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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幻想曲

   我自幼便喜歡聽藝術曲子 (Art Songs)，年青時聽了一首歌，名稱是 Visione 

Venezia ( 威尼斯幻想曲 )，旋律優美，音調鮮明，繞梁三日。作者 Renato 

Bragi，生平不詳；唱者是五、六十年代雄霸歌壇的義大利男中音 Tito 

Gobbi，在歌劇舞臺上或演唱會中，技藝驚群，譽動一時。初聽此歌，我心弦

深深地受震動，雖然哼不出來，但音調常在腦海中縈回。此歌有兩段主調，

Gobbi 用中氣充沛，聲調渾厚的男中音唱出第一段，好象一大鵬鳥在山腰旁的

上空回翔。雖然不容易唱，音符仍不出男中音範圍。他唱第二段主調時，開口

便如一晴天霹靂，音符已達男高音音域，跟著慢慢下降，愈唱愈沉，直落到男

低音境界。大鵬鳥突然一飛沖天，搏入雲霄，然後徐緩地盤旋而下，直入深谷

之底。歌的結尾是 Gobbi 唱出一組低音符，又吊高嗓門，回到男高音音域。大

鵬鳥餘勁未消，在谷底盤桓少許，振翅向上空衝刺，在峰頂後面消失了。多麼

雄渾的歌聲；多麼深湛的技巧！沒有 Gobbi 遼闊的音域，圓滑的轉腔，怎能把

握音調，將此 (威尼斯幻想曲 )傳神啊！

  單用“美麗”一詞去形容威尼斯總有點不着邊際。然而要數世界上最美麗的

城市前十名，任何投票者都不會漏掉威尼斯。眩人眼目的建築物，充斥各教堂、

博物館和官邸的名畫，悠久的歷史，特殊的地理環境等條件足以列它為世界名

城有餘。除它以外，有哪城市全面建築在水上，車輛絕響呢？它是我們心中的

幻想，若沒有它，我們也要想辨法建一水上都會，以船代車。似乎這樣的城市

只能建築在和能保留在狄士尼遊樂場內。事實上自六世紀初，威尼斯已出現在

歐洲地圖上。這是幻想中的奇跡和歷史早已實現了人類的幻想。它是一神秘的

城市；它的美麗因為它含了不可思議的詭異。我們對這幻想中的現實何等珍惜

啊！

  出租汽船從馬可孛羅機場 Marco Polo Airport 劃過鹹水湖 Venetian 

Lagoon 赴市內旅館，沖入眼簾的威尼斯市容將令人終生難忘：大運河口的聖

馬可水盆，溪流交匯，Salute 大教堂扼著咽喉，教堂背後的 Giudecca 大水道

上舟楫頻繁。水盆對面的候爵宮殿 Doge Palace，鐘塔 Campanile，和富東方

色彩的聖馬可大教堂 San Marco Basilica 清晰可辨。瀕海大道上有一連串橫

跨小河的石拱橋，好像一條玉帶扣上了很多環節；這些像駝峰般的橋行人擠塞，

後浪湧前浪；陸地的人潮似乎和聖馬可水盆的濁浪互相輝映。這簡直是天方夜

譚中的世界啊！落日的餘暉將水映得粉紅，微藍，或淡金色，像一大張略顯皺

紋的綢被。從汽船內遠眺，整座城市就在海的迷離邊界上嫋嫋升起來。英國文

學家 Charles Dickens 在 1844 年第一次到臨威尼斯，驚異和喜悅地說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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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怪異又惑人的夢。難以置信的，這夢境現在成了我的地址了。」相信所有

遊客亦有同感。

  我在威尼斯的第一夜是尋常中顯得極不平凡，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儘管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很多俗事，早隨歲月消逝，了無痕跡，

但那夜刻骨難忘。晚飯後從旅店出來，走入小巷，宛如入了迷宮，行人疏落。

房宇都是很古舊，有些牆壁呈現龜裂狀態，有些二樓小露臺伸出木棍，掛了些

衣服，大概主婦忘記或未便收回。每隔一巷口，總碰到小橋流水。我想這些

小巷，數百年間，有多少人步過。現時的光景，除了行人的服裝不同外，相

信和從前的絕對沒有異樣。突然視野轉闊，巷的盡頭是一小方場，中央是白石

砌成的井口，一角是一小教堂，另一角是私邸，歐洲人稱為 palace，（因為

中世紀的威尼斯是共和國，不是王國，譯作王宮大有不妥處 )。雖然牆已剝落

了數塊油漆，當年的豪華氣勢仍依稀可見。突然邸內傳出美妙的鋼琴音樂，是

Scarletti 和 Monteverdi 等義大利名家作品。我停下腳步，靠著牆聽得如醉如

癡，一支很熟悉，很悅耳的調子出現了。我在沉思追索﹕這是甚麼？何時和那

裏聽過的？那熟練的鋼琴手法已攝取了我的靈魂。終於記起來了，那就是“威

尼斯幻想曲”，用鋼琴奏出，另有一種韻味。翌日有些空餘時間，企圖重回這

小方場，希望能再次聽到那扣人心弦的琴聲，我在密密麻麻房宇中的小巷叢中

打圈。“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在這樣迷宮般的舊城內穿插，再也找不

到那小方場，去夜的經歷彷佛是夢境，幻耶？真耶？這就是典型的威尼斯，是

幻想中的城市。很多隱晦處偶然被發現，享受過了，再要回味，但永遠失落了。

這是恍惚曚矓的美罷，就像月華照射著小河的流水，在浮動，在游離。我恍然

悟覺對威尼斯情有獨鍾的原因﹕它對自己的過去過份迷戀不就是我對往事的無

限依徊的寫照嗎？我從它看到自己的影子，它的暗巷，窄流，小方場，枯井，

破落豪門 ... 都是反映出另一時代，一去不復返的年華。別的城市沒有的，我

都在威尼斯偶而得之了。

  五世紀羅馬帝國崩潰，野蠻民族的鐵蹄越阿爾卑斯山蹂躪了現今義大利的北

部，大批難民流徙到 Adriatic 海近岸的鹹水湖荒島上，在沼澤，蘆葦叢中重

建家園，這就是威尼斯的雛型。當時歐洲有河決魚爛之局，尚存紀律法治的只

有東部的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威尼斯就在這帝國庇蔭下圖存，直至

十世紀是半獨立情況下依違其間。從 742 年起威尼斯人選一侯爵作領導，810

年粉碎神聖羅馬帝國的查理曼大帝 Chalemagne 吞併的計劃，顯示這城市已成

為不可輕視的政治勢力。1172 年組成五百人的議會，他們決定政策，給侯爵

執行。於是威尼斯共和國誕生，有異於英法的國王，侯爵不是世襲的。它是東

西間的橋梁，除了商業蓬勃外，造船業亦相當發達。十字軍東征的戰船都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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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船塢營建的。1204 年，教皇 Pope Innocent III 發動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因為未能如約付款給威尼斯，行伍發生暴亂，軍人將君士但丁堡搜劫一空，四

銅奔馬被搶歸，放在聖馬可大教堂入口處。自此共和國聲望大振，擴展地盤，

勢力範圍包括 Dalmatia 海岸 (現今 Croatia)，伸展到希臘諸島如 Crete 和 

Cyprus。威尼斯是中世紀最有權力和唯一的民主國家。

  聖馬可小廣場 Piazzetta San Marco 右邊是侯爵宮殿，主要標誌是近地基

處一排白石圓柱組成的長廊。這是有千年以上歷史的共和國行政總樞紐，內裏

搜集的名畫不計其數，大部份是本地人的作品。議員大會堂的壁畫“天堂”

是 Tintoretto 的傑作，以最大的油畫馳名於世。最能代表共和國精神的有兩

幅畫，一幅是 Jacopo Tintoretto 的“Pallas Athena rejecting Mars”，戰

爭之神向智慧女神求愛，被後者拒絕，女神右手持著“和平長杖”閃避。威

尼斯從不窮兵黷武，欺負鄰邦，它的發展全基於外交上的智慧和經濟潛質。另

一幅是 Paolo Veronese 的“The Rape of Europa”，少女 Europa 騎在牛背

上，為神之首 Zeus 企圖將純真的 Europa 收入宮內作妃嬪，他變成一大黃

牛；Europa 被騙，不加思索地登上牛背。這牛象徵摧毀羅馬帝國的野蠻民族，

少女就是歐州，中世紀時野蠻民族的後裔已發展了一獨特文化，史學家稱為

“Gothic”。文藝復興時的建築，文學和繪畫就綜合了古典的希臘羅馬文化和

歌德文化。威尼斯是此二文化綜合後產生的甯馨兒。

   從宮殿經“歎息橋”Bridge of Sigh 踏入當年的監獄，導遊小姐

Christina 解說這是當時歐洲最人道的監獄。我記起遊挪威 Bergen 參觀了

Hanseatic Museum，該獄一人的囚牢比那裏四學徒的宿舍大上一倍。無論如

何人道，囹圄的生活不會好受，所以風流浪子 Casanova 坐了兩個月，便在

一七五六年十月三日黑夜越獄，遠走他鄉了。據聞橋下河底設有地牢，備酷刑

室和死囚拘禁處。可惜我二次遊威尼斯都沒有參觀，未知將來有機會否？

  宮殿對面，被小廣場隔離，是全城最高的建築物 --- 鐘塔，屹立在大小廣場

分界點，原塔建於 1173 年，本是用來指導船隻進入鹹水湖的燈塔。1609 年科

學家加利略 Galieo，向侯爵 Leonardo Dona 在此示範使用第一座望遠鏡。中

世紀時死囚被放在從塔頂吊下的籠內，烈日照射下，慢慢被折磨至死，曾有一

寺僧因犯了咒詛主教罪，被吊在塔邊二小時示眾，一群頑童在地上向他作嘲

笑，揶揄，突然一條水龍從天降射，頑童一哄而散，走得慢的都被濺汙了衣服。

塔頂是暸望威尼斯和附近鹹水湖各島最好的景點，見到無數教堂尖頂像銀針般

插入蔚藍的晴天 ; 整座城被幾百條大小水道纏繞著，好象蛇群在穴內嬉戲；在

陽光下海的表皮似一面鏡子，反射出萬丈鋒芒。此塔是 1904 年在原塔倒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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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

  從碼頭進入小廣場的閘口，是兩支高逾宮殿之頂的圓柱。此閘沒有橫框，一

柱頂立著聖馬可的飛獅；另一柱是 St.Theodore 立在一條大鱷魚上，即是威尼

斯第一位保護者降伏海龍，使風平浪靜，國泰民安。兩柱間廣闊空地是古刑場;

斬首，活焚諸刑都在此處執行。

  聖馬可大廣場 Piazza San Marco 最觸目的古跡當然是大教堂了。聖馬可本

埋骨在北非 Alexandria，威尼斯人嫌 St.Theodore 名氣不夠響亮，要另找一

位取代他。828 年派人盜走聖馬可的遺體，船在地中海內遭遇大風浪，幾乎被

沒頂。據當地傳說，當聖馬可向船長顯靈:“你們看得起我，選了我作保護人，

從今天起，我便執行任務，不用怕，繼續航行罷，一定平安抵岸”。有此“神

跡”，威尼斯人答應築一華麗教堂安置他的骸骨。大教堂集拜占庭和羅馬建築

學的神粹，溶冶一爐，裏牆的純金藝術鑲嵌，任何教堂遠比不上，講臺也是純

金砌成。我花了約七美元走上教堂頂，俯瞰大廣場，不知是人多或鴿多，很多

人喂鴿作消遣。我近看到很多石雕刻，都點綴了鴿糞，噁心生狠心，恨不得將

這些汙物全部槍斃。

  從絢爛轉式微，這是殘酷的歷史趨勢，威尼斯共和國也難逃劫運。導致它的

沒落原因有二。其一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麥哲倫 Magellan 繞好望角，打通

經南非赴亞洲的水道，貨物不需要經地中海和絲綢之路運往東方，威尼斯舉

足輕重的地位突然消失，西班牙王國代之而興。其二是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勃起，漸漸侵蝕在巴爾幹半島和地中海東部的地盤，威尼斯

領土漸漸縮小，至十七世紀中期，只剩下 Adriatic Sea 的鹹水湖內十多個水

島和義大利本土的 Veneto 地域而已。

  我參觀了聖馬可大廣場北距離約里多的聖約翰兼聖保羅教堂 Santi 

Giovannie Paolo。這市內最宏偉的歌德式教堂埋葬了二十五位侯爵和歷代名

人，內貯寶物有 Lombardi 家族的藝術雕刻。其中一石棺縷述了威尼斯共和國

沒落時一大悲劇，裏藏的不是骨骼，而是一套從首至足完整的人皮，屬於 1571

年 Cyprus 島守將 Marcantonio Bragadin。那時威尼斯已失去了巴爾幹半島全

部土地，Bragadin 苦守危城 Famagusta 十一個月，土耳其人猛烈攻城，日夜

不懈，他在糧盡彈絕，心力交瘁下，只好獻城保存居民。土耳其軍官用最殘酷

手法處理他，他的幾位忠心下屬在他的眼前慘被碎剮。他自己雙耳被割，作環

城十日示眾，受盡淩辱，最後被綁解至市中心，慘受剝皮酷刑，人皮包了乾草

製成的體型，放在牛背上，用一紅傘遮著，作繞城之行。多年後他的後人從土

               威尼斯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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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軍官手上，重金購得此遺物，放在石棺內。從此英靈長駐此教堂。棺旁壁

畫繪出他殉難時情景，令人不忍卒睹，更有拉丁文說明。1608 年英國文學家

Thomas Coryate 看了畫和文，憑吊之餘，寫下幾句筆記 :“我看了不禁熱淚盈

眶，除了鐵石心腸外，所有受西方文化熏陶的，都要同聲一哭。如果懂拉丁文

的，更是義憤填胸啊！”真是“泉路多年空夙恨，人間此日有餘哀，高縱自已

成千古，夕影淒淒照草萊”，我聯想到中唐安史之亂時雎陽守將張巡，南明桂

王時桂林留守瞿式耜。他們都能百折不撓，力撐危局，城破後甘受斧鉞，從容

就義，浩然正氣，超越個人安危，中外都有此等英雄硬漢，事蹟可以昭日月，

泣鬼神也。

  聖馬可大小廣場是威尼斯的政治中心；高岸橋 Rialto Bridge 地區是它的

商業中心，亦是它最古老的地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就以此處作故事

現場。這第一度橫跨大運河的石拱橋有篷頂，兩邊飾以雕刻欄杆和拱門。橋內

有兩排小商店緊靠著拱門，出售珠寶，皮革，和絲綢等貨物。在橋上眺望大運

河可以領略到水城的風韻，它似一條巨蟒蜿蜒穿過市區像反寫的 S。近橋的兩

岸多是酒肆，菜攤，生果擋口，小餐室 ... 行人穿插，非常熱鬧。小碼頭的河

面插上了一枝枝長柱，飾以紅白相間的條紋，宛若小童的薄荷糖棍，被粼粼的

波光蕩漾。晚上的景色份外迷人，槳聲燈影中的大運河是一夢幻世界。“屐齒

聲喧沽酒市，波光紅映過橋燈”，河中黯淡的水光，岸上柔和的燈火，威尼斯

呀 !我終於明白亙古以來不少詩人墨客因甚麼令你神魂顛倒了。

  大運河是威尼斯“大街”，四百多條的小運河是小胡同，連貫城市各區有近

四百座橋，只要不辭勞苦，任何地方都可以步行抵達。若要代步的工具，可

以乘搭公共小火輪 Vaporetto，有幾十條路線往各景點和鹹水湖內各離島，

或出租汽船 Water Taxi，再不然坐尖尾平底搖櫓 gondola。只是後者的雇用

十分昂貴，多數用作遊河或慶典。威尼斯旅行團辨的“月夜曲遊”Moonlight 

Serenade 是遊客要坐 gondola 最理想的選擇，很有情調，這近一個鐘的遊河

給旅客終身難忘的經歷；他會覺得花了幾十美元是值得的。船頭是舟子，船尾

站了一“豆沙喉”，不停唱出義大利情歌，船可容十位以下的遊客，舟子沿著

運河輕輕搖着，我們可以慢慢地欣賞在月色迷朦下的兩岸景物。潺潺流水輕輕

撫摩着岸邊的木塊和石頭。舟子呼喚聲，不知給迎面而來的船發出警告，或打

招呼，給「豆沙喉」的歌聲製造些噪音，是這聲音劃破了月夜的沈寂。經過一

教堂，白石階級直延伸到水中，經過一豪宅，從窗偷窺，滿牆挂上油畫，天花

板吊下晶瑩的分枝架燭臺，一角是大鋼琴。舟子以嫺熟的技巧轉入一窄窄的小

河，前面是一駝峰小橋，站著一妙齡少女，長髮蓋著她的雙肩。她在凝視，在

沈思。這些小橋多得不可數，每一座都有美麗，淒惋，或怖厲的故事。例如中

威尼斯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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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時有一亞巴尼亞人 Albanian 因謀殺夥伴被捕及處以死刑。在 Ponte della 

Late 橋上和妻子道別，他說 :「親愛的，此別永無重會之期，我可以給你最後

一吻嗎？」妻子伸長頸項向他，他竟一口咬斷她的鼻樑。原來妻子是他的罪行

揭發人。河水被污染得很厲害，泛出油光。房屋近河處劃了一條長長的綠色界

線，死水散射出淡淡的怪味。但在月夜下，我忘記了污穢，看不清頹破，只盡

情享受幻覺中的浪漫。

   自喪失了全部週邊城市後，威尼斯光輝日子遂成歷史陳跡。十八世紀初，

它仍富可敵國，寄情於享樂人生。狂歡節，化裝舞會，賭館，妓寨等使它成為

富貴閒人角逐聲色犬馬場所。它的富庶激起野心家的貪婪，拿破侖是一手摧滅

威尼斯共和國的罪魁。1797 年他帶兵入城，廢掉第一百二十位侯爵，從此威

尼斯再不是獨立國家。拿破侖敗亡後，它撥歸奧地利。在不同文，不同種治

下矛盾自然難免，在聖馬可大廣場的兩側，有二露天茶座，有管弦團奏出古

典音樂娛賓，驟然看來，此二茶座似乎重複了，其實它們有不同的政治背景。

Florian 是十九世紀時威尼斯革命份子集會處，他們日以繼夜謀擺脫奧人的統

治，發動 1848 年的反抗，但籌劃不周，很快被撲滅。隔廣場對面的 Quandre

是當年奧官吏和軍人聊天處，楚河漢界，線限分明，互不干擾。其實奧人管

威尼斯是以優秀民族君臨之，十九世紀法國女作家 George Sand ( 即音樂家

Chopin 的情婦 ) 在奧治時代到威尼斯，她下了一有篷避烈日的 gondola。船

未開，突然聽到布篷上有沙沙水聲，這是晴天，雨點從何而來呢 ? 她伸首向艙

外一望，舟子指著岸上穿了制服的奧國軍官大罵：「你該死呀！這不是小解處，

為何弄污我的船？」那軍官帶笑回答：「真是不中為舉，我給你的船灑下金水，

若不看在這位小姐面上，我的劍要在你的胸貫洞呢！」小小插曲，威尼斯從中

世紀喧赫一時的大國，淪為亡國奴，真令人感慨萬千。

  1866年Garibaldi統一義大利，自羅馬帝國淪亡後，它終於回到義大利懷抱，

成了其中一行省。統治者目光敏銳，看出威尼斯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水城，蓄意

發展它成為一旅遊城市。新的危機跟著產生了，中央政府築了一長堤將它和義

大利半島連系起來，並在旁邊填海建一小島 Tronchetto 停放車輛。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在長堤接大陸的頂端旁營造了兩工業城市 Mestre 和 Meghera，經常

排出廢品污染海水。鹹水湖靠海潮天然清潔系統被堵塞，水位每十年提高二寸

半。當雨季降臨，聖馬可方場，侯爵宮殿等勝地頓成澤國，若袖手不理，威尼

斯定遭陸沉。國際關心人士發動“搶救威尼斯”，歌唱家男中音 TitoGobbi 為

了家鄉，在 1964 年開一演唱會，籌款給這救亡運動，希望能力挽狂瀾。當然

超飽和數位的遊客也加重這水城的負荷，它的前途不容樂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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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是永恒的。Tito Gobbi 已於 1984 年撒手塵寰，他的名

歌“威尼斯幻想曲”似乎也絕版了。威尼斯的名產是面具和玻璃藝術品，都屬

於曇花一現之類，面具在化裝舞會完結後便放在閣樓或土庫一角塵封，玻璃杯

瓶不堪一擊。也許人生一切都如水月鏡花罷。這像夢境一般的水城是幻想中的

現實，會不會在殘酷的現實內永遠消失，終於成了人類回憶中的幻想呢？我抄

下 William Wordsworth 追念威尼斯共和國的名句作為本遊記的結束﹕

    ON THE EXTINCTION OF THE VENETIAN REPUBLIC

    Once did she hold the gorgeous east in fee; 

    And was the safeguard of the west: the worth

    Of Venice did not fall below her birth, 

    Venice, the eldest child of Liberty.

    She was a maiden city, bright and free

    No guile seduced, no force could violate;

    And when she took unto herself a mate, 

    She must espouse the everlasting Sea. 

    And what if she had seen those glories fade,

    Those titles vanish, and that strength decay; 

    Yet shall some tribute of regret be paid

    When her long life hath reached its final day:

    Men are we, and must grieve when even the shade

    Of that which once was great, is passed away. 

威尼斯幻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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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羅的海啟蒙團”旅程第二天下午，車子駛進了立陶宛 Lithuania 國境，

波羅的海大道 Via Baltica 上的景色有顯著的不同。青翠的草原取代了墨綠

的叢林。田野中豎立些像印第安人的圖騰柱 Totem pole ，柱身雕上三或四個

長髮老人的面孔；柱頂刻了一威武的蒼鷹；據說這些老人是天主教諸聖，暗中

庇護著這大地。

  立陶宛建國於十三世紀中期，從未被條頓騎士 Teutonic Knights 侵佔。

一三八六年國王 Jogaila 剛平內亂，為了紓緩條頓騎士的威脅，娶了波蘭王

位繼承人公主 Jadwiga，將二王國合併，於是開始了四百年的波立共和國。

全盛時期曾一度成為波羅的海霸主，且勢力伸延到黑海，不像鄰國愛沙尼亞 

Estonia 和拉脫維亞 Latvia，立陶宛是歐洲古國之一，其宗教信仰跟從波蘭，

是羅馬天主教。波蘭在十八世紀被分割，立陶宛歷史命運一脈相承，結果被俄

國沙皇一口吃掉。相信田野中的圖騰柱，是老百姓向上帝禱告，不再行這歷史

厄運。

  立陶宛的首府維爾納斯 Vilnius 離波羅的海二百五十公里，地處山谷內，

Neris 河盤桓其間。四周是一連串的小丘。塔林 Tallinn 是圖畫中的古城；

里加 Riga 是繁榮的國際大都會；維爾納斯別有風采，是一典型的十九世紀城

市，被蔥蘢的樹木籠罩著。我們抵達 Naujasis Vilnius 旅館已近下午六時。

這是蘇聯時代款待外國旅客用的。立陶宛復國後大興土木，修飾一新。一切設

備都能追上潮流。唯一能令我未能忘懷它本來身份是房內的陳年黑白電視，畫

面迷離，十足似一九八四年旅居莫斯科時在客房內見到的。此旅店雖離貫通市

中心南北大道不遠，但我聽不到車輛聲音，只聽到若斷若續的狗吠。令我對此

旅店刮目相看的是那精美晚飯；煎魚既新鮮且可口。

  餐後是晚上八時半。帶著飽腹向 Neris 河走去，此河將維爾納斯割為南北。

橋頭立著一石刻，是一組勞動工人，大概這是蘇維埃文化的殘餘。河的南岸大

道南排了一列百年建築物。大道北是石欄杆。倚欄臨望那寂靜的，黑黝黝的河

水。Neris 河低於馬路地面有二十多石級。河邊有幾位市民在垂釣。柳宗元寫

那“獨釣寒江雪”的老翁，司空曙寫那“釣罷歸來不繫船”的逸士。這是甚麼

詩情畫意呢？時已紅日西沉，華燈初上。在夜涼如水之際釣魚？是否日間無所

獲而堅持執著的性格驅使著，一定要魚上釣。“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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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時涼風習習。我憑欄睹此景，頓生感觸。我在華沙遊記已寫到波蘭的民族

創痛，華沙的歷史哀傷。立陶宛的遭際不是一樣的悲苦嗎？維爾納斯的人民不

也是屢經亂離，“骨肉相逢刀劍中”嗎？我在河邊被歷史悲劇感染。“蒼茫獨

立隨心感，時有清風振我衣。”嘆了一口氣，拖著沉重的心情，漫步行回旅店。

  次晨早餐後在旅館大堂會見了導遊小姐 Dahlia。她英語流暢。自我介紹，原

來是維爾納斯大學語言系專攻英文的畢業生。Dahlia 是我歷年在東歐旅行中

遇上到最佳的導遊，深諳歷史典故，用英語表達，不遜於倫敦和愛丁堡的導遊。

她和愛沙尼亞籍的司機 Endel 是用俄語溝通的。波羅的海三小國對俄國敬而遠

之，只有在山窮水盡的情況內方用俄語交談。Dahlia 的語言天才，不容置疑。

旅遊車越 Neris 河，穿過維爾納斯的市中心向東行，經蜿蜒之路登 Gediminas

山。回顧市區，隱隱覺得雖未及塔林之美，但另有一韻味。山的東面是別一小

丘，矗立了三座十字架，是紀念十七世紀時殉道的三位寺僧，在那處被釘十字

架。車子抹過山坡，在聖彼得合聖保羅大教堂前停下來。此教堂外貌不揚，裡

內金雕玉砌，眩人雙目。牆壁全是十八世紀灰泥 baroque stucco 雕刻，有花

樹，禽獸，傳說式人物，聖經人物，和宗教歷史人物。空隙處都掛上了油畫。

置身其中，目不暇給。Dahlia 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解釋，反映出她在藝術

史上的學問。其中一幅畫是一男子漢用一木瓢向河取水，一大主教站在他的身

旁說話。Dahlia 說此畫基於一十六世紀的民間故事：一愚人想渡 Neris 河往

城北，當時沒有橋樑，他準備將河水潑清，可安然在河床上行過。大主教向他

訓斥：「蠢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你怎麼做這傻事。」他冷然回答：「我

此傻事比你們解釋聖三一問題 concept of trinity 易上萬倍。」這大智若愚

的答語使大主教滿臉含羞。一零五四年羅馬教會和君士但丁堡教會對聖三一的

看法分岐，導致基督教的大分裂 Great Schism，希臘東正教 Greek Orthodox

遂產生，有別於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

革，一五七零年代羅馬教的反省大改革 Counter-Reformation，加上兩世紀內

斯拉夫族移民的東正教徒及從中東和俄國移民來的猶太教徒，維爾納斯於是成

為四教的爭奪戰場。波蘭貴族操縱了立陶宛的行政，維爾納斯終成了天主教城

市，但其餘三教仍存在民間。這是教堂林立的地方，在舊城每一條彎曲小巷內，

仰首可看見一教堂的尖頂。立陶宛人有堅強的宗教信仰，不因政制的遞嬗而有

所轉移。

  舊城的龐大，無與倫比。從北端的大教堂廣場至南端的晨曦閘，長達一里半。

維爾納斯大學是 Dahlia 的母校，她宛若返回娘家，露出無限的親切。這大學

建於一五七九年，是波蘭王 Stefan Batory 的政績，被耶穌會教徒 Jesuits

經營了兩世紀，是波蘭文化的靈魂。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產生了不可勝

立陶宛重拾舊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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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名學者。一八三二年俄國統治者將它關閉，直至一九一九年，立陶宛第一

次復國時方能復校。現有一萬四千學生；圖書館擁有五百萬本書籍。校園的特

點是課室樓宇中有十二所庭院。有走廊相通。每所庭院都有名號。院內樹木，

亭亭華蓋，枝粗葉大，用李清照詞幾句形容實不為過：“... 陰滿中庭，陰滿

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 ...”每年夏季的戲劇節，每所庭院上演不同的

名劇，十二場同時演出。此校園彷彿是迷宮，沒有 Dahlia 的帶領，很難走得

出來。

  其實維爾納斯的特色是：每組建築物，無論是商業樓宇或民房，中間定有一

所庭院。從後窗看到“綠葉成陰子滿枝”，確是生意盎然，使胸懷暢爽。寸金

尺土的城市如紐約和香港，斷難辦到。這是維爾納斯的天賦條件。

  告別大學，Dahlia 給我們半個鐘頭時間在舊城內蹓躂。曲巷庭院甚多，我

恐怕誤了約定集合的時間和迷失方向，只在大道 Pilies Gatve 上瀏覽。沿途

廣闊的行人路上擺了很多小攤，出售各類雜物。我行前仔細一看價格，比塔林

低到幾乎一半。立陶宛是波羅的海內消費率最低的國家。街頭景色讓我體驗到

本地人的生活。時間無多，我匆匆走入橫街一精品店買了一穿民族服裝的小娃

娃，趕著和團友門會合。Dahlia 帶領我們穿過一小巷。Lou Wolf 老先生說：

「且慢，我們可否合拍一照留念呢？」停步之處離一中國餐館“大東亞”不

遠。我向陳幹夫人 Lillian 取笑：「要不要進去試一下鍋貼呢？」他們曾告訴

我在赫爾辛基一中國餐館吃了一客最昂貴的鍋貼。他們府上是在舊金山近郊的

Hillsborough。我說：「活該給人開刀了，難道你們在舊金山吃唐餐還不夠

嗎？」我自打嘴巴，後來回到赫爾辛基，遊河後吃了一碟蝦仁炒麵，價值十六

美元。

  旅遊車停在 Adam Mickiewicz 紀念像附近。像後是 Mickiewicz 紀念館。他

生於 1798 年，卒於 1855 年，是馳名的文學家。我多麼渴望能有充分的時間

進館內參觀呀！這愛國詩人童年和青年時代在維爾納斯渡過。1815 年至 1819

年肄業於本地大學；當時大學授課用波蘭文。自 1386 年立陶宛和波蘭合併，

政局漸漸被波蘭貴族控制，官方言語是波蘭文。Mickiewicz 的史詩 Konrad 

Wallenrod 是描寫立陶宛抗拒條頓騎士的侵略，1408 年在 Grunwald 大敗騎士，

於是日耳曼勢力被摒於立陶宛門外。這合併帶來的禍福，很難作一定論。立陶

宛成了波蘭的附庸，分擔了後來波蘭亡國之痛。Mickiewicz 的作品振奮了波蘭

民心，發動一連串獨立運動；維爾納斯成了救亡中心。他的長詩 Pan Tadeusz

開始一句：“立陶宛，我的祖國...”可見得立陶宛和波蘭當時的歷史和命運，

是息息相關的。Mickiewicz 被沙皇流放，罪名是煽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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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3 年 Crimean 戰事爆發，土耳其和俄國兵戎相向。他遠赴伊斯坦堡，企圖

收漁翁之利，找尋波蘭－立陶宛獨立機會。不幸客死異鄉。後來遺體被運回波

蘭，葬在舊都克拉科 Krakow 堡壘內。因為作品的背景現場多是維爾納斯，立

陶宛也認為他是本國的文學家。“綠楊宜作兩家春”。

  Adam Mickiewicz 是立陶宛文學家，兼是波蘭文學家。越過馬路的聖安妮教

堂是歌德式的建築，小尖頂看來很纖巧，拿破崙見到要放在他的手掌心帶回巴

黎。

  舊城實在是太大。旅遊車載我們到南端的晨曦閘 Gate of Dawn 外，此是舊

城牆九閘的碩果猶存者。蘇聯時期計劃建波羅的海通莫斯科大道，穿市中心，

準備將此閘夷為平地，後來立陶宛獨立風潮，使計劃胎死腹中。閘上面有一小

教堂，內藏聖母像，相傳十四世紀Algirdas侯爵從Crimea帶回來，屢顯神跡，

所以吸引了從東歐各地來崇拜的香客。

  我們從晨曦閘進入舊城南部，目的是一琥珀飾物製造工場。琥珀是樹幹流出

的油脂，風乾後成了一黃澄澄結晶體，色澤生輝，可作各種手飾。最名貴的

是內藏一完整的昆蟲軀體。波羅的海地區多森林，海岸線是琥珀產地。立陶宛

和波蘭也以此土產炫耀於世。工場顯示琥珀從素材到飾物的製作過程，相當複

雜，且有完成後的貨品在門市出售。一個意外驚喜是地牢內有一頗完整的石

穴，展示數千年前波羅的海土著日常生活的用具。

  舊城中 Alude 餐室的風味午餐外型很特別，是一艘飛船，用馬鈴薯粉打成的

麵團，中心被挖空，灌以乳酪，豬肉粒，白菌，表皮撒了些洋蔥，煙肉粒。這

是有名的立陶宛美食名為 Cepelinai。味道呢？不錯，但比不上昨晚旅店餐堂

的煎魚。餐後旅程緊湊，我們只能坐車到戰前猶太人集居處作一巡禮。這可

使 Lou Wolf 老先生失望了。他曾私下告我，這次來東歐是為了尋根。他的祖

父輾轉從維爾納斯經華沙到紐約。他在紐約出生，經營房產致富，現已退休居

於 Fort Lauderdale。晚年回故土找尋祖父的腳印。父執輩親屬全部戰時在集

中營內遇害。華沙毀於戰火，重建的舊城不滿他意。維爾納斯雖受戰火摧殘，

相信仍留下些戰前蹤跡。戰前此地猶太人甚眾，曾在此會議定下現時猶太語

Yiddish 的標準。

  1941 年六月納粹軍入據維爾納斯，屠殺了三萬五千多名猶太人。1943 年劊

子手 Himmler 下令斬草除根，剩餘的二萬六千亦遭毒手。現市內猶太人所剩無

幾。Dahlia 在車內指出戰前那地是甚麼猶太機構。“殘溪流月去無聲”。一切

立陶宛重拾舊山河



21立陶宛重拾舊山河

都改觀了。若晚上 Lou Wolf 抽空自己叫部車再來，相信亦沒有值得他憑弔的。

   西行二十八公里便抵達立陶宛的古都 Trakai，是 1320 年候爵 Gediminas

建立的。他築了兩座堡壘，一在半島的湖岸上，一在湖中心，以抵抗日耳曼騎

士的鐵馬。立陶宛在中世紀便成了一獨立王國，大異於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

Gediminas 居功至偉，他亦是在國內推行基督教信仰的君主。東正教和羅馬教

一視同仁；在他任內沒有宗教糾紛。下了車，走向湖邊，一泓碧水，安靜無

波。對面是湖心島，綠樹叢中，淡棕色的堡壘屹立在雲彩天光，鳥聲花氣內。

一度微曲長橋，把湖心兩島和岸邊連繫着。堡壘分兩部份﹕外圍是一三角形

的庭院。隔了城壕是第一炮台，連著炮台兩邊是一連串畫廊，圍繞著一長方

形的內庭院。建築有兩層高。這些畫廊並不單止陳列油畫，有雕刻，陶瓷器，

民族服裝，刀劍，古老傢俬等。二樓最大面積的畫廊是立陶宛歷史博物館。

Dahlia 又再發揮她的學問修養，解說陳列各物，如數家珍。我最留意的有兩

件：（一）帝俄治下時代的維爾納斯出版書籍，全部用斯拉夫字母 Cyrillic 

alphabets。俄國企圖同化立陶宛，消滅其本身文化，禁止民間刊物用拉丁字

母 Latin alphabets。怪不得立陶宛恨俄國刺骨。八零年代首先發難，瓦解

蘇聯。（二）幾幀服裝古怪的長鬚老人照片。他們是 Karaites，立陶宛的少

數民族。他們是猶太教中一小支，只奉信舊約的摩西五經。1400 年國王的堂

弟 Vitautas 公爵從 Crimea 帶回一大批 karaites 作他的私人護衛，靠了這批

狠勇善戰武士在 Grunwald 擊敗了條頓騎士，永遠解除被征服的陰影。現存在

Trakai 的 Karaites 只有一百五十人，有絕種的殆危。

  晚飯在 Neris 河畔的作家俱樂部。我失望和期望兼之。失望是不再有機會回

味旅館的煎魚，期望是這究竟是甚麼去處，是餐室嗎？地點是一幢百年樓宇的

上層，地方寬敞，只有我們一團十三人作食客。

  提起作家，我暗自猜疑：俄國文學？波蘭文學？還是立陶宛文學？第一次大

戰前維爾納斯是波蘭人兼猶太人的城市。立陶宛第一次復國和波蘭差不多同時

復國。波蘭要求復合，若不可能的話，維爾納斯應歸波蘭。立陶宛無可奈何地

同意後點，將首都搬往 Kaunas。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八年期間蘇聯將所有波蘭

裔市民遣放華沙。猶太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滅族。所以第二次復國，立陶

宛理直氣壯以維爾納斯為首都。波蘭人不甘心，認為維爾納斯的精神和靈魂仍

屬於波蘭，所以現在二國非常不友善。波羅的海少遊客，主要是從波蘭進入立

陶宛很麻煩。話又說回來，此餐堂四壁掛滿油畫，角落供養盤景和鮮花，書卷

氣甚濃。吃完了餐，我還未弄清此地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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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第四天，早餐後，辭別維爾納斯向西行，上午十時半抵達立陶宛舊都

Kaunas，導遊小姐 Golda 早站在河邊的堡壘前等候。她笑得很甜，但英語口音

很重，Dahlia 與她相比，雲泥殊別。我們沿著 Donelaicio 大道漫步，行人道

兩邊廣植枝葉濃密得可以合抱的大樹，好像道上蓋了一綠色的布幕蓬頂，間雜

了名人頭部石像，都是曾為立陶宛復國效力的英雄。不遠處是一小公園，內有

自由紀念碑，是一磚砌的小金字塔，裏面是一把長燃火。立陶宛亡國多年，這

獨立來得不容易，很被國人珍惜。轉入舊城的中央廣場。那高高白身的行政大

樓矗立在眾房宇中如鶴立雞群。因時間的限制，只能作走馬看花式的觀光，

Golda 便領我們到 Eliza 餐館吃午飯。這是一很有情調去處，在一小巷內。我

們要穿過一蓋上玻璃屋頂和牆壁的小熱帶植物園方踏入餐室。四壁是陳年照

片，都是在 Kaunas 音樂劇院臨場拍的。有些照片內容讓我猜到小歌劇的名號。

Golda 說此舊都文藝氣息甚濃，是真正立陶宛文化的搖籃。

  下午向里加 Riga 邁進。在北部小城 Siauliau 附近的十字架山停下來。這是

兩座土墩，蓋滿了各種各類，大大小小的十字架，有些精緻的是藝術雕刻。簡

單的是兩條木十字形釘在一起。大十字架上綁上了無數的小十字架。立陶宛人

宗教性很重。他們到此山獻上十字架祈福，或懷念亡靈。縱觀立陶宛歷史，充

滿著血淚心酸，只有強烈的信仰，能令他們忘掉了塵世的哀傷，期待著來生的

天堂，方能解脫現實的苦難。

  寫罷波羅的海之遊四部曲尾篇。我深切領會到外國旅行的箇中滋味。異地風

情景物帶來很大的人生啟示。李白詩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

鄉。”信然也。盡情享受他鄉的給予，定使天涯過客有樂不思蜀之感。 

立陶宛重拾舊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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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一生中閱歷大自然的風景不算少，有人問我，世間何處能享有“山水甲天

下”的雅譽？我頓感躊躇，難以作答。我曾兩次浪跡挪威，那群山互掩映，眾

峰競穿雲的風光，令我洗盡塵囂，驅散俗念；暢達幽情於形骸之外，頓興羽化

登仙的追求。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家，多抱着宅心玄遠的目光，去視察自然，把

整個自我溶化於山水林壑中，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東晉文學家孫綽寫下如此

筆墨：“…皆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

海之瑰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挪威山嶽之神秀，峽灣之奇逸，確能切合孫綽

的描繪，且令人產生“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遐思。我雖不能說挪

威山水甲天下，毫無疑問這山水能開天下之奇啊！

　　在世界芸芸眾首都中，奧斯陸（Oslo）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處挪

威南端峽灣內，南部臨海，其他三面環山，廣闊的溪谷深入內地，洋溢着大

自然氣色，和地球上各市相比，真是“遠隔紅塵世外幽”。站在奧斯陸峽灣

0slofjorden 遊船的甲板上，舉目向四周遠眺，宜人景物湧進瞳孔。此城沒有

摩天大廈；建築幾乎全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街道房子緊貼着峽灣，

以一國首都而言，鬧市面積不算大。北部一片墨綠地帶便是御花園的茂密樹

葉，天盡頭處是郊區 Nordmarka 的蒼莽叢林了。Oslo 城區，沿築於像天鵝頸的

峽灣旁，背後全是丘陵。北部最高的山上，滑雪跳遠台和弧形跑道，像一彎曲

的手指，插入藍天。如此秀麗絕俗的風景線，瀰漫着清新的空氣，吸進體內真

是心透涼，精神為之一爽，長途跋涉的疲倦全消。

  挪威是一古國，又是一年青國家。遠在九世紀時，海盜群 Vikings 就在此北

歐洪荒，白山清水間樹立頗具規模的政治組織，已備有國家的雛型。從 1450

年起，丹麥王 Christian 兼君臨挪威。直至 1814 年，挪威成了丹麥的屬土；

官方言語是丹麥文。1814 年同盟國剿滅拿破崙的殘存勢力後，在維也納開極

峰會議，重畫歐洲地圖；挪威被撥歸瑞典，成了瑞典一行省。1905 年它方脫

離瑞典，成為一獨立國家。二十世紀初的旅行家，曾對 Oslo 作如此評價：市

容比北歐諸國首都遠遜，因為歷代的丹麥王和瑞典王，營造和改建此城時，

以一地方省會視之，規模絕不可比擬哥本哈根（Copenhagen）和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我站在奧陸峽灣輪船上，遙望 Oslo，風景線似乎不及在波羅

的海（Baltic Sea）遠眺塔林（Talinn），或在 Sea of Marmara 遠眺君士但

丁堡（Istanbul）。岸上雖乏聳人視聽，瑰麗堂皇的建築物，但景色多麼的寧

謐，心境有異乎尋常的平和。二十世紀初，英國文學家 Ronald Dahl 青年時，

每逢夏季必寓居於此。1925 年寫下筆記：“如果你未曾在奧斯陸峽灣泛舟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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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你不會了解‘寧靜’二字的真諦。這感受在一風平浪靜的夏日最顯著。”

  岸上有三座建築物最令我注目。東面的 Akerhus 堡壘是一用水泥大石構成

的樓宇，黃身黑頂，屹立在一小石丘上。此堡壘建於 1300 年，臨望峽灣，具

中世紀風格，丹麥王 Christian IV（1596-1648）大事修飾，成了今天的規

模。我默然沉思，這巍峨城堡門枕着起落的潮汐，歷盡風吹雨打，經歲月的流

逝，壁上簷間積聚幾許歷史塵埃。堡壘是 Oslo 年代最湮遠的古蹟，守着峽灣

的大門，是 Oslo 城的衛士。第二次大戰時為德軍霸佔，用作囚禁挪威愛國志

士。戰後在堡壘前的空上，槍決了出賣祖國給德國納粹黨的戰時首相 Vidkun 

Quisling。

  市中心是一對深棕色龐然大物高樓，在海岸線上矮矮的房宇中有點像鶴立雞

群。這就是市府大樓，營建期間近二十年，於 1950 年開幕。這對高樓四面都

是長方形，屬近代建築格局。挪威人認為不倫不類，成為受人揶揄的笑柄。後

來挪威發現北海油田暴富，郊區的近代建築如雨後春筍，鞭笞對象轉移了；這

對高樓成了 Oslo 標誌，所謂見慣不怪也。市府面前的大廣場接連海旁，各輪

渡碼頭皆駐足於此。廣場可熱鬧了；有各類小販，街頭小提琴手，表演雜技的

藝術家，還有一位帽子，衣服，鞋均是金色，面和雙手都塗滿金粉的男人站在

一小小的軸台上，毫無表情，靜如止水，驟然看來，我還以為他是街角一銅像

呢！廣場上的人如螞蟻，有看熱鬧的，或乾脆來說，你瞧我，我瞧你，互相對

看吧。

　　西面對是購物中心 Aker Brygge，是一舊碼頭改建的巨型玻璃屋，間以用

鉻做成的條紋，外面屋的邊緣鑲以霓紅燈管，設計新穎。室內有一雅緻庭院，

種滿了各種青葉。這是餐館，小食店，精品店，雜貨店，傢俬舖等集會地。船

上見到這三處建築物可以簡括 Oslo 的風情，反映出挪威的回顧和前瞻。

  遊船啟航了。導遊是一青年金髮藍眼女郎。奧斯陸峽灣是連接 Oslo 和北海

的渠道。船隻皆經此駛往英國，丹麥，德國，和波羅的海諸國。峽灣兩旁點滿

了工業小鎮；Oslo 在這六十英里長的峽灣頂端，是各工業的司令中心。灣內

有很多大小島嶼，是 Oslo 居民夏天的度假村，這些島嶼林木鬱蔥，英華繽紛，

灘上沙粒晶瑩如雪，別墅精巧華美，確是人間天堂。遊船經過其中一島，導遊

小姐解說此島棲息鳥類繁多，很多鳥學專家都帶了望遠鏡來此視察。近年來裸

體會紮營於此，鳥學專家突然比前多達一倍。我聽罷不覺啞然失笑，其中一些

鳥學專家要視察的是黑旋風李逵口中所說的“鳥”。於是起來走出艙外向此島

凝視，望穿秋水，看不到甚麼珍禽異鳥，或水滸傳中的鳥。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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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lo 的市容，可能比不上歐洲其他國家的首都，但內涵是非常充實的，無

愧於倫敦，巴黎，和維也納。她的精華是密佈市內的博物館。遊 Oslo 而不參

觀其中一些博物館，是珠玉在前，失諸交臂了。我認為出類拔萃的，是市西北

的 Frogner 公園，這裏陳列了 Gustav Vigeland（1869-1943）一百五十個精工

細琢，栩栩如生的人像雕刻系列。公園入口處是一條長長小徑，攀上一斜坡，

兩旁綠草如茵，鮮花漫爛，小徑盡頭是一橋梁橫跨於池塘上。第一組雕就在橋

上，有五十八座青銅像，包括男女老少，神態各異，有快樂，有哀傷，有激昂

揚首，有端默凝坐；其中“狂叫的男孩”名貫遐邇，面部的肌肉緊抽着，血盤

大口張開，我似乎在聽到他的呼聲。橋的四角落是四條花崗巖柱，三條柱雕上

勇士和大蜥蜴作生死戰，剩下一條是女人擁抱着蜥蜴而眠。這是對人生一大諷

刺；性別不同，觀點各異，於是愛憎有別了。越橋前行到了一座噴水池，由六

位裸體壯男石像承托着，池中的水從圓周邊溢下，製成水簾。導遊 Marie 對我

說：“你仔細看，只有五人用力托着水池，其中一人是作狀的，沒有報效任何

氣力。”我很佩服作者Vigeland洞識世情，人間多有濫竽充數，尸位素餐之人。

但視線為水簾阻隔，我怎能分辨得清楚那個是懶蟲，也許這是作者的蓄意安排

吧。噴水池四角都有一系列雕刻，代表人生歷程的孩童期，少年期，成年期，

及老年期。在噴水池後面小丘上是一高達十八公尺的石柱，雕滿形態不同的男

女老幼人物，是作者見到的眾生相而刻出的浮世繪，有些在嬉戲，有些在打鬥，

有些在教學，有些在做愛，有臥有立，有吃有眠，所以作者稱此石柱為“幻影

世界”。石柱周圍都是各種裸體人像，不單止肌膚充實沛有彈性，甚至血脈筋

絡隆起，這些人像充滿活力，虎虎生風。雖然 Frogner 公園是稀有的露天石刻

博物館，並不是每一位 Oslo 居民都欣賞這些藝術品的。嚴冬風雪冰封時，裸

體人像凸出的部分掛上長長的冰條，凹入的部分鋪了厚厚的雪塊。衛道之士大

譁，要將此公園關閉起來，以免有傷風化。

  Oslo 西郊 Bygdoy 半島博物館林立，對挪威早期歷史和民風有興趣的遊客

萬不能錯過。海盜船博物館（Vikingship Museum）是認識挪威開國史的好地

方。在基督教未傳入挪威前的時期（九至十一世紀間），挪威籍的海盜猖獗於

北海和地中海，兵刃所及，歐洲瀕海各地皆受其害。此博館展覽當時保留下來

的三艘海盜船，最華麗的一艘是一海盜首領夫人的殉葬船，有一婢女陪葬。海

盜生前殺人劫貨，其喪禮儀式也頗殘忍的。首領死後，其婢女都被手下輪姦後

勒殺；屍體和主人的一同放在船內，埋在地下。船在十九世紀掘出，保存得很

完整，線條細長優雅，充滿速度感，耐長久的旅程，有很大的排水量，故能稱

雄於歐洲水域也。館內同時展出那時代的日用品，有助了解民間生活。自接受

基督教義後，挪威被納入文明的常軌，暴戾之風被摒棄，海盜消失於北歐的海

上。離海盜船博物館不遠處，是 Fram Museum，內藏有十九世紀挪威籍探險家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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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ld Amudsen 在 1906 年探險北極，和其後在 1912 年探險南極用的船隻。我

登這探險船 Fram 參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生活必需品很齊備。最令我驚

異的，在這狹小擁塞的船艙內竟放了一座大鋼琴，可見得探險家們都是風雅之

士，用音樂調劑這投荒冰洋，萬里涉險的生活。Fram Museum 毗鄰是 Kon-Tiki 

Museum 展出挪威人 Thor Heyerdahl 坐的輕木（balsawood）。他相信：南太平

洋群島居民的祖先是從秘魯移民的。他們用輕木織成筏子漂渡南太平洋。航海

家對此理論疑信參半，這一葦之航怎擔承得太平洋的狂風巨浪？ Heyerdahl 以

身示範，於 1947 年製了這輕木船“Kon-Tiki“，成功完成從秘魯到 Polynesia

的航程。第三座博物館闡明了自古以來挪威人遠涉重洋的本領。歷史學家已證

實第一位從歐洲踏足美洲本土的不是哥倫布，而是挪威人 Leiv Eiriksson。

  “挪威崇山秀水遊團”大清早便離開首都 Oslo，驅車前往西岸的峽灣地區。

領隊 Amanda Loftus 是一中年英國女士，學止溫文，談吐幽默，熟諳挪威的地

理和歷史，介紹挪威的風俗非常詳盡。她說這是消費最昂貴的國家，遊客購物

最好不要折回本國貨幣作錙珠必計，不然便覺得心痛。我在遊完奧斯陸峽灣

後，在海旁小食擋買了一條熱狗，一杯可樂，花了約十三美元。領隊此話不虛

也。

　我另有一套想法，挪威風景執全世界的牛耳，一寸湖山一寸金，既蒞臨此地，

任何費用都是值得的。

　　甫離 Oslo，沿途見到散落在山間田野的鄉村，靜靜地躺在大自然間，無動

於外界的變化。我們在 Tyrifjorden 峽灣畔作半個鐘頭的小息，這峽灣 Fjord

其實是一湖泊，有一條小河和奧斯陸峽灣相通，或說這是一溪谷更為適當，溪

谷是峽灣的前身。盤古時候，挪威幾為冰河所覆蓋，冰河河水散漫，溢至山間

溪谷而外流出海。溪谷的河床因冰河的重壓下沉，有的陷落深度竟與周圍的山

脈的高度相等，近海處因壓力漸減，河床下陷程度也比較淺，冰河退後，海

水填入下陷的溪谷，遂成為今日的峽灣。我在湖邊欣賞幽美景色，同團除我

以外的東方人，行到我的身邊和我搭訕起來。一位是從印度來的 Mrs.Indira 

Singh。 於是我和他們結伴沿湖漫步，聆聽他們的家鄉見聞。山谷天氣多變幻，

本來是風和日麗，突然濃雲密佈，有些似濃霧又似毛雨沾滿外衣。“蒼茫蜃氣

晴疑雨，淅瀝寒聲夏亦秋。”我們立即快步走回遊覽車上。

  車子停在滑雪中心小鎮 Geilo，我們有一小時午餐。此小鎮只有一條街，似

乎商店多於民居，多是出售厚毛衣，氈帽，手套，冬運器材等。挪威地廣人稀，

商店方便，遊客多於本地居民。餐後車子開入哈丁格高原（Hardangervidda），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27

這是歐洲最大的山上高原，內有沼澤，川溪，遠望盡是白雪皚皚的高峰。地面

上撒滿嶙峋亂石。我見到一奇怪現象，山邊路旁錯錯落落地插了些粉紅色的小

球。領隊 Amanda 解說這是供給山妖 Trolls 的玩具。在挪威民間傳說中，山妖

是生活在夜間，隱藏在深山中的怪物。他們精於手藝，能製各種武器和家庭用

品，但在傑作上刻了咒符。人們若錯用他們的東西 , 會遭遇不如意事故。有時

他會盜走人的婦女和小孩，據為己用。挪威人對山妖敬而遠之。在 Geilo 鎮的

精品店內我見到很多不同形款和體型的山妖，但索價頗貴，我暫時沒有購買。

高原上另一特異景象，是大地上樹了六座帳幕。Amanda 說：這些帳幕屬於北

極圈內土著 Sami 人的。夏天他們南下，在高原內紮帳幕，出賣土產和手藝品。

Sami 是狩獵，捕魚和飼養馴鹿（reindeer）謀生的。我進入一個帳幕，幕前有

一條馴鹿；幕內有很多光怪陸離的東西，其中有馴鹿角粉末，據聞有激情功，

是挪威的 Vigra。Amanda 回憶起去年領團時，在遊覽車內傳示一瓶馴鹿粉末，

不知傳到誰的手上，此瓶不翼而飛，次日她見到一對夫婦，丈夫頻打瞌睡，太

太面上滿含春色，於是她知道鹿角粉落在何方了。兩日後，團友德人 Richard

向我投訴不知何故，整夜難以入夢。我笑他一定吃了鹿角粉，雄心萬丈，枕戈

待旦。

   車行至哈丁格峽灣區Hardangerfjord重山疊疊，急流洶湧。“巖懸青壁斷，

地險碧流通。”遠處的峰頂蓋着萬年不溶的皓雪，與藍天互相輝映，顯得分外

亮麗。近看高山截斷大路，喬木，灌木，莓苔，沿山而長，綠油油的，夾雜些

野花，五彩披離，“絕壁橫天險，莓苔燦錦章。”車子要在山下穿隧道而過。

  我恍然明白挪威海運發達的原因：中部的山脈，平均高約一萬三千呎。古時

未有火車汽車前，交通被崇山峻嶺阻隔，海洋便成了向外界通消息的唯一途

徑。

  從首都 Oslo 往西岸大城市卑爾根（Bergen）的列車軌道，要通過二百個隧

道，所以這段火車路被譽為全世界最美麗的旅程。雪峰融冰，溪澗遍佈高山，

水源豐富，加上跌宕迤邐的山勢，是製成瀑布眾多的原因。我們參觀了挪威最

高的瀑布 Voringfossen，夾在懸崖間，像一條長長的白絹。我站在懸崖邊緣，

大樹幹旁欣賞那奔雷般的巨瀑。瀑布漱出的細雨，濡濕了袖襟，“山行本無雨，

空翠濕人衣”，慨嘆山水之秀，造物之奇。借了南宋詞人劉過四句寫此美景：

　 初疑霜奔湧天谷，翻若雲奔下巖宿，

   散為飛風揚輕煙，垂似銀絲貫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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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晚 投 宿 在 小 鎮 Lofthus 的 Ullensvang Hotel。Lofthus 處 南 峽 灣

Sorfjorden（即哈丁格峽灣分支）東岸，面對一列高山和冰川，有哈丁格果園

的雅號。這裏產的紅櫻桃馳名歐洲。旅館建於 1846 年，是 Utne 家族四代的經

營，陳設全是古色古香。當夜的餐是海鮮自助餐，有各類的魚和魚卵，非常名

貴，使我對挪威菜式刮目相看，重新估價。泰國的 Mrs. Nutayakul 和印度的

Mrs. Singh 對我是“他鄉遇故知”，熱情地預留席位在她們的身旁。

  餐後獨自步出廳外花園漫步，此園的設計綜合了水景，有曲橋延伸至峽灣

內。曲橋盡頭設有一亭子，內有桌椅。我站在亭內臨望峽灣彼岸的高山排列，

俯視清澈如晶的水，雖然深不可測，但見到灣底有鋼筆一支，不知何人失落於

此，大概此人欲題詠此奇景而文思不暢，憤而投筆吧。這是一個封閉的世界，

多麼寂靜和幽清。大自然景物中，就困着我這唯一的哺乳動物。我驀然記起杜

甫的名句：“關隘達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不對！崇山超過二萬呎，

大鵬鳥也難以飛越，只有我的靈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

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樓下大廳的牆上掛滿了名人照片，都是曾寄寓此旅館的，包括德國首相

Willie Brandt，挪威音樂家 Edvard Grieg，文學家 Bjorn Bjornson，已故印

度總理 Indira Gandhi，美國前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都是一去不復返的

時代，我頓興起“往時人已逝，今日水猶寒”的慨歎。裏面傳來一片非常悅耳

的琴聲。我走進交誼室，大鋼琴前坐着一身白衣，金髮拖肩女士，用熟練的手

法彈出 Grieg 的抒情曲：“孤獨的旅行者”，“思鄉”，“歸家吧”，“很久

以前”，“追憶”…室內疏落地坐着十多位聽眾。最後她用湛深的技巧，彈出

另一民族音樂家，捷克的 Antonin Dvorak 的名歌“母親教我的歌”，她左手

彈着伴樂，右手彈出主調，透射出無限哀思和親切。伴樂和主調有不同的節拍，

彈奏者要有相當造詣，Dvorak 將德國  詩人 Adolf Heyduk（1835-1923）一首

詩譜成音樂。我將原詩從英譯版譯成中文：

　　　　當我母親教我她最心愛的歌時，

　　　　她疲倦的眼簾上沾滿了晶瑩的淚珠。

　　　　現在我在苦苦懷念中，熱淚盈眶，

　　　　教我吉卜賽（流浪）的孩子們唱這歌。

　　　　他們辛勞地謹記着音調和旋律。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29

  此是 Dvorak 吉卜賽人之歌中其中一首。我們懂得吉卜賽人是歐洲的流浪民

族，到處受到挪揄和歧視。這首小詩充滿了人生哲理。母親教的是在世上求存

的方法。慈母已逝，但此方法仍要傳給後代。主調已奏完，左手的伴樂仍不斷

的繼續着，藕斷絲連，無限絲絲情牽，苦苦懷念，拳拳摯愛，依依眷戀。1975

年我曾在挪威一峽灣旁寫了一明信片寄給當時仍健在的母親，所以此音樂確能

激動我的心絃，不覺淚珠滿眶。表演者彈完此歌後，關上琴鍵，轉身向我們作

一微笑，便匆匆離去。那時我方看清她的面孔，是一五十上下人，逝去青春的

痕跡留下幾許滄桑。“琴聲消別恨，風景駐離歡。”大概她也是旅館的賓客，

人生遇合，確是偶然。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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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下）

  翌晨 Amanda 說要趕路追及橫渡哈丁格灣輪渡時間，吃罷豐富的早餐，依依

告別這山明水秀之鄉。抵達 Kimsavik 碼頭，早見到一列車子有秩序地列在馬

路上，等候開上輪船。船是一大舢板，容納了這麼多的大汽車，仍綽有餘裕。

峽灣內水融融，無浪無風。環目四顧，高山種滿果樹，纍纍然，清張問陶有詩

云：

　　　　 雲樹英英白，奇峰高刺天，

　　　　 四圍山斗絕，五色樹鶯然…

  船啟碇了，航行時間約半點鐘，我和 Caroline Reid 倚着欄杆，觀賞奇景。

一團薄霧，從峽灣遠處捲來，“白霧橫江，水光接天。”雖在仲夏晨，我微感

寒意。一中年男士，行近我們身邊，用帶着歐陸口音的英文問：“風景美嗎？”

  我舉頭一望，此人白髮藍眼，隆起的鼻梁，雙目炯炯發亮，風神俊秀極了。

Caroline 問他：“你住在挪威何市？”我搶着代他回答：“他是瑞典人，難道

你看不出？”他笑說：“對啊！這位中國紳士已認識我十多年了。”其實我看

到他胸前掛的名牌，是他的名字 Gunnar，上面有小字寫上 Stockholm Tours。

　　Gunnar 跟着說：“天氣這樣冷，來吧，我請你們飲咖啡。”他領我們到他

駕駛的遊覽車，在壺內斟了兩杯熱咖啡送給我們。他告訴我們，挪威，瑞典兩

國文字是相通的。挪威人說的是帶有鄉音的瑞典語。

　　後來 Caroline 靜靜對我說：“怎麼辦？我對他一見鍾情了。”後來我再

碰到 Gunnar 兩次，一次在 Steindalsfoss 瀑布的停車場內；一次在 Bergen 的

Radisson Hotel門前。我告訴Caroline，她惘然說：“我怎麼沒有這緣分呢？”

  我應用甚麼文字，去寫挪威第二大城卑根 Bergen 秀色絕塵的風景呢？這小

城只有二十萬人口，建在西岸七座山上，市中心面臨 Vagen 港是 1070 年挪威

初立國時的首都，直至十三世紀，首都遷往 Oslo 後，十四和十五世紀這兩

百年中，Bergen 落在日耳曼商人手中，成了漢薩同盟 Hanseatic League 北

端的城市。同盟是德商組識成的商業兼政治勢力，除壟斷歐洲市場外，且維

持地方秩序。Bergen 的漁業，是他們必要染指的。本地漁夫被德國剝削，欲

向 Oslo 的皇室要求庇護，奈何遠隔重山，中央政府鞭長莫及，他們只好任人

魚肉了。1550 年本地一侯爵 Kristoffer Valkendorf 方將漢薩同盟殘餘勢力

驅走，Bergen 重見天日，漁夫終於成了自己的主人。海旁的漢薩同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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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eatic Museum 反影了這時代，這是當時商人的倉庫；屋頂插上旗幟，館內

展示商人的生活。樓下有一小小的帳房，背後便是酒窖。管理人兼職監視人，

防止學徒有盜酒行徑。二樓是學徒宿舍，窄小的床位重重疊疊，住上多人。學

徒形似囚犯，生活並不好過。博物館毗鄰瀕臨港口的一列小屋最有色彩，這些

都模仿漢薩時代在十八世紀重建的民居。這些小屋很多改成小商店或餐室，徘

徊其中，宛若鑽進時光隧道，將歲月倒流。

　　魚市場在港口正中央，擺了二十至三十攤位，出售各類鮮魚，蟹，蠔，蚌，

龍蝦等。漫步其間，嗅着魚的腥味和海水的鹹味，腦筋為之清醒，毫無懷疑處

身在歐洲名港內，有些攤位兼營速食檔。顧客可自行選擇各類海鮮，交給售貨

員分類秤後計錢，然後傳給烹飪手，就地泡出香氣四溢的海味羹，非常可口且

別饒風趣。魚市場內遊人和顧客擠擁，龍蛇混雜。據聞當天下午有一日本客遭

扒手光顧，損失了值三千美元的貨幣。離市場不遠處是纜車站，上 Floien 山

的索道。登高達三百二十公尺的山頂，Bergen 港口和市區全收眼底。“未到上

方三界闊，已看幽壑萬雲低”若有閒暇，在露天茶室內，一杯在手，環眺如詩

如畫風光，俗念全消。乘纜車下山回市區時，騰雲駕霧，儼若仙人下凡。

  我在 Bergen 有一下午是自由活動時間，於是結伴和 Caroline Reid 參加

本地旅行團往訪音樂家 Edvard Grieg 在 Troldhaugen（山妖之山）的故居。

Grieg 在 1843 年出生於此市，在 1907 年在市去世，是挪威最出名的音樂家；

他的音樂散射出家鄉山水的靈氣，含有空曠中的幽靜和淒迷，很多樂章是他寓

居哈丁格峽灣旁譜出。雖然他本人是謙謙君子，常說：“我沒 Bach，Mozart

和 Beethoven 寫出不朽作品的天才，我的音樂只不過是取悅一時罷了。”，經

過百多年的時間考驗，他的音樂富民族色彩，佔音樂史重要的一頁，亦是與日

月同輝。

  Troldhaugen 在離 Bergen 約五公里的西南郊。Grieg 的故居建在瀕湖一小山

的密林內，曲徑通幽，花香鳥語。此樓宇建於 1885 年，室內保留當年傢具。

牆壁上掛滿他在演奏會中拍的照片；在一角有他和夫人 Nina Hagerup（名丹

麥女高音，是他的表妹）畫像。Grieg 的相貌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十分相像。大

廳中擺着一座他常用的大鋼琴。若碰上幸運機緣，館長（管理故居者）會用此

琴奏出幾首 Grieg 的抒情曲娛賓。室外矗立着他的銅像；他人很矮小，不滿五

尺。有小徑沿坡下山，通他作曲的小茅寮，和他們夫婦在山內的墓穴。他一生

算是幸福的，夫人是青梅竹馬，一同長大的近親，且是音樂家，和他有共同的

愛好。夫婦生前恩愛，死後同歸一處。在山邊的碑緊貼着山，刻着二人的生卒

年。在生時他已名滿天下，譽動當時，唯一遺憾是他們的獨生女兒童年夭折，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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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 Bergen，死後也不在身旁。

　 我們行到湖邊的私人碼頭，清洌的湖水，平面如鏡。我深深吸入這幽邃的

山川空氣，領會到人傑地靈，出了這音樂天才，絕對不是尋常。

　離Bergen那天，節目可精彩了！Bergen外圍有七座山，不遠處有七個峽灣，

所以有“峽灣首府”的美名。遊覽車攀山穿林，越河入谷，經過無數的隧道和

橋樑，沿途風景令人目眩心醉。但這不過是序幕。

　來到山上的 Voss 站，在此我們要改乘火車，沿陡削的危崖，往世界最長的

峽灣 Sognefijorden 最深處的小鎮 Flam。Voss 的火車站頗簡樸。我們站在月

台上候車，景物依稀似是舊時相識。

　我對從泰國來的 Mrs.Nutayakul 說：“我記起來了，1975 年五月初我曾在此

等候火車。那時仍是冰封季節，漫山遍野鋪滿白雪。現在除了天色稍霽，冰融

雪消外，景物依然，只是我本人風塵滿面，歷濜滄桑而已。”

　她回答：“你不愧是懂得人生真義的旅行者，我何幸有此機會和你同行。”

　火車旅程是分兩部的，到了另一山城 Myrdal 站，要轉換體型較小火的火車

下山。此段軌道是工程上的奇蹟，從懸崖頂端下降至深谷底。隧道依山勢作數

度盤旋，下山的斜角很大，所以火車行得很慢，顛簸震動不已。回首一看軌道，

像巨蟒蜿蜒於山中。急流從蓋滿白雪的峰頂沿峽谷深處湍出成了山澗，跌下斜

角時衍為瀑布，擊沖着嶙峋怪石發出巨響。“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

 火車停在 Kjosfossen 瀑布旁，我們下車觀望。白浪滾滾，沿山奔來。這是界

乎瀑布和急流之間的水體，確是奇觀。行近橋邊倚欄欣賞，水花撲面而來，眉

毛頭髮衣襟盡濕。突然一妙齡金髮女郎在瀑布旁出現，穿了泳衣，吹着長笛，

響遍山谷。“仙樂飄飄處處聞”，此情此景，似幻實真，不知人間何世。

  Amanda 包了一私家船，給我們遊覽峽灣船 Songfjorden。船有兩層，樓下陳

設是餐室式，兼設速食店。樓上是露天，有兩組一排排的長椅，正中是走廊。

這兩個鐘頭遊河，是我一生中難得的視覺享受。Songfjorden 是世界最長的峽

灣；我們從它的南支流 Aurlandsfjorden 出發。我行至樓上，坐在船頭，沿途

風景的奇秀，令我目瞪口呆。兩岸都是拔地而起，高接雲天的山峰，重巒疊障，

隱天蔽日，一些兒空隙也沒。懸崖傾瀉的瀑布凌空飛舞，煙散玉濺，作出多種

姿勢。“翠屏橫截萬里天，懸水落成千丈玉。”峽灣有足夠的闊度，將兩岸高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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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影照在內。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美不勝收。峽灣迂屈曲折，盤旋迴轉，船

移景換，正是：“山塞疑無路，灣回別有天”“兩岸如劍立，百丈入雲牽。”

挪威山水，大異中國的，是佳境天成，不事雕鑿，沒有亭台塔寺點綴其間，渾

是完整的原始天然景觀。我偶然看到割山而建的農田，有些已被遺棄，山腰間

見不到樵路；我的天啊！怎樣攀登上去開墾呢？

  這是唯一的人跡了。整團的人員都噤若寒蟬，全神凝視這雄偉的山水，魂出

竅外，也不肯罷休。

  離船上岸後，我們乘遊覽車繼續北上，沿着最狹窄的峽灣 Fjaelandfjord 而

行，山脈之雄，叢林之密，溪瀑之幽，絕不遜剛才見到的。於是我悟到挪威山

水，行之不盡，看之不竭。進入冰原地帶，參觀了一冰川，懸掛在山上，但仍

緩緩地移動，雖然肉眼看不出何動態。

  下午，車子駛進北峽灣 Nordfjord 地區，投宿河邊的旅館 Loenfjord 

Hotel。 晚飯後我步出旅館，行至那伸入峽灣內的長長堤壩上，碰着了

Charles Schold，於是和他一同漫步走向峽灣。他是一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和

妹妹及八十多歲的雙親同遊。他告訴我他的老父十多歲時從挪威移民美國，現

患上不治之症。老父一別故鄉六十多年，唯一願望是在離世前能重歸故土。他

說此話時有點傷感。我曾見到他在途中照顧父親，體貼入微，孝道令我肅然起

敬。我盡力安慰他。世上萬物都有結束的時候，只有精神是永恆的。蘇軾有文

句：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

皆無盡也…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

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

是造物之無盡藏也。

　　

  寫到此處，這挪威遊記可以停住了，雖然還未描寫 Geirangerfjoden 峽灣的

秀麗，關塞Trollstigen（山妖梯級）的險峻，冬運小城Lillehammer的嫵媚。

就此收筆，希望能得餘音裊裊的效果。如果再寫下去，恐怕成了畫蛇添足。

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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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島煖風薰得遊人醉

