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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姿多彩的大灣區語多姿多彩的大灣區語言言
──「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文學講座回顧

【報 道】■
●傅 曉

編按：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明月灣區》文藝版主辦，《明報月刊》合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之「大灣區文學講座：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 」，
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講座主講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何文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兼《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張

雙慶、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黃坤堯。主持兼總結嘉賓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潘銘基。內容精彩，特整理回顧，以饗讀者。

自己的一盞燈
●暨南大學中文系 陳 穎

二○二二年在不斷地告別與相逢，夏日將盡時，
我從福建乘五個小時動車來到廣東，研究生的身
份轉變，提醒着人生倏忽已開啟新的歷練。

來到陌生的城市，我開始享受獨處。騎着小單
車在校園晃蕩，陽光明亮而柔和，車輪在一片片閃
亮的光斑中穿梭，像是進入到一個萬花筒般的世界。
風拂過湖面，波光粼粼又好似白晝星空。高空傳來隱隱轟鳴，我抬起
頭，飛機剛剛經過。那時我還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裏還將有數不勝數
的這樣的時刻。在沒有一片雲的沉悶午後，或是瑰麗晚霞點染的遼遠
黃昏，亦或是落入夢境邊緣的寂靜夜晚，清晰而遙遠的聲響總使我想
起飛機抵達的遠方的自由。我想起林清玄曾言：「 我雖不能擁有天
空，但我要飛向天空。 」

自由在觸不可及的遠方，溫情卻在可觀可感的眼前。推開宿舍的
門，陌生城市的萬家燈火中，竟也有屬自己的一盞。熱熱鬧鬧的姑娘
們總是變魔法似地分享零食，暢快的談天說地與恰到好處的關懷，總
讓我心裏湧起汩汩熱流。

十一月的廣州，微涼的風和細碎的雨終於宣告了秋天的到來，先前
鄙棄口罩剝奪呼吸的自由，如今卻有點感謝它挽留的溫熱。開始期待
熱氣騰騰的火鍋、溫暖乾燥的棉被，也期待返鄉時，在爆竹煙火中將
這一年所有的回憶都熨得妥帖，小心翼翼珍藏進心底的寶庫。

語言是文學的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有共同的語
言文字環境和基礎。十一月十二日在香港中央圖
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辦「 大灣區文學講座：不一樣
的大灣區方言 」，邀請到香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
知名學者專家，分享在大灣區內的語言現狀以及
文化由來。

粵語是大灣區語言DNDNAA
大灣區方言就是粵方言，即廣州話、白話，本

地人的生活語言。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
授、香港作家聯會副監事長黃坤堯教授認為：
「 大灣區九巿二特區的語言DNA基本上都是粵
語。 」他介紹了粵方言內部按照地域分布及語言
特色的劃分和各自特質。黃教授表示，今次講座
以「 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 」作標題，或有兩重意
義：其一可以理解為粵語，相對於普通話來說，
就是不一樣的方言；其二可以理解為大灣區九巿
二特區的話語，互有不同，以至各巿（特區）的
語音、聲調、語法、詞彙、構詞等並不一樣，各
有各精采，看來未嘗不可。

香港話與廣州話原屬同一系統，而隨着不同地
域的工商業、航運業、新科技及娛樂事業的發
展，詞彙的變化日新月異，層出不窮。香港話吸
收各方語言的特點，特別是跟英語長期的接觸，
創新運用，領導潮流，融為一體。香港語言的變
遷可能就是大灣區語言的縮影。據二○二二年統
計，香港人口約得七百二十九萬一千，主要說粵
語、普通話、英語、閩語、潮語、客語、吳語、
四邑語，非華裔人士更是非常繁多。

黃教授更指出，粵語屬於漢語方言的範疇，特
別是繼承古漢語的精華和格局，而底層卻融合了
大量古越語及其他民族，包括壯、侗、瑤、黎、
傣、泰等的語言因素，估計約佔百分之二十五，
跟普通話發展殊途，差異亦大，說不定還可以訂
為兩種語言。例如粵語、壯語都是唯一有長短音
區別的語言（雞：街；監：甘），而漢語別的方
言都沒有；粵語、壯語倒裝句型，也和普通話有
很大差別。此外粵壯詞彙尚多，有些只有話音，

