱駝照顧，遇
溺時得靠海豚來救。老高說動物都不拜神，故為強者，

人拜神，實是弱者。
但人拜神，並不是因為脆弱，反是因為對自身脆弱的

深刻認知。這一方面鼓勵我們學習和發明，一方面帶引
我們變得謙卑，對更偉大的心靈衍生敬畏。

敬畏是獨對星空、面朝大海和登高遠望時必然產生的
情懷。天地之間，人的渺小盡現。世界並非浴缸，你一
個人佔得來、霸得住的。正因為敬中有畏、畏中有敬，
人類才恰如其分地在造物主面前行事為人，心服口服地
敬拜祂。人定勝天的主張是深刻的恐懼孕育出來的助威
吶喊，只是個戰鬥口號，證明我們尚未懂得「 恐懼 」和
「 敬畏 」的分別。愛裏沒有懼怕，卻有敬畏。人心有敬
畏之情，乃是恩賜。沒有敬畏，何來道德？沒有敬畏，
為何慎獨？沒有敬畏，何必誠信？沒有終極的聖潔大能
者，何來敬畏？

何況，我們雖然脆弱，卻有勇氣承認和正視自己的脆
弱。但脆弱和恐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客觀的脆弱或可
以導致害怕，但也可以帶來智慧。

家父臨終前，我問他是否不信有上帝，只信科學，他
用力點頭。接着我又問他是否覺得冥冥中有主宰。他深
思一陣，又點頭。這讓我知道其實大部分無神論者其實
只是未嘗試尋求創造主的人。小灰人視頻，就是要我們
不承認上帝，這和《聖經》所描述的撒旦路數一模一
樣。

那條黑白片拍得太清，其特技也太好，比一九六九年
登月那個完美得多了。若要我進化成那個小灰人，我寧
願退化了。起碼，人類歷史上有不少偉大的思想家，能
超越者寥寥可數，光數算中國的就已經太可觀了。

（作者為香港作家。）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 ●張 欣

有一個同事還蠻有
才華的，但是混得不

太好就是挺孤家寡人的那種，沒有什麼朋友，大家對她
都客客氣氣地敬而遠之。

有一次她跟我聊，覺得這個社會根本容不下天才，空
有一身好鋼別說刀刃就是刀背都用不上，總之就是高處
不勝寒。的確現在有一種說法就是我的美麗阻礙了我，
我的才華阻礙了我，我的優點讓我得到的是不公的待
遇。

果真如此嗎？我對同事說，有許多事情並沒有想像的
那麼複雜，比如說人情世故固然是門大學問，落到實處
也就是「 你為別人做過什麼？ 」尤其是那些沒有利益關
係的事，那些純粹是幫助別人的事，你做過多少，哪怕
是一件也可以。

同事想了想說，這不就是交換嗎？
我說是啊，交換並不低級，你想得到別人的認可沒

錯，但是大家也同時認可沒有免費午餐的道理，如果什
麼都不想付出只是覺得別人應該前來朝聖，是不是有點
想多了。

這些年我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有許多有才華的
人，優點非常顯著的人，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只要與其個
人的利益相關，就會用百分之百的精力把它完成得很
好，可是一件與己無關的事比如是半公益性質的事肯定
會熱度銳減，總是顯得有一搭沒一搭的甚至秒變甩手掌
櫃。

好吧，那我也來功利地說，沒有即時回報的事就真的
不值一做嗎？當然不是，我們所說的人緣、人脈、紅
利、福報無一不來自無私的努力和付出，要知道有利益
關係的事並不是人情而是本分，只有純粹的「 利他 」才
是一種積累。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看到有的人辦事好像特別容易，
看上去難度挺大的事也能辦成，輪到我們就是區區小事
最終都是以失敗結束。這是為什麼呢？無非就是這些人
的積累達到了一定的量就會起到質的轉變。

也許他們做足了功課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做了也不說，是一種美德。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不需要別人幫助的，也不是