   旅遊車在高速公路上，向着意大利長靴的大腳趾部分奔馳。

  我一面欣賞着沿途秀麗的景色，一面在重看錄影片 English Patient。突

然電視的畫面消失了。領隊羅馬人 Ljuba 宣佈：“十分鐘後，我們將抵達 

Reggio di Calabria 碼頭，乘渡輪往西西里島。（Sicily）”

  汽車直駛上輪船的甲板。我們下了車。天刮着大風，挾帶着雨點。雨雖不大，

但風起潮生，滾滾濁浪接天而來，大聲如雷霆，有萬馬千軍之勢，震撼激射那

碼頭，濺開無數浪花。清人施閏章有幾句詩，正好描寫這吞天沃日，排山倒海

的狂潮：

   海色雨中開，濤飛江上臺，聲驅千騎疾，氣捲萬山來。

  這是舉世知名的意大利險境 Messina 海峽呀！

  希臘神話傳說這海峽由兩怪物把守着：把守意大利這邊的是 Charybdia，本

是海神 Poseidon 的女兒，因偷宰了海格力斯（Heracles, 即 Hercules）的

牛羊，被眾神之首宙斯（Zeus）拋進海峽，並貶她長困在意大利南端。她積

憤難平，頻頻吸進海水，竭力吐出，造成了很大的漩渦。舟楫經此，定被淹

沒。守西西里島那邊的，是另一瘋婦 Scylla。她本是貌若天仙的少女，被海

神 Poseidon 收為情婦。後與魔女 Circe 爭風，被她變為一長頸六頭怪物，

流連在西西里島的石山上，將路過船隻上的海員生吞活剝充飢。其實這傳說有

點地理事實根據的。離海峽不遠的 Mt. Etna 是歐洲最高最大的活火山，經常

噴出溶岩，將城鎮村落活埋。，Messina 市曾一度毀於地震。希臘盲詩人荷馬

（Homer）寫他的英雄 Odysseus 在 Trojan 戰爭後，凱旋回鄉，途經 Messina 

海峽，若船靠意大利那邊呢，定被捲入大漩渦內，同歸於盡；只有靠西西里島

這邊，犧牲了六名海員，方能靠機智渡過危機。當然我們沒有遇上 Odysseus 

的厄運；風波雖惡，履險如夷，半個鐘頭後便靠岸了。 

   當天下午，下榻於 Ramada 旅館，臨 Ionian Sea（地中海一部分）沙灘潔

白如雪，晶瑩閃亮，在假日勝地 Giardini-Naxos 小鎮內。

  我的房間在七樓，面積寬敞；且有一露台，擺了一張逍遙長椅，旁有小桌，

備有水瓶和杯。我步出露台遠眺，景色之美，使我神迷心醉。右面是奔騰怒吼

的驚濤，這海絕對不像幾個月前見到的波羅的海那樣馴良；左面景物更奇絕，

古城桃米拿 Taormina 屹立在山上。我不期然想到中國山水畫，在高插入雲的

險峰上只有一座塔；而目前的風景呢，整個城市龍蟠虎踞般從山頂延展到山腰。

這峰上更有一小峰拔出，是炮台式小鎮 Castel Mole，高踞 Taormina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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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樓外有樓，山上有山。從 Taormina 通 Castel Mole，是像纏繞着上峰腰

帶般的羊腸小徑，確是“樵路細侵雲”。雨後空氣分外清新，顯得目前景物更

清晰明朗。如何白描手法，也難以用筆墨形容景物的奇美，索性抄下唐詩二句

“城闕疑天上，山川似鏡中”吧。

  我正在被景物吸引得目不暇給之際，隔街旅店（只有三層高）有一少婦，在

露台上舉頭揮手向我打招呼。我未及回禮，她早拿出相機將我攝入鏡頭。大好

海山置諸不理，而取我這老而醜的陌生人，未免太煮鶴焚琴了。 

  離旅店北部不遠處，是古城 Naxos 遺址。遠溯自主前 734 年，希臘人移民

到西西里島，在此建第一座城市，集居者眾。主前403年，Naxos 被毀於戰火，

便湮沒在蔓草荒煙中。現遺址只有幾堆破石，除逗起考古學家注目外，很難引

得起普通人興趣。我漫步其中，有所感觸。此地曾是西西里島最大的市集，難

道就剩下了這些破壁殘垣嗎？今天的文化若不幸被天災或人禍摧滅，留給後人

又有幾許斑痕呢？後來的看現在也好像現在的看從前。

  他們有我同樣的慨嘆嗎？海邊“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甚麼

人物，都被浪花淘盡！ 

  沿瀕海大道繼續向北行。路旁樹木，蒼翠欲滴。西西里島得天獨厚，火山

Mt.Etna 供應肥美的泥土，所以花果茂盛，農產豐富。突然一約八十歲老翁，

在前面向我說話，一手指着一花園的大門。當然我聽不懂意大利話，或西西里

島土語。他開了園門，打手勢請我進去。我有點遲疑，此地是黑手黨 Mafia 

的源頭，我會被洗劫一空嗎？

  看此老人滿臉慈祥，笑容可掬。我立即跟他進去。那是一頗具規模的莊園，

廣植仙人掌，棕櫚，檸檬，橄欖等…，且羅列得井井有條。老人嘰哩咕嚕地

向我解說，我猜他是此農莊的園丁，因為古銅的膚色，粗壯的手掌多少暗示他

的身分。我花了十分鐘，欣賞他的傑作，便和他握手道別。穿過 Giardini-

Naxos 的市中心，大道一邊是精品店和雜物店，靠海一邊是酒吧，餐室，和沙

灘。雖有遊客，但不像威尼斯，Sorento，Capri 等地擠得水泄不通，更顯出

這小城的風韻。 

  不覺行到漁人碼頭，適逢漁舟唱晚，將大批的辛勞收獲搬運到岸上。想起宋

張耒詩：“久斑鬢髮如霜雪，直欲漁樵過此生”，和蘇軾詞：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西西里島煖風薰得遊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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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蘇二人生當北宋黨爭，厭倦宧途上的勾心鬥角，憧憬於漁樵生活；但漁樵

真是無牽無掛嗎？剛才見到的園丁，年已古稀，仍胼手胝足；而這批漁人，乘

風破浪，披星戴月；這樣的生活，張耒和蘇軾擔受得住嗎？只有我“偷得浮生

半日閒”，真正在享受人生，但這享受不會亦不可能持久。

  回到房間，離晚飯尚有一小時。清潔後走出露台，夜間景象別饒詩情畫意。

山城 Taormina 和 Castel Mola 華燈初上，仰觀之，宛若點點繁星。正是“繞

郭煙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憑此一景，不枉此遊。怪不得來意大利的

遊客，如蟻附羶了。

  Taormina 地勢崔嵬，高居 Tauro 山上，城市邊緣一部分是 Ionian 海的懸

崖，形勢險要，把守西西里島東門。很多房屋的露台面對着海，點綴些紫藤，

牽牛花，長春藤等植物，顯得此城雍容華貴，美艷如花。

  旅遊車只能駛到山腳的停車站，我們要改乘小車登山進城。斜坡綠草如茵，

雜有仙人掌和肉質植物 succulents。溫煦的陽光，明媚的景色，賦予優越的條

件，使此山城居西西里島旅遊勝地的首席。

  城內旅店林立，多備有大陽台，遠眺火山或地中海，奢華的簡直是一小花園，

植有棕櫚樹和各式亞熱帶植物，小徑兩旁是白石花盤，石像雕刻，和高高的路

燈，甚為典雅。山城小巷甚多，那滿有鳥語花香的露天茶座，和商店櫥窗內款

式眾多的大小傀儡，給我印象最深。 

  Taormina 最突出的景點是希臘劇場，建在一小丘上，雄視全城。這主前三

世紀的遺物，反映出希臘建築的精華，保存得相當完整，可容有五千四百人，

直至今天，仍用作音樂和戲劇表演的場地。劇場左邊臨煙波浩淼的 Ionian 

Sea，右邊瞭望白雲皚皚的火山，時而在圓錐頂冒出煙火。

  說起此 Mt.Etna，我曾乘遊覽車上山觀光，看到幾個火山口形成的大圓坑和

黑黝黝的溶巖。在劇場上遙觀，壯麗得多了。入夜站在旅館前看火山，一條火

龍，從峰頂下瀉，亦是難得的奇景。 

  沿着羊腸小徑登 Castel Mola，深入這天然堡壘，有一夫守關，萬夫勿過之

險。此村落有一千居民，小巷縱橫，將房宇分成多組。居高臨下，將 Taormina

在腳底蹴出，是山城上的山城，內有十六世紀的炮台遺蹟。餐室 St.George's 

Cafe 的大陽台，視野廣闊，火山大海和 Taormina 的市容，盡入眼簾。“直視

天河垂象外，俯窺京室畫圖中。”

  Enna 地處內陸，有西西里島的肚臍綽號，是一中世紀風味頗濃的小鎮。車

在狹長小巷盤迴上山，兩邊是一排矮矮的房宇。我驀然驚異於司機 Rosario 熟

練的技巧；眼前好像前無去路，車子突然來一個九十度的轉彎，一座堡壘像一

西西里島煖風薰得遊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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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筆挺起山脊上。這是中世紀時期，日耳曼族 Swabian 的 Hohenstauffen 王

朝苦心經營的 Castello di Lombardia。它是 Enna 的屏障，飽受亞拉伯入侵

者的刀箭，曾屢換主人。現存六高塔，開放供遊客憑弔。我擇最高的一座爬上

去，這可是苦差啊！到最上層，已氣喘如牛了。放眼極望，Enna 四周的平原，

一覽無遺。深深吸入一口氣，要將這數百里雲夢直吞進肚裏。

  在 Enna 東南三十里的 Villa Romana del Casale 是羅馬皇 Maximianus 

Herculeus（主後 286 至 305 年）的離宮。二十世紀初，在地下發掘出來，規

模龐大，有會客大堂，寢所，浴池，庭院…等。雖然裝飾陳設早化作灰塵，地

面石板的金屬鑲嵌細工仍在，繪出羅馬時代生活圖片，包括狩獵，球賽，家庭

操作，宴會，甚至隱私到天倫之樂，魚水之歡等。我想這些居停人，曾一度像

我們一般有血，有肉，有靈魂，經歷過世間的歡樂與哀愁，而今安在？ 

  Agrigento 是西西里島南部歷史名城，建於主前 581 年，居丘陵地帶，瀕地

中海，東西兩面被扁桃和葡萄果園圍繞着，在陽光普照下，呈現一片金黃。所

以希臘詩人 Pindar 譽為人間最美麗的城市。旅客多以神殿谷 Valley of the 

Temples 慕名而來。這一連串神殿，建在小丘上，用“谷”字是不正確的。現

存的都是殘骸了。羅馬時代和北非 Carthaginians 的戰爭，帶來兵燹浩劫；後

又經地震和早期基督徒的摧毀（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崇拜異端的場所），今天所

剩的不及十分之一。保存得最完整是 Temple of Concord，三十四主柱和地基

仍在，密室也分明可辨。大鬍子的導遊 Claudio 向我們解說：羅馬君士坦丁

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 287-337）大事修葺這神殿；他皈依基督，認

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所以大主教 St.Gregory of the Turnip 將這神殿

改為教堂，成為碩果僅存。神殿谷無論在日間，黃昏時，或入夜的燈光照射，

都顯得氣勢磅礡。

 後來，我們往 Selinunte（離 Agrigento 西約五十多里的小鎮），參觀用原

來的大石作材料，依當年的模型重建的神殿，高聳矗立在懸崖上，臨地中海，

有氣沖斗牛的堂皇，是希臘境外僅可一見的。我不禁佩服希臘文化的偉大，除

了荷馬的史詩，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還有這出類拔萃的建築風格。

   在 Agrigento 寓居處是 Hotel Della Valle，特出點是園林式的後庭。晚飯

後，我穿過樹蔭花影的小徑，在游泳池旁坐下，靠着隔開街道的牆壁是十多級

希臘劇場式的座位。仰觀皓月當空，繁星閃爍，微風拂面，夜涼如水，多麼幽

靜的環境啊！旅店有此園林，在我旅行經歷中遇上的，除此外只有在新加坡的

萊佛士旅館（Raffles Hotel），那已是二十六年前的居停處，時間和空間的

距離，都相當遙遠。“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辛涼”。這段悠長的歲月，在

塵世浮沉，看到人間百態，雖然快樂中夾雜了無限辛涼，但我能在地球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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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角落，在自己一生不同的期間內，享受到旅店園林，我畢竟是幸福的，不

如意事是小如毫末了。

  如果我只有兩天時間在西西里島，我會選擇消磨在首府巴勒莫 Palermo 內，

這是歷史的萬花筒。早在主前千多年北非土人如 Sicilians,Phoenicians 等，

便到島上墾殖。跟着希臘人帶來文化，在島的東部和南部，設置殖民地多處。

自主前 210 年起，西西里島成為羅馬大帝國一部分。羅馬分為東西以後，此地

隸屬於東羅馬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君士但丁堡本身受持續

的戰爭困擾，鞭長莫及，亞拉伯人乘虛而入，903 年作鳩佔鵲巢。1060 年，

諾曼人（Normans）興於法國西北，Hauteville 王朝的 Roger I 將亞拉伯人

驅逐，取而代之。王位及子而止，由外曾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Frederick II

兼任西西里島王。他雖是日耳曼族 Swabian，但對西西里特別垂愛，將宮廷設

在 Palermo 內，且勵精圖治，改善民生。可惜天不永年，人亡政息。西西里

島落入法國王朝 Angevin 手中。法國官吏的重稅剝削，激起 1282 年的民變

（Sicilian Vespers）。島民甘心將他們的家鄉獻給西班牙的 Aragon 王朝。

除了十八世紀有一短暫期間為奧國接管外，西西里一直在西班牙人治內。1860

年，Garibaldi 統一意大利，派一千精兵取西西里島，所以它成為意大利一行

政區了。寥寥數語，述此島歷史，讀者未必看得明白。我可以擔保，他們得到

的印象，是此島曾經很多不同民族統治過，絕不會希奇Palermo是民族千棱鏡。

嚴格說來，西西里島可以成為一獨立國家，因為風俗，語言和人種都大異於意

大利本土。 

  旅遊車駛往 Palermo 的 Jolly Hotel。經過舊城區，驚鴻一瞥的印象是有

點破落，被第二次大戰炮火摧毀的建築物殘骸仍在。作為意大利第五大城，怎

能容許這現象存在呢？意大利人歸罪於 Mafia 的控制。

  此城是他們的大本營，賄賂公行。中央政府撥出重整市容的款項，被中飽私

囊。Mafia 的形成，反映出平民歷年受高官欺凌，組織自衛團體；十九世紀後

期，此團體變了質，衍成罪犯叢集之所。

  西西里歷年為外國統治。除了諾曼二王和 Frederick II 能顧及民生外，統

治者以不可了解的化外視之，只有削取沒有回饋，所以肥沃的土地和貧瘠的民

生，是非常不調協的。

  直至今天，意大利人視西西里土著為低等國民，怨憤自然滋生。Mafia 對遊

客是絕無影響，要關注的倒是小罪案如偷竊和當街攔搶手袋。三十二年前，我

單人到意大利南部大城奈波里（Napoli），遇上一很有旅行經驗的英國人。他

很幽默的說：“你要當心啊！晚上獨出，如果迷了路，你有二選擇：一是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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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人劫去財物；若叫部車回旅店呢，司機一定騙取大量金錢。但不要生他們

的氣，奈波里失業男丁過半，他們要想辦法過活呀！”

  Palermo 是意大利治安最差的城市。出夜街自然步步為營。聽到這些貶語，

遊客要裹足不前，敬而遠之嗎？那又大錯特錯了！遊罷 Palermo，結論是一很

有特別風格的城市，也許迷惑於那粗獷和野性難馴吧！ 

  大清早起來，去參觀傀儡戲院。這是西西里民間藝術。傀儡包括各式各類人

物，取材於歷史，童話，傳說，宗教故事，現時的政壇和社會；服裝多彩多姿，

佈景也很講究。因劇情的內容，頻頻換景。幾位藝員在幕後拉動鋼線作示範。

這些傀儡給他們舞動得栩栩如生。導遊小姐 Elisabetta 向我們叮嚀：“你們

晚上到來看整套戲，切不可落單；否則在院內看得滿懷高與，出來口袋空空

也。” 

  Vucciria 街市很富北非情調，彷彿回到 Marrakech 的市集，彎彎窄窄的小

巷擺滿了攤位，出售小食，香料，海產，家庭雜物…等，很多是一人一檔。行

到一小方場，地面很濕，檔口賣各類鮮魚，血淋淋的。有一白鬚老人拿着一劍

魚大嚷，分明在招徠買主，胸間圍裙染滿了血。

  方場中心是一“大隻佬”守着。身旁有一香料溢出的大桶，見我行近，突然

伸手摸出一條灼熱的墨魚放在砧板上，顯然要我購買作為午餐。我想起了香港

街邊的南乳魷魚，引誘力甚大，奈何肚子不爭氣，只有強行自制。一對從日本

來的年青伴侶買了。“大隻佬”下了數刀，墨魚已被分開，手法乾淨利落；將

墨囊部分掃落地上，把一新鮮檸檬切半，搾出汁灑在墨魚片上，用刀背將全部

食物撥在紙碟上，送上二膠乂，遞給這對日本人。

  方場旁的樓宇，二樓有一號為 Shanghai 的餐館，出售的是道地的西西里菜

式。小露台上有三張餐檯，都已坐滿了人。突然鈴聲響了，從二樓吊下一隻籐

籃，有個魚販，捉了一條活生生的魚，放在籃內，給樓上餐館的侍者取回。這

餐館名號，匪夷所思，可能上海和 Palermo 都是海港吧！有人說：“天下之水

是相通的”。如此，真可說是“天涯若比鄰”了。 
　　
  Palermo 的寶庫，是分佈市內各統治期的建築物，有不同的風格，有些是數

種風格的交匯。大教堂外面，是歌德式（Gothic），裏面牆壁鏤金鑲嵌全是亞

拉伯式的，使人不能忘懷此城曾被亞拉伯人統治過。

　　令我快慰平生的，是憑弔了腓德烈二世（Frederick II, 1194-1250）的

石棺，棺外雕刻很精緻。這位雄才大略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雖然他是天潢貴

胄（父親是 German 王朝 Hohenstauffen 的 Henry VI，母親是 Norman 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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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王 Roger II 的女兒 )，他的童年卻很是不幸。自幼父母雙亡，母親遺命教皇

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 1198-1216）為他的監護人，受嚴格的羅馬

教廷教育。英諾森是天主教歷代最有政治手段和權勢的教皇。他和 Frederick 

II 雖有父子之情，但亦有政治因素連繫。憑教皇的勢力，Frederick II 取得

神聖羅馬帝國的寶座兼日耳曼王。他集三王位於一身，是十三世紀風雲人物。

長大後，很有獨立思想，和以後的教皇決裂。可惜因為任務太多，未能全神貫

注於西西里發展，但留下的政績很多，包括草創奈波里大學。他在島上宮廷引

進了很多亞拉伯學者，間接將亞里士多德哲學流回西方文化內，揭起後來的文

藝復興。我能在此一代偉人身旁致敬，何等榮幸啊！ 

　　晚上，踏進渡輪回航奈波里。坐在甲板上，等待輪船開發。眺望 Palermo 

港口的岸上，President 旅館招牌上的燈 那“d”字部分熄了。遠處有明滅的

漁火。此情景依稀似童年時，隨母親在廣州西濠口買棹回鄉所見到。“落葉他

鄉樹，寒燈獨夜人。”

　　地中海的波浪向船邊猛擊。想起英詩人 Matthew Arnold 的詩：

　　The waves suck back, and fling 

　　At their turn, up the high strand,

　　Begin, and cease, and then again begin,

　　With tremulous cadence slow, and bring 

　　The eternal note of sadness in….

　　不禁有點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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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一城山色半城湖

  當“阿爾卑斯山遊覽團”的汽車，駛進湖光山色的日內瓦 Geneva 郊區，我

的心湖泛起幾圈漣漪，思潮也隨着車子行過柏油路地面產生的輕微顛簸而起

伏。日內瓦啊！闊別三十三年，別來無恙乎？故地重遊可以產生一不可思議的

夢幻：將時間的長廊扭曲，濃縮，距離的三十三年似乎不再存在，若夢若真的

依稀往事，又再浮現於腦海，像碗底的殘羹剩餚，送入口內，“別是一番滋味

在心頭”。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1967 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時，我在意大利米蘭的 Malpensa 機場內，等候

往日內瓦的客機起飛。

  昨晚下了一夜大雪，航機鐘點因跑道清除積雪延誤了。乘客在候機室內百無

聊賴地癡癡的等，有一位七十多歲老人，用略帶淡淡口音的英語和我搭訕：“早

知如此麻煩，我乘通過長白山隧道 Mont Blanc Tunnel 汽車赴日內瓦，一定比

飛機早抵步。”

  因為起機無期，我和這老人交談起來，作為消磨時間。他的姓名是 Michel 

de Renal，居住於加拿大的蒙特里爾Montreal，原本是日內瓦人；三十多歲時，

移民往加拿大，一住便四十年，此是首次回鄉。我說：“遊子回家，你定是歸

心似箭。”他回答：“不，我等得太久，家人早死光，只有一個表弟居於日內瓦，

隔別四十年，不知相見時是甚麼情景，現我孑然一身。退休了已十年，浪跡天

涯，世界很多地方都跑過，就沒有勇氣回日內瓦。老實告訴你，我此次回鄉，

心情不是興奮而是怔忡，也許我不應該回去的。”

  我和他邂逅相逢，不宜作交淺言深。他一定有隱衷離鄉別井，跑到重洋之外

謀生。韋莊詞「年老莫還鄉，還鄉枉斷腸。」，可以作他寫照。而我呢？中學

畢業已十年，在這期間內，讀了四年大學，兩年研究院，在社會上己做事四年，

父親辭世，外出一換環境，在歐洲旅行己近三個月。見到米蘭機場內的聖誕燈

色，不期然想起遠在舊金山的母親。我的心境和 Michel 的大異，我是「獨在

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和「世態十年看爛熟，家山萬里夢依稀。」；

他是「十年蹤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和「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雖然我們年齡差別近半世紀，文化背景不同，人生際遇天壤泥別，那時我們心

靈似乎相通，陌路人比多年舊交更體驗到他「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徬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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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機終於在下午一時起飛，我在日內瓦機場和他握手道別，他在人叢中消

失，以後音訊全無。Michel de Renal 這名字漸漸在我腦海中逝去，和他的偶

然聚首也成了我在人生中一不值一提的小插曲。

 

　 很奇怪，三十三年後，重臨日內瓦，他的音容又浮現在腦海中，當我自己

的年齡漸漸接近 Michel 當年的歲數，我似乎更了解到他回鄉時心情慌亂。於

是在進入日內瓦的一剎那，我幻化自己變成了當年的 Michel de Renal，日內

瓦是我的家鄉，觸目一望：“夢裏山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

歐洲對髫年的我，是一神秘而富有誘惑的去處。

   那時，心目中的歐洲就是日內瓦，可能在歐洲城市中，日內瓦是見報最頻

的，很多國際性的會議都在此舉行。而其湖山之美，首屈一指，以它作為歐洲

城市的代表，絕對不會有愧色的。它地處藍夢湖畔 Lac Leman 三周緊緊貼着

法國，接壤處近六十五哩，只有北部一狹長的肚臍帶，寬約二哩和瑞士的 Vaud 

郡相通，隆尼河Rhone 蕩漾其間，將城市分為南北。沿着城北的湖濱大道漫步，

可以飽覽這像花園城市的迷人景色。右邊的藍夢湖像一巨大，望無涯際的藍寶

石鑲在大地上。湖面靜靜的，“湖光秋日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來磨”，打破這

沉寂的有稀落的數點風帆，懸掛天際，近碼頭處幾隻白天鵝，嬉戲其間。

 

  在湖面近隆尼河入口處，距離南北岸的中央，一條長長水柱，高達一百多米，

射向雲霄，宛若一條白龍，突然從地面升起，撲向上天，這就是舉世馳名的日

內瓦象徵 Jet d'eau 噴泉了。

  日內瓦南北都為高山隔阻，北面是汝拉 Jura 山脈；南面是阿爾卑斯 Alps 山

脈，近峰是 Mt.Saleve，遠的是終年白雪皚皚的主峰長白山，在法國和意大利

的邊界上。沿山鋪滿青松翠柏，反映出這花園城市，雖有小部分是人工推砌，

但大部分是得天獨厚來自大自然的賜予。隆尼河將藍夢湖的水輸入，似一條長

蛇蜿蜒地奔向法國，只有用王維的詩來形容：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

是最貼切的。如此美景，使人有“此鄉不老老何鄉”的感受。

　　

  為何 Michel de Renal 毅然拋下，遠走他鄉，竟無反顧呢？世事無常，人生

多幻，很多事都是匪夷所思的。

日內瓦﹕一城山色半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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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湖濱大道，穿過一條很長的綠色地帶，在碧樹婆娑，花葉掩映後，一列

雅潔的屋子，都是古樸的建築物，但不沾人間半點煙塵，街道上也沒有任何紙

屑。

  有些房宇門前豎上一旗，是不同國籍的。我驀然領悟到日內瓦雖是瑞士第三

大城市，其實是國際名城，很多世界性的機構均以此地為總站，像紅十字會，

聯合國歐洲分支，國際勞工，核子研究所等。民房叢中間雜了些名勝，如德國

貴族 Brunswick 的 Charle II 墓地，他於 1873 年在日內瓦去世，生前為發展

日內瓦效勞卓著，墓園建築是意大利式。

  湖濱大道名喚 Quai Wilson，作紀念美國總統威爾遜，因為他在此草創國際

聯盟 League of Nations，後雖功敗垂成，但他為人類謀取永久和平的苦心，

是不容置疑的。

  日內瓦不忘舊，總設法紀念前賢，雖然大多數是外國人，查理士二世和威爾

遜總統就是很好的例子。

  綠色地帶的盡頭，是一連串三大公園。藝術和歷史博物館，就在頭一公園

Parc Mon Repos 內，其中搜集的名畫不可勝計。1444 年 Konrad Witz 的“漁

人”最具特色，是基督和門徒在撒網取魚，但背景不是加利利海，而是藍夢湖

和南岸的高山 Mt. Saleve。顯然地，數百年來，日內瓦已是國際性的城市，外

國思想和本地風情作一爐共冶。這樣獨特的情調，不單止在歐洲，數全世界也

是絕無僅有的。

  綠色地帶最盡頭，是第三公園 Parc de L'Ariana，內藏植物園和萬國宮，後

者是前身國際聯盟而現在聯合國歐洲分支的所在地。

  第一次大戰後，滿地瘡痍，哀鴻遍野，美國總統威爾遜為了防止再生浩劫，

力排眾議，選擇了日內瓦營建國聯總部。後來美國國會拒絕加盟，日本，德國

相繼退出，國聯虛有其表，成了沒有牙的巨人。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戰後重建聯合國，將總部移往紐約，國聯舊址成為歐洲分支辨事處。

  最令往萬國宮觀光遊客注目的，是出入人群，很多穿了世界各地民族服裝，

真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從樓上露台遠眺，阿爾卑斯山的主峰長白山（高達一萬

六千尺）君臨在上，白色山頭像一巨型椰子雪糕的圓錐，拔出地面。向近處俯

視，藍夢湖煙波浩淼，近港口處一巨型水柱，穿破雲天，散出千萬片茉莉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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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落湖面。這山影湖光，刻畫出蓬萊仙境。日內瓦城區盤桓在湖畔，河邊，山

下。

  威爾遜總統呀！你選擇了如此湖山勝地，鼓吹世界和平，可謂別具慧眼矣！

  萬國宮名不虛傳，外牆用的是瑞士隆尼河谷和汝拉山的石灰石，裏牆用的法

國和意大利產的大理石，地上的棕麻地氈是菲律賓送的。傢俱和裝飾品都是聯

合國各成員的禮物。內有三十四所會議廳，一千五百多間會議室。自二十世紀

中期以來，在此處開了多次歷史性的會議：例如 1954 年，決定法國退出印度

支那半島，分裂越南；1955 年，四強美，蘇，英，法，決定限制原子能只能用

於和平途徑的方案；1983 年，企圖解決中東巴勒斯坦問題；1985 年，美蘇同

意裁減軍備，這是結束冷戰的先聲。

  萬國宮四周圍地足六十畝，廣植雪松和翠柏，陳列了很多件藝術雕刻品，其

中有美國送的渾天儀，是青銅製造，意義深長，一是紀念二十世紀探險太空成

功，二是緬懷威爾遜總統天下一家的卓識。另一件是前蘇聯送的箭頭，直射穹

蒼，用來誇耀征服宇宙的里程碑。見微知著，從這兩件禮物去觀美，俄二國的

歷史和民族意識，人類應該徼幸美國是冷戰的勝利者。

  萬國宮隔街對面是國際紅十字會總部，創始者是日內瓦商人 Henri Dunant。

1859 年他目睹奧法戰爭後 Solferino 戰場留下來死傷枕藉，無人問津，慘不

忍睹情景，四年後，成立此機構，給傷殘者以援手，所以紅十字會的標誌，是

瑞士國旗白十字紅底的反面。入門處是一面很長的“時間之牆”，展示了紅十

字會從 1863 年至現今，為人類服務的豐功偉蹟，包括救亡一切天災人禍的遇

害者，調停釋放戰犯或政治犯等。紅十字會設在萬國宮毗鄰，同為世界和平服

務，互相輝映。

  日內瓦的老城區在隆尼河南岸，保存得頗完整。十六世紀一部分城牆仍在。

  1917 年，在這殘垣前面，建了一度長達 329 尺的“宗教改革紀念牆”，上雕

刻了宗教改革四偉人：Farel，Calvin，Beza，Knox 巨型全身。他們穿了講道

時的長袍，手持聖經，神態栩栩如生。

  其中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對歐西文化影響最深和最鉅。他是

法裔神學家，早年獻身於天主教，後改變初衷，鑽研於希臘和拉丁文。馬丁路

德在 1517 年的宗教改革給他很大的鼓舞。於是他吸取聖經真理，創加爾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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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Calvinism，排斥天主教教皇一人的專權制度。教會是由多數資歷深厚，德

高望重的長老作支柱。後來他的得力助手兼好友 John Knox 將此制度帶回蘇格

蘭，建長老會，遂成了蘇格蘭國教。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受加爾

文主義影響，其政治哲學以民權為主，後衍變成美國憲法的三權分立。威爾遜

總統也是加爾文主義信徒。加爾文有名的預定論，是以萬能之神早己選中了祂

的選民，但得救的選民不斷操練自己，是真正基督徒的明證。

  我們可以體會到，當時的加爾文主義不容於世。他逃來日內瓦避難，繼續他

的宗教研究。

  因為宗教改革十六世紀在法國激起宗教戰爭，在現今德國本土激起三十年戰

爭，如火如荼，都是很慘酷的。日內瓦成了亂世的桃源，避難者從德國，法國，

意大利紛紛逃來到此安居，於是日內瓦變成為新教徒的羅馬。

  很多朋友對我說：“遊中國最怕看寺廟，遊歐洲最怕看教堂，悶死人也。”

此話我不同意。教堂蘊藏着很多國家或城市的歷史斑痕。離“宗教改革紀念牆”

不遠處，是聖彼德得大教堂，其貌不揚，裏內埋葬了幾位和日內瓦攸關的歷史

名人，最重要的是近北走廊處，仍保留着當年加爾文的教席。加爾文自奉甚儉，

自律甚嚴，對待持異議的人也嚴厲。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Puritans），源

於加爾文。他們是美國的立國者。所以輾轉相因，加爾文主義確是源遠流長。

  破敗的城牆令我憶及日內瓦早期歷史。宗教改革前它是一王城，名義上直接

屬於神聖羅馬皇帝，實際上是一自治的區域。依河憑湖，南北有高山作屏障，

形勢險要，城牆只不過是最後一度防線罷了。鄰近的政治勢力，雖思染指，也

因天險而束手。

  加爾文入日內瓦，發揮了雄渾的宗教潛勢，人共一心，眾志成城，它更成了

金城湯池。在法國東南的 Savoy 侯爵，圖思兼併，且欲剷除加爾文的勢力。

1602年十二月，兵士混進近郊，計劃黑夜攻城。怎知風聲泄漏，一批家庭主婦，

各人手捧一缸沸滾的湯，嚴陣以待。軍士爬近牆頂，被沸湯迎頭淋下，變成名

副其實的“落湯雞”，倒斃城下，日內瓦領土賴此得以保存。現每年都有“黑

夜攻城節日”以慶祝當年大捷。熱巧克力取代沸湯；扮演攻城戰士的演員，當

然不會遭受淋頭重創，每人被享以一杯熱巧克力作酬勞。

  老城最大的方場是 Place Neuve， 中央立着 Dufour 元帥騎馬的青銅像，威

風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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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four 在 1787 年生於德國邊城 Constance ，雙親都是瑞士人。他青年時負

笈於日內瓦，曾在拿破崙的大軍內服役，充任教官。1814 年，拿破崙潰敗，日

內瓦立即加盟瑞士聯邦。（若黑夜攻城役，Savoy 侯爵師到功成，日內瓦現在

便歸法國，真可謂一戰定終生。）Dufour 於是在1817年解甲歸田，回返瑞士，

以他多年戎馬生涯經驗組織瑞士陸軍。

  自十九世紀初瑞士便定了中立國策，世代不變。當然中立也要有中立的條

件，就是兵強天下，威震四方，使鷹視狼顧的野心家不敢正面視之。瑞士軍人

以強悍忠誠馳名歐洲，其僱傭兵名滿天下。羅馬教廷聘作守衛，沿用了數百

年，直至今天。法國大革命時瑞士衛隊保護法皇路易十六，以身殉之。在魯村

Luzern 那中箭垂死獅子雕刻，就是紀念這批英烈，餘哀永存人間。Dufour 有

了這些優秀軍人，授以典章，制度，和戰略，果然瑞士陸軍成了一支不可輕侮

的精銳。1847 年，初試牛刀，瑞士聯邦政府，就用以撲滅了數郡篤信天主教的

軍人分裂運動。在二十世紀，瑞士陸軍給希特拉很大戒心，不敢輕進瑞士通入

意大利。Dufour 居功甚偉，所以日內瓦人將他的戎裝銅像，放在眾目睽睽的

通衢處。

  自宗教改革以來，日內瓦的開明氣候，成了培植思想家的溫床。法國哲學家

盧騷（Jean Jacque Rousseau,1712–1778）誕生於日內瓦一新教徒家庭，後

成了天主教徒。他於 1704 年遷往巴黎，從事寫作和譜曲。他的重要作品“社

會協約”，強調文明破壞了個人意志。個人自由，應該從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

這論調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果然撒下了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種子。盧騷和

加爾文在西洋文化史都有其重要性，前者徹底破壞了歐洲的舊傳統，重建新制

度；後者的治權分立孕育了美國的胚胎。盧騷晚年搬回日內瓦，放棄了天主教，

恢復新教徒身份。日內瓦人有點恨他反覆。但他是歷史名人，總要有紀念表示

的，於是把他的像放在隆尼河口一個不引人注目的小島上，和處理 Dufour 元

帥相比，大有冷暖之別。

  徘徊在日內瓦街頭，我深切領會到這城不單止屬於瑞士，而屬於全世界的。

百多所國際機構的雇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是日內瓦居民中一部分，加上外來

的商人和政客，真正日內瓦土著變為居民的小部分了。商業區鐘錶店林立，這

是出售名廠鐘錶的總部。瑞士的富庶原因除銀行業外，便是鐘錶製造。此手工

業本源自法國，新教徒輸進日內瓦。十九世紀中，瑞士政府了解，這是一項本

小利大的行業，於是加以發揚光大；製成幾百項款型品質，豐儉由人，任憑顧

客選擇，壟斷鐘錶市場垂百年。到日內瓦的遊客，大多數都購買手錶，是很實

用的紀念品。湖畔英國花園內的巨型時鐘花環，隨時提醒旅客，切勿遺忘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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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幾乎被法國包圍着，很多公共汽車路線，進出法國境內。

　　 

 “阿爾卑斯山遊覽團”在離開日內瓦的前夕，登城南在法國的 Mt.Saleve，就

在峰頂餐室進晚餐。

  我們在黃昏乘纜車上山，沿路見的景色是：“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這餐館本是星期日休業，虧領隊 Fredy 神通廣大，預約主人為我們準備佳餚—

法式燒烤。餐室地方寬敝，飯前有半個鐘頭雞尾酒會。團友們利用此機會，像

花蝴蝶般到處穿插聊天。晚飯時由於 Vern Curtis 熱情邀請，我和他一家共

席。他的姐夫 Ralph Bean 是摩門教的長老，取了我的地址，答應回家後寄一

本摩門經給我，並請我到他的農場度聖誕節。如此情意，動我心脾，我想起杜

甫詩：

  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

茫茫。

  同時亦想到三十三年前碰上的 Michel de Renal， 相信他現今己不在人間。

我衷心願望他年老回鄉，能解開年青時的情結，得到心境的安寧，了無遺憾地

辭別塵世。

  飯後出來，山風拂面，微寒襲身，俯望山下萬家燈火的日內瓦城，藍夢湖黑

沉沉的，在黑甜鄉中做着美麗的夢，但那白水柱向上沖出，清晰可辨，此情此

景，幻耶真耶？

宋朝林景熙一首五律詩突然湧上心頭：

　　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萬事已華髮，百年多異鄉，

　　遠城江氣白，高樹月痕蒼，忽憶憑欄處，寒天雁叫霜。

  低吟不已，感慨萬分。

  回到旅館，天下着雨。Fredy 宣佈，明晨一早起床，往棲龍古堡 Chillon 

Castle，和赴法國長白山下的山莊 Chamonix。

　雨下不停，輾轉反側，總難入寐，就在“聽雨寒更徹，開門落葉深”下，度

過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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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林古鎮回春

  渡輪劃破波羅的海水面，乘風破浪近四個鐘頭。從甲板向遠處遙望，在天之

涯，地平線上出現了一土墩，好似那全面寂靜的聲浪圖表內直線上起了一微

波。船慢慢移近，視界漸漸清晰，“孤城上與白雲齊”，古鎮塔林 Tallinn，

愛沙尼亞（Estonia）的首府，宛然在目。古老的樓房，參差列在岸邊。炮台，

堡壘，和教堂的尖頂，高聳入雲。

  我心如鹿撞，興奮莫名，又到了一夢幻中，童話式的小城！ 

  愛沙尼亞，這神秘的地方，這歐洲的邊緣，若隱若現地記載在西洋史冊內。

近千年來，愛沙尼亞是波羅的海強權的屬土，如德裔的條頓騎士（Teutonic 

Knights），丹麥，波蘭，瑞典，俄國。塔林執波羅的海的北門鎖鑰，為兵家

必爭要地。

  1918 年，愛沙尼亞首次成國，且是 League of Nations 的會員。但這獨立

只不過是曇花一現。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這小國又被蘇聯用暴力

吞併了。在漫漫長夜中，度過了五十年。1991年蘇聯解體，愛沙尼亞重見天日，

再度成為獨立國家。

  當然，古城塔林也歷盡了人世興衰。船快要靠岸，海鷗數目也多了起來，這

些在海闊天空，任意翱翔的飛鳥，怎能體驗到這古城的血淚和辛楚，正是“飛

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刮面的海風，吹得頭髮散亂，我感到高處

不勝寒，驀然從歷史沉思中醒過來，急步走回艙內，和“波羅的海啟蒙團”領

隊及團友聚合，準備領取行李，辦理入境手續。

  塔林的關卡，是臨海的大堂，場面闊大，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一排不下十

個閘口，擺滿了長龍。領隊 Maria 告我們，不用忙，等待全部乘客出閘後，方

好過關。笨重的行李，早被司機愛沙尼亞人 Endel 領走，放進旅遊車內。我站

在一角，和團友閒談，原來他們都是旅行的識途老馬，地球上很多隱晦的去處，

多跑過了。默默地聆聽他們的經歷，獲益良多。船客大部分是芬蘭人，他們視

塔林為赫爾辛基郊區的延續，他們週末或假日的遊樂場所。我行到窗邊，一窺

這港口，比赫爾辛基繁忙得多，征帆去棹，滿佈海面，原來離此東面只有三哩，

是帆船會，亦是 1980 年世運（在蘇聯）揚帆比賽的中心。

  塔林的歷史，比赫爾辛基悠久。名勝古蹟，比赫爾辛基多。市容的熱鬧，也

勝於赫爾辛基。我私底下問一句，究竟誰是誰的郊區呢？出了海關，見到了那

寬敞的旅遊汽車，載的是寥寥十三人（包括領隊和司機），真是難得的享受。

上車一剎那，在短短五分鐘內，從南岸遠眺波羅的海，我的感受被岳陽樓一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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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一字）形容盡致：

    放眼極八百里，天際濤聲，日中帆影，雲間山色，

　　眼底湖光，都搜住客囊詩料；

　　一醉已六十年，意中人少，夢裏事多，身外名浮，

　　目前境幻，更何論鴻爪泥痕。

  導遊小姐 Aino 口音甚重，英語極不流暢，我只能聽得三成。愛沙尼亞加入

歐洲國家行列不足十年，旅遊事業羽毛未豐，我實在不應作過份的苛求。倒是

領隊 Maria 和她及司機 Endel 用芬蘭話對白 ,溝通絕不成問題。

  愛沙尼亞和芬蘭同種同文，共屬Finno-Ugric語系，所以此二國有同氣連枝，

唇齒相依的感情。獨立後，愛沙尼亞在外交和國際貿易上，受到芬蘭莫大的援

助和照顧。且近百年來受強鄰俄國的欺負，敵愾同仇，溢於言表。

  旅遊車沿着瀕海大道 Narva Maantee 和 Pirita Tee 風馳，左邊是橫無際涯，

氣象萬千的波羅的海，右邊是樹木婆娑，綠草如茵的平野，間築了些堂皇華麗

的樓宇，是各國的領事館。很快便抵達 Kadriorg 公園，園內一巍峨宮殿，原

是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離宮。大帝平生國策，是為深困內陸

的俄國找一出氣洞，終於在 1721 年擊敗了瑞典，將愛沙尼亞奪取過來，塔林

遂成了俄國在波羅的海唯一港口。據聞宮殿外牆近地處有三塊磚是彼得大帝親

手放在基礎上呢！

  現在宮殿是愛沙尼亞總統的官邸。旅遊車繼續向東行，在歌唱廣場 Song 

Bowl 入口處附近停下來。此露天廣場規模宏偉，沿着斜坡而建的大草坪，設

有座位，可容十五萬聽眾，四周是植滿菩提（lime），櫟（Oak)，樺（birch）

等樹的森林，草坪的頂端是大舞台，台上有一半圓周的遮頂布幕，甚是搶目。   

  1988 年九月這廣場聚了三十萬人，人潮擠得水泄不通，來個大合唱，歌聲震

入雲霄，抗議蘇聯的統治，呼籲解放愛沙尼亞。果然這小國兩年後再獨立了，

結束了自彼得大帝以來 270 年俄國的影響，希望從此以後，不再和俄國有任何

瓜葛。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炮轟塔林，毀壞商業大樓和民居數千，舊城僥幸逃

過此劫，所以今日見到的古蹟都是中世紀的遺物。比起布拉格的名滿天下，塔

林舊城之美鮮為世人所知。布拉格是濃裝的豪門艷婦，是在宮中作霓裳羽衣舞

的楊玉環；塔林是不施脂粉的村女蛾眉，是在溪畔浣紗的西施。如此天生麗質，

蓬首素面，樸實無華，自有其迷人的風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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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西南的 Viru 閘口踏進舊城。垣牆保留得很完整，靠牆右邊一列檔口，

出售各式各樣的禦寒毛衣，左邊是一排攤位，販賣鮮花和長青葉。波羅的海三

小國習俗，訪友時必攜一束鮮花，但數目一定是單的，因為雙數是弔喪用的。

閘的兩旁連繫雙塔，一是圓筒式，一是方盒式，白身棕頂，古意盎然。一條長

長的石板路，直通舊城中心，邊緣全是精品店，小食店…，最礙眼的是閘口附

近有一麥當奴漢堡包店，可見得美國商業文化的魔掌，已開始威脅和侵蝕此舊

城，若不加以管制，幾年後便不堪想像。

  市府廣場面積很大，作偏菱形，是中世紀塔林的靈魂。

  行政大樓（Town Hall）始建於1371年，是北歐僅存的歌德式Gothic建築物。

屋頂有一瘦長的伊斯蘭寺尖頂插入雲間，是依一德裔探險家畫的藍本築的。

此探險家足跡遠達中亞細亞。尖頂立着一持劍武士作風標，本地人喚他為 Old 

Thomas，臨風搖曳，神態威武，是古鎮塔林的守衛。近基地一串九度拱門，門

內有一長廊，是中世紀商人貨物成交處。

  1241 年，漢堡 Hamburg 和 Lubeck 組成商人集團 Hanseatic Leaque，目的是

維持地方治安，保障德裔商人利益；他們配合了條頓騎士的刀劍，勢力直伸至

波羅的海東部，塔林也成了德裔城市 Reval 了。日耳曼民族在塔林遺跡斑斑，

直通北閘 Fat Magaret 的長街上，鱗次櫛比的小屋，都是當年德裔商人的寓所

或貨倉。物換星移，這些小屋有些已改成餐室或咖啡，茶座。入內淺斟小酌，

難免發出“人世幾回傷往事”的懷古幽情。

   市府廣場附近的古蹟可多了。

  有遠溯 1422 年開的古老藥房，有 1433 年建的路德會聖靈堂，還有 1246 年

成立的 Dominican Monastery，是丹麥移民向愛沙尼亞土人傳教處，將歐西文

化帶到塔林。徘徊在這舊城的小巷內，傳來仙樂飄飄，是附近 Niguliste 教堂

大風琴奏出巴哈的聖樂，令我非常嚮往，凝神駐足聆聽。此教堂是十三世紀時

德裔居民集會處。在街頭巷口，上堡壘山的石級，聽到三五成群的青年在笑語。

在城牆塔邊的角落，一對老人斜靠着牆稍作憩息。一少女蹲在地上撥動結他琴

弦自娛。這些小鏡頭，給古鎮平添了幾許色彩。

  堡壘山 Toompea 是舊城的精華所在。環山四周有瞭望台三處，供遊客遠眺古

鎮景色。其中一處面對海港，可臨望到停泊在港口的九層高渡輪。地方有類巨

型大廈的天台，圍上石欄杆。有一畫家在一角素描風景。一文質彬彬的青年向

我們兜售愛沙尼亞民歌，且備袖珍錄音機，耳筒，和聲帶作示範。團友陳幹先

生難辭這拳拳盛意，一口答應買下來。我希望他回家後，能悠閒細心地欣賞。

我倚欄遙觀塔林港口，沉思這集軍港和商港於一身的重鎮，歷史壓下來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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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繁重的。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

  我亦有同感。

  在 1219 年，丹麥治期草創的堡壘，早被時間的洪流沖掉，了無影蹤。現存

的是後來劍俠 Knight of the Swords（條頓騎士一支派）在原址重建及經歷代

修葺的，尤其是俄國女沙皇 Catherine the Great 對此堡壘用工最大。四角都

是高塔，最高的是西南一角的 Tall Hermann, 上掛愛沙尼亞國旗，迎風招展，

顯示此小國已度過外治時期的漫長冬天，現沐浴在大地回春的和煦陽光中，飽

吸着自由空氣。

  在堡壘斜角不遠處是路德會大教堂，是十五世紀的古蹟。原本是羅馬教堂，

宗教革命後，改為新教徒敬拜之所。此是愛沙尼亞歷代名人埋骨處。在墳墓堆

中可追索到此小國的歷史。毗鄰的東正教座堂 Alexandr Nevsky Cathedral 非

常龐大，是帝俄最輝煌時代的殘餘，現留給後人的，是“昔日繁華化作塵”的

感慨罷！

  堡壘南面有斜坡小徑下山。堵住山泥的圍牆是很古舊的。最令人氣惱是處處

塗鴉，竟被塔林青少年用作貼寫大字報處，如此荼毒古蹟，正如陝西省永泰公

主墓穴壁上寫着：“壽芝蘭曾到此一遊”，同等可惡。此小徑終點是舊城南閘

口，標誌也是一對高塔。一是兩層白身棕頂的Kiek-im-de-kok，德文土語是“向

廚房一窺”。據聞塔頂好風光，可以從民居後窗看到廚房內的動態（也許不單

止是廚房）。另一塔是一層白身灰頂，名喚處女塔，是中世紀時囚禁流娼的監

獄，想不到那舉止拘謹，道貌岸然的愛沙尼亞人，對社會通病有如此尖銳的諷

刺。

  談起塔林人的幽默還有一事要記。

  遊罷舊城，導遊小姐 Aino 領我們到 Viru Hotel 作小息。男女洗手間門上沒

有文字，也沒有男或女的面貌作分別。有的是幾何圖案二：等邊三角，尖端在

下，底線在上；和瘦長的等腰三角，尖端在上，底線在下。我看罷作會心微笑。

從 Fort Lauderdale 來的老先生 Lou Wolff 滿面惶惑，要求我帶他到目的地，

並問我何以知道。我對他說：“你用罷自然會明白。”果然，三分鐘後他出來，

對我作軒渠大笑。心照不宣，我也沒有要他解釋。

   已近下午五時。Aino 和我們道別。又要僕僕風塵，踏上征途，趕赴南面離

塔林一百五十哩的海濱小鎮 Parnu 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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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旅程很好的安排，因為第二晚是在立陶宛 Lithuania 的首府維爾納斯

Vlnius，可以縮短翌日坐車時間的。沿路景色怡人。波羅的海三小國地廣人稀，

離開了城市，不見人間煙火，莫論村落，甚至果園，農場也見不到。有的是白

樺樹森林，大草原，小湖泊，沙石海灘，泥炭沼澤，散佈着原野氣味，一新我

這長年在都市中生活的人耳目。
  
   抵達 Parnu 的 Ranna Hotel 已是下午八時。序屬暮春，愛沙尼亞享受“白

晝夜”的光陰，太陽仍高懸天際。此旅店建於 1930 年，本是貴族療養院，飯

堂特別寬敞，玻璃窗外是波羅的海，內擺了一列盤景，有細葉榕，象腳樹，灑

金葉等，非常雅致。好像將時光倒流了六十多年。我深自慶幸，享受着祖父絕

對不能想像到的消閒。飯後獨自在海灘上漫步。沙呈淡灰色，比起火奴魯魯的

雪白沙粒，望塵莫及。視界所及，沒有半條人影。靜靜的波羅的海，莫談海不

揚波，比起池水蕩漾，也要遜色。原來此地是大海灣 Gulf of Riga 內的小灣

Bay of Parnu，外有二大島作屏風，所以海面這麼寧謐。領隊 Maria 說，此鎮

以泥浴（mud bath）馳名，飯後不妨嘗試。但我只－想在百無聊賴中享受這難

得的寂寥，也許能悟出些少人生哲理。我的房間在三樓正對波羅的海，望着那

海天一色，了無涯岸，深感到自己是滄海一粟，何等渺小呵！詩情畫意中只欠

缺奔雷般的潮聲，不然我可以輕吟駱賓王的詩句：“樓觀滄海日，門枕浙江潮”

了。

  五天後，我們從拉脫維亞（Latvia）回歸愛沙尼亞。在邊緣小鎮Valka過境。

一過海關，此鎮名字便換了串法，成了愛沙尼亞的 Valga 了。波羅的海三小國

脫離蘇聯獨立，國界在鎮的中心劃過，南部有百多樓宇撥歸拉脫維亞。築一樊

籬切斷正街。一切車輛要繞道四哩外，在田野中的關卡過境。直至現在，此二

小鎮使用煤，電，水，渠道，排污管等紏紛，仍未全部解決呢。

  旅程的第六天。午餐在 Tartu 的 Barclay Hotel 內。旅店大堂內一角掛了車

臣（Chechnya）民族英雄 Dzhokhar Dudayev 的遺照。他究竟和愛沙尼亞有甚

麼關係呢？他是 1980 年代尾和 1990 年代初，駐防在 Tartu 基地的蘇聯空軍司

令。當愛沙尼亞獨立運動，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時，他公開聲明，絕對

不會考慮用武力鎮壓。後蘇聯解體，他解甲歸田。1996 年春，車臣謀脫離俄

國，莫斯科出兵討叛變。Dudayev 再披戎衣，保護家鄉抗拒俄兵而殉難。他在

Tartu 甘棠遺愛，愛沙尼亞人非常感激他的大恩，在和平情況下復國，所以待

他如本國的民族英雄了。

  Tartu 是大學城，有“青春長駐”的綽號。曾先後用拉丁文，德文，俄文授

課。是愛沙尼亞文化的搖籃。餐後 Maria 陪我們觀光校園，沿山坡而建。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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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校園鮮花盛放。園內有二石像給我印象最深。一是瑞典王 Gustaf 

II Adolf，他在 1632 年草創此大學，藍本依照在 Uppsala 的瑞典大學。第二

個石像是一苦學生，從拉脫維亞的首府里加 Riga 步行來此求學。比起北宋楊

時的程門立雪精神，不遑多讓。我們離開市府廣場時，大學的管弦樂團，全部

穿了紅色的西裝，奏出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確是聲色奪人。

  當晚回到塔林奧林匹亞飯店投宿，晚餐在大飯廳。十二人圍着大圓桌，雖然

萍水相逢，但都一見如故。明日下午回赫爾辛基時便要分手了。可能緣盡今宵，

後會無期，怎不依依呢？

  飯後 Maria 帶一部分團友（包括我在內）再往舊城流連，作一臨別回顧。春

天氣息，終於喚醒了愛沙尼亞。它漸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但民風仍很純樸。當

晚我在一精品店買了一穿民族服裝的洋娃娃，價值約十美元。我放下鈔票，拿

了包裹走離。店主喚我回頭，找給我本地零幣，原來五天後美元升值了。回想

在布拉格時，有雙重價格，遊客付出的比本地人為多，買貨若不講價便成笨蛋。

但幾年後遊客充斥塔林市集時，商人仍能保留這純樸嗎？不錯，春天駕臨，愛

沙尼亞開脫了九百年外人奴役的鎖鏈，終成了自己的主人。長期的俄國統治留

下很大的惡果。最嚴重的是政府不知如何處理大批從前蘇聯移民來的俄人。他

們不肯學愛沙尼亞文，變成新國的公民，失了崇高的職位，生活也成了問題。

在塔林俄民佔三成。獨立後，普通市民生活更清苦。愛沙尼亞政府何去何從

呢？舉足輕重，每事都要三思。棋差一着，滿盤皆落索矣！但願不會是“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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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港口

  飛機已航行了九小時有多，忍不住行到艙後舒展下雙腿。向下一望，幾片白

雲下有青山綠水，點綴些像火柴盒般白牆紅頂樓宇。服務生告我，下面是瑞典

的土地。不久，一層像棉花的白雲，阻隔了我的視線，航機已飛進了 Bothnia 

海灣的上空。半小時後，播音機傳出乘客回歸座上，繫好安全帶的命令。飛機

準備着陸赫爾辛基機場。

  赫爾辛基（Helsinki），這陌生的城市，對我充滿了神秘感，除了芬蘭

浴和音樂家西貝遼士（Jean Sibelius）的作品“芬蘭頌”（Finlandia）, 

我對它便毫無認識了。假若不是來參加“波羅的海啟蒙遊”（Baltic 

Revelation），相信今生也沒有緣份來到赫爾辛基。

   耳邊響着旅遊指導俄國婆安娜的說話：“這是彈丸之地，沒有甚麼瞄頭，

你有三晚，應該是綽有餘裕的。” 

  窗外的雲層已變為濃霧，當飛機停下來時，霧已化為無數的大小雨點。每次

到一新地方，總抱着滿懷興奮和期望，但這次的心情是獵奇冒險式的。像機外

變幻無常的天氣，赫爾辛基之旅，會帶來畢生難忘的經歷嗎？或者它只是一不

值一觀的轉接站而已。

  作為一國首都的溫達（Vantaa）國際機場，旅客疏落，氣氛是異乎尋常的寂

寥。出了航空站，風蕭蕭，雨霏霏，春寒料峭，更顯得四周清靜荒涼。踏上入

城汽車，一股莫名的掛慮湧上心頭。明天大清早要赴奧林匹亞碼頭（Olympia 

Terminal）會合旅行團領隊和其他團友；安娜給我的指示甚為簡略，若有出

錯，怎麼辦？豈不要流浪天涯嗎？汽車在我訂了房間的洲際酒店（Inter-

Continental Hotel） 附近停下來。有五名乘客包括我在此站下車。行在我前

面的是一位年約七十的男子，拿着有“New Jersey”記號的一大皮包。我加快

腳步追上他，唐突地問：“先生，你是波羅的海啟蒙遊的團友嗎？”於是，我

結識了第一位團友 Robert，並相約當晚七時三十分在旅店餐廳前相會，共進晚

餐。

  在房間卸下行裝，先來個熱水浴，希望能驅走長途跋涉的辛勞，已超過

二十四小時沒有入寐了。企圖躺在床上稍事休息，但過度的疲倦令我精神更振

奮，索性起來出外瀏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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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一手持

着雨傘，一手執着地圖，這毛毛雨對我非常困擾。雖說旅店是在市中心，但環

境宛若一小鎮，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都關了門。越過馬路是一臨湖公園。此湖

本是波羅的海伸入市區的 Toolonlahti 灣，後被架空的軌道截斷。彼時萬籟俱

寂，只有湖中五六隻野鴨在水上嬉戲，在被雨花點成麻臉的湖面，多畫些圈圈

漣漪。隔湖的民房，若隱若現地排列在煙雨中。

  我沿湖邊漫步，感覺到我是在大自然中唯一的靈魂。一座全是玻璃門窗，設

計嶄新的建築物衝入眼簾。繞過山坡，向正門一看。報告板貼滿了色彩繽紛的

海報。當然，我對芬蘭文是目不識丁，只認得 Wagner 和 Rheingold 二字，原

來此是歌劇院，這星期演出的是 The Ring of Nibelung 的第一場。突然雨勢

轉大，不想變成落湯雞，快步走進那貫通市的南北的大道 Mannerheimintie 回

旅店。路的兩旁廣植樹木，樹邊低窪處積水甚多。一輛汽車疾馳而來，我急閃

不迭，幾乎被泥濘水濺污了褲管。

  在床上闔上了眼睛，終於進入黑甜之鄉。一覺醒來，已近下午七時，想起和 

Robert 晚飯之約，匆忙起來，稍作準備，乘電梯到旅店的大堂。Robert 坐

在一角悠閒地閱報。我們於是結伴走向餐廳。這團是包餐的，所以我有約值

四十五美元的餐券支付晚飯，心想已足夠了。叫了一道番茄湯和一客地中海式

蒸蝦，基於多年前遊丹麥，瑞典，挪威的經驗，我對北歐烹飪水準期望不高，

誰知這餐異常精美可口，本來乘機後的食慾不振，吃完了倒嫌食物分量有點微

薄。計算此餐費用已超出四十五元。Robert 忙說：“不妨，我要的俱樂部式

三文治絕對不會達此數，合起來計算，九十元可以付此晚飯了。”赫爾辛基消

費率之高，不下於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呢！

  翌日晨七時，約定 Robert 共進早餐。是布斐式的，食物種類很多。我最欣

賞的是各式魚片，製法有醃的，鹽焗的，紅燒的，糖醋的，甚至生的。赫爾辛

基是海港，當然這是本地名產了。可惜行色匆匆，只能囫圇吞下，不能慢慢品

味，因為我們趕着八時前到奧林匹亞碼頭歸隊。我在碼頭第一次見到人群，候

輪客雲集。此城是波羅的海一大海運站。但人群中哪見有“波羅的海啟蒙遊”

團的影子！ Robert 向我抱怨，趕命般到此，還來不及往洗手間方便呢！我笑

指角落的紳士室說：“我代你看管行李，你可以慢吞吞地一方二便吧！”好不

容易等到九時，領隊 Maria 方施施然到來。會齊其他九位團友，一同辦理出

國登上赴塔林（Tallinn）渡輪的手續。過了海關，要行完一條長達八個街口

的走廊，方踏進輪船的甲板，若行李太笨重，便“不堪負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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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a Queen”有九層高，內有很多私家房給旅客歇息。旅行團訂了一間給

我們放行李。船內有舞廳，酒吧，戲院，超級市場，運動室，小孩遊戲室，兩

三間餐室…規模可不小啊！午餐是在最大的布斐餐室，旅行團早預訂了一張長

桌。食物質和量都是上乘，最吸引我的是飯後甜品。我暗忖：餐餐如此，這波

羅的海之旅將成了我的“增肥遊”。飯後和團友聊天，總算對各人有些膚淺的

認識。

   從赫爾辛基橫渡芬蘭灣，赴塔林的輪渡，需時四個鐘頭。我走出艙外，遠

眺波羅的海景色。從兒時到現今，數十年海給我的迷惑，無論在香港的維多利

亞海峽，或在舊金山的海灣，是不可思議，神秘的魅力。是日雨歇雲消，晴空

如洗，波羅的海泛着微波，遙觀地之盡頭，碧海和藍天相接，陽光一瀉萬頃，

多麼的胸懷寬廣，波瀾壯闊啊！

   在浪尖，在風口，水翼船迅速鼓棹而逝，間有幾隻沙鷗在海面上迴翔，最

後飛往綠島上。此海似乎很平靜，和十二年前渡英倫海峽見到的北海大異。

1994 年從塔林往斯德哥爾摩的一渡輪，在波羅的海內沉沒，喪客近千名。可

以想像到陰風怒號，濁浪排天的駭人情景。我絕對不敢輕視這博大溫存的海，

隨時可以變成強悍焦躁。俯視那滔滔白浪，底層下又隱藏着甚麼瑰麗雄奇的東

西？不期然腦海產生了詩人的幻想，像西晉木玄虛的“海賦”其中數句：“吐

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海啊！我對你的依慕和恐懼，數十年如一

日，始終不變。

  一個星期的“波羅的海啟蒙遊”是生平最快意的旅行之一，希望能記述在下

一篇遊記上。六天後，又回到赫爾辛基。在碼頭上，和領隊及團友們道別，黯

然歸舊巢Inter-Continental Hotel。此城近北極圈，在五月尾，白晝夜（white 

nights）已開始，即太陽晚上深夜十時方下山，明早三時又升起了。飯後的天

仍大亮。我沿着大道 Mannerheimintie 向南行走往火車站，欣賞沿途精品店

琳瑯滿目的櫥窗。

  又是一個星期日，戶戶重門深鎖，行人疏落，我深切感覺自已在天涯海角的

街頭流浪。迎面行來一對中年夫婦，停下來熱情地和我打招呼，細看一下是

從比利時來的團友 Herman 和 Annie。他們告我明晚回家，臨別再三叮嚀，到 

Antwerp 時至緊要通知他們，真摯的情意令我感動。我依唯答應，仔細想下，

重逢雖有可能性，但或然率不高。旅行中遇到各式各類的人物，碰上多彩多姿

的經歷，終是事如春夢了無痕，空留下些美好的回憶，縈迴在腦海吧！我伸出

右手，和他們握別。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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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佇立在街角，凝望着他們的背影在視野中漸漸消逝，方悄悄起步行離。

  有一整天觀光赫爾辛基，使我對這北國小城，總算有點認識。上議院廣場不

單止是本市的中心，且是芬蘭的靈魂所在地。廣場闊大，滿鋪上了光滑的小圓

石，中心矗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石像。

  芬蘭本是瑞典屬土，從十二世紀開始，直至 1809 年，瑞典統治芬蘭歷時

六百年。自 1770 年起，瑞典和俄國，丹麥，波蘭，展開一連串的波羅的海霸

權爭奪戰。在解放拿破崙統治的獨立戰中，瑞典全盤敗北，於是將芬蘭割讓給

俄國。沙皇石像，反映出二百年來芬蘭和俄國的微妙關係。俄人入主第一件要

務，是將首府從 Turku 搬至赫爾辛基，因為地近聖彼得堡，行政不至鞭長莫

及也。跟着大興土木，將此小漁村改容換骨，使它具有首府的風貌，聘請德裔

名建築家 Carl Ludwig Engel 設計四周重要樓宇，風格頗類聖彼得堡市中心，

所以好萊塢巨片如 Dr. Zhivago, Reds, White Nights, Gorky Park 都在此攝

取外景，冒充二十世紀初的俄國也。廣場旁的建築物包括有國家政府議會，芬

蘭大學，和最突出的路德會教堂。教堂建在高高的幾十石級上，顯著的標識是

中心的大圓頂和四角的小圓頂，在市區任何一處，都遙遠看到。 

  西貝遼士紀念公園造型別開生面。左邊豎立了無數鋼管，類似大風琴；右邊

有兩大石級，上面音樂家的頭部塑像是用鋼片製的。一撇鬍子，雙目直視，神

態栩栩如生。十九世紀後期，芬蘭民眾企圖擺脫俄國羈絆的運動，波起雲湧。

西貝遼士作品，很多反映出民族自強。他的名曲“芬蘭頌”開始是一連串的單

獨和絃 chords 配以不停的鼓聲，像晴天霹靂，喚醒聽者的靈魂，真有挾帶風

雷的氣勢，在民族音樂中，別具一格。

  赫爾辛基的公園內和十字路口，矗立着很多名人石像。令我最注目的是火車

站附近，Mannerheimintie 大道邊的 Carl Gustaf Mannerheim 石像。這位民族

英雄穿軍裝，威風凜凜地向東南虎視。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芬蘭在名義上是獨立了。新興的蘇聯，仍想染指芬蘭內

政，煽動工人組成紅軍，和政府及中產階級聯盟的白軍對抗。於是內戰爆發了。

Mannerheim 充任白軍統帥，幾經艱苦，撲滅了紅軍。是役也，命喪沙場的超

過二萬五千人，芬蘭的獨立來得真不容易啊！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和俄國再燃戰火。芬蘭軍表演不弱，戰事開始重創俄

軍。最後因強兵壓境，寡不敵眾；且俄國是英美的盟國，英美不能對芬蘭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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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援助，德國又瀕臨滅亡；在國際上孤立的形勢下，被逼作城下盟，將東南

和東北臨北冰洋兩大塊土地割給蘇聯。委曲求全，事出無奈，的確是小國的悲

哀。戰後給蘇聯的賠償，心力交瘁。Mannerheim 以黨國元老，出來收拾殘局，

且定下立國方針，務求小心翼翼，不再開罪強鄰。否則芬蘭必步波蘭，波羅的

海三小國（Estonia, Latvia, Lithuania）後塵，被強鄰吞噬，在地圖上消

失。所以直至現在，處東西矛盾夾縫中，芬蘭是嚴守中立的。Helsinki 多次

成了東西談判的東道城市。芬蘭以此自誇，除英國外，它從未被敵兵佔領過。

Mannerheim 在芬蘭歷史上是佔有重要的一席。這戎馬一生的軍人，曾騎心愛的

名駒，從撒馬爾汗 Samarkand，越二萬四千里，歷時二年抵達北京。很多中國

人曾瞻仰過這位名將的風采。

  屈指一算，赫爾辛基最突出的名勝應該是 Temppeliaukio 教堂了。這是建築

家 Suomalaimen 兄弟的精心傑作。他們挖通了大磐石中心，外牆和屋頂鑲以銅

片，裏內牆壁不加任何修飾，保留洞穴的風格。我踏進教堂，一片古樸純真，

反覺得其他教堂粉飾太多，離開基督教義太遠，真理被繁文縟節掩蓋了。

  當然海港旁的街市亦是赫爾辛基的特色，廣場有無數的小攤位，出賣蔬菜，

生果，鮮花，魚蝦，和民間手藝品…等。此街市主要顧客是本地人，遊客不多。

停泊在旁邊的是觀光海港的水翼船。我踏上遊覽船，遙望那安祥的風景線，前

面是街市，購物者穿插其間，停車場後面是瀕海大道。邊緣一排十九世紀的建

築物。上議院廣場的路德教堂圓頂高高居臨在後。於是我領略到這小城的風

光，在平淡自然中顯出嫵媚。

  近兩個鐘頭的海上遊，助我了解赫爾辛基港口的形勢：這是像五指般伸進波

羅的海，形成很多的海灣，外圍有無數的島嶼作屏障。遊船經 Korkeasaari島，

內是蓄有珍禽異獸的動物園。也經 Suomenlinna 島，在花間林蔭中見到瑞典治

芬蘭時代的炮台遺跡。此島扼港口的咽喉，形勢險要，有北歐直布羅陀的綽號。

瑞典統治芬蘭，視平民為二等國民，爭霸波羅的海，徵平民服兵役，芬蘭人戰

死異鄉的，不可勝計。後俄國接手，民族主義者倡說：“我們不再是瑞典人，

不可能是俄國人，只有好好地作芬蘭人吧！”在二百年間，芬蘭三易其主。“國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瑞典期的建築物，多毀於天災，除此炮台外，早已

蕩然無存。睹此數百年的古蹟，能不感慨世事如白雲蒼狗，風雨變幻乎？

  遊罷船河，離開街市廣場，漫步在鬧市正街 Alexandersgatan 上，突然遠處

傳來一片歌聲，音調頗為熟悉。於是急步前往一看，見到三位年近古稀的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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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軍官，穿了紅軍制服，在街頭賣唱，表演的是俄國民歌，一人彈結他，二人

合唱，令我感到樹倒猢猻散。當日紅人，晚景蒼涼，無以為生，流落異鄉獻技

糊口；但總比那些到華沙充當扒手，龜公，品格雲泥殊別。我在籃內放下一美

元，不忍卒睹，匆匆離去。

  驟然看來，比起歐洲名城倫敦，巴黎，羅馬，維也納，柏林，馬德里等，赫

爾辛基是一很平凡的城市。仔細一想，我自已的一生不也是很平凡嗎？沒有輝

煌成就，也沒有驚濤駭浪，只在平淡中度過。生命的色彩是要去尋找和創造的。

能為赫爾辛基寫上四千字有多的遊記，也許赫爾辛基未必是這樣的平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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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何必曾相識 -- 里加餘情