沒有方言字，有時寫不出來，要借用音近的
字，或自創會意的新字。黃教授

當場還列舉了很多生動

有趣的例子，戴望舒《廣東俗語圖解》、廖恩燾
的「 廣東俗話七律詩 」，帶聽眾進入粵語的前世
今生。

語言是經濟文化活動的基礎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香港作家聯會
副監事長張雙慶教授向大家介紹了幾種主要的方
言，以及大灣區的主要語言分布。他表示，方言
分為幾個層次，從方言區、次方言（方言片）、
方言小片、方言點（腔），學界普遍認為有八個
方言區，中國預計有二千五百多個方言點，相當
於一個縣有一個方言。大灣區佔了粵語方言區的
最大部分，粵語的分區包括：粵海片（ 廣府
片）、四邑片、香山片、莞寶片、高雷片（高陽
片）、桂南片、勺漏片、欽廉片、邕潯片等，蜑
（疍）家話也屬於一種粵語。此外大灣區有很多
客家話、閩南話的分布。

張教授提到「 雙語雙方言 」這個概念，因為商
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口流動的大潮，在全國不少
地方出現了或大或小的雙語雙方言、甚或多語多
方言的社區，例如深圳這個典型的移民城市，也
出現「 雙語雙方言 」的概念，雙語之間會互相影
響。

大灣區人口超過七千萬，是香港十倍，經濟實
力強，粵語的地位也會提升。香港中文大學中文
系榮譽教授何文匯教授表示，方言會影響經濟活
動，也會影響文化活動。他認為，粵劇會非常蓬
勃，在廣州、佛山，粵劇都做的非常好，有些很
具認可度的獎項，二○○九年粵劇正式被聯合國
教育、科學及文化（教科文）組織批准列入《人
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香港首項世
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促進了粵劇的發展。大灣
區的粵劇界非常活躍，十二月十日在西九茶館小
劇場還會舉辦「 大灣區粵劇發展聯盟 」成立儀式
以及「 大灣區粵劇傳承發展研討會二○二二 」，
推動粵劇傳承和發展。除了
粵劇之外，粵語流行曲在大
灣區甚至全球華人間都非常
受歡迎，推動粵語文化的發
展。我們還需要為國家保存
和弘揚古典詩歌文化，希望
更多相關活動去鼓勵創作、
培養人才。

張雙慶教授也認同語言是
支持文化經濟活動的重要基
礎。他認為，粵語是強勢方
言，因為有廣州和香港這兩
個強大的經濟體，能支持很
多以粵語為媒介的經濟文化
活動。因此，有成熟的書面
語，很早就出版方言文學作
品，香港很早就製作粵語片，有風靡華人世界的
粵語流行曲。對其他方言的影響，曾造成「 廣州
話北上，普通話南下 」的效應。因為香港特殊的
背景，香港粵語的應用範圍，包括可以作為政府
工作語言、教學語言，製作電視、電影、廣播，

出版書刊報章，以及法庭、監獄，作為法律語
言，已超出中國任何一種方言。

春秧街和香港閩籍文化

祖籍福建南安的香港作家聯會會長、《 明報月
刊》總編輯兼總經理潘耀明先生非常關注閩南語
言和文化在香港的發展變遷。潘先生表示，如果
以語言來劃分，操閩南語的香港人，不光是指福
建的閩南地區，還包括廣東的潮汕地區及海南
省，而香港可使用閩南語的人口可達到二百萬以
上。

「 小福建 」北角的演變更是有趣，北角較早被
稱為「 小上海 」，老上海人熱衷於夜生活，而具
有生意頭腦的南洋閩籍富豪郭春秧，率先在北角
與鰂魚涌邊緣的麗池群樓之間，開辦了富麗堂皇
的麗池夜總會，成為香港夜生活的新地標，上海
人紛至沓來。在這個時期也形成了很多閩南文化
的生活方式，之後，隨着麗池夜總會結業，上海
人逐漸遷離本區，此其時，閩南人接踵遷入。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春
秧街的名字與稻米的秧苗
無關，它的名字源於上文
提到的該地區的開發商郭
春秧的姓名。他回饋家鄉
福建投資和捐助，建設農
場、糖廠、貿易行及小學
等，並且鋪路造橋，贈醫
施藥，參與廈門鼓浪嶼的
開發和到香港擴展糖業和
地產業務。一九三○年代
政府將北角的一條街命名
為「 春秧街 」，以表彰郭
春秧先生的貢獻。

潘先生認為，如果說北
角是「 小福建 」，則北角

的春秧區則是小福建的心臟地帶，很多閩籍商販
在此經營店舖，售賣不少具有閩南風味的小吃，
如芋丸、雞卷、血大腸、燕肉、珠蠔等等。每天
清早，一片朝氣勃勃、熱氣騰騰的景象，置身
其間，彷彿返到熟悉的閩南家

