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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不少慈善機構，平常都在進行各
類救弱扶貧、應急援助的活動。好些機構深
受市民愛戴，令其聲名顯赫。有些機構默默
無聞，名不經傳，但卻同樣做着各種有利普
羅大眾的項目，值得表揚。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簡稱 「華永會
」，主要為香港永久居住並有華人血統的居
民及其親屬提供各類墓地、龕位及撒放骨灰
的服務。我們在清明節或重陽節前往掃墓的
香港仔、荃灣、柴灣及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就是由 「華永會」負責營運及管理維修。
有趣的是， 「華永會」除了執行該等與死者
有關的事務，同時亦定期贊助其他本地非牟
利機構舉行生命教育活動，實行 「從死看
生」。

前兩天我在饒宗頤文化館出席了《西遊
．生命之旅》的開幕式，該活動就是由 「華
永會」贊助聖公會聖匠堂主辦的項目。說也
奇怪，贊助機構、主辦單位和活動場地，性
質都風馬牛不相及。聖匠堂明顯是一個附屬
基督教的組織；饒館一向予人較濃烈的儒家
及佛學氣息； 「華永會」則沒有特定宗教背
景，正是人皆普及，照顧眾生。三個機構結
合一起，原來是希望以中國文學名著為藍本
，製作成一個結合藝術元素的生命教育推廣
項目，尤其以年輕人為目標對象。

選擇以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
》作為該活動的主體，因為該小說曾多次被
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可說是無人不曉，不
論讀者或觀眾對《西遊記》都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並已有認知框架。主辦單位就是想突
破這些既定框架，為公眾帶來全新的解讀角
度，讓讀者有一份嶄新觀感─原來傳統小
說亦可從生命教育的角度來欣賞。

整個活動從現在舉行至本月二十一日，
除星期一之外，每天都有藝術裝置展覽，逢
星期六及日更有不同主題的講座及創意工作
坊，而且全部免費。不論文學、設計或藝術
的愛好者，亦都不容錯過。

最近跟一班遠房親戚晚飯，席間談起了
從前的祖父家。大家對於祖父家的記憶，各
有着迷，每一個角落都有一個故事，而我的
故事在客廳的一個櫃，那個櫃的其中一個抽
屜是放 「我的」糖果（只有兩款，一款是英
國百貨公司的軟糖，另一款是 「狐狸」硬
糖）。那抽屜旁的架上，放了一部黑色撥號
式電話，而在記憶中，我忽然看見了電話壓
着的一本好久不見的本子─黃頁。

致沒有見過黃頁的人：黃頁，是一本登
記了當地商業與公共機構聯絡的通訊目錄。
這份目錄一般都是黃色封面、黃色紙張，故
稱為 「黃頁」。黃頁起源於北美等地，早於
十九世紀末在美國面世，其後世界各地都有
出版 「黃頁」，而有趣的是各地黃頁，彼此

之間沒有多少商業與架構上的關聯。黃頁，
成為了國際間的一個符號。

作為一個符號的黃頁，成為了不少創作
的參照點。例如，當代墨西哥概念藝術家歐
洛斯科（Gabriel Orozco）便在一九九二年
於紐約現代美術館展出了一幅畫作《瑪利亞
，瑪利亞，瑪利亞》，此畫就是摹繪黃頁電
話簿上列有 「瑪利亞」名字的一頁。歐洛斯
科擅長於重塑現成物的形態，以探討有關 「
目的性」的主題，而以摹繪黃頁指出的 「無
用之用」尤其有趣。