   飛機快要降落赫爾辛基（Helsinki）。 我返回座位，繫好安全帶。

  耳畔傳來一很濃歐陸口音英語發問：“對不起，請問你是日本人嗎？”我側

身一看，是出自隔了通路的鄰座。他是一位六十上下的男士，滿頭銀白的髮，

雜有淡灰的斑紋，好像在糖粉上灑了少許胡椒，既尊嚴且悅目；鼻梁高直隆準，

配上一對炯炯有神的瞳子；雙唇微裂，露出兩排白如貝殼的牙齒；海棠膚色，

散射出運動員的健康。只是滿面于思，可能行色匆匆，沒有時間修飾。

  我覺得有些面善。此人在何處見過呢？

　終於想起來了，是在紐約甘迺迪機場的候機室內。他身高六呎四吋，虎背熊

腰，身段魁梧，步法穩重，很難不受人注目。當時便暗忖，此人若投身銀幕，

是多麼好的一位性格演員呵！原來他坐在我的隔鄰，怎麼這十個鐘頭，從沒有

留意到呢？於是我們就在落機前一剎那寒暄起來。

  他最後向我說：“我不是芬蘭人，要在赫爾辛基轉機回里加（Riga）。 你

既然赴波羅的海旅行，一定停留里加，我現在給你兩個辦公室電話號碼，一個

家中電話，一個手提電話，到里加時立即通知我。我很希望和你交個朋友。”

  他匆匆寫下給我。我拿起紙條一看，他的姓名是 Vitolds Zahars。 我們交

談時間不足十五分鐘，被飛機降落的聲浪和擾嚷中斷了。拉脫維亞（Latvia）

首府里加，是波羅的海地區中我比較有點認識的城市。

  1201 年，從 Bremen 來的德裔大主教 Albert Buxhoevden， 奉教廷之命，

要在波羅的海地區，建一軍事哨站，抵抗異教徒入侵和維護德裔商人的利益。

於是里加便應運而生。

  1282 年正式加入德裔商人集團 Hanseatic League，遂成波羅的海主要通

衢。從 1582 年至 1710 年，里加像賭盤上的籌碼，屢換主人，先後為波蘭，瑞

典，和俄國統治，但市中心被德裔商人控制着，直至二十世紀中期。我收下 

Vitolds 的電話，思潮起伏，波羅的海有不同的民族，盤根錯節，他究竟是北

歐人？德國人？俄國人？波蘭人？或是本地土著拉脫維亞人？看他一股誠懇的

熱情，相信一定後會有期。

 “波羅的海啟蒙團”旅程第二天，在愛沙尼亞（Estonia）瀕海小鎮 Parnu 的

Ranna Hotel 內吃罷精美早餐，踏上旅遊車，繼續南行。車子在波羅的海大道 

Via Baltica 上奔馳。這大道是連繫波羅的海三首都，塔林（Tallinn），里

加（Riga），和維爾納斯（Vilnius），的主要幹線。沿路洋溢着原野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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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樹成蔭，鳥語花香。

  1989 年，波羅的海三小國醞釀脫離蘇聯獨立的風潮，動員上二百萬民眾，在

此大道上織成人鏈，手拉着手，從塔林經里加直達維爾納斯，齊唱本國民歌，

抗議蘇聯的統治。莫斯科見到人心沸騰，革命已如火如荼，有燎原之勢，不能

休止，只好放手任此三小國獨立了。於是蘇聯局勢便如江河下瀉，不可收拾，

共產政權就這樣解體。

  旅遊車沿着波羅的海岸邊向南行，在邊防小鎮 Ainazi 進入拉脫維亞國境。

雖然景色無異，我們已踏上一和愛沙尼亞不同種，不同文的國家。拉脫維亞

人是波羅的海土著 Balts 一支派，另兩支派是立陶宛人（Lithuanians）和原

本的普魯士人（Prussians）。後者已被條頓騎士（Teutonic Knights）和德

裔商人 Hanseatic League 滅絕，同化，和變種。十八世紀後的普魯士人是

純粹的日耳曼民族。拉脫維亞文字是屬 Indo-European 語系，和愛沙尼亞的 

Finno-Ugric 語系迥然有別。倒是在歷史和文化上，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走着

幾乎同一路線，異於同種國家立陶宛的，因為他們同受日耳曼文化薰陶甚深；

塔林和里加都是德裔商人慘淡經營的城市。1989 年，波羅的海大道上的人鏈歌

唱復國，是此三小國最後一次的合作。獨立後因邊界，漁業，海中油田，和爭

取西方國家投資的糾紛時生齟齬，相處並不是很和諧。外人常視此三國為一體

（Baltic States）。實情是三國各自為政，互不了解。就以鐘點而言，愛沙

尼亞，拉脫維亞從北歐的芬蘭，瑞典；立陶宛從中歐的波蘭，德國；相差一小時。 

  汽車行了兩小時有多，停在一大森林附近，給我們作小息。領隊 Marie 宣佈：

“若你們要解決生理需求，沙灘上有一破爛茅寮，女士們不妨委屈下使用。男

士們呢？找一你比較喜歡的樹給它加肥料吧。”我頗欣賞這中年芬蘭女主婦的

健談和風趣。我緩步走進森林。多麼幽靜的境界，除了步伐踏着地面殘葉和樹

上幾隻小鳥啁啾外，只有一道流向波羅的海小溪的水聲。暮春時叢林的薄霧雲

氣，襲人衣襟，使我感到有點微寒透骨。如此寧寂，只有錢起兩句詩方能寫到

外界之靜挑起內心之動，而內心定起來方能觀察到外界微動：“幽溪鹿過苔還

靜，深樹雲來鳥不知。”

  遠望海灘，見到那屢經風雨侵蝕，搖搖欲倒的茅舍，便別無人煙。沒有大群

遊客的噪雜，也沒有商業性的塵囂，回復大自然，是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妙境，

也正是此波羅的海之遊高處。回到汽車旁，司機 Endel 已準備好熱氣蒸蒸的咖

啡。多麼合時的禦寒佳品。

  當日的目的地，是立陶宛首府維爾納斯，旅遊車經里加之門而不入，在東南

郊區抹過。Marie 說要領我們觀光一很特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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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進入了在里加東南十多里小鎮 Salaspils 的密林，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集中營所在地。從1941年至1944年，有四萬五千名里加的猶太人在此被屠殺。

從各處解運到此遇害的戰俘和猶太人，也有五萬五千人以上。拉脫維亞人和愛

沙尼亞人有類似的命運；被外來者奴役了近千年。直至二十世紀初期方被解放。

勞工和農民，從各處莊園遷移到首府里加；而經濟命脈又操諸猶太人首富手上。

積千年之憤，對外人仇恨和怨毒甚深。希特拉納粹黨羽入佔里加，很多拉脫維

亞人為虎作倀，迫害猶太人，比他們的德國上司還要凌厲。當然事過境遷，恩

怨也隨歲月沖淡。此屠坊已被拆除，不像波蘭境內各地留下觸目驚心的集中營

給後人警惕，代之是一紀念公園。

  入門處，是一度長長的石拱橋。中心是一塊長達六尺磨得光滑的大磐石。上

面刻着拉脫維亞作家 Eizens Vereris，亦是集中營虎口餘生者，的詩句：“入

了此門，大地亦為之呻吟”。裏內藏有一節拍器（metronome），每秒都打出

咚咚之聲，好像心臟在跳動。橋下有一陳列室，展覽當年集中營的狀況。橋後

面是一大塊草坪，即戰時建築物的遺址。矗立了很多巨人石像，繪畫出夫婦，

父子，母女，情侶，好友等生離死別，依依不捨的情景。四周有些紀念碑，刻

了些遇害者姓名，碑下放了幾束鮮花，大概後人向他們先祖致敬留下的。此公

園沒有恐怖氣氛，沉寂內蘊藏了肅穆莊嚴。

  午餐在近立陶宛邊界一小鎮 Bauska 的農莊合作社內，確實別饒風味。

這是兩層高的建築物，樓下有一大廳，角落是大火爐，樓上是餐室和廚房。主

菜焗雞，味道很特別；拉脫維亞的烹飪給我留下一美好的印象。最難忘的是那

大水晶杯內的沙律；新鮮蔬菜擺列得色彩繽紛；未入口便垂涎三尺了。吃完午

餐，見到鄰座從紐約市來的律師 Vita 身前沙律原封不動。我問他怎能抗拒這

美味呢？他回答在渡輪上貪吃甜品，壞了肚子，謹慎點為宜。我恍然大悟，幾

次往遠東旅行，患上河魚之疾，都因饞嘴之過。但沙律已全部吃光，噬臍莫及，

只有暗中求神保佑。幸好當晚沒有“後顧之憂”。

  旅程的第三，第四天，在立陶宛度過，詳情準備記述在下篇遊記內。

　第四天黃昏時進入里加。不愧是“波羅的海的巴黎。”人多，車多，有大道

和圓環，有公園，有新的建築，大城市規模，歷歷在目。不要說赫爾辛基比不

上，似乎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和奧斯陸（Oslo）也難望其項背，是北歐

最熱鬧的城市。最入目的是大道旁停泊的車輛，有些輪子上被加上了棗紅色的

枷鎖，相信是未交不合法停車罰款的後果。我簡直嗅到美國的大城市氣息了。

  我們的汽車在 Hotel de Rome 門前停下。一大群小販洶湧而來，向我們

兜售明信片，紀念品等。這波羅的海第一大城，真是實至名歸啊！里加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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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igi 是一名仍在大學就讀的學生，文質彬彬，請我們取了房間門匙，安置好

行李，立即在大堂內集合，一同往餐館去。 

  晚飯後，回到房間，已近晚上十時。想到航機內 Vitolds 的囑咐，要撥電話

通知他我已抵達里加。但我們萍水相逢，此電話得來甚麼反應？可能他早已把

邂逅相逢忘得像煙消雲散了。我生平最重承諾。姑且電話他家，說聲“晚安”

吧！得到的回答，是異常的興奮和熱情：“我等你電話一整天，明早八時半我

派人到旅店接你來我的辦公室。”我忙告訴他，明日旅行團已安排了一整天節

目，大約下午五時回到旅店，六時半又要出外晚餐。但這段時間若他方便的話

可到旅店大堂相會。他毫不遲疑答應。我放下電話思維起來，怎麼？派人來接

我？此馬來頭大，此公職位殊不尋常啊！

  翌日一早起來，梳洗罷準備吃早餐，窗外傳來一陣小提琴音樂。我往窗向下

一看，一位街頭音樂家在演奏 Schubert 的“小夜曲”。是否身在維也納呢？

走出大堂準備登上旅遊車，小販們亦一湧而上。其中一位五十多歲男子出售前

蘇聯軍官的勳章。炫赫了近八十年的北極熊大王國，今日已支離破碎，零星落

漠。改朝換代後的里加，繁榮更勝於昔。“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猶發舊時

花。”

  觀光第一站，是在舊城南邊的中央市場，是一排四艘 1900 年的巨型飛船 

Zeppelin 改建的。裏內出售的貨品可多了，說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

豪爭奢”，實不為過。與之相比，莫斯科和聖彼得堡，應慚愧得無地自容。肉

食部新宰的豬羊，開膛剖腹，首尾皆全，五臟俱備，且各適其位，看起來實

有點惡心。海產，鮮花，蔬菜，家庭用品，羅列得琳瑯滿目。從比利時來的

Annie 見到一精緻的硬幣袋，愛得不忍釋手，但手上沒有足夠本地錢，問丈夫

索取，他也沒有，我匆忙代她付賬，她投以無限感激眼光。Marie 告訴我們，

里加消費率，實不下於北歐各大城市呢。街市顧客眾多，但從未考慮到其中混

有扒手，這是此遊優點之一。

  “拉脫維亞露天人種分佈博物院”（Latvian Open-Air Ethnography 

Museum）在城東北風景秀麗的 Jugla 湖畔，佔地甚廣。花木深處散落了九十

座建築物，包括拉脫維亞各地的教堂，風車，農舍等。室內陳設歷史各期的農

村用品。Luigi 選幾座建築物，解釋詳盡。館員都穿了民族服裝。Luigi 說，

一星期後此地有火社大會，可以欣賞舞蹈和民歌。他竟引吭高唱作示範。離我

們有七棵樹之遙，一名穿了民族服裝的老婦立即和他對唱着。雖然沒有樂器伴

奏，二人的清唱有板有眼，十分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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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前有半個鐘頭自由活動，可以快意地欣賞這園林。除了我們這團十二人

外，沒有別的遊客。空氣這樣清新，環境這樣幽邃。遍地落英繽紛，聽到遠處

泉水潺潺。正是樹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

  我陪伴着從澳洲 Adelaide 來的三位老太太 Roma,Doris,Helen，漫步走向湖

邊。坐在椅上臨湖欣賞那清澈見底的水，魚在其間，游若空無所依。Helen 頓

生無限感慨：“大戰時我在泰晤士河上游，倫敦郊區一所醫院作護士，照料傷

兵，醫院臨河景物和此地類似。那時我很年輕，只有二十歲，想不到垂暮之年，

重睹此景，六十年轉瞬即逝。”Roma 和 Doris 爭相告我，她們喪偶後，每年

都結伴同遊。波羅的海之遊後飛回倫敦，和多年好友重聚，恐怕是最後一次了。

我默默聆聽她們的懷舊，暗自祝福，她們年事雖高，但身體硬朗，精神飽滿，

此次不會是最後一次，將來還有很多次享受美好的人生。

  博物院大飯堂的香料炆豬肉，今日執筆提及，猶有餘味。此行品嘗到各式風

味餐，給我無窮驚喜。飽食思睡，旅遊車內幾乎夢遇周公。回到市區又要打點

精神去參觀那批 Art Nouveau 建築物。這是十九世紀後期一種新風格，源於德

國，樓宇線條分明，外牆緣飾鮮艷圖案，多取材於大自然景物。此風格傳到波

羅的海，有所蛻變；里加的樓宇和德國本土的有些許差別。第二次大戰炮火摧

毀了德國各大城市的 Art Nouveau 房屋。雖然里加亦經戰火洗禮，但此類房

屋仍保留得頗完整，所以今天里加是此風格建築的寶庫。

  旅程編排得很緊湊，回到旅店已是下午三時半。Luigi 准許我們上房洗面，

不能超過十五分鐘，又要開始步行遊覽舊城。里加舊城不及塔林的美，也不及

維爾納斯的大，但亦有很多吸引遊客的景點。

  那些狹長的小巷，類似布拉格和塔林的風光，只能容許一人，一馬，一車通

過，迎面而來的要在巷口等候了。Luigi 向我們說了一趣聞：中世紀時，有兩

位貴婦走過小巷步往反方向，堅持對方避路，擾嚷了半天，互不相讓，最後請

市長作調停人，解決這僵局。市長說：“這樣吧，年紀大的先行，年輕的在巷

口等待。”二貴婦聽完，一語不發，各自掉頭而去。

  像塔林一樣，舊城亦有德裔商人貨倉，炮台，火藥庫，堡壘，幾間大教堂…

特色是教堂尖端不是十字架，而是一隻金雞；金雞的嘴可以標示風向，以便商

人揚帆出港。一說是聖彼得是里加保護人，在最後晚餐時基督對彼得說：“雞

啼前，你會三次不認我。”於是這金雞和彼得有密切的連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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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彼得教堂是最巍峨的，有電梯直達尖頂。俯覽全城景色。腳底下的舊城，

極目處的新城，瞭如指掌。

　里加歷盡滄桑。最後一次波浪是 1994 年金融崩潰，幾間大銀行倒閉，市民

投資變為廢紙，里加想成為波羅的海的蘇黎世（Zurich）美夢，頓成泡影。里

加畢竟是堅強的，摔了跤立即爬起來：通貨膨脹控制得很成功，貨幣穩定居東

歐各國之冠，生活程度不讓北歐諸國；唯一隱憂是處理城市過半的俄羅斯人。

里加是灑脫的。    

   放不開眼底乾坤，何必登斯樓把酒；

   吞得盡胸中雲夢，方可對仙人吟詩。

  踏進旅店大門，時已五時十五分，Vitolds 早坐在廳堂一角等候。見到我霍

然站起笑臉相迎，遞上一包見面禮，原來是一尊兩寸高的彩陶里加老人。他

要請我往餐館吃小點；我婉辭，並說一個鐘頭後旅行團導遊 Luigi 領我們往 

Livonia 餐室晚飯。但他堅持請我往一露天茶座。盛情難卻，況且我要領略一

下本地人的生活，以補此行不足。Vitolds 買了兩杯咖啡和一碟海味，有各式

魚片和蒸蝦。

  我們悠閒地淺斟低酌。他告知我他的身分，是拉脫維亞的警衛司令兼監獄

官。青年時，負笈莫斯科學法律，曾在新疆的烏魯木齊辦事了一年，所以對中

國人很有好感。他是拉脫維亞土著，但混了德裔的血液。蘇聯時期只能充任副

官，獨立後便居首位了。他只學了三年英文。第一次因公務往美國。Vitolds

人如其外型，性格開朗，胸襟闊大。所以我們不因種族不同，言語隔膜，生活

方式各異而阻礙溝通。因時間逼切，他要領我會見他的妻子；並說，可惜兒媳

和兩小孫不在里加，否則約他們一同見面。我深感此人很有中國古人尚義之風：

“倒披衣裳迎戶外，遍呼兒女拜燈前”。以多年舊交待我，我感到滿懷舒暢和

惋惜。因地域距離，文字分異，這友誼只是一個假設的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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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渡若飛－橫越阿爾卑斯

   旅程的第七天清晨，“阿爾卑斯山遊覽團”的汽車離開了奧地利南部小城 

St.Veit。

  我們是在暮色蒼茫，煙雨迷濛的黃昏，進入 St.Veit。行色匆匆，當然沒有

足夠時間容許我盡情瀏覽此小城的名勝。晚飯前，我在街頭蹓躂了越一個鐘

頭，街頭的景色比起歷史名城，國際大都會維也納有很不同的風韻，居停處 

Dorint Rogner Hotel Zodiac 外牆四壁，油漆了鮮艷的幾何圖案，色彩繽紛。

儘管 St.Veit 的景物，在我腦海中，只不過是一浮光掠影，但這旅店的外型，

卻留下不能磨滅的印象。

　　

  當晨告別 St.Veit，雖沒有臨別依依的情緒，但總有點“心事同漂泊”的天

涯流浪，像浮萍不定的感受。

  不久，車子已駛進阿爾卑斯山腳的丘陵地帶。山陰道上，金風颯颯，深林

密菁，水木明瑟，我的耳目為之一新。數日前離開瑞士，穿過列支登士坦

（Liechtenstein），進入奧國，見到山環水抱的阿爾卑斯風景，和目前相比，

同似中亦有很大的差別。

  阿爾卑斯山脈從地中海的 Gulf of Genoa，抹過意大利和法國的邊陲進入瑞

士，橫亙於瑞士，列支登士坦，奧地利境內，指爪延伸到德國南部和斯洛文尼

亞（Slovenia），是蟠臥在中歐的梁脊，給這些山國平添了多至不可勝數的美

景。例如瑞士和奧國西部的泰魯爾郡（Tyrol）都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且

大小湖泊，星羅棋佈，宛似在這些奇秀，突屹的風景內鑲以百片明鏡，萬頃琉

璃。山區不乏平野，綠草如茵，漫山遍地都是牛羊，所以此處的名產是巧古力

糖，乳酪，羊毛外衣，皮革…等。在這四野茫茫的草原上，天末涼風拂過地面，

野草全部低伏起來。遙觀天際，成群牛羊結隊洶湧而來。這畫意早被北朝的斛

律金將軍譜成音樂作歌詠：

    天似穹廬，籠罩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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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魯爾郡遠溯於1363年，便併歸奧國的哈斯堡（Habsburg）王朝。1493年，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奧王 Maximilian，以此郡為軍事基地，擴充地盤，發展

勢力，所以泰魯爾是奧國的政治搖籃。十九世紀初拿破崙稱霸歐陸，兵據此郡，

將它撥入附庸國保維利亞（Bavaria）的範疇，直至 1815 年拿破崙潰敗後，方

重歸故主。

  旅遊車停在東泰魯爾首府 Lienz 火車站附近，已近上午十時。領隊泰魯爾

人大肥佬 Fredy 宣佈：“我們在此有半個鐘頭小息和自由活動。”Lienz 是

奧國內頗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大帝國解體，泰魯爾

南部一大塊土地被意大利強行割取以作加入英，法，美聯盟擊敗德，奧，土的

酬報。於是東泰魯爾（East Tyrol）便孤懸境外，不再和泰魯爾本土接壤；所

以奧國和意大利有協約：從 Lienz 往省會 Innsbruck 的列車，要穿過意大利

邊境。

  下了車，踏進一建築物，裏內都是店舖，頗類似美國大城市的商場。其中一

咖啡店櫃面擺滿了各式甜品。這星期來在瑞士和奧國品味了很多精美的糖果和

糕餅，都是不能抗拒的，也顧不得大腹便便的後果了。

  我選擇了一塊“黑森林”，一杯濃咖啡。付了錢可狼狽了，大堂已無虛席，

不知何處可以容足。正在猶疑之際，不遠處一白髮，高瘦，帶了金絲眼鏡的老

人霍然站起來，笑臉相迎，操略帶口音的流利英語對我說：“朋友，和我共席

吧！”我謝了他，坐下來，本想和他略作寒暄，但他的注意力已回到報紙上。

我暗忖這老人是甚麼身份？姑且學福爾摩斯作推測。他衣着雅潔，舉動溫文，

英語暢順，一定是一有教育的“斯文”人。報章文字不是德文，大概是斯拉夫

文（Slavic）。結論是這老人是從鄰國斯洛文尼亞來的。

  我的思潮被鄰座“如雷貫耳”的意大利話打斷。是兩位身型健碩意大利籍的

貨車司機，手持啤酒，豪氣干雲，旁若無人般侃侃交談。斯洛文尼亞老人喝完

最後一口茶，站起來和我道別：“我要趕火車，謝謝你和我作伴。”

  他剛離去，一位頭髮蓬鬆的青年人坐上老人的位，從口袋摸出一副牌，操法

語口音很濃的英語說：“和我玩幾手撲克牌吧，二十瑞士法郎一手。”我告他

從不賭博的，他立即悻悻然離去。跟着來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子抱着一約二歲

的女嬰。那清脆的德語，如出谷黃鶯：“甜心，你問這位伯伯，我們可以坐在

他的對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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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髮女娃娃笑得很甜，一對大大的藍眼睛，明亮得如水晶。我驀然覺悟，

Lienz 是邊城，所以我在短短十五分鐘內碰上了四種不同國籍的人，這咖啡室

簡直是一民族陳列所！

  我吃完蛋糕，行了數步，已在一廣闊的方場內，對着一條望不見盡頭的長街。

沿街房宇矮矮的，很多門前種了些長青灌木，雜有不同顏色花朵的天竺葵，這

小城典雅極了。我抱怨旅行團沒有容許我多作流連，要匆匆踏上征途。

  Lienz 是在萬山環抱的山谷中。車行不遠便進入了層巒疊嶂的石灰巖石 

Dolomites 山區。

  Dolomites 是阿爾卑斯山脈中膾炙人口的奇景，畫家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用此山為背景，襯着 Mona Lisa 的微笑。

  在這些峭立千仞般墨綠的高峰上，更有一層蛋黃略帶粉紅的石灰巖，一排排

參差不齊像鱷魚牙齒，凌霄插入天空，干雲蔽日。峰口間一條長長的瀑布從天

下瀉，像白練般將兩邊青山界破。我借用元代詩人黃庚詩句描繪此景：

    山吞殘日沒，水挾斷雲流。

  瀑布傾入碧水縈迴的小溪，和山腰的白雲相映，更顯得雲水蒼茫。這一望無

際的風景主要顏色是綠，但插入了幾種白色：山腰的雲是白的；峰頂的雪是白

的；瀑布是白的；溪水沖激着圓石翻起的浪花是白的；山間稀疏房子的煙囪上，

冒出一縷縷炊煙也是白的。好像一優美音調內敲上幾聲鼓響，搖着幾口風鈴，

多麼和諧悅目啊！正是：

　　曲徑隨流水，飛泉隱綠煙，

    有山皆入畫，無樹不參天。

  我能有機會在精神飽滿之年，一觀 Dolomites 的奇景，真是不負此生了。

　車行未及一句鐘，我們已踏入意大利國境。因為奧，意二國同屬大歐洲經濟

聯邦，一路通行無阻，不必過關，只有路邊豎起一大牌 “Italia” 而已。

  領隊 Fredy 精通奧國史，鄉土情重，激昂地向我們解說，此地是意大利的

行省 Alto Adige，本來是奧匈大帝國的南泰魯爾 South Tyrol。八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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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淪於異邦，但民風未泯，居民仍操德語，生活仍是日耳曼式。墨索里尼執

政，曾一度企圖將此地居民同化，移入大批意大利人，鼓勵他們和日耳曼族

通婚，將所有市名街名意大利化，包括人名。於是 Johann 成為 Giovanni；

Heinrich 成為 Enrico；Ludwig 成為 Luigi；Karl 成為 Carlo。（我順便在

此記下一有趣的注腳。旅程結束的前夕，在瑞士英格堡（Engelberg）旅店內，

我給 Fredy 小賬，信封上引用了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句話，但

改了稱呼：“Oh, Alfredo, parting is such a sweet sorrow.” Fredy 收

下莞然失笑：“鄭先生，你夠幽默，我不介意被稱為“Alfredo”，但我不會

成為意大利人啊！”）在墨索里尼政策執行下，南泰魯爾的大城市有幾乎一半

純意大利族的居民。

    山河風景原無異，

    城郭人民半已非。

  這裏是 Dolomites 山區的延續，風景和 Lienz 近郊的絕無分別。我在車內

默默地欣賞這天下奇景，睹此鳶飛魚躍的遼闊空間，深感到塵世間很多人受着

名利的束縛，待得功成名遂，已是漏盡鐘鳴，悔之晚矣！莫怪乎清初詩人吳梅

村為了生計，失節事清，寫下“誤盡平生是一官”的自嘆詩。頸聯兩句是最精

警的：  

　　松筠敢厭風霜苦，

    魚鳥猶思天地寬。

  他多麼羨慕天地間的魚鳥自由自在，毫無羈繫。能在山野間生長的松竹，雖

飽受風霜雨露的折磨，也是值得的。空曠的山川和紅塵的桎梏相比，自然啟發

出無窮哲理！

  旅遊車依迂迴曲折的山路而行，在曲徑通幽處，見到了一簡單的墳墓。雖然

我不懂堪輿學，亦知道此地風水極佳，未知地下人是否真的找到了龍穴？

  Fredy 說，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奧匈大帝國軍官，是南泰魯爾人。在奧意

激戰時，陣亡於南戰場的意大利境內。遺命將殘骸運回家園，以遂他身亡異域，

魂返故鄉之願。但最大的歷史諷刺是：當他入土為安時，南泰魯爾已割給意大

利，故鄉頓成了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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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時，讀了法國民族文豪Alphones Daudet作的短篇小說“最後的一課”，

描寫法國戰敗後將 Alsace 割給普魯士，最後一次教授法文時當地居民心境。

同時想起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為淪於金國的黃河流域居民寫下兩句詩：

　　遺民淚盡胡塵裏，

　　南望王師又一年。

  南泰魯爾已淪為異域八十多年，居民仍不忘故國，日耳曼文化歷歷在目。怪

不得領隊泰魯爾人 Fredy 說起這段傷心史，義憤墳胸，形諸詞色啊！南泰魯

爾人真是極人生無可奈何之事了！

  第二次小息，已近中午。在地勢陡削，為峭壁巉巖環着的 Misurina 湖畔。

可能這是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原。湖邊靠岸淺水處已結成層層疊疊的冰塊。

  這時颳着風，下着微雨，湖中流水蕩漾，泛起微浪，真是“秋水橫波，遠山

呈黛”。大概天氣頗冷，這些雨絲風片都成了冰線。從新加坡來的 Rick Wong 

夫婦和小兒子及老母親異常興奮。這是他們首次見到冰雪，拾起冰塊當作雪球

耍玩。我站在小亭內稍避風雪，盡情享受“門對寒流雪滿山”的景色。

  下午一時，在山上小鎮 Cortina d'Ampezzo 用午餐。

　我請教 Fredy 要兌換多少意大利幣方足夠？他回答：“我們在省會 

Bolzano 只一晚，晚飯在旅館內，是旅行團包的，午餐約值十二美元。”於是

我在鎮上銀行換了值十五元的意大利幣。

  此鎮是滑雪中心，曾作東開過冬季世運會。放眼一望，頗是蕭條冷清，也許

滑雪季節未開始吧。

 Fredy 推薦了一間賣意大利薄餅馳名的餐室。裏內有很多小房間。旅行團共

三十五人，只我一人落單了。坐在那裏方妥呢？

  正在猶疑，在頭房內的 Vern Curtis 向我揮手，請我進去。裏內有一可容

十人的長桌。他是摩門教徒，和夫人及三位姊姊和三位姐夫同行。我忙說：“你

們一家八口，異常親切，怎能讓我這陌生人介入呢？”他說：“我們早認你是

家人，不要多言，這午餐由我作東，你是我們的貴賓。”這一星期內我們同遊

德國的希特拉鷹巢別墅，和維也納的美泉宮 Schobrunn， Kapuchin Abbe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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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sburg 王朝地牢陵穴，他們非常驚異我熟諳德，奧二國歷史，所以談得很

投契。

  Vern 退休前充任美國一大公司的總裁，曾在德國和瑞士居留，所以他精通

德語。我們取了英文菜牌，Vern 和女侍應生說的是德文，點的是意大利名菜。

他還要了三瓶紅酒，給我斟上滿滿一杯：“今日有緣，異地相逢，為了珍惜這

難得的時機，我們乾杯吧！”我本來對酒是涓滴不沾的，但盛情難卻。

　　莫向樽前惜沉醉，

　　與君俱是異鄉人。

  於是浮一大白了。壁爐中的熊熊火舌，烘得我的肩背異常溫暖，但總不及紅

酒在我血液中沸騰，和這些萍水相逢的旅伴給予我心頭的情意。但想到：“天

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難免惆悵和黯然。時空的凝聚，可以製造

些雖短暫，但真摰的情誼，我平生旅行經驗中已碰上了很多次。

  Alto Adige 的省會博爾扎諾 Bolzano 是我見到的唯一說德文的意大利城市。

街道名稱意，德雙語並列。這是一古色古香的小城，樓宇建築風格無異於奧國

諸小城如 St.Veit 和 Lienz。居民用德語交談，空中飄着 Strauss 的華爾滋

音樂，街頭擺上賣香腸和酸捲心菜檔攤，街上行人道很多在一列長拱門下，我

在瑞士的 Berne 和奧國的 Graz 也見到些。顯然墨索里尼在 Bolzano 的意大

利化全盤失敗。這極端政策在此激起民變多次。日耳曼族和意大利族慶弔不

通，更談不上通婚了。

  二十世紀中期後，羅馬採取懷柔政策，允許 Alto Adige 自治，Bolzano 中

小學恢復了德文和奧國歷史課程，二族方能和平共處。於是 Bolzano 致力於工

商業發展，成為意大利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超於羅馬，威尼斯。意大利各城

市總有兩條大道用統一意大利的功臣 Garibaldi 和 Mazinni 命名的。但這裏

兩條大道，一是 Via Alto Adige（亦用德文稱 Sudtirolstrasse 即南泰魯爾

路），另一條是 Via Andreas Hofer。Andreas Hofer 是奧國屬的南泰魯爾英

雄，其生平事蹟可歌可泣。 

　1767 年，Andreas Hofer 生於阿爾卑斯山南部一小鎮，南泰魯爾的 

St.Leonhard（意大利擁有治權後改為 San Leonardo），離 Bolzano 北約五十

哩。他原是阿爾卑斯山區一旅店主。拿破崙將奧國的泰魯爾郡劃歸他的附庸保

維利亞，Hofer 組織一支強悍的農民隊伍，發動泰魯爾獨立戰爭，和拿破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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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作殊死戰。1809 年，在首府因斯布魯克（Innsbruck）南郊重創保法聯軍

三次。可惜他的奮鬥沒有受到維也納支持。第四次激戰慘敗後，逃往阿爾卑斯

深山內。1810年，他被伙伴出賣了。拿破崙將他遞解往意大利的 Mantua 槍決。

幾天前，我在 Innsbruck 無意憑弔兩處 Hofer 的遺跡。我們參觀教堂 Wilten 

Abbey 後，我發現附近有他的戎裝石像，原來此地就是 Hofer 血戰拿破崙的 

Bergisel 鎮。可惜我沒有時間進去博物館參觀，一定有很多關於他的文物。

午餐後，我偶然逛進 Innsbruck 市內的 Hofkirche 教堂，角牆有他的石棺。

Hofer 的老家已入意大利，能埋骨在泰魯爾本土，比深山路旁的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的軍官幸福得多。Hofer 在天之靈，一定告慰。後我問 Fredy：“為甚麼

不一早指出 Hofer 的葬地？”他反脣相向：“我怎曉得你懂得這麼多奧國歷

史。”我在 Bolzano 看到一大道以他的名字為號。能在當時的敵國千秋立名，

Hofer 是永垂不朽了。

  當晚下榻於 Bolzano 最古老，亦是最豪華的旅館 Park Hotel Laurin，

在一公園內，極水木清華，鳥語花香之雅。旅店房間陳設全是 Belle Epoque 

式，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巴黎的奢華糜爛風格。牆壁都是紅木板塊砌的，掛

上了些名畫家作品。據說這旅館曾接待過很多歷史名人，包括奧匈大帝國的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他在 Sarajevo 遇刺，點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

火藥線；比利時國王 Leopold；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統帥 Montgomery。

憑這些歷史關係，便產生我對這舊旅館的神往。我的房間面積不大，對着公園，

花樹扶疏，頗恬靜的。晚飯前有很多時間給我逛街。

  Bolzano 的市中心是 Walther 方場，標誌是建於十三世紀左右的大教堂。

我經過時已越過開放時間，重門深鎖。市容很樸實無華，不像羅馬，米蘭，威

尼斯的大街，商店爭妍鬥麗，招取遊客。似乎商店多是供應日用品，給本地居

民。進入一五金兼雜物舖，見到了一鐵油瓶，外表漆了農村景色，頗富地方風

味，口袋十五美元值的意大利幣原封未動，因為午餐被 Vern Curtis 請了。

一看價格，大約十七多美元，拿了油瓶，找着東主，傾囊而授，再貼上三美元，

總夠了吧。東主是一中年人，收了所有意大利幣，包好油瓶，將三美元退回給

我，操德語和我說話，大概是我是遊客，特別優待。我非常感動，這樣情況在

羅馬或奈波里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行了十多個街口，進入一小巷。頭一間是皮革店，在櫃窗內有一深棕色的

皮包，顏色甚似去年在亞西西（即聖方濟故鄉）寓居旅店內大堂見到的，當時

猶疑不決，錯過了機會。我進內詢問，一年輕女郎略懂英語，服務態度甚佳，

拿皮包出來給我察看，標價兌起美幣，是二百七十美元。我答應購買，立即付

關山渡若飛－橫越阿爾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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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張一百元，一張五十元的旅行支票，準備再補二十元現款給她。她忙說：

“夠了。你是外國人，不用付稅。”並送我一支精緻的原子筆留念。Bolzano 

的民風，何其淳樸耶！在此東南三百多里外的威尼斯，可能要討價還價多次方

成交易也。

  當夜晚飯，在旅館二樓小餐室，佈置古典華麗，彷彿將時光倒流了一百年。

侍者穿上白制服，金鈕扣。主菜是燒牛扒，味道遠勝去年在意大利本土各城市

品味的。

  翌日清晨，告別了 Bolzano，這是風雨淒其的一日。

　未回瑞士前，本來旅程安排在泰魯爾的古都 Merano 作小息。Fredy 說： 

Merano 滿是光滑圓石路或泥濘路，雨中不易行走。上了年紀的閃了腿便不妙

了，所以只好犧牲 Merano 的觀光。離 Merano 不遠是 Andreas Hofer 的家

鄉 San Leonardo。當然我難於啟齒要求 Fredy 在雨中繞道往彼處憑弔一番。

過了 Merano 不久，車子要爬上愈來愈陡峭的斜坡，又再跨越阿爾卑斯山，到

了瑞士邊界，車子停下來，這次要過海關，因為瑞士不是大歐洲經濟聯邦成員

也。其實我也急於找海關蓋印，證明我已離開這經濟區，以便我將證書寄回在 

Innsbruck 的 Swarovski 總店，領回買水晶眼鏡蛇預支營業稅款項。 

  我們進入瑞士面積最大的一郡 Graubunden。居民是山中原有的土著，不同

其他郡居民先祖都是從德，法，意各地移民瑞士。此郡的言語是 Romansch，

從古羅馬拉丁文蛻變出來。墨索里尼執意大利政，企圖強行把 Graubunden 納

入意大利版圖內，瑞士 Berne 政府間不容髮地宣稱 Romansch 是第四官方文

字，杜絕墨索里尼的野心和粉碎他認為 Romansch 是意大利方言的理由。

　　

  車穿過 Engadine 盤谷的植物公園，一路林蔭茂密，景色怡人，未及中午，

已抵達避暑勝地聖莫里茲 St.Moritz。

　這是一依山憑湖的山城。那弧形的湖好似一塊藍寶石，嵌在盤谷中。湖畔多

是豪華賓館，我們寓居的 Belvedere Hotel 也在其中。我的房間有一小露台，

備有桌椅，臨湖遠眺，靜靜的水脈脈含情。天下着雨，隔湖遠山顯得淒迷，湖

邊的樹在顫動，露出無限寒意，正是：

　　秋風滿樹，衣袂生涼；

　　山色迷濛，水波蕩漾。

關山渡若飛－橫越阿爾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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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了雨衣，出門覓食。因為風雨， Fredy 取消了額外節目馬車遊冰河。

午餐後，只好自行漫步遊覽此城。市中心是 Plaza da Scuola，四周商店賣的

貨物很多是價值連城，怪不得 St.Moritz 有“富人的遊樂場”之稱。此是山城，

很多街道是上下石級。雨點愈來愈大，雙鞋濕透，我蹣跚地行着，到了一公園，

有一斜斜石柱，可以比美意大利 Pisa 的斜塔，碑文是用官方四言語，當然我

不能讀。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是旅行家，閱歷甚豐，曾在旅行中寫了一首詩，

其中兩句是：

　　萬里風塵南北路，

　　一蓑煙雨短長亭。

　　道盡長途跋涉，風塵僕僕之苦，我亦有同感焉。當晚 Fredy 宣佈，原

本路程安排是越意大利湖區入瑞士南部，因為風雨導致湖水氾濫，加上山泥

倒傾，很多山口和沿湖公路被封閉了。行程改往日內瓦和法國長白山區 Mont 

Blanc。

關山渡若飛－橫越阿爾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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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蘊藏著歷史哀傷

  在 1998 年十月十七，一個月白風清的晚上，旅遊車載了我們一團二十多

人離開假日旅店，沿著瀕河大道奔馳，左邊是華沙市區，右邊是威士杜拉河

Vistula，是一片黑野，遙遠處點綴著些河彼岸 Praga 住宅區疏落燈火。我在

車內思潮起伏：終於來到這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世界名都，名是有五百多年歷史

的古城，實只是五十多年前重建的新城。它雖是波蘭的首府，但滲入了很濃的

俄羅斯和日耳曼文化，因為普魯士 Prussia 和俄國，在不同期間內，曾佔據華

沙一段頗悠長的歲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毀滅了它的人口過半，使文化淪亡，宗

廟丘墟。今天的華沙人是戰後從各地移民到來的子孫。他們的父祖在灰燼和廢

堆中，建此新城。他們仍在尋找華沙的舊根源，摸索華沙的古幽靈。也許就是

這矛盾，在世界名城中，給予華沙別具一格，散發出不可思議的魅力罷！

  車子終於在河邊一空地停下來，我首先下車，涼風撲面，感到深秋肅殺的

寒氣。仰望穹蒼，月明星稀。除了 Vistula 河的嗚咽流水和團友談話外，聽

不到任何聲浪。我緊跟著領隊維也納人 Dragan，華沙導遊 Ludwig，和司機慕

尼黑人 Hans，踏進舖滿光滑圓石子的小街 Bednarska，四條影子在前面向前

溜動，直至一奶油色的樓宇前頓止。街燈發出微弱的黃光，攙和了月華，在

這玉砌般的牆壁上，宛如塗了一層薄薄的金粉，門前掛著的銅牌 GDANSK POD 

RETMENEM，更顯得璀璨，閃閃生輝了。被拋在後面的團友慢慢地雲集門前。我

們魚貫步入餐館，未到大堂，早傳來管絃音樂，令人心醉，我們彷彿從曠野返

回人間。

  餐室非常寬敞，天花板很高，我立即聯想到四十年前電影“學生王子”中

Heidelberg 大學膳堂。那穿著黑色制服的侍應首領率我們坐在一可容三十人的

長桌旁，我坐下環顧一瞥，長桌共有六張，另一角是私家餐室，亦坐滿了人。

行人路對面是一列可供四至六人用的雅座。令我最注目的是一身型偉碩的小鬍

子和他的妻子及兩位十多歲的兒子，他們笑容可掬，時投給我們友善的眼光。

餐館前端是很長的低窪地帶，和我們座位地面水平相距有六石級，靠牆處便是

四人樂隊了，包括大提琴手，小提琴手，男高音，和女高音。環繞著舞池都是

小餐檯，壁上掛滿了風景油畫，古意盎然，侍者先來一杯波蘭伏加酒，驅走了

身上的寒氣。於是我有機會悠閒地欣賞那撼人靈魂的歌聲了，似乎都是斯拉夫

族的藝術曲Art songs，只有一首調子頗為熟悉，是俄國民歌“漫長的路上”，

六零年代美國音樂家改編為流行歌 Those Were the Days，My Friends。旋律

轉速，小鬍子站起來手舞足蹈，最後忍不住拖著妻子，走向舞池。團友中有些

老年夫妻亦附和著到舞池去，我想人生遇合是偶然的，我和一部份團友萍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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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談得很投契，但相聚期間只是短短十六天。旅程結束後，分遁揚鑣，今生

可能再沒有機會見面。我是不會跳舞的，心底下暗唸著晏幾道一首詞：“彩袖

殷勤捧玉鐘，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

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餐檯上杯盤狼藉，音樂又再升起了。男女歌手站在台前，合唱一首波蘭藝術

歌，此歌很長，突然調子轉入了小音階 minor mode，樂譜也插進了不少半音

符 chromatic scale，私家房晚宴中的男女賓客發出了悅耳的和音，是低哼，

是吟哦。小鬍子站起來，用雄渾的男中音，和台前的男女高音對唱著。音調幽

怨，憂鬱，和私家房內的新婚慶會，大不相稱。很顯然，這首歌在波蘭是家傳

戶曉，耳熟能詳的。於是我恍然大悟了，這首歌透露出波蘭的民族創痛，華沙

的歷史哀傷。Retmanem 餐館的晚飯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一夜，只有在布達佩斯

Budapest 的吉卜賽音樂晚宴庶幾可近。但此夜激起了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的情

懷，更刻骨鉻心。

  現存世界各國，波蘭歷史是最淒慘，最多斑斑血淚的。波蘭亙古以來是四

戰之地，夾在德國和俄國二強鄰間。它們虎視眈眈，擇機而噬，因此波蘭前

後共有四次被分割的悲劇，不留下半寸淨土，人民分隸各國，第一次大戰爆

發，前波蘭境是東戰場的所在地，波蘭人隨居住地點，被徵入奧，德，或俄行

伍，衝鋒時炮鎗相向，同胞互屠，人間慘劇，有甚於此嗎？前三次被奧，普魯

士，和俄分割是 1773 年至 1795 年，是俄國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發動

的。波蘭人並不是默默甘受宰殺的羔羊，曾有數次反抗，最激動的一次是製

鞋匠 Jan Killimski 率領華沙市民襲擊俄沙皇行宮，在 Podwale 街頭，矗立着

Killimski 的銅像，身穿戎服，手持寶劍，義憤填胸，目光如炬，威風凜然，

二百年下，猶有生氣。

  音樂家蕭邦 Ferderic Chopin(1810-49) 誕生於華沙近郊的小村，屬俄國。

他是音樂天才，六歲作曲，八歲公開鋼琴表演，年青時生活在華沙渡過。

1830 年負笈維也納，甫離家鄉，便聽到十一月華沙群眾起義抗俄。他滿懷

感觸，把那包從華沙帶來的波蘭泥土放在鋼琴上，當晚便譜成了革命練習曲

Revolutionary Etude，此曲先是左手彈出一連串的急速音符，象徵著暴風雨

的降臨，然後右手彈出主調，隱喻一聲平地春雷，使局面明朗起來。當然蕭邦

對起義軍寄存很大的希冀。不幸地起義軍被血腥鎮壓了，他再沒有機會重歸故

土，以後便在巴黎，倫敦，Palma de Majorca，Spain等地過着羈旅流離的生活，

獻技謀生。他身居異域，但心懷故國，可惜這國家在他出生前已亡了，作品如

降 E 調鋼琴協奏曲都流露出一絲絲對故國的思慕和哀愁，百多年後聽者也感受

華沙蘊藏著歷史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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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音樂感染，對華沙平起了一股親切熾熱的感情。他坎坷的一生，只有和

法國女作家喬治辛 George Sand 相戀期間有過片刻歡娛，最後因健康轉壞而含

淚分手。1849 年病逝巴黎，遺命姊姊設法將他的心運回華沙。並將一生隨身的

波蘭泥土，撒在巴黎墓穴上，以遂他身亡異地，魂返故鄉的宿願。現蕭邦的心

存放在一木樽內，隱藏在 Krakowskie Przedmiescie 大道上的聖十字教堂左殿

柱後。我們華沙觀光的其中一站是 Royal Lazienki Garden，就在蕭邦那文質

彬彬，風度閒雅的紀念像前拍了全體照，彼時滿園秋山紅葉，大有“停車坐愛

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情畫意，據說夏秋二季，每當星期日下午，大

草坪上有免費蕭邦音樂演出，遺憾的我行色匆匆，沒有機會欣賞這節目。

  旅遊車再經瀕河大道，越橋抵達 Praga 區。隔了 Vistula 河遠眺那華沙老城

區，那白牆紅瓦矮矮樓宇，型款各異，犬牙交錯，間有教堂的尖頂，如鶴立雞

群，構成一充滿古典色彩的風景線，導遊 Ludwig 向我們訴說，1944 年八月一

日 Komorowski 統帥領導波蘭自強軍，企圖驅逐德國納粹佔軍，展開了六十三

天的浴血戰，結果全軍盡墨，都壯烈捐軀了。希特拉盛怒下命令屠城，並向民

居縱火，並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要華沙從此在地圖上消逝。”彼時蘇聯

紅軍已開到 Praga 區，作隔岸觀火，不放一兵一卒渡河，給作困獸鬥的波蘭

軍任何紓援，此役華沙市民被殺的超過二十萬，所以老城全部是戰後重建的。

Ludwig 只有六十歲，面上的皺紋遠超過他的年齡。他是這次大屠殺的餘生者。

說此史實時怒形于色，對俄國人恨之入骨。日間看到了Vistula河的滔滔濁浪，

這河是華沙飽歷滄桑的見證人，正如中國古都西安有渭水，洛陽，開封有黃河，

南京有長江。它們的歷史哀傷，疤痕比華沙多得不可勝數。但華沙創傷猶鮮，

似乎將波蘭二百年悲劇擔負起來，充任了近代歷史舞台的要角，我不期然想起

了南齊詩人謝眺的名句：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

夜蒼蒼。……”嘆息下心靈感到有點寂寞和茫然。 

  波蘭第四次被分割是基於 1939 年八月廿九日希特拉和史太林定的密契，當

納粹兵入侵波蘭，炮轟華沙時，紅軍掠取波蘭東部，波軍腹背受敵，首尾不可

能兼顧，早注定必亡之勢了。波蘭人和德國人的恩怨遠溯自 1226 年，Mazovia

侯爵 Konrad 請援於日耳曼騎士 Teutonic Knights 討平東北土著叛亂。這批騎

士就在 Vistula 河出波羅的海 Baltic Sea 的三角州（即 Gdansk 附近一帶）安

家樂業，後索性鳩佔鵲巢，擴展地盤，建立了東普魯士王國，亦即二十世紀德

國軍事搖籃，Gdansk 也成德裔城市 Danzig 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是

戰敗國，西普魯士被割歸於重見天日，新獨立的波蘭，成了“波蘭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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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zig 的居民，德裔佔大多數，便成了自由港口，不屬任何國。希特拉第三王

國是要包含所有德語系通行地方。Danzig 是他志在必得的囊中物。第二次大戰

的戰火是在 Danzig 燃點起來。華沙被德軍所佔，首先遭殃的是猶太人集居地

區 Warsaw Ghetto，戰前華沙是國際大城市。猶太人之眾，居歐洲各大城市的

首席。從 1942 年夏起，共有六十萬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遭大屠殺。1943 年正

月剩餘的六萬激出民變，很迅速被納粹軍撲滅，當場鎗斃了七千，其他送往集

中營的煤氣爐內。旅遊車在華沙西北角當年 Ghetto 舊地巡繞一周，沒有甚麼

遺跡可辨，只有廣場中石碑一座，紀念當年的枉死者和龐大的猶太墳場，埋葬

了纍纍白骨，此二處聊供後人憑弔罷！ 

  華沙老城毀於戰火，幸存的不及十份之一，四零年代重建工作開始了。華沙

人很相信邱吉爾名言“不懂得歷史的人一定會遭受到歷史重演的折磨”，小心

翼翼地去研究歷史，每一建築物無論在外型，設計，用料，室內佈置各方面盡

可能仿古。現在的老城一磚一石，細微處都可以亂真，蔚成世界奇觀。老城入

口處是堡壘方場，右邊是王宮，佔很大的面積，中間是高達二十二公尺的石柱，

頂端是波蘭王 Sigismund III Vasa (1587-1632)，他穿加冕時袞袍，左手持

劍，右手執十字架。波蘭曾有過光輝的日子。遠在 1386 和立陶宛 Lithuania

結盟組成聯合王國（立陶宛王子娶了波蘭公主），國勢日盛，曾統治烏克蘭

Ukraine，治權從波羅的海延展到黑海。此王國持續了四世紀。Sigismund III

以瑞典王子入繼大統，影響力波及北歐和俄羅斯。登位後，他將波蘭首都從

Krakow 遷至華沙。華沙人以此像守著老城大門是有深意的。他們非常緬懷和眷

戀昔日的光榮。希望此光榮不是一去不復返，只有此希望，能讓他們忘掉了近

三百年的歷史哀傷。

  老城有闊大的方場，多為民間藝人用來陳設和出售他們作品處，四週建築物

是十七，十八世紀式的，包括三間教堂，但對我最吸引的是北面的華沙歷史

館，關於華沙的歷史文獻，搜羅甚豐，每日上午十一時，有華沙被摧毀和重建

的記錄片影出。可助我們了解此城在二十世紀的滄桑，從歷史館背後向北行五

分鐘是北閘口 Barbican，又是一仿古建築物。出了閘口便離開老城了。 

  緊接著老城北閘 Barbican 是 Freta 街，有一串矮矮的民房。第十六號是

當年居禮夫人 Marie Curie (1867-1934) 的舊居。夫人的波蘭名字是 Manya 

Sldodowska，出身華沙的科學世家，1890 年往巴黎深造，後下嫁物理學家

Pierre Curie，夫婦二人合力研究幅射的性能，得 1903 年諾貝爾物理獎，

1906 年夫婿病逝，夫人繼續抱其百折不撓精神從事原子工作，發現了新元素，

命名 Polonium 以紀念故國也。1911 年因製出元素鐳 Radium 純質取得諾貝爾化

華沙蘊藏著歷史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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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獎。後半生埋首於 X-ray 的用途，成效卓著，因長期身體在幅射反應中，激

出了血癌，不治去世。波蘭出了三位劃時代的偉人：音樂家蕭邦，科學家居禮

夫人，和文學家 Joseph Conrad。後者是用英文寫出很多文學小說，這三人的

成就有一共通點，都是在外國留下不朽傑作。因為動盪祖國不能供應安定的條

件以發揮他們的天才，而他們早成為國際級的大人物，不單止屬波蘭了。 

  城南近郊 Wilanow 離宮是保存得最完整的真古跡，是意大利別墅式 Italian 

Villa 的建築，是波蘭王 Jan III Sobieski (1674-96) 數年經營的成果。

他的軍事才幹高於政治，最喧赫的戰功是 1683 年在維也納外圍擊敗了土耳其

人，使中歐不會淪為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殖民地，保存了奧地利領

土的完整，而這奧國就是後來分割波蘭三強之一。奧國統治波蘭人是最開明

的，保留波蘭文化，不效普魯士和俄羅斯在波蘭原有土地上分別全面德化和俄

化，也許這就是奧國人酬謝昔日解維也納重圍的大恩罷。Sobieski 駕崩後，

波蘭王朝國勢急劇下瀉，終於在 1795 年亡國了。離宮收藏寶物甚多。樓下的

宴會廳氣勢堂皇，陳列了很多古老傢俬。樓上有一肖像畫廊，是波蘭各貴族躺

在棺材內的遺容。宮外面對意大利花園的牆壁，雕上了希臘神話中專管時間的

Chronos。園林樹木蒼翠，置身其間，令人心曠神怡。 

  俄羅斯人和波蘭人同族不同文，他們染指波蘭的野心在沙皇時代已顯露無遺

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在東戰場 Smolensk 附近的 Katyn 大森林，紅軍鎗

殺了二萬波蘭戰犯，其中有五千名高級軍官。希特拉屠華沙，紅軍袖手旁觀，

波蘭精英，全部犧牲於城內，所以戰後波蘭政局呈真空狀態，史太林輕而易舉

設立了傀儡政府，將波蘭牢牢關在鐵幕內。共產主義留下很深的烙印，市中心

的科學文化宮是一龐然大物，是史太林給波蘭人禮物，被本地人冠以“俄國蛋

糕”的綽號。今天有很多華沙人建議將它炸毀，地基變為市中心公園。絕對不

易毀掉的倒是華沙外圍一座座灰色像火柴盒般的工人宿舍，構成“三合土森

林”。驟然看來和莫斯科，塔什干，烏蘭巴托……等外國大同小異，都是共產

政權的標誌。看來華沙要擺脫共產主義的污染，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呢。俄國

經濟崩潰，很多流氓湧入華沙謀生，扒手，流鶯穿插公共場所中。遊客要步步

為營，是華沙一個新污點。

 

　戰後的華沙滿目瘡痍，今日的華沙生氣蓬勃，真是灰燼中的火鳳凰。它內涵

豐富，精神雋永，不是我走馬看花式的旅行能探索得盡。讓我抄下沙士比亞的

Antony and Cleopatra 其中語粹，為這歷史名城華沙作一總結的寫照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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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灰黯的日子中，不要讓我們的悲哀令冷酷的命運竊喜：命運既然來凌辱

我們，我們就應該用處之泰然的態度，予以報復。”

後記

 “華沙蘊藏著歷史哀傷”是我第八篇遊記。風格是循著“君士坦丁堡情懷”

和“維也納常在我夢魂縈繞中”二文，用沉鬱，蒼涼的筆調去寫那盛衰，興亡。

此文涉及波蘭歷史甚多，但不是依事情先後，而是因景生情，兼述及和景物有

關的歷史和人物。順便抒發我個人的感概，這是遵守著遊記第四度空間“撫今

追昔”和第五度空間“神遊境外”的法則，希望讀者閱來不會有太混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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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的生活如此匆忙，責任的負荷這麼地重，縱然有機會擺脫這披星戴月的

常則，到外面吸一口新鮮空氣，受了時間的限制，選到了目的地，便踏進噴射

銀鳥飛往。其實要能咀嚼和領會到旅行的真諦，非乘火車不可。看啊！那一連

串鐵馬在草原和荒野奔馳，在劃破崇山的軌道上蜿蜒，在叢林和深谷內盤桓，

構成多麼明麗的一幅畫面呀。還有車廂內有各式各類的人物，多彩多姿的生

活，簡直是世界的縮影。從一個國家走進另一個國家，一個時區踏入另一個時

區，你將真正體驗到“天涯若比鄰”的意義了。

  我一生坐了很多回火車，包括兩次跨越歐亞大陸的經驗（倫敦到北京和倫敦

到西安）。坐車的季節多是深秋或嚴冬，見到的是白雪皚皚千里冰封的北國風

光。現在年紀漸高，腸胃愈來愈敏感，水土不合是常有的現象，沒有勇氣遠行

異域了，所以借了陸游詩一句“鐵馬冰河入夢來”緬懷火車旅行的生活罷。

  爬了義大利長靴一部分，從奈波里（Naples）經羅馬，比沙（Pisa），佛羅

倫斯（Florence）到達米蘭（Milan ）。一下車便呵氣成冰。冷到雙手麻木，

雙耳幾乎可撕下來了。原來米蘭離阿爾卑斯山腳不遠，所以一切寒氣都凝聚，

降集此城中，是歐洲冬天最冷的大城市。進了旅館後，便詢問 La Scala 當

晚演出的歌劇。櫃面的經理告訴我是 Lucia di Lammermoo 並可代買到一張

orchestra 位，當然是價值不菲了。吃了晚飯，懷着興奮心情踏進這舉世知名

的歌劇院。守門人看了我手持的票一眼，便打手勢要我上劇場前大廳側的樓

梯，二樓的帶位又要我繼續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上到四樓方能

入座。原來最貴的票，換取得 Upper Balcony 一席，真是一肚子氣。幸好演出

的聲藝，堪稱一絕，鄰座瑞士人房先生（Herr Zimmer）很友善，小息時用流

暢的英語和我聊天，原來他是從魯村（Lucerne）來，看完戲便乘夜車回家去。

此君對歌劇愛好狂熱，可算鳳毛麟角了。回到旅店要和那經理交涉，當晚和翌

日他閉門謝客，又一次上了當。

  赴威尼斯途中又有奇遇，乘的是逢站必停的慢車。坐得不奈煩，行到列車二

車廂接扣處，見一美國水兵在吸煙。因言語不通帶來了沉默數天，自然不會放

過談話的機會。此兵駐防在 Naples，原從南加州來，總算是“同鄉”了。他

鄭重警告我意大利旅行要小心銀包和貨幣找續，話猶未了，車快到 Verona 站

了，我們分別趕回座位中，以免被新乘客佔了。此兵回到他的座位便發出尖銳

呼叫：“我的手提包不見了！”擾嚷了五分鐘，車廂長來看究竟。他的英語有

限，頻說“媽媽，咪亞 （Mama Mia）”結果如何？當然又是一單不了了之的案。



82

  冬天的威尼斯遊客絕跡，當晚找到一豪華旅店，房租講價後總算相宜。次日

清晨四時便起床，六時出門漫步，天還未大亮，全城被濃霧籠罩着。我穿了全

副禦寒甲冑：泠帽，頸巾，厚羊毛大衣，皮手套，長靴。但寒風撲面，冷氣入

骨。小橋和狹巷都給濃霧弄濕了。雖然未見“雞聲芽店月”，但“人跡板橋霜”

處處皆是。行到聖馬可方場，一片蕭條荒涼，連那些白鴿也瑟縮侷促在屋簷內。

此情此景，Thomas Mann（1875-1955）很細緻地刻畫在他的小說“Death in 

Venice”中。冬天威尼斯，雖然對遊客沒有很大吸引，但我領會到另一不能形

諸筆墨的韻味，是古典和鄉土氣氛的交織。

　

  我曾在蘇黎世（Zurich）渡過一難忘的平安夜。在這既具河山之美又富甲天

下的金融都會蹓躂了一整天，回到旅店房間觸目的是檯上放着精緻朱古力糖一

盒。盒上硬片寫着：“給遠道而來的東方友人，祝假期快樂，若假期沒有節目，

何不上少女峰觀光”。署名的是旅店經理。長期旅行節日倍感寂寞。這異地溫

情，出自一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甚是珍貴，瑞士旅店業，執世界牛耳，確實名

不虛傳。

  從蘇黎世到少女峰半山小鎮 Grindelwald 有歐洲最高的軌道。從餐車向窗外

一望，山坡遍地白雪，樹木也披上了新娘的婚紗。時大雪方霽，陽光反映在雪

上，像層層疊疊的棉花床，誘人睡在上面。見到的川澗湖澤和瀑布，都結了冰，

像一連串不同形狀的水晶，吊掛在山上。用唐詩來形容：“地際朝陽滿，天邊

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瑞士不愧是世界花園，冬天之美奇絕。

到達目的地第一件事是往旅遊協助處找尋居停之所，答覆是全部客滿。正在倉

皇焦急之際，有一操很濃德國口音的中年人用英語向我說：“我的房間可以多

放一床，若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共房”。事至此亦無選擇餘地，不料此兩夕

聯床共話之緣，竟結交了 Dr. Hans Pfitzner。他的夫人帶着二孩子回德國外

家去，所以他單人匹馬上少女峰渡聖誕。後來我們保持聯絡，他曾和夫人到舊

金山訪我兩次，直到 1983 年病逝方結束這段萍水相逢的交情。

  另一年深秋橫跨西伯利亞，抵達首府 Irkutsk。那流入貝加爾湖的河早已結

冰了。在遙遙萬里的火車途中結交了四位德國人，我們一見如故，竟成莫逆。

於是 Irkutsk 街頭巷尾，留下了我們不少鞋印。見到街上招牌有一是用中文

寫的和博物院內有漢唐文物。他們很詫異，爭相問我原因。其實此地本屬中國，

Lake Baykal 即是蘇武牧羊之處北海，清朝時割給帝俄，但要詳細解答涉及民

族意識，我只好支吾以對了。離開 Irkutsk 踏上征途往蒙古烏蘭巴托（Ulan 

Bator），火車沿着貝加爾湖的南端走了一大段路，見到車外蒼茫大地，灰白

鐵馬冰河入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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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李陵的名句：

   胡地玄冰，邊土慘烈，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不期然湧上心頭。

  俄國的列車設備簡陋，但我很欣賞，每一車廂內有 Samovar，即高達四尺的

大茶壺一座，隨時可以供應熱茶，確是在冰天雪地中紓寒妙品。火車進入戈壁

沙漠，在這漫長時間中要解除寂寞，便和德國朋友弈國際象棋，他們棋藝平

平，可應付車輪戰，當我擊敗一人時，他總是說：“Kaput，next animal，

bitte”。說話每一句總夾雜德文詞句。幸好在大學修了二年德文，勉強還

聽得懂。原來他的意思是“I resign， your next opponent please”。

Opponent 和 enemy 近義，enemy 和 animal 近音，所以有此失了。

  在烏蘭巴托住了三天，雖然我沒有機會欣賞蒙古人草原上騎射技術，但卻被

請進一蒙古包，包內鋪滿厚厚的絨氈，有大火爐一座。坐在地上，亦覺溫暖舒

服。主人是一老年蒙古人，略懂國語，一入門便供上奶茶一杯，雜了新鮮羊奶，

一股腥膻氣味，直襲鼻蕾，為了保持禮貌和盛情難卻，只好一口吞下。主人還

以為我歡喜到“乾杯”，要再奉一杯，我只好婉說水土不合，壞了肚子方能“免

役”了，我是從二連浩持進入中國境的，詳情已寫在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

內了。

  1987 年秋參加英國人辦的“紀念絲綢之路成立二千一百年火車團”從倫敦

乘火車到西安，期間兩個月。途經歐洲很多名城，我認為匈牙利首府布德佩斯

（Budapest）很有情調，是多瑙河畔最美麗的城市，多瑙河兩畔堤外是很長的

行人道，遍植花草樹木，每隔十尺便是矗立一條燈柱。從 Pest 那邊遠眺對岸

Buda，古堡點綴其間，晚上涼風習習，河水微波蕩漾，燈光反影河中，搖曳閃

爍，遠望河的上游，有明滅燈火，舟楫穿梭其中，上游維也納之美，是環城大

道（Ring Strasse）兩旁，多瑙河風光，不能望布德佩斯項背。

  不幸的在羅馬尼亞境內患上了河魚腹疾。車廂長是一羅馬尼亞中年人，見我

鎖着眉頭捧着肚子，坐在一角，用德語問我情況。我用英語和手語回答他。他

說稍侯片刻，便拿一包止痛止痾藥給我。果然一劑奏效，雖然不是藥到病除，

也減輕了辦公事的次數。當晚上了保加利亞客輪，抹過黑海赴伊士坦堡。房間

很大，也得了一晚休息。重訪土耳其第一大城，詳情寫在“君士但丁堡情懷”

一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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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遊覽了在土耳其和亞美尼亞（Armenia）邊界上古城 Ani 遺跡，面積比吐

魯番的高昌交河大得多，保存也完整得多。教堂，碉樓內的壁畫清晰可辨。此

是曾在中世紀喧赫一時的亞美尼亞王國舊都，昔日繁華早付與蔓草荒煙。王國

現已分為三，屬蘇聯（今日名義上已獨立），屬伊朗，屬土耳其。Ani 在土耳

其境內，隔河有亞美尼亞紅軍嚴兵陳於境上。第一次大戰後有大批亞美尼亞人

遭土耳其政府屠殺，當然土亞兩國長在敵對中了。這遺址令我想起“桃花扇”

結尾一曲“哀江南”的警句：

     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

看罷低徊嘆息不已。正因為土亞不友善，火車開到 Dogakapu 便停下來，要自

己手攜行李進入無人管地帶半里，步行入亞美尼亞境方踏上蘇聯火車。上了年

紀便吃不消，稍青壯的便要回步幫忙他們。在邊境過海關很嚴，午夜方到達佐

治亞（Georgia）首府 Tibilisi ，此是一個風光明媚的山城，可惜蘇聯解體

後便陷進常被內戰威脅的動盪時局中。在此城火車站頭換了些黑市俄幣，足夠

我沿途費用有餘了。

  巴庫（Baku）是亞塞拜彊（Azarbaijan）的首府，瀕 Caspian 海，背依高加

索（Caucasus）高原，形勢險要，有豐富的油藏，歷來為兵家必爭要地。我在

這裏吃了頓畢生難忘的晚飯，地點是古時騾馬駱駝隊伍的驛站，在一山坡上，

離拜火教寺門不遠，要沿鋪滿圓石的街道登上，微雨後，磊石光滑，舉步維艱，

不小心便跌到了。進了寬大的庭院，真是別有洞天。院內遍植亭亭華蓋的白楊

樹。四周是不可勝計的小廳，每廳可容十至十二人，當中陳設一長檯，上放着

木叉──甚為原始的餐具。所有庭園，廳房不用電燈，但每一角落都豎着一巨

大的火炬，照得如同白晝。我進了一小廳坐在長檯邊，不久，有兩名少女，穿

了顏色鮮明長袍，很像印度的沙利（Sari)，捧着一大盤的燒烤，除了沒有豬

肉，有六種不同的肉，香噴噴，熱騰騰的，非常可口。牆壁透出的音樂，是我

從來未聽過的，初聽時有點詭異，五分鐘後感到非常悅耳，配合目前光景，這

不是天方夜譚的世界嗎？巴庫是絲綢之路的一大站，七世紀為亞拉伯人佔領，

十一世紀又有突厥人侵略，十九世紀俄羅斯人索性將此城據為己有。現在亞塞

拜彊和鄰國亞美尼亞因邊界糾紛，時常兵戎相見。在這小小的飯廳內環顧一

望，那厚厚的石壁，隱藏着歷史上幾許哀愁，那神秘的音樂，似乎又透露出何

等幽怨─對頻繁的戰禍有所指控啊！   

  離開了 Baku 赴中亞細亞又是一長遠旅程。幸好邂逅一退休了的英國牛

津大學哲學系教授 Dr. William Summers，和他在車上常玩縱橫砌字遊戲

（Scrabble）。我以科學名詞爛熟，如Ohm，ion，zygote…等勝出。他心有不甘，

鐵馬冰河入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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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下令以牛津字典為準，即是所有字要英式串法。Adz 是 Adze，Realize 是

Realise。多分字母 Z 要多花心思方能填下。我不小心失了很多分，他方能挽

回敗局。此是火車上有趣插曲之一。

  布哈拉（Bukhara）和撒馬爾罕（Samakand）都是帖木兒（Timur）王國的名

城。布哈拉神學院和撒馬爾罕的列其斯坦廣場（Ragistan Square）內的建築

物宏偉壯觀，是伊斯蘭文化的精華。我在撒城憑弔了帖木兒的陵墓，上面是金

碧輝煌的大圓頂，牆壁鑲嵌着用瑪瑙方磚砌成的各種圖案，墓門欄杆皆有精細

的雕刻，此誕於 1336 年的成吉思汗裔孫，混和了突厥人的血液，曾是統治中

亞細亞和勢力伸延到北印度的一代風雲人物，難免一坏黃土，長埋白骨，征服

了無際的土壤，到頭來得到的是陵墓彈丸之地。蒙古人的勳業，在歷史上油盡

燈枯前，有帖木兒的戰功作迴光返照，他無愧見乃祖成吉思汗於地下了。

  在布，撒二城後，塔什干（Tashkent）便無足觀了。此是 1966 年大地震全

面破壞後重建的新城，充滿了共產黨的氣息，和俄國城市大同小異，但地鐵系

統龐大，僅次於莫斯科。我在此地參觀了一棉花田公社，得了些啟示。棉花是

白金，溢利幅度大。中亞國家引導河流灌溉棉花田，湖澤如 Lake Aral 逐漸乾

涸。累年的工業污染，湖底的化學品全部暴露了，危害居民的健康，是中亞各

國的隱憂。

  從塔什干乘夜車往亞拉木圖 Alma-ata，零晨二時半午夜夢迴，突然驚醒。站

上燈火通明，站牌英文是 Frunze，即伏龍芝，我驀然想起東行六十里便是吐

克馬克（Tokmak），即唐代的碎葉城，詩人李白的誕生地。當時我強睜開惺忪

睡眼，看到吐克馬克的站牌，此是李白的故鄉了。站牌迅速消失，我情不自禁

地輕吟他的名句：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聊表我對中國詩仙少許敬意罷。

   1987 年新蘭鐵路終點是新彊石河子，距和橫貫中亞細亞的鐵路接軌還有一

大段工程，所以要在亞拉木圖改乘長途車入中國。在邊城 Panfilov 看了一場

很精采的哈薩克（Kazakh）民族舞蹈和音樂演奏，是中亞細亞之旅的壓軸了。

霍爾果斯（Hurgos）港口橫跨中國和哈薩克共和國，因為兩國友善，出入口手

續很簡單。過了霍爾果斯河大橋便進入中國，全部乘客要改換上中國汽車，進

了國門，在海關檢查站辦了入國手續，在炮台轉右，便是口岸大街，早有宮燈

隊，舞獅隊，舞金龍隊恭候，並燃放爆竹歡迎。此行在絲綢之路上各站都有樂

隊歡迎，出色的如倫敦維多利亞站的蘇格蘭喇叭隊送行，巴黎站的管絃隊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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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樂，維也納站的華爾滋舞曲，布德佩斯站的吉卜賽小提琴音樂，羅馬尼

亞，保加利亞，土耳其，高加索山地三國，和中亞細亞各國的土風舞，都是各

擅勝場的表演。但霍爾果斯港口的獅，龍，爆竹最為喧嘩熱鬧。跟着踏上長途

汽車往伊寧過夜了。

  伊寧是清代名臣林則徐眨所，留下惠民之政遺跡頗多。他的“只緣烽火照江

南”洞悉英國殖民政策能腐蝕中國人的靈魂，毅然下令焚燒鴉片，給自己惹上

大禍。在伊寧居住多年，觀察到帝俄經營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手段，有鯨吞

中國土地野心，屢次上言清廷，可惜呀！他是黑夜茫茫大海的一盞漁燈。他的

遠見未能挽回中國的頹運。我曾往離伊寧西南三十多里察布查爾縣欣賞鍚伯族

的馬術表演，果然技巧出神入化，嘆為觀止，彌補了當年在蒙古錯過了機會的

遺憾。

  從伊寧往石河子要攀越天山。伊寧市政府派出十二名警察護送，警官是白俄

裔，高個子，金髮藍眼，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一上天山，大雪紛飛，景象奇

偉，使我回憶多年前上瑞士少女峰。但路途崎嶇，車輪被雪和泥吸住了，全部

乘客要下來幫忙推動汽車。就在此地作小息站，男左女右，解決生理的要求。

我是先上汽車的一批。有一美國老婦問我：“我活了幾十歲，從未看到男人蹲

在地上作小解的”。她一邊向遠處指着。我微笑回答：“你再看清楚他在做甚

麼？”她啞然失笑回答：“他的問題可大了”。好不容易抵達石河子，為了明

天接駁新蘭鐵路上的火車，在此地住了一晚。天氣奇寒，房間又沒有暖氣，穿

着大衣睡覺是破題兒第一遭。

  在烏魯木齊站下車。從月台，侯車室，直至站前的大街，都站滿了頭帶小彩

帽，身穿維吾爾服的小孩。他們每人手持小旗或汽球，有十多種不同的顏色或

型款，梅花間竹，使我目眩。市府動員了五百以上小學生，對這“紀念絲路通

行團”夾道歡迎。烏魯木齊別出心裁，出此歡迎行列，比以前各站大大不同。

市容大異中國其他城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彊博物館，內陳列乾屍一具，是

五胡十六國時西涼大將張豹。將軍久歷戎行，立功西陲。目睹他留下來的骸骨，

我有 Hamlet 拿着小丑 Yorick 臚骨的感慨：

    Where be your gibes now? your gambols? your songs? 