所有欠你人情的人都會反過來幫助你，但是人生的大方

向就是你應該或者必須為別人做點什麼，就像愛需要表
達，就像祝福需要呈現，就像我們常說的順水人情，只
要做了都是一種積累，都有可能以另外的方式回報你的
人生。

所以無論我們的人生處於哪個階段，也無論是順境還
是逆境，都應該盡可能為別人做點什麼，父母、家人、
朋友只要是自己之外的人都算。

經常聽到有人說我給爸爸媽媽換了一套大房子、我打
工資助弟弟妹妹上完了大學、朋友失戀我陪她聊了一個
晚上、我要到醫院去看剛手術了的同事等等，哪怕是用
了抱怨的口氣我也從中聽到了自豪，我對這樣的人總是
高看一格，他們憑藉一己之力發光發熱不僅搞掂自己還
能幫助別人，這樣的人一般都不會懷才不遇、孤芳自
賞，通常人生之路會走得更輕盈一些。

所以如果上帝問我們這一生是希望給予還是得到的時
候請謹慎回答，因為只想得到有可能真的領取一張乞丐
證。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城市記錄有時奇奇怪怪 ●胡洪俠

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特區初創之時，原寶安縣人口不
足三十萬人，其成規模的高速發展端賴於持續大規模的
移民。首批兩萬多解放軍工程兵就地轉業之外，彼時成
群湧入深圳的移民群體，首推潮汕人。眼下生活在深圳
的潮汕籍人士已經有四百多萬，潮菜也因此成為今天深
圳飲食文化中的一脈主流。

香港佳寧娜集團一九八八年跨過深圳河來深圳攻城略
地，引領了深圳潮菜高檔化、時尚化潮流。不過，既然
有幾十萬潮汕人早就在特區安營紮寨，第一家潮汕風味
餐廳又是哪家？

此事說來有趣：在寫於二○二一年十月的那篇〈深圳
人的潮味軌跡〉文章裏，汕頭潮菜大師鍾成泉先生轉述
他師兄弟的回憶說，深圳第一家有規模、上檔次的正規
潮菜餐廳，要算汕頭人老闆陳煥榮先生一九八四年在東
門南塘匯食街創辦的榮華餐廳。

循此線索，我即去深圳報業集團數據庫查「 榮華餐

廳 」，結果並無相關文獻。而在潮菜大師們的記憶中，
這家餐廳卻熱鬧得很：「 當時餐廳聘請全國十大名廚之
一的潮州菜大師朱彪初師傅為總顧問，大廚則有汕頭名
廚劉文程師傅、蔡孝文師傅；同時又聘請滷味世家傳人
紀楚浩先生為該餐廳滷味檔師傅……陣容強大，出品正
宗，有潮州大裙翅、油泡角螺、大龍蝦、活鮑魚等生猛
海鮮，還有鹵鵝、魚飯、蠔烙、水晶球、反沙芋磚及金
瓜芋泥等一批純味潮菜潮味……。 」

我在數據庫裏倒是查到，有一家名為「 潮汕酒家 」
者，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深圳特區報》做了
即將開業的廣告。另據一九八五年報上的一篇評論說，
原來的「 潮汕酒家 」，由於與「 吵散 」諧音，婚宴、會
友、會議、洽談生意的人，都嫌兆頭不好，不太光顧，
以至顧客稀落，後來更名為「 喜相逢 」，生意才有所轉
機。

我又查到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篇報道說：

「『 喜相逢 』開張四月餘，盈利四萬五，原因是堅持
『 以中低檔為主 』，聘請香港名廚主灶掌勺，經營馬來
西亞的『 沙爹牛肉 』、香港的『 金牌霸王雞 』和潮汕小
菜等名肴。 」