鄉，倍添親切感。
春秧街還是全港唯一有電車行駛的街市，近年

被香港旅遊發展局推介成香港旅遊景點之一，吸
引遊客觀光。

這區的閩籍文化，還包括一九三九年成立，全
港最大社團之一的福建同鄉會，福建社團熱心幫
助新移民的人士，使這一帶成為閩南語可通街的
區域。

保護和保育方言

二○○○年《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提出「 國
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 」另一方面，國
家也重視方言的保存，二○一五年五月，中國啟
動「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 」，是一項由教育部
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領導實施的重大語言
文化類國家工程。

二○二一年中國教育部首次公布《 粵港澳大灣
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二○二一）》，建議香港
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及簡體字地位，促進普通話
教育「 適度融入考評體系 」，使小學、初中、高
中的普通話教育連貫銜接，以增強教與學的動
力，又提議粵港合作推進普通話教學等。

張雙慶教授引用著名主持人汪涵說過一句話：
「 普通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方言則可以讓你記
住你的根在哪裏。 」他強調，我們應該更加積極
保護和保育方言。

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作家聯
會副會長潘銘基教授做總結，他十分贊同語言的
保育和保護非常重要，更笑稱，因為女性在家中
教育更有主導地位，因此講粵語的男性娶講粵語
的女性為妻，方能更好的傳承粵語，如果講粵語
的女性嫁給外國人，更可以將粵語發揚光大。

（本文圖片由香港作家聯會提
供。撰稿者為香港作家聯
會理事。）

光陰是百代的過客
●暨南大學中文系 袁 娜

歲聿雲暮，轉眼已是十一月。
午後，在暨南園中漫步。路的兩側是高大的榕

樹，枝葉茂密，相擁成拱。倏爾，微風拂過，頭
頂的綠雲唱起沙沙的歌兒。坐在樹下的石凳上，
我的目光在周邊流連。風輕柔地撥弄着陽光的琴
弦，樹影婆娑。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來往的人影總
是會和濃密的樹影短暫地相擁隨即迅速地分離。他們宛若行走在時間
的人行道上，爭分奪秒，不敢停歇，無暇顧及這令人陶醉的靜美之
景。

思緒，在光影交錯間，變得悠遠。
很多人就是這樣行色匆匆地走完了過去一年的歲月，可能會繼續這

樣走完接下來的一生。我的心中，頓時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悲涼。誠
如李白所言，天地是萬物的逆旅，光陰是百代的過客，人的一生就像
一場夢。時間的潮水滔滔不絕奔湧向前，我們怎可僅僅用忙碌就填滿
了我們這本該絢麗多彩的人生畫卷呢？陽春盛開的木棉，夏日急雨的
屋簷，靜秋飛舞的枯葉，冬日皚皚的長街，四季流轉間得見鎏金的歲
月。風流的萬物讓眾人落筆成章，你也可回首望一望那青山白雲的景
象。日暮輕煙起，悠悠風吹紗。江天一色，瀲灩的波光染上幾抹緋紅
的霞。

人生是一場盛大的旅行，而不是一次盲目的奔走。清風有信，皎月
無邊，願庭院的風荷終有人為它駐足。

生活中的平淡樸素
●英國伯明翰大學學院 李浚霖

年末將至，難免會開始緬懷及回望本年做過的點
點滴滴。回頭一看，感謝身邊每個人的陪伴與美
好的時光；同時感恩這年能夠成為更好的自己，
學會愛惜自己，懂得在忙碌的人生中休息放鬆。
無論是忙是閒，每一刻都令我難以忘懷。打從年初
開始，我的生活就不斷穿梭於學業於舞蹈排練之間。
雖然每一天回到家都筋疲力盡，但亦因為這種生活讓我覺得自己是真
真正正的活着。當然偶爾會有想放棄的時候，但是幸好有朋友的鼓勵
與支持，我還是堅持下去了。幸好當初的我沒有放棄，否則現在的我
一定後悔莫及。春末夏至之際，忙了好幾個月的我終於可以放慢腳
步，細看身邊的人與事，享受一下屬於自己的時光。適逢生日，我分
別跟朋友和家人到處旅遊，飽覽各地名勝，世外桃源的風景盡收眼
簾。休息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兩個月，卻令我充滿元氣，賦予我足夠的
能量繼續忙碌的生活。風流快活過後，就要回歸現實再次應對急速的
生活節奏。暑假時份回到香港的我每一天每一晚都填滿了表演的排
練。每一晚排練到通宵達旦，身體疲累不堪，但是因為大家同樣為同
一目標努力，互相為大家打氣，心裏感到好溫暖，彷彿成了一個大家
庭般。即使表演過後，無論新舊相識的朋友都會再相聚在一起，氣氛
十分溫馨。