        Your flashes of merriments that were wont to set the table on a roar?”

    

鐵馬冰河入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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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詩人杜甫的嘆息：

     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從絢爛歸沉寂，是人生難免的。

  吐魯番是沙漠中的綠洲。吃到了很多不同的水果，如蜜瓜，葡萄等。在飯店

看到一幕很出色的維吾爾族舞蹈。後在大堂小坐，有四位維族青年走過來和我

閒談。在字裏行間發現他們以中國人自居。所以新彊穩穩地包入中國版圖，不

會被外人嗾使獨立了。

  總而言之，絲綢之路在中國部分可觀之處甚多，很多旅遊書籍都有詳細報

導，不用我嘵嘵浪費筆墨了。但有一尾聲。火車在甘肅省的柳園停下來，我們

改乘汽車赴敦煌去遊覽那鳴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公路崎嶇不平，砰石甚多。

行車顛覆式波動很大，像跑馬一般。突然一陣臭氣沖來，車中老人頗多，大概

有人跑馬“跑出閘”了，我們不便多言，掩着鼻子忍受，真夠“忍氣吞聲”了。

  也許今後再沒有機會坐火車作長途跋涉了。火車廂內，何止是世界縮影，簡

直是人生的縮影。車上見到了的面孔，再無重逢的機會，經過的站頭，也難作

故地重臨。舊的乘客下車了，又有新的上來。一站過去了，另一站出現在目前。

人生何嘗不是那樣。舊的人物消逝，亡故。新的誕生。事情也是一浪逐一浪似

的。到了人生路上的終點，自己也靜悄悄地離去。正如火車到了目的地，總要

下車的，座位亦要讓給新乘客啊。無論如何，坐火車的經驗，在腦海中留下不

能磨滅的印象，時常在夢魂縈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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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西探幽朝聖

  寫罷兩篇意大利遊記，本打算將筆暫時擱起，但總覺得耿耿於懷。我在“西

西里島薰風吹得遊人醉”那篇花了不少墨汁介紹了“世間奇才”Wonder of 

the World，十三世紀劃時代英傑，神聖羅馬帝國之主 Frederick II （1194-

1250），怎能忽略另一位十三世紀偉人─亞西西的聖方濟 St.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呢？他在西洋歷史的影響力比Frederick II更深遠啊！

況且亞西西這山城的風光，大有潤人筆墨之處。

  聖方濟出生在席豐履厚，鐘鳴鼎食之家，父親是富甲一方的衣料商人。弱冠

時為眾青年之首，是亞西西甚享盛名的騎士，曾領導群雄和鄰市Perugia交戰，

不幸被擒，作了一年戰犯。後放釋回家，過了四年多畋獵生活，二十四歲時突

然摒棄錦衣紈褲，飫甘饜肥之日，將全部家財賑濟貧民，作風餐露宿，緇衣乞

食，混在流浪漢，痲瘋病人叢中，穿了草鞋，徒步到各地宣傳基督真理。他處

事純真，待人熱情，信仰堅強，於是贏得各類人物的尊敬。他確實將基督教去

掉緣飾，洗盡鉛華，身體力行去實踐耶穌的博愛精神。在天主教勢力已達顛峰，

教皇威權凌駕諸國君之上的十三世紀，聖方濟草創 Franciscan Order 這一流

派，宣揚草根式的教義。他確是一不用暴力的宗教改革者，史家尊放他在十三

世紀西方文化偉人的首席；他是當之無愧的。

  世界上沒有哪一城市像亞西西般和一歷史名人作唇齒相依。若不是聖方濟在

此誕生和病逝，亞西西一定像歐洲其他的山城，未必能聞達於世，絕對不會吸

引到千萬遊客。奇蹟地，這些遊客並沒有破壞這山城的真璞和寧謐。在三里外，

我便見到山腳下聖方濟大教堂 Basilica di San Francesco 為一連串拱門支持

着，巍峨地浮現在薄霧中。靠着的高山 Monte Subasio，峰頂已被密雲遮蓋，

從山腰到腳下都是層次分明的矮房宇。這是遠絕紅塵的世外桃源啊！我心想只

有這鍾靈毓秀的山川方能產生高士墨客，名人和勝境確實相得益彰了。

  旅遊車在Tiber河畔停車場泊好；羅馬就在此河的下游，領隊Ljuba宣佈：“山

路崎嶇，旅遊車不能駛上。Giotto Hotel 在大路旁，約二十分鐘步行可達，不

便行山路的可自行叫部蛋殼出租汽車代步，費用約五美元，要自付，行李用蛋

殼汽車送上，由旅行團負責。”彼時下着絲絲微雨，石板路可不好行啊！有些

團友抱怨起來，為何多了些額外開消呢？我行慣山路，沿着大道默默地登山。

這大路是亞西西城的正街：闊度只能容一輛蛋殼車通過，迎面來車要駛上行人

道上閃避。兩邊商店出售的多是居民的日用品，雜了少許旅遊紀念品，是明信

片和聖方濟苦行僧造型的花瓶，水杯，燈柱，酒樽等物，旅遊城市的氣味不濃。

取了門匙安置行李已是下午三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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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團沒有在此處安排地方導遊。我為了爭取時間，稍作整頓，帶了地圖，

雨傘立即出門。我漫無目的在雨中漫步，其實地圖是多餘的。幸好山城面積不

大，如何走法，總不會迷路。所有景點“就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除了幾

條正街外，其餘全部是窄巷。有些路牌所指示的“街道”，只是上下山的石級

而已，房宇沿着山形而建，屋背上頭又有另一所房宇的屋背，參差不齊，要找

一地址，若沒有一識途老馬指點，確是困擾。小徑和石級兩旁遍植橄欖，桑，

榆等樹，雜有五色野花，非常典雅。很多樓宇入口處是一拱型大門，古意盎然，

好像聖方濟生前已存在着，遺留至現在，有可能嗎？窗框前和露台邊緣的白石

花盤種植些藤蔓科植物，枝條上的綠葉紅花像飛瀑般向地面激射。古老的牆壁

點綴些長青葉組成的花綵，空氣芬芳，散漫着玫瑰花和點燃了的檀香木氣味。

這就是亞西西，高人逸士的家鄉，我借用劉長卿一首五律去形容這雨中山城：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閒門，

    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若將“禪意”二字解作聖經真義，此情此景，確使人俗念全消，回復到靈性培

養的界限內。

  突然橫巷走出一穿覆盆子（raspberry）色澤長袍，圍以粗繩腰帶的聖方濟

僧人，我於是遠遠吊着他步行。一異象出現了；他在兩房宇的空隙間失了影

蹤，我快步走向他行離我視界處一觀究竟，是一條長長的小石級。那僧人輕輕

地移動步伐走向比我站着的地方水平高出百多尺的小巷去，在煙雨中消逝了。

我驀然想起鄭谷的名句：“上樓僧踏一梯雲”，這詩境畫意，美妙極了！失去

了這僧人，我頓感寂寞起來。前面小花園聽到狗吠聲，一條白身黑斑狗躍出，

把我嚇了一跳。怎料到此狗異常友善，搖着尾巴，緊陪着我，我無意得到了一

忠實的旅伴。行行復行行，街角麵包小店聽到了熟悉的笑語聲，團友 Sam 和

Margaret 從裏內走出來。他們買了一袋甜甜圈，順手送一個給我分享，我撕了

一半給這條“忠心”狗，它得到了食物，再不理會我，在路旁慢慢欣賞美味。

原來此狗是“老雀”，相信它已“食開條水路”，但能辨認出我是遊客，靠此

聰明取食，值得有餘了。

  亞西西歷史很悠久，公元前是土著 Umbrians 集居處，後來成羅馬帝國的一

部分。羅馬帝國潰散，它也逃不了野蠻民族蹂躪的劫運。中世紀時它屬鄰近

Spoleto 的統治下，十二世紀獨立了。聖方濟在世時，亞西西是一自治城市

（city-state）。十六世紀初它被羅馬教廷（Papal States）兼併，但它從不

介入教廷的糾紛，直至十九世紀中意大利統一，它方成為意大利的城市。市

中心廣場 Piazza del Comune 北是羅馬帝國時代的遺物智慧女神廟 Tem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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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va，大門六根簫管式的支柱保存得很完整。下了石級是一頗寬大的羅馬

時代市集（Roman Forum）。意大利廣場毗鄰羅馬市集，今和古相映成趣，多

麼新奇的一視覺享受啊！若仔細察看，羅馬市集地面的戰馬車輪印仍依稀可

辨；一角的大水渠，十九個世紀前便輸走氾出的雨水。聖方濟一定曾在此市集

宣揚基督真理，他的聲譽如日中天，聽道者眾，亞西西市民報效食物，享以聽

眾三餐。聽眾中就有兩位名人：一是 St. Dominic；另一位是大主教 Ugolini 

Conti，後來成為教皇 Pope Gregory IX，將方濟封為聖人。

  聖方濟是意大利文學的鼻祖。他的聖詩 Canticles of the Sun 膾炙人口，

傳誦百世，是用大自然的景物歌頌神之恩典，造化之奇妙。他很喜歡和鳥獸作

伴，相傳他和一夜鶯（nightingale）競唱，直至聲嘶力竭，方肯罷休。“監

獄潛修室”Eremo delle Carceri的石穴是聖方濟擺脫人煙，鍛鍊靈性的去處，

此地保留着十三世紀的風格，且有穴洞供香客住宿。遺憾的我沒有時間去參

觀，因為潛修室在Monte Subasio峰上，距市中心有二里多之遠，且山勢陡峭，

通幽小路，舉步維艱。我只能朝此方向行了四十分鐘，茂密叢林彌漫着原野風

味，樹葉都沾滿了晶瑩皎潔的水珠。“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這毛毛雨

不是傾注，而在透潤大自然的景物。一看手錶，離旅店用飯時間不遠，雖然秋

山夕照已被濃雲微雨遮蓋了，於是快步返回市區，無可奈何地念着宋詩人陳造

的：

    鳥息我亦倦，行行取徑微，石稜妨錯足，藤蔓每鉤衣，

    森木各天籟，連山同夕暉，推門吟袖冷，滿帶野風歸。

  Giotto Hotel 是寺院改成的。我的房間在地牢的底層，拉開窗幕，一奇景奔

入眼底，原來此寺院沿山建造。Spoleto 的盤谷就在我腳下，Chiascio 河在平

原內迴旋，打了幾個銀圈，然後和 Tiber 河合流，湧向羅馬去。無際的田野上

矗立着大教堂 St. Mary of the Angelo，是聖方濟歸天處。他在塵世最後一句

話是“主啊！我將你的子民交回你，我再沒有能力照顧他們。”就此結束了高

風亮節的一生。窗外幾株野紅菊，在風雨中搖曳震盪，花瓣已零落不堪了。我

想起魯迅“秋夜”中一段：

 那瑟縮的小紅花，正做着美麗的夢，夢見春天的到來，夢見秋天的到來，夢

見瘦的詩人把眼淚滴在最後一瓣上。

  淋浴的水幾秒鐘後轉冷，我咬着牙忍受，想起聖方濟茹苦含辛的生活，怎敢

為這小事向櫃面投訴呀！入夜房間沒有暖氣，奇寒滲骨，我除了用齊毛氈，床

蓋被，還穿了冷衫上床。

亞西西探幽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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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聞猛雨拌花盡，寒戀重衾覺夢多。夢倒未必有，我趁難以入睡之際憶及

聖方濟軼事三則：

（一）他收了一女門徒 St. Clare，她本是一王侯的女兒，才貌出眾，拜倒石

榴裙下者不可勝數。聽了聖方濟的傳道，她毅然放棄錦衣玉食，追隨聖方濟左

右，在一森林內被他剃髮作修道女。後來她成了修道女之首，逝世後屍體不壞，

在 St. Clare 教堂內遊客可見到她的真身，但已成木乃伊，面呈灰黑色。

（二）十字軍圍攻 Damietta 時，聖方濟長途跋涉赴埃及，旅途中寄寓一客棧。

一班不良分子企圖摧毀他多年來的修行，買通一有傾城之貌的妓女引誘他。他

來者不拒，笑對妓女說：“來罷，我一定滿足你的需要。”跟着寬解衣服，躺

臥在大火爐旁，熊熊烈火灼向他肉身，他無動於中，連毛髮也未被燒焦。妓女

看得呆了，霍然跪在他身前懺悔認罪，懇求從良。聖方濟穿回衣服，一手將妓

女拉起來，收了她作門徒。 

（三）埃及的土王 Sultan al-Malik al-Kamil 聞聖方濟大名久矣，素敬慕他

的為人，知他蒞臨，立即召見他，但預先製一難題看他如何應付。土王座前鋪

了一張織了十字架圖案的地氈。若他踏着十字架和土王說話，對基督藐視甚

矣。若繞道而行呢，對土王甚不尊敬。聖方濟毫不猶疑站在氈上會見土王，土

王問他：“你如此糟塌十字架，豈不是言行不符呢？”聖方濟侃侃回答：“我

主釘十字架時有二江湖大盜相陪，他的十字架已給了我們，你們的十字架是大

盜的，我有何顧慮呢？”土王凜然動容，答應和十字軍和解，各釋干戈，且禮

送聖方濟回十字軍陣營。

  我隨着潮湧般的人群踏入聖方濟大教堂。這龐大的建築物是兩教堂組成的，

下層教堂是羅馬式 Romanesque，上層教堂是歌德式 Gothic。上層教堂金碧輝

煌，四周都是價值連城的藝術寶庫。Giotto（1267-1337）的二十五幅畫述盡

聖方濟的一生，從年青騎士直至得道升天。牆的上半截是 Pietro Cavallini

三十三幅取材於舊約聖經的故事。十四世紀時的意大利文盲佔人口大半數，這

些壁畫充當教科書，使老百姓對基督教有點認識。可惜Cimabue在奧堂（apse）

和袖廊（transept）的新約故事多褪了色，因為他選擇的顏色多含鉛粉，不能

持久，其中的精華如釘十字架，啟示錄異象等定會隨年代消失。下層教堂燈光

柔弱，壁畫多是 Simone Martini 和 Pietro Lorenzetti 等名家的傑作。遊客

要頻頻投入角幣，亮着牆燈，方能看得清楚。我沿着右邊石級踏進地牢小教堂，

內陳列了聖方濟的草鞋和襯衣，且有他的詩集 Canticle of the Creatures 的

殘頁，見到了這些遺物，我悟到聖方濟不是那遠不可近的聖人，而是一和靄可

親的長者。中堂（nave）石級底是一密室，藏着他和四位門徒的石棺。這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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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中不算華麗，其特色是集有很多文藝復興時代名畫家的作品，都是他們

專程到此留下不朽的墨寶向此一代偉人致敬的。

  聖方濟四十三歲那年終於見到了異象，蒙神呼召，雙眼被劇烈的靈光照盲；

手腕和腳板流出鮮血，宛若被釘了十字架。他是第一位神用 stigmata 顯靈於

身上的人，他自知不久人世，極力用餘生整理他創出的流派 Franciscan Order

的業務，彼時跟從者已上萬人。他的健康如江河下瀉，終於兩年後沉痾難起，

他處世格言是：“將你的一切分給窮人換取天上的財富”。一生兩袖清風，一

貧如洗，從沒有為自己向人索取任何東西。彌留時去函在羅馬的好友兼門徒王

侯夫人 Madonna Giacomo dei Settesoli 要求她施捨一壽衣給他入殮。她接信

後帶了壽衣間不容髮地趕到亞西西，見到了他最後一面。於是他含笑而逝，遺

言要掩埋在地獄山的亂葬崗，那是乞丐，和死囚的埋骨地。他一生和被社會遺

棄之徒為伍，務從薄葬方適合他的身分。今天聖方濟長眠處築了一宏偉壯觀的

教堂非他始願所及且違反了他平生素志的。

  聖方濟大教堂的營建是門徒 Brother Elias 的功勞。他知道很多城市如

Perugia 等都企圖搶走老師的遺體，所以閃電式將聖方濟葬在一隱晦處，並在

各地募捐足夠費用建此大教堂。Brother Elias 也是一代奇人，曾充任神聖羅

馬皇帝 Frederick II 的參謀。他並不效老師苦行修身，導致聖方濟的正宗門

徒對他不滿，曾一度被教廷開除教籍，年邁時教皇 Pope Innocent IV 方恢復

他的教籍。聖方濟創的 Franciscan Order 在聖人生前已被教皇 Innocent III

認許為基督教的正宗。Innocent III 行事大刀闊斧，是一位不擇手段的政治

家，作為一宗教首領大受物議。我認為他在西洋史上功多於過：（一）他栽培

了神聖羅馬皇帝 Frederick II，這義子是他真正的薪火傳人，學到了他全部

的政治技巧。（二）他庇護了聖方濟，使聖人的奇行在宗教專權和文化盲塞

時代不被視為異端。有一好友讀完了“西西里島薰風吹得遊人醉”，對 Pope 

Innocent III 的生卒年質疑。我現在此澄清，他的生卒年是（1161-1216），

任教皇時期是（1198-1216）。

  亞西西是一別開生面的城市，可貴處不單止在山明水秀，而是超塵脫俗。我

提到亞西西便想到那衣衫襤褸，穿着一雙草鞋為窮人病人服務的瘦削僧人。留

名青史的人，下者立功，中者立言，上者立德，聖方濟是上上人物，他是基督

的化身。亞西西，聖方濟，和 Franciscan Order 同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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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鴻爪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1993 年五月二十二日黃昏，飛機在廣州白雲機場起飛，歷近兩小時的旅程，

在暮色蒼茫下，降落在鄭州機場上。早有廣州中旅社代我安排好的鄭州陪同張

東俊先生在機場等候，帶我到國際賓館歇息，車子駛進鄭州市區，夜幕早已低

垂了。在街燈閃影下，我約略看出這河南省會的風貌。這是一個很有計劃建設

的城市，主要街道都是很闊大的，兩旁植了枝葉茂密到可以合枹的梧桐，白楊，

楓，柳等樹。車子沿金水路走，在紅花綠樹叢中穿插，突然一座巍峨樓宇在眼

前矗立着，這就是國際賓館了。

  在夜裏看鄭州彷彿是欣賞着舞台上的古典美人扮相，日間就給人不同的感

受，街道上的樹木都蓋上了厚厚的灰泥。來往的汽車，單車不停地响着號角，

駛過時揚起一陣風沙，原來臨近黃河的鄭州，東北郊全是沙丘，更加上旱季時

黃河乾涸，風起沙飛，遮天蔽日。城市綠化是必要的，否則，這些無情的沙丘，

假以時日，定會吞吃了整個鄭州城，於是我感覺到鄭州是一位遲暮的美人，如

何打扮修飾，也掩蓋不了歲月的痕跡。

　其實鄭州是我國最古的城市之一。市內的商城遺址便看到了一段商代城垣，

是板築的夯土牆，夯窩的痕跡還依稀可辨，東郊的大河村遺址就有石器時代居

民生活的痕跡，我真不信宿願終償，置身在我國文化搖籃的中原中。

　我憑弔了兩個古戰場，滎陽戰場在鄭州東北的邙山嶺上。有兩座遙遙相對的

古城的殘垣，分別為劉邦，項羽所築。當年項羽駐軍廣武山上，隔着鴻溝和漢

軍對峙，後因缺糧被逼撤退，所以滎陽之戰是劉邦勝項羽的關鍵。從鄭州往開

封，途經中牟縣，有一大片的菓園。路旁有一大的指路牌；“古官渡戰場”，

官渡之戰是曹操和袁紹爭奪中原霸主的殊死戰，曹操燒鳥巢糧倉，斷絕了敵人

的供應線，終於消滅了盤據河北的袁紹大勢力，統一了中原。唉！

　“漢家簫鼓空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漢高，魏武的勳業，而今安在？只

有黃河的濁浪，在不同的季節中，安詳撫摩着或狂烈沖擊着鄭州，開封這兩古

城，從未間斷過，而劉邦，曹操這兩叱吒風雲人物，早化作泥土多年了！

  偉大的黃河，哺育了光輝的中華文化，也帶來大河上下的居民無窮的災害，

原因是上，中游水土過量的流失，下游洪水經常的泛濫。在二十四史上，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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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洪水橫溢，屍漂四野；赤地千里，餓殍載道”的記載。加上不定時的改道，

所謂“擺龍尾”，下游各省，從河南以下，無日不在威脅中。全面治河是歷代

政府一棘手問題。登上鄭州郊區的邙山和開封城內的鐵塔，俯瞰黃河，一水如

帶，我不禁有點失望。六年前在蘭州白塔山上去看黃河，河水滔滔，氣勢雄渾，

而河南省的黃河，乾涸如斯耶？在邙山亭上放眼極望，見到了八排巨大的輸水

管爬上邙山之巔，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原來河南省政府，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

引黃河水，劃破邙山，輸入金水河，灌溉鄭州的農園和市內街道上的樹木，配

合了城市的綠化。且河南西的三門峽水庫，截斷了河水，流到鄭州，開封時，

河水已無多了，據聞，開封因此逃出了黃河的魔掌，使此古城得以回復青春。

我在邙山腳下乘水墊船下黃河，真有陸地行舟之感。這是水陸兩用，車船兼備。

下河時泥沙翻騰。在河心遙望那邙山，唸着元好問的名句；“千古北邙山下路，

黃塵老盡英雄。”別有一番懷古的滋味。船停在河的中央淺水之處，我踏上黃

河灘頭，如踏在橡膠上。不到半分鐘，足下的水慢慢滲上，把鞋面也弄濕了。

導遊警告我們，不要在某一地點停站得太久，並誇張地說是會陸沉沒頂。“不

到黃河心不死”，但我領會到中華民族的偉大，祖國河山的壯麗，倒心如鹿撞

呢。

  鞏義市離鄭州只有兩個半鐘的車程，但路不大好走，大部分是破爛的沙石

路。當車在“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一耕田附近停下，我萬想不到這就是

北宋真宗趙恆的永定陵所在。北宋諸帝生活比較儉樸，所以陵寢遠不如陝西省

漢，唐帝皇的茂陵，昭陵，乾陵的宏偉壯觀，但仍有一尊嚴肅穆的規模，神道

兩旁的人像，石動物亦保存得很完整，陵是一小山，但遠不如霍去病和李勣墓

的面積，沒有石級可登。我企圖爬上去，但走不了兩步，便覺足下泥沙滑瀉。

陪同張東俊說要扶我上陵頂，我婉辭了，若跌了交或扭了腿的話，這中州之遊

便要提早結束了。遙望四周，是無際的麥田。北宋七帝都葬在毗鄰，距永定陵

不遠，是包拯之墓，見到了這鐵面無私的包公長眠之地，心中有無限的感觸，

包拯是宋真宗，宋仁宗之臣，陪葬在附近，是理所當然的，又是“一體君臣祭

祀同”了。黍離之思，油然而生。  

  鞏義北臨黃河，南背嵩山，河山險要，鞏固難渡，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當

然留下了不少文物古蹟。北魏石窟寺，位於洛河北岸的邙嶺大力山下，寺院

背山面水，風景秀麗，佛像有自北魏至宋七千多尊，簡直是洛陽龍門的縮影，

就在這山明水秀的環境中，誕生了我國詩聖杜甫，我要走進筆架山下的南窯灣

村，穿過了曲徑僻巷，雞鴨群中，方能尋着杜甫的故里，驟眼一看，這簡樸骯

髒環境不配作為一大詩人的舊居的。但杜甫是能了解民間疾苦，道出老百姓呻

吟，寫成氣挾風雷之章，除此環境外，我更想不到別的更適合他的成長，如今

故里還保存有一孔深十五米的磚砌窰洞，傳說杜甫就在洞裏誕生。

中州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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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

    一徑林杪出，千岩雲下看，

    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峯端。

　這是北宋歐陽修登嵩山太室峯詩。中嶽嵩山在鄭州西南的登封縣城北面，分

為太室，少室二山，中嶽廟就在太室山南麓。形式和佈局仿照北京故宮設計，

金碧輝煌，氣勢磅礡，確為嵩山秀上添錦。中嶽廟有殿，宮，亭，台，樓，閣…

等建築物三百餘間，若仔細欣賞，一天也看不完，令我最注目的是漢翁仲，宋

鐵人。據聞宋鐵人可幫助療病，若身體不適，撫摸鐵人同樣部位，便霍然而愈，

剛巧晚間在鄭州吃了些不新鮮的海鮮，患上河魚腹疾，於是便在鐵人肚皮上撫

摸了一回，果然當日遊嵩山，沒有“後顧之憂”。中國農村的公厠，不用問，

只要“聞”便找到了，實在不能解決問題的。中嶽廟園林內的柏樹，是漢朝遺

物，“將軍柏”是我國最古最大的，東漢“雲台二十八將”之一的馮異曾在樹

下流連過。

  嵩陽書院在嵩山南麓太室山腳，宋理學家程頤，程顥，朱熹曾在此處講學，

我立在門框外凝神向裏望，汲取“程門立雪”的求學精神。嵩嶽寺和法王寺都

在山腰上，汽車沿着羊腸小徑駛上，可以領略到歐陽修詩中的意境。尤其是法

王寺地處嵩山腹地，左右峻嶺，蒼松翠柏，溪水潺潺，寺東太室諸峯聳入雲霄。

其中兩峯對峙，形成一缺口，其狀如門，夜間月光照入，簡直是王維詩：“明

月松間照，青泉石上流”，“嵩門待月”是中嶽八景之一。但我上嵩山是旅程

最熱的一天，在酷暑殷雷下找到了此清涼世界，妄將此景改作“嵩門望日”罷。

  少室山腳便是天下名剎，武林聖地，名馳中外的少林寺了。少林寺集禪宗和

武術於一身。遠在唐高祖時，寺內僧人便協助李世民討伐王世充，參加東部爭

奪戰。少林寺的建築物，從山門到千佛殿，都是沿着山麓起的，參觀時便有起

步維艱的登山感覺，1928 年軍閥石友三縱火焚寺，火歷四十天而不息，寺內主

要殿，堂，樓，閣及文物大部分被毀，午餐後我曾參觀了少林武術表演，身手

敏捷，刀劍閒熟，嘆為觀止。最令我驚異的氣功，是有一壯漢在肚皮上吸着一

鐵碗，請觀眾把它拔掉。有彪形大漢二人，其中一位是外國人，費盡九牛二虎

之力，不能移動鐵碗半分，一位中國人竟被碗底割傷了手指。

　出了嵩山，沿着蜿蜒曲折，峯迴路轉下山，便是偃師縣了。偃師是“通鑑”

上常見的地名，是洛陽的外衛，從 613 年楊玄感作反，回師洛陽，至 621 年李

世民擊敗王世充，攻拔洛陽，這八年的東都爭奪戰的戰場就在偃師。楊玄感，

李密，李世民，王世充都和此地發生了密切關係，但車行過偃師，見到的是寧

謐的農村，怎會想到當年驚心動魄的大戰，偃師通洛陽的公路，兩邊植滿了桑，

槐，景色怡人。時間的巨輪，把這些英雄人物，都輾埋在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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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朝古都”洛陽自有不凡的氣勢。中州路橫貫城中，是一條很長很闊的馬路。

梧桐夾道，林蔭蔽日。兩旁商店林立。雖然“銅駝暮雨”，“金谷春晴”此二

景早成歷史陳跡。王城公園內的牡丹也早凋謝。但洛陽樹木蒼翠，給人有花城

似錦的感受。當晚就停宿在市中心的牡丹酒店內。

  洛陽在國史上的地位，不用我多費筆墨了。驅東南行十二公里便抵達龍門。

“龍門山色”，古今不變。伊河從中把山劈開成兩邊，西面是龍門山，東面是

香山。北魏孝文帝時（西曆 494 年）便開創龍門石窟了，後經隋，唐，連續大

規模開鑿經營達四百多年，分佈在伊河兩岸的崖壁上。地理環境的優越，龍門

石窟壓倒大同的雲崗和敦煌的莫高。站在奉光寺的大佛前，遠眺伊河和對岸的

香山，有在居庸關的長城上遙望的同樣心情，作為中國人感到自豪。越過伊河

大橋，便是香山，是詩人白居易晚年隱居和埋骨之所。

  車子開回市區，越過洛河大橋，橋邊就是唐朝忠臣顏杲卿受安祿山割舌酷刑

處死之地。忠也好，奸也罷，都隨着無情的年月消逝。只是流芳或遺臭，永垂

千古。  

  關林就在城南，相傳是埋葬蜀將關羽首級之處。羽為吳將呂蒙所殺，傳首洛

陽，是孫權移禍之計，曹操以禮葬之，一是示劉備不預殺羽之謀，二是敬重他

的義薄雲天。墓地有資格稱為“林”的只有兩處。另一處便是曲阜的孔林了。

關林佔地百畝，有翠柏八百餘株，大殿有關羽的坐像，側面侍者是王甫，廖化，

關平，周倉四人，除廖化外，其他三人都隨關羽殉難於荊州之役，孔丘，關羽

為文武二聖，所以墓地為林，比帝王的陵還高一級。至於武聖為何不是岳飛？

真是匪夷所思了。

  白馬寺在城東，一入寺門，便聽到了震耳欲聾的“白馬鐘聲”了。此是漢明

帝時翻譯佛經之所。也許此行看到的寺院太多了，我只作走馬看花式的巡禮，

沒有很深的印象，倒是在白馬寺東面三華里，可見到些破壁殘垣，是漢魏故城

舊址。我驀然把時光倒流了，何處是嵇康受刑前發出“廣陵散，於今絕矣”的

嘆息的騾馬市場？洛陽啊！你的歷史太悠久了，隨處我可以找到古人幽靈和我

陪行共話。遺憾的我只有短短的一天兩晚，未能詳盡地作歷史探索，又要僕僕

風塵赴另一古城開封了。

  開封比洛陽更具古城的風貌，據導遊說，建築物全有高度限制的。城牆雖被

拆除，但基地清晰可見，黃河就在城外抹過。因為泥沙淤積，黃河的河床甚高，

高於開封城內的鐵塔，開封就在碗底下。在七大古都中，它是受天災最嚴重的。

城內湖沼甚多，都是黃河氾濫時留下的積水，未能回歸故道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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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觀光了包公祠。祠中造像，包拯赫然是白面書生，大異於民間傳說。四

周壁畫，都是他審案斷獄事蹟。祠後包公湖，面蹟頗大，一泓碧水，幾乎可和

藍天相接。當年審案處，就沉在湖底，有待重見天日。

  宋都御街給我印象最深，樓宇都是仿北宋時的建築物。街端樊樓，是當年李

師師營業處，宋徽宗就是她的常客。紅顏薄命，靖康之變，開封淪陷，一代名

妓，下落不詳。樊樓上寫着“七俠五義宮”，未知是否北俠歐陽春，錦毛鼠白

玉堂飛簷走壁，施展拳腳之處？可惜沒有時間上去一睹為快。

  街的盡頭是午朝門，北宋皇宮的正門。當然真的皇宮已湮沒在地下，門內是

一段長堤，分開左右潘，楊二湖。堤上廣植樹木，行盡長堤，便見到龍亭築在

磚砌的小山上，建於清雍正十二年（1734），四週圍上石雕欄杆，登上龍亭，

腳下兩小湖的湖光閃影，盡收眼底。

　相國寺在市中心，原是魏信陵君舊居。北齊時（555）改建為寺。經水滸傳“花

和尚倒拔垂楊柳”的渲染，相國寺更是家喻戶曉，八角琉璃殿的碧綠琉璃瓦，

十分惹眼。

  登鐵塔是一件傻事和苦差，但我卻做了。因為此是北宋遺物。九百年來歷盡

滄桑，受風暴，洪水，地震，戰火的襲擊，仍安然屹立。憑這堅持不屈的精神，

便值得我犯難登臨了。

　　

  趙善強兄告我，他的祖宗趙匡胤要開封開夜市，點綴昇平，我不知善強兄期

望的是甚麼，但鼓樓夜市是別具一格的。夜深時街道滿佈小食攤位，每攤位燃

點大蠟燭一支或電光燈一座，照得街道如同白晝。行人川流不息，雖時近子夜

了，人群未有稀散跡象，其熱鬧情況，只有九龍旺角庶幾可近。這夜市留下我

對開封美好的追憶。

　五月二十九日，我從開封回到鄭州，乘京廣鐵路夜車先到新鄉，轉入新荷鐵

路赴兗州。“八方風雨會中州”，此語誠不虛也。河南省境內便撒滿了中國文

化的瑰寶。我能見到的不及一半。零晨一時，火車抵達山東省的荷澤市。我有

點黯然神傷，別矣！中州，未知何時方能重遊故地？要開始旅程的下半段，齊

魯之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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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情懷

  闊別了二十年，我重臨這歷史名城伊斯坦堡（Istanbul），1987 年九月

二十三日深夜十一時，汽船從保加利亞的海港灣拿（Varna）啟航，在夜色深

沉中衝出黑海。翌日上午十時，在甲板上遠眺，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

已在望。啊！

     二十年勝地重遊，雲外神仙應識我；

     四百里晴天一覽，湖邊風月最宜秋。

  船開進了海峽兩岸都是堡壘，炮台的遺跡。目睹這些破壁頹垣，使我領略到

這古城已經過了二千年的劫灰，而我個人的二十年滄桑變幻，豈不是微不足道

嗎？

  從海上遠眺伊斯坦堡的城廓。這大都會輝煌而壯麗的城邑令人目眩。誰人能

忘懷君士坦丁堡呢？看！那不是頗富詩情畫意的嗎：在烈日下浮沉在博斯普魯

斯海峽的碧波中；在暮色蒼茫時獨立在金角灣的長橋上。還有月亮靜靜地照射

着太子島；飛雪輕輕地抹過拜占庭古堡（Byzantium Castle）。小巷內吉卜賽

姑娘的歌聲；大道上土耳其馬車的輪印，千百個回教寺塔尖上的夕陽，馬爾馬

拉海（Sea of Marmara）浪尖上的新月…太多情景使人縈念了！

　我在伊斯坦堡磚塊鋪成的路上徘徊。聽到出港遠航巨輪的笛聲。想着又有多

少人離開了這裏“隨波逐流”了。遠望天際，看不盡的亞洲歐洲大陸，數不完

的塔尖教堂。遊子不禁喃喃自語：“再會吧美麗的君士坦丁堡！”

　遠行的船隻在夕陽下漸漸在消失。古舊的漁舟在暮色裏慢慢駛回。加拉塔長

橋（Galata Bridge）上的燈火大亮。虔誠的回教徒在蘇丹穆罕默德寺（Blue 

Mosque）下祈禱。他們的沉吟迴盪在空曠的長廊上。

  入夜以後，燈火通明的街擠滿了喧嘩的人群。在星火閃爍的海邊見到了儷影

雙雙。聽到了情語如絃。而我這天涯流浪客，漫無目的地到處穿插。此情此景

正如黃仲則說的：“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望多時。”那時，在這擁有數

百萬人的港市中，那數以千計的小茶館，早已擁塞得水洩不通。一股無名的寂

寞，湧上心頭，真是“客心何事轉凄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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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靜靜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兩岸一望無邊，東岸的亞洲，西岸的歐洲，

都被寧謐的微波衝激着。誰知道這海面載過多少百戰榮歸奧托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戰艦，沉沒了多少十字軍的甲冑？當然，這些屬於幾百年前不同民

族的榮哀，都隨海峽的浪花消逝。只留下這萬古江山，給歷史愛好者憑弔吧。

  東方市集的櫥窗都閃耀着刺眼的光輝。金的也好，銀的也好，到處是數不盡

的珍玩古董，看不完的精美土產。集內的街道，像蚯蚓般的狹長和迴旋。踏足

進去如入迷宮，令我流連忘返。出來集外的大廣場，遠望海上來去匆匆的巨輪，

街頭往來穿馳的車輛，我驀然驚異：“君士坦丁堡呀，你不愧是‘東羅馬的后

冕’，你的確是神奇美妙，秀麗非凡。”我不禁對此地歷史追懷 --- 從 1096

到 1203，四次十字軍東征勇士的戰船，隨着慷慨悲壯的號角，曾在漁火明滅的

海面飄浮。“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uhammad II）率領精悍的

土耳其壯丁從小亞細亞的荒原來到海峽西岸歐洲圍攻君士坦丁堡。經過五十三

天浴血苦戰，此名城在 1453 年五月陷落。東羅馬遂告滅亡。於是星月交輝的

奧托曼帝國旗幟飄揚在伊斯坦堡城頭。城下平添了無數英雄的血淚。

  而“逝者如斯，未嘗往也。盈虛者若彼，卒莫消長也。”這千年來的歷史名

都，雖飽經戰火，今天仍屹立在歐亞之界。城內撒滿了斑斑點點的歷史痕跡。

例如十三世紀前查士丁尼（Justinian）大帝所建的那座地下水府和君士坦丁

（Constantine）大帝在 364 年所立的龐大輸水管的完好遺跡。這些都是使人

難以忘懷的奇觀。

  在建築宏偉的考古學博物館裏，存放着亞歷山大的石棺。棺上雕飾着駿馬奔

馳，槍箭交加的古戰場。令我發出“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嘆息。亞歷

山大的勳業，早已灰飛煙滅。但其石棺存在城內，也使名城添色，史冊彌彰。

  托普卡拍土國故宮博物館（Topaki Palace）內存有整套元，明，清朝的精

美瓷器。我很自然理會到君士坦丁堡是絲綢之路的西方終點，和東方終點長安

相隔遙遙萬里。古時騾馬駱駝行列，要花四五年方能抵達彼方。而我在個多月

後，火車旅程便到西安了。

　每日清晨，有無數漁舟浮蕩在葛拉他的長橋前，馬爾馬拉海綠波閃耀的水面

上。遠處有太子島青翠茂密的山峰，在晨光照散的薄霧裏漸漸浮現。街頭電車

的鈴聲響了。海灣裏，出港的船隻煙囪上冒出的一縷縷輕煙，慢慢的飄散在千

萬座回教寺塔尖頂接觸的藍天內。

君士坦丁堡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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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伊斯坦堡──摩天大樓旁立着古老的遺跡。林蔭夾道的寬廣柏油路

上，有川流不息的電車，汽車和鈴聲叮噹的馬車同行。汽油味混和了小店的濃

咖啡味刺人鼻蕾，土耳其的服裝和西服雜攙在一處…總而言之，東方的氣氛裏

滲入了西方的情味。在近代生活中見到古意盎然。

　　

  這裏就是亞洲和歐洲的橋樑！時和空也在這裏匯合！

　九月廿六日下午三時，我離開了旅館，乘汽車經跨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

橋，到達在亞洲的伊斯坦堡火車站。當火車駛離伊城，向土耳其首都安哥拉邁

進時，我情不自禁地回頭一望：“別了，君士坦丁堡。”當然，我這天涯過客，

和這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名城相比，是何等渺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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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到歐洲的旅客絕對不會考慮柏林是其中的一站。二十一天歐洲九國遊

的路線通常也不會經過柏林，而柏林是本世紀聲名甚噪的名城，但總不能和倫

敦，巴黎，維也納比肩，歷史的悠久，遠追不上雅典，羅馬，伊斯坦堡，甚至

不及其他德國古城如科倫，漢堡，法蘭克褔，紐倫堡…等。風景秀美遜於布拉

格，布達佩斯，及瑞士和挪威各城市，那麼柏林是歐洲的第二流城市嗎？我首

先站起來說不。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摧毀得最徹底的城市。不像華沙，居

民沒有打算將它還原。四十年的長期分裂給它的面孔，風神，氣息有很大的創

傷。準備遊柏林的人多少要了解些德國歷史，方能在吉光片羽，一鱗半爪中摸

索到它的靈魂。不然，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了。

 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沉澱的回憶中發掘出來，仍歷歷在目。我從漢堡

飛入西柏林（那時柏林是共產世界中一孤島，和西歐相通的只有三條航空走

廊）。飛機快要着陸 Tempelhof 機場，最難忘是那弧形的航空站，龐然大物，

無與倫比。原來這是納粹時代碩果猶存的建築物，希特拉要將柏林改容，委託

建築家 Albert Speer 按部就班在主要通衢大興土木，以宏偉壯觀為前題。工

程剛開始戰火爆發了。在盟軍狂炸下很多都成了瓦礫，這航空站能逃劫運是非

常偶然的。踏上柏林本土，我的第一印象是“闊大”和“繁忙”，幸好德國人

辦事能力高，各處指路標詳細清晰。領取行李和過海關後到旅客住宿安排處詢

問。有兩張桌子，一張是飯店訂房，是一戴上深眼鏡中年男子負責。另一張是

給學生和青年人安排廉價住宿的。那時我在歐洲作三個月的旅行，阮囊羞澀，

豪華享受是不敢問津的。況且另一張桌子後面坐着一妙齡少女，明眸皓齒，秀

髮如雲，見我行近，展開笑容，腮邊微微顯出兩個甜甜的酒渦，櫻桃小嘴略破，

用帶了很濃德國口音的英語和我交談起來。她說若我能在柏林逗留上一個星

期，Schmitten 老先生夫婦大屋有一私家房兼浴室可以供我用，租錢是用星期

作單位計算的，十分便宜，且包括早餐。這行我是深入民間，所以毫不考慮付

出一個星期的租金和佣錢。她收下了立即交給我一張西柏林市中心簡圖，並說

若要省錢，一出閘口便是 109 號公共汽車總站，在威廉大帝紀念教堂下車，向

右行三個半街口便抵達 Schmitten 先生的家了。

  柏林的公共汽車是雙層的，下層塗上橙黃色，上層塗上橘綠色，十分悅目，

是我離開了英國後第一次見到雙層公共汽車，相信其他歐陸城市不會有。因為

行李笨重，我只能坐在下層，但亦能欣賞沿路景色。當車子駛進西柏林的大道

Kurfurstendamm 時，耳目為之一新。行人路廣植茂密蔥蘢的樹木，扶疏的枝

條和成蔭的綠葉直伸到馬路，幾乎我可以從車的窗口用手觸摸到。兩邊商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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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樓宇是很近代化的，比起美國大都會，不遑多讓。我在沉思，柏林被戰火

摧殘，其復甦，重生，何其速也。

  1998 年秋天我重遊柏林，旅遊車經 Kurfurstendamm 開往旅店。兩旁樹木，

依稀如昔，但此大道比從前更繁榮，更熱鬧，三分一世紀，浮光掠影，匆匆消

逝，我自己也從慘綠之年踏進花甲，樹的年輪也增了三十二圈，“樹猶如此，

人何以堪？”心中總忘不了柏林人親暱地稱為 Ku'damm 的大道，全程長有二里

多，是一條很有特色的路。日間行人肩背相接，有如馬戲場小息期間。人群中

充斥着學生，畫家，藝人，思想激烈派，遊客。最顯着的古蹟是舊威廉大帝紀

念教堂殘骸，刻意保留下來使行人永不會忘掉了戰爭帶來驚心駭目的後果，給

後人無限警惕。在它的影子下斯拉夫族小販的排檔和德國人的商店共榮。只有

在犧牲了千萬無辜性命後，不同族裔方學得和平共處的真理（看今天巴爾幹半

島局勢，此真理未能廣遍流行）。人類是多麼愚昧啊！廣闊的行人路上我碰上

了小型的搖擺音樂會，街坊賣物會，和一些政治團契抗議市府不平等的措施

（尤其是東西柏林合併後，這種抗議愈來愈多了）。在這些集會鄰近有幾個拉

丁美洲的鼓手，四人合組，大，中，小提琴手，表演啞劇者…他們竭力獻出絕

技以博取行人施捨數塊馬克。當雙腿乏力時，隨處都有露天茶座，花些小費坐

下來憩息，絕對不會漏掉了半分鐘的街頭活劇。離開鬧市幾個街口是百貨大樓

Ka De We （Kaufhaus Des Westens）。這是柏林最完備的百貨公司，可以媲

美倫敦的 Harrod's。六樓是食物店，真是山珍海錯，水陸雜陳，單是乳酪和朱

古力就有數百種。最難得的像芒果，木瓜，椰子…等熱帶生果亦甚齊備，大概

是從中亞洲，東南亞各地空運而來，但價值不菲，細心算着比較舊金山農產市

場的價錢，一顆葡萄，我也捨不得吃了。貨物雖是只能作“秀色可餐”，但不

用懷疑的，這世界名城，德國首都真正從長眠中醒過來了。

  我在開場白曾提過，柏林的歷史根源可以在殘餘古蹟，新的建築物內追尋着

的。就以這條大道 Kurfurstendamm 而說罷，這條夜幕低垂後，商店的霓虹燈

照得如同白晝，幾乎追得上 Las Vegas Boulevard 的路，本是三百年前的古道

改建成的。1640 年 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出任軍區 Brandenburg

的首領。他有意將這神聖羅馬大帝國的邊緣哨站發展成一有相當規模的城市，

政績包括疏通河渠。而運河，港泊在柏林近郊交叉縱橫，使它有了水路運輸

中心的優秀條件。他收容了大批從維也納來的猶太人和大批從法國來的新教

徒 Huguenots，他們帶了很多手工藝和技巧，重建和擴張被“三十年（1618–

1648）戰爭”蹂躪得百孔千瘡的柏林。古道 Kurfurstendamm 就這樣誕生了。

柏林附近本多沼澤，這古道是通過西城新區高越沼澤地帶直通 Grunewald 森林

狩獵場，以便達官貴人馬隊來往奔馳。Friedrich Wilhelm 的雄才大略嬴得歷

歷盡滄桑話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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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偉大選舉官”（The Great Elector）的美譽。神聖羅馬大帝國皇帝是

各軍區的選舉官在舊帝駕崩後相約集於法蘭克福（Frankfurt）推選出來。 

  Kurfurstendamm英譯為Elector's Embankment，我中譯為“選舉官的大堤”。

1871 年鐵血首相俾斯麥（Bismarck）統一德裔諸小國建成日耳曼大帝國，企圖

在新首都柏林建一條大道可以和巴黎的 Champs Elysee 分庭抗禮。於是這“選

舉官的大堤”便大大改觀了。我隱隱覺得這條路和巴黎的“香榭大道”相比，

商業性有餘，藝術性大遜。加上統一後的柏林，這大道被小食店，黃色電影店

侵入，身分降低了不少。

  很容易找到 Schmitten 老先生的住所了。開門的是一中年女傭人。老先生是

身段修長的七十多歲老人。頭髮疏白，面射紅光，肩腰挺直，顯得非常健康。

他的夫人身型矮胖，走路時倒有點龍鐘老態。他們很慈祥，且略懂英語，呼我

為“中國小友”（當時我只有廿多歲，“小友”這稱號總受得起）。廳堂很大，

陳設是古色古香，他們準備了茶點給我洗塵。後帶我到睡房，非常寬敞，內有

一浴室，浴池是雲石砌的。他給我門匙，方便我自由進出。這房子相信面積不

小。基於作客的基本禮貌，除了飯廳，不敢到處亂闖。從牆壁上有些褪了色的

壁紙去看，他們很久沒有作維修工作了。每天早上八時老太太總準備了豐富的

早餐，是咖啡，麵包，雞蛋，香腸，生果類，一同享用。他們用德語夾上有限

的英語和我用英語雜上幾個德字或詞稍作交談。四天後比較熟絡點，老太太從

銀包內找到一陳年照片出示，是拍於 1938 年，那時他們夫婦正是中年，圍繞

着的兩位青年和一年約九歲的男童，她向我訴說是他們三位兒子。大的死在東

戰場的 Stalingrad 大會戰。中間的死在希特拉向盟軍作最後一擊的 Battle of 

the Bulge。最小的陣亡於紅軍入城，柏林守衛戰，死時還未滿十五歲呢！老

先生在西戰場也受了傷，為美軍俘虜，戰後放歸回家。老太太還要絮絮不休說

下去。老先生霍然站起來，輕輕行到妻子身後，愛憐地撫摸她的雙肩，柔聲地

說道：“媽媽，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還對客人說甚麼，徒傷人意罷。”我覺

察到他說話時，眼眶已沾滿了晶瑩的淚珠。目睹這對老夫婦追懷往事，腸斷心

摧的情景，我也為之黯然神傷。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執筆行文，亦為之泫然下淚。

  因為 1990 年前柏林仍是兩個不同城市，一切政府機構和娛樂場所都是雙

開的。我有機會在西柏林 Bismarckstrasse 的歌劇院 Deutsche Oper Berlin

欣賞了 Gounod（1818-1893）的浮士德，這是基於十八世紀德國大文豪歌德

（Goethe, 1749-1832）故事：一老年哲學家出賣了靈魂給魔鬼，換取永恆的

青春和無盡的智慧。多麼巧合啊！能在柏林觀此歌劇。此故事也是上半世紀

德國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寫照。企圖稱霸歐陸，發動兩次大戰，把人民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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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深淵，我的房東 Schmitten 老夫婦不是其中的例子嗎？年逼歲切，膝

下常虛，渡過寂寞的晚景，縈迴腦海的總是很多年前一家團聚的快樂時光。

夢醒神清時，發現到是一段美好的回憶而已。近代德裔名雕刻家和畫家 Kathe 

Kollwitz（1867-1945）最能在作品中表達出戰敗國人民感受到深層的痛苦。

在 Fasanenstrasse 的 Kathe Kollwitz Museum 的陳列多是高牆腳下的小人物，

他們在生命的邊緣掙扎求活，神態震撼了觀者的心靈。作者的兒子戰死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比利時戰場，很多年後她雕刻了兩石像守着 Ypres 鎮的德軍陣亡戰

士陵園，是她和丈夫跪向墓地，代表德國人民向殉難的英靈求饒。1943 年她在

風燭殘年中又收到孫兒在前線戰亡的噩耗，她長嘆一聲：“想不到戰爭的腳步

緊跟着我，直至我的死也不肯放鬆”。於是溘然飲恨逝去。

  我第一次過東柏林是參加當地組織的觀光團去的，汽車駛到柏林邊界，圍牆

唯一的缺口處 Checkpoint Charlie 停頓下來。這是有幾個街口的無人管地帶。

遙遠看到東德軍隊陳兵境上，嚴陣以待。閘口有俄，英，法，德四文寫的警告：

“你現在離開美軍佔領區”。東柏林邊境有一度很長的鐵絲網和圍牆交接，聽

說附近還埋有地雷。閘口兩邊是兩座高高的瞭望台。旅客全部下車辦理入境手

續。我們懷着怔忡，激奮心情緩步入東柏林。有一女學生半認真問我：“我們

會在途中被人射擊嗎？”其實入境手續甚為簡單，只填上表格和出示護照便夠

了。全部遊客過關後，東德軍官打個手勢，司機方開車子進入東柏林。

  圍牆築於 1961 年，是防止大量共區治下的公民逃往西方國家去。在 1950 年

代，東德流失人口情況很嚴重，尤其是專才之士。在這二十八年重圍深鎖期

間，仍有很多東德人企圖越牆逃亡，大部分被拘回，但有八十人當場被射殺。

我發現這圍牆是隔離德國人的工具，外國人除了簽入境證外，是通行無阻的，

因為後來我自己曾進出東柏林多次。1989 年拆除圍牆是柏林合併，德國統一

的先聲。1998 年我重訪柏林，圍牆早已蕩然無存。九十七里的樊籬，只剩下

數處破壁頹垣供後人憑弔罷。Checkpoint Charlie 也蔚然改觀了。在原址有

一露天紀念館，陳列圍牆的碎塊，坦克車的殘骸，瞭望台的破磚，各種警告牌

和些有關冷戰的民間藝術雕刻。倒是南面不遠處有一博物館 Museum House at 

Checkpoint Charlie，搜羅關於圍牆資料最詳盡，包括東德人用來偷渡越牆的

各種技巧。

   此城的歷史精華全部在東柏林境內。博物院島 Museumsinsel 是橫貫市中心

Spree 河中一大島。1244 年是一漁村 Colln，和另一漁村柏林隔河相望。1411

年神聖羅馬皇帝 Sigismund（1368-1437）委任 Friedrich Von Hohenzollern

（1371-1440）為 Brandenberg 軍區首長。1432 年他將此二村合併成了柏林市

歷盡滄桑話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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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現博物院島是蘊藏着歐洲文化的寶庫。島上博物院林立。其中令遊客最注

目的是 Pergamon Museum。院內的神殿是從土耳其境內古城 Pergamon 原裝搬

來，沒有被聯軍炸彈毀掉，是世界文化史的大幸。博物院島有足夠的吸引令遊

客作三天以上的流連。

  舉世馳名的“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也在東柏林境內。此

大道把王宮和御苑 Tiergarten 連繫着，是柏林最闊大的馬路，有一點四公

里之長。1648 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後，那“偉大的選舉官”Friedrich 

Wilhelm 要美化此路，於是在兩旁廣植胡桃樹（walnut）和菩提（lime），這

是命名的緣由。沿途多是十八，十九世紀（普魯士王國顛峰期間）的建築物，

計有國家圖書館，大學，軍火庫，舊王宮，歌劇院，教堂等。其中 Humbold 

University 是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母校。哲學家 Hegel（1770-1831）和物

理學家 Planck（1858-1947），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曾

在此執教鞭。“菩提樹下大道”在二十世紀遇上三大劫：（一）希特拉伐掉所

有樹木以廣視野（巡閱納粹軍容也）。（二）盟軍炸彈毀傷了全部建築物。（三）

共產政權在大道兩旁築了些蘇維埃式的樓宇，破壞整條馬路的和諧，且魯莽地

將普魯士王宮夷為平地。雖然現在兩旁重植菩提樹和維修了那些百年古蹟，但

此大道難復舊觀了。

  我第一次去瞧那 Brandenburg Gate 時，是在禁區內，可望不可即，圍牆就

在背後。拆掉了牆，車輛方可暢行。去年旅遊車穿過西城的 Tiergarten 直通

閘下進入“菩提樹下大道”。此閘是柏林本來十八閘歷劫僅存的唯一個。很多

德國歷史重要事件曾在此閘下發生：（一）1815 年普魯士軍隊在此慶祝滑鐵盧

大捷（聯軍擊敗拿破崙）。（二）1871 年柏林市民在此瘋狂為德國統一作賀。

（三）1933 年希特拉升任德國總理在此巡視他的精銳部隊 Stormtroopers。

（四）1961 年圍牆在此開始建築。（五）1989 年十一月九日在此為圍牆拆掉

作舉國歡騰。此閘曾經憂患，歷盡滄桑了。此閘頂端是銅雕刻女神 Nike 騎着

四駿馬奔馳（The Quadriga），女神頭戴上被花環繞着的鐵十字架，站在上面

的是普魯士國徽神鷹，1806年拿破崙征服普魯士入柏林將The Quadriga盜走，

存放在巴黎一博物館內。1871 年俾斯麥宣佈日耳曼大帝國的成立，將此銅雕刻

取回，並命藝術家 Karl Schinkel 在女神上加些勝利標誌。

  柏林人對他們的城市綠化很覺自豪，處處是幽雅庭園，流水淙淙，極水木

清華之盛。有 Havel 和 Spree 兩河流經於此。無數運河穿插市中心，將二河

的水交匯，莫怪乎柏林人說他們的橋比威尼斯多出五倍以上。最大的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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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rgarten 橫貫市中心，動物園佔了西南一小角。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這公園

帶來浩劫。戰後第一個冬天柏林出現奇寒，僅存的樹木都被居民伐下作燃料取

暖。園中動物都被宰了充飢。公園頓遭戰火燎原，哀鴻遍野。自 1960 年代公

園已全部復原了。我曾在公園內徘徊了一整天。湖泊，叢林，小徑，花園的景

色使人忘掉了外面的塵囂。車輛全部出現在割開公園幾條大道上，眾大道匯集

於一大圓環。圓環中間是勝利紀念柱（Victory Column），是紀念 1870 年擊

敗法國，普魯士長驅入巴黎的大勝。

  這戰爭是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編導的一場好

戲。俾斯麥出身於普魯士貴族 Junkers 世家，久歷戎行，兼有政治眼光。他輔

助普魯士王威廉一世（Wilhelm I, 1797-1888）發動一連串戰爭，先後擊敗丹

麥，奧國，法國，藉此攫取很多地方。1870 年對法國之戰作一石二鳥：兼併

了 Alsace 和 Lorraine 二郡和威脅德國南部軍區各王就範，認許威廉一世為日

耳曼帝國第一任皇帝。兵者，凶器也。俾斯麥雖取利一時，但遺禍後世。威

廉大帝“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後代便不能克紹箕裘了。孫兒威廉二

世（Wilhelm II, 1859-1941）有自大狂，1890 年貶逐了俾斯麥，於是軍無謀

主，一方面企圖和英國海上爭霸，另一方面和奧國訂軍事同盟，因巴爾幹半

島的民族糾紛和俄國產生了不能調協的衝突，陷入了俾斯麥竭力避免的腹背受

敵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德國身為戰敗國，喪失了東西普魯士地盤

過半。凡爾賽條約對德國甚苛刻，導致民不聊生，藝術家 Kathe Kollwitz 的

作品描繪得淋漓盡致。另一獨裁好戰者希特拉（Adolf Hitler, 1889-1945）

應運而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喪失了三分之一地方，甚至名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故鄉 Konigsberg（亦是普魯士人的老家）也

變為俄國城市 Kalliningrad 了。兩次大戰德國人民受夠了苦。世居在現今俄

國和波蘭境內的德國人也被機關鎗部隊押着，被逼流徙回德國本土。“誰先為

之？孰令致之？”是不是俾斯麥的戰爭外交的惡果呢？威廉二世和希特拉自以

為是他的衣缽傳人而無其才，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我登上勝利紀念柱頂，

遙望蒼綠樹林外的西柏林高樓，撫今追昔，對這不世出的一代英雄俾斯麥的景

仰和憐憫油然而生。於是我改了清代中興名將彭玉麟為鎮海樓撰聯其中一字移

贈給他，發出一聲嗟嘆。「萬千劫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一百

年故侯安在？祇我倚欄看劍，淚灑英雄。」

  柏林的文藝氣息也是膾灸人口，有兩歌劇院，一國際馳名的交響樂團。還有

很多 Cabarets，是綜合了戲劇和音樂，諷刺時政的活劇。可惜我的德文略識皮

毛，沒有能力欣賞。倒是 Europa Center 有一夜總會，擅長男扮女裝，和女扮

歷盡滄桑話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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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裝的。我在此第一次聽到猶太民歌 Hava Nagila，出自一雄偉的男高音，後

來表演者除掉鬚眉，剝清戲服，方現出女兒身。

  1998 年居於近 Tiergarten 的 Berlin Hotel，設備一流，但總覺萬不及三十

多年前寓居 Schmitten 老先生的府上這樣滿有人際的關懷和溫暖。一天下午五

時，我漫步踏進公園，“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彼時環境寂靜，只有涼

風吹過樹頂，發出“沙沙”之聲。顧此松濤疊疊，深秋夕照，在這空林獨立，

不覺百感交集。相信 Schmitten 夫婦早已化為塵土，但他們喪子之痛，銘記於

心，頓起臨風灑淚，車過腹痛悲秋之意。我烏黑濃密的頭髮已變成斑白稀疏，

喃喃唸着辛棄疾詞句：「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

萬里江山。」低頭嘆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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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十一月一日清晨，我收拾了行裝，乘“蒙古國營第一賓館”替客人

準備好的房車，馳往烏蘭巴托火車站，甫出旅店大門，寒風撲面，白雪紛飛，

以農曆來計，雖“時維九月，序屬三秋”，但關外早寒，在外蒙古，已是萬里

冰封了。瞭望那灰暗的天空，地下一片潔白，只有車輪輾過的痕跡，南朝謝眺

（385-433）的兩句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挪用在這塞外風光，

也頗貼切，十五分鐘後已抵達車站，早見到黑壓壓的一大堆人頭在候車室中。

　在室內等待那從莫斯科開來，橫渡西伯利亞，經蒙古進入中國的火車有點不

耐煩，往外面一行，雖然室外寒風刺骨，呵氣成冰，但總比室內令人窒息的人

氣好。驀然舉首，月台的景象，令我愕然─月台上早有男女老幼數十人，攜帶

餐具，輕便傢俬，和家庭雜物等。他們哪裏像旅客，簡直是難民啊！我往這人

群中一轉，早聽見他們用國語交談。其中有一身材瘦削，面帶病容的中年男子，

遞我一包香煙：“先生，你是中國人嗎？請吸煙”，我婉謝了他，用生硬的國

語和他交談。他的名字是冀明樸，最近蒙古有經濟排華之舉，所有在烏蘭巴托

華僑經營的小生意都被收為國有。華僑失去了依籍，大批返回中國，冀明樸和

他的家人就要乘這班車回到他的老家開封去。談話未到半句鐘，遙遙聽到火車

的號角了，急步走回候車室，準備隨時登車。

　

  這是中國火車，設備相當豪華，有臥席，比我在蘇聯境內乘的火車，有雲泥

殊別。和我同廂座的兩位德國人，在中亞細亞，西伯利亞，和烏蘭巴托時已結

伴同遊多次，可以說得是“同途萬里人”了。大小山坡外，一片大平原，烏蘭

巴托是這麼的荒涼，外蒙真是地廣人稀了。我想，蒙古本是中國的屬土，1920

年代被蘇聯支持獨立。大桑葉破損了一大角（小學時讀地理，中國地形是桑葉

一大片），不期然唸起駱賓王的四句詩：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

心中不勝歔欷感慨。

　那望無涯際，草木不生的大概是那舉世馳名的戈壁大沙漠了。世界上有很多

邊遠，阻隔的地方在我們的幻想中都富詩情畫意的。但當身處其境，也許會很

失望，有“聞名不如一見”之感。戈壁亦如是。窗外既沒有甚麼看頭，漫漫長

日，如何消遣呢？只有和兩位德國人奕國際象棋吧，現附記一趣事，這兩位德

國人略懂英語，而我雖在大學時修了兩年德文，但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所

以我們的對白是英德合壁，錯誤百出的。火車就在這無邊的瀚海中奔馳了十多

個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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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半夜了，火車終於在一小鎮站上停下來，這就是蒙古邊城札門烏德。有蒙

古巡邊官上車檢閱護照，行李等，鬧了一個鐘頭，我問管理車廂的人，可以到

站上瀏覽片刻嗎？他點頭。

　雪下得很多，我有點後悔沒有穿大褸和踏雪靴，匆匆走入小站內。外面一片

漆黑，也辨不出札門烏德城的外貌如何，我跟着排隊買熱茶和小點，在收錢處

可出現了一尷尬的場面。那收錢女人拒收美元或英鎊，她只要蒙古幣，但我身

上已沒有半分蒙古幣。就在這難為情的當兒，有人用國語向我說：“先生，這

小小東西，讓我給你付錢好了”我回頭一望，是一滿頭白髮，長着一撇鬍子，

年約六十多的男人，我向他點頭說“謝謝”。

　我們坐在小室內的一角，喝了一口熱茶，我便肆意批評蒙古政府的排華政策

了，因為在我心目中，此人也是像冀明樸一樣，被逼離境的。他對我微笑：“先

生，大概你是從英國或美國來的，不大明白此地的情況，我不想談官方的政策，

我不是中國人，我的名字是古魯木兒，蒙古政府有任務派我到邊疆的，在業務

上，我和中國人多有交往，我是很尊重中國人的。”當時我真羞得無地自容，

急忙向他道歉，他笑說：“你們不是時常談民主嗎？你是有權批評任何政策的，

何必說是失言呢？”我們交談了十五分鐘，我要趕回火車去，於是和他握手道

別，他說：“海闊天空，若有緣分的話，後會有期的”但我回到月台時，火車

已不見了影蹤！

　

  那時我的感受真是筆墨難以形容，憤怒，疑惑，惶恐兼而有之，月台上還有

五位從北歐來的，三位從英國來的年青人，有一丹麥男子破口大罵，一英國女

子哭了，我正在六神無主，另一丹麥人對我說：“你見到前面的燈火嗎？一定

是二連浩特車站了，離這裏不會太遠，我們步行去吧。你懂得中國語，可以幫

助我們過關”，不要說我全部證件都在車內，只穿單衣拖鞋，怎能在風雪中行

走呢？我回答：“且慢，我認識一蒙古官在站內，他一定能給我們援手。”

　古魯木兒慢條斯理地喝茶，閱報，我急步走到他的面前，訴說我們的窘境，

請求他電話通知二連車站，有部分旅客仍留在蒙古境內，他笑說：“你們不用

着急，火車進廠換輪入中國境，一個鐘頭內一定回來，二連浩特離此有四十里，

絕不能步行抵達”，我們立即放下了心頭大石，各人都在站內等候，於是我繼

續和古魯木兒聊天。他諄諄問及美國的生活，但對蒙古的情況，語焉不詳，不

願多說，我也不便強人之所難了，他的談吐顯露出他對中國文學的修養。

邊城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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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四十分鐘後，室內喇叭大聲用俄語，英語，國語廣播：“請各乘客立

即返回車廂內，我們在五分鐘後便離此入中國了”，古魯木兒從懷中取出一張

烏蘭巴托的明信片給我：“這是我的臨別贈物，希望你回家後，亦會記得此地

的風情。”我對他說：“古先生，你能否隨我到火車嗎？我亦有物相贈。”

　從窗口我遞給古魯木兒檀香山 Macadamia Nuts 一罐，我道別：“古先生，

再會了，這是地球另一面的產品，當你咀嚼此食品時，便會想到‘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鄰’的含義了。”火車繼續在黑夜中奔馳，二十分鐘後又停頓下來，

播音在說：“二連浩特車站”，我思潮頓起，百感交集，從倫敦，經東歐，蘇聯，

蒙古，萬里遨遊，終於抵達這懸念經年的赤縣神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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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河山如畫

  遠方友人給我電話：“我準備到歐洲旅行，是我的第一次，你走過很多歐洲

城市，你認為哪一個最能代表歐洲風情的呢？”我毫不猶豫，回答衝口而出：

“捷克首都布拉格”。每一位蒞臨布拉格的遊客，面上都佈滿了驚異的表情，

難以置信下發出疑問：“在這噴射機，電腦，和國際網絡的時代，怎能仍有一

夢幻中，童話式的古城存在呢？”布拉格的嫵媚風光，吸人磁力就隱藏在這簡

單的問句內。

  布拉格（Prague）得天獨厚，有優越的地形，蜷縮在七個山下，Vltava 伏

爾塔瓦河蜿蜒其中，將城市割為東西兩邊，靠八度橋連繫着。無論旅客站在哪

一個位置，山腰或山下，橋上或河邊，展在眼簾是一幅秀麗的畫面，這城市是

歷史的幸運兒，從未經過戰火洗禮，建築文物沒受兵戎摧毀。王宮，教堂，

城樓，高塔，廣場和所有古蹟，除了歲月侵蝕，略呈憔悴外，都保存得很完

整。這是建築學的寶庫，樓宇包括了近一千年來歐洲史的風格：仿羅馬式的

Romanesque，歌德式的 Gothic，文藝復興式的 Renaissance，十八世紀巴洛克

式的 Baroque，立方式的 Cubist，…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令人目迷五色，心

醉神馳。顯著欠缺的是美國式的摩天大廈，這更加強了這城市的古典美，時鐘

彷彿在很久前停頓了。

  當然在街頭，或橋上，或公園內，或廣場中，都有足夠的吸引付我流連，消

磨時間。但教堂，王宮，和博物院同樣有豐富，精緻，華美的陳列攝取我的心

靈，要看的景物似是無窮無盡，於是我埋怨自己：“為甚麼不預先安排多些時

間在布拉格呢？”舊城宛若一迷宮，左彎右轉，就失了方向，雖手持地圖，也

找不到確實的指示，索性收起了地圖，隨着雙腿亂闖罷。進入了一小巷，時光

被扭曲了，這是五百年前的世界，房宇都是很古老的，有一間是拱形大門，圍

繞門的石柱雕有細緻花紋，頂端左右各站着一頭金熊，神態兇猛。後來我方

知道這是歐洲頗負盛名的文藝復興時代建築物 The House at the Two Golden 

Bears。在布拉格舊城盲目亂碰，開眼見到的就是古蹟了。

  上午十一時，我們的旅行團抵達舊城的大廣場，市府西角鐘樓下擠滿了人，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站腳地方。鐘聲響了，一具枯骨在鐘樓上出現，它象徵死