至此似乎可以明白：主流媒體上避而不提的「 榮華餐
廳 」的確是深圳早期正規潮菜門店之一；而那家名為
「 潮汕酒家 」的餐廳，雖然做過廣告，開張營
業，後來「 吵散 」了；更名之後的「 喜相逢 」
雖然由報紙發了盈利「 喜報 」，不過看其出
品，「 潮汕小菜 」已是點綴，早早打出的「 潮
汕酒家 」旗幟名實已然雙雙不存。

一家菜館的城市記錄尚且如此奇奇怪怪，研
究城市文化演變的人，真要同時睜大好幾雙眼
睛才行。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
總編輯。）

作詞：崔軾玄
作曲：孟文豪
編曲：孟文豪、郭薇
演唱：成龍、盛梅

（成龍） 珠江歸入海碧水繞青山

十一座城市燈火璀璨

（盛梅） 比鄰結伴相依可溫暖

天高海寬同乘一座大船

（成龍） 天涯如比鄰比鄰如至親

八千萬同胞血脈相連

（盛梅） 星移斗轉赤子夢依然

盛世如願永葆國泰平安

（成龍）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盛梅）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迎接遊子還

（盛梅） 天涯如比鄰比鄰如至親

（成龍） 八千萬同胞血脈相連

（盛梅） 星移斗轉赤子夢依然

（成龍） 盛世如願永葆國泰平安

（盛梅）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成龍）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盛梅）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成龍）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天上明月一彎

人間幾許清歡

明珠一串聚成大灣

不畏世界風雲變幻

（合唱） 海上明月一盞輝映萬家團圓

繁星璀璨輝映大灣

像母親敞開臂彎

（成龍） 迎接遊子還

（成龍） 迎接 （合唱） 遊子還

《大灣》

【文化綠蔭】■



●董 橋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得獎感言
那年晚春林海音先生來香港玩，我在一家北方

館子為她洗塵，席間幾位客人談起《 城南舊
事》，都說文字這樣淡，情懷這樣濃：「 只有那
麼喜愛老北平的林先生才會寫得那麼好看。 」林
先生淺淺一笑說：「 想寫，愛寫，寫的都是自己
留心的人和事，讀得下去就好。 」林先生這番話
淺白而深刻，發人深思。想寫愛寫是天性。留心
是在意。讀得下去就是好看。

讀書、治學、寫作真的離不開一個愛字。沒有

這份固執的珍愛，讀書無心，治學無根，寫作既
難圓滿，生涯也難持久。人到八十，我謙遜接受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的貢獻獎之際，想到的竟然
是林海音那天晚上說的這番話，深深覺得我其實
還做不足林先生付出過的努力。那個愛字我是做
到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美國文學我真的愛得要
命，該讀的書拚命讀，拚命學，那是客居英倫多
年練出來的苦功。對人對事的留心在意卻顯然不
夠。也許林先生那一代人經歷的老歲月舊人物格

外動人，值得銘記；一旦進入科技年代，人情世
故漸漸羼淡了，乏味了，弄得我實在懶得留心，
寫得好看的故事於是一定不多。當然，講文學理
論，講創作途徑，時代的這些蛻變並不是寫不出
第一流文學作品的藉口。作家的創意決定作品的
優劣。新歲月新人物有新歲月新人物的風采和情
景，城南的舊事輕易變得成城西的新事。那樣推
論是對的。可惜像我這樣半新半舊的文人從來戀
舊，懷舊，不甘心遷就新的時代追隨新的觀念，

寫不出好看的舊體作品情願不寫！這是我的傲慢
與偏見，或許也是科技年代中保住性靈後花園的
不二法門。這樣的花園難免還要多加照顧，不可
關了園門不問世事：「 草漬不除，便覺眼前生意
滿；庵門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 」，弘一法師題
的草庵門聯果然好。

▲董橋，一九四二年生， 原名董存爵。
（明報資料室）

著名華文作家、《明報》和《明報月刊》前總編
輯董橋撰寫文化思想評論及散文多年，文筆雄深雅
健，形成風格獨特的「 董橋體 」，在文壇舉足輕
重，作品備受兩岸三地推崇及肯定。長年從事媒體
工作期間，更發揮媒體的責任與使命。今年五月董
橋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 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
獎 」之「 傑出藝術貢獻獎 」，肯定他對於文學藝術
的貢獻與影響。