想念黃頁，於是我上網一查，才發現，
原來這一年，將會是香港出版本地黃頁印刷
本的最後一年。據說，在二○○七年，比爾
．蓋茨已經斷言五十歲之下的年齡族群近乎

沒有一個會使用黃頁，想不到十年之後，才
發展到我們的本地停產，而我明明記得，早
在二十多年前，那一本家中的黃頁，已長期
壓在電話底下，沒有翻閱、沒有更新。

但，黃頁的無用之用，還是成為了記憶
的美，它曾經是一個時代的搜尋力，代表着
一種時刻可以聯絡得上 「對方」的可能性，
就像歐洛斯科的《瑪》，一頁的瑪利亞，代
表着尋見心目中的瑪利亞之可能，尋見與否
是後話，那 「可能」本身，是一種美。

「小丸子爺爺那天
來得不巧，因為店裏面
已經有好幾個六位數。
你知道，我們跑數不能
指望街客，而熟客又分
為五位數和六位數。見
到 六 位 數 當 然 要
MARK 實，然而那天
同時間竟來了這麼多，
簡直像是大班飯局似的
，MARK 也 MARK 不
完。於是經理就下命令
說，別管那老頭。」

「其實就算不說也沒人會管，問
題是我被他抓住了。 『你們有沒有深
綠色的恤衫……』小丸子爺爺問。經
理便走來。 『Patrick，Serve 客。』
我就對小丸子爺爺說： 『十分抱歉，
今日本店繁忙，請稍等。』他聽罷，
好像很不開心似的點了點頭。我就不
再理他。」

「那天不知為何，六位數來完又
走，走完又來，等到全部招呼完，已
經過了兩小時。見小丸子爺爺還在，
我就去招呼他。」

「他已經選好一堆衣服，我記得
很清楚：十三件恤衫，八條褲，五件
褸。穿起其中一套，自試身室出來，
他一如以往開始問： 『你覺得怎樣
……』我說： 『這剪裁很適合你。』

這話其實他已聽過一萬次，但他還是
點頭，又問我深綠色會否合襯些。我
問他何不試試看。他把恤衫拼在身上
，說從小就喜愛綠色，因為綠色代表
世界和平。他問我為何綠色代表世界
和平，我說我不知道，正如我不知道
為何超人要把紅色內褲穿在外面。他
就說自己很喜歡超級英雄，小時候常
常一個人在家看。我說，但這年頭太
多超級英雄，連隻蟻都要做英雄，可
能將來還會有空氣英雄。」

「我就這樣一邊疊衣服一邊跟他
胡謅，大概聊了半小時吧，直至他無
法把話題繼續下去，就說： 『我的衣
服呢？』我看看左看看右，才想起聊
着聊着已不小心全部疊好放回原處。
『請再光臨。』我對他說。他搖頭，

又去把衣服逐件拿回來。 『麻煩結帳
。』我才驚醒。那是本店史上第一次
有七位數，而且他用的是黑卡。」

「不用說這筆帳是我的。我像部
錄音機似的對他不斷重複 『請再光臨
』，他還是那樣，不開心，點點頭。
之後他就一直再沒有回來。」

今天拾字君想說說 「燃」。關於
「燃」字，《說文解字》說得簡單而

直接： 「燃，燒也。」燃字原本沒有
火字旁，左上角是 「肉」的變體，右
上是 「犬」，下面是 「火」──火烤
狗肉，後來人們為了區分，才加上了
火字旁。隨着時代發展， 「燃」和其
他漢字一樣，所表示的意義也在與時
並進。內地網民開始用 「燃」字表示
「令人熱血沸騰的感覺」，而在無邊

界的網絡世界，這種用法很快流行起
來，香港也逐漸有人開始使用。拾字
君這個星期看了一場很 「燃」的電影
─史提芬·史匹堡導演的《挑戰者
一號》！

這是一部毫不誇張，名副其實 「
風靡全球」的電影，網上對電影的評
論可謂鋪天蓋地，拾字君就不再多言
。在影片尾聲，劇中角色喊出那句日
文之時（為避免劇透，寫得稍微含糊
，看過的人自然心領神會），不但拾
字君本人被徹底點燃，整個電影院內
都同時響起歡呼和掌聲── 「燃爆！
」香港的電影觀眾一向素質比較高，
拾字君看了那麼多電影，觀眾基本上