亡，拉着巨纜敲響了鐘，咚咚地喚醒了聽者的靈魂。“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最後亦難免一坏黃土，長埋白骨。同時兩邊出現着一土耳

其人在對鏡修飾，一猶太人在炫耀錢袋，前者是虛榮，後者是貪婪。跟着基督

十二門徒陸續出現了。當然出賣救主後遭橫死的猶太人不在行列中。補他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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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是寫“使徒行傳”和新約大部分書信的保羅。我默默沉思，鐘樓的景象頗能

反映出捷克民族精神。世上的榮華如水月鏡花，收集來的財富亦轉眼成空，只

有真理是永恆的。此鐘是巨匠 Hanus 在 1490 年的精心傑作，完工後便被市府

人員用火弄瞎了雙眼，保證歐洲再沒有同樣的鐘了。Hanus 滿懷怨憤，後染惡

疾，自知不久人世，他假稱要加些小動作在十二門徒身上，市長被騙，派人助

他摸上鐘樓，竟然弄壞了樞紐，使鐘停頓了。七十年後方找到一鐘錶匠將它修

理還原。觀罷門徒行列，導遊小姐 Redka 催着我們離去，從多倫多來的 Cobert

老先生問我：“究竟我們看了些甚麼？”我簡略地說了此鐘的原委，但沒有解

釋我自己悟出來的哲理。

  廣場中心是 Jan Hus 的記念像，這位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是查理士大學

的導師，目睹天主教徒的荒淫，腐敗，貪污如出賣贖罪券等，著書立說，對教

會大肆抨擊，基督教應洗盡鉛華，回復聖經的真理。當時掀起了巨大的改革浪

潮，跟從者眾，新教徒被稱為 Hussites。羅馬教廷震驚，革除了他的教籍。於

是他便瑯璫入獄了。他堅持恪守新見，結果是在 1415 年被活焚，是上距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有一百年之久。他的犧牲將捷克的民族

精神發揮到頂峰。紀念像下刻着他的名句“真理終要獲勝”。這也是 1989 年

捷克擺脫共產主義的和平革命（Velvet Revolution）中的口號。

  Jan Hus 殉道震撼民心，宗教改革者前仆後繼，新教徒在傳教士 Jan 

Zelivsky 領導下在 1419 年在新市府樓上向天主教事務官要求釋放被拘入獄的

同志，不獲應允，憤怒的群眾一湧上樓，把全部事務官扔出窗外，未曾摔死的

被長槍貫胸，了結殘生。這是第一次扔人出窗 defenestration 事件，亦即是

最血腥的一次，展開了捷克史上普通人民和當權者的戰鬥。這樓宇現時仍屹立

在新城的查理士廣場邊，成了結婚大禮堂。歷史並沒有遺忘了 Zelivsky，共產

黨治捷克時代，他被譽為社會主義的前驅。

  Charles Bridge 是橫跨 Vltava 河最古舊的橋，是舊城區和小埠區的通道，

建於 1357 年。原來的 Judith 橋被洪流沖毀後，捷克王 Charles IV 立即在基

礎上築了此橋。靠舊城的岸邊矗立一座巍峨的城樓，曾有過怖厲殺氣的場面。

1517 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激起歐陸一連串的宗教戰爭。1621 年羅馬教廷命

令瑞典軍入侵捷克，鎮壓新教徒叛變。白山之役，大敗捷克軍，在舊城廣場處

決了二十七名領袖，首級就懸掛在城樓上示眾，十年後方被掩埋。查理士橋是

歐洲最美麗，最具特色的，兩旁都是名人銅像。最先豎立在橋邊的是 St. John 

Nepomuk。他在 1393 年出任布拉格大主教。捷克王 Wenceslas IV 懷疑妻子不

忠，苦苦盤問Nepomuk妻子懺悔的內容。主教在酷刑下也不肯透露王后的隱私。

布拉格河山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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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怒，把 Nepomuk 捆綁了從橋邊拋下河心。後來捷克人非常懷念他為正義殉

身。1729 年教廷正式封他為聖了。橋的另一端即靠小埠區岸邊有兩座參差不

齊的城樓，矮的很古老了，本是 Judith 舊橋的一部分。查理士橋日間是一鬧

市，遊客熙來攘往，小販並肩而坐，雜有民間賣藝者，街頭音樂家，更有扒手

的穿插。但清晨的景色最是迷人。悄然佇立橋頭，遠觀古城景物，西面是城堡

區在 Petrin Hill 山上的建築物高懸天際，東面是舊城區的鐘樓，教堂尖頂插

入雲霄，都被一層薄霧微微遮蓋着。涼風拂面，橋下河水泛起綠波，一群白鷺，

從天而降，衝向水面，其中一對在橋底作戲水鴛鴦，我行近細看，它們立即飛

向岸邊蘆葦叢中，我驀然記起戴復古的詩：“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

花”。

  布拉格堡壘（Prague Castle）是山上的一組建築物。St. Vitus 大教堂佔

的面積最廣。未進裏內，我已被外面的色彩繽紛吸引着，例如簷邊雕了面目猙

獰野人吐水管，南面大門用鏤金碎塊砌成的“最後審判”，和環繞着教堂中

殿的扶牆 flying buttresses，有如長劍林立。堂內寶物令我目不暇給，不能

細細縷述。當然助我找尋捷克歷史遺跡的莫過於地窖內的皇家墓穴了。埋骨

於此的有此教堂的創始人 Charles IV。他是捷克史上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

早年生活在法國宮廷內，所以教堂是他延聘法國建築家 Matthias of Arras

（1290?-1352）在 1344 年設計的。他留下的政績很多，除教堂和橋外，他還

草創了布拉格大學。他最大的成就是 1346 年繼任為神聖羅馬帝國之皇，將布

拉格變成首都。他統治捷克長達三十二年，是捷克史的黃金時代。另二長眠者

是 Ferdinand I 和兒子 Maximillian II。十六世紀初葉捷克在宗教戰爭困擾

下，王位繼承人非常不穩定，終於冠冕落在奧國之君 Ferdinand I 的頭上，捷

克立即變成奧國其中一州 Bohemia 了。從 1526 至 1918 年奧國的 Habsburg 王

朝兼治捷克，德文就成了官方語文。Habsburg 歷代君主多葬身在維也納的。奧

國和捷克有四百年的密切關係，所以後來希特拉取捷克便順理成章，因為他認

為捷克是德語系通行的地方。

  基於宗教不同，奧人治捷克產生了很多不能調協的糾紛。1618 年五月二十三

日捷克貴族 Count Thurn 領了一班新教徒，闖進王宮，抗議奧王 Mathias 執行

羅馬教廷指示下來的政綱，和奧王的兩位高官面折廷爭，盛怒下將此二位高官

扔出窗外，此是捷克史第二次 defenestration，僥幸地面上有一堆高疊如山的

馬糞，二人狼狽逃去。此次雖沒有弄出人命，但揭起“三十年戰爭”的序幕。

白山之役，二十七名捷克貴族懸首城樓，我在前段已提過了。我們一行人在王

宮的 Ludvik Wing 窗下走過，導遊指出當年肇事現場。事隔三百八十年，景物

依然，但人面全非。離此地不遠是金徑Golden Lane，本來是堡壘城壕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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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年填平了作捷克王 Rudolf II 的衛士居室。一百年後樓宇易主，為五金匠

集居處，亦即命名的緣由。二十世紀初期是文學家聚合所，寄寓者有諾貝爾獎

得主 Jaroslav Seifert，名小說家 Franz Kafka，此巷一邊緊靠堡壘外牆，一

邊是像魚鱗般排得密密的小房宇，每間塗上鮮艷的不同彩色，天虹七彩也有，

且是彎彎斜坡，喻它是一條霓虹，是頗貼切的。現在的房宇不是民居，每所出

售些不同的旅遊紀念品。

  布拉格堡壘山腳下的小埠區，在 Vltava 河西岸，街道蜿蜒狹長，若兩個人

分別站在不同房宇騎樓說話，對街相望，情意濃時可以握手言歡的。街上都鋪

滿圓石，處處是王宮，教堂，小花園，古屋。電影 Amadeus 就用此地作外景充

為十八世紀的維也納。河邊的 Kampa 島，被 Vltava 的分流魔鬼川和小埠區隔

斷，內有很多露天咖啡室，餐館，茶座，酒吧。一杯在手，仰眺山上的堡壘，

巍峨聳立，或橫視查理士橋上的行人如蟻，悠然自得，人生樂事，有過於此嗎？

  布拉格河山之美，是歐洲首屈一指，只有布達佩斯庶幾可及，捷克民族音樂

家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 1824-1884）用音樂寫出 Vltava 河的怡人景

色。他的有名樂章是 The Moldau（即河的德文名）。在上游 Bohemian 森林有

兩小川，一溫暖而急湍，一冰冷而平靜，輕輕地合流。Smetana 用兩枝牧童笛

混了絃琴和小提琴的彈絃聲作形容。當合流經過山谷時，水勢漸漸壯大起來，

描繪河的主調是由 oboe 和小提琴彈出。經過密林時，聽到了獵人的號角，流

到了草原地帶，見到了居民載歌載舞在慶祝新婚。入夜後，水仙和林鬼隨波

逐浪，黎明時布拉格的 Vyshrad 堡壘出現了。於是 Vltava 河便流進這輝煌的

金城湯池。Smetana 採用了捷克民歌去寫婚禮。那月夜幽靈舞蹈用絃樂低音奏

出主調，以簫，號角，絃琴和 clarinet 四種樂器作背景。到 St. John 急流

時便加速提琴旋律，配以 brass 的合奏。河到布拉格時，主調提高了半音用了

G-sharp 和 C-sharp，小音階也變為大音階，並來一管絃大合奏作結束。我有

幸在一下午作了兩小時遊河，沿河景色未必盡符合 Smetana 的音樂描繪，彼時

下着毛雨，煙雨迷濛，別饒情趣。回程時雨已停止，太陽從密雲隙間射出，照

着那“細草微風岸”。想起馮延己詞一句：“細雨濕流光”，確實能攝取那雨

後青草的魂魄。

  Habsburg 王朝統治了捷克四百年，當然日耳曼文化的薰陶是不能漠視的。

音樂家 Mozart，Beethoven，Liszt，Brahms 都曾在布拉格消磨了很長的歲月。

Mozart 的歌劇 Don Giovanni 就是在舊城的 Estate Theater 首演。他病逝維

也納時，布拉格人搶先為他發喪致哀。現時布拉格很多餐館和旅店都用他或他

的作品作名稱。官方文字雖用德文，但民間藝術作品仍用捷克語的。從十九世

布拉格河山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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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葉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捷克民族獨立運動在民間不斷進行。捷克

民族性很夠韌力，1848 年的革命失敗後，他們極力爭取政治平等，企圖將奧

匈大帝國變成奧匈捷大帝國。在文化上民族主義毫無保留地抬頭，Smetana，

Dvorak，Janecek 雖受德國傳統音樂嚴格訓練，但作品滲入了無數民歌調子。

文學家 Franz Kafka 雖用德文寫小說，但題材全是布拉格社會狀況。十九世紀

後期的激進分子如Tomas Masaryk便倡言脫離奧匈大帝國而獨立了。正是：“多

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平地

春雷，戰後東部的斯拉夫族結盟，組成捷克斯拉夫共和國。因為當年奧匈大帝

國的工業大半在捷克境內，此新國頗富庶，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奧匈大帝國

本是多元民族構成的。這新國立即出現了民族矛盾，西北境 Sudetanland 全是

德裔，希特拉教唆他們脫離捷克倒投德國。捷德二國劍拔弩張，要兵戎相見了，

英國首相張伯倫作和平使者，慕尼克會議出賣了捷克，毅然將 Sudetanland 割

給德國，換取希特拉保存捷克獨立的諾言。在邊防險要盡失後，她只好忍辱負

重，委曲求全。誰料到希特拉貪得無饜，幾個月後派兵將捷克佔有。我年青時

讀邱吉爾的“第二次大戰回憶錄”，夾頁照片有一捷克老人左手伸直作納粹手

勢歡迎德軍隊伍操進新城的 Wencelas 廣場，右手掩面痛哭，看來不覺心酸下

淚。有了捷克前車之鑒，後來波蘭寧為玉碎，不作瓦存，誓保衛波蘭走廊和但

澤（Danzig），甘受亡國之痛也要背城一戰。希特拉入布拉格，送了幾萬人往

大煤氣爐內，但保存猶太寺院。他要在寺院內陳設已被毀滅，不再存世的民族

的遺物。這是布拉格不幸中的大幸了。

  布拉格的新城區在舊城之南，是 1348 年 Charles IV 建的。他為了出任神聖

羅馬帝國皇帝，新首都要容納更多的人口，城市擴展於是成為急務。新城街道

比較闊大和筆直，有兩大廣場，反映出 Charles IV 城市設計的遠見和天才。

Wencelas 廣場是今天布拉格的心臟，很多重要的市府機構都在四周。我晚上赴

歌劇院看 Mozart 的 Cosi fan Tutte 首次看到廣場的風采。歌劇院吊在天花板

的水晶分枝燭架和鍍金雕花牆壁華麗得令人咋舌。離歌劇院半個街口是國家博

物院，門前有無數的大石級，1969年正月青年Jan Palach在石級上引火自焚，

以抗議去年蘇聯辣手鎮壓和阻止捷克政府作溫和改革以沖淡共產主義。從 Jan 

Hus 起，五百五十四年來捷克人民為正義粉身碎骨，其情可憫，其志可嘉。

  1998 年十月二十六日晨，我大清早起床，放棄了早餐，再登布拉格堡壘，一

看外圍的建築物。其中 Cernin 王宮是捷克史第三次 defenestration 的現場。

1948 年首屆總統 Tomas Masaryk 的兒子 Jan Masaryk 在頂樓和共產黨員爭辯得

面紅耳熱，被推出窗外，當場跌斃。還有很多樓宇我要參觀的，但時間無多，

一個鐘頭後便要隨團離開這古城了，心下有些黯然和惆悵。凡事用“最”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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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不錯是非常武斷的。但在這短短兩天，我已留下了很深的情感在布拉格

了。居高臨望這大好河山，舊城和小埠，那古雅的風景我想不到有任何城市可

以匹敵，所以布拉格是我認為最具歐洲風情的城市，同時又想起這六百多年來

的人物：Charles IV，Jan Hus，St. John of Nepomuk，Bedrich Smetana，

Franz Kafka，Jan Masaryk，Jan Palach，和那無可奈何歡迎納粹軍，但掩面

痛哭的不知名老人，還有很多我未曾記在這遊記內的人物，他們曾為真理，正

義生活過。

我抄了王羲之蘭亭對聯，作為給此古城的頌讚罷：

    陵邑久蒿萊，緬江左衣冠，尚有文章傳遠勝；

    登臨餘感慨，望中原戎馬，莫教人物負溪山。

註：捷克在地理上是歐洲的正中，布拉格是捷克和斯拉夫共和國分家後的正中，

用“中原”一詞，也算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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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地牢蠟像院

  鮮為人所知的倫敦地牢蠟像院（The London Dungeon）是在泰晤士河南岸，

倫敦橋畔的杜里街（Tooley Street）。這佔有四個門牌的奶油色建築物矗立

在小商店，貨倉，平民房宇中的 South Wark 區有點像鶴立雞群。遠眺河北岸，

著名古蹟倫敦堡壘（Tower of London），歷歷在目，踏進了深黑色，沉甸甸

的鐵門，好像走完了時光隧道的盡頭，出現在眼簾的是恐怖的中世紀英國。院

內的蠟像皆形態逼真，栩栩如生，但陳設的內容大異於西區的杜莎夫人蠟像館

（Madame Tussaud's），並不講究美的形態，而是赤裸地，亳無保留地把各種

酷刑擺在觀眾目前，令他們心寒膽裂，不忍卒睹。

　入門不遠處，那披頭散髮，身披破衣，King Arthur 時代的巫婦 Morgan Le 

Fay 向你招手，最懾人魂魄的是她的目光如炬和那詭異，似哭似笑的面孔，暗

示着“好戲在後頭”了。跟着是一連串的擺設，都是血腥，殘酷的英國史片段。

讓我將其中一些記在下面。

　1066 年諾曼第侯爵 William 從歐洲大陸起兵，登陸英倫，在黑斯廷斯

（Hastings） 殲滅了駐防英軍，登上王位，即歷史所稱的 William the 

Conqueror。原來英王 Harold 在戰場上陣亡，第一個歷史人像是 Harold 右眼

中箭，一行鮮血，涔涔從面部滴到胸襟，他雙手抱着頭，鬍子和短鬚都被染紅

了，其宛轉呻吟的痛楚，震人心絃。

  King Richard I，即獅心列察，是中世紀最富傳奇色彩的人物，1191 年他

和法王 Philip II 響應教皇 Urban II 呼召，發動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不幸在

聖地遇上回教徒領袖 Saladin，棋逢敵手，他始終未能恢復耶路撒冷，抱憾回

國，中途被奧國的 Leopold 截留，因在萊茵河畔一古堡內，勒索英人用十萬

方許贖回。這次東征產生了兩椿膾炙人口，傳於後世的軼事。一是他和法王

Philip II 的曖昧關係，由盟友至密友，結果是反目成仇，後來法王策動他的

弟弟 John 企圖推翻他。二是他和 Saladin 雖處敵對之位，但英雄重英雄，心

靈相通，神交於兵戎之外，文學家 Walter Scott（1771-1832）在“劫後英雄

傳”（Ivanhoe）把 King Richard I 寫成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好領袖。其實他執

政十年（1189-1199），留在英國期間很短，窮兵黷武，勞民傷財，並不是一

個好的君主，僥幸的他的首相 Hubert Walter 是第一流政治家，把英國治得井

井有條，1199 年他在諾曼第（Normandy）和法王 Philip II 又再動干戈，在攻

Chalus 堡時中箭，不治而死。院內陳列的是 Richard 中箭躺在城墻下，胸前一

大灘血，背後有一侍衛扶持着。他身材魁梧，比侍衛高出兩個頭，神態威武，

滿面于思，怪不得英國人漠視他的缺點，把他看作理想的英雄偶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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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史上的宗教改革，留下血跡斑斑，英國史也不例外，Henry VIII 步馬丁

路德後塵，毅然廢除羅馬教，聲稱自己是英國最高的政治和宗教領袖，其實他

背後有一自私的動機，他為了要休棄原配 Catherine of Aragon 而另娶 Anne 

Boleyn，一定要擺除教廷的束縛。在這政教糾紛中第一個被犧牲的就是學者

Sir Thomas More（1478-1535），他是文藝復興泰斗 Erasmus 的好朋友，有崇

高的政治理想，同時對傳統有一定的尊敬。當然他不同意 Henry 的極端作風。

Henry 在 1535 年把他處以極刑，將首級豎在倫敦橋邊，More 的女兒 Margaret

賄賂了守橋衛兵，深夜故意將頭滑下她預先在橋底等候的船頭，於是她終身陪

伴着父親的頭顱，直至病逝和父親同歸黃土。蠟像塑的就是 Margaret 揭開了

那長方型的木盒，半露出那已腐化了黑黝黝的人頭，那少女明艷照人，但神情

淒惋，塑造的形神，已臻極峰。Henry VIII 礙於 More 的名氣，用斬首刑算是

仁慈了，其他羅馬教徒被投入沸湯內，慢慢地被煮熟，當然蠟像院有所展示了。

  Henry VIII 和 Edward VI 先後駕崩後，繼位的女王 Mary I 是羅馬教的衛

道者，用父親的殘酷手段對付新教徒。酷刑是活身火焚。院內有 Ridley 和

Latimer 一同殉道之景，他們二人背靠背綁在一大堆乾蘆葦上，四周是煙霧迷

漫籠罩下的人群，據目睹者傳說，他們的頸下繫上一包炸藥，Latimer 很快被

焚斃了，臨終時對好友說：“為了基督，我們要做硬漢子”。Ridley 雙腿已被

燒焦了，但神智清醒，對人群說：“神要我留下做見證”。當然他是忍受着極

端的痛苦，有一旁觀者於心不忍，用棍挑撥燃着的蘆葦向他胸前的炸藥，轟然

一聲，一切化為灰燼。西晉八王之亂時長沙王司馬乂是被張方慢火灸死的，“冤

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看來宗教精神，確能超然物外，使

受害者歷盡折磨而神色不變。

   院內酷刑的示範確是太多了，有鞭笞，石壓，水灌，枷鎖，烙印，強伸四肢…

等，林林總總，不勝描寫。其中一別開生面的是“小小安樂窩”，這是一個僅

堪容膝的小洞，犯人在內不能站起來，也不能坐下，只能彎腰弓着腿半蹲着，

直至於死保持此姿勢，確是夠受了。另一酷刑是犯人被放進鐵籠，吊在城門外

示眾。John Whitfield在十七世紀被施以此刑，號啕慘呼之聲，深入路人心脾，

有一必經此門的馬車伕，抵受不住，用箭射向心臟了結他，死後屍身就在鐵籠

內腐化，頭上生滿苔蘚，迷信者還採摘和藥作醫病用。當時有一英國詩人描繪

此情景：

倫敦地牢蠟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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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mount who list, and close by the wrist

    Sever me quickly the dead man's fist!

    Now climb who dare, where he swings in the air,

    And pluck me five locks of the dead man's hair!

  最血腥的一定是“四分”此刑了，1282 年 Edward I 要將威爾斯（Wales）吞

入版圖，鎮壓由王子 Llwelyn 領導的獨立運動，他在戰場上殺了威爾斯王子，

還生擒了他的弟弟 David，就用此刑處決。他先被綁在馬尾後拖着環城一周，

然後解下來被劊子手肢解四分，頭豎在城牆上。院內的蠟像 David 全身鮮血，

腸胃塗地，一臂一腿已被放在籃內，劊子手持大刀，鋒刃鮮血頻滴。正在進行

此刑，我看到不自覺地惡心欲立即嘔吐，於是慌忙掉頭離去。中國史書記載東

漢董卓死後被軍士燃臍取火，“膏流滿地，草為之丹。”南北朝劉宋叛將臧質

在荷塘內死於白刃交加，“腸胃纏縈水草”。明末袁崇煥受磔刑，“皮肉已盡，

心肺猶存，叫聲不絕。”這些都是史家用文學的手法，文字傳神，有千鈞之力，

讀來已不寒而慄了。而此像更赤裸裸，血淋淋地顯示在目前，我確實受不了。

  最難忘一景是黑死症一房，全家男女五人已倒斃房中，身上面部紅色，灰色

瘡疤累累，全房萬籟俱寂，斷斷續續的是牆角一嬰孩哭聲，聽來刺耳，想來斷

腸心摧。黑死症是在 1333 年的鼠疫從遠東傳到歐洲，延續了三百多年，歐洲

諸國，無一幸免，1665 年，單在倫敦，便死了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九人，全城三

分之一的人口。終是翌年的大火方將此症撲滅，城和鼠疫，同歸於盡了。

  清朝末有一英籍傳教士在廣州東教場目睹斬首此刑，說了一句“中國人是一

野蠻民族。”但他不識英國歷史，消滅政敵的手段同樣的殘酷。此蠟像院展示

到人性最惡劣的一面，比野獸還差。但人類的文明，能將此劣根拔除嗎？非洲

的滅族，波斯尼亞的屠城，不是屢見報導嗎？溫故而知新，院中的陳設，對我

們有所警惕。我們遊覽了白金漢宮，西敏寺，西區劇場，議院，聖保羅教堂等

名勝之餘，來此蠟像院，看到英國歷史陰暗的一面，同樣是增廣見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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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常在我夢魂縈繞中

  昨夜我夢見回到了維也納，是一個深秋的黃昏。巍峨的聖史提反大教堂

（Stephansdom or St. Stephen Cathedral）敲出洪亮，悅耳的鐘聲，凝神聆

聽下，音樂是舒伯特（Schubert,1797-1828）的聖母頌（Ave Maria）。教堂

腳下停着幾部馬車（fiacre）。每部都是一匹黑馬拖着可容二人的蓬廂。黑馬

背上從頸到尾蓋着一幅面積很大，有格子圖案的絨氈。馬車夫戴黑帽，穿棗紅

制服，結着蝴蝶式領帶。其中一位長了撇很長的鬍子，伸到腮邊，和灰白的鬚

連成一片。當我走過他的身旁，他向我發出友善的微笑，大鬍子在跳動着。這

些馬車都是乘載遊客觀賞環城大道 Ringstrasse 各名勝和市立公園 Stadtpark

景色的。

  我漫步踏入 Karntnerstrasse，這是維也納最華貴的街道，相等倫敦的

Regent Street 和紐約的 Fifth Avenue。街上是鱗次櫛比的商店，展出物華天

寶，顯出富裕，奢華的生活水平。行了幾個街口，一股肅殺的寒氣襲來，我

的鼻子同時嗅到了很濃的咖啡香味。果然不遠處有一小小咖啡店，靠街的櫥窗

擺滿了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甜品。像這樣的咖啡座佈滿了全城。大規模的如

Cafe Central，比起五星級的餐室，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燕尾禮服侍者，有純

銀的餐具，還有三至五人的小樂隊。但這咖啡店是最簡樸的，它正在播出雷

哈爾（Franz Lehar, 1870-1948）的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的序曲，

這就是不可抗拒的磁力。我進裏面要了一杯 Schlagober（奶浮咖啡）和一塊

Sachertorte，是維也納出名的美食。找到了一近窗座位，坐下來悠閒地欣賞

街上行人如鯽。音樂也轉了一支很熟悉的調子，我於是沉思追索，結果記起了

是 Heuberger（1850-1914）的幽靜約會（In Our Secluded Rendezvous）。隔

鄰是不到四尺的座位，一對老翁正在下棋。那頻頻叫“將軍”的聲音打斷了音

樂。我的目光游移到棋盤上，那白髮老人的棋術果然厲害，咄咄逼人，最後用

了一招棄后殺敵王，我忍不住輕輕地叫了聲好。禿頭老人站起來，用德語對我

說：“朋友，我輸了，請你和 Herr Klement 下一局棋罷。”維也納人總是這

樣的熱誠和有禮貌，盛情難卻，只好遵命了。白髮老人一開棋便發動排山倒海

的攻勢，十五着後我投降了。

  離開咖啡座已是華燈初上，街中一列矮樹，掛着一連串亮起了的小燈。在枝

葉掩映下，我見到對街有一街頭小樂隊。我被 Emmerich Kalman（1882-1953）

小歌劇“The Csardas Princess”中的名曲吸引了，立即過街欣賞，就這樣消

磨了半小時。回旅店時，經過 Graben 大道，見到了一專賣國際象棋的店子，

其中有一副是象牙製的袖珍棋，白王是拿破崙，只有兩寸高，黑王是 Andre 



121

Hofer，是一 Tyrolean 英雄，他抗拒拿破崙入侵，保持奧國西部領土完整，慘

烈犧牲了。四位主教有三種不同的款式，白馬穿的是西班牙騎術學校（Spanish 

Riding School）部隊的裝束。黑馬是一跳躍難馴的野馬，雕工甚為精緻。我

拿起來仔細看着，愛得不忍釋手，價錢雖然昂貴點，只好買下來了。輸了一局

棋，買上了一套珍貴的棋子，總算是一很好的補償。

  我很喜歡在維也納舊城的小巷中流連。地面鋪滿了光滑的小圓石，街燈的燈

罩是生鐵鑄的，釘在牆上，發出微弱的黃光，房子都是很舊的，有一百年以上

的歷史。其中有些牆壁已剝落了一大塊油漆，呈龜裂狀，反映當年的奧匈大帝

國現已支離破碎。有些門前種了些灌木或長青葉，牽藤引蔓般伸向房宇四面，

像多條長長的辮子，拖走了不可勝數的歲月。在這樣環境，氣氛下，思古幽情，

便油然而生。有些建築物門前掛了兩支紅白相間的奧國旗。牆上釘上了一塊銅

牌，詳細說明是某人的故居。像在 Domgasse 巷內的 Figaro House，就是莫札

特（Mozart,1756-1791）從 1784 年至 1787 年的居室。他在此譜出歌劇費加羅

婚禮（The Marriage of Figaro）。我走過時適逢假日，重門深鎖，只好從那

格子玻璃窗向裏瞧，企圖捕捉着音樂家的幽靈。也許五代詞人鹿虔扆（約 938-

365）的“臨江仙”上段能道出我那時的心境：“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

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

深宮…”當我行得雙腿發酸時，轉入一小方場，見到了一跛腳的街頭音樂家，

手持拐杖，給他五十 Schillings，他便從風琴打出巴哈（Bach, 1685-1750）

名調 Air on the G String 了。

  市立公園處處是蒼綠樹林，有瑰麗的噴泉，名人石像，音樂家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 布 魯 克 納（Anton Bruckner, 1824-

1896），和小約翰．史特勞斯（Johann Strauss Jr.,1825-1899）也在其間。

我在園中小徑徘徊，萬籟俱寂，只有綠葉被風吹過，發出瑟索的聲音。一陣涼

風掠過，一大堆殘葉被風掃起，絆住我的雙腳，漫步走向湖邊，一大群白鴿

被驚得亂飛了。湖面因風呈現一層層皺紋，四周是那麼寧靜，那麼幽深。突

然風勢轉速，岸邊的殘葉被捲向湖心的小漩渦內。“涼風起秋末，君子意何

如？”我打了一個寒顫，快步回頭便走，行過雕滿音樂女神（Muse）石拱門下，

Johann Strauss Jr.昂首彈着小提琴，神態栩栩如生，我情不自禁地多瞧一眼，

彷彿聽到了他的名曲 I Long for Vienna 和 The Air Is Filled with Music。

  維也納確是名副其實的音樂名都。從 1781 年 Mozart 移居維也納直至 1828

年 Schubert 去世，在這近半世紀期間，大部分的不朽樂章都是音樂四巨頭：

維也納常在我夢魂縈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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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zart，海頓（Haydn, 1732-1809），貝多芬（Beethoven, 1770-1827）和

Schubert 在維也納譜出的。維也納森林的寧謐，冷寂的環境是音樂靈感孕育的

溫床，貝多芬寫出田園交響樂（Symphony No.6The Pastoral），舒伯特譜出

歌集冬之旅（Winterreise），都是不朽的傑作。很奇怪，十九世紀維也納產

不出第一流小說家，像倫敦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巴黎

的雨果（Hugo）和巴札克（Balzac, 1799-1850），僅有劇作家 Grillparzer

（1791-1872）雖頗負盛名，但不能望英，法文學家的項背。這是和十九世紀

初首相Metternich（1773-1859）行的保守政策大有關係的。時新戰敗拿破崙，

奧國當前的任務是把境內的多元民族：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斯拉夫人，

意大利人…全部統治於維也納旗下，和平相處。法國革命灌輸出的民主，自由

思想是不能被接受，和甚至容忍的。所以 Metternich 大施獨裁手段，鉗制文

人口舌。奧國的激進青年譏他為“半夜王子”，因為他的姓名和德文“半夜”

音近也。音樂是最沒有政治氣息的藝術表達，所以便成為一枝獨秀了。物極必

反，Metternich 雷厲風行的專制激出 1848 年的革命。維也納街頭死傷狼藉，

屍骸交枕。Metternich 被逐，流亡英國。奧王 Franz Ferdinand（1863-1914）

也被逼退位，繼位的 Franz Joseph（1830-1916）統治了奧國六十八年，是歐

洲史上治期最長的君主。

  我在歷史博物館見到了 Franz Joseph 的戎裝油畫，紅衫，白褲，金鈕，胸

前斜掛一紅底鑲綠邊的長帶，襟口滿是勳章，紅光滿面，意氣風發。半禿頭，

剩餘的是稀疏白髮，唇上腮邊都是白鬍鬚。這二十世紀初有“歐洲老祖父”之

號的君主賣相頗慈祥。從他淒迷的眼神去窺他裏內神靈，是何等的孤獨，多

麼的寂寞，無限的哀傷啊！他的一生就是人間悲劇。王后 Elisabeth 是德國

Bavaria 的公主，年青時是歐洲第一美人，婚後夫婦貌合神離，同床異夢，晚

年多外出旅遊，在日內瓦湖畔被一瘋漢用匕首刺死。獨生子 Rudolf 頗具才華，

意欲行新政挽國運於垂危，但父子情若冰霜，終於不得志下，在 1889 年正月

吞槍自殺。Franz Joseph 十八歲登上寶座，歷史包袱壓得他透不出一口氣。

1358年Duke Rudolf IV（1339-1365）被選為奧國之君，開始了Habsburg王朝，

1452 年 Friedrich III（1415-1493）被推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治權直到

意大利。後經幾世的巧取豪奪，買賣式的婚姻，Charles V（1500-1558）在

1519 年登位時，Habsburg 王朝權力已達顛峰，主權行使到西班牙，荷蘭等地。

Habsburg 的傳統政策是土地有增無減的，治下的民族也是多元的了。Franz 

Joseph 上任後十多年，下令拆除維也納城牆，建築環城大道 Ringstrasse，並

毀部分民居以築國會，劇場，歌劇院和各博物館之用。維也納舊城便被劃在內。

維也納常在我夢魂縈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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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和 1848 年的革命給 Habsburg 政權很大的衝擊。

Franz Joseph“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更戰戰兢兢，暗中執行

Metternich 的保守政策。唯一讓步是十九世紀後期給匈牙利族優越條件，在經

濟和政治上和日耳曼族平行。於是奧匈大帝誕生了，有兩個首都，維也納和布

達佩斯（Budapest）。Franz Joseph 以奧國之帝兼任匈牙利之王，但國內還有

捷克，斯拉夫，意大利…各族（意北大城米蘭，威尼斯等均曾一度屬奧國）。

先進的政治家勸他何不將這雙重帝國（Dual Monarchy）擴成五重甚至六重帝

國。雖然帝國各民族間存有尖銳的矛盾，但各族治民對這“慈父”仍非常愛戴

的。維也納的外圍便住有千萬的異族居民。Brahms 便寫了三十多章匈牙利舞

曲。匈牙利族的 Kalman 後來便以德文譜出十多套傳萬世的小歌劇，可見當時

的維也納就是文化大熔爐。可惜 Franz Joseph 沒有遠見和被日耳曼和匈牙利

貴族所劫持，沒有勇氣創造多重帝國。否則，基於他在各族心中的特殊地位，

成功機會是很大的。他錯過了在羅馬帝國後，重建一歐洲大聯邦的大好時機，

成就將遠超他的列祖列宗─神聖羅馬帝國之主，因為那帝國是虛有其表的。

（正如 Voltaire 的諷刺：neither holy, nor Roman, never an empire）。

Franz Joseph 的深層悲劇是歷史性的。二十世紀開始，脅於時勢，外交政策便

和德國同步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在東戰場上，奧兵和俄國，Serbia

聯軍交鋒，喪師三萬多。1916 年這老人就在驚慌，恐懼中了結殘生，伴他列祖

列宗埋骨於 Capuchin 寺院的地窖內。這老人最深的創痛是在歷史舞台上充任

了 Habsburg 五百六十年王朝的落幕收場時一要角，他最大的不幸就是他的長

壽。

  在 Schulhof 的鐘錶博物館（Uhrenmuseum）收藏無數大小不同，形款各異的

鐘錶。且有各式古舊歷史鐘錶的殘骸。這小小的機器，一秒一分一時一日一月

一年一紀在精算着，任它潮生潮落，花謝花開，五百六十年的 Habsburg 王朝

就是這樣消逝了，縱然在人類文化史上這是一段很悠長的時間，但博物館頂的

九百尺高的天文巨鐘的長針似從未移動過，因為需時一萬九百六十四年，長針

方能旋轉一圈。幾年前 Franz Joseph 的曾孫娶了歐洲首富之一的千金，風采

屢見螢光幕。有一小撮人提議復辟。這作茶餘酒後之談尚可，沒有人當真的。

奧匈大帝國已淪亡了八十年，Habsburg 王期早成為歷史陳跡。怎能作時光倒流

呢？正是“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國立歌劇院是環城大道建成

第一批建築物之一，是仿文藝復興時代的設計。畫則師 Edward van der Null

沒有預想到起環城大道時，地面比原來的高出一尺。當奧王 Franz Joseph 主

持揭幕禮時無心說了一句話：“怎麼大門和街道不平衡呢？”van der Null 慚

愧得無地自容，羞憤之下，回家懸樑自盡。Franz Joseph 悔恨莫及，以後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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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問他，他總是回答：“那不是很好的嗎？很合我的心意。”這樣每事因循姑

息，把奧匈大帝國推進泥淖深處，不能自拔。我在歌劇院看了理察．史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1864-1949）的 Elektra，故事源於希臘悲劇，描述一急於

報父仇，圖殺生母和她的姘夫而淪於瘋狂的女子。音樂是新派的，沒有調子，

倫敦名劇作家蕭伯納（Bernard Shaw,1856-1950）譏為兩個樂隊同時在演習。

噪音吵耳欲聾，後來在舊金山再觀此劇兩次，有了英文字幕，我的鑒賞能力便

大大增加。

  倒是離開舊城在第九區內的人民歌劇院（Volksoper）每晚演出的小歌劇，

如 Strauss 父子，Von Suppe，Lehar，Kalman 等的作品，對我有很大的吸

引，音樂是傳統維也納式的，舞台佈景宏偉，人物眾多。一晚我看了 Karl 

Millocker（1842-1899）的“乞丐學生”（der Bettelstudent），有一幕出

動馬匹，嘆為觀止。從此我對小歌劇有一美好的印象。國立歌劇院從不排演小

歌劇的。名滿天下 Strauss 父子的作品也被拒於門外，後歌劇院總指揮 Gustav 

Mahler（1860-1911）破格演出小 Strauss 的“蝙蝠”（die Fledermaus）。

Mahler 本人也是傑出作曲家。從此每逢除夕前一連七晚，“蝙蝠”成了歌劇院

的例牌了。華爾滋音樂（Waltz）也是維也納的特色。創自老約翰．史特勞斯

（Johann Strauss Sr., 1804-1849）和他的樂壇老拍檔 Josef Lanner（1801-

1843）當然風行全球，婦孺皆曉的“藍色多瑙河”（The Blue Danube）一定

每次在 Musikverein 的音樂會中奏出。據聞有一少女要求老音樂家 Brahms 在

她的摺扇上簽名留念。Brahms 把扇打開，見圖案是“藍色多瑙河”開頭的三組

音符，他簽下大名，跟着多寫一句：“不幸地不是此曲的作家”。可見此曲和

維也納是結了不解緣。

  任何到過維也納的人一定知道多瑙河的水不是藍色，那是混濁的黃泥水，

1862 年多瑙河氾濫成災，維也納舊城一部分被淹沒波濤下。Franz Joseph 設

立了多方面的防洪措施。除了在上流疏通河道，建水壩外，更在舊城北開了運

河，運河和河之間是泄洪區，必要時便讓它水浸。所以現在舊城是維也納市內

一小島，被環城大道和運河圍繞着。對多瑙河失望的遊客可以到上游遠處小鎮

Melk 的寺院觀光。多瑙河在山腳抹過，河水碧藍得如貓眼石。

  躑躅在奧舊王宮（Hofburg）內，見到了奧匈大帝國全盛時代的規模，每星

期日晨教堂內傳出馳名國際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幼滑，清脆的歌聲，如出谷黃

鶯。小坡上的 Belvedere 離宮，可以遠眺全城的景色。城外的夏宮 Schonbrunn

有幽雅的庭園，瑰麗的陳設，名貴的瓷器，刺眼的珠寶，豪華的馬車，大堂還

是音樂家 Mozart 童蒙時向女王 Maria Theresa（1717-1780）獻藝處呢。這些

維也納常在我夢魂縈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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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奧國昔年的光輝，已一去不復返了。空留下這些歷史斑痕，徒令人低徊惆

悵罷。

　音樂可以把人帶到一純藝術的王國，摒棄了七情六慾，回到一無所有，一

無所求的超越塵世的境界，這就和死亡便成一紙之隔了。維也納人把死亡看

成最大，最終結的事。生前便為喪事刻意經營，中央墳場就葬了三百多萬遺

骸，比市內人口多出一倍。我流連於墓碑林內，驚異於藝術水平絕高的石刻。

Johann Strauss 夫婦的墓碑便高於一層樓。頂端是他的肖像，近泥土碑的三

分二是音樂女神撥絃琴。Brahms 的肖像顯露出他在構思樂章，胸前是一束花。

Millocker 的石碑刻上他小歌劇“乞丐學生”其中一幕。Beethoven 是從別處

移葬在此的。第二次葬禮時，音樂家 Bruckner 為他扶棺。Mozart 身後蕭條，

被葬在聖馬可墳場貧民墓穴內，不可辨認了，所以他的墓是衣冠塚。中央墳場

就寫上了維也納歷史。所有名人都埋骨於此。墓碑除了雕刻藝術各擅勝場外，

碑後寫滿了各人的生平事蹟。

　當然現實中維也納和夢想中的“維也納”有很大的差異。多年前荷里活拍製

超級巨片 Amadeus，外景場地是捷克首府布拉格（Prague），製片人相信布拉

格比現在的維也納更“維也納”點，也許現在的維也納是從未曾有“維也納”

過。夢想中的“維也納”是 Strauss 父子，兄弟指揮棒下載歌載舞的華爾滋音

樂，是 Strauss，Lehar，Millocker，Kalman 等人的小歌劇世界，充滿了神話

式的愛情，離奇的遇合，高潮迭起的人生，光怪陸離的社會…1914 年世界大戰

的前夕，斯拉夫裔音樂家 Rudolf Sieczynski（1879-1952）寫出名曲 Vienna, 

My City of dreams 部分歌詞是：     

     Oh what I would give

     the time to live

     those days in Vienna again.

     The spells of romance,

     The thrills of the dance

     Vienna, city of my dreams.

     Your songs lingers in my heart through the day.

     Though it seems so far away.

     I hear you calling me.

     Lovely Vienna so gay, so free,

     City of love and sparkling wine.

     You are such thought of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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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ear you calling me,

     Memory of life,

     As it used to be,

     Someday the dreams that I dreamed that may come true

     and I’11 come back to you.

　非常不幸地，夢想中的“維也納”像 Habsburg 王朝一般，遭受到戰火摧殘，

雖不至蕩然無存，也剩餘無幾了。

　補記：Austria 的命名是從德文 Osterreich 蛻變出來，英譯是 Eastern 

Party。維也納是羅馬帝國最東的一個哨站，是防止突厥人入寇的，建城於

11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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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雙城記

  2002 年夏天我參加了為期二週的“法國精華遊”，車輪輾過法國南北大小通

道，在巴黎外有十整天，遊覽了十多座歷史名城，都是和西洋文化息息相關的。

此遊是我生平收穫最豐富的其中之一。原因一是出發前我重溫了法國歷史，躑

躅在各古城中，一磚一石，一山一河，都能領我進入了時光的長廊，踏着古人

的腳步，摸索着流失了的時代，聆聽着西洋文化仍在跳動着的脈搏，難免產生

“澗水流年月，山雲變古今”的感受。原因二是領隊荷蘭人 Dr. Bart Pris，

本是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一大學的哲學教授，學問造詣之高，文化修養

之深，是我一生旅行閱歷中從未有遇上的。他和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他

帶我探幽入微，闖進法國靈魂深處，確實獲益良多。此行千頭萬緒，如何下筆

成文呢？再三參詳後決定先寫波恩（Beaune）和亞非農（Avignon）這二古城。

它們距離不足一天的車程，都是我旅程前期碰到的。而且有一共通點：是仍保

留着城牆的中世紀名城。它們在中世紀歷史中有重如泰山的地位，不屬法國政

權的轄下，文藝復興後方入歸法國的版圖，所以它們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遺

產。

一． 波恩曾為客，相逢定醉還

  遊覽車離開巴黎，在公路上奔馳約四個鐘頭，駛進勃艮第（Burgundy）地區。

一望無涯是綠油油的田野；小丘陵起伏其間，廣植着很多葡萄園。這是法國名

酒 Burgundy Wine 產地呀！自古以來，此地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長年溫煦的陽

光配上了從東面和地中海吹來的煖風，孕育了飽含鮮汁的纍纍果實。山頭嶺上

點綴些盛產在阿爾卑斯（Alps）山區的藍色龍膽花（Gentians）；密林綠葉間

斷斷續續傳來蟬噪聲，空氣瀰漫着田野草根味。幾杯美酒後，大有“醉鄉路穩

宜頻到，此外不堪行”之思，和“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般逃避

現實。法國人有藝術骨格，不務實，是否酒是其中一大因素？領隊 Bart 帶我

們進入勃艮第的舊都波恩（Beaune）其中一酒窖試酒。穿過一沉重的鐵門，行

完長長的螺旋石級，下層是一非常龐大的地牢，間隔甚多，宛若迷宮。每間房

都擺滿了載滿酒的橡木大桶。有些石壁角落被挖空了，創造出放酒的洞穴。沿

牆築了重重疊疊的架子，平放着一樽樽陳年酒，層次井然。據管理人解說，不

同的高度是有不同的溫度調節的。石壁上裝有疏落的電燈，但非常黯淡；過強

的光線會使名酒變壞的。說此酒窖是迷宮，不如說是一巨型蜂巢更適當，若沒

有管理人帶領，我們一定迷失方向。我記起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恐怖短篇小說 The Cask of Amontillado。在類似此酒窖

的一角，築牆生葬了一飲了醇酒的醉漢。一股寒意，直襲心肺，毛骨悚然。不

知轉了多少彎曲，我們回到近石級處一大廳，中間擺着一有六呎直徑的橡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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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桌上備有近百的晶瑩水晶杯和六瓶不同的酒。管理人先取其中一瓶，注了

半杯酒，示範持杯的手勢和如何輕輕搖動，使酒在杯內迴旋，然後放在鼻蕾略

嗅，深深呼吸一口氣以品酒的香馥，最後放在唇邊淺嚐，用舌頭把滴酒的味道

捲入，在口內用舌翻騰數下，方吞進喉內。原來品酒的程序是如此複雜的。法

國人的酒道絕對不遜於日本人的茶道呢！好不容易方飲盡那半杯酒，兩種酒之

間各人要用開水清潔口舌，洗盡餘味。管理人說飲酒期間應忘掉世俗的煩惱和

困擾，纔能領會到酒的佳處。正是“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鬥樽前見在身。”在

波恩品酒是一很獨特的經驗，Bart 告訴我這樣酒窖有很多，有些規模更大，都

有幾十年至幾百年歷史。顯然此城地底多被挖通，地下的陳年酒和地面的古蹟

可以互相輝映。

  勃艮第在中世紀時是一和法國分庭抗禮的政治勢力。它的黃金時代始於 1364

年；法皇約翰二世（John II, 1319-1364）封他的兒子菲臘（Philip the 

Bold）為勃艮第公爵。繼承者陸續將勢力擴大，至現今德國的萊恩（Rhine）

河岸和擁有荷蘭，比利時的地域。英法百年戰爭時（1337-1453）勃艮第是英

國的盟友，1430年將被囚的聖女貞德（Joan of Arc, c.1412-1431）賣給英國；

她的結局是慘受活焚酷刑。1477 年勃艮第最後一位公爵查理（Charles the 

Bold）謀取神聖羅馬皇帝位不果，戰死疆場，法國乘機分裂勃艮第，將近巴黎

南部一大片土地據為己有。自羅馬帝國以來，勃艮第民豐物華，土地肥沃，除

產酒外，漫山遍野都飼養了牛羊，所以皮革，羊毛衣帽譽滿歐陸。法國烹飪中

有一名菜式紅酒燴牛肉（Burgundy beef）馳名天下。“山河氣象渾如畫，人

物風光幾度新。”羅馬帝國潰散後，此地區為“野蠻人”其中一部落勃艮第人

（Burgundians）所霸佔。法國皇室因其地富庶時思染指，用軟硬兼施的策略

（即和親及征伐）終於在十五世紀末取得此地的治權。作為勃艮第的舊都，波

恩當然留下很多文物古蹟。其中最顯著的是舊城方場一角內十五世紀營建的醫

院－ Hotel Dieu，這也是波恩的皇牌景點。

  Hotel-Dieu 入口處是一堵貌不驚人的淡黃色牆，門上像一巨型的船艙蓋滿一

片片深灰色的石板瓦。當我推動那旋轉的木門，踏進廣闊鋪滿圓石的中庭，耳

目為之一新。圍着中庭四邊是長長的樓座，組成一巨形的長方形，每樓座均有

巨大的屋背，是樓身兩倍以上，都蓋上了鑽石型的瓦片，塗了光耀奪目的釉藥，

五彩繽紛，織成艷麗的幾何圖案。屋背凸出兩排山形牆，下面是巨窗，上面是

長尖的風標。樓座的交接處是一座角樓，角樓尖頂同樣蓋滿鑽石形彩瓦，像修

飾了的金字塔。法國大革命時很多舊建築被摧毀，因為此處是醫院，僥幸留給

後世；我們能目睹這別有乾坤的中世紀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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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世紀歐洲因鼠疫肆虐，黑死症毀滅人口過半；加上英法百年戰爭的兵戎，

鋒銳所及，勃艮第地區亦遭其害。1443 年勃艮第的首相 Nicolas Rolin 和夫

人 Guigone de Salins 看到“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的慘況，毅

然用私財建此貧民醫院，希望能紓解在苦難中的黎庶。法皇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參觀 Hotel-Dieu 後有如此批評：“Rolin 剝削人民而富，晚

年能幫助窮人，可以贖罪了。”他們夫婦恩愛彌篤。在這四所樓座內的地板，

都是精工砌合的石塊，鑲以星和鳥的圖紋，並有他們二人名字中第一字母 N 和

G的合抱，難解難分，且有“我心中只有你一人”的口號。生不同時，死則同穴。

此醫院亦是他們永恆愛情的標誌。“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死

後之事幽渺難知，他們有元稹的嘆息嗎？

　　“窮人大會場”是面積最大的，佔其中一所座樓的大半。兩旁排了一列整

齊的床席，每床皆有四柱和一蓬頂，紅帳幕，紅氈，白被單，床後還有一櫃給

病人收藏衣服的。床前擺着檯桌各一以供病人用膳。其中一床立着穿了藍衫白

圍裙白帽的修道女蠟像，是照應病人的護士。這簡直是一貴族療養院啊！哪有

半絲窮人醫院的氣息。我不知當年 Rolin 用何準繩收納病人，一定不可能“雨

露均施”的。假若我是窮人，能在此醫院留宿一天，必然受寵若驚。大會場的

拱形天花板有點像船艙，多條橫樑跨越堂中央，連接兩邊牆壁，雕滿了七彩惡

龍，張牙舞爪，像從地獄出來般。波恩的老百姓的嬉皮笑臉也雕在樑上。

  大會場的毗鄰是小教堂。精神和靈魂的治療緊緊配合着肉體和生理的治療。

牆上掛上了一組油畫，是 1440 年荷蘭畫家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 

1399-1464）的傑作“最後的審判”。彼時荷蘭是勃艮第的一部分。審判官是

基督，右手扶起得救的一群，左手將被咒詛的一群排於身外。腳下是四天使圍

繞着天使長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他持着一天平，秤着兩位死而復

活的人，一位代表磨練，一位代表信仰。其他的畫包含了耶穌的母親馬利亞，

施洗約翰和十二門徒。還有上天堂者的歡愉和下地獄者的恐慌。這組油畫差不

多闡明 Rolin 建此醫院的動機。在那時代人們並不畏懼疾病和死亡，因為這是

司空見慣的。他們最關注的是靈魂得救。Rolin 夫婦希望此善舉能讓他們的靈

魂取得永生。

  Hotel-Dieu 還有很多房間。廚房放了很多錫鉛合金製的用具和杯盤。最引人

注目的是那不鏽鋼炙肉叉。轉動叉的柄是一名喚Maitre Bertrand的精巧小人，

他穿了傳統勃艮第服裝：白褲，闊長黑靴，紅色短外衣，無邊白帽。這廚房有

助我了解中世紀的民間生活。藥房分左右二堂。右堂設有一攙和眾藥用的青銅

大臼。左堂放了一百三十個陶器瓶，除了油，粉，糖漿外，還有光怪陸離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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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蝦目，導致嘔吐的果核粉末，激情草等。中世紀藥物仍滯留在啟蒙時代。藥

房的設備多少反映了半迷信的因素。Hotel-Dieu 各處還掛上很多名畫和藝術性

很高的綴錦氈。窮人醫院怎能有如許堂皇呢？

  創始人 Rolin 別具用心；他捐了很多葡萄園和製鹽廠作維持此醫院的經費。

時至今天每逢十一月，廣闊的中庭循例舉行名酒拍賣。這商業交易始於 1859

年，直到現在從未有中斷過。1971 年前 Hotel-Dieu 仍被用作波恩的醫療中心

之一。後來將所有醫學措施撤往他處。Hotel-Dieu 正式成為供遊客欣賞中世紀

文化的去處。它是屬於人類之寶。

  在波恩流連了不下四個鐘頭。我們再踏上遊覽車往赴法國第三大城里昂

（Lyon）投宿，抵達時已是紅日西斜。領隊 Bart 趁着餘暉尚在，領我們上索

道纜車，登舊城內的 Fourviere 山。山頂有一大教堂，外型像結婚禮餅。它像

巴黎的聖心大教堂般，巍然立在山上，君臨這古城。我緊跟着 Bart 走進堂內

作一匆匆巡禮，出來站在崖邊俯眺里昂，繞着此山的索恩河（Saone）在南方

不遠處注入隆河（Rhone River）；里昂舊城就在兩河匯流處北部的小半島。

Bart 逐一指出那數座如鶴立雞群中的建築物。歌劇院像一琉璃圓筒蓋上一黑色

的古典介殼。城南近 Gallieni 橋的監獄現改為抗暴歷史展覽中心，當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法國被德軍佔有，它是納粹頭子 Klaus Barbie 用酷刑殺害平民的

恐怖屠場。宏偉的市政府前有瑰麗的十九世紀大噴泉，“川原繚繞浮雲外，宮

闕參差落照間”。里昂給我的印象就是這樣的驚鴻一瞥。倒是當晚在索恩河邊

古色古香的餐室 La Voute 甚饒情調。吃的橙汁灑鴨異常可口；里昂不愧有法

國美食中心的雅號。

二． 亞非農城臨龍水岸，臺沒教皇宮

  亞非農（Avignon）在歐西史中佔有崇高的位置，因為它是除羅馬外唯一的

教皇城；從 1309 年至 1376 年共有七位教皇駐於此，史稱這段期間為“巴比

倫的繫留”（Babylonian Captivity）。此事緣起於 1300 年，法王腓力四世

（Philip IV, 1268-1314）向轄下教會徵收地稅，激起羅馬教廷雷霆之怒。教

皇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 c.1235-1303）認為教皇是世上最高的領袖，是

靈性和政治權力的頂峰，任何君王不能超駕之。法王反唇相譏，說博義八世行

徑違犯基督教真義，沒有資格佔教皇之席。教皇下令將腓力四世逐出教會，法

王把心一橫，派勇士入羅馬，闖進教皇宮，將老教皇扔進地牢，三日內缺水缺

糧，教皇竟瘐死獄中。腓力四世斬草除根，將博義八世的親信毒斃，操縱教廷

紅衣主教會議，決定下任教皇為法國籍的波爾多（Bordeaux）人 Bertrand de 

Goth。他踏上寶座後取名為克勉五世（Clement V），彼時法國勢力囂張，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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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歐陸。英國孤懸海外，英王不便介入此糾紛。德意志和西班牙不成氣候，尚

未立國。意大利四分五裂，各小國自為政，互相攻伐無寧日。作為教皇的法國

人克勉五世居羅馬，四面楚歌，岌岌可危，於是應法皇腓力四世之邀，來到法

國當教皇，亦樂得衣錦還鄉。克勉五世在里昂加冕，在法國境內雲遊了四年，

居停於各地主教的官邸，最後定居於亞非農，開始了“巴比倫的繫留”時代。

西洋史上國王與教皇的糾紛，屢見不鮮，法皇欲教皇在身邊，方便自己的控制。

教皇選擇亞非農作皇城，除了羅馬政治局勢不穩定，危如纍卵外，因為它近家

鄉而名義上不屬法國。此舉真是兩相情願，互為利用，可見得現實勝於宗教的

崇高理想。

  我跟着 Bart 穿過城門，進入這中世紀古城。街道已經很狹窄了，行人道比

路還要狹窄。兩邊狹小的房宇像魚鱗般密密排列。樓下全是精品店，出售土產

和紀念小禮物。舉頭一望，透過那伸出來兩邊厚厚屋簷可看到一線藍天。Bart

說：“跟我來，我先帶你們到一地方，可以鳥瞰此城，了解此城的方位大概”。

我們登上城北的小丘 Rocher des Dom 放眼四眺，果然古城面貌，一目了然。

左面的教皇宮，龐然大物，像一盤古時的巨獸，雄距其中。右面的隆河在城牆

外迂迴繞城流着。遙望上游，遠在天邊，兩岸樹木蔥蘢，“千里澄江似練，翠

峰如簇。”不遠處的斷橋，是法國民歌傳誦到家喻戶曉的 Pont St. Benezet。

這橋是經過十年的辛勞，於 1185 年築成，是當時的破天荒工程傑作。此斷橋

只有四橋墩，墩間是一拱形缺口，方便船楫通航。本來原有二十二橋墩的，

1226 年法王路易八世（Louis VIII, 1187-1226）鎮壓內亂，要向暗助叛徒的

亞非農施以懲罰，下令毀橋，雖然十年後重修此橋，隆河經常氾濫，洪水屢次

沖破橋身。1660 年市政府決定棄橋。今天我見到的只有這些殘骸，斷橋中央竟

建了有兩層高的小教堂。見此江水悠悠，頓生興亡的感慨。“世事漫隨流水，

算來夢裏浮生。”只有造物之主是永恆的。

  從 Rocher des Dom下來，我經過小皇宮Petit Palais，本來是主教的官邸，

現用作陳列十三至十五世紀的油畫和藝術雕刻，內有十六間畫廊，其中有 1510

年 Louis Brea（1450-1523）的名作“基督的割禮”。除了驚慌的嬰孩和那灰

鬍子，手持鋒刃的猶太士師的端重表情外，觀禮中七個人有七種不同的表情，

藝術造詣，已臻極峰。Petit Palais 曾是亞非農時期第二任教皇若望二十二世

（John XXII, c.1249-1334）的居室。克勉五世駕崩後，擾攘了兩年方選出這

個子矮小，年過古稀的老翁。那時政治氣氛需要一不會將教廷遷回羅馬的中和

人選，急切間找不到適合的人才。冠冕落在這七十二歲的老主教頭上，相信他

只不過是一過渡時期的人物而已。誰知他竟握權了十八年！若望二十二世是一

既吝嗇又貪婪之人，最荒謬的是預售官爵和贖罪券。即是未必有空缺，若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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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錢的如有缺時定被優先提拔補上。同樣地擁有贖罪券時未必犯了罪，若有此

券可以放心犯罪不必倉卒找教皇或主教求寬恕了。贖罪券也因罪行的輕重以定

平貴。若望二十二世替自己和教廷囤積了很多財寶。他死後教廷可以在亞非農

營建宏偉甲天下的皇宮了。他亦是一行政奇才，穩定了亞非農的局面。

  我站在廣場內仰望這巍峨雄渾的教皇宮。廣闊的外牆和高插入雲的塔內的每

一口磚，每一塊石頭，都沉甸甸地壓在我的心頭。我深深感覺到其厚度和重量，

尤其是其代表背後的權力。亞非農的教皇宮是十四世紀歐洲權勢凝聚地。儘管

歐洲地面上有多位君王，但只有一位教皇，他是掌握了進天堂或入地獄的鑰

匙。老百姓並不畏懼貧困，疾病和死亡。想到地獄的永劫令他們不寒而慄。教

皇亦是塵世大法官，人間訴訟最後判決者。他的言行可以影響一國的時局，調

節國際的商業和金融。很奇怪我參觀羅馬教廷梵蒂崗沒有此感受。而這碩大無

朋，橫亙大地，像堡壘多於皇宮或教堂，雖已被廢棄多年的教皇宮就有凌人的

氣勢，使人刮目相看。驟然看來，此龐巨，結實的建築物是連成一氣。仔細觀

察，教皇宮有兩部分：北面的舊宮比較簡樸，南面的新宮華麗得多了。

  舊宮的營建者是若望二十二世的姪兒，亞非農的第三任教皇本篤十二世

（Benedict XII, 1334-1342），他來自近西班牙邊界庇里牛斯（Pyrenees）

山區，曾任宗教審判官，他上任後廢除引用私人，賣官鬻爵的惡習，他在發展

亞非農上有很大的建樹。彼時商人，小販，弄雜技者，娼妓，找尋機會者雲集

教皇城，是歐洲最繁榮的城市，人口密度和數目遠超羅馬。在皇宮廣場隨時看

到些奇怪的景象，如吞火表演的男人和失了雙臂用腳趾來縫紉的女人。教會中

有些神父敗類在此處竟金屋藏嬌，養起小妾來，零碎絮語傳到教皇耳中，本篤

十二世勃然大怒，下令所有在此沒有崗位的神父回故鄉。他算清廉的，七年內

他建築了現存的教皇宮過半，外牆有六至十三呎厚，平均高度是六十五呎。可

惜時間不容許我進宮內參觀，Bart 告訴我宮內的傢具珍寶早已蕩然無存，只剩

了些褪了色或破落的壁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教皇宮曾駐過軍；現已是“繁華

事散逐輕塵”了。

  亞非農的第四任教皇克勉六世（Clement VI, 1291-1352）出身於貴族，他

認為前任教皇太樸素了，於是在舊宮旁建了新宮，更華麗，更恢宏，這樣更能

榮耀神的恩典。他的寢室四壁全是壁畫，描繪了狩獵，捕魚景象，樹木上有松

鼠和各種珍禽，全沒有用宗教作題材的。可見得他是相當入世之人。傳聞時有

女人和年青俊秀的男子出入於教皇寢室。教皇縱情聲色，不畏流言。樓下會

客廳，可以擺得上能容近千人的筵席，賓客有國君和王后，外交官，天文學

家，數學家…中世紀出名的文學家彼特拉克（Petrarch, 1304-1374）和薄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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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Boccaccio, 1313-1375）也列席其中。現在呢？已是寂寥人去後，剩得空

洞洞的巨廳大房而已。“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克勉六世也有善良的一

面。當黑死症爆發得如火如荼時，猶太人成了代罪羔羊。很多地方將他們集體

屠殺。克勉六世下令他們與疫症無關，不許濫殺無辜。他在各地設醫院以收納

殘病者，掩埋在野的屍骸枯骨。勸告在逃的神父回來照顧病重垂死者，說這是

他們的天職。他在亞非農統治教廷十一年，傳說死於花柳病。他的喪禮轟動一

時，五十位神父為他做了九天彌撒，靈柩從亞非農運回故鄉奧弗涅（Auvergne）

下葬，護送隨行者甚眾。1562 年時法國的新教徒雨格諾派（Huguenots）破墳

開棺，將他的頭骨當作足球來踢玩。我想克勉六世入錯了行。若為一國之主，

不失為雄才大略，些少瑕疪不會損害他的蓋棺論定。

  作為一教皇城的亞非農，其實庶名貫遐邇，必引起盜寇的垂涎，尤其是在

十四世紀那無法無天的黑暗時代，於是修葺城牆以鞏固防衛成了歷任教皇的要

務。亞非農的城牆圓周有五里，像腰帶般緊緊地纏着這古城。有些樓房緊貼着

城牆，似乎已飽歷風霜，但城牆比樓房還古老，因為它自 1350 年即教皇克勉

六世的任內已有現在我見到的規模。有些地方的石頭已被風雨腐蝕；整體來看

它被保存得很完美。1792 年法國大革命時激烈分子企圖拆除城牆，出賣每一

塊石頭，但因為城牆的地基很深很堅固，拆牆工作徒勞無功，無奈而中止。每

隔十多丈城牆被加厚，築了角樓或瞭望台以容納弓箭手。其餘地方是像犬牙

起落，綿延不斷，非常壯觀。很多灌木和矮樹從城牆頂延伸出來，生氣勃勃。

城牆腳下有很多拱形穴，相信是守衛人歇息的地方。城牆周圍共有十四個閘

口，從閘口走出去，便離開古城踏進現代的亞非農。可以說城牆是十四世紀和

二十一世紀的分界線。

  是不是這城牆確實保衛了亞非農？不是。1360 年伍朋五世（Urban V）繼諾

森六世（Innocent VI）成為第六任教皇。1365 年海盜 Du Guesclin 率領三萬

人在隆河對岸紮營，準備攻城，向教皇勒索二十萬金塊方肯退兵。伍朋五世自

忖賊勢浩大，難以抵禦，只好向居民徵收人頭稅，搜刮到海盜要求的數目。誰

知 Du Guesclin 很夠江湖義氣。拒收老百姓的血汗錢，指明要教皇自挖腰包。

伍朋五世只好盡傾教廷銀庫，並加送贖罪券方能解古城之圍。此役後伍朋五世

便有將教廷搬回羅馬的意念。伍朋五世出身於 Benedictine 寺院，自奉甚儉，

自訓甚嚴。他在 1367 年從馬賽（Marseilles）揚帆，率領二千隊伍，向意大

利啟航，當然一部分紅衣主教捨不得法國，留在亞非農，沒有隨行。彼時教廷

已撤離羅馬六十三年。意大利經過黑死症的浩劫；羅馬局勢很動盪，不易居也。

伍朋五世勉強在羅馬渡過了三年，決定重返亞非農。當時有一瑞典籍的女預言

家 St. Brigit 忠告教皇應留在羅馬，不然將不久人世。伍朋五世回答她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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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羅馬，一定不久人世。亞非農自教廷遷走後，百業蕭條。居民見教皇回來，

非常雀躍。伍朋五世重返家園，三個月後病逝，應了 St. Brigit 的預言。

  亞非農第七任教皇是國瑞十一世（Gregory XI, 1336-1378）；他是克勉六

世的姪兒，行事大刀闊斧，頗有乃叔遺風。上任後和佛羅倫斯（Florence）執

政者口角，導致干戈相對，教皇盛怒下發命令將佛羅倫斯全城居民逐出教會。

這是中世紀最凌厲的懲罰，居民除靈魂永下地獄，不得超生外，各地商人不許

和他們通任何貿易。死後事頗渺茫，可以暫時不理，但現時生計突然停頓，確

是燃眉之急，因為居民因此缺糧乏衣，商人不能向外收債。城外屬於佛羅倫斯

居民的產業，全被當地政府沒收。佛羅倫斯執政人只好厚顏苦苦向教皇求饒解

咒。國瑞十一世硬着心腸，拒絕接見佛羅倫斯使者。情急下佛羅倫斯派鄰市錫

耶納（Siena）的聖女 St. Catherine 向教皇求情。雖然很多紅衣主教懷疑此

修女的聖蹟，但教皇非常尊重 St. Catherine 為人，就此寬恕了佛羅倫斯。

St. Catherine 乘機向教皇遊說：搬回羅馬罷！羅馬方是教會創始人聖彼得之

家。教皇回到羅馬，意大利的內亂方能平息。1376 年 9 月 13 日國瑞十一世帶

着十五位紅衣主教（6 位紅衣主教留在亞非農）回歸羅馬，於是結束了六十七

年的“巴比倫的繫留”。

    1378 年國瑞十一世在羅馬病逝，紅衣主教選出意大利巴里（Bari）人克

勉六世。後來發現此新教皇神經失常，主教們宣佈此選舉作廢。法籍的紅衣主

教私下選出法國人克勉七世（Clement VII）取代之並擁護他回亞非農任教皇。

克勉六世不肯退位，仍在羅馬執行教皇職權，遂出現了教皇雙胞胎，開始了天

主教大分裂。三十年來羅馬有一教皇；亞非農有一對立教皇。歐洲的國家依着

自己的政治利益選擇適從。直至 1415 年瑪定五世（Martin V）登位，被公認

唯一合法教皇，教廷設在羅馬，方結束三十年的雲擾。大分裂是“巴比倫的繫

留”的餘波，大大削弱了羅馬教廷的勢力，加強地方教會，種下日後宗教大改

革（Reformation）的根苗。

  雖然教廷遷走後，亞非農人口驟降，繁華大遜昔年，它仍被羅馬教皇遙遠控

制着。樹倒猢猻散，當人們明確地了解教皇不再來，於是那些商人，小販，妓

女，江湖人物，雲遊憎等也煙消灰滅，風流雲散。亞非農從一聲勢顯赫的教皇

城跌落為人口不足六千的鄉村小鎮。剩下來的龐大皇宮，主教官邸也被投閒置

散。漸漸地文物被盜，藝術品流失，無復舊觀。現每年七，八月間亞非農必有

社火大會，教皇宮前大廣場上充斥來自各方藝人，穿了中世紀的服裝，演出那

時代的戲劇和音樂，聊作教皇城的反顧和歷史上的徘徊罷。1791 年，法國革

命分子持武器入亞非農，正式將它撥入法國版圖。教皇城只留得幾座巨型建築

法國雙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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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提醒後人它曾有過光輝的日子。真是“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

思。”徒賺得憑弔者無限唏噓。

  Bart對我說：“美國人有錢而不懂得生活藝術。”我在午餐時做了一件雅事，

我行到市中心 Place de L'Horloge 一露天茶座的梧桐樹下，揀了一面熙攘行

人的桌椅，要了一個午餐，一杯咖啡，悠閒地欣賞這法國小城的街頭景色。渾

忘了自己是遊客；彷彿自己也是法國油畫中市上一小人物。餐後往土庫找洗手

間，但黑漆一片，不辨燈制和馬桶何在，恐怕無的放矢，誤中副車，只有強行

忍住，無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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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煙雲南北路（上）
From Nice to the Pyrenees