匆匆數月，由康文署轄下香港公共圖書館主辦的
「 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公布得獎名單，
董橋憑《讀胡適》獲得散文組雙年獎，藉此表揚其
傑出文學成就。《 讀胡適 》於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二○一九）出版，以胡適的人物生平為軸，穿插

各種逸話而展開，呈現一個董橋心目中的胡適的形
象。

稻花香裏說豐年，好事連連，近日董橋再獲台灣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所辦「 第十二屆全球華
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貢獻獎旨在鼓勵文學
上具有累積性、超越性之成就者，由評議委員會遴
選產生。董橋筆耕已逾一甲子，一生與文字不可分
割，以提升文化水平、擴大讀者視野為己任，其著
述甚豐，文壇地位崇高，深獲肯定。歷屆得獎者包
括余光中、瘂弦、黃春明、西西、白先勇、李永
平、尉天驄、楊牧、林文月、司馬中原、王鼎鈞。
今屆評議委員會一致通過將此獎頒給董橋。贈獎典
禮訂於十二月十日，在台灣佛光山台北道場法雲堂

舉行。「 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首辦於二○一一
年，由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提倡並親力成立，歡迎
世界各地的華文寫手參加。貢獻獎之外另設創作
獎。此獎所徵稿類與一般文學獎不同，創作獎下細
分長篇歷史小說、短篇歷史小說、報導文學、人間
佛教散文、人間禪詩五項。

董橋認為作家的價值在於其獨特的風格與視野，
寫作是訓練自己獨立思考的途徑。他說過：「 所有
愛好文學藝術的人，都要緊記這一點：你必須有自
己的個性在創作中，不然做出來的作品價值就未必
很大。 」附上董橋得獎感言，以饗讀者。

——編者

今年是董橋的豐收年，接連榮獲「 第十六屆香港藝術發展獎 」之「傑出藝術貢獻獎 」、「第十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

散文組雙年獎以及「 第十二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俱為大獎，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董橋的豐收年
【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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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理中學 曾詠聰老師

記者詢問了一道問題，我不懂如何回
應。

她說在出版社列表裏，看見我的新書
是初中推薦書目，問我有否刻意寫得平
易近人。這其實並不難回答，若是以作
者身份，我當然自我中心、不負責任，
從不考慮市場需要、讀者目光，堅持我行

我素。但轉念又想，如果真的有老師順從推介，買
了我的作品贈予學生，或會因我的自負的一字一
句，不小心把正在探究文學的微小興趣一口氣抹
掉。

閱讀好像已是一種古老的儀式，像節日崇拜：學
生魚貫走進禮堂，聽着莊嚴字句，誦讀與自己無關
的經文，主禮人興奮地說誰人的註釋，打呵欠，被
拍醒，站立，目送沉醉的人一個個退席，然後得到
解脫。尤其是被逼完成的閱讀報告甚或測驗，學生
全都是靈媒，遵從同一種降靈方式，先撫摸封面，
看封底，讀不進去就嘗試看兩段序言，合上，心中
唸唸有詞，滿天神佛，隨手一翻，「 一陽指 」點中
哪一句，它們就是整篇報告的中心思想。

是的，他們不是很久沒閱讀，而是從來沒有讀過
一本完整的書。我曾欣喜地告訴一位我鍾愛的前
輩：你的作品我放進書單裏，着學生好好閱讀。得
到的回應竟然是：「 聰仔，你靠害呀？ 」好像所有
事情只要是不自願的，便注定被浪擲、被討厭，而
且並不能重來，學生往後再看到曾被推介的作家名
字，都必然冠以無聊、了無生氣、一本正經的主觀
印象，像後遺症一般。