都是安靜的、禮貌的、克制的。當然
在影片搞笑之處會哈哈大笑，在催淚
之處會有唏噓之聲，但這樣在情節進
行過程中鼓掌歡呼的，還真的是第一
次經歷，有些意外，但更多的是感
動。

無論是看電影，還是看書， 「燃
」都是一種難得的超凡體驗：情緒亢
奮，鬥志昂揚，全身上下充滿了動力
，或是想要成就一番事業，或是面對
邪惡挺身而出，或是為了夢想奮不顧
身，或是為了愛情 「生命自由皆可拋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雖然，
這種情緒通常延續不了多久，但在平
淡和機械的都市生活中，有這樣短暫
的亢奮，已經足以讓人銘記。

「燃」是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的一
刻，感受到自己真正 「活着」的一刻
。願我們的生命，多一些 「燃」的瞬
間。

在泉州，於巷陌口，倘若你正好在接聽
一個電話，電話裏那端的人全然不知，而你
卻分明看見，抬頭處，一戶人家的門楣上，
赫然寫着， 「四知傳芳」。你知道它是指，
東漢楊震之 「四知」。刺史楊震那時向朝廷
舉薦名士王密，密為報恩，以金相贈，收下
吧，無人知。刺史笑，你知、我知，天知、
地知。以 「四知」為堂號，從西晉末年從中
原遷徙至此，相傳楊氏子嗣如今僅晉江、石
獅一帶，已有血脈三十餘鄉，七萬餘人。

一隻小狗踱步過來，機警而視。你的目
光往右移，另一戶人家門楣上，也有四字，
「六桂傳芳」。你也知道，所謂六桂，乃洪

、江、翁、方、龔、汪六姓的總稱。五代時
，福建進士翁乾度家有六子，六子同朝為官
，「滿朝翁六桂聯芳」，可時逢改朝換代，投

誠還是更名，翁氏一門選擇了後者。所謂後
人有記， 「諸子傳流分六姓，兄南弟北各西
東。枝分南北東西省，六姓原來是一宗。」

那隻小狗忽然狂吠起來，你索性背過身
去。抬頭處也是四字， 「汝南衍派」。你也
知道，汝南，指這一戶人家的根脈，遠在古
代中原那汝水之南……

「你」，是這些天來，騎着摩托載我於
泉州小巷穿梭， 「新講古人」的志願者，小
萍的老師李以健。除去 「新講古人」授課老
師，以健也還另有身份，音樂人、茶行老闆
、傳統食品店老闆。他的小食品店 「十八芝
」，就開在泉州開元寺外西街上的一條岔巷
裏。

以健祖上也不是本地人，唐時下福州，
上世紀四十年代，他爺爺騎高頭大馬奶奶坐

花轎，一路躲兵避燹來到泉州。
靜水深流，上千年來不曾入眠，家家有

堂號，戶戶供神明，一戶一戶萍聚而來，比
鄰而居，居成了迷宮一樣，我們眼前的泉州
古城，一座世界遺產般的小巷王國。

那天接到我電話時，以健正要去這條名
馬阪巷的小店請香，請宋代就以製香為業，
蒲姓人家自製的一款古香。小狗是一位剛剛
誕了子的母親。年輕的母親明白孩子無礙時
，它靜穆地於巷口望望以健，偶爾，也望望
古巷盡頭的天空。

五個人吃飯，協議每人叫一樣菜，朋友說：
來個 「勁啲」的，東坡肉！

曾幾何時，東坡肉也變成 「勁啲的」了！七
八十年代，筆者還在內地時，吃單位食堂，每月
四張肉票，可以有四餐吃上一小碟豬肉，肥的居
多。那年頭，瘦肉也精貴，肥肉雖然粗俗一點，
但缺油少葷的年代，肥肉也是罕見的。那時怎敢
夢想有一天能舒舒服服吃上一碗東坡肉！