  這是八月中一清晨，從地中海吹來的一股暖流輕輕地撫摩着我的面龐，怪舒

服的。我深切理會到兩個多鐘頭後，當紅日高懸空際時，這暖流一定變為灼

熱的風，炙得我汗流浹背。我從高地上鮮紅的天竺葵叢中漫步出來，凝視着那

蔚藍的海，不遠處停泊了一巨型的遊輪。那弧形的海岸線像一彎蛾眉月延展到

天盡頭。十多隻海鷗在撒滿嶙峋亂石的灘上嬉戲。海灘上錯落的小食檔都關閉

了。那一列紅色巨傘下也不見一條人影，兩條廣闊的柏油道上間中有些來往車

子輾過地面上產出磨擦的聲音，打破了晨曦的寂寥。微風拂過那隔絕東西交通

的一列棕櫚樹，枝葉在波動着，和地中海海面上的微浪，共同打着大自然的節

拍。面對着這瀕海大道的一排商店因未到開業時間而重門深鎖。行人道上疏落

地走過一些牽着娃娃狗散步的女人和穿了運動裝作短跑晨運的男子漢。瀕海大

道一連串的房子沿着這弧形的海岸線伸入到地平線最深處，上面遠山如黛。朝

陽照着地中海的海面，反射出萬丈光芒，正是“山翠萬重當檻出，水光千里抱

城來”。我是上午七時許漫步於法國南部名城尼斯（Nice），最富地中海情調

的“英國人散步場”（La Promenade des Anglais）中啊！今日何幸，有機會

在此名滿天下的旅遊勝地徘徊，心情兼備有詩人的寂寞，畫家的透視，音樂家

的孤清，和哲學家的沉思。

  法國第五大城 Nice 廣植亞熱帶翠綠樹木，且冬日可愛，是歐洲人的避寒佳

處。它建城於希臘稱霸於地中海時期，亦一度成為羅馬大帝國的殖民地。1763

年英國的醫生兼文學家 Tobias Smollett（1721-1771）和夫人來此渡假，他發

現潮潤的空氣和溫暖的海水對他的哮喘病治療有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在此居住

了年半，回倫敦後寫了一本法國和意大利遊記，一紙風行，吸引了很多英國貴

族相繼南下逃避英國嚴酷的冬天，有些富庶的英國人甚至在此建立第二家園。

十九世紀很多退休或辭職了在南非，印度，馬來半島…等赤道中或亞熱帶地區

服務的殖民地官員，不能再接受故鄉的冷雪凌霜，都選擇 Nice 作安居終餘年

處。十九世紀後期 Nice 的英籍居民已有很可觀的數目。1895 年維多利亞女皇

御駕駐蹕於此。英僑清除了一部分崩雲亂石，建築了一條瀕海大道，長達三英

里，闊可通八線汽車（向東四線，朝西四線），沿路一旁築了美輪美奐，奢糜

豪華的樓宇，用作畫廊，精品店，五星級旅館。其中最彪炳的是建於 1906 年

的 Negresco Hotel。入門左邊是一大會客廳 Salon Louie XIV，內有一巨型火

爐。四周牆壁掛滿了歷代法王的畫像，是從法國各地的古堡取來的。天花板是

十七世紀風格的橡木條砌合。入門的正中是另一大會廳 Salon Royala。這是一

橢圓形拱形天花板巨房，飾以純金葉塊，地面下厚厚的絨氈相信有世上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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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懸掛着的水晶燭臺是俄國沙皇 Nicolas II 向巴黎水晶名廠 Baccarat 訂

製的。他只訂了兩座，另一座掛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內。這條海濱大道便是

馳名寰宇的“英國人散步場”了。

  1860 年 前，Nice 屬 於 意 大 利 其 中 一 小 國 薩 伏 依（Savoy），Victor 

Emmanuel II 被立為統一意大利之王，Nice 的居民經投票後要求脫離 Savoy 歸

依法國，所以舊城處處仍散射着意大利風情。狹窄的小巷兩邊排着牆壁刷粉備

有小陽台的樓宇，露台上掛滿了剛清洗的衣服，樓下多是小餐室，咖啡茶座，

雪糕店，畫廊，五金舖，雜貨場地…等，街頭巷尾擺着賣花檔口。自十八世紀

未，英國人發現了 Nice 是渡假勝地，俄國貴族跟着接踵而來。歐洲畫家亦認

定此是他們的安樂居。“法國精華遊”（見“法國雙城記”）的領隊荷蘭人

Dr. Bart Pris 再三向我叮嚀：若不參觀其中一些名畫家的博物館，將是一很

大的遺憾。雖然我對二十世紀抽象畫派一竅不通，Nice 是故地重遊，於是聽領

隊之言，往北郊 Cimiez 區去參觀了 Chagall 博物館和 Matisse 博物館。

  Cimiez 區有很多華麗的別墅，隱蔽於高牆後面的花叢中。這兩博物館外型

似富人的別墅。Chagall 博物館只有一層，內藏有出生在俄國的猶太人藝術家

Marc Chagall（1887-1985）的名作。

  正堂陳列了十七幅取材於舊約聖經的油畫。我對畫的欣賞能力很低，尤其是

近代畫，簡直不知所云。在強行自制下，在每幅畫前凝視了五分鐘，只覺得顏

色非常艷麗，紅得刺眼，綠得透心涼。“天堂”內似乎看到些天使的影子，亞

伯拉罕和天使（Abraham et les trois anges）這幅比較現實得多，我還看得

出人的表情。Bart 曾對我說：“鑑賞近代畫不是用眼睛去視察，而是用心靈

去感受。”在這些名畫前，我的心靈逃到哪裏去？我不期然罵了自己一句“笨

蛋！”Chagall 也是一製造彩色玻璃的天才。館內有一房間有教堂的氣氛，天

花板和牆的四角都鑲以彩色玻璃。我在內坐了十五分鐘，默視這些圖案，不

明其所以然，但在這沉寂肅穆環境內，沒有打瞌睡，心境非常的詳和。我想

Chagall 的成功處不單止吸引觀者的視線，而直接和他的內心溝通，館內的顏

色是淡白為主，有很多的透明巨窗，把外面花園的林蔭引進室內，和室內的藝

術陳列融洽，十分和諧。  

  我要乘公共汽車從 Chagall 博物館往 Matisse 博物館去，大約在六個站後下

車。此博物館樓高三層，座落在一很大的園圃內。Henri Matisse（1869-1954）

在 Nice 渡過他最後的三十八年。他是 Fauvism 畫派的宗師，用純顏色將被描

的對象歪曲變形後表達出來。我在他的名作藍色的裸體（Blue Nudes）注射了

法國煙雲南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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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方看出些頭緒。一瞥下似乎是小童的幾筆塗鴉，漸漸看出是一人蹲着雙

腿，張開兩臂坐着。再細細看去，此是一長髮披肩，酥胸隆起的女人。Bart 說

得對：觀現代畫，時間久了，味道自然出來。“尼斯的風暴”繁複得多了。近

看是顏色一團糟。行遠點再一望，這是陰霾密佈下的古城呀！再行遠點仔細看

下去，風雨滿樓，水氣入室，妙絕！ Matisse 亦是剪紙名家，他運用剪刀和畫

筆同樣靈活。館內陳列了很多他的剪紙傑作。我很高興此次有機會在 Nice 參

觀了此兩間博物館。雖然是附庸風雅，總算涉獵了些近代畫。

  Nice 是法國蔚藍海岸（La Cote d' Azur, French Riviera）的首府，有四

條公路東通摩納哥（Monaco），直抵意大利邊界。這些公路沿崖穿山，下臨地

中海，經過無數的渡假佳境，像四條項鍊，把很多珍珠連串起來，高低不平地

掛在瀕海的山上。乘車從 Nice 出發，東行赴摩納哥，沿路風光明媚，地中海

風情，全收眼底。這些路既奇秀，又驚險，稍一不慎，車子便翻崖落山，乘

客也魂斷異鄉。摩納哥王妃 Grace Kelly 在 1982 年香消玉殞於最高的 Grand 

Corniche上。中世紀風格的村落Eze蜷伏在一巨型的圓錐形石上。我們倚危崖，

踏斜級，穿山洞，行曲徑方抵達這村落的中心。放眼極望，地中海波瀾起伏；

見此海闊天空，頓感天地悠悠，世事如白雲變幻，人生短暫，過客渺小。村落

有小徑盤崖下山，到達海邊。當年哲學家尼采（Frederic Nietzsche, 1844-

1900）步此小徑，途中構思了他的不朽之作 Thus Spoke Zarathustra。我當然

沒有尼采的智慧，難免也產生了“常愛此中多勝事，更從何處學無機”之思。

村的頂端是古堡遺址，現植滿各類仙人掌和肉質多汁植物類（succulents）。

  Eze 是一典雅小村，厚厚的磚石牆壁蓋滿了長青藤蔓，無數的歲月就隨着它

們長長的辮條流逝，簷間和梯級盡頭掛了些花綵或葉球。Eze 已算“高處不勝

寒”，上面的公路 Grand Corniche 上的村落 La Turbie“更上一層樓”。殘碑

Trophee des Alpes 矗立在峰頂，這是公元前 51年羅馬征服現今法國的一部落

Gaul 勒石紀功的。睹此遺物，低頭嘆息：

興廢總關情，幸此地湖山無恙，

古今纔一瞬，比當年風景何如？

  日落時回到漁港 Vielefranche-Sur-Mer 晚飯。這是和 Nice 隔着 Alban 山的

漁港，到步時，“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餐室在海旁，清風徐來，

異常舒暢。當晚吃的是全海鮮餐。我總結此地中海名城，綜合了希臘，羅馬帝

國，意大利，法國，英國，俄國…各文化，終成了地中海岸一顆璀璨的明珠。

法國煙雲南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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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 Nice 的那天，遊覽團停在尼姆（Nimes）作兩個鐘頭午餐小息，主要原

因是讓我們有機會參觀羅馬大帝國留下的兩處古蹟：神廟 Maison Carree 和鬥

獸場 Amphitheater。它們被譽為歐洲保存得最完美的羅馬帝國遺物。

  公元前 218 年北非迦太基（Carthage）的漢尼拔（Hannibal）率領象隊，攀

越阿爾卑斯山（the Alps）攻入意大利。雖然最後羅馬滅了 Carthage，羅馬

人醒悟到冰山不能作意大利的天然屏障，於是他們從土人 Gaul 的手中奪取現

今法國南部設置行省，作為意大利的外圍守衛。（法國南部區域名稱 Provence

就是源出拉丁文 Province）。羅馬文化隨着軍隊和移民傳播到此處。神廟是

融匯了希臘和羅馬建築的精神，原來面對一集會場遺址的，現已被現代城市建

設侵蝕，面對着是一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對面一列房宇都是商店和餐室。此

建築風格對後來的影響頗大，拿破崙 The Madeleine 離宮抄襲了它；Thomas 

Jefferson 亦抄襲它營建在 Richmond 市的 Virginia 州政府。鬥獸場設備很完

善，有不同的門戶給不同階級，不同身分的人進出。兼備有大水渠以清洗場內

血跡。座位後面有多條巨型木柱，用來支撐着大帆布幕遮蓋着觀眾於烈日和大

雨外。鬥獸場現仍充作鬥牛場。法國鬥牛大異於西班牙的，武士在賽後不會將

牛刺殺。參觀完此二景點後，我急於找一餐室飽腹，在 Victor Hugo 大道旁發

現一越南餐館；那時我離家已足二星期（在挪威九天，法國五天），要了一碗

牛肉麵，真是饑不擇食，大快平生。

  日落前遊覽車駛入奧德省（Aude）河岸區，遠遠便見到一座碩大的中

世紀古城，巍然地屹立在河邊的高原上。這是盛名馳騁全球的卡爾卡松

（Carcassonne），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是否魔法師將神杖一揮，空中

出現了俠盜羅賓漢時代的古堡？抑或上帝解咒，陸沉已久的古城突然浮現人

間？古城座落在高原上，好像是一皇冠，四周圍以兩道厚厚的城牆。外牆有

二十座瞭望高塔；內牆有二十五座瞭望高塔，它們參差地競刺雲天。長長的

城堞被圓筒冠以圓錐頂的角樓連繫着，這些角樓像倒插着的巨筆。城內教堂

的尖頂和藏兵堡壘的高閣矗立其中，似合唱團中出現了二位聲調特別嘹亮的

女高音。這雄偉的氣氛給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進”的感覺。Bart 率領我

們踏過跨着城壕的吊橋進入城門，那兩扇鐵門和長長的鐵鏈吊閘令人望而生

畏。城內的圓石小路充斥着遊人，街道兩邊商店出賣琳瑯滿目貨物，可見得

Carcassonne是法國的皇牌旅遊城市。城內St. Nazaire教堂內的彩色玻璃窗，

顏色艷麗，宗教圖別出心裁，是法國首屈一指的藝術品。我非常欣賞領隊 Bart

的博學多才；他不厭其煩指出這旅程的精華。他領我們走出一城門，向荒野走

去，當此際天降下毛毛雨來。Bart突然停下來說：“你們回頭看罷”，我依言，

見這古城在煙雨迷濛中，燈光掩映下，更詭異，更淒迷，更浪漫。“回首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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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多少，夜闌霜露又沾衣。”於是我沉醉了。我們有半個鐘頭在城內流連，我

參觀了一小小的中世紀兵器博物館和在一商店買了一六吋長小巫婦作紀念品。

出城時見到一儀仗隊，穿了中世紀武士袍甲，騎着馬，帶上頭盔，手持長矛，

且有一旗手開路，操向城邊空曠地。相信演出中世紀的競技。我本想留下參觀

的，無奈雨點轉大，只好快步回旅館，作沐浴更衣，準備晚飯。路程中再三向

古城回顧，心靈深處響起 Mussorgsky 樂章 Picture at an Exhibition 的第二

段 "The Old Castle"，不自覺地沉吟起來。

  翌日上午十一時，遊覽車駛入庇里牛斯（Pyrenees）山腳下的聖城來德

（Lourdes）。The Pyrenees 是法國和西班牙分界線的崇山。1858 年十四歲貧

家女 Bernadette Soubirous 往河邊石穴拾取枯木作燃料時見到聖母瑪利亞的

異象。以後聖母連續向她顯靈十八次，命她在當地建一教堂。Bernadette 依言

向當地官員轉述，她用的詞句並非一從未受過教育的文盲能表達的。市民對她

的經歷咄咄稱奇，跟隨她到石穴，二月二十五日那天聖母命 Bernadette 下跪

並挖取地上的泥土；有活泉隨着被挖處湧出。人們紛紛取泉水作飲料或用來洗

手。很奇怪患有宿疾的竟因泉水霍然而愈。Bernadette 一生奉獻給神成了修道

女。Lourdes 因此也變為每年吸引過萬香客的聖城了。

　Bart 帶我們先往參觀聖母顯靈的石穴，最大的穴內設有一祭壇，上面巖石

雕了聖母的全身，可及真人高度。有十多人在石像前站着或跪着誠心地祈禱。

石穴外有幾條被棄的拐杖，石穴旁有很多手推車，放滿了被燃着或未燃的蠟

燭。據說這些蠟燭都是香客們購下作奉獻的，我見不到為 Bernadette 湧出的

活泉，只見到山邊路旁一條長長的銅管，有很多水龍關制；人們都向此取水；

我也盛滿了一瓶。此次旅行我沒有甚麼不適，相信是飲了此聖水罷。跨橋越河，

我見到了大教堂，這教堂有三層，其實是三座教堂組合在一處。有三條長長的

尖塔從屋背豎出；中間的最高。建築物旁有條半圓大道盤旋由地面延伸至最高

的一層，此建築別開生面，絕對不是哥德式或傳統法國式。教堂前的空曠地可

容十萬人以上。Bart 告訴我們，在一仲夏之夜，此地人如潮湧，各香客手持隨

風搖曳的蠟燭，非常壯觀；可惜我沒有緣分看到。令我最驚異的，空曠地底，

還有一地下教堂，面積遼闊，設備完善，令人咋舌。可見得 Lourdes 是一宗教

氣味很濃的城市，給我旅行經驗另闢一境界。

　　當天下午四時左右，我們抵達大西洋的海港比亞里茨（Biarritz）。從車

內向外瞧，“任他風雨滿江湖”，這是整旅程天氣最壞的時刻。Bart 向我們宣

佈：“外面刮着大風，降着大雨，本來有個半鐘頭瀏覽此小城的。這樣罷，不

願下車的，隨我往旅館取房休息，其餘的人，我將個半鐘後回來接取你們。”

法國煙雲南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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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車的只有寥寥數人，我當然不肯放過觀光此小城的機會。甫下車，雨傘幾乎

給大風吹翻。我只好收了傘，左手緊執帽子，步向海灘。海灘很長，厚厚的沙，

比 Nice 的亂石堆美得多了。大西洋的白浪咆哮地湧上沙灘，後浪逐前浪，一

浪比一浪高，好不嚇人。於是我領會到杜甫詩句：“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

雲接地陰”的神韻。大雨淋濕了我的褲管，雖然我有雨衣作保護。恐怕因此着

涼，我急忙走入市府賭場暫避，在大玻璃窗後欣賞浪景。Biarritz 是法國的

Basque 族首府，亦是法王（拿破崙姪兒）Napoleon III 妻子 Eugenie 的故鄉。

Napoleon III 夫婦很喜歡來此渡假，所以十九世紀中 Biarritz 成為歐洲貴族

的遊樂場。後來英國人和俄國人發展了 Nice，此地旅遊業轉趨式微，被地中

海的蔚藍海岸取代了。幸好在見到 Bart 前半小時天色稍霽，我可以漫步街頭。

此小城非常典雅，到處種着紫菀和玉繡球。一看手錶時間無多，匆忙走進一糖

果店買了一盒本地土產－ Basque 人製的巧克力。晚飯後我和 Bart 聊天，談的

是他的專長，西洋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內神的存在問題，直至二十世紀的存在主

義（Existentialism）。我靈機一觸，臨場將南宋蔣捷“聽雨”一首詞譯成英

文給他看，當他讀到“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

階前點滴到天明。”不禁癡到；茫然地對我說：“想不到十二世紀的中國，詩

人已了解到存在主義的真蹄，看來我要在東方文化上下些苦功呢！”他將私人

名片送給我；“來阿姆斯特丹訪我罷，我們再多談點哲學問題。”

  次日大清早便起床，匆匆吃罷早餐，趕往車站乘小火車上 La Rhune 山（法

西邊界的 The Pyrenees 臨大西洋的小部分）The Pyrenees 連亙二百七十二

英里，有六十英里闊，從地中海延伸至大西洋，是法國南部的天然堡壘。很

多人說，法國文化到此山停止了，歐洲到此山亦突然中斷。法國這邊是林木

陰森，而西班牙那邊是乾燥的高原。西班牙人種，語言，風俗深受北非的影

響，且被北非的摩爾人（Moor）統治多年。嚴格來說，已不是純歐洲地方。

The Pyrenees 有高達二英里的崇山，很多小村落在它的陰影下都是比較貧瘠

的。山中有很多溪澗急流供應了法國的水源。山的斜坡上滿蓋蔥蘢的樹葉和植

被，高處的草經常隱蔽在密雲深處，因為飽沾雨露，這些草叢綠油油得閃閃發

光，這是最好的天然牧場；幾十頭綿羊徘徊其中。遙遠處見到一 Basque 族的

牧人，頭帶黑色的平頂帽（beret），手持一長杖，彷彿是從舊約聖經內走出

來。更有峰巖屹立在草原上，都是些深棕色或鐵鏽色巨石組成，有些蓋着終年

不溶的皚皚白雪。我們到了峰頂，從火車廂內出來，好似回到冬天，急忙穿了

羊毛冷衫。昨天下了一場大雨，樹葉沾滿晶瑩的水珠，“澗泉含宿凍，山木帶

餘霜。”Bart 領我們行進一山頂餐室，大門內的走道上有一條黃界。Bart 說：

“越過黃界，我們便踏上西班牙的國土了。”我到了一餐檯坐下，Bart 吩咐侍

者送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和一塊入口溶化，味道甜美的鮮蛋糕。我向窗外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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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部分的 The Pyrenees，都被濃霧罩着。Bart 告訴我們，西班牙內戰時，

很多西班牙人從此偷渡入法國避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很多猶太人經此走入

西班牙以逃離希特拉的摩掌。可見得這是偷渡者的渠道。餐室後有一購物場，

出售 Basque 族和西班牙土產，價錢比法國的便宜得多了，我在此買了些平頂

帽等紀念品。

  下山到了火車站，司機比利時人 Tierry 早在遊覽車旁恭候。Bart 命 Tierry

駕車經過 Ascain 等幾個 Basque 族人的村落，順便解說此族的風情和習俗。此

族人聚居在瀕大西洋法國西南和西班牙東北的地區內。在西班牙的族人好勇鬥

狠，時爆出暴烈事件以謀獨立；在法國的族人和平得多了，他們只要求保留本

身的文化，並不冀望脫離法國。我察覺此區的指路牌和鄉鎮名是雙語的，法文

和 Basque 文共用，顯然法國很尊重 Basque 的文化。中午時我們進入漁港 St. 

Jean-de-Luz，地方雖小而歷史卻悠久。大道上的教堂然 St. Jean-Baptiste

是當年法王路易十四迎娶西班牙公主 Maria Teresa of Castile 的地方，婚禮

非常轟動，執政的紅衣主教 Mazarin 贈新王后一萬二千磅珍珠和鑽石作為賀

禮。Maria Teresa 的賢慧淑德揚名歐陸；儘管後來路易十四在外有很多情婦，

但對此元配夫人敬愛有加。她死時法王痛不欲生，哀傷地說：“她一生給我唯

一的煩惱和失望就是她的溘然長逝。”法王夫婦婚禮儀式完成後步出來的教堂

正門，現今已被三合土永遠封閉了。當然午餐就在此漁港內品嚐 Basque 式烹

飪的風味。那鯷魚燒烤的香味在餐館外嗅到，令我垂涎欲滴，食指大動。餐後

本想遊覽這漁港舊城區，見小巷錯雜縱橫，迷離處不下 Nice 的舊城；恐怕誤

了 Bart 預約重會的時間，只有放棄此行，乖乖地回到停車處。



143

法國煙雲南北路（下）
“From Bordeaux to Giverny”

   女詩人 Camille Cassorla 對法國第七大城市，大西洋岸最大港口，河邊古

城波爾多（Bordeaux）有如許頌讚：

　波爾多呀！我多麼冀望深切地了解你，

　探摸着你的脈搏，生活在你的旋律中，享受着你的情懷。

　當我橫越你的方場，在你窄窄的街道內徘徊，在你古舊莊嚴的樓宇前沉思，

　你展開淡淡的歡容，慎重地啟示你的魅力和神秘。

　我要在你的餐桌前淺斟低酌，在你的櫥窗前依戀，

　在你的園林內漫步，日以繼夜地讓我的五官沉醉在你的聲色中。

　我終於明白了，你冷眼地望着走過你面前的人群，

　正如你凝視着流經市內河中的滾滾濁浪。

  Bordeaux 建城於公元前三世紀，是古國阿基坦（Aquitaine）的首都。1152

年英王 Henry II 迎娶法王 Louis VII 離了婚的妻子 Eleanor of Aquitaine，

Bordeaux 遂成為英國的屬土。這從古以來釀酒佳地便成了供應倫敦的酒源；

酒的航運促使它成為大西洋岸的名港。英法百年戰爭後，英國的勢力被逐

出，Bordeaux 回歸法國懷抱。十八世紀此城大興土木，建造了很多美輪美奐

的樓宇，建築家譽它市容的美觀僅次於巴黎。出類拔萃的有市中心的劇場 le 

Grand Theatre。這巨型建築屋頂側有一條長長的門廊；十二支柱上分別雕刻

了十二位不同姿態的音樂女神。我在那陰暗得使我不寒而慄的 St. Andre 大教

堂（其深度可比巴黎聖母院）看到一非常恐怖的油畫；有兩人受鞭笞酷刑，背

後籬笆上掛着三個人頭，頸中的鮮血沿着籬笆滴到地上，草也被染紅了。此畫

怖厲的場面深銘腦海，久久驅之不去，可以反映此城血腥的歷史。

  離教堂不遠的方場 Place Gambetta 就是法國大革命時斷頭台的所在地；

三百人在此丟掉了頭顱，包括神父，賣酒商人，貴族，文人等，大多數都是枉

死者。處決那三百年望族，簪纓之後的前市長兼大慈善家七十四歲老人 Count 

Joseph de Fumel 後激起公憤，方中止了這慘烈的屠殺。現在斷頭台舊址建了

一英國式的花園，當年血跡已洗滌淨盡。Bordeaux 最大的廣場是 Esplanade 

des Quinconces，亦是全歐洲最大的。東面大噴泉是一組雕刻系列，代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的象徵。刻着“正義”，“平等”，“友愛”的口號。噴泉中

央是一圓柱，頂端站着一有翼天使，是紀念在恐怖時期（1793-1795）被酷吏

Robespiene 送上斷頭台的 Girandists 全部黨人，西面臨 Garonne 河有兩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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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是“通商”和“航海”，代表此城的精神。彼時太陽西下，夕照反映在

河面，金光耀目。Bordeaux的古蹟，處處透示出盛衰興亡，慨嘆之餘，吟出“今

日亂離俱是夢，夕陽唯見水東流。”

  離 Bordeaux 東僅三十五公里的中世紀城堡。St. Emilion 是產酒名鄉。淡

灰色的舊屋沿着小丘陵的斜坡密密地排列。我們早上九時許到達這小鎮的小方

場。四邊滿設檔口，我向一小販買了幾罐鵝肝；這也是本地名產。城堡得名於

隱士 Emilion，他在八世紀鑿石營穴而居，後來在他的居處建了一所寺院，傳

說不孕婦人來此求子頗有靈驗。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們只能參觀一十二世紀教

堂，背後的修道院（Cloister）幽靜極了。大有“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

的氣氛。時院內舉行畫展，領隊 Bart 認為破壞了和諧的整體；我認為不妨，

名畫可為河山增點色彩。院後是城堡的邊緣，我可憑欄俯望殘破的舊城牆和城

壕。離開 St. Emilion，我們隨着 Dordogne 河，溯流而上，闖進河谷腹地。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到這寧謐的 Dordogne 河谷是英法百年戰爭的前線，山明

水秀之鄉是當年血肉橫飛的屠場。十四世紀時，鄰近的 Bordeaux 是英國的城

市；我們便明白這裏的干戈不息了。戰爭緣起於 1337 年，法國王座沒有直系

的男性繼承人。英王以母族近親，不客氣地取法國冠冕加給自己頭上。法人不

甘受英王統治，從疏遠的王族中另立一君，於是開始了這百年浩劫的爭奪戰。

戰事結束於 1453 年，聖女貞德（St. Joan of Arc）擁立 Charles VII，鼓舞

法國軍民眾志成城，擊潰英軍，恢復全部失地。在這清澈流水兩邊，矗立了很

多堡壘，一邊屬英國，另一邊屬法國。當一方建一堡壘以窺敵情，另一方必在

隔河築防作針鋒相對，在寸土必爭的持久戰中是有此必要的。歷史籠統稱此為

英法之戰，實情是複雜得多，在封建制度下，王對下的是侯，然後是守土官，

然後是兵士和佃戶。效忠的對象並非永遠一線不動，為着個人的利益，在中層

或下層階級時有變動效忠的對象。

  我們參觀的 Beynac 堡壘，名義上屬法國，其實是地方政治，權力，和獨

立的象徵。只能說在百年戰爭大部分時間，守此堡壘的將士效忠於法王罷。

Beynac 形勢險要，處於一峻峭的懸崖上，遙遠望去金黃色的牆壁似是金黃色巖

石的延續。在城樓上俯望，Dordogne 河了然入目，不單止是岸邊原野行軍，甚

至順流而下的舟楫也偵察得很清晰。

  除了堡壘外，河谷還有很多引人入勝的景物。建於挺立在岸邊危崖的山城 La 

Roque-Gageac，樓宇像級田般重重疊疊，層次井然。Dordogne 河流域有很多洞

穴，裏內有原始人留下的壁壘。我們午餐小息去處是 Les Eyzies 毗鄰這些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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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村內有一頗有名氣的博物館，解說河谷盤古時代的情況。我因時間不充裕，

沒有進去參觀，只在大街買了一客三文治，一瓶橙汁，漫步走向河邊密林處，

坐在草地上悠閒野餐，別饒詩情畫意。

  晚上投宿於小鎮 Brive。城市設計像一蜘蛛網：一組同一軸心而不同直徑的

大圓圈作主要街道，又有多條街道從軸心幅射出來至各方。市內有一大教堂

St. Martin，座於軸心正中。剛巧那時市政府大廳展覽中國山水畫，在法國碰

上故國文物，確是難得機緣。旅館位於最外的大圓圈的街道上，是莊園式。居

室面積很大，除了睡房，還有書室（備有檯椅），會客廳（備有沙發，咖啡座，

和電視），浴室有一大浴缸，和洗手間分隔開。是夜晚飯是燭光影照下的地方

風味餐。餐室一角有一鋼琴家和小提琴家合奏古典音樂作背景，生活藝術，能

越此乎？飽餐後出來散步，街道靜如止水，不見人影。涼風習習，繁星拱月，

真是“殘曙微星當戶沒，澹煙斜月照樓底。”

  早餐後，我們向 Dordogne 河流告別，上午在瓷都 Limoge 流連了一個鐘頭，

參觀了一製造瓷具廠。此地出的袖珍盒子，色澤光艷，造型小巧，設計新穎，

素來為收藏家的獵物。我見到一盒子上面站着一白天鵝，拿來一看，愛得不忍

釋手，於是買下來。誰知挑起了我的收藏慾，回家後又多買了八個。午餐後

遊覽車開入 Loire 河流域。河谷地區點滿了文藝復興時代王室和貴族營建的

別墅（Chateau），豪華瑰麗，飲譽人間。遊覽團選擇了 Chenonceau 為參觀

對象。此別墅是法王 Henry II 在十六世紀中（1546）贈給他的情婦 Diane de 

Poitiers 的。為了明瞭此別墅的背景，我有對這風華絕世的一代尤物作一簡短

的介紹必要。

  1514 年 Diane 十五歲時下嫁給 Normandy 的省長 Louis de Breze，誕下兩

名女兒。1522 年她的父親涉嫌參加作反集團瑯璫入獄，被判死刑。她為營救

父親，多番設法私下和法王 Francis I 會面。Francis I 稟性風流，愛拈花惹

草，用一紙赦令買取和 Diane 的一夜溫存。從此她和法國王室攀上了曖昧的關

係。1531 年丈夫去世，她索性搬入了 Francis 的離宮，成為御駕隨行隊伍中一

要員，她喜愛穿黑衣作哀悼亡夫，配上金色的頭髮，更使她艷光四射，成了宮

庭內眾所周知的風流寡婦。Francis 委任她為太子的導師，改善太子的儀態，

那時她已進入三十六歲的狼虎之年，而太子僅是血氣方剛的十六歲小子，兼授

房中術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在 Diane 的薰陶下，太子從一位沉默膽小的青年蛻

變成為尊嚴穩重的法王 Henry II。他沉迷於 Diane 的魅惑，把王后 Catherine 

de Medici 冷落了。那時的女人老得很快，三十五歲後牙齒開始脫落，面上顯

出皺紋，身段轉癡肥，而 Diane 呢？因為她戒吃甜品，節制食量，每晨必作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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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運動，勤於沐浴（那時代人稀有此習慣），年屆五十，青春長駐，身段保持

得很苗條，皮膚仍滑嫩，前胸挺起，步伐婀娜。頭髮雖有少許灰白，但她衣着

仍以黑白二色為主，不多加修飾，更顯出成熟的風韻。她很明白自己的身分，

Henry II 苦纏着她，她倒勸法王和王后燕好。Catherine 因此生下六兒女為王

室傳宗。當王后患了猩紅熱症，Diane 呵護在旁，細心調理直至王后復原。王

后和她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Catherine 常對人誇耀：“世間女人很少像我，

愛屋及烏，愛丈夫而及丈夫的情婦。”Chateau Chenonceau 是 Henry II 對

Diane 示愛的禮物。Diane 成為別墅的主人，大加修飾，增設園林，今天我們

還可隱約看到這一代名女人的手筆。Henry II 在三十八歲的英年和部屬武士比

作比武遊戲，不幸被長矛刺傷眼睛，不治去世。那時 Catherine de Medici 方

露出猙獰面目，將 Diane 從 Chenonceau 逐出。Diane 行年五十八，黯然返回舊

居。絢爛的生涯轉歸平淡，默默地終其餘生。這是一段很富傳奇色彩的愛情故

事。

  我在雲霧繚繞那天，來到 Chenonceau 前。我見到一座古堡遊離地在 Cher 河

的銀色水面裊裊升出。這是童話世界的幻想啊！在這巨形建築物的四角，矗立

着四座尖塔，圍繞着這別墅是修理得很整齊的園林，面積廣袤，一望無際。別

墅的特徵是那橫跨 Cher 河的三層高長廊，在陰雲密佈的一天，黑黝黝的河水

宛若城壕的大渠，保衛着雪白的古堡。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河水變成了一泓銀

池，反映着整座古堡，在水中浮動。別墅內有很多廳房，掛滿了綿繡織氈，牆

上釘着很多油畫，其中有些是 Diane de Poitiers 和 Catherine de Medici 的

肖像，好像告訴我們十六世紀的別墅主人尚未離開人間。我行到那跨越 Cher

河的長廊，兩邊擺了好幾盆葵類植物，地面是鑽石形的雲石，黑白兩色的合砌。

大玻璃窗外河邊的花樹湧進眼簾，室內外景物在此渾成一體。突然空間響起文

藝復興時代的音樂，長廊內有數對男女遊客，竟翩翩起舞。我彷彿參與了十六

世紀的豪門盛宴。長廊是 Diane de Potiers 設計的。

  我們離開 Chenonceau，北行抵達 Loire 河岸。Tierry 將車子在 Amboise 市

隔河北岸空地上停下來。Bart 解說：“河的對岸是 Clos-Luce 別墅，是文藝復

興時意大利名畫家 Leonardo da Vinci 晚年隱居之處。Francis I 請他來法國

居留以振興藝術頹風。他晚年有很多傑作，現陳列在別墅改成的博物館內。你

們站在河邊能清楚地看到這博物館。河邊有 da Vinci 坐着的巨型石像。傳說

人們若在石像的膝頭坐上五秒鐘，一定找到如意的愛情。黃昏時市民帶了他們

的愛犬在河邊草地上嬉戲，所以草叢暗伏了很多機關，你們步履分外小心，若

將臭氣帶回車子，將成了全團的罪人。”話剛完，有人在車後大聲地說：“若

找不到愛情，先踩來一腳狗屎，豈不是糟糕。”全車人大笑，團友排隊輪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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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 Vinci 的膝上拍照。我察覺到這石像是裸體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文藝前

鋒竟露出不文之物，確是人生一大諷刺。當晚留宿在 Tour 市一旅館，我們要

早些兒休息，翌日有很豐富的節目。此旅行有點像唐詩形容的：“曉發獨辭殘

月店，暮程遙宿隔雲村。”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

  這是我首次從海邊看到 Mont St. Michel 的印象。這位於法國西北，在

Brittany和 Normandy邊界上的大西洋海島，是最寶貴的全人類文化遺產之一。

“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海氣來。”大西洋上空時常刮風，此島終年被一

層薄霧蜃氣縈繞着；島的四周白浪洶湧，好像海潮要將它吞下去般。這情景給

Mont St. Michel 加了一張神秘的面紗，產生了不可抗拒的魔力。島上的寺院

自八世紀以來已經歷了千多年的風雨，目睹人間無數的政治浪潮。十二和十三

世紀 Benedictine 僧旅駐足此地，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香客；他們行經千山

萬水，歷盡九磨十難，好不容易抵島上的寺院。最危險的是島和大陸間不可測

的流沙和無定期的潮汛。很多香客都在此陸沉或淹沒，命喪他鄉。香客的生活

是很艱辛貧苦。沿途沒有衛生設備，一路上風餐露宿，拾取些殘羹剩餚充飢，

除了身上襤褸衣服和腰帶內些許銅幣外，便一無所有了。他們所到之處，既

受人尊敬，又給人恐懼。因為長期流浪街頭，一定帶來可怕的疾病，是疫症的

源頭。能安全踏足 St. Michel 島上的，為數甚少。最可憐的是那批未足十五

歲的兒童香客。很多是貧家子離家冒險，有些是父母送他出外祈福，保佑家鄉

免於兵革或疫症的災難，有些是貴族或富有商人的子女，因家庭環境複雜，憤

而出走，義無反顧。他們離家時都滿懷興奮，抱着幻想。路未走及十分之一，

很多兒童被人拐賣去了；男的送到遠處作奴役，女的被陷落妓寨。其餘的或被

捲入地方鬥爭慘被屠殺，或因飢寒疾病，倒斃街頭。能回故鄉，重睹雙親慈顏

的，萬中無一。我們這些二十一世紀的遊客幸運得多了，乘遊車跨越那人築的

長堤，施施然直抵Mont St. Michel的邊緣。寺院的確是巍峨雄偉，名不虛傳。

唯一的劫難是入門處前擺了一條長達半里的人龍。

  當天下午，我站在第二次大戰時聯軍在諾曼第（Normandy）海邊登陸的一部

分 Utah Beach 上。這是美軍冒着鎗林彈雨搶灘處，我凝視着茫茫大海，有無

限的感觸。海灘背後是些高地，當年德軍的炮火都安置在那裏；只有一紀念碑

述及這扭轉世界大局的戰事。Saving Private Ryan 電影內一幕幕血花飛濺，

驅體糜碎的鏡頭浮現在腦海。美兵在毫無保障下以血肉之軀承當高地上堅城的

利炮，這是人肉磨坊啊！據統計，諾曼第登陸戰陣亡的士兵超過十萬。聯軍統

帥 General Dwight D. Eisenhower 因此一戰威名震天下，後來順利地登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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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寶座。“一將功成萬骨枯”此話不虛也。

  我們跟着參觀陣亡美軍墳場（Colleville-sur-Mer）。近入門處有一半圓形

的樓座；樓身是一組長長的支柱。樓側石碑上刻着諾曼第登陸行軍地圖。拱形

紀念廊的開朗處豎了二十二呎高的青銅碑；上面刻着“美國青年的靈魂在海浪

上升起。”對着是一望無際的草地，上面插着一行行的十字架，這是陣亡兵卒

的長眠地。墓碑平放在草地上，羅列得很有秩序。除了猶太裔插上大衛之星外，

其餘墳墓全插上十字架。我徘徊其間，默默沉思。

     煙雨凄迷，萬里名山凝血淚；音容寂寞，一灣流水盡哀聲。

  Bart 述及一頗動人故事。1994 年他領團到諾曼第陣亡美軍墳場，團中有

七十多歲的 Bryant 夫婦請求他協助尋找 Sergeant James Clarke 的墳墓。原

來五十年前 Bryant 是 Sergeant Clarke 同袍僚屬。在戎馬戰亂中，士卒同甘

苦，二人遂成莫逆之交。諾曼第登陸戰時，Sergeant Clarke 身受重傷，彌留

時將手寫的遺書交給 Bryant，囑咐他若有幸生還，回美國家鄉，親手交給他的

妻子。Bryant 戰後依言見到了 Sergeant Clarke 的遺孀，二人對這死難英雄的

懷念產生了共鳴，因此結成夫婦。五十年來夫婦倆將此傷心往事隱埋在靈魂深

處，直至現在為了紀念諾曼第登陸戰後五十年，首次蒞臨法國，要在 Sergeant 

Clarke 墓前弔祭致哀。Bart 將此故事轉述給墓地管理人，他帶他們三人到

Sergeant Clarke 墳墓，且備有一桶濕泥隨行。管理人將泥倒在碑上，並用鏟

稍作清理；碑上的雕名更為顯著。Bart 為這涕淚縱橫的老夫婦在碑前合拍一照

留念。

  英軍紀念陣亡戰士墳場另有一番景象，設計比美軍的簡單得多。每墓都有一

簇鮮花，碑上除了名字外，刻着警句一。例如：

在世界中，你是一個數目，在我心中，你是整個世界。

你為我們而死，將來我有為別人而死的機會嗎？

我們終有明白的一天。

這些警句確能啟人深思。

  離開諾曼第戰區，我抱着沉重的心情踏入小城 Bayeux。這小城是一農業中

心，有二千年的歷史，市內有法國各時期風格的建築。最珍貴的歷史遺物是一

長達 23 呎，高達 20 吋的刺繡畫卷。這畫卷細微詳盡地繡出 1066 年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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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queror 從諾曼第出師，橫渡英倫海峽，征服英國的戰爭 Battle of 

Hastings。

   William 誕生於 1027 年，是諾曼第侯 Robert the Devil 的長子，他的表

兄英王 Edward I 去世後，英國爆出內戰，Edward I 遺命他繼承英國的王位。

於是他起兵平亂，在 Hastings 他射殺僭取王位的 Harold，登上倫敦的寶座。

他駕崩於 1087 年。他在位時勵精圖治，隨行的 Norman 官員都是出色的行政人

材。英國在他的任內，欣欣向榮，呈現出中興局面。從法國去的 Normans 和英

國本地土著 Saxons 溶化後產生了後來的大英帝國。這畫卷是 William 的異母

弟 Bishop Odo 委工匠群織成紀功的。恰在 1077 年 Bayeux 大教堂開門典禮時

竣工。雖經歷了九百多年的歲月，羊毛原料仍保留鮮艷的彩澤。畫卷繪出中世

紀的日常生活，民間傳說，和神話中的怪獸。手法頗類似現在的漫畫集，僭王

Harold唇上有一小鬍子，眼睛時常轉動，儼然一奸雄扮相。William道貌岸然，

凜凜大義，絕對是一英雄，我們帶着耳筒，聆聽英語解說，在畫卷前漫步一周。

看罷畫卷，日已西沉，我們赴旅館晚飯，就在此地居停一夜。

  次日遊覽車要在中午前開回巴黎，當天還有一很完美的尾聲。上午在小鎮

Giverny 小息，參觀了畫家 Claude Monet（1840-1926）的故居。Monet 享壽

八十六歲，自 1883 年在此生活，直至 1926 年逝世。我們沿着一小徑穿過地底

隧道進入花園，焦點是一狹長的荷塘，有一日本式的拱形小橋橫跨荷塘中心；

小橋欄杆纏着紫藤花的葉條。四周植些垂柳，柔軟的枝彎彎地觸及水面，間中

雜了些大杜鵑樹。塘邊還有涼亭和小徑，徑上蓋了被長青藤蔓鋪滿的木格子遮

陰。塘中蓮葉蓬蓬，粉紅色的蓮蕊在墨綠叢中冒出。一小漁舟停泊在一邊，而

一角呢？“留得殘荷聽雨聲”了。

  Monet 故居入門處有一畫室，是他生前畫巨畫荷花處，現改為出售關於他的

書籍和他的畫影印本地方。有沙礫小徑引進他的二層高主樓，樓下廳內陳列了

很多他的名畫抄本。原畫珍藏在法國各地博物館和畫廊內。我很容易地接受和

欣賞他的傑作。他不像 Chagall 和 Matisse，不屬於抽象派；我不用思索便辨

出他畫的對象。睡房掛滿家庭照片和親友的畫，樓上展出日本友人尤其是畫家

Hokusai 和 Hiroshige 的贈品。其中一幅黃菊花且題有中文詩二句：“凌霜留

晚節，殿歲競春華。”Bart 見我在此畫前看得出神，苦苦要求我將此二句詩

譯成英文；他可以共賞。他讀罷微笑點頭：“蠻有意思，尤其是送給 Monet 這

八十多歲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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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讀了一篇寫得很好的巴黎遊記，但其中一些評論令我很不舒服。說

“法國人稟性柔弱，自拿破崙後，從沒有打過勝仗。”我要講一句公道話，作

者似乎沒有熟讀法國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兵士守着 Verdun，抗拒德

軍如狼似虎的凌厲攻勢。法軍拼死守着，和德軍展出戰壕拉鋸戰，歷時三年，

德軍不能越雷池半步。法軍拼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決心，犧牲了三萬多青

年的性命，國之精華，盡此一戰。Verdun 的防衛戰，法國重創德軍元氣，算

是打勝了。但此戰潰散了法國軍人的靈魂，震撼了民族精神的正義。當第二次

大戰時德軍繞道荷蘭，比利時，包抄在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後攻陷巴

黎，當年死守Verdun的名將Petain只好和希特拉作城下盟，雙手將法國奉上。

寫到此處，這三篇共達二萬多字的法國遊記可以作一結束了，雖然還未包括巴

黎。未知我螳臂之力，能駕馭寫巴黎遊記的載重車否？



151

柬埔寨之旅（一）

劫後的國都

  11 月 10 日清晨，輝社同學和家眷，一行四十二人，帶著惺忪睡眼，漫步踏

出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金邊導遊林龍，是一位身型健碩的中年人，他是柬埔

寨土著，祖籍廣東潮州，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他帶我們踏進旅遊車，車子在

公路上奔馳；目的地是金邊郊區的湄公河 Mekong River 岸邊一碼頭。這碼頭

非常簡陋，只不過是一沙灘地區，河邊泊了一兩邊洞開的大艇，大概這就是我

們遊河的工具了。我在這「遊艇」中坐在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背後。秉權回轉

頭向我說：「你瞧，這船沒有水泡、救生衣的設備，若在河中有意外，怎麼辦？」

我是屬於「石沉大海」級人物，全不懂泳術，若船有沉淪之禍，定遭滅頂。

  逆水行舟，前進的速度異常緩慢。清風撲面，驅走了各人的睡意。事緣昨夜

慶祝金禧，擾嚷了一整夜，沒有人好好休息過；為

了乘從香港赴金邊的早機，天未光便要起床，收拾

行裝，準備出發。吹來的涼風更沖淡了熱帶的暑氣，

給我一個錯覺：柬埔寨的天氣，我總受得住，怎知

二天後，在吳哥窟叢林內，熱浪翻騰，潮濕蓋身，

整天汗流浹背，飽受煎熬之苦。湄公河的河面遼闊，

濁浪滾滾。兩岸都是蔥蘢蒼翠的熱帶植物，環境寂寥得很。偶然見到一座高棉

廟宇，點破了單調的場面。一位農夫拉著或騎著大水牛，給這靜止的鏡頭創造

些許動態。方鋒培對我說：「幾個月前，我遊多瑙河，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

兩岸景物，令我看得眼花瞭亂，這裡甚麼也沒有。」此話我不全部同意，湄公

河的野性不馴、粗獷、奔放，別具一格。這是世界上第十二大河啊！它源出於

中國青海和西藏間高山中。流經雲南省時被稱為瀾滄江。六年前我參加輝社張

家界、四川、雲南之遊。曾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住了兩晚。一日從景洪出發

往勐侖的熱帶植物公園，沿著瀾滄江上橄欖壩，一路嫵媚的

農村景色，深印腦海。相信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蕭沛錕、

張小桃夫婦和方鋒培還記得很清楚。我們今天遨遊在湄公河

上，這是瀾滄江下游，此河曾流過或夾雜和挾攜祖國的土壤，

抵達柬埔寨，畢竟是長路遙遙，殊屬難得，說起李白詩句：

「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親切之情，油然而生！

  瀾滄江離開中國境，成了湄公河，在寮國和緬甸的急流險灘，在寮國南部

Khone 瀑布猛劇下降，進入高棉平原，激動的水花漸趨寧謐。湄公河在金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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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成三條支流，二條再南流出海（即湄公河下游和

白適河 Bassac），另一條支流是洞里薩河 Tonle Sap 

River 北折入洞里薩湖 Tonle Sap Lake，這是東南亞最

大的淡水湖。洞里薩河是匯入河還是流出河呢？這身份

視季節而定。在雨暴潮漲的期間，湄公河飽滿溢瀉的河

水從洞里薩河北流入洞里薩湖，所以湖的面積時大時小，膨脹時緊貼邏粒市

邊，在乾旱的期間，湖水從洞里薩南流回歸湄公河。洞里薩湖是湄公河很理想

的水量調節器，既防江洪泛濫之災，又可紓解枯旱缺水之苦。金邊很自然成了

三河會合，四臀交流的內陸港口，亦是甚為富庶的魚米之鄉。自 1432 年吳哥

王朝遷都此，已具有城市規模。雖屢經戰亂摧殘，金邊作為近代高棉的政治中

心，屹立不移。

  船行了個多鐘頭，在湄公河河心一島邊停泊，林龍領導我們一行人，魚貫登

島上一小丘，在一涼亭休歇。亭內有一年約十二歲的女童，出售各種紀念品，

頭巾、披肩、小手袋⋯⋯ 等擺得琳瑯滿目，處處皆是。這一回，女同學和社

嫂們可忙了，紛紛採購。已是時近中午，腹如雷鳴。林龍率大眾往附近一傣式

竹樓吃午餐。樓高二層，形式類似六年前我在西雙版納見到的（請參閱雲南遊

記）。樓上是自助餐，有多樣高棉菜式。飯後又到一劇場欣賞高棉民族舞蹈。

劇場和竹樓有小徑相通，林蔭蔽日，幽邃離塵。這湄公島午餐確是柬埔寨之旅

一很好的前奏曲。

  回市區因順流而下，行舟快捷得多。我們參觀兩處和高棉歷史有密切關係的

景點：

（一）寶塔山 Wat Phnom 只有二十七公尺高，是人工堆積的，成為金邊市區內

最高的山丘。山上是柬埔寨第一座佛寺，紀念一農婦名為邊夫人（Penh）的。

古老相傳，1372 年，金邊地區為洪流淹沒，邊夫人發現大樹幹漂流。她和幾

位婦女打撈上岸，在樹幹的洞內找到一尊石佛像和四尊銅佛像。她到處募捐，

請人協助，在家門不遠處築了一座小山，山上建一寺門供奉這些佛像。後來市

民尊敬邊夫人的虔誠，就將小山喚作 Phnom Penh，即邊夫人的山。華僑因為

Phnom 和粵語的「金」音近，小山就成了「金邊」，這是建城的由來。雖然金

邊建城的歷史不及羅馬、華

盛頓、西安、日本京都⋯⋯等

的輝煌。但它，像現在的市

容一樣，自有其純樸、可愛

之處。參加「趕鴨仔隊」式

柬埔寨之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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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時間不容許我上山觀摩佛寺內的文物。山下的廣場是頗熱鬧的，擠擁著

乞丐、頑童、賣飲料的婦女，和手持籠中鳥的小孩。後者向遊人搭訕，說「我

佛慈悲，施捨少許，放生罷！」若給小孩一點碎紙幣，他果然將籠打開，小鳥

向天空飛翔而去。遊客可不知道，這些小鳥受過訓

練，不久便飛回主人的籠內，小孩又可作第二單生

意了。雖然跡近欺騙，總比在西班牙、捷克 .等地，

小孩加入扒手集團，竊取遊客財物好得多。為了生

計，弄這些小戲法，博取一笑，於事無傷。

（二）獨立紀念碑，建於 1958 年，風格是仿吳哥

窟的大塔。1953 年，柬埔寨脫離法國殖民統治，舉國騰歡，這是柬埔寨歷史一

大里程碑。1958 年被改為勝利紀念碑，紀念陣亡或失蹤的高棉人。塔高七層，

最頂五層周圍飾有二十個納伽 Naga 蛇神（直立著的眼鏡蛇）頭部的土雕像。

此塔自遠處瞭望去，宛若燦開著的蓮花。紀念碑的周圍是公園化的獨立廣場。

碑矗立在兩大道的交义處，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我們都在大路對面，遠遠觀

望，只有潘福輝用上乘輕功，避開車輛，往塔的底下，作近身拍照。後來我方

知道他是製作柬埔寨之旅的錄影碟。

  當然王宮是柬埔寨的皇牌景點。王宮內有大小宮殿二十餘座，為黃色的城垛

形圍牆環繞著。王宮在洞里薩河畔，每一宮殿豎著八角塔尖琉璃瓦頂，甚為醒

目。王宮完成於 1919 年，有近百年的歷史。最值得參觀有兩部份：

（1）君王御座 Throne Hall，新國王在此舉行加冕儀式，這亦是國王接見和

招待外國使節之處。紅色高棉 KhmerRouge 執政時，在此有不能彌補的破壞。

屋頂是模擬吳哥窟巴戎寺 Bayon Temple 的四面佛，五十九米高的塔。大廳內

有御座二：分為王和后所用。四壁的圖畫是基於印度教中 Ramayana 的故事。

毗鄰是拿破崙亭 Napoleon's Pavilion，這座法國式的建築物處在高棉式的

建築群中，有點不倫不類。這是在十九世紀時，法國 Napoleon III 的皇后

EmpressEugenie 送給柬埔寨王 Norodom（在位期間 1859-1904）的禮物。現存

放著王家私人物件如肖像、餐具、勳章 ⋯ 等。

（2）銀閣 Silver Pagoda，這是所有宮殿中最寬宏和奢華的，特點是在地板

上蓋滿每塊重達一公斤的縷花銀磚，總共用了五千塊銀磚。這是命名銀閣的根

由。陳設中有一重達九十公斤的金佛像，全身鑲嵌了九千五百八十四顆鑽石，

尤其是胸前的一顆，大及二十五克拉，這應是銀閣中最珍貴的寶物。另外還有

一尊高約二尺的綠玉佛，是用整塊翡翠雕成的。閣內還有純金的大、小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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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金壁畫，歷年來各國元首訪柬埔寨時的贈品等。出來時瀏覽了御花園。琪花

瑤草中雜有很多珍品蘭花。我特別感激霍秀森、胡露施兩位同學，替我拍了好

些紀念照片。

  晚飯在白適河餐館。這海鮮自助餐是全旅程最精美可口的。常見的貝殼動物

齊備，魚、蝦、蟹品種有多類。乾燒巨型蝦尤膾炙人口：肉多、汁多，鮮味爽

脆，齒頰留香。霍秀森說：「回家告訴親友，柬埔寨之行，最欣賞的是各式烹

飪，此話氣死文化界人物。」我有切身證明，此行使我的肚腩漲成像大佛般。

三河流經金邊和北部的洞里薩湖，都是盛產海味的。所以此雖是內陸城市，山

珍海錯，不遜於海洋邊緣的港口。夜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樓高十五層，

是金邊唯一摩天大廈。地處城南新區，毛澤東大道旁，離市中心頗遠。我沒有

機會逛設在洞里薩河旁之夜市，是此行的遺憾。

  早餐後林龍率領我們往鐵棉市場（亦稱中央市場）購物。這是很巨型的拱頂

建築物，有類中東地方的神殿，裡內包羅萬象，售賣珍珠寶石、古董錢幣、假

名牌手錶⋯ 還有各類食物，花樣繁多的服裝、家庭用品、折花和盤景等。舖

位小小的；行人道窄窄的；人頭擠擁著。龍基逸、梁美蘭夫婦幫忙我，買了三

件不同顏色的 Polo Shirts，五美元一件，十分便宜。我本想多買，但行李箱

要預留空間，放置三藩市輝社金禧時需用的道具，只好作罷。林龍告訴我們：

用洗手間的，最好在此地解決，入門費是高棉幣五百分。我和潘文熙（他沒有

高棉幣）向指定方向走去。地面很濕，行近目的地時，一條小川在裡內源源流

出來。我給守門人一千分紙幣，解決後，見到一婦人手提一大桶水，倒向地面

沖洗。步回市場時，數位女同學和社嫂迎面而來，我告訴她們：地面上的小川

含的化學成份。。嚇得她們，鞋底免沾污水，毫不猶豫地掉頭而去。

  高棉的歷史染著血淚斑斑，尤以上世紀七零年代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為甚。

1975 年 4 月 17 日 Pol Pot 領導紅色高棉 Khmer Rouge 軍隊開入金邊，推行了

一系列的極左的社會變革。他們將首府和各省會的人口，包括老病弱殘，強迫

遷往農村。這些流離失所的人群，像奴役般被編成小組，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

時以上，稍有不從或不順便被處死。紅色高棉取消貨幣，停止郵政，斷絕國家

和外界聯繫。Pol Pot 用最殘忍的手段清洗實際或理想的敵人。在這血醒鎮壓

下，成千屢萬人便被無辜犧牲了。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共三年八個月零二十一

天，被屠殺的人數約二百萬左右。此外饑餓和疾病奪去了上百萬人的生命。這

樣濫殺同胞，人類歷史上是很稀見的。1979 年越南武裝部隊推翻了紅色高棉在

柬埔寨的罪惡統治，並在金邊扶植了一個親越政府。金邊一片荒涼，「田園寥

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柬埔寨之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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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博物館是紅色高棉殘暴和野蠻的見證。我曾參觀過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

念館和波蘭 Auschwitz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拘捕猶太人的集中營，都是很

震撼人心的陳設。金邊的監獄博物館展出的慘無人道，不下於前二者，而受害

者幾乎全部是自己的同胞。紅色高棉執政人的心狠手辣，比當年的納粹黨德軍

尤甚。

  博物館的前身本是一高中學校校舍，四棟樓房圍著一庭院。地面有兩列共

十四座墳墓，長方型呈純白色。越南軍在 1979 年 1 月 7 日攻入金邊時，監獄

守衛匆忙撤退，將正在被嚴刑烤問的十四名人犯立即處決。這些墳墓就是他們

的長眠處。

   四棟樓房的課室都被改成牢房。我們只參觀了三間，房間內有一張鐵床和

各種刑具。牆壁和天花板仍保留鮮血飛濺汙著的痕跡。房的一角有一大鏡架，

鑲滿了遇難者受害前的照片：男女婦孺兼長者都有。我見到些數歲大的照片，

不覺黯然神傷。未知罪孽何在？生命未開始便遭摧殘扼殺。牆邊隱晦處有一照

片，更令我觸目驚心：是一用骷髏頭砌成柬埔寨形狀的地圖。三條境內大河用

紅絲帶穿在頭骨中間，隱喻血流成河之意義。紅色高棉的記憶甚為周詳。除了

照片外，遇難者的年齡、背景、職業、家庭都有登記。死囚中有農夫、醫生、

工程師、教師、學生、僧侶、軍人、政府官員、外交官、還有少量外國人。紀

錄記載殉難有三百萬人，十四萬成為殘廢者，二十萬小孩成了孤兒，六十五萬

家庭、學校、醫院、寺院被摧毀。單是這些數字，聽起來便令人不寒而慄。紅

色高棉三年多統治，金邊城為之一空。

  林龍又說，很多華僑均在此役被犧牲，剩餘都往外國如越南逃生。他自己也

隨父母走往越南，那時他很年青。紅色高棉的軍隊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野獸，有

些還啖人呢。那些吃過人肉的都有剛直的頭髮，滿面通紅，眼射凶光，賣相異

常恐怖。

  往機場赴暹粒前還有點時間，我們被領往一國營紀念品商店以填補此空白。

這裡賣出產在緬甸、柬埔寨邊境的紅寶石、藍寶石為主。黃笑珍、李郕材嫂郭

慧珍、應義勇嫂陳麗蘋都是寶石的知心老友，所以在此大顯身手，頗有斬獲。

伍綱常要物色一佛像放在書桌上。我和他選擇了木雕的佛像頭。這可引起我的

興趣，回三藩市後買了一綠晶小佛像，可惜不是柬埔寨的產品。

  三天後遊覽了吳哥窟後從暹粒飛回金邊。本來旅程表編排往郊區參觀鐘屋屠

場的，那是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大幫屠殺和掩埋平民的場所，有很多人在那裡

被生葬。陳設中有馳名國際的骷髏陣。團中有幾位同學認為看完監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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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情緒低落，鐘屋屠殺場可免了。樓永靜提議往國家博物館去，那些寶石知

己要返回國營商店作第二次交易，於是兵分二路。我是往國家博物館去，這是

1917 年法國人用紅磚模仿高棉式建築的。館內蒐集高棉雕刻甚富，從吳哥期前

（七世紀）至吳哥期後（十四世紀）。每期間的藝術品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從

服裝、髮型、裝飾品可以辨認出來。早期的雕刻深受印度的婆羅門教的影響。

後來的便加入佛教的成份，十三世紀後尤著。精華包括西元前六至七世紀時期

的八臂文殊菩薩像。國王 Jayavarman VII 坐像（1181-1218），他正在低頭沉

思。館內還有很多陶瓷和銅器，亦有從吳哥窟搬來的巨型石靈珈（男性性器

官）。但那原在吳哥城瘋王臺上的麻瘋王雕像，我卻見不到，可能在樓上。

  驟然看來，金邊是一平淡無奇的東南亞小城，但慢慢地便體驗到它的神秘和

魅力了。它曾有過風光而輝煌的歷史。七零年代的哀傷和血淚製成混亂和消

沉。在劫後餘灰，滿目瘡痍中，金邊掙紮地爬起來。今天它在十字路口上徘徊。

這是一滿有活力的城市，邁步前進的腳步仍拖著歷史給它的負擔和枷鎖。遼闊

的大道點綴著精美的殖民時代建築物，但轉角便見到殘破不堪的樓房，和滿佈

孔洞的路面。河邊和中央市場的蓬勃商業顯露出它的繁榮，同時街角的殘疾人

（多被地雷所傷）和行乞小童反影出它的貧困。

  很多遊客直接從香港或曼谷等地飛往暹粒去遊覽吳哥窟而忽略了金邊。或將

金邊用作轉接站，在機場稍作逗留便飛走，這是錯誤的選擇。作為旅遊城市，

此劫後名城自有其獨特風格的。況且金邊華僑甚多，美食不可勝計。

柬埔寨之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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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古城

  去年世界各地人民投票選出新七大奇景，中國萬里長城、約旦 Petra 古城、

印度泰姬陵⋯ 等入選，應毫無異議。但巴西里約熱內廬的峰頂基督像便引起

議論紛紜。若我有份投票，必定以柬埔寨的吳哥窟取代之。暹粒市叢林內吳哥

窟寺廟遺跡，雄渾的氣勢，華麗和宏偉的建築和佈局，精美和細緻的雕刻藝術

及技巧震驚世界。這奇景應是毫無疑問首選之一。暹粒在金邊之北約三百公里；

飛機航程是半小時。往吳哥窟遊的旅客多以暹粒

為居停處。吳哥窟是市北森林內散佈於四十五平

方公里的六百多座建築物的總稱。這些巧奪天工

的藝術瑰寶，委之漫草荒煙，為雜樹藤蔓遮掩垂

四百多年，二十世紀時再重現人間，多麼難能可

貴啊！柬埔寨走的歷史旅程如此黯淡，蒼涼。人

民在刀光血影下作鋒鏑餘生。吳哥窟古蹟依然是

照射著炫人眼目的光彩。這掩埋很久的鑽石仍是

這樣的璀璨晶瑩。

  吳哥窟是高棉吳哥王朝（九世紀至十三世紀）到達繁榮顛峰的代表作。早期

國王都是印度婆羅門教的忠實信徒，自認為是保護神 Vishnu 的化身。大興土

木到處建築這些龐大，華美的寺廟。吳哥窟是王權和神道的結晶。很多寺廟仍

保留印度教的痕跡。後來的國王改信佛教；他們仍繼續營建佛教寺院。頭半天

遊覽，這些寺廟給人的印象是千篇一律，大同小異，有點單調乏味。若對吳哥

建築史有膚淺的涉獵，仔細琢磨，興趣便慢慢地被引出來，也許這是吳哥窟迷

人之處。配合這些寺廟是周圍的大小水庫，蓄水池（都是以人工湖，護城河等

形式出現）。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時吳哥城人口上百萬，比北京和倫敦多得很。

要養活這些稠密人群，必定要有好的灌溉系統以促進農產豐收。這些不同形

款、大小水體的存在是不能缺少的。

  因為連年勞師動眾，土木頻興，勞役和負擔

令國民不堪負荷，於是怨聲載道，人心散渙。

自十三世紀傳入小乘佛教後，人民對國王像神

聖般崇拜之心，漸被沖淡。國王的威信因而也

被削弱。政治結構開始鬆弛，因而瓦解。湖沼

淤塞，河流枯竭，經濟基礎崩潰，民生出現大

困難。1431年強鄰泰國Ayuthia王朝大軍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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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月的圍攻，都城陷落。吳哥王朝內部已腐化多年，就此亡於泰國。外國軍

將吳哥城洗劫一空，屍橫遍野。兩年後泰軍重臨，發現空城一座。這是一未解

的歷史疑團。剩餘的人民逃往那裡呢？是否全部喪生於自相殘殺？抑或此地發

生飢荒或大瘟疫，雞犬不留，馬牛全沒。從此宮殿和寺廟漸漸被原始森林侵蝕。

建築物也被樹枝苔蔓纏繞互糾，再不沾人間煙

火。1858 年，法國生物學家 Henri Mouhot 來高

棉採集珍奇的蝴蝶標本。1860 年 1 月嚮導告知

他在洞里薩湖畔的熱帶雨林內，他們見到一詭

異的古城，是被上帝詛咒後陸沉，長夜漫漫，

現在像幽靈般出現。Mouhot 依言前往視察。果

然看到五座聳立在叢林中的石塔，這就是震撼

全球的吳哥廟（Angkor Wat）已沉淪多年的古

蹟終於重現人間。

  我們進入吳哥城南門那天，酷暑殷雷，驕陽似火。那沸滾著兼挾帶著潮濕的

熱，令人揮汗如雨，苦不堪言。面對著南門是一條長長的石橋，兩旁是一連串

的石像，接踵而來。左邊一排是佛陀的護衛，代表善神，都蹲坐在地，合抱著

一條首尾相連的大蟒蛇。他們杏眼圓睜，面含祥和，戴著圓錐形的帽，凝視著

進城的人群。右邊一排是邪神惡魔，姿勢和善神相同，

只是表情大異，都是露出獠牙，隨時擇肥而噬。這些

邪神也是抱著 Naga 長蛇，不過蛇已受到嚴重的破壞，

中斷了很多段，很多邪神的首級也被斬去。從空瞭望，

這兩排善、惡守城隊伍確產生先聲奪人的氣勢。南城

門原料是砂岩，高約二十公尺，黑黝黝的，頂端是四

面佛石像。道路兩旁古木參天，花樹茂密。從這裡進

入吳哥城，給遊客的印象很特別。像南門這樣的入口

處還有四座分佈各方，只有南門保存得最好。

  吳哥王城 Angkor Thom 為高棉第一位信奉佛教的國王 Jayavarman VII 於

十三世紀初營建，是當時的王宮所在地和行政中心。與南邊的吳哥廟 Angkor 

Wat 相距三公里，是吳哥窟內旅遊兩大焦點。城內的王宮早已蕩然無存，中央

的巴戎寺Bayon居王城境內最高的地域。佛教傳統須彌山Mt Meru是諸神寓處，

巴戎寺就是崇拜諸神的聖所。我們在巴戎寺內流連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它有三

層石砌台基，數百所石屋，五十四座大小石塔。從遠處遙望，巴戎好像一堆碎

石，或比雲南石林規模小得多的黑色砂岩林。身處其中，覺得這建築群錯綜複

雜得很巧妙，安排得很美觀，散漫著和諧、均衡、華麗、肅穆的特質。從下層

柬埔寨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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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上高層的石級很陡峭，有些階級殘破

不堪，換上木樓梯方便遊客登臨。黃開

旺、黃笑珍夫婦和我選擇一木樓梯走到上

層，笑珍曾向我投訴行動不良，我問她覺

得怎樣，她回答：「還可以。」也許被放

眼一覽的奇景迷惑住了。五十四座大小石

塔，每一座頂端的四邊各雕刻著一面臉部

含著微笑的佛雕像。無論站在那一角度去望，總會看到很多佛對著你在微笑。

這樣的情景，相信在地球別處不可能經歷到的。據考古學家研究的結果，這些

佛面實屬同一個人，和國王 Jayavarman VII 的肖像非常類似。國王簡直幻化

成佛，俯視芸芸眾生，是慈祥？是威嚴？在沉思？在關懷？無論怎樣去解釋，

此微笑是神秘，是不可思議的。這是「高棉的微笑」！逝者已去久矣，但微笑

永恆地留在人間，為黎庶祈福。雖然十四世紀後，柬埔寨飽經憂患，歷盡滄桑，

但人民仍企望終有國泰民安，豐衣足食，物華天寶的一日，不會辜負巴戎寺內

「高棉的微笑」。

  巴戎寺面積很大，裡內包含有聖殿、修道壇、藏經閣等。中央的祭堂高達

四十三公尺，門柱上雕刻了精細的圖案。長達一千公尺的迴廊是藝術「藏寶

盒」，全部壁上蓋滿生動，細微，呼之欲出的浮雕。浮雕包括 :

（一）Jayavarman VII 和古越南人 Chams 征戰的史蹟。（ 例如高棉軍隊整裝

待發，檢閱大象和牛車；棺木運回陣亡戰士；國王騎馬在大傘蔭蔽下發號令，

妃嬪擁立在後；在洞里薩湖上海軍激戰。）

（二）人民生活（例如市集交易、雜技表演、鬥雞下棋、農夫耕耘、婚禮習俗

⋯ 等。這可引證周達觀著的「真臘風土記」記載高棉的民間生活，情節和浮

雕絕對吻合。周達觀是十三世紀後期被元世祖忽必烈派出南下東南亞各小國

作親善訪問的特使，中國有二十四

史，通鑑等史書將歷史詳盡記載，

其他亞洲國家歷史多出於傳聞，付

諸書簡的很少，柬埔寨有此浮雕，

庶幾可以彌補少許缺陷了。）浮雕

還涉及神話，宗教⋯ 各題材，非

我走馬看花式能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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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巴戎寺出來繼續向北行，我多與趙文權、蔡靜靜夫婦同行，因為他們和我

同樣對歷史有深濃的興趣。經過戰象平臺，是一 350 公尺長的平臺，台側雕滿

戰象。這是一觀景台；國王用來觀看公共慶典的。不遠處是十二座塔，即柬埔

寨人戲稱為高等法院，十二座塔分為二組。每有爭執糾紛，一組塔囚禁辯方，

另一組囚禁控方，若被控的罪人因為責備而走出來認罪的話，此案便了結。如

果犯人硬著心腸，死不認罪，如何收科呢？

雙方豈不是被活活餓死，除非控方自動撤銷

控訴。再北上經過巴芳寺 Baphuon 的破壁頹

垣，便見到了癩王台階 Terrace of Leper 

King，傳說 Jayavarman VII 晚年時和一毒蛇

決鬥。被毒蛇噴出毒液，灑滿全身，患上大

麻瘋。國王因此避不見人。此台階用作火葬

場，階上原有癩王石像，後被移往金邊國家

博物館。

  我們回暹粒市午餐後，方去參觀那震古鑠今，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築物，吳

哥廟 Angkor Wat。此廟是 Suryavarman II（1113-1150）的傑作，營建期間持

續了三十年。是吳哥窟廟群內，唯一其正門朝向太陽下山的西方。後人推測這

廟部份作用是舉行喪禮，為亡魂祈福獲得永生。車子未達護城河時，我便見到

吳哥廟的巍峨三塔，高聳雲霄。這是一遼闊的長方形的石城，全部用砂岩疊架

而成，被兩重石砌的內外城牆圍著。外牆之外就是護

城河，寬二百公尺，周長五公里半。從入口至中央塔

要步上斜坡。主塔是全廟最高的地域，這是符合印度

教的教義。象徵諸神寓居處Mt Meru。除最高的主塔外，

還有稍矮的四塔。只有在某一角度去觀望，遊人方能

一覽五塔。古高棉建築家有湛深的幾何學水準，確實

令人驚異。此建築物均勻的比例，和諧的組合，放散

出莊嚴肅穆的氣氛，同時顯出絕對最上的藝術之美。

我抄下了一百年前法國生物學家 Henri Mouhot 初次目

睹吳哥廟時的讚嘆：

  『在看到這些塔的剎那，我的心在顫慄，我所能做的除了懷著一顆敬畏的心

去凝視它之外，實在無法找到一組詞彙去描寫眼前所看見的景物了！』

  我們要行經跨過護城河長長的砂岩堤道，兩旁是雕了七頭蛇的欄杆，方能進

入吳哥廟。巨大城門入口內有一條筆直的道路，經過兩旁的藏經閣，夾著寬敞

柬埔寨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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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庭院方抵達中央神殿。這條號為參道的路旁邊各有一條七頭蛇神。吳哥廟龐