於是我回想自己是如何走進閱讀。記得初中閱讀
書目是《哈姆雷特》，幾個同學圍坐收音機前，錄
製王子在墓地發瘋一段；高中看過《EVA》後再讀
太宰治，從青春的無病呻吟中尋找共鳴，再製造煩
惱……閱讀之於我總是灰暗與瘋狂。多少年了我一
直拒絕他人的價值觀，偏食某筆風和主題，儘管失
卻威逼、小測或報告，閱讀都不會風化，仍樂此不
疲，為着揭頁而無比快樂。

閱
讀
之
毒

●香港中文大學 潘銘基老師

大學的招生程序五花八門，本科生也
好，研究生也好，總免不了面試。網上
經常流傳面試官會問些怎麼樣的題目。
細緻的每一道問題，當然會為考生「 度
身訂做 」，但幾乎有一道必問題，那便
是閱讀的習慣。

第一個可能的問題：最喜歡哪一部書
呢？中文系的教研範圍涵蓋古今，兼及
中外，舉例之餘還當說明。有些學生很
老實，說高中生涯已被課程擠壓得透不
過氣來，只讀了教科書。這個答案不好，
但誠實得來也使考官撫心自問，誰沒有承

受過公開考試的壓力呢？有些同學真的舉了一部
書，卻明顯是坊間不少學校都會用來作指定課外閱
讀的。這個答案有點魚目混珠，其實也跟沒有喜歡
什麼書並無二致。

有些同學膽大，說最喜歡某位古代詩人的作品。
這答案很好，但要小心。例如很喜歡杜甫，然後舉
出〈客至〉、〈兵車行〉、〈登樓〉等篇目。不要
忘記，這三篇分別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給予中小學
中國語文課程的建議篇章。真要舉杜甫為例的話，
好歹要搬出一些〈 秋興八首 〉、〈 詠懷古蹟五
首 〉、〈 戲為六絕句 〉等，背誦、分析，琅琅上
口，不枉自己「 最喜歡 」的雅名。只能舉範文為例
者，面試官只能一笑置之，將結論歸為時間繁忙，
未能好好讀書。

第二個可能的問題：近來讀些什麼書？文學碩士
課程的報讀者不乏中小學前線老師，進德修業，何
其美好，誠為學界之福。有一位老師非常誠實，說
學校教擔繁重，沒有喘息空間，無暇閱讀。不說
謊，並反映現實，情有可原！有一位面試者使我印
象深刻。「 近來讀些什麼？ 」「 我閱讀面很廣闊，
什麼都讀，難以枚舉！ 」「 多讀書好，面試時間有
限，請舉一部最好看的跟我們介紹一下。 」「 但我
讀書真的太廣博了，舉哪一部呢？ 」「 沒事，都可
以！ 」「……er ……er 」「 任何一本都可以，跟我
們介紹就可以了。 」「 其實我近來比較忙，沒有讀
到什麼書。 」

愈是繁忙，愈需要閱讀。閱讀可以減慢生活的節
奏，讓自己的腦袋冷靜下來，重新整理與出發。我
們的涵養大多透過閱讀獲得；讀得愈多，我們便會
成為更博學多才的人。

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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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

我常常到三聯書店打書釘，有時也會瞄
瞄牆角的十大暢銷書榜。二○二二年六月
的書榜頗堪玩味，榜首是梁萬福醫生的
《好好準備變老——老人科醫生給Young
old活得自在的實用提醒》，第二位是馬
仔的《低能媽求生記》，難怪很多做出版
的朋友，早幾年已表明香港書市只有兩類
書尚可避免賠本，對象分別是小朋友和
「 老 」朋友。無論如何，有這兩類朋友，
總比沒有朋友好。

「 如果我能出一本老幼咸宜的書，就可
以發大財了 」，想是這麼想，實在知易行
難。何況書榜並沒列出銷量，不管整體銷

情如何，還是能決出十大。
「 閱讀不好老是牽繫市場吧，閱讀談的是情

懷 」，這念頭對於愛打書釘並已準備變老的我來
說，正中下懷，卻又無處抒發。

我學校在初中設閱讀課。學期初某天，我要往中
三戊班推廣閱讀。師生禮畢，我首先向同學分發自
製的閱讀手冊，滿心期待同學欣賞的眼神，此時卻
有一道比課室空調冷得多的句子劃破寧靜。