現在吃東坡肉，變成是一件需要有點勇氣的
事了。在很多不明不白的食物都被不明不白地加
進各種有害無機物的今天，一碗東坡肉，如果可
以保證是地道的 「東坡肉」，那已經算是挺理想

的了。
街市的生薑，一塊塊比手掌大，粟米和大豆都是轉基因

種子種出來，農作物裏有多少生長激素、化肥和農藥，現在
還有誰去計較了？即使有人計較，除非你自己去種，否則還
不是要從街市上買回來？

最近回鄉，鄉下的飲食習慣也迅速改變中，日常生活更
講究，鮑參翅都不是稀罕物了，中小城市也不再有營養不良
的現象。實際上，他們見到東坡肉，可能大家也都要搖頭了
。一方面營養過剩，另一方面營養可疑。可疑的營養過剩，
倒是不可疑的營養沒地方找，這是這時代悲哀的事情之一。

想起這些，吃
什麼都沒滋味，要
想有滋味，只好什
麼都不想，只管吃
，如此胡混下去。

現代藝術的概念寬泛，種類龐
雜，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前來巴
黎的展覽中，除了畢加索、達利的
經典畫作，安迪．華荷的普普藝術
海報，愛森斯坦的電影片段，甚至
位於紐約曼哈頓的聯合國總部大樓
模型，也作為戰後現代主義建築的
傑出代表而陳列其中。

在巴黎市中心也有一座通體黑
色的摩天大樓。站在艾菲爾鐵塔上
，或者城市的主要幹道，都無法擺
脫它突兀的存在。據說，這棟位於
蒙巴納斯的大廈是法國總統喬治．
蓬皮杜在一九七○年訪問美國後，
受到當地現代主義樓群的感染而支
持投資興建的。二百一十米的高度
至今仍是法國的最高建築。大廈的
主體為辦公場所，底層則是一個巨
型購物中心。在巴黎幽雅別致的街

巷叢中，這棟大樓周圍永遠顯得繁忙而凌亂。
現代主義建築崇尚簡約統一，主張消除裝

飾和個性的國際式風格，多用於公司機構，因
適應了二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建設而
成為主流風格。可惜，在巴黎市中心樓高不超
過三十七米的古典建築群中，蒙巴納斯大廈破
壞了 「十九世紀完美的天際線」。自啟用之後
，它常年穩居全球十大最醜建築之列。

正是在蒙巴納斯大廈的「警示」下，除了水
管外露的蓬皮杜藝術中心和羅浮宮門前的玻璃
金字塔，巴黎近年沒再允許出現任何 「反傳統
」的大膽建築。那些迫於經濟需要而建設的辦
公樓，也全部集中在西郊的商務區拉德芳斯。

巴黎人流傳一句話，蒙巴納斯大樓頂端提
供全巴黎最美的視野，因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
不見那棟大樓的地方。這句玩笑的 「原版」其
實來自莫泊桑。艾菲爾鐵塔建成後，曾堅決持
反對意見的莫泊桑卻常在塔上喝咖啡，他解釋
說， 「這是巴黎唯一一處不是非得看見鐵塔的
地方。」

攝影新聞業在二十世紀四十
年代的戰爭時期便已經成型了，
可以說這是 「現代戰爭史中爭議
最少的一場戰事」。到一九四五
年戰爭結束之後，納粹黨的惡行
經由影像的記錄與傳播而展現在
世人眼前，這更加確認了攝影記
者的 「正當性」。

戰地攝影的初衷就如同戰爭
詩歌的作用一樣：為了打響戰鼓
、激勵將士。英國攝影師羅傑．
芬頓（Roger Fenton）被公認為
是第一位戰地攝影師。在十九世
紀五十年代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
期間，在阿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的授意下，他被派往克
里米亞成為英國政府的 「官方」