大的體積，遠勝於巴戎寺，我們只能作蜻蜓點水式的巡禮，導遊缺眨經驗，未

必能點到其精華。我們參觀了第一層台基石砌的迴廊，長達八百公尺的浮雕全

佈滿在牆壁上，令人目不暇給，我現記下給我印象深的兩種：

（一）乳海翻騰。故事源出於印度神話 Bagavata-Pour-Ana。天神和邪神亞修

羅 Asura 兩大陣營都想獲得長生不老藥。梵天創造神 Brahma 告訴他們只要合

作攪拌乳海，千年後長生藥自然泄瀉出來，但得此藥後，要春色平分。他們於

是用七頭蛇神 Vasuki 作繩索，並從 Mount Mandara 運來大杵，各執繩一頭，

開始撩動乳海。攪拌的劇烈，七頭蛇神受不了，吐出毒液。濕婆神 Shiva 恐

怕毒流大地，眾生遭殃，急忙將毒液吞下，使自己的頸項變成藍黑。保護神

Vishnu 見震動厲害，恐怕 Mount Mandara 沉滅海底，於是化為大龜支撐著整座

山。七頭蛇神又將自己長長的軀幹繞在 Mandara 山上，有大龜作支柱，配上神

惡二方協調和諧的運轉，終於將局面穩定。在這乳海翻騰中，很多奇珍異寶產

生了，包括飛天仙女 Apsaras、月神、白馬、白象⋯ 等。結果長生藥沁出；善

惡二神皆大歡喜，各自吞食。 

（二）印度史詩中的死戰。浮雕繪刻的是很有人情味，給觀者真實感頗濃，這

是記印度南北二族的大戰。步兵出於最底層，第二和第三層是軍事首領，有騎

著大象的將軍。有一陣亡的將軍躺在箭堆上，圍繞著的是哀痛欲絕的家人和僚

屬。一個騎著大象的武士，放下武器，舉手投降。一遍體鱗傷的軍官， 倒在

士兵的懷抱裡，奄奄待斃。

  從吳哥廟出來，已是紅日西斜。我們語笑夾道步過跨護城河長堤，回首一望，

廟的三塔掩影在落日餘暉中，美極了！憑此一景，已值回柬埔寨之旅的票價。

回市區時，太陽已沒，沒有街燈，公路漆黑，我想沒有司機這識途老馬，怎麼

辦？我們在暹粒共有三晚，這是在 Prince D’Angkor Hotel 的第二夜投宿。

我的房間對著一條小街，一排各式小商店，在房間俯覽市民的日常生活，蠻有

趣的。

  翌日早餐後，我們被領往參觀女王宮 Benteay Srei。它北距暹粒三十二公

里，遠離吳哥窟主體建築群。女王宮是 968 年時國王 Rajendravarman II 建築

的。其實高棉歷史從未有過女王。此建築物是國王送給他的老師，一婆羅門教

的高僧作修道沉思的。我不知它怎樣和女人攀上關係。宅是供奉印度婆羅門教

濕婆神的廟宇，用桃紅色的石塊砌疊，比起其他寺廟，它算是嬌小玲瓏。但石

雕精緻細膩，為吳哥窟寺群之冠，所以聲名喧赫，遠播遐邇。精華處是藏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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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三座中央塔，擁有光艷奪目，金銀幼絲大量男神和飛天仙女的浮雕。其中有

一典雅、身段窈窕、婀娜多姿的少女，身穿傳統衣服，眼泛秋波，面含微笑，

手持蓮花被喻為東方的蒙娜麗紗 Mona Lisa。建築物內部的牆壁，每寸也不空

置，都裝滿了浮雕。不幸的有些被外國盜取運到歐洲各地的博物院去，剩餘下

一片空格，這是對罪犯的無言指控。也許此廟內的雕刻精工綿密，非粗手的男

性能為，所以被稱為女王宮罷。

  遊罷女王宮，我們被帶回市區，先到一商店購物，然後到一餐館午膳。這樣

的安排，不是我理想的。第一浪費很多時間。最重要的，暹粒氣候又熱又濕，

轉一圈子便汗流浹背。商店和餐館冷氣淩厲，像雪櫃一般。內衣濕了又乾，沒

有機會回旅館房間沐浴換衫，這對健康有不良的影響。我因此感冒咳嗽。真奇

怪，遊埃及、印度、中東等地，我的身體能抵受得住炎熱。在柬埔寨則不堪一

擊。

  午後第一景點是聖劍寺 Preah Khan，在叢林內，遊客稀少，環境幽靜。這

是建於 1191 年神廟，初用來作修道院和學校。聖劍寺其中一特徵是擁有最美

麗的金翅鳥神 Garuda 的浮雕，而且多達六十八個，分佈於三十五公尺的牆上。

我們從東面的入口處進寺。鄧鎮孚嫂鄭惠安問導遊胡明：「這寺以劍命名，究

竟寶劍原來放在何處？」他答非所問：「寶劍早被人盜走了。」我不服氣，回

家翻閱有關吳哥窟的書籍。傳說 Jayavarman II（802 - 850）將一把神劍交給

了他的繼承者，此劍可以保護高棉王朝。劍成了鎮寺之寶。距東入口不遠是一

小庭院，右邊有小徑通一二層高的西方式圓柱建築物，寶劍就放在這裡。吳哥

窟的建築多用方柱，用圓柱的可說絕無僅有。藏劍庫雖樓高二層，但沒有梯級

通上層。不用說寶劍早失落了，空留名字給這寺門罷。

  聖劍寺的走廊很長，望眼欲穿也不見盡頭，且陽光不透視那參差不平的地

面。導遊沒有發出警訊，我的電筒留在房間行李箱內。走路時不小心，「馬失

前蹄」，幾乎跌倒，幸好有龍基逸、李郕材兩大隻佬左右持著，好不容易踏進

中央神龕。有一碩大靈珈，矗立在中央。靈珈即男性性器官，印度教崇拜生殖

器，靈珈在吳哥窟處處皆是，但多被移去，只剩得座基的空洞。此靈珈保存狀

況絕佳，圓柱體，頂端為橢圓形，中段呈八角形，底部連地處則為正方形。我

見盧遂業、蔡小鳳夫婦看得出神，便出了一謎語給遂業：「男嬰的靈珈 ⋯ 猜

四字成語一句」，我恐怕難度太高，補充一句：「這成語的正解是以後的機會

很多」。趙文權在旁發出會心的微笑，相信他已早知答案。

柬埔寨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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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別聖劍寺，車子向東行了十多分鐘後，在龍蟠池 Neak Pean 邊停下來。池

建於十二世紀，是吳哥窟內唯一向平面發展的建築物，別具風格。它是由五座

池塘組成，中間的池塘中有一島，是龍蟠池最高地帶，象徵喜馬拉雅山下的聖

湖 Anavatapta，是印度教認為是宇宙的最高處。天氣委實太酷熱了，只有姚慶

同、李雪雯夫婦和我行進那已乾涸的中央池。我是張開雨傘避免皮膚被烈日灸

焦。我仔細察視神島上的雕刻，一條兩頭蛇蛇神緊纏島的底座，蛇首是典型的

七頭蛇，都是昂首吐舌的眼鏡蛇，相信這是「龍蟠」的含義，或說是「蛇繞」

更為貼切。印度教對蛇 Naga 十分尊敬，我遊印度時，街上見到很多弄蛇討吃

的人。兩頭蛇的職責是護衛龍蟠宮和歡迎乘船入島的香客。島上有一巨型十字

神龕，滿蓋蓮花和佛的生平故事浮雕：東方是佛的生活，西方是佛的出家，北

方是佛的落髮，南方是佛的打坐沉思。神龕有四度門，三度是虛有其表的裝飾，

雕上觀音像，只有一度是真的。古時龍蟠中央大池水量充滿，廣植蓮花，島上

神龕遠望如一大花瓶，構思非常美觀。大池的水被傳稱為聖水，有治療各病的

功效。池水分別流向環繞大池旁的四個小池。每池上有一圓座拱型屋頂的建築

物，各有一雕像噴嘴導引主池聖水，吐水入小池。這些像噴嘴分別為象（鎮北

代表水）、馬（鎮西代表風）、獅（鎮南代表火）、人（鎮東代表土）。中央

主池神龕島旁有一座十分特別的巨大石雕，是一神馬，即觀音的化身，背負著

落水幾乎沒頂喪命的人群。聽說吳哥窟旅遊局準備將龍蟠池恢復舊觀。將水灌

入五池並加上燈飾。我可以想像到龍蟠池的水景是夢幻中的世外桃源，成為和

吳哥廟、吳哥王城鼎足分三的奇景。

 

  離開龍蟠池南行三里多便見到轉身塔 Pre Rup。建於 961 年，Rajendravaman 

II 治期。寺廟山是一座三層金字塔形建築，頂層的五座方形神殿按梅花狀排

列。轉身塔是此行見到體型最小的廟宇。我們只一覽其外狀，沒有入內參觀。

這是古代的火葬場，肉體跟烈焰化為灰燼，靈魂隨一縷青煙，往別處投胎去。

這是印度教和佛教輪迴之說，所以謂之「轉身」也。此行旅伴中有單瓊珠女牧

師和宗教修養湛深的方鋒培、黃開旺、伍綱常。我忘記問他們，看罷轉身塔，

有何感想？

  我們在轉身塔可說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因為要在未日落前去遊洞里薩湖

Tonle Sap Lake。此是東南亞第一大淡水湖，緊連洞里薩河，直通金邊，是吳

哥窟和金邊的水路幹線。我們分乘兩小電船。湖面廣袤遼闊，想起杜甫詩：「乾

坤日夜浮」和蘇軾文：「⋯⋯ 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的

意境，實感飄飄然。且坐在船上，清風徐來，暑氣全消。遊吳哥窟廟群，受盡

如火的陽光折磨，突然有此清涼境地，實是一大解脫。此遊湖經過些浮游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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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耳目一新。內有民居、學校、商店、汽油站、警局、醫院 ⋯ 等。真是麻

雀雖小，五臟俱備。

  有些機構建築在有高腳支撐的水上茅寮。有些設於船上或艇上。舟楫取代了

汽車，是村落間的交通工具。遊湖時， 有些小童， 駕駛著一葉輕舟，隨著電

船前行，向我們招售各式生果。伍綱常嫂 Elsie 買了一簇香蕉，和我們分享。

但香蕉皮怎樣處理呢？導遊說：「扔在湖裡餵魚罷。」很多同學不以為然，豈

不是污染了洞里薩湖，靜靜地將蕉皮放在電船的一角或放在袋內帶回旅館的垃

圾桶。遊湖目的地是一大商店，出賣衣服和紀念品。此遊給我們重聚交談的一

好機會。吳回和我年青時過往頗密，自他移居洛杉磯，一晃便是四十多年。今

日重逢，恍如隔世。胡健鷹雖是新交，談得很投機。辛棄疾詞：「甚矣吾哀矣！

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

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如貌，略相似。」想到金禧重

逢，年近古稀，聚少離多，難免惘然。

  柬埔寨之旅的最後一天。吳哥窟的壓軸戲非常精彩 — 遊塔布倫寺 Ta 

Prohm。這是 1186 年國王 Jayavarman VII 送給慈母新建的佛寺。特色是築在

密林內，有很多小樓座和小庭院，有小徑將它們連起來，但現在這些樓座和庭

院已被跌下來的石塊阻塞了通道，不再聯繫著了。遊塔布倫寺是最舒服的。整

座廟宇都為斑駁的林蔭掩蓋；驕陽沒有機會發揮它的潛威。巨大樹木的根幹緊

緊地纏綁著坍塌了的寶塔和圍牆的部份。植物和建築物已成難解難分，生死相

依了。植物在破壁的孔洞或裂痕內播下種子作傳宗接代，而那些搖搖欲墜的殘

垣倚賴大樹的幹根支撐著，不會撲地而滅。這情形給考古學家一很大的困難。

怎樣維修塔布倫寺呢？索性保持現狀，讓天然和人工打成一片。現在寺的壁上

浮雕為青苔蓋著，穿了一層綠色的薄紗。攀爬的藤蔓走上屋頂成了粗糙的織

錦。佛院被灌木叢覆掩或百年大樹濃密的枝葉拱蓋著，擋著陽光。給我的啟示

是：遊巴西亞馬遜河 Amazon 時目睹很多熱帶雨林被砍伐開作耕地或旅遊站。

這是文化給大自然帶來的災害。塔布倫寺是大自然復仇的證據。森林重新腐蝕

被放棄了的文化，再次佔回產地。因為塔布倫寺特色太吸引迷人了，在此地拍

照為此行之冠。我很多謝霍秀森、胡露施二位同學，黃煥慶嫂黃新芳送給我很

多團體和個人照片，讓我在柬埔寨之旅中留下永恆的珍貴回憶。

  從塔布倫寺行回停車處要經過一片茂密叢林。未踏上柬埔寨之前，各人接到

衛生處警告：此地毒蚊繁殖，要作預防。我沒有注射虐疾之針，旅行五天不見

蚊影蹤。朱一美告訴我，有一蚊飛在她的眼鏡上，被她用手指壓死了。大樹底

下有一隊玩高棉樂器的人，行近一看，全部是殘疾人士，都為地雷所傷。七零

柬埔寨之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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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紅色高棉在柬埔寨各地埋下無數地雷，直至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無法全部

清理。這真是一沒有和不能落幕的悲劇，我將全部高棉貨幣給了他們。蕭沛錕

說：「天熱喝水過多，沒有地方解決問題。我只好到樹陰深處了。」我忘記提

醒他有地雷埋伏。在密林露械燒炮，踩著地雷，那時反勝為敗，全軍盡墨，嗟

嘆靈珈何在了。

  金禧柬埔寨之旅十分成功。輝社同學畢業竟很少能有機會聚首，很多同學闊

別多年，尤其是那住在遙遠的地方的，如從加拿大來的潘福輝、江美蘭夫婦，

李佐明、高美葆夫婦，李郕材、Agnes 夫婦和從澳洲來的龍基逸、梁美蘭夫婦，

蕭沛錕、張小桃夫婦，潘文熙、張瑞華夫婦。趁此旅行盡歡作浮一大白罷！未

知何時再能同處一堂。正是：「馬上相逢須盡醉，明朝知隔幾重山。」最後我

要多謝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和蕭沛錕、張小桃夫婦為柬埔寨之旅花了不少精

神、時間、長途電話作安排，方能成行。遺憾翁希傑因跌傷要留在家中休養，

希望他們讀了我這兩篇遊記能稍作彌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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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紀行之二 - 從酒鄉，花園大道，到德班

  圍繞著南非各大城市有無數黑人聚居的小鎮 (township)，南非白人視為比

野生動物園還「野」上多倍的地方 ; 他們不敢涉足的，遑論帶領遊客入內觀光

了。這些小鎮是罪案叢衍的深潭，法紀鞭長莫及的去處。我們的遊覽車在角城

Cape Town 公路上奔馳，東郊海角平原 Cape Flats 就有一連串的黑人小鎮，

結集了角城大部份的人口。我在車子上看到其輪廓，於是感覺到這南非之旅不

是全面，沒有可能深入民間去了解大多數居民的生活。一個鐘頭後，車子進入

了山明水秀，盛產葡萄酒的勝地，和窮鄉僻壤的海角平原實有雲泥殊別。仰視

蔚藍天空，一朵朵白雲漸漸散開像一堆棉花鋪在天邊。俯視錦繡大地，清澈平

靜的江水緩緩流動像一條長長的白練。江中沙洲上群鳥棲集，爭相共鳴，構成

一大自然的交響樂。微風拂過那綠茵如氈的田野，萋萋芳草中英華繽紛，遠處

如黛的山巒波濤起伏。「芳樹無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鳥空啼。」

  酒鄉在角城的東北角。最重要的三鎮 Stellenbosch、Franschoek、Parrl

品字型般鼎足而立。這是南非內最早為歐洲人墾植的區域。他們從祖國帶來

釀酒技巧，利用群山聳立內盤谷的肥沃土地去廣植葡萄，製成蜚聲國際的名

酒。他們用賺來的錢營建奢華蓋世的莊園，內有峻宇雕牆的華廈，種滿琪花

瑤草的園圃。於是訪酒鄉是遊角城不可缺的項目。酒鄉亦是提倡白人主政的

溫床。Stellenbosch 大學推出白人優越感之說，據此說南非是各色人種移民

到來，因白人挾有歐洲上千年的文化，兼備有天賦的智慧，是南非理所當然

的領導者。種族分離政策 Apartheid 作俑者，聲名狼藉的南非總理 Hendrick 

Verwoerd 就是此校的畢業生。南非的極端種族歧視屢激民變。遠在 1912 年一

班黑人智識份子組成南非土著國會 South Africa National Congress 和政府

對壘。1960 年代在 Verorerd 總理指示下，四處搜捕土著國會會員，他們流竄

各方，很多羈旅鄰國避風聲。天下之大，幾無容身之所。不幸的被捕，很多在

Parrl 的 Victor Verster 監獄內戴南冠，作楚囚。Nelson Mandela 也在此過

了三年囹圄生活，一部份志士竟冤死獄中。像 Mandela 能有機會重見天日，確

是幸運兒，「多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明白南

非近代史，旅遊者更不能忽視酒鄉了。

  Stellenbosch 既是酒鄉中心，又是一很典雅的大學城。在市內徘徊是一視

覺享受。廣闊的大道兩旁植滿有二、三百年壽數的老橡樹，枝葉茂密，林蔭蔽

日。一排排荷蘭式的古老房子，夾雜些露天茶座，每桌中心豎有一巨傘，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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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放眼四周，彷彿回到歐洲的文化小城，忘記了身在南非。此城有很多博

物院和古屋，可惜領隊 Trevor 只給我們四十五分鐘作小息，便要趕往葡萄酒

莊園 Boschendal Manor House 去。

  我們在莊園的一角品評六種葡萄酒。是在一有數人可以合抱直徑的大橡樹

下，扶疏的枝條向四方延伸。在樹陰下擺了不下三十套檯椅，無數金絲雀在濃

密的葉層內嘰嘰喳喳地發出悅耳的啼聲。遠處是 Drakenstein 萬山環繞。「綠

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幽美、寧謐的田園景色早令我陶醉。品酒後我們參觀了擺設各式古老傢俬的

大屋，古董瓷器，琳瑯滿目。屋後是一遼闊亭園，有花圃，噴泉，小橋，流

水 .... 我不期然記起陶淵明一首田園詩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

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處此恬靜的環境，俗念全消。究竟人生真正意義是

甚麼 ?這微妙感受，我要說出來，但忘了如何用言語作表達。

  Franschhoek 是南非文，意義為法國人的角落。1694 年一批法裔新教徒

French Huguenots 逃避法皇路易十四的宗教逼害，遠涉重洋來到南非，向當

時的政權荷蘭東印度公司申請土地開墾作葡萄園。他們是酒鄉的草創人。後來

因為互相通婚，這些法國人和荷蘭移民混了種。今天 Franchhoek 專長於法式

烹飪，所以 Trevor 安排我們在此小鎮午餐。餐後車往新教徒博物館 Huguenot 

Memorial Museum。博物館前是一半圓形的露天劇場，中心是三弧形合併起來

的紀念碑，四條長長石柱支持著此弧體碑石，這是聖三一的象徵。碑前是一婦

人腳踏地球儀雕像，腳觸地球部份是法國。碑的正中弧豎立著一長長石棍 ; 棍

頂端是「正直的太陽」。博物院內收藏很多文物，壁畫繪了宗教改革後法國激

起暴烈的宗教戰爭 ; 新教徒被信奉天主教的王室諸多逼害 ; 遠漂重洋的殖民在

異地茹苦含辛的生活。我參觀這博物館後感慨萬分，這些新教徒涉洋，斬棘開

路，「洪荒留此河山，作遺民世界」，在異地另創新生，只不過為了自由和正

義，作現實的奮鬥。但他們的子孫提倡白人優越主義，用頗殘酷的手段壓制南

非的黑人土著，這是不是一很大的歷史諷刺 ?

  在酒鄉盤桓了一整天，我們乘車往印度洋邊緣小鎮 Arniston 投宿。此鎮東

距離非洲最南點針角 Cape Agulhas 三十里。旅館 Arniston Hotel 臨印度洋，

在豪華別墅和漁村分界上。Trevor 一反在角城的面孔，鼓勵我們在日落前到漁

村一逛，領略一點本地人生活。Fred Platz 和我又再結伴同遊。漁村的房子

南非紀行之二 - 從酒鄉，花園大道，到德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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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是白牆灰尖頂，小小窗戶，像火柴盒般隨意地撒滿大地，我辨不出街巷。

有些門前一群小孩在嬉戲，見我們步過，停頓下來有禮貌地用英語和我們打招

呼。他們的皮膚都是棕黑色。有一中年人用南非語和我們交談 ; 他滿面皺紋，

似乎飽受風霜雨露。當然我們一句也聽不懂。尷尬當兒走來了一衣著整齊的黑

人，用英語翻譯，原來那人常出海捕魚的。他訴說魚雖捕得很多，但都給角城

的餐館訂買，他無福享受，只吃些野菜充飢而已。那斯文人是漁村中唯一小學

的唯一教師。學校因經費困難，時開時關。這樣披星戴月的生活，我們聽罷惻

隱同情心大動。回到旅館後，Fred Platz 和我每人放二十美元在信封內，寫上

是輔助漁村小學的，總算盡些棉力。Trevor 代我們收下來交給旅館經理。

  Oudtshoorn 是一內陸小鎮，距離印度洋海岸只有六十三公里，天氣炎熱乾燥

大異於涼風習習海邊小鎮 Arnistan。車子駛進一鴕鳥牧場的閘口 ;一戴草帽年

青黑人笑臉相迎，他有一不尋常的名 Innocent。從 Edmonton 來的 Armond 幽默

地問他 :「Innocent，你實是那麼純真嗎 ?」他立即幽默地回答 :「我有百分

之九十純真，如我母親那樣。她偶然失掉純真，所以我便出現在世上，她給我

取名純真，有些希望找回她的純真。」全車人大笑，對此黑人導遊頓生好感。

Oudsthoorn 建城於十九世紀，此地氣候適宜苜蓿 Alfalfa 滋生，這是駝鳥的食

糧。很自然的此地成了鴕鳥牧場。維多利亞時代貴婦們的帽多飾以長長的鴕鳥

羽毛，取價甚昂。Oudsthoorn 便成為飼養鴕鳥的地方，今日羽毛已非時尚，但

鳥肉低膽固醇，鳥皮是珍貴的皮革原料，鴕鳥仍是博取外匯的資源。Innocent

領我們參觀展覽室，內陳設鳥毛，鳥皮製成的用品。鳥毛稀疏，大不及其他鳥

類毛的密度，所以鴕鳥插翼難飛了。Innocent 然後引我們到農場，見到一大群

駝鳥的團體生活。他突然大嚷「Suzy，你過來。」我還以為他在呼喚一女助手，

只見一鴕鳥施施然行到他的身邊。Innocent 就用 Suzy 作活生生的範本，詳盡

地解說鴕鳥的外觀和生理。他在一角拾了兩隻鳥蛋，平放在地上，請我們輪流

站在蛋上，女客有些猶疑，我一馬當先，在蛋上立了一秒，果然我笨重的身體

沒有弄裂鳥蛋。Innocent 說駝鳥蛋很堅韌，可雕成各種裝飾。跟著他領我們到

一草場，一巨型鴕鳥早在那裏。他請我們騎在它的背上，有幾位團友試了。為

防意外，一守護人在旁扶持著。但拍照時守護人不入鏡頭 ; 可以回家向親友炫

耀在南非騎鴕鳥跑步。還有鴕鳥競跑的節目，都是很新奇的，尾聲是餐室內的

鳥肉、鳥蛋午膳，完滿地結束駝鳥牧場遊。

  花園大道 Garden Route 是南非最秀麗的風景之一。這是靠著印度洋，長達

一百九十八公里的瘦長地段，攀跨蜜糖山 Quteniqua Mountain，穿越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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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迴石壁和依徊於白沙灘旁。Mossel Bay 是花園大道的起點，在角城之東近

四百公里。1487 年 8 月葡萄牙探險家 Bartolomeu Dias 帶了三十船員從里斯

本 Lisbon 出發，乘風破浪，繞過好望角，幾經艱難抵達 Mossel Bay。為了紀

念 Dias 的豐功，南非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合作建築一式一樣的小船，在海航通

印度五百年後的 1987 年 11 月從里斯本出發，揚帆來 Mossel Bay，這船就寄存

在航海博物院內。我上船參觀，甚為驚異它能擔負重任，涉渡險惡的大西洋。

博物館前有一棵大樹，是幾百年前萬里傳簡處。當年在樹前有一長靴，遠在南

非墾植的歐洲移民欲和在故鄉的親友通消息，可以將信件投入靴內。當有船隻

經此，一定拾取所有書信帶回歐洲。現在樹前是一長靴形的郵箱。遊客在此寄

出的明信片將蓋有特別的記印，證明是 Dias 的船員寄出的。

  旅遊車繼續東行一百零四里，我們投宿於 Knysna 的 Protea Hotel。我的房

間對著黑沉沉的鹽水湖。Knysna 是花園大道的中心，城市在鹽水湖的北端。

湖的東西二面是懸崖，隔著出印度洋的渠道遙遙相對。因為渠道頗窄，大船很

難開入湖內，所以 Knysna 不能成為商港，湖水是鮮的，經常被大洋漲退的潮

汐清理。是夜在一瀕湖餐館吃了一頓精美的海鮮餐，生蠔頭檯的確是名不虛

傳的 Knysna 美食。翌晨早餐後立即趕往碼頭乘船赴西岸 Featherbed Nature 

Reserve。這保護區是私營的，飼養了很多珍禽，包括孔雀和多種鸚鵡。輪渡

需時九十分鐘方到達目的地。上岸後走完一度長長石級，盡頭處是一餐館 ; 從

透明的玻璃窗門內望去可看到裡內的大火爐。客人席位分佈於室外的叢林內，

椅桌全在枝葉掩映下，幽雅極了 ! Trevor 領我們登上有無數二人卡位像毛蟲

般的列車，緩緩地爬上山顛。沿路植物蔥綠茂密，枝葉觸及我的面孔，時要閃

避。到山頂空曠地停下來，導遊小姐 Bridgit 解釋這保護區的歷史和主人的背

景。她給我們一選擇 : 乘毛蟲列車回餐館或跟她徒步下山。我選擇後者，這是

一有兩公里上長的蜿蜒小徑，非常陟削，有些地段佈滿流沙，真是舉步維艱。

Bridgit 是一植物學研究院生，不厭其煩地解說沿路植物，但這些長長的拉丁

名怎能記得清。我自幼對生物學興趣甚濃，路未及三分之一，只有我這忠實學

生緊跟在旁，其他遊客已遠遠墮後。將近到鹽水湖邊，Bridgit 說 :「這裡有

一景很美，我帶你去欣賞，但路不好走，你要小心。」我們離開主徑走往一更

險峻小徑，身靠著石壁借力慢慢地行。十分鐘後見到一大洞，洞外是鹽水湖和

印度洋交接處，從洞內窺洞外乾坤，景色奇極。右面是煙水茫茫的印度洋，左

面是水不揚波的鹽水湖，剛巧一漁船出港，劃破靜寂的湖面 ; 對面是 Knysna

的豪宅，沿山而建。「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於是我深切體驗

到「別有洞天」這成語的韻味了。我們回到餐館 ; 室內長桌早擺滿食物。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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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種菜肉，選了密林最深邃處一座位。突然聽到有 "Hello" 打招呼的尖叫，

放目四顧，不見別人，只見松樹枝頭站著一白鸚鵡。我就在這「深山松子落」

的清幽環境中吃完午餐。

  下午 Trevor 率我們乘蒸氣火車 Choo-Tjoe 回向西行到 Wilderness 鎮。這火

車型款保留十九世紀的色彩。途經花園大道上最著名的景色 Knysna 森林。這

內滿有黃木 Yellowwood，鐵木 Ironwood，香木 Stinkwood，奶油木 Milkwood

等大樹，都是製造傢俬的好材料。Knysna 本是土人 Khoi 集居處，土語是人跡

難到之地。歐洲移民給此地帶來浩劫，因為他們帶給土人各種傳染病如天花

等。土人沒有免疾本能陸續病逝，現今 Khoi 已經絕了種。這森林原本是非洲

大象繁殖點之一。十九世紀時有五百大象在叢林內穿插。白人不斷獵之取象牙

和斬樹作傢具。至二十世紀初仍有五十大象，但伐林殺象仍繼續著。今天只有

一象碩果猶存，遊客碰到它是祥兆。森林只剩得在軌道兩旁，不及原來的面積

十份之一。火車繞過幾個大湖，水光粼粼 ; 跨越幾條河，川流不息。石橋的支

柱不下二十，都是用三合土造。車行得很慢，我可以悠閒地欣賞和回味幽美的

林景。到達 Wilderness 車站，司機 Johann 早在路邊等候。他領我們上遊覽車

後駛上高速公路，回 Knysna 晚餐，需時半句鐘，是火車程四份之一。

  次晨遊覽車繼續沿花園大道東行，越過小鎮 Plettenberg Bay，停在一小丘

Signal Hill 上，遠眺一大段白沙灘，旁排滿白色的小房子，一豪華旅館鶴立

雞群地矗立其中。這樣風景在角城往好望角路上有很多類似。Trevor 說 :「你

們向海邊望呀 !」一大群鯨魚在海面上嬉戲。其中一條從水中躍出，在空中一

翻身，平身落下水面，濺起波浪，好看極了。可惜沒有人帶來望遠鏡。視察野

生動物是此行主要目的之一，觀鯨確是很好的前奏曲。

  Tsitsikamma National Park 是花園大道上一顆璀燦的明珠。這公園瀕印度

洋岸連亙六十公里，包含了南非特有的各種動植物。古木參天的黃木樹 ( 有些

高達一百六十四尺 ) 是組成菁密的叢林主要成員。公園內陸有數條急流，河兩

邊的峽谷危崖，海岸旁的鹽水湖，白沙灘，珊瑚礁，石壁平添公園的山清水秀。

遊覽車停在沙灘旁一休歇站，內有茶水供應，兼售少許紀念品。Trevor 給我們

個半鐘自由活動時間，只有德裔夫婦 Karl 和 Karen，Fred Platz 及我四人決

定徒步探險，走入森林，行著名的海獺線 Otter Trial 的一小部份。這林景比

Knysna 的 Featherbed National Reserve 更壯麗 ; 且沿路舖上小石塊，斜坡

的石級也層次井然，雖然要走三英里多，路好行得多。我到了密林深處，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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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身在非洲大陸，因為在中國和歐洲，沿路一定築些驛站亭台，供路人小憩，

而此處盡是樹葉、青苔、野花、雜草，觸目處沒有一縷炊煙，半所樓房。間有

些麋鹿、狒狒出現。我借了宋詩人梅堯臣一首五律作形容 :「適與野情愜，千

山高復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猿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許?

雲外一聲雞。」路的盡頭，也是花園大道的終點，是風暴河 Storm River 向印

度洋的出口處。江峽是峭壁懸崖，山腳下波濤推動，浪湧數丈，群山萬壑，要

在此奪門而出，險峻極了。我小心翼翼地一手摸著峭壁治小徑石級下山，到了

風暴河的出洋處。站在搖曳的吊橋上，遠眺雲水蒼茫的印度洋，腳下的濁流洶

湧澎湃，好像要將我的全身吸下去，不禁目眩膽裂，在吊橋上站了五分鐘，便

匆匆掉頭回去。

  遊覽車在公路上飛馳趕往伊利沙白港 Port Elizabeth。這是一重工業城市。

自廢除種族分離政策後，大幫黑人湧入市區，取白人商業代之。白人和他們的

生意全部遷移到郊外去。伊利沙白港佔南非近代史重要的一席，因為是南非土

著國會的活動中心。五零年代 Nelson Mandela 和他的同志在此發揮種族平等

說，尤其是 Steve Biko 的「黑人醒覺運動」最聳人視聽。他因此瑯璫入獄，

在伊利沙白港警衛嚴刑盤問下，竟暴斃獄中。世界輿論大嘩，敲響種族分離政

策的喪鐘。我們在機場附近的 Clifton Manor House 餐室午膳，裡內陳設和氣

氛令我追懷到英國牛津 Oxford 鄰近大學的小餐館，可見得伊利沙白港曾一度

是英國殖民地的樞紐。餐後赴機場乘機往德班 Durban，旅程只有一個小時。

  德班是南非第三大城，也是最重要的商港，有很長的雪白沙灘，常年溫煦的

陽光，暖和的海水，所以亦是南非的渡假勝地，有「非洲夏威夷」的綽號。

亞洲和歐洲文化在此交融，與獨特的黑非洲文化並存，所以德班成了不僅是在

南非，亦是在全世界最具有不同風味和色彩的城市之一。自十九世紀中期，印

度人源源不絕地移民來此經營糖業和種植甘蔗。他們的後代留居在德班，是印

度以外最多印度人群集之處。印度聖雄甘地 Gandhi 亦在德班留下他的腳印。

1893 年他是一年只有二十四歲塹露頭角的律師。為了調停兩間印度人經營的商

業機構的糾紛，他買了一張頭等廂位的火車票赴首都比勒陀利亞 Pretoria。在

火車內同廂的一白人抗議和他共坐。車廂長要求他搬往三等廂去。甘地理直氣

壯地決絕，結果是他被趕下火車。這不平的遭遇激發他向帝國主義挑戰，將印

度解放出來。他的嘉言懿行，用和平手段謀人權平等給南非土著國會志士有很

多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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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領取行李出閘後，那彪形大漢司機 Vyland 早在候機室等候。他是歐亞

非的混血見，長相猙獰但性格溫婉，對客人禮貌彬彬，關懷備至。他說我們

將繞經印度城往海濱的假日旅館 ; 我們可以好好地吸取德班的風味。當車子

駛進 Grey Street 時，交通甚為擠擁，車輛慢慢地魚貫而行。街道兩旁小店

都是印度人經營的，彷彿置身在加爾各答 Calcutta，有多彩多姿的衣服店，

有香味四溢的小食店…最令我注目的是那些香料店，門前擺滿五顏六色的粉

末。其中一舖門前豎著一告白標語 :「此處有『滅岳母劑 Mother-in-Iaw's 

Exterminator』出賣。我坐在 Vyland 背後，問他這是甚麼 ? 他說 :「這是最

辣的一種香料，給多嘴的岳母吃了，她一定麻得啞口無言。」到達旅館時，

Trevor 重彈舊調 :「德班的治安比角城還壞，你們切不可亂跑，我建議在旅館

內晚飯好了。」我在伊利沙白港午餐時吃得飽飽的，原意往附近鬧市一印度小

食店吃一碗麵。聽此語索性取消晚餐，在旅館內的精品店流連。結果買了一非

洲石頭 Verdite 犀牛雕刻，價值比晚餐昂貴得多。

  翌日一早起來，匆匆吃了早餐，有充份時間在德班市遊前欣賞這非洲

Waikiki的海濱，就在旅館門前。德班的海岸線很長，一望無際，有「黃金里」

的雅號。長長的大道一邊是摩天大樓，其中有豪華旅館和各商業總部，另一邊

是大草坪和一大空曠地，依著遼闊的印度洋，千層波浪湧上沙灘。空曠地擺滿

出售紀念品的檔口，我行過時，年輕的賣貨員爭著和我打交道，有些出來拉著

我停下來觀賞他的貨品。我心想這些檔口實在破壞了德班海岸的美觀。不然，

舉目一望那水天相接的大自然奇景，不亞於好望角景色呢。但德班窮人甚多，

我怎能這樣自私因觀景而剝掉他們謀生的機會呢。

  遊覽車在德班市區作一巡禮。Victoria Embankment 是港口的所在地，旁邊

是 Bay of Natal，停泊了從世界各地來的貨船。岸上有一時鐘，用生鐵鑄成，

飾以華美的雕刻，名喚 Da Gamma Clock，是紀念 Vasco da Gamma，他是葡萄

牙航海家，在 1497 年聖誕日蒞臨此地，是第一位踏足這港的歐洲人，可見得

德班的歷史悠久。我見到很多古舊歷史樓宇，是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物。車遊德

班的轉瞬印象得來的只不過是浮光掠影。我想此城是值得我多住一兩天的。倒

是逛非洲土物市場很有韻味。出售的全是南非工藝品。其中有一 Zulu 土人用

籐織成的圓管套，是給男士掛在小腹前以壯威勢的，有一頗值得玩味的名稱

Willie Warmer。德人 Karl 一口氣買了十條，準備送給朋友。我問他 :「你怎

能知道尺寸是合適。」他神秘地一笑 :「不妨事，他們的太太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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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班之旅的尾聲是在小丘上，城西的植物公園，大大不同角城的設計，後

者是依山而築天然式的，而此處是人為的安排。這裡搜集蘭花和蘇鐵科植物

Cycads 很多。茶園內出售的印度 Assam 名茶非常提神。我們適逢其會，大草

坪上管絃樂團奏出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提醒我此城的歐洲文化。德班可以在

世界名城中獨樹一幟，因為它是歐、亞、非三種文化結合產生的寧馨兒。告別

了德班，我們向南非的靈魂深處邁進。土人村和野生動物園之遊將記在下一篇

遊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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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紀行之三 - 土人村和野生動物園

  遊覽車離開了德班 Durban，駛入郊區，一片望無邊際，綠油油的甘蔗叢影

入眼簾。我的思潮隨著像波浪般的綠野起伏。德班是非洲名港，散漫出誘人的

魅力。同時我不能忘懷近非洲工藝品市場那些露宿街頭的流浪漢。我沒有在角

城 Cape Town 市區見到此景象。可能德班長年有亞熱帶的氣溫，非洲的窮人蜂

擁集此找尋機會；不幸的無以為家，只好在牆下街頭覓一枝棲了。德班的市容

透露出南非的嚴重社會問題。半個鐘頭後我們抵達 Shorten Country Lodge，

這遠離塵囂的山莊有一很大的庭園，正中是石雕希臘音樂女神托出一白玉盤，

泉水在盤邊源源溢出，沿著女神身體瀉入一圓周十倍以上的石盤，有無數金魚

游在其中。園子四周植上棕櫚樹、杜鵑花、山茶花 ... 錯落有致。環著噴泉

的大草坪擺上不下十二套桌椅，中間豎了一把四方形的巨傘遮陰，多麼幽美

的環境！和德班鬧市對照，真有天上人間之別。我們的午餐擺在廣闊露台的一

角。那印度咖哩雞散出香味，遠遠撲鼻。這樣安排大快我意，因為聽了領隊 

Trevor 的警告，不敢獨自闖往德班市區去品嘗印度菜，現目前有三道印度式

的烹飪，可以彌補去夜的缺憾。從 Edmonton 來的四對夫婦取了自助餐走向花

園內的桌椅去。彼時紅日高懸，我和從紐約來的 EIi 和他的太太 Helen、小

姨 Elaine 共席在露台的一角。這午餐非常可口，突然 Elaine 站起狂叫，幾

乎將身前的碟打翻，一手指向右邊的牆角。我見一條小蜥蜴 Gecko 在天花板

下，倒行到我們的頭上，我急向ELaine 解釋，這是專門捕殺蚊蠅的有益爬蟲。

四足扁平帶有黏液貼在天花板的表面，動靜自如，不會跌落到我們的碟上，不

用害怕。它本是夜間活躍；白天見到它，確是難得的機緣。午餐後，天刮起習

習涼風，「山雨欲來風滿樓」。走進遊覽車後，已有無數雨點滴在玻璃窗前。

司機 Vyland 開動汽車，向祖魯土人故鄉 Zululand 出發。

  祖魯族是南非聲勢喧赫的土人。1816 年在酋長 Shaka 領導下，他們兼併了

南非東岸各小族，在離德班北一百公里的 Tugela 河畔建立了一王國。Shaka 

是一位英明的領袖，他有很強的組織力。他將臨陣衝鋒的武器長矛改成短槍，

更利於衝鋒肉搏時貼身刺敵。1820 年祖魯族是一擁有四萬武士不可侮的勁旅。

不幸的 Shaka 在 1828 年被他的異母弟刺殺，從此祖魯族漸趨式微。1838 年

和從海角半島移民來的荷蘭族人 Voortrekkers 交鋒，全軍盡墨於他們的炮火

下。祖魯族便一蹶不振。後來英帝國主義取得南非東岸的主權，欲建南非聯邦，

「臥楊之旁，豈容別人酣睡。」，輕易地亡了祖魯圈，把最後的王 Chetshwayo 

囚在角城的堡壘內。現在 Shaka 的後人仍居於 Tugela 河北岸。他們仍有一土

王，但全沒有政治實力，只是南非聯邦一公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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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鐘頭後，遊覽車進入祖魯土人山區。彼時天晴雨歇，雲飄日照，光彩相

耀，萬里澄空如洗。這兒北距德班一百六十公里，有山、有河、有湖，景色既

寧靜又撫媚，正如謝靈運說的：「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車子在 Protea 

Hotel Shakaland 柴門外停下來。六位精壯黑人少年從灌木叢中走出來；他們

赤裸上身，腰圓短布，將車廂內行李搬入旅館正堂。旅館隱蔽在蘆薈 Aloe 和

含羞葉 Mimosa 叢中，高高地臨望 Umhlatuze 湖，房舍都是像蜂巢般散落在樹

林內。我領取門匙，行完一條曲折的小徑到我的房間。這是一圓頂像雪糕筒的

茅寮，裡內的設備很齊全：有沙漏、水廁、洗面盤、地氈、簾幕、大床、電燈

台，但保存著曠野的氣味。我略作梳洗，回到正堂會見祖魯族的女導遊 Umpba 

。她是一身段窈窕的青年女子，非常友善和開朗。她用了十五分鐘簡單介紹祖

魯的習俗。待字閨中的少女父母要求未來女婿奉上九頭牛方允諾將女兒許配。

她已訂了婚。我們問她：「你父母定要收齊九頭牛，你方能下嫁嗎？』她回答：

「我父母現居於德班，那有餘地安置九頭牛，但我的未婚夫仍要送上值九頭牛

的禮金給我父親。」後來她告我她的七歲小兒子就讀於附近小學，原來她已不

是黃花閏女，還值九頭牛嗎 ?祖魯風俗，匪夷所思。

  在旅館附近有一祖魯村落，是拍電視片集 Shaka Zulu 後保留下來的。它共

有四十座圓頂茅舍。Umpba 以此作為示範，解釋本地人的生活。當然昔年的田

園房舍，干戈劫後，早成灰燼，物是人非，只留下這江山供遊人追思罷。我在

村內看到祖魯各種工藝，包括釀酒、烘餅、串珠、製矛、築寮、燒陶等 ... 最

特別的是擲矛表演和草藥療傷，都是難得一見的非洲文化。Umpba 確是一好導

遊，每項均不厭煩地解釋清楚。那帶南非口音的英語甚為流暢。

 

  晚飯是在正堂旁一廣大餐廳，是一野火會，毫無疑問地我是身在黑色大陸的

原野中。吃完最後一口，一大群沒有上裝的黑人，手持火炬，有男有女，操入

飯堂。眾口齊聲唱出土樂，並有四位鼓手緊緊隨後。食客紛紛起座，跟著這樂

隊外出緩行。在黑暗曠野中組成一條火龍，有聲有色，有萬馬奔騰之勢，直衝

向土人村的劇場。劇場是村內最龐大的雪糕筒式茅寮，內有座位數十，圍著中

心一大空地。有一中年黑人扮作土王高高坐在有五六級梯頂的椅上。跟著來的

土風舞表演，熱情奔放，夾著震耳欲聾的大鼓。使我最驚異的， Umpba 粉墨

登場，加入舞蹈行列。看她彎身扭腰，手搖腳踢，步伐非常熟練。觀罷節目，

時已近子夜。回到房間，一落床便進入黑甜之鄉。一覺醒來，天尚未亮，門外

有碰打之聲，揭開窗幕一瞧， 一頭山羊用角頻頻敲打大門，有三頭小羊遠遠

在後追隨。我索性起來開燈閱讀，過了一段時刻聽到遠處雞啼。我想大半生在

南非紀行之三 - 土人村和野生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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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渡過，現在來到遙遠的南非，感到十分幸運。清代王九齡一首詩可作我

的寫照：「曉覺芳簷片月低，依稀鄉國夢中迷，世間何物催人老 ?半是雞聲半

馬蹄。」

  離開粗魯土人村，遊覽車繼續北行，在一私營的獵物保護區 Game Reserve 

午餐。這裡有像足球場那麼大的草地，一度長長的鐵絲網牆，將獅子，班馬、

長頸鹿 ...... 等動物隔離。有一大水潭養著幾條兇神惡煞的鱷魚。雖然見到

些野生動物，缺乏刺激，和美國市內動物園見到的感受全無異樣。倒是那草原

平垠的風光，大大不同酒鄉的景物，給我有新鮮感。餐後車行個多鐘頭，抵達

獨立王國 Swaziland 的邊界。Swaziland 只有東面和莫三鼻 Mozambique 接

壤，其餘三面為南非包裹著。自十八世紀以來，它已成為一獨立王國。1819 

年國王 Sobhuza I 遷都至 Ezulwini 谷內以避祖魯王 Shaka 兵鋒，所以沒有

被後者兼併。他的兒子 Mswati 擴展國土，這是國名的由來，是王名演變出

來的。後荷蘭人之後裔 Boer 人在鄰國 Transvaal 發掘金礦， Mswati 的兒

子 Mbandzeni 依違 Boer 人之間以圖存。1902 年英國軍隊擊敗 Boer 人，把

Transvaal 劃入英帝國版圖， Swaziland 遂成為英國的保護國。1968 年英國

政府准許它正式獨立。現在 Swaziland 有自己的貨幣和郵票，和南非的兌換率

是一對一。

  過關手續很簡單；出示護照蓋一個印便行。進入 Swaziland 國境，一路風景

超逸，這是山脈從高原傾斜入平原地帶，林木眾多，樹葉碧潤如玉。我遠遠見

到在 Ezulwini 谷內的首都小城 Mbabane' 我們繞山而過，過門不入，可能沒有

甚麼瞄頭。遊覽車在路邊的一排排檔口前停下來。這些小商店鱗次櫛比，出賣

的工藝品既新奇，又精巧。可是賣者不收美幣或信用卡，只用本地或南非幣作

交易。價錢非常相宜。我袋中南非錢不多，只買了兩木雕土人像。從 Atlanta 

來的 Hazel 買了一五尺高的長頸鹿；難為她像呵護嬰孩般一路照顧著帶回家。

第二站是一吹玻璃飾物廠，產品雖然未及法國水晶，但晶瑩剔透，惹人憐愛，

我買了很多獅、豹、犀牛、野豬、大水牛、象 ... 等小型玻璃野生動物。來到 

Piggs Peak 的 Protea 旅館投宿，正是「餘霞散成綺」的黃昏時份了。

  Piggs Peak Protea Hotel 的大堂和餐廳都很華麗和雅緻，一角備有賭場。

當晚的自助餐色香味俱全，且品種繁多，包括各類海產、肉塊、蔬菜、生果和

甜品，是我一生吃得最滿意的自助餐。飽腹後回房休息，一覺睡得很甜。醒來

東方已白，窗外大樹上群鳥啁啾亂叫。「夢覺隔窗殘月盡，五更春鳥滿山啼」。

拉開窗簾，見到漫山遍野都是青翠樹木，葉上沾滿透明的露珠。一看手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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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時許，索性起床梳洗。時距早餐尚有個多鐘頭，於是出外視察這旅館的

環境。這旅館沿山而築，園地比居所面積大上好幾倍，有游泳池和網球場。我

循著小徑治山漫步，一年青黑人警察和我打招呼。他陪伴著我行，操帶有口音

的英語和我交談。他是 Swaziland 土著，職位是旅館的夜更侍衛。他告我英語

是此小國第二方言。他和我同行約半個鐘頭，我得知此小國些端倪。原來美國

商人在此有很大的投資。中國人在此處也不是陌生客，因為台灣人的商業也伸

展到此。Swaziland 的治安勝於南非。近幾年全球經濟不景氣，波及到市面蕭

條，失業人眾，偷竊案漸多，所以 Protea Hotel 有日夜設防的必要，以防閒

雜人闖進。離開 Swaziland，下一目標是全程精華所在地 —— 克魯格野生動

物園 Kruger National Park 。

  二十世紀初，南非的環保學家 James Stevenson-Hamilton 鑑於花園大道的

大象瀕於絕種；那無限制的狩獵濫殺南非境內的五大王 ( 獅、象、犀牛、野

牛、豹 )，若不思制裁，這些動物亦將步花園大道的大象後塵，從南非境內消

失。於是他建議在沿莫三鼻邊界，建一野生動物園，南北約三百五十公里，東

西寬六十五公里，相等於瑞士國土的面積。Stevenson-Hamilton 以前南非總

統 Boer 裔的 Paul Kruger 命名，希望藉此消弭 Boer 裔對英裔的仇恨。他私

下寫信給友人說此前總統是一能幹的獵人，他對動物的關懷止於他喜愛的零食

羚羊肉乾罷！在此有一百五十種哺乳動物，五百零七種鳥類，無數爬蟲和昆蟲

繁衍著；圍內遊客只能視察，不准獵殺。克魯格野生動物園是非洲最大之一，

是南非的招牌景點。園內有嚴格的條文，要求遊客恪守，例如除了十幾個指定

的休歇站外，不能下車亂逛，也不能撫摸任何動物。1997 年有五位大漢從莫

三鼻偷渡入南非，取道動物園，慘成了獅子充飢的食糧。後來園中警衛射殺這

五頭吃人獅，剖開肚腹，找到他們的遺物如銀包、手錶 ... 等。

  
  早兩日前領隊 Trevor 向我們解釋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視察動物 Safari 的

情況。我們在國附近的 Kruger Protea Hotel 有二晚。到步的第一日，司機 

Vyland 將駕著遊覽車在園的南部公路上巡迴看動物。第二日清晨五時出發，

乘四輪吉普車 Jeep 到園中的小路去，看到的動物一定比第一天多，此外還有

兩種選擇：( 一 ) 第一日乘特備的吉普車，有專業人士駕駛和備有無線電路和

其他駕駛員互通消息，那裡有珍奇動物立即趕往，旅客選此要多付美幣四十

元。(二)第二日多交美幣八十元參加公園毗鄰 Saba Saba 獵物場的「夜獵」。

因為晚間是獅、豹捕殺羚羊的時份，能看到奇景的機會比較高。我難得來到南

非，於是毫不思索地交美幣一百二十元給 Trevor。未到上午十時，我們已抵

達動物園的閘口 Kruger Gate 。早有兩輛吉普車在路旁等待，付了四十元的



178

團友立即分別坐上這兩吉普車上。我的駕駛員是一年青荷蘭裔女子 Helga 。

她先說現場看動物不同在電視熒幕後看大自然節目。運氣和機緣是很大的因

素。有時看到很多，有時大象一隻亦不出現，莫論獅豹了。此話雖為自己預留

餘地，但亦甚有道理。車子是方便乘客觀賞沿途風光而特製的，比普通汽車高

出三米，有篷頂和旁欄，但不妨礙觀者的視線。遊客可以倚著欄杆拍照。公園

低矮的高原地帶，有多岩石的草原，青黃交錯，有灌木叢和密林，有六條河穿

越境內。吉普車在大路上慢慢地爬著；我看到了很多羚羊、鹿和狒狒。Helga 

突然駛入小路，在灌木叢中穿插，我見到些斑馬和長頸鹿。Karl 在後面大嚷

「慢著，請回頭駛去，我見到些奇異動物。」Helga 掉頭循原路緩緩地駕著車

子。一頭大犀牛湧入眼簾，牠在遠處採吃灌木叢中的枝葉。公園有嚴格的律例

禁止車或人離開路徑去觀動物。我們只能可望不可即般看此犀牛。因它身型碩

大，我們看得很清晰。

  在一歇息站午餐後， Helga 繼續率領我們作視覺狩獵。她聽到同事告知某

處有獅子蹤跡，立即飛車趕往。目的地早有三輛吉甫車停泊著。密林內有二雄

獅在草叢中午睡。獅子的保護色和衰草混在一起，我花了幾分鐘方能分辨得

出。人們凝視了約十分鐘。這些獅子可能發現有人看牠們，一個呵欠，起身漫

步走入林蔭深處。那時鬚眉畢現，尤其是那頰下的長鬃。在公園內的草原反覆

奔馳，若看不到特別的動物，只是些羚羊、狒狒 ...... 實有點沉悶的感覺。

Helga 有些歉意，開車到河邊，我們遠遠看到些河馬，和岸邊的大水牛。因為

距離太遠，這些都是大自然畫面上十幾個黑點而已。播音筒傳出男聲，有一豹

在里多外的林中，Helga 如奉綸音，依言跟往。一列車子早在前面恭候，我們

停了車， Helga 說：「樹上的猴子亂叫，那豹一定在附近。」我們的眼光搜

查了五分鐘。Helga 興奮地指著一處：「我見到啦，你們隨著猴子面對的方向

去看。」幾分鐘內，車內發出一連串「我見到啦」的聲音。我終於也見到了。

那豹蹲在一矮樹下，斑點滿身，體型只及獅子的五份三。它在看機會捕捉一猴

子。無奈猴子們都警覺到目前的危險，那豹知道身份揭露，良機已失，向密林

走去。牠行動迅速，閃電般消失了影子。全車人中只有 Fred Platz 看不到，

我安慰他，以後還有很多機會。」Helga 說：「豹是南非五大王行蹤最飄忽

的，一半以上遊客看不到豹，你們真夠運氣。時近下午五時， Helga 驅車回

旅館，歸程時一頭彎角大鹿，彩毛披滿身，背部有十多條白色的長紋，從草

野中躍出，橫越馬路。我問她：「這是 Kudu 嗎？」她回答：「不是，這是難

得一見的 Nyala，今天真是一吉祥的日子，連中雙元。一個鐘頭內見到了豹和 

Nyala」。回到旅館， Trevor 交給我門匙，行李早放在房間內。我順便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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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跟著 Vyland 的遊覽車看動物的情況如何。他回答：「今天運氣不大好，除

看到一群大象在遠處外，出現的動物是極普通的豬、鹿、羊，猴而已。」我深

自慶幸，這四十元額外消費是值得的。

  旅館的客房是建在叢林中一建築物，有一蓋了頂的長橋和大堂相通。客房旁

植滿金合歡樹 Acacia，紫荊樹 ... 等。從大堂行到房間，一路綠陰不減，使我

有自己也是野生動物園其中之一動物的錯覺。晚飯在那廣袤的大草坪上，四周

圍以亭亭華蓋，枝葉茂密的金合歡樹，坪內豎上不下二十把火炬，火焰隨著微

風飄動，照得草坪通明。中間是三座熊熊烈火的大爐，長桌擺滿肉片，除了雞、

牛、羊外，還有野味如鹿、兔、野豬、蛇 .... 等任君選擇後交給黑人廚師作

現場燒烤。這晚飯既有原野的情調，叉備新奇兼可口的食品裹腹。憑這夜回味

無窮的經歷，便覺得不虛此行矣！

  翌晨四時半電話鈴聲響動，是催促準備參加清晨視察動物隊伍，日出前開

發，我行到大堂，見到幾位團友坐在一角等候。我取了一杯濃香的咖啡，慢慢

地行到他們的身邊。舉目一看，我發覺多了一位不速之客。牆角樑上站著一小

狐猴 Bush-baby，睜開大大的圓眼，向著我凝視，相信他的目光是投射著散出

一絲白煙的熱咖啡，有分一杯羹的意圖。這動物園各動物都是自力更生，小狐

猴亦不例外，他一定在此找到些冷飯殘羹充飢。在 Trevor 派給每團友一早餐

盒後，我登上三吉普車其中之一，會見了駕駛員 Morris，他是一戴眼鏡年青白

人。Fred Platz，Karl， Karen 仍跟著昨日的導遊 Helga，因為 Fred 向眾人

說 Karl 是發現動物的高手， Hazel 搶著上車和他們作伴，我只好將座位讓

出。誰知「冷手執個熱煎堆」。這沉默寡言的 Morris 確是個察覺動物行蹤的

高手，其他駕駛員惟馬首是瞻。聽到他的通告，方珊珊來遲，到達現場時，可

能是「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了。

  隨著 Morris 真是眼福不淺。晨曦甫照著大地，我們已看到很多 impala， 

steenbok，和那似牛實是羊的 blue wildebeest 。特別的是一對雄獅在林中遊

弋，一隻土狼 hyena，全身棕色佈滿黑斑，非常美麗，一群野豬 warthog，一

隊大象。還有數不盡的斑馬和長頸鹿；分不清的各種彩色繽紛的鳥兒。我們只

有一次在一休歇站的小息，吃掉盒中的早餐。餐後他駛向一頗偏僻的去處，停

了車，Morris 簡短只說了一句：「你們看」手指向一樹。一豹將一 impala 的

身軀拖向樹上；鮮血沿著樹幹滴向地面。豹本是夜晚捕食之獸，若見到好的機

會，它當然不會放過。這好戲只演了半分鐘。Fred、Karl、Karen、Hazel 趕

到。我問他們見別豹捕殺鹿的鏡頭嗎？他們搖頭。我指向大樹，那豹早隱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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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叢中；只留下樹幹斑斑血跡。他們頓露出沮喪的神情。Morris 是動物園內

的識途老馬，駕著吉普車到處亂跑。一碩大無倫的雄象攔著去路，氣虎虎的，

眼流出淚，下身滴著體液，神態兇惡。所有吉普車停在路邊讓路，我們靜聲屏

氣觀看此象。若惹惱牠，牠很容易用長鼻把車弄翻；我們便遭殃了。離開此象，

Morris 駕車往公園的另一角。早有幾輛車停此。向前一望，又有一奇景出現。

一頭雄獅在路的右面；一頭雌獅伏在路的左面，路的中心是另一頭雄獅帶著一

初生的嬰獅。那嬰獅眼還未睜開，呀呀亂叫覓娘，雄獅回首照顧牠。嬰獅伸頭

至雄獅腹下，意欲哺乳。當然找不著奶頭，牠叫得更暸亮。當此際，雌獅不置

可否地作冷眼旁觀。我忖測這獅是嬰孩之父，否則牠若不把孩子咬死，也不會

示以愛憐之情的。這幕獅子戲很長， Morris 要讓出車位給後來的吉普車，揚

長而去。還有一美好的尾聲：在回旅館的路上， 一豹從路邊的草叢中走出來，

越過馬路，且一步一徘徊，大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表情。眾人看得既清楚

又詳盡。這次 Helga 學乖了，緊跟 Morris ，所以 Fred Platz 總算償了生平

夙願，見到了豹子。回到旅館午餐已是下午一時。稍作休息，我又要打點精神，

參加 Saba Saba Games Reserve 舉辦的「夜獵」。

  所有參加「夜獵」的團友在下午四時半齊集於大堂內，人數約全團的一半，

因為取費昂貴，又不能擔保一定看到奇景，很多人有所猶豫了。專車送我們到 

Saba Saba Games Reserve，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的西毗鄰，沒有籬芭分隔；

所有動物可以在兩邊自由進出。這獵物保護場的總部是一很精緻的別墅，有餐

室，客房，健身室，和賣物店。大堂一角有一大鋼琴，且有檯椅，主人要求我

們在此簽下「生死狀」。即是如有意外 —— 被野獸傷亡的話，這獵護場全沒

有法律上的責任。主人且備有雞尾酒給我們壯膽。半個鐘頭後在暮色陰沉，煙

靄迷濛中出發。有兩輛吉普車分兩批人。車子比白天用的更開放，沒有頂蓬和

欄杆，這樣和外界全無阻隔，亦即是車中人全無遭受惡獸襲擊的保障。但車子

備有能源很高的電筒，四丈內可以照得明察秋毫。我的駕駛員是一身型魁梧

的四十多歲的黑人 Texon，他帶同一初出道學藝的小伙子，是他的娃兒。彼時

日暮風起，雨粉紛飛。我遊黃山時買來的布帽竟被吹走，留在南非蒼野上。

Texon 真是藝高人膽大，遠遠見到一巨大的白犀牛，他竟將車子駛離正道，輾

踏著荒草，推翻了荊棘，直衝向犀牛身邊，這是我意料不到的。只有在私人地

帶車子不受任何政府條文約束，方通行無阻。犀牛就在我身旁一尺；一股腥臭

味襲人鼻蕾；犀牛竟在我目前作「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生理上大解脫。Texon 

緊緊跟隨著犀牛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印象深印腦海，是一生不可得的際遇。不

覺夜幕低重， Texon 說：「我相信你們肚子有點餓了，我們找一好地方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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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野餐罷」。就在樹林一角， Texon 拿出摺檯，平放在地上。他帶來很

多零食，有麵包，各種野肉片、汽水、茶。我選了一片野豬肉乾夾著麵包慢慢

嘴嚼，暗想這空曠四野地，獅豹走來覓食，怎麼辦？幸好這半個鐘頭平安渡過。

  我們轉彎抹角，Texon 又將車子駛向灌木叢中。有三隻貓類動物嬰孩見車衝

來，怯生生地躲在一旁。Texon 的娃兒放猛電筒照射牠們，一時想不起這是甚

麼名堂。Fred Platz 在旁提醒我：「這是小獵豹 Cheetah 呀！」Texon 說：「嬰

孩在此，牠們的母親也應在附近，我去尋牠。」吉普車在灌木叢中穿插，果然

有一成年獵豹走出來保護孩子們。她滿身斑點，身型瘦長，比豹略小，行動敏

捷。三嬰見母親到來，雀躍萬分，依偎在身邊，無限親切。圈友們頻頻拍照，

獵取這好鏡頭。我領悟到獵物保護場的真諦。若鎗彈取代了照相機，將這些獵

豹滅門，是何等殘忍啊！

  下一場戲更刺激，更緊張。車子開進密林深處，電光猛射下，我見到一身型

比上兩次見到的還要大的豹。拖著一剛被捕殺的 impala 。突然走來一土狼 

hyena，緊跟在豹的背後，那豹自忖不是土狼的對手，無可奈何地放下 impala 

悻悻離去。土狼急急上前將食物啣走；匆忙中 impala 的胃跌落在地上，那豹

心有不甘，流連在附近，循血腥找到了鹿胃，嗅了數下，賭氣不吃離開。突然

森林內變故迭生，另一豹在林中走出。二豹加速步伐逃走。Texon 將電光四射，

四頭雌獅從林內現身，各處覓食。一雌獅在我身邊行過，若我伸出右手，可以

撫摸到獅背。Texon 將燈熄了，細聲解釋：「我不想燈光幫助獅子捕獵，寵壞

了他們。」隔了一段時刻，Texon 又再亮燈，四獅仍在附近徘徊，大約牠們此

次打獵失敗了。其中一獅找到了鹿胃，是剛才那豹不屑吃的，沒有猶豫地囫圇

吞棗般吃下肚子裡。大概牠是饑不擇食了。Texon 問我們看夠未？大家一致點

頭。於是回獵人別墅晚飯去。這次見識確是值回票價，看到弱肉強食，劣者被

汰。

  別墅的晚宴和去夜在旅館大草坪上的野火會同一風格，只是規模小一點，食

物同等精美。貪饞多吃，回家時察覺南非之旅給我體重增了五磅，但我不會

後悔，待專車送我們回旅館休息，已過子夜十二時。次晨早餐見到德人 Karl 

和 Karen，問我「夜獵」情況。我傾囊以告。他們頓足追悔不已。為節省每人

八十美元，失去這難得的經歷，噬臍莫及矣。Trevor 說有人在吉普車內留下

南非幣，美幣，加拿大幣合共價值約二百多美元，給 Texon 拾得，現轉交給他，

未知失主是誰？後來我同車旅伴從多倫多來的老婦 Blanche 認領了。從此事

觀微知著，角城、德班。和約翰尼斯堡 Johannnesbrug 等大城市的黑人，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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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界限外浮沉，走險以謀生，是不是環境所驅使呢？ Texon 大可隱沒這筆錢，

作為他的小費，但他有正常的職業，固定的入息，不屑為此。幸好 Blanche 

向我問清 Texon 名字的串法和 Saba Saba Game Reserve 的名號，準備回家後

寄些錢給他作酬謝。當然這南非之旅還有很多難以忘懷的經歷，準備記在下篇

遊記「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上。

南非紀行之三 - 土人村和野生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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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天涯海角」一詞是喻一非常遙遠，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很難身歷的地方。

李商隱詩句 :「錦帆應是到天涯」是在諷刺那恣慾無度的隋煬帝，若不是天命

另有歸，他的張燈結綵了的龍舟將會泛到天邊。馬致遠曲的小調「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是寫一風塵僕僕，在家山萬里外旅行者的岐路徬徨，以現代人

的眼光來看，李、馬二位詩人的天涯，只不過是二、三小時的機程罷，令人嗤

之以鼻。究竟世界甚麼地方配得上「天涯海角」四字 ? 若我舉出非洲大陸四大

角之南端的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相信很少人有異議罷。

  飛越萬水千山，熬過無數鐘點，我終於抵達角城 Cape Town 的國際機場。領

取行李，過了海關，我在閘口會見了總領隊 Mr. Trevor Shrives。他是一位

五十上下的中年人，操純正，悅耳的英國牛津英文。他告訴我因為九月十一日

恐怖份子突襲紐約，很多旅客裹足不前，此團只有二十二人。這正中下懷，我

素來不喜歡「爆棚」式的旅行團。會齊從各地來的團友，我在中午踏上觀光車

向角城市區邁進。角城是南非發祥地，有悠長的歷史，被本國人冠以「母親

城」的雅號。它在非洲大陸的西南端，環山抱水 ; 峰頂像被刀削得平滑如桌

的桌山 Tab1eMountain 橫亘其間 ; 桌灣 Tab1e Bay 的藍色波浪沖擊著海岸線邊

緣。有此優越的地理形勢，於是角城是世界有數的風景秀麗城市之一。赴旅館

途中經過一座其貌不揚的樓宇，Trevor 指出是名震全球的醫院 Groote Schuur 

Hospita1。1967 年外科手術教授 Dr.Christian Barnard 在此替一奄奄待斃的

中年病人 Louis Washkansky 換了心，延長了他的壽命十八日。雖然病人因肺

炎致命，這手術是一劃時代的突破，是醫學史的創舉。數月前 Dr.Barnard 以

望九高齡謝世，杏林春滿，偉業長駐人間。我想芸芸眾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與草木同朽，完畢了生物的歷程，只有像 Dr.Barnard 那樣出類拔萃的人物，

在社會上有一定的貢獻，結果完成了歷史上的任務，告別人間。老成凋謝，哲

人其萎，令後人望風懷念不已。我還要指出 1967 年是南非執行種族分離政策

Apartheid 如火如荼之際，此政策為聯合國成員口誅筆伐，並實行政治、經濟

的制裁，南非不容於國際垂四十年。Dr.Barnard 的換心手術有如漫漫長夜中烏

黑曠野一盞明燈，放射出萬丈光芒。

  角城的 Cullinan Waterfront Hote1 有非常寬敝的大堂，白石鋪成的地台，

高高的天花板，一度長長的梯級直上閣樓，透明的玻璃窗門，四周擺滿綠葉、

鮮花。外面的游泳池圍著婆娑大樹，似乎將室內和室外連成一片。我暗忖南非

和外面脫節了四十年，有此第一流的旅遊設備，確令人喜出望外。Trevor 早

準備了雞尾酒會在大堂內以便團員互相認識。「歷盡關山幾萬重，人生何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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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 ?」我們萍水相遇，都是異鄉作客，所以一見如故，很快便熟落了。Fred 

P1atz 是一五十多歲單身漢，他見我孑然一身， 便約我結伴同遊角城，消磨

這個下午。我取了門匙，進入房間，遙望角城港口 Duncan Dock，貨船羅列。

角城是南非第二大港，舟楫頻繁，是意料中。雖然經過三十多個鐘頭的旅途跋

涉，形神俱瘁，但毫無睡意。待行李送進房間後，想起 Fred P1atz 之約，立

即下樓，他早在大堂一角等候。我們取來角城地圖一看，旅館位置適中，轉右

再轉左進入 Herrengracht，直駁市中心大道 Adder1ey Street，到火車站，步

行時間不會超過半個鐘頭。一衣著雅潔，風神俊秀，笑容可掏的中年黑人漫步

走過來，自我介紹，他是旅館的經理 Richard。他很有禮貌地說 :「近日南非

的大城市治安不大好，雖在日間，時有搶劫事件，我可以建議你們乘旅館的專

車往 Vi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去好嗎 ?那兒警備森嚴，是遊客流連

的好去處，絕對安全的。」我聽罷一怔。南非自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後，極力鼓

吹旅遊事業，但因階級分明，貧富懸殊，社會仍百孔千瘡，失業人眾，貧困的

黑人無以為生，於是鋌而走險，向遊客下手，原來角城有兩塊面孔的。

  遠自十七世紀起，角城已是商旅雲集，貨物吐納處，也是溝通歐亞二洲的重

要孔道。每逢冬季，從南極來的一股寒流，毫無阻攔地直襲角城，刮起大風，

很多船隻沉沒桌灣的驚濤駭浪中。二百年來遠航南非的水手出發前和家人永

訣 ; 僥幸回歸的或然率不高，倫敦最大的保險公司 Lloyd 拒絕保險繞風暴角

( 好望角的前稱 ) 赴遠東的船艦。十九世紀英國南非殖民政府決定在角城建一

商港以便商船停泊。1860 年遣維多利亞女皇的次于 Prince Alfred 遠赴南非

主持破水儀式，這十多歲的王子親手將第一批石頭倒入桌灣海中，於是第一碼

頭 Alfred Basin 面世。後來因為入澳的船太多，Alfred Basin 不堪負荷，政

府就在毗鄰營建大上一倍的第二碼頭 Yìctoria Basin，這就是 Yì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命名的緣起。自蘇彝士運河通航後，貨物在角城的集散量

大大減低，但重噸載油巨輪仍必要繞好望角往歐美各地港口，Yì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仍是五洲通衢的重點。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此港急劇地

走下坡。1970 年代便給人有淪落失修的印象。1988 年，角城商會決議重修此

港，以舊金山的漁人碼頭為鑑，將此碼頭蛻變成美侖美奐的旅遊景點，這就是

我見到的成果了。

  「春未老，風細柳斜斜。試上超然臺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

Fred Platz 和我在 Vì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街頭漫步，正是南半球

春夏之交季節。微風拂面，毛雨沾衣，將三十多個鐘積累的疲倦吹走。放眼極

望，那平頂的桌山在南面巍然屹立，確是角城特異的標誌，房宇沿下坡而建，

像魚鱗般密密排列。北面是桌灣的港口，漁艇遊船穿插其中，在碧波中濺起白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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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浪花。街道兩旁是商業店所，餐館窗明几潔，精品店珠璣羅列，真是花城

似錦，那有半些兒非洲黑色大陸粗獷的野味。我在碼頭上遠眺這花園錦簇，

秀色絕塵的世界名城，和蘇軾站在超然臺上望江南的心情，相信沒有異樣。

Waterfront 的重建顧及旅遊、航運、商業、歷史、娛樂各方面。很多上百年古

蹟都被修葺一新 : 像球體的時間塔，是古時海員用它作船上鐘數的準繩 : 古鐘

樓，上層是推動時針的機件，下層是計潮器，海水的漲退，量度當日的潮汐 ;

舊港口海員俱樂部，是昔年從世界各地來的海員駐腳處 : 南非漁業博物館，

備有跨兩洋 ( 大西洋和印度洋 ) 的漁業情況。這裡有很大的商場，如 Out of 

Africa，出售南非的土產和工藝品，其中木雕或石雕的野生動物如獅、豹、犀

牛 ... 等甚是精巧。從前聽到非洲是沒有文化不毛之地，盡是耳食之言。這次

南非之旅確實一開眼界。這裡臨海的餐室甚多，後來我們用晚飯的 Quay Four 

Restaurant 是最大的。我們餐桌旁闊大玻璃窗外就是 Yìctoria Basin，一邊

吃，一邊欣賞碼頭附近的活動，寫下我旅行史上難忘的一頁。角城的鮑魚、龍

蝦，Kingclip ( 南非土產魚 )都是膾炙人口的美食。

  Waterfront 有二碼頭值得一記 : 一是 Penny Ferry，是橫渡連接 Vìctoria 

Basin 和 Alfred Basin 間渠道的搖艇專用。當年收價只是一個 Penny。當然現

在不止此數，但仍是微不足道。二是赴 Robben Island 的碼頭，此島是角城開

埠以來囚禁政治犯的地方。前南非總統 Nelson Mandela 就在此島坐了二十七

年監，他本是名律師，因提倡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被關入獄，耗盡青春，銷磨壯

志。我借駱賓主詩四句哀詠他不幸的遭過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

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雨點轉大，Fred Platz 提議進入兩洋水族館稍避，當然我毫不考慮同意。這

水族館的構思，設備等等，被專家認為屬於世界級，可以比美加州 Monterey

的水族館，搜羅了很多非洲南岸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深海動物。有龐大的玻璃箱

飼養了鯊魚、海豚，大鱉，金槍魚 ... 等。這箱高達三層樓宇，觀眾可以視察

水面或不同深度水底中這些動物的生活。我們適逢機緣看到潛水者給鰭刺喂食

的奇景。鰭刺 Stingray 形似大風箏，長長的尾巴像鋼鞭，脊梁有毒刺，傷者

定痛得輾轉呻吟。潛水者大半身都被鰭刺包圍著，他把食物放在魚的口內。相

信鰭刺都是養馴了，不會刺傷潛水者。我們又到企鵝島欣賞了它們用膳的情

況。管理人拿了一大桶魚到島邊，成百的企鵝游向池邊等待。管理人將魚擲向

四方 ; 企鵝紛紛奪取，好看煞人。其中有一企鵲索性跳上岸來，桶中的魚成了

它的自助餐。管理人看到，急急把桶奪回，它已偷吃了兩條，我不禁失笑，企

鵲也有巧取豪奪者。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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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到天涯海角的南非旅遊，很多好友都為我擔心，在恐怖份子突襲紐約

後隻身遠行。想不到遇上 Fred Platz，我們雖然志趣不同，一齊在角城港口渡

過這愉快的下午，可見得放開懷抱，隨時隨地交友，旅途不會寂寞的。「莫愁

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

  角城在非洲大陸之南海角半島 Cape Peninsula 北端有龍蟠虎踞的形勢，所

以遠在1652年荷蘭冒險家Jan Van Riebeeck 在此擇地而居。南部為桌山所阻，

三峰 (訊號山 Signa Hill，獅子頭 Lion Head ，魔鬼峰 Devil's Peak) 鼎足

而立，守著角城的門戶。北部的港口 Vìctoria and Alfred Waterfront 臨大

西洋。城市就在桌山圍繞著的盤谷，有「湯碗底」的綽號。從 Waterfront 向

南延伸是一狹長地段，一連串小鎮 Green Point，Sea Point，Bamtry Bay，

Clifton 直到 Hout Bay 沿著大西洋的邊緣而建。桌山的餘脈十二門徒山 12 

Apostles 直逼海邊，很多處懸崖如刀削般倚著茫茫大海。當車子在裂山而過的

公路行駛時，仰上觀之，山頂白雲沓沓，俯下視之，大西洋波濤洶湧，地勢危

殆，令人咋舌。這些小鎮多是角城最高尚的區域，有華美旅舍，豪富宅宇，龐

大商場，雅緻酒肆。更處處點有遠望如雪的白沙灘，弄潮兒穿插其間，宛若蜜

蜂伏在白糖堆上。離開人煙處，車子進入林木地帶，多麼的恬靜幽清，彷彿這

確是非洲的原野，不上半小時，又雲開見天，另一小鎮朗然入目了。正是「山

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從 Hout Bay 向南行的 Chapman Drive 最

為險要，比起意大利近 Sorrento 的 Amalfi Drive 可謂春蘭秋菊，各擅勝場。

這山道是開鑿花崗岩而成，迂迴曲折，一段路攀跨懸崖，另一段路緊貼海灘。

藍天白雲，崇山峭壁，浩瀚大洋，盡收眼底。

  車行了一個鐘頭有多，駛入好望角大自然保護區 Cape of Good Hope Nature 

Reserve，這是波浪式起伏的丘陵，因風勢頗勁，喬木難生，漫山遍野長滿了

野草，雜樹，和奇異的花卉。南非語 (從荷蘭語衍變出 )稱這植被為 Fynbos，

即「美麗的叢生灌木」。這植被是南非特有的農產，擁有二千二百五十六種植

物，居世界植物王國首席，只有南美洲的雨林可望其項背。植被的植物主要的

有四大類 : ( 一 ) 山龍眼科的 Protea，是南非的國花，有數十種形款，霸王花

大如熊掌，像倒過來的傘子，外圓周圍著胭脂紅或粉紅的花瓣，裡內是一紮黃

色的絨線，花心是奶白色。小的 Protea 形似縫紉用的針球，黃色或紅色微彎

的針密密地釘在球體的花上。( 二 ) 石南荒原 Heather Plain 中的 Erica，花

枝主莖上掛滿紅花，形狀如小鈴或小管。( 三 ) 屬蘆葦的 Restios，在花樹叢

中雜生。(四 )蘭花的一種 Disas，花開三瓣，深紅如吐出火焰。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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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半個鐘頭後，我們抵達好望角，勒石為銘。團友爭著在「好望角」石碑前

拍照留念。我默默地漫步到角端的亂石崩雲，驚濤拍岸處，遙觀無際的大西洋，

空空洞洞，沒有島嶼。我的家就在天涯海角處，只見到目前的景象 :「雲翻一

天墨，浪捲半空花。」風刮得很猛，吹得我頭髮散亂。莫怪 1487 年葡萄牙探

險家 Bartholomeu Dias 稱此地為「風暴角」，後來。King John 認為此地是

世界各國商旅雲集處，應給未來展開希望，所以改名為「好望角」。附近的海

底佈滿沉船的遺骸，於是飛行荷蘭人 Flying Dutchman 的傳說便不脛而走了。

事緣 1641 年荷蘭船長 Hendrick Von der Decken 繞好望角揚帆回國，遇上風

起浪湧，桅檣的布帳已被狂風破裂，船長勃然大怒 :「無論需要多少時日，我

一定越過此角。雖世界末日降臨，我不會休止。」在風譎雲詭中，人船俱杳。

後來每當天氣惡劣時，行船者在好望角附近便見到一襤樓破船，載浮載沉地漂

流在大西洋上。1881 年英國戰船 HMS Bacchante 泛經好望角時，一水手見到

了飛行荷蘭人，駭然記錄在筆記上。1907 年此水手後加冕成為英王 George V。

見到飛行荷蘭人的船隻定遭滅頂，因此船載的是未來英王，方能逃出魔掌。

  踏上旅遊車，向海角半島南端角點Cape Point出發。領隊Trevor大嚷:「山

邊有兩隻 Bontebok，你們見到嗎 ?」眾人不約而同頭向山邊。我心別有所思，

反應遲鈍了些，「望穿秋水」，那有羚羊的影跡。南非的野生動物多如恆河沙

數，這次雖錯過機會，但腦袋訓練靈活一點，以備克魯格野生動物園 Kruger 

National Park 之旅。角點有一很大的停車場且備有餐室和很多店舖。可惜當

時登山纜車壞了，遊客只好徒步登山。Fred Platz 先著一鞭，離群起步，我緊

跟在後頭。沿山小徑頗為險要，我時有飛身凌虛，拾級騰空的感覺。一路風景

美極了，仰頭一望，Fred Platz已把我拋得遠遠的。登山者是，多是年青小子。

Trevor 只給我們一個鐘頭時間 ;我憑著年多前登黃山訓練得來的技巧，於是急

起直追。無奈力不從心，總追不上 Fred Platz。宋人楊萬里有一七絕寫此狼狽

情形 :「嶺上看山似伏濤，見人上嶺旋爭豪，一登一陟一回顧，我腳高時他更

高。」好不容易走上山頂燈塔處，已氣喘如牛了。遙觀海景，天盡頭處應是南

極洲罷。山腳下白浪滔天，西面是大西洋的寒水，東面是印度洋漂來的暖流，

在角點交匯，頓覺心境豁達，胸懷壯闊。天啊、海啊、山啊、雲啊，似乎在這

裡四者渾為一體。於是借清朝陳恭尹二詩句詠此景色 :「五嶺北來峰在地，九

州南盡水浮天。」觀宇宙之偉大，天地之無窮，置身其中，本人是何等渺小啊!