最後來到年末，回到英國重回校園生活。沒有年頭忙碌的幹勁，沒
有度假中的休閒，沒有暑假表演的熱情；但卻有了生活中的平淡樸
素。可以說是充滿起承轉合、高高低低的一年畫下了完整平凡的句
號。期盼着來年新的人與事、高與低。

▲「 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 」講座於十一月十二日
在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辦，吸引了一班對方言文
化有興趣的參與者。

▲大灣區方言就是粵方言，即廣州話、白話，
本地人的生活語言。講者們從不同方向展示大
灣區方言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大灣區文學講座：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主講嘉賓（左二起）：何文匯、潘耀明、張雙慶、黃坤堯。
主持兼總結嘉賓潘銘基（左一）。



【文化綠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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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蕭紅最後文字歸宿香港

一九四二年，蕭紅在香港走完她短暫人
生的最後旅程，在顛沛流離最後兩年，她
先後在香港報章和雜誌發表了多部作品，
包括《呼蘭河傳》、《馬伯樂》、《小城
三月》等。香江有幸承載過蕭紅的骨灰和
她的傳世篇章。

一九四○年一月十七日蕭紅和端木蕻良
從重慶抵港，先後在尖沙咀諾士佛臺和樂
道居住，兩人安頓後便投入寫作。四月，
蕭紅完成短篇小說〈後花園〉，交給香港
《大公報》連載。戴望舒得到蕭紅同意，
把《呼蘭河傳》拿到《星島日報》刊登，

九月一日起在《星島》副刊《星座》
連載，十二月二十七日，被譽為蕭紅
最偉大長篇小說的《呼蘭河傳》連載
完畢。

之後，蕭紅筆耕不絕，但作品多已
移到旅港東北老鄉周鯨文主編的雜誌
《時代批評》和《時代文學》發表。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蕭紅長篇小說
《馬伯樂》第二部在《時代批評》第
六十四期開始連載。七月一日，小說
《小城三月》刊於《時代文學》第二
期，這是蕭紅繼《呼蘭河傳》後的另
一巔峰之作。《時代文學》是應蕭紅
和端木蕻良要求而創辦的，因為一九
四一年初，逃難到香港的文化人愈來
愈多，供發表文章的刊物卻非常有
限。《時代文學》一九四一年六月一
日創刊，由端木蕻良和周鯨文共同主
編，作家陣容鼎盛，雜誌自我標榜為

「 巨型文學月刊 」。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
蕭紅在《時代文學》第四期紀念九一八專
輯發表〈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其
中一段：「 東北流亡同胞們，我們的地大
物博，決定了我們的沉着毅勇，正如敵人
的家當使他們急功切進一樣。在最後的鬥
爭裏，誰打得最沉着，誰就會得勝。 」蕭
紅在香港流徙的歲月，沉着應對戰亂環
境，專心寫作，結果她戰勝了逆境，完成
一部又一部名著。可惜，她卻無法戰勝病
魔。

蕭紅到香港主要是找一個清靜地方專心
寫作和養病，但身體日差，她可能自知時
日無多，因此拼盡最後心血寫下傳世名
篇。蕭紅後來確診患上肺結核，部分患處
已鈣化，她幾次進出瑪麗醫院，最後一次
是不理勸告堅持出院。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日軍壓境，蕭紅身體已非常虛弱，但仍要
不時轉換養病地點，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
二日，蕭紅在聖士提反女校臨時救護站棄
世，只得三十歲。一月二十五日，端木蕻
良和駱賓基把蕭紅一半骨灰埋放在淺水
灣，一九五七年再遷葬廣州。