攝影師，為的就是要借這位名攝
影師的鏡頭，來給這場越來越失
去民心的戰爭挽回一些正面的印
象。後來，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戰地攝影已經在戰爭中
享有了一席之地。

但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這
些攝影紀錄存在意義理應是讓公
眾知悉戰爭的深重代價，並由此
提高反戰意識，然而在達成這一
功能性目標的過程中，戰地攝影
記錄的角色地位並非那麼重要。
人們對當時戰爭傷亡慘重程度的
了解，多半不是來自戰地前線的
照片，而是歸因於藝術家的繪圖
以及記者的報道。

非洲奴隸史的研究者里歐．
利瓦克（Leon Litwack）曾在他
的著作《庇廕之外》（Without
Sanctuary: Lynching Photogra-
phy in America）中收錄大量於
一八九○年至一九四○年間所拍
攝的美國小鎮黑人居民慘遭酷刑
的照片，並於二○○○年在紐約

舉辦了攝影展，照片中的黑人被
閹割、吊死、燒屍……其殘忍程
度令人 「難以想像事件全盤的恐
怖」。

利瓦克在書中詳細寫道： 「
有人說這次展出的兇暴展品只是
投偷窺者所好，只是不停地提供
黑人受害的影像。這是一段不容
易被吸納與同化的痛史。這些頁
面上的影像被視為是野蠻的、喪
心病狂的，超越了理性的範疇。
這些照片正重新定義什麼是 『難
以置信』，甚至令我們的腦筋麻
木。但是我們必須重新檢視這些
照片以設法理解：正常男女如何
於生活中容忍、參與以及維護這
種暴行？」

以攝影記錄下來的世界各地
的悲慘和不公平的龐大庫存，讓
大眾對暴行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也使得暴力恐怖現象變得更普
通了，使它們看起來熟悉、遙遠
、不可避免，變得就像一張照片
一樣普通。

霍金（Stephen Hawking）的離世，
令一眾科學粉絲尤其理論物理學（The-
oretical Physics）的學者嘆息不已。其實
，他的理論區區一生也難以理解。霍金
最出名的著作可能就是《時間簡史》。
霍氏去年將其博士論文《膨脹宇宙的特
質》上載網上供人們閱讀。有物理學者
認為，論文的第四章已經是物理學的大
創見，當時年僅二十多歲的霍金便證明
了宇宙開初的奇點：近乎無限大的能量
蘊藏在一個無限小的點（即黑洞）。然
而，霍金的逝世，不禁令人聯想到他任
教的劍橋大學及其出色的物理系。說到
劍橋大學的物理系，又焉能不提物理學

的殿堂─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呢！就在這裏，湯臣（JJ
Thomson）發現了電子（electron），由
此而孕育了物理化學（Physical Chemis-
try）。就在這裏，Watson 和 Crick發現
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從而奠定了現代
生物科技、基因工程學及藥物學的誕
生。

卡文迪許實驗室共出了二十九位諾
貝爾獎得主，成就差不多是空前。它也
是羅富齊去年九月到訪劍橋大學的原因

之一。然而，在劍橋大學，我感受最深
還是她的學術自由。雖然為國教聖公會
（Church of England）所不悅，劍橋大
學的 Sedgwick Museum 仍然收錄了查理
．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小獵犬號
（Beagle）時所收集的標本、化石、筆
記及書信。其中一些書信是達爾文和他
的劍橋大學老師討論他的偉大構想——
「進化論」。當時這個理論根本不容於

基督教，然而劍橋大學並沒有禁止，故
此這偉大的理論才得以成長，並且成為

現代生物學以至醫學的基石。
在 Whipple Museum Of History Of

Science（亦是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前身）
，看見了劍橋大學的學者及工程師在上
世紀五十年代創造的電子顯微鏡及旁邊
的DNA模型，我只感覺到劍橋大學的偉
大。自由開放的土壤才能孕育偉大的思
想及發明。劍橋大學歷八百年而不衰，
繼續叱咤科學研究，定必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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