「 還派筆記？電子書啦！ 」說的人已經不是小朋
友了，我亦準備來個情緒上的大反擊。幸好我有閱
讀習慣，性情得以陶冶，便平靜帶笑道︰「 是學校
送給同學的，沒有電子書，你不要的話，可以不拿
取。 」

「 不是不是，我很想要。 」我只能選擇相信，頑
石應該也帶點情懷吧，或早或晚，遲速有時。

這位同學並無過錯，他的想法，或正正代表介乎
小朋友與老朋友之間的中學生、大學生、職青、青
壯年人等等。電子化，有沒有將情懷邊緣化？得看
對方化不化。我只是擔心，點擊率等同閱讀率，鍵
盤亦就此消滅了原子筆。

當開卷有益變成開機有益，掩卷歎息或已換作關
機疲累。情懷已變，或說已經變心，轉型戀上電
子，能否結婚生子，大概只能像一條三式判斷的閱
讀題型︰無從判斷。或信則有，不信則無。或樂觀
一點說，對於別人的幸福，我是樂觀其成的。回到
準備變老的我，身為寫了二十多年的老作者，眼見
實體書無人問津，電子書有容乃大，還真有點不是
味兒，情懷亦如冰封。為什麼？出了十幾本書，幾
乎沒受惠過電子書的任何稿酬，像我這樣的一位實
體作者，此刻的樣子神情，能不像沙漠嗎？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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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濠江中學 陳奇川老師

在朋友圈曬書，感言無多，每每都是
搜腸刮肚。別人手動點讚，算是給面
子，要是留一下言，那幾乎可以視為知
音了。

疫情期間，讀了阿城的「 三王 」系
列，頗受震動。這三部小說均是寫知青
故事，文筆洗練傳神，人物躍然紙上，
而我也從中體會到「 無用之用 」的悲劇
意味。於是，我便在朋友圈轉發了感想。

學生瀚文見了，說也很喜歡阿城，當初就是因為看
到棋王節省糧食的片段才去看這部小說。之後，他
還給我推薦了描寫亦很精到的書——《龍族》。

無獨有偶，疫情期間，學生思源看完我的書，便
給我「 安利 」了《 歲月的針腳 》、《 山茶文具
店》、《燕子最後飛去了哪裏》這三部書，說我寫
的散文題材與之類似。至於文字感覺，她想到了
《上課記》。不過，她直率地說：「 老師，請恕我
直言，您太靠譜了。 」她猜我是專業書看得太多，
建議我看汪曾祺的書，將人們對同樣事物沒有觀察
到或品味到的東西寫出來。

難得能與這些學生結為書友，聊着聊着，就能從
一本書牽出一串書來。可惜這樣的學生為數不多。
最近開學，我又照例盤查：哪些同學在暑假期間至
少讀完一本書的？放眼望去，舉起的手稀稀拉拉。
不太明白他們是怎樣度過這個「 史上最長的暑
假 」。

此刻，不由得想到鍾春暉老師在朋友圈曬的書：
《棋王》、《局外人》、《回首我們的時代》，我
都一一拿來讀了。令我敬佩的是，為了避免學生沉
淪於各種本能的欲望，他在疫情期間舉辦了雲端讀
書會，十五場，三十小時，六十餘位師友與會。真
可謂是「 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儒 」。他原來想着
能有三五知己參與就行，誰知反響出奇的好。看
來，閱讀情懷並未逝去。

書在朋友圈中撒出去，最終還是能落入一些人的
心，而回音將會遲早傳來。故此，我還是視閱讀為
頭等大事，只是面對學生，肩頭上的擔子比以往更
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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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情懷已然逝去？
【師說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