（本文圖片由鄭明仁提供。作者為資深
傳媒人。）

蕭紅在香港流徙的歲月，沉着應對戰亂環境，專心寫作，結果她戰勝了逆境，
完成一部又一部名著。可惜，她卻無法戰勝病魔。惟幸香江承載過蕭紅的骨灰和

她的傳世篇章……

◀蕭紅一九四○年攝於香
港。

▲蕭紅小說《馬伯樂》，
一九四一年二月起在《時
代批評》雜誌連載。

▲蕭紅經典作品《呼蘭河傳》，一九四○年九月一日起在《星島日報》
副刊連載。

▲蕭紅一九四一年九月在《時代文學》發表〈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
書〉。

每年的父親節都會有批量父愛如山的文章集體亮
相，寫得也都感天動地。

我思來想去愛這個東西還真是裝不出來演不出來
的，比如有重男輕女思想的父權主義者，對兒子的
愛和對女兒的忽視就相當涇渭分明。

我和美髮養護師阿彩聊天，她家三個小孩一男兩
女，她說她爸把錢、房子什麼的全都給了兒子，她
們從小就是這種生存狀態也就算了，都覺得正常。
但是父母年紀大了現在經常生病、缺這少那總之是
有許多必須辛苦去處理的事就全部找她和她妹，外

孫女也是呼來喝去隨意使用，理由也很「 直男 」：
我不能累着我的兒子和孫子，不能煩住他們。

就是女兒分不到一分錢但是要負責受累。
這還真是刷新了我的認知：不是誰受益誰負責給

父母養老嗎？原來不是。
這讓我想起年輕的時候有個同學，也是為父親生

病的事情忙到飛起，應該對家庭的貢獻也最大，但
她偶然看到父親留下的遺囑，她一分錢也沒分到。

有些爺爺過年給孫輩派紅包，孫女只有五元錢，
這是我們給保安都不敢包的數字。但這就是女孩子

的價值。
我以前不太理解女權主義，覺得會不會有點偏

激，然而時至今日才發現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已經
形成了我們的基因。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這麼多
年，口號當然是產生不了愛的，所以不是有了平等
才有愛，而是有了愛才有平等。

並且這使得女性的自我認知低入塵埃，我們見過
很多事業成功的女性，只要單身、失婚就一切歸
零，通常都是女性認為她們還是失敗者。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發現寫愛是困難的，為什

麼呢？因為現實中的愛已經太少太少了。儘管雞湯
文裏好像愛很氾濫，有些文字也的確讓人熱淚盈
眶，但其實都是經過美顏和修圖的。現實生活中的
愛基本上慘不忍睹。

女詩人也只堅持了兩個月，就以家暴收場。
相比起韓劇中的愛，現實中的愛當然都不完美，

就被我們鄙視為搭夥過日子或者瓜菜代什麼的，然
而平凡中若沒有愛，我們是怎麼堅持到今天的呢？
以至於愛有點像鬼，誰都知道有但是誰也沒見過。
生活中有多少男性或者父權者是懂得愛的呢？很多
女性甚至都沒有得到過半點關心就不要奢談愛了。
他們對兒子孫子的好也只是在完成一個天經地義的
概念，真正懂愛的人就會想到女兒的感受。

這不是怎麼分配財產的事，這關乎於愛。
如果你沒有，就是一個赤貧的人。而有愛才可能

有平等。
（作者為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胡洪俠「深圳落葉」
我在「夜書房 」公號寫《「 深圳落葉 」》已經寫

了四十多天，而故事還沒有完結跡象，反而開出了
更多的話題空間。容納故事的空間不同，故事的形
狀就不同，故事的內容因此有了差異乃至變異。

我以公號連載的形式，嘗試講述深圳《商報》老
同事吳萬平的故事，並以他為視角人物，講述《還
軒詞》的故事、女詞人丁寧的故事，以及自那個時
代順流而下的出版故事、閱讀故事與文人交遊故
事。

《「 深圳落葉 」》講述的其實也是一個深圳移民
的故事。老寶安縣人口不過三十萬人，搖身一變成
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短短四十幾年，城市
面積並未擴大多少，而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已然暴
漲到約二千五百萬人。現在想偶遇一個老寶安縣人
並不容易，深圳，早已是一座移民之城。

所以我說，深圳是一顆速生猛長的大樹，但是這
棵大樹和它的葉子的關係有點異乎常理。絕大部分
深圳人，並非是「 深圳 」這顆樹上的「 原生葉
子 」。他們從各地飄飛到深圳，在大樹枝枝叉叉間
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飛來時已經是成熟的樹葉，
自帶營養、形狀與顏色。他們不僅在深圳這顆大樹
上汲取營養，他們也給深圳輸入自帶的養份。樹
幹、樹枝與樹葉就這樣互相澆灌，共同長成，深圳
因此雜花生樹，群鳥翔集，變幻多端：樹葉未必永
遠是葉，或會忽而變花，忽而為鳥，忽而成枝，忽
而結果……

然而，樹葉總有落葉時，移民也是會老的，他們
會退休，會離去，會消失。二○二二年九月，我偶
爾得知，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安徽主持校釋、促成
首次正式出版丁寧《還軒詞》的老同事吳萬平，四

年前已經去世。我大為驚訝，首先驚悉他雖已退
休，但享年不過六十六歲，以如今的預期壽命水平
觀之，當屬英年早逝。更為吃驚的是，我和他因丁
寧《 還軒詞 》締結書緣，一度交往頻密，喝酒聊
天，十分暢快，可是他去世已經四年，我竟然才得
知消息。

我忽然想到「 深圳落葉 」這一意象。這既是可以
用來象徵吳萬平等等已經離世的深圳移民共同的符
號，也是我等行將退休的「 六十後 」遲早將臨的命
運。「 從綠葉到落葉 」的流動、遷徙故事，應該有
人講述。我正在嘗試，希望通過一片「 落葉 」，能
有機會接近無數個「 秋天的真相 」。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
輯。）

●胡燕青難關與鑰匙
許多人面對長篇巨著，例如《紅樓夢》、《戰爭

與和平》等書，翻不了幾頁，就會給數以百計的人
名和他們的關係卡住，讀不下去。即使是文學專業
的學生甚至文學作家，若非特別用力，都無法跨過
這一關。

這感覺很容易明白。對讀者而言，故事人物的生
活關我什麼事呢？他們長什麼樣子，穿什麼衣服，
談吐好壞，我們還未產生興趣。假如先集中寫幾個
（例如《罪與罰》），中途再逐一介紹，會不會好
一點？

既然有其他進路，作者為何要這樣開始一本書
呢？《戰爭與和平》的首五章，說的是一個派對。
一個上流社會探聽情報、建立交情和伺機浮頭的場
合。原來彼此恭維的談話方法從來未變，勢利矯情

地擇木而攀也歷來無異。托爾斯泰固然要描述這種
生態，反映人性的虛偽和政局的飄搖，指出人類活
着的無聊和無奈。但我也估計：他若不這樣寫，恐
怕也無法記得這些人是誰。雖然他已有腹稿或筆
記，畢竟涉及的人太多。因此，我相信這本來就是
故事的資料——雖然寫得很藝術，但幫助記憶也是
功能之一。要記錄這樣的時代和國情，有什麼比長
篇小說更精準？又有什麼比長篇小說更廣闊？

同樣有趣的是《紅樓夢》的第二回〈賈夫人仙逝
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在這一章裏，賈雨
村正想飲幾杯酒，一進店門，就看見了都中做古董
生意的冷子興。二人同席，冷子興就和他一問一答
地把寧國府和榮國府的人物、關係和現在的處境全
部說了。他以「 有作為大本領 」的商人的視角，八

卦諸事的語氣，加上一些「 你道是新聞不是 」、
「 說來又奇 」等話來吸引讀者。其實，就此對話而
言，冷子興即使真的知道這麼多，又詳細解說，賈
雨村也未必記得。何況，男人對話，談的竟然是某
個沒落中的大家庭？他們都不是小說中重要的人
物，但若不是曹雪芹要把這些資料穩固地放在書的
前面，讓讀者隨時查證，他為何這樣鋪排呢？其實
這是賈府的百科全書，具備讓人翻查的作用。

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這些資
料並非難關，乃是鑰匙；即使讀一次記不牢，隨時
可再讀。這樣的話，閱讀的壓力就少了，我們再沒
有不讀巨著的藉口了。

（作者為香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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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
盟指導、珠海市古元美術館
主辦、「 粵港澳九加二城
市 」漆畫藝委會協辦，珠海
紅谷組藝術館承辦的「 大美
灣區漆彩珠江——古元美術
館首屆漆畫邀請展 」八月底
在珠海紅谷組藝術館舉辦，
展出來自大灣區多地優秀漆
畫藝術家的多幅作品。現代
漆畫脫離了以往只作漆器裝
飾的功用，轉向純藝術的獨
立畫種，藝術家們在此過程
的探索與發現都為中國漆藝
注入了更多文化元素，使中
國漆藝能持續發展下去。是
次活動旨在促進漆畫的創
作、展示與交流，希望把
「 漆畫邀請展 」打造成可持
續發展的藝術品牌，不斷推
動中國漆藝的發展，增加受
眾以推動大灣區的藝術發
展。

【文 訊】■

●張 欣有愛才會有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