  下山趕回停車場，離出發時間尚有十分鐘，遂站在一精品店門前等待。一群

狒狒Baboon 操入停車場，一雌的抱著伏在胸中正在哺乳的嬰孩在我身邊行過，

旁若無人。向左望去，一隻雄狒狒從一停泊著的車子偷來食物一包，跳上車頂

大快朵頤 : 遊客爭著拍照。他故意擺出不同姿勢，露出古怪表情入鏡頭，顯然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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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狒狒和遊客都混得很熟。南非政府雖嚴禁拋食物給它們，但這些冰雪聰明

的靈長目動物，若見到你邊行邊吃，一定不客氣把食物從你手中奪來。歸途時

在車上見到一對碩大無朋的鴕鳥，在石南荒原上追奔逐北，健步如飛。遊非洲

最大收獲是隨時可目睹各種珍禽異獸，後來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見到很多，留

待下篇遊記作詳細報導。

  回程取道海角半島瀕錯誤灣 False Bay 的東岸線。錯誤灣命名原因有二。

(一)普通人認定好望角的角點是非洲大陸最南端及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分水界。

兩者都不是 ;這榮譽歸於距海角半島東百多里的針角 Cape Agulhas。錯誤灣水

的溫度比大西洋的高達華氏十度，屬印度洋水系，且角點地形峻峭，山勢雄偉，

風景奇絕，詩人墨客就將錯就錯，所以拙文也以「好望角雲山分二水」為題。

( 二 ) 船員駛入錯誤灣時以為已到桌灣。誰知還要繞經好望角一大段海程方抵

達角城呢 !

  東岸的公路沒有西岸的那樣崎嶇，有十九里依傍著海灘平坦大道。旅遊車

很快駛入軍港 Simon's Town，建城於 1687 年荷蘭殖民時代。當時海角州長

Simon Von der Stel 認為此港口適合遠道而來的海員憩息所。1814 年海角半

島主權移交英國，英政府索性將南非皇家海軍基地設於此。這城有二十多所

百年歷史建築物供遊人憑弔，還有海灘上的企鵝生息場地。我們抵達 Simon's 

Town 時，大家都腹如雷鳴，驚鴻一瞥後便匆匆赴 Kalk Bay 的 Brass Bell 餐

室午膳。此餐室依山臨海，我坐在大廳外露台，和幾位團友共席。東岸風和日

麗，和西岸凜烈勁風有很大的差異。面對著平靜的錯誤灣，遙遠處角域的南部

屏障，平頂的桌山，一目了然。當天的菜式是燒烤海鮮，包括龍蝦、大蝦，和

數種魚片。在火爐上香氣四溢，未入口我已垂涎欲滴，使我對南非烹飪刮目相

看。

  我們在下午參觀了角城的植物園 Kristenbosch Botanical Gardens。這植物

園在桌山南麓，沿山而築，且有羊腸小徑直達山頂。園內的植物多是海角半島

的名產，單是山龍眼 Protea 就有幾十品種。此園面積很大，背後通山處沒有

籬牆。花樹羅列得很雅緻。內有一花香園，專門種植香氣濃郁的花卉，途上設

有說明牌，都是供盲人摸讀凹凸字。

  本來還有一節目是登纜車上桌山之巔去欣賞夕陽西下和角城華燈初上美景

的。當天桌山被雲霧縈繞著。這被戲稱為「檯布」的雲霧很密很濃。Trevor 說

纜車收費很昂貴，如此天氣在山頂上得到的印象是騰雲駕霧，太不值得了，不

如回旅館早些晚飯，好好休息，明天遠足至葡萄酒莊園，時間會安排得很緊湊，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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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致同意。Trevor 利用這空白領我們車遊角城市區。這小城鬧市只有十二

個街口，主要建築物都是在大街Adderley Street附近。市區內撒滿名人石像，

這樣走馬看花式當然不合我的脾胃。Trevor 很關注我們的安全，再三叮嚀不可

落車在鬧市內蹓躂，所說和旅店黑人經理 Richard 無異。經過城東一大塊空

地，Trevor 解釋這是第六區所在地。本來是有色人雜居處，種族分離期間角城

政府決策將此區改為白人區。將全部居民遷徙到東郊的海角平原 Cape Flats

去，所有房宇剷平，不久南非改轅易轍。現政府有計劃恢復昔日的「第六區」，

但慢吞吞的，所以此地仍然置空。

  翌日一早起床，餐後立即出向東北出發。經過東郊海角平原的貧民窟，房子

像厚紙盒般，凌亂地，隨便地湊合起來，當然沒有自來水，煤電，去污暗渠的

供應。當年「第六區」的居民便被迫遷至此。未知他們有「衡門僻巷愁今雨，

廢館頹樓夢舊家。」的嗟嘆嗎 ? 風雨之日，這些像包裹箱的房宇缺漏點定全部

畢露，我看到角城醜惡的一面了。南非雖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但貧富差異是最

大的隱憂。我幾乎可以同情那些在鬧市內行險僥幸，劫掠途人的賊。他們要生

活，有其他的選擇嗎 ? 下筆如行雲流水，不覺已墨汁滿紙，葡萄酒莊國和花園

大道之遊，只好留待下篇。

好望角雲山分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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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南非之旅彷若走入兩邊掛滿名畫的長廊，漫步其間，目不暇接。從踏入角

城 Cape Town 開始，每一景點，有其獨特的吸引力。遊罷克魯格 Kruger 

National Park 野生動物園，緊張刺激，心有餘悸。遊覽車從荒原緩緩駛入山

區，這是世界聞名的風景區南非斷層地帶 The Escarpment，南非東北部有龍

山 Drakensberg 像蒼龍般綿延跨伏 Kwazulu-Natal 和 Mpumalanga 二省，伸

至 Northern Province 的東南邊界餘勢未衰，將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和金礦場

隔絕。分野界是險峻的懸崖，使我感覺崇山自西向東奔來，到此地戛然而止。

這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很多急流、斷岩、峽谷、瀑布、叢林 .... . 等如詩如

畫的大自然。英文學家 J.R.R. Tolkien 年青時浸淫在這些秀逸風光內；他後

來洛陽紙貴，傳誦全球的幻想神話 The Hobbit， The Lord of the Rings 就

以此地景色作為小說的背景。我見到的山形確是很奇特，例如三座形似祖魯人 

Zulu 茅寮像雪糕筒般屹立在大河峽谷之頂，所以本地人戲稱之為 The Three 

Rondavels ;還有那碩大的圓柱，全身是光禿禿，只有頂面長滿婆娑綠樹。「尖

閣」The Pinnacle 這名號確是形容得很貼切。野生動物園的氣候潮濕炎熱 ;

我早上只穿一短袖薄衣和一棉布長褲。當遊覽車在蜿蜓山道上向高處盤旋，那

層像紗帳的霧漸漸密起來 ; 我感到一縷寒氣透背入身，於是急忙頻加外衣和冷

背心保暖。整部車已被像棉花般的濃雲籠罩著。「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

最高層。」領隊 Trevor 說 :「現在視野已減為零，不如回頭下山去，我領你

們去欣賞另一奇景。」我知道山頂的奇景包括幾條大瀑布，有維多利亞瀑布作

此行的壓軸好戲，可以彌補錯過目前幾條瀑布的遺憾。

  Blyde River Canyon 確是天下一奇景。這峽谷是哀 Treur 樂 B1yde 兩河

的交流處。河水挾著從山上來的流沙和石塊，積年累月的沖擊，腐蝕河床和裡

岸，挖成無數的大小洞孔。這些在石英 quartz 和板泥巖 Shale 表皮上的空洞

外型甚似瑞士乳酪 emmentaler cheese 。河水反復巡迴在這些空洞進出，製

成的漩渦，迴瀾，浪花 ; 花式眾多，蔚為奇觀。我環視峽谷一周，微雨中雙腳

觸到的石塊甚是光滑，步伐要格外謹慎。峽谷有一博物館，陳列著很多動物，

都是用它們本身的毛革裹製的。我沒有機會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看到的，在這

裡我看到它們的標本。

  午餐在林業中心小鎮 Graskop 。那時風雨導致全鎮停電 ; 餐室裡內部都是

暗昏昏。Fred Platz 和我向街上小販買了些零食，邊吃邊行，徒步觀光此小

鎮。我察覺 Graskop 是屬白人區域；也許這是種族分離政策 Apartheid 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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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餘音。商店裡面都點著洋燭，情調頗為浪漫。Fred Platz 見到了一舊書店，

行進去。我想在這燭光下怎能閱讀，所以沒有跟著他。我走入大街對面的精品

店，有很多石雕動物，價錢十分便宜。我想買一豹子，因主人不收美幣，又

因電腦停了電不能錄用信用片，只徒呼荷荷地離去。離開 Graskop ，下一站

是 Pilgrim ' s Rest。此是開取金礦之地。南非政府將它復古還原吸引遊客。

Trevor 給我們一個鐘頭在此地流連。可惜此鎮亦沒有電力供應；全部景點和

博物館都關閉起來，只有那漫散著維多利亞時代氣氛的 Royal Hotel 大門半

掩。我輕輕推開門步入，裡內琴聲、燭光、人影彷彿將時光倒流了百多年。我

只盤桓了五分鐘便出來了，街道靜靜的。這小鎮建在山邊，只有一條正街，

房宇都蓋上漆了紅色的摺紋鐵片。除了幾間精品店開門外，還有一所雜物店 

Dredzen’s Store，裡內盡是百多年前的日用物品，又是一令人撫今追昔的地

方。晚上在一通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 公路旁的 Malaga 旅館留宿。這真

是一意外的驚喜，這旅館是西班牙式的建築。全部客房都列在一有頂蓋的弧形

石板走道旁。房間背後是一很大的庭園，點綴了無數的藝術雕刻，園的正中是

一大噴泉，背後是三級石砌，步上園的後部份，其右角是一石亭。旅館在龍山

高原內，大草坪四周種植了很多大樹和花卉。彼時大雨滂沱，晚飯後回到房間

靜思，韶華漸逝，白髮頻添。想起王維的五律：「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

生。」難免情意迷惘。

  當遊覽車駛入南非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境內時，大地水平線上的爭相刺向藍

天的現代派建築物摩肩接撞地出現。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剛從南非的荒

原出來，便見到這可以模擬紐約，芝加哥的現代化城市。約翰尼斯堡是充滿矛

盾的城市，它有最先進和最落後的一面。它似乎從種族分離政策的鎖鏈解放出

來，但罪案多如雨後春筍，令遊客絕跡的市中心時常提醒此政策的餘孽猶存。

它是南非的金融中心，經濟命脈，展望著美好的明天，同時顯露著對黑暗的過

去藕斷絲連。這是我似乎未曾到過其實已踏足其境的城市，也是我初衷不準備

納入南非遊記而結果因它的重要性不能漏掉幾筆的城市。Trevor 在車內先向

我們解釋，約堡治安之壞不足為外人道也 ; 罪案之多，警察也束手作壁上觀。

市內白人經營的生意紛紛遷移到城北的郊區。鬧市中心非洲最豪華旅館之一 

RitzCarlton 因為缺乏足夠的住客被逼停業置空。我們只能坐在車內巡視約堡

的市容，在街上漫步是不智之舉。南非大城中的角城和德班都有根深的歷史。

約堡是一暴發戶，一百多年前是金礦工人營幕集中所。發掘金礦是約堡建城的

因由，可以說它的銅臭氣味頗濃。角城有超塵脫俗的風景 ; 德班有不同文化薈

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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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的色彩。約翰尼斯堡呢 ? 它有富可敵國的黃金，全部反映在互競豪奢的摩天

大廈內。對於一位從北美洲來的遊客，它絕對沒有角城和德班的吸引。它的魅

力是夜生活 ; 林立市區的夜總會奏出最新潮的音樂，演出最瘋狂的舞蹈，可惜

我沒有機會欣賞。種族分離政策執行期間，約堡是政客、商人、首富組成的純

白人城市。勞工階級的黑人隔絕於西南各小鎮 township , 他們只准白天在市

內操作，入夜後一定要回家。Soweto 是其中最大的，擁有三百萬人口，是一很

可觀的衛星城市，前南非總總 Nelson Mandela 亦在此置有居室。自分離政策

廢除，從各小鎮來的黑人紛紛湧入約堡。從起初就沒有城市設計的約堡更形混

亂，現在它是整個南非的縮影。面對政府有一很大的挑戰 : 處理得好亂如麻的

約翰尼斯堡方能有機會澄清那陰霾密佈的南非政局。此城面積非常大，車子在

內巡迴了一個鐘後北往行政首府比勒陀尼亞 Pretoria 去。

  比勒陀尼亞北距約翰尼斯堡僅五十公里，有迥然不同的風格。當遊覽車駛

入其中一大道，舉目一望，呈現出一片紫色的天空，原來路的兩旁植滿紫威

樹 Jacaranda，枝葉濃密，在馬路中心合抱。每逢春季 ( 十月至十一月 )，

這些大樹燦爛耀目的紫色花怒放，製成一紫蓬蓋。此是一典雅的歷史小城，

市中心是教堂廣場，矗立著前南非總理克魯格 Paul Kruger 的石像。他是

布爾人 Boer，在角城誕生，年青時隨那批不甘受英國統治的布爾人作大遷

徙，從海角半島北移至此。1883 年他出任為南非總統，即當日布爾人的小國 

Transvaal。英帝國為了爭奪金礦源地，對此小國鷹視狼顧。1899 年英布戰爭 

Boer War 爆發了，經歷三年的浴血苦戰，英帝國吞掉了 Transvaal。Kruger 

流亡到瑞士終其餘生。很顯然在比勒陀尼亞，布爾人的餘風尚存。在教堂廣場

附近，克魯格的故居仍保留著，裡內陳列他當年的日用品，反影出他是一自奉

甚儉的基督教徒。不遠處是英雄畝，他的骨殖從瑞士運回南非，下葬於此。

  遺憾的我們只有很短的時間觀光市區，遊覽車掉頭南往，經過全世界最大的

函授學府 --- 比勒陀尼亞大學。抵達一山丘上的巍峩大花崗巖建築物，這就是

大遷徙紀念館 Voortrekker Monument。1834 年約六千名布爾人為了逃離英國

的殖民政府，從角城出發，組成一浩蕩的布蓬隊伍北徙。他們將所有的傢俱，

廚房工具，隨身衣著，放在車上。間關千里，歷盡險阻，途中遭受祖魯土人 

Zulu 的襲擊 ; 一部份移民喪生在他們的槍矛下。幸攜有火械，殲滅了祖魯武

士，繼續北行，幾經艱辛後方抵達比勒陀尼亞作定居。紀念館內的四壁雕刻滿

這一千六百公里艱苦旅程中的險象環生 ; 四周陳列了布爾人的遺物。涉獵南非

歷史的遊客絕對不能錯過這紀念館。屋頂兼備有瞭望台，比勒陀尼亞全城景

色，了然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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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晚下榻於約翰尼斯堡北部的 Sandton Sun and Towers。Sandton 鎮是約

堡最富庶的純白人小鎮，商店出售的是全是非州最名貴的貨品 ; 此地亦是黃金

和鑽石貿易中心。我相信只要有錢，甚麼物中之華，天下之寶在 Sandton 都

可以找到。我在一櫥窗內見到了兩套西洋象棋，一是鍍金和鍍銀，用各種野獸

形態作棋子。一是象牙雕刻，棋子是布爾移民對抗祖魯武士。我對這些棋子一

見鍾情，但價錢不是我這普通人付得起。Trevor 在旅館的豪華餐廳內作告別

宴，因為明天早晨我要乘機赴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 。一部份團友包

括 Fred Platz 明天便要回家。晚飯主菜是 kingclip 魚片。Fred Platz 拿

了一杯盛滿白酒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些客氣話 : 以後相見機會不大，但他很珍

惜我們在南非結伴同遊的機會，回味無窮，我們乾杯罷 ; 言下之意很有溫庭筠

詩句的情懷：「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從 Tennessee 來的 Dorothy 和 

Nellie 頻頻替我拍照留念。是夜我亦向 Trevor 話別，這位措詞典雅，字字

珠璣的英裔南非人確是一好領隊，且文質彬彬，大有英國紳士的氣度，在倫敦

也不容易碰上。翌晨早餐中有一意外，Fred Platz 突然在我面前出現，他告

知我他準備參加旅館主辦的 Soweto 黑人小鎮上午遊。我倒有點羨慕他能窺南

非全豹。餐後，回房漱口後準備上車赴機場。又見 Fred Platz 在車前等候，

第三次和我握手道別，這陽關三疊，令我大受感動。司機 Vyland 送我們往機

場，握手道別時我送他一封包，作為酬謝這幾天來他的額外關懷。約翰尼斯堡

國際機場是非洲第一大機場。裡內宛似迷宮，若不是 Trevor 親自護送，幫忙

辦理出境手續，我一定不知適從。那八十三歲老人 Jean Cook 還說 :「你若失

掉了我的行李，我要問你收回部份小賬。」Hazel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此老人

性情怪癖，喜歡炫耀自己，旅程人除了我外，沒有團員樂意和他同席或同行。

他膝部曾接受外科手術，所以上下梯級時我要扶持著他。Trevor 是一忠厚紳

士，直至我們入了候機室閘口，他方揮手告辭。

 

  兩個鐘頭後，飛機在維多利亞瀑布機場降落。我已踏上 Zimbabwe 的國境。

Zimbabwe 的前名是 Rhodesia，取名於十九世紀英國殖民主義最高峰時的巨星 

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他年青時在南非開取鑽石致富。他有一夢

想，是將開羅 Cairo 和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串成一線，隸屬大英帝國

的旗下。Zimbabwe 是他用奸詐手段從酋長手中騙取來給英國的。為了實現他

的政治理想，他和當年的南非總統 Transvaal 的 Paul Kruger 展開激烈鬥爭。

棋逢敵手，結果兩敗俱傷。Rhodes 的政治生涯亦因此結束。他晚年隱居在角

城郊區臨錯誤灣 False Bay 的小鎮 Muizenberg , 1902 年去世。雖然他打通

非洲南北的夢沒有全部實現，他的經濟王國直至今天仍是南非的脊椎。維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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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瀑布的熱風吹得我汗流浹背。未過關時我要解除上裝，只剩下一單薄的襯

衫。我已身處熱帶雨林的地區。領隊 Parka 早在海關外等候，他是一瘦削清

癯的年青黑人，身手敏捷如瀰猴，操口音頗重的英語。我們習慣了 Trevor 的 

Charles Dickens 文句之英文， Parka 的風格要慢慢適應。老人 Jean Cook 

很不客氣地抱怨著 :「為甚麼非洲聯合旅遊公司給我們這樣的領隊 ?」 我示意

他不可武斷多言。我們漸漸察覺 Parka 亦是一很好的領隊，有一套獨特的作

風，他不預告未來節目，但一定人在現場作指導。踏上遊覽車後， Parka 給

每人一瓶冰凍的清水，確是解熱的良劑。

  Vìctoria Falls 的中心是一小村落，似乎除了我們寓居的 Kingdom Hotel 

和附近英殖民時代建的 Vìctoria Falls Hotel 外，便見不到有規模的西式樓

宇。原野氣味比南非更濃郁。我們抵達旅館的大堂大約是下午二時半， Parka

給每人門匙後，請我們下午五時再在大堂集合，開始 Zambezi 河上的夕照泛

舟。這節目的名堂很富浪漫色彩。我有兩個鐘頭巡視居室四周的環境，這旅館

建築風格有點似古埃及式，主要建築物是一棕色的龐然大物，前面繞以一弧形

的「護城」河，有石橋和停車處相通 ; 遠遠見到街外的市集，所以這旅館可以

說和外界隔絕。後面洞開的餐廳、對著一雅緻庭院，廣植棕櫚，芭蕉，椰子等

大樹 ; 點綴著各種顏色的花叢。一角是闊大的游泳池和供泳客歇息的大軒，內

備有酒肆和快食檔。一條長長的碎石砌成的小徑通往左翼的客房。彼時我身上

沒有半分本地貨幣，大堂右的精品店有些維多利亞瀑布的明信片出售，每張是

本地錢五十元起。當天美元兌換率是一對四十二，豈不是每張明信片超過一

美元 ! 於是我猶豫起來。後來 Parka 帶我們到市集一銀莊換錢。一美元可得

一百六十五元，兩天後我獨自在市集內蹓躂，在一商場內換到二百二十五元，

可見得 Zimbabwe 的金融混亂，黑市市場林立。夕照泛舟前的猶豫，替我節省

了很多錢。60 和 70 年代 Ian Smith 用鐵手腕統治 Rhodesia，執行純白人高

官政策，黑人被壓在最低層。80 年代時勢所趨，Smith 在形格勢禁下，還政於

黑人。可惜直到今天 Zimbabwe 的政治仍未上軌道，黑市貨幣場是其中一例。

  Zambezi 河源於 Zambia 之北，近 Zaire 和 Angola 三國交界處。它向西

南流入 Angola， 然後南折回 Zambia，在 Caprivi 沼澤和 Chobe 河水匯流，

於是滾滾東向成了 Zambia 和 Zimbabwe 的天然國界。從源頭流了一千公里有

多在維多村亞瀑布作一百米以上的下跌，造成世界奇觀，然後穿過 Batoka 峽

谷進人工湖 Lake Kariba 。從人工湖流出後，一路沿著 Zambia 和 Zimbabwe 

邊界進入 Mozambique 境內，最後注入印度洋。Zambezi 是非洲唯一向東流入

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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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的大河。Zambezi 河上夕照泛舟的地段在維多利亞瀑布的上游。碼頭是

一臨河大軒，裡內寬敝，四周擺列些黑木 ebony 雕刻土人人像。Parka 早備

有葡萄酒、果汁、汽水等飲品給我們提神。踏上遊艇，見兩面洞開 ; 陣陣清風

吹走身上的炎熱。四人座位中有一桌。放眼四顧下，都是無涯際的蒼綠灌木叢，

彷彿有些似多年前在巴西的 Manaus 遊亞馬遜河 Amazon 的景象。船緩慢地逆

水而行。突然在我身旁有「撲通」一大聲，水花濺濕了我的襯衣，把我嚇了一

跳。一匹大河馬在水面上伸出頭來，張出血盆大口，不到六尺距離外還有四五

匹。我想不到河馬近在咫尺，四日前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只遠遠見到些黑點。

導遊說是河馬，只能作人去亦云而已。現在真正見到皮毛畢現的河馬。Parka 

警告我們不要將手放近河面，河馬不會騷擾遊客，若碰上鱷魚，可能「空手」

收回。原來這條河是危機四伏的。船上有各種小食享客，且酒水不停，服務甚

佳。不覺紅日西斜，晚霞照在河水中，河水一半變碧綠，一半變嫣紅。「一道

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這夕照景色美極了！船經 Kalunda 島，這

是屬於 Zambia 的河中大島，似乎只有蒼莽的林木，沒有人煙。我真正感受到

身在非洲林野內。我張開地圖一看，維多利亞瀑布的市中心微不足道，在船上

眺望不到。但 Zambia 的 Livingstone 是十九世紀探險家集會處，離河畔未及

十英里，應該是有點規模的城市。城在那方呢 ? 很自然地記起明朝李東陽的詩

句 :「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

  晚飯在寓居的 Kingdom Hotel 餐廳內，我已想到飯後餘慶節目，是赴鄰近的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見識英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奢華跡象。同桌的三位女

士:德人 Karen，加拿大人Blanche 和 Mary 要求和我同去。我難得有伴同行，

一口答應了。Victoria Falls Hotel 在 Kingdom Hotel 背後，有一條長長可通

車輛的私家路直達開口。閘口有侍警盤問到訪的來客。過關後再行三分鐘方到

那兩層高，白身紅頂的樓房的正堂，甚有豪門的氣勢。自橫跨 Zambezi 河的

維多利亞瀑布大橋建成後，觀瀑的旅客日眾。鐵路局爭取這機會在景區內草草

建成一客棧，在 1904 年六月開始營業。1914 年從角城直通維多利亞瀑布每年

有五班車。於是在 1914 年至 1915 年大幅員的重建，客棧蛻變成一華麗的旅

館，隱蔽在黑色大陸的叢林內。正堂兩側有很多大房，包括餐廳，會議室，書

舍，遊戲場…等。連起這些大房的長廊牆上一邊掛滿些陳年照片，一邊掛滿名

人漫畫素描和「英國人的幽默」畫意速寫。我們一行四人在長廊上流連了不下

半個鐘頭。那些陳年照片都是和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有關的，最舊的是 King 

George V 和 Queen Mary 的生活照片。最近的也有半世紀多的歷史，是英女

皇伊利沙白以公主身份訪問維多利亞瀑布時留影。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在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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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殖民地星羅棋佈，有「無落日」的自誇。經過兩場世界大戰，殖民地紛紛脫

離帝國，英國成了「舊業已隨征戰盡」的舊時門第。睹物情生，無限感觸縈繞

著心頭。正堂外面是一大露台，對著一遼闊的花園。彼時夜幕深垂，露台上搖

曳著幾十枝燭光，斷續地傳來輕微的杯盤磨擦聲，黑人侍者步伐聲。

  我們拾級上樓，梯邊牆上掛滿打獵的收獲 -- 野生動物的頭。樓上幾乎全部

是客房，不敢驚擾了住客和食客，我們輕輕地從橫門步出花園。這花園雅緻極

了，大草坪各角廣植熱帶花樹，包括椰子、棕擱，天堂鳥，bougainvillea，

frangipani， flamboyant..... 間雜了些葉大像羊齒的蕨科植物。我在三個

鐘頭內，從草莽的熱帶叢林走進一典雅的英國花園，人生真是不可思議啊 ! 夜

涼如水，月華滿天，我們繞著花園行了一大圈。Mary 說 :「我現在迷路了，怎

樣回到正堂的大門呢 ?」 我說 :「不用操心，緊跟著我行罷。」一段路後，我

打開一橫門，進入一閱讀室，裡內有寢椅，包以棗紅的天鵝絨。桌上擺滿雜誌

和報章，角落櫃內有很多藏書，這房子洋溢著書香味。另一門和長廊相通，遙

遠處的一段就是我們欣賞陳年照片的地方。Karen 笑對我說 :「我服了你啦，

我是相信輪迴的，也許你在前生曾到過這旅館。不然，你怎麼容易辨別方向。」

我的秘訣是曾在新加坡的 Raffles Hotel 留宿兩次，這類英國殖民期的旅館

總有大同小異的建築藍圖。我只不過偶然幸運猜中罷。離開 Victoria Falls 

Hotel 我感到有幾分惆悵。這地隱藏了冰封著的時代 ; 已成歷史陳跡，居然活

現在目前。我雖然不是 Rudyard Kipling 那時代背負著「白人的責任」的英國

人。作為一維多利亞文學的愛好者，對那時代總有些無名的眷顧 ; 它的消逝多

少產生在心靈上些許惋惜。幸好 Victoria Falls Hotel 的存在能給我對這已

逝去的時代一點追懷。

  在夕照泛舟時我已覺察到 Zambezi 的河面異常遼闊，河心有很多大小島嶼。

當河水流近瀑布邊緣，河的平面陡增，宛然是一小湖。所以在斷層的懸崖河水

分開近十處同時急劇下跌，製成一連串的瀑布奇觀。Zambezi 河流至瀑布前的

一小段像漏斗的斗蓬，瀑布的下游是十多個險峻峽谷，河水蜿蜒鑽開山丘而過;

急流的白浪在怒吼，在奔騰。這些景象我在直升機上看得很清晰。1855 年 11 

月 16 日英國探險家 David Livingstone 欣賞了雄偉的維多利亞瀑布，驚嘆之

餘，寫下「這景秀麗，非人間所有，一定是為天使而設的。」翌日晨我們乘直

升機在瀑布的上空飛行，機就是以「天使的雙翼」為名號。維多利亞瀑布的降

水量是世界最大的 ; 它寬有一千七百零八米，平均深度超出九十五米，水花噴

射雲霄，有五百米高，在七十公里外也可遙遙見到。這十五分鐘內的直升機飛

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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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僅在瀑布上空盤旋，還沿著 Zambezi 河追索上游一小段，俯視兩岸叢

林，間有大象出入其間，越過村落的上空，Victoria Falls Hotel 和 Kingdom 

Hotel 的建築群，朗然入目。瀑布的煙霧迷漫，水柱穿雲，嘆為觀止。

  自 Livingstone 發現維多利亞瀑布後，歐美人士慕名觀光者絡繹不絕。

十九世紀英國人稱之為「叢林之界」Jungle Junction 。這是一很有神秘魔力

的名號。在航空史初期的 1940 年，英國皇家航空公司創一條航線，自英國經

埃及的 Alexandria，蘇丹的 Khartoum，Uganda 的 Port Bell，然後維多利亞

瀑布，最後抵達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這條航線命名為 「Flying Boat 」。這

六十多年來，穿入濃雲密霧，欲睹「叢林之界」奇景的大有人在。今日何幸，

我有機會觀賞這世界第一瀑布，真是大快平生。這是炎日似火，酷暑殷雷的下

午。我跟隨 Parka 踏入瀑布邊的熱帶雨林，古木參天，葉陰蔽日，感到陣陣

清涼。林間野花輸入縷縷清香，空中像粉末般的雨霧，裊裊下墜。遠處傳來轟

轟水聲，如雷灌耳。這清幽境界和路上驕陽下的煎熬，沙塵滾滿空，確是一強

烈的反對照，我站在主瀑之一 Devil's Cataract 的邊緣，見到整條 Zambezi 

河的水向下傾瀉，形成了一幕水煙雲霧，瀰漫著整個峽谷，一片迷濛。我從煙

霧中辨別那龐大的瀑布 ; 而瀑布又不停地製造著煙霧，可謂煙水兩茫茫了。沿

崖有石級下至峽谷半空的觀瀑台，石級濕滑，我要摸壁慢行。隆隆水簾，翻崖

直下，氣勢雄壯，跌落深潭時，散珠碎玉，浪花四濺，湧起無數水柱，有高有

低，吐出層層迷霧，在陽光普照下，霓虹隱現。瀑布和 Zambezi 的下游河面

互相衝撞，捲起無數漩渦，上下翻蕩。看者目瞪口呆，魂搖心動，激起無限壯

志豪情。唐張九齡寫了一首觀瀑七律 :「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

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維

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令我終生難忘 !

  觀瀑後， Parka 領我們車遊熱帶雨林，在 Zambezi 公路上逆河而行。林

中大樹有桃花心木 Mahogany，奶油木 Milkwood，烏木 Ebony，棗 Date，無

花果 Fig，棕櫚……等。此雨林亦是象、獅、野豬、野牛和各種鹿的居所。

可能當時天氣太熱，所有動物都藏在林陰深處瞌睡， 一隻也見不到。半個鐘

頭後，車子在一巨型有二十五米圓周的大 Giant Baobab 停下來。這樹估計

有一千五百歲，多年前樹的附近設有營幕 ; 所有探險家、商人、旅客都在這

裡集合等待適當的船隻渡河往 Zambia 的 Livingstone 去，因為它是維多利

亞瀑布區的最大城市。這大樹亦是此地唯一的歷史名勝。若沿著此公路向西

北行，我們一定抵達 Zimbabwe，Zambia，Botswana 和 Namibia 四國交界點 

Kazungula。當天下午、黃昏和晚上尚有精彩節目，看完大樹便立即折返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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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民族村。這村比南非祖魯 Zulu 土人村規模小得多。Zimbabwe 國內每一

族都有代表性的茅寮，是在族人聚居處營紮後遷移至此。一年青男黑人導領我

們往各茅寮並解釋各族的風土習俗。令我最注目的有二處 : ( 一 ) 一老者替占

卜前程者指點迷津 ; ( 二 ) 一中年女人用快捷，嫻熟手法織造各款式、大小、

深淺的籐籃，且作現場出售，本地貨幣交易。民族村出口處是一小商場，羅列

各種紀念品。在 Victoria Falls 購物若用官式兌換率，是非常昂貴的。若事

先在黑市場中買夠本地貨幣，物件就很便宜。麻煩處就此產生 ; 倉卒間怎能找

著黑市換錢的機構，所以大多數團友袖手旁觀，分文不出了。

  黃昏時份，重回民族村欣賞那多彩多姿的舞蹈。這場戲比南非祖魯土人村的

繁複十倍。台上有一註解者釋述各舞姿。表演者用動作演繹他們的生活，例如

童子成壯丁，大戰前的準備，密林內和猛獸作殊死鬥，向年青女子示以愛意，

為未來問道於鬼神……等。表演者帶上各種面具，有扮獅豹，有扮女人，有扮

神鬼……的。舞蹈花式很多 : 有些踩高蹺式，有翻筋斗雜技式，最了不起的是

用快步伐爬上長竿上作半空搖身舞。節拍器材亦不尋常，其中用大鹿 Kudu 彎

角吹出聲響最具特性。這節目長達個半鐘頭，唯一不舒服處是那沒有背的冷板

櫈，且時有小昆蟲撲面飛來。

  在曠野中 Boma Restaurant 的野火會，燒烤晚宴比南非的更多款式。單是

鹿肉不下七、八種。我在這裡嘗試到油炸了的樹蟲 Mopani Worms，香香辣辣

的，相信遊客中只有我一人有此膽色。晚飯時有舞蹈表演，比起一個鐘頭前在

民族村的，真有小巫大巫之分。往洗手間時， Hazel Hutchinson 一手攔著我：

「你替我守門，讓我借用男士室二分鐘。」我說：「是否女廁沒有自來水 ?」

她氣呼呼，神色倉皇地回答：「不，我見到裡內有一條大蟒蛇盤在一角，我怎

敢入去。」此情此景，可驚可笑，也許這就是遊非洲的意外收獲罷。

  這是非洲旅行最後一天。吃罷早餐，仰望晴空，萬里無雲，流金鑠石，火傘

高張。本來打算往鄰國 Botswana 看大象群的。這樣天氣， 乘了開蓬吉普車

在荒原上奔馳，揮汗如雨，簡直是一折磨啊 ! 於是早餐時通知 Parka，取消了 

Botswana 一日遊的額外節目，參加那四對從 Edmonton 來的夫婦往 Victoria 

Falls Hotel 享受下午茶。上午呢 ? 獨自一人往村落的市集蹓躂去。在南

非時聽領隊 Trevor 忠告，不敢在大城市離群散步去。現 Parka 告訴我，

Victoria Falls 是一小村，民風純樸，不會有不愉快的事故發生，遇到本地

黑人都是很有禮貌的。街上有幾位年青人問我買本地錢否 ?這幾位年青人雖被

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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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婉拒，他們都面帶笑容地離去。這村落市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出賣

的東西除在約翰尼斯堡北郊 Sandton 見到最名貴的外，似乎都很齊全。我在

一商店換了十元美幣值的本地錢 ; 走進一書攤去看雜誌，選擇了多張明信片和

一本瀑布畫冊。不知不覺已近中午。我到一間快餐店買了一塊意大利薄餅，一

瓶可口可樂，解渴兼驅暑。

  「赤日行天午不知」，回到房間已近下午一時。沐了一冷水浴，精神為

之一爽。在床上稍事休息，但沒有入寐，末到三時行到旅館大堂 ;Parka 和 

Armond 在一角閒談。原來 Parka 早備有遊覽車送我們一行人到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其實步行時間不會超過二十分鐘， Parka 恐怕有人在烈日

下中暑。從這一小事見微知著，我們的領隊確是目光如炬，心細似髮啊。他早

在旅館的露台上訂了十二人的茶席，故地重遊，份外有幾分親切。我在露台

上瞭望，見到通往 Zambia 的 Zambezi 大橋。此橋是英帝國主義前鋒 Cecil 

John Rhodes 留下來的豐功偉績。他要實踐英帝國貫通非洲大陸南北之美夢，

築一鐵路從角城直達開羅。橫跨 Zambezi 的大橋是必然的產品。他欲旅客親

睹瀑布奇景，選擇大橋越河地點是眾瀑爭流入河的龍口 boiling pot。可見

得 Rhodes 雖是錙珠必計，心狠手辣的商人，也是富有藝術情懷的風雅士。這

下午茶殊不簡單。冰凍的印度茶配以手指形的沙文魚和火腿三文治，英式焗牛

油麵包子，各類小蛋糕。穿著得黑白分明制服的侍應生持著純銀大盤，內放上

名牌瓷具。這情調令我產生遐思 :  我儼然是殖民時代的高官在「偷得浮生半

日閒」，享受著人間的天堂。這下午茶用了兩個小時，我獨自再次在大花園巡

遊一周。白天我方發現花園處處點滿藝術石雕刻。有數對藍色的鶴在草坪上嬉

戲。在花園盡頭斜坡邊緣遠眺 ; 維多利亞瀑布的水花在空中飛舞。我領會到沿

坡下山，可抵達瀑布邊的熱帶雨林。Victoria Falls Hotel 的確是「叢林之

界」的仙鄉。我黯然舉步行離這屬於另一時代的旅館。我不單止從十九世紀的

殖民社會回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實，同時脫離這像夢的境界。是耶非耶 ? 虛乎實

乎 ?不覺無限徘徊，再三回望。

  回到房間，紅日西沉，華燈甫上。下午茶時吃得過飽，晚飯可免。開著螢光

幕，CNN 報導些令人不快意的消息 : 炭疽菌放毒事件 ;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在街上互相屠殺 ; 更有駭人的是聯合航空公司客機在紐約長島衝毀於地面。旅

行雖然帶來很多新境界和新知識，同時亦產生很多感觸。自我檢討 ; 人生在世

的光景如白駒過隙。萬里跋涉，舟車勞頓的生活使人覺得似水上漂萍。清初學

者顧炎武在旅行中渡過他五十壽辰時寫了一首詩，我現在的年齡已遠超他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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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心境和他的或者有偶然相通處，所以我抄下他的自詠作為南非紀行的尾

聲 :

  『居然拓落念無成，隙駟浮萍渡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闕，可能鐘鼎一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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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異的印度恆河

  全世界河流中，沒有一條像印度恆河 Ganges 被廣大的民眾當作聖母般崇拜。

恆河源出中國西藏喜瑪拉雅山內圓頂雪峰 Kalias 的冰河，傳說這雪峰就是印

度教 Hinduism 和佛教的 Mount Meru，此二宗教宇宙觀中連繫天和地的軸線。

這雪峰是印度教創造萬物之神 Brahma 的居處。恆河是他的女兒，在這形似牛

口的雪峰中流出，奔騰向北印度平原。當這晶瑩的水從積雪山石縫中沁出組成

一小川時，千萬的香客將皮膚塗擦了禦寒的油漬，赤裸地在水面上浮沉。這些

狂熱印度教徒相信恆河的聖水除洗滌身上污垢塵埃外，還可去掉積年累月的罪

孽。恆河像大地上的巨蟒，蜿蜒盤桓於北印度各大工業城市間，垃圾、動物的

排泄，工廠的渣滓…. 毫不猶豫地被拋棄於河水中。北印度中部的大城 Kanpur

是一大化工業、紡織業和皮革業中心。恆河成了容納此城工廠廢物的大溝渠，

再加上每年在聖城 Varanasi 河邊火葬後五萬遺骸的骨灰和肢體殘餘。恆河這

樣地包羅萬物，河水被污染程度是難以想像。據專家算出，聖城 Varansasi 的

恆河水，每一百 milliliters 中含有糞便內的細菌即大腸杆菌 fecal coliform 

bacteria 多至一千五百萬。美國衛生局批准居民在河水沐浴和游泳的容量是少

於五百。所以遑論魚蝦了，甚至溶化氧氣的份子也不存在恆河的水中。其毒性

之強，不必用筆墨描述了。恆河於是成了人類蹂躪殘害大自然最聲名狼藉的例

子。

  恆河在瓦拉納西 Varanasi 的東邊繞城而過。潮流北返，是印度境內各河流

從南向北流的唯一部份。忠實的印度教徒認為它不忘本，離開源頭喜瑪拉雅山

千里後仍奔向父懷。所以 Varanasi 成為聖地中的聖地。教徒的願望是在有生

之年，能腳沾在 Varanasi 的恆河水，若能在恆河畔溘然長逝，是人生最美滿

的結果，因為聖潔的河水對小部份幸運者可以永遠解除靈魂的枷鎖，免再受輪

迴之苦，達到永生極樂境界。未能蒞臨恆河沐浴的印度教徒也必設法託親友將

河水用銅瓶盛回給他作飲品或洗濯用。1897 年遠在 Jaipur 的土王 Maharaja 

Sawai Madhu Singh II 赴倫敦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的在位鑽禧慶典，他命隨從盛

了兩瓶各六百八十磅重的恆河水運至 P&O 的遊輪上以備日常之用。恆河水藏污

納垢，百病叢生，為何教徒毫無禁忌地採用之 ? 是否堅強的信仰戰勝了病魔，

給予身體免疫系統，以致百疾不侵呢？那真是不可思議的。

  Varanasi 是一個很古老的城市，自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從中亞細亞來的 Aryan

部落已開始集居此地。它與兩河流域 Mesopotamia 的巴比倫 Babylon，埃及的

Thebes，希臘的雅典 Athens 同列為人類文明史中，至今仍存的最舊城市。美

國文學家 Mark Twain 說：「它比歷史古舊，比傳統古舊，比神話古舊。甚至

將三者加上來，亦不及它一半古舊。」我踏足 Varanasi 時，已在印度旅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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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星期有多。似乎印度的奇風異俗、色彩、品味、喧囂….都被凝聚在這裡了。

遊客將在這裡經歷到文化歧異的震撼，宛若被一匪徒用暴力抽著後頸，猛烈地

拋擲在一暗巷中。睜眼一看，殘疾赤裸裸地展示在目前，貧困亦沒有經過粉

飾，甚至死亡也不再受遮蔽。難道生命真是這麼醜惡嗎？我遊罷 Varanasi 的

結論不能只是愛或憎的簡單選擇。感到的似乎是迷惘，而深處是敝開了心靈一

洞窗。在我養尊處優的生活中，竟然存在好像日蝕時的暗影。在西方豐衣足食

的社會外，還有生命邊緣外懸崖上爭扎求活的可憐蟲。Varanasi 之旅應該啟

發遊人的智慧，反省自檢，在這生死模糊的界限上，甚麼是生命真正的意義？

Varanasi 是世界上非常獨特的城市，只有它方能向你根深蒂固的人生觀挑戰，

使你在傳統式中看事物滋生了疑問。

  從新德里 Indira Gandhi 國際機場抵 Varanasi，包括候機和航程足足花了五

個多小時。不知何故起飛時間延誤了三個多鐘頭。飛機繞道先往比 Varanasi

更東更遠的工業城市 Patna 去，放走了過半乘客，方折回目的地去。在這個多

星期的觀察，印度人很友善和有禮貌，但做事總是慢吞吞的，有另一套我不能

了解的邏輯。接我機的是一位名叫 Shelly 的青年，笑容可掬，有一口雖帶印

度音而非常流暢的英文。因為時已黃昏，將觀光佛教始祖釋迦牟尼講道處節目

延至明天上午。他命司機直接送我到 Taj Ganges Hotel 去。此旅館前身是當

地土王的離宮，面積很大，在恆河的支流 Varuna 河畔，有遼闊的園林，樹葉

青蔥，繁花競艷，極水木清華之盛。園林內且設有奧運級的泳池和幾個網球場。

此次旅行在印度各地居停處奢華得令我咋舌。入了花園外的鐵閘經過一條長長

的汽車跑道方達旅館的正門，使人感覺到「一入侯門深似海」。寓居者多是歐

洲人。在各市街上放眼一看，遍地瘡痍。小童乞丐多如過江之鯽。而在深閉花

園鐵閘內存在的是一個類似天上樂園的世外桃源。我驀然生出犯罪感。我憑甚

麼有資格享受這人間額外的待遇呢？在櫃面登記後，Shelly 問我若不太疲倦

的話，他將給我四十分鐘房間整頓一下，然後在大門外等司機陪同導遊帶我往

Varanasi 的舊城去作一段短暫在晚飯前的觀光。我當然不肯放過這難得的機

緣。

   我會見了導遊 Gupta，一位五十許的中年人，滿面滄桑，顯示他已歷盡人世

的折磨。車子離開了旅館的所在地，高尚住宅區 Cantonment，十五分鐘後便

抵達舊城區，沿街都是賣各種雜物的小店，比起 Delhi，Jaipur，Agra，各市

似乎並無大異。只是人多，車多，小販多，乞丐多，更加上牛多，山羊多，豬

多，狗多猴子多。各種動物和人車混雜，在街上川流不息。Mark Twain 說此城

比歷史更古舊，非虛話也。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任何城市像 Varanasi 般，有這

麼多動物漫無目的地在街上亂闖。這不是時光倒流，回復到原始社會的時代去

嗎？在這交通擁塞情況下，我們的車子只能緩慢地「隨波逐流」。突然間車的

詭異的印度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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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角大鳴，迎面而來一小貨車，蓬頂上放了一類似長木杉般的東西，被白布纏

裹得密不透風。Gupta 輕輕地指著告訴我：「那是屍體啊！趕著送往恆河畔焚

化的。」我在這一剎那有點毛骨悚然，面對死亡來得太突然，毫無作心理準備。

Gupta 又說：「為了吸取這城真正風味，我們應下車十多分鐘步行，但我不想

你行得太久，看得太深，使印度給你留下一太惡劣的印象。」於是他用印度語

和司機說了幾句話，大概約他在指定時間內在某一街角會面。

  我甫下車便見到街邊蹲著好幾個女乞丐，披著褪了色，滿有破洞的紗麗

Sari，頭部已被圍巾蒙蓋了，只露出雙眼，目光中射出無限的凄愴。身前放著

一有裂口的瓦盤，右手伸出，無奈地等行人施捨。Gupta 說這些都是陪同死去

或垂危的丈夫來的外地女人。夫死後淪落異鄉，無以為生，只好在街邊行乞，

除了充飢外還要積點餘錢以備自己亡故後火化。又有些曾患癩病的老人，面孔

大部份已被病魔溶化。有些軀體到腰部突屹地中止了，一塊木板和雙輪代替了

雙眼。這些殘疾者都參加了討飯的行列。他們表情木然，神態堅忍，對這人間

地獄已司空見慣，無動於中了。也許濃郁的宗教思想麻醉了他們的精神，使他

們對目前的逆境認命，默默地接受一切痛苦與凄涼。他們認為今生的塵世是短

暫的，還有來生呀！宗教給予他們渺茫的希望，灌輸了苟活圖存的勇氣。今生

已了，唯一的心願能死在恆河畔，骨灰隨波而逝。比起我們生活在不斷追逐名

利的社會中，這些乞丐心境何等寧謐安祥。行乞雖然是不幸的際遇，但在印度

社會中並不是一種可恥的「職業」。四壁蕭然的窮人也盡可能對社會中最低層

的人物分一杯羹。

  

  我們踏進一條寬不及兩英尺的窄巷。真是舉步難維艱了。臭氣薰天，滿地都

是狗糞、牛糞、人糞，還有那積存不知多少歲月已經腐化的垃圾。我們小心翼

翼地細步行，以免踏上這些「地雷軟件」，又要躲避突然從大街衝入的聖牛，

又要費神察視蜷臥在路旁，再沒有錢租房，奄奄一息的候死者。巷內還有很多

逐臭之夫和我們摩肩接踵而行。窄街兩旁都是破陋小屋，住滿了臨終的老人，

彌留的病人。據聞有些垂死者家屬床頭金盡，等得不耐煩，索性用恆河的淤泥

向病人口鼻塞去。這些淤泥真是中國民間傳說的「成仙丹」了。我見到的窄巷

老病人群，毫無恐懼，沒有驚慌，也不願接受別人的憐憫，默然地等待神秘大

地中的蒼茫永恆，倒令觀者有點哀愁，無名困擾，極大震盪。我還要看下去，

無奈 Gupta 提醒我已到了和司機預約的時間，催著我行離。

  Gupta 還帶我參觀一市內大學的校園。Varanasi 是印度一大文化中心，以

研究和考據古典文字 Sanskrit 和古印度的音樂和壁畫馳名國際，所以書院林

立。真是矛盾啊！此城令我窺視到死亡之界，同時又是一推進文化的重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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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出對生命狂熱的追逐。世上有那一城市像 Varanasi 般將生和死融匯在一處

而給人魅力呢 ? Gupta 最後帶我到一皇宮改成的大購物場。可能這是他催我離

開舊城的真正動機。我不忍太拂其意，在此地買了幾包茶葉和些小小工藝品。

回程時他囑咐我明晨要破曉前起床，準四點四十五分鐘離開旅館去觀看那舉世

知名的「恆河晨浴」奇景。

  翌日天還未亮， Gupta 陪我返回舊城，在大道 LuxaRoad 下了車，漫步向

恆河走去。在漆黑的天空下一股寒氣刺骨地襲入脊椎。同時那薰濃的南印度咖

啡香氣衝入鼻蕾，勉強撐開了早行者的惺松睡眼。月亮仍然高掛在黑幕上，東

面的天空早裂出一縫微弱的銀色曙光。我心中充滿了期待，屋宇門前的行人路

上瑟縮侷促地蹲著好幾個人。早有水牛、山羊、豬等動物充塞滿路。原來五個

鐘頭後上午十時清道夫方開始工作，街上滿有食物給這些動物充飢。我開始見

到從暗巷走出來的人群，頭巾隨意地從髮頂繞到下顎，好像將下顎綁緊，不會

被清晨的寒氣震得跌落。小販似眾川歸流般向大街匯合，有賣臘燭的，有賣祭

河用的黃菊花的，有賣刷牙用的樹枝的 .... 最熱門的當然是賣熱茶的檔口。

茶在壺內翻滾著泡沫，從壺頸內噴出蒸氣，打破了零晨的寂寥。顧客圍著茶擋，

三三兩兩地在聊天。東面天空漸漸光芒時，街上的人愈來愈多，主要是香客趕

往恆河作晨浴。有些婦女開始從河邊回來，頭頂的銅瓶盛滿河水，以備供奉在

廟宇內或家內的神壇上。

 

  我們行近河邊的台階 ghat 時，我開始感染到街上的熱鬧了。盲眼歌手們舉

頭用空洞的眼睛朝著還未大亮的天空，哼出印度民歌小調。孩子們手攜噴出蒸

氣的茶壺和空杯，在人群中亂闖，喊出賣茶的口號。香客們穿著鮮明黃色或橙

色的長袍，如蟻附羶般，逐步踏下那十多步陡斜的石級，走向台階，準備他們

的晨浴典禮。更有驚心動魄的場面如下：幾位殘疾人，四肢觸地，慢慢移動，

像野獸般辛勞地逐級爬下。他們不辭勞苦，以求一沾恆河的聖水。很多手拉車

匠，像禿鷹般立在一旁，準備迎取浴罷歸家的香客；他們殘破的車子庸俗地點

綴上印度教諸神的畫像，黃菊花環 …… 突然在這迷濛的前景中我看到了恆

河。它將一條銀灰鋼線，躺在被晨霧籠罩的岸邊。似乎河邊乞丐比晚上街邊見

到的還多。他比我們早到河邊，佔著有利地盤，嚴陣以待。剛才幾個殘疾人，

匍匐蠕行到台階已是遲到者了。更有使我噁心的，見到幾位中年男女蹲在台階

上刷牙。他們用從街邊小販攤口上買來的樹枝用作牙刷，刷了幾下便將手指放

在口內挖，跟著低頭吸了一口恆河水，並將水咽下。這樣動作重覆了十次以上。

最後將樹枝放在口中細嚼，據聞樹枝有殺除齒間細菌功能，能防止牙周病。

詭異的印度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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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袤浩淼的恆河終於展示在我的目前。我站在台階 Dashashvamedha Ghat 

上欣賞恆河的風光。四周泊滿小舟，河面上漂浮著小小的黃菊花環或零丁的黃

菊花，雜有搖曳的蠟燭。彼時天仍是黑，我便靠這宛如鬼火燐燐，隨著河水逐

流漂蕩的點點亮亮的燭光，辨別周圍的人和物或影子，情況甚是詭異。來自各

地的觀光客，分別和泊在台階旁各小舟的船夫斟盤交易，找到合意價格後便登

舟，由船夫划著小舟，開始慢慢地瀏覽恆河岸上的風情。一團有十六人的德國

人，登上有兩船夫划動比較大的舟子，算是規模最大的了。Gupta 覓著一未滿

十二歲的男童駕駛的小舟，帶我登上。我不加思索地問 Gupta：「這小童正在

學齡，為甚麼不進校讀書去。」他有禮貌地快回答：「我們國家印度很窮，這

小孩算是幸運的了，有一正當職業；很多被父母賣給人作終生奴隸。」我倒覺

得有點不好意思，深悔自己魯莽孟浪，不覺意闖進這敏感地帶。

  這時太陽已在恆河對岸，籠罩著短樹叢的薄霧中冒出；水平線上一顆大紅球

嶄露頭角，在水面上射出無數金線光芒。儘管我說恆河晨景夠詭異，但我不能

否認河上日出是美麗的。有些香客在水中或岸上霍然站起來合掌作禱告；有些

香客用銅盤掏滿了水，高高舉起向太陽致敬，然後把水照頭淋下，髮和面都濕

透了；有些香客用鮮紅或橙色披肩掩蓋著赤縛，閉目在地面上打坐沉思。台階

上每一位印度人都虔誠地恭拜著太陽。每人選擇方式雖然不同，我看到的卻是

一十分和諧的畫面。這些動作都是很遲緩，很有規律的，最重要是深含意義的。

印度人喜愛禮儀，在此處表露無遺。

  小童用槳奮力連划幾下，小舟急速滑溜至河中心。我遙觀河邊活動，瞭如指

掌。浸在恆河水中的人，男女老少，高矮肥瘦。男的只穿短褲，女的披上薄紗。

有些人把頭鑽入水中片刻，冒起頭時順便喝兩口河水。沒有人交談，都聚精會

神地浸水、喝水。更有幾個印度教的聖人 Sadhu，瘦骨嶙峋的軀幹蓋滿火葬場

內的餘灰，胸前掛上一串念珠，毫無動靜地像死木般躺在一處。印度教徒相信

在短暫的人生中，塵世俗事是人的陷阱。能擺脫這些枷鎖方能將人解放出來，

得取真正的自由。現實就是束縛。只有將所有慾望甚至屬於身體的要求謝絕方

能摒棄現實。但人真能摒棄現實嗎 ? 心臟跳動，血脈賁張就是現實。聖人連這

些必須的基本生物動作也想排除。他們屏息，不眨眼臥著，像爬蟲類在冬眠期

間中。如在歐美這些怪物定被捉進神經病院。但在印度他們與世無爭，需求甚

少；虔誠者施給少許銅幣便夠他們生活費有餘了。大概每天恆河晨浴的情景無

異。隨著時日遷移，沐浴者漸漸稍有變更，老弱者凋謝，少壯者取其位而代之。

正如滔滔不絕的河水，舊的污染隨波消逝，跟著新的污染逐流而來。偉大的恆

河，含劇毒的水，千多年前已存在著，相信千多年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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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划著艇，慢慢駛離 Dashashvamedha Ghat 向南逆流而上。Varanasi 在

恆河西岸，設有六十四個台階的沐浴場於這長達六公里的河畔。沿河見到的都

是日常生活的剪影：刷牙、洗臉、洗衣服、洗碗鍋、甚至大小二便…… 他們

從沒有顧慮到水中含有火化後的骨灰、屍的殘餘、工廠的渣滓、垃圾、水牛的

排泄物。河岸的建築物雖然歷史不超過三百年 (Varanasi 曾經遇過幾次兵戎

浩劫 )，都顯得殘破、斑剝。脂紅的朝陽緩緩升起，這些建築物被照耀得閃閃

生輝。有一座巍峨的王宮，顯然早被廢棄，猴群在裡外穿插。最令我注目的

一所民房，豎起大招牌「久美子之家」。 Gupta 告我這是一位日本女人，嫁

了一印度人，開的小旅館，顧客多是日本遊客。這小旅館地點比我寓居的 Taj 

Ganges Hotel 方便得多，但衛生情況我就不敢想像了。所有樓宇都建在河邊

地勢較高的地方。印度到七、八月時是狂風暴雨的季節。恆河水位驟漲，甚至

泛濫成災。台階設計是很有彈性可以適應河水升降，每一台階一級一級的有

三、四十公尺高。這種台階式的沐浴場有很悠久的歷史，一千六百年前就已出

現。

  我們南向觀光了好幾個台階，划船小童折返北向，不久抵達火葬場 

Manikamika Ghat。遙遠處便見到一堆堆疊滿的木柴。縷縷青煙正裊裊上升，

一具屍體正在被焚化，死者家屬圍繞在旁。我沒有見到火葬儀式的開始。用黃

布蓋著的屍體是由死者的長子抬向恆河，作最後一次的浸禮，然後放在乾柴

上。主持喪禮的印度僧將香油灑在屍上，點火燃燒。焚化後所有骨灰、柴灰都

被掃落河中。乾柴是秤稱過所需斤兩計錢的。貧苦人家買不夠乾柴，屍體末全

部火化，殘肢也被拋在河內。印度教有很嚴格的種性階級並相信輪迴轉世。他

們可以甘於食貧，對有生俱來被注定為賤民的命運也不埋怨，隨遇而安，默默

忍受人間折磨痛楚。因為他們寄望於來生，企求有一較好的命運。「死」並不

是人生路的終點。「死」是輪迴和再生的閘門。屍體要經過火化方能有資格輪

迴，否則此人遭到永遠沉淪之苦。若一百年前到這裡，見到的景象比我見到的

恐怖得多。英國旅行家 Thomas Twining 在 1792 年恆河眸見到寡婦殉夫的情

節，寫了一散文 The Hindu Widow。遺孀被綁在竹竿編成的擔架上，放在丈夫

的遺體旁，活活地被燒死。這篇散文我現在回憶起來，猶有餘悸。

  遊河罷上岸， Gupta 給我半個鐘頭自由活動時間。我漫步朝著火葬場方向

走去，他一手攔住：「且慢，燒焦的屍臭味隨風飄散，你將終生難忘。還是行

另一邊罷。」早餐時我在旅館的華麗餐室內沉思：恆河之遊，看到的只不過是

印度人的生活，見慣不怪。但當你耳聞火葬時髗骨爆炸的聲音，目睹船邊漂過

燒焦了的屍體一小部份，靈魂深處定被震憾，不是街上閃避聖牛這麼簡單了。

詭異的印度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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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ndu Widow (1792)

Thomas Twining

  The last scene of this shocking tragedy was now approaching. The procession 

did not quite complete the third round, for having reached the head of the pile the 

widow advanced to the side of it next the river, when two men, laying hold of her, 

raised her in their arms and laid her upon it, with her face towards the face of her 

dead husband. It was, however, found that the bent knees of the latter prevented her 

being placed sufficiently near the corpse to be tied to it. As soon as the bystanders 

perceived this difficulty 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rumour amongst them. Some 

called out that the woman had better be placed behind the man, others observing 

that she was now in her proper place. After some discussion the former arrangement 

was decided on, and the miserable woman was again lifted up and carried round to 

the opposite side, where she was placed close to the back of the deceased, her face 

towards him. A rope which had been put under the dead body being passed also 

under and then over her’s, the two –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 were tied firmly 

together. Dry combustible materials, similar to those on which the bodies rested, 

were heaped over them , and I entirely lost sight of the woman.

  When the pile had been thus raised about eighteen inches more, two long bamboos 

were fastened to pegs in the ground on one side, and being passed over it were 

depressed till their ends reached the pile by these means was very considerable, and 

would effectually prevent the woman from rising. Indeed, it seemed to me doubtful 

whether the quantity of stuff pile upon her and closely pressed down would not 

smother her, and happily rescue her from a more painful death. There was, however, 

scarcely time allowed for this, for as soon as the bamboos were fastened down, fire 

was brought from a small burning heap that was ready for the purpose, and applied, 

amidst the shouts of the people, first to the head of the pile, then at the bottom, and 

afterwards to different parts of it. The ignition was immediate, and to increase its 

action and direct the flames through the middle, ghee, a sort of liquid butter, was 

poured upon the top. There was no shouting after the first exclamation on lighting, 

but the noise was still considerable, seeming, howere, to be accidentally occasioned 

by the talking and observations of the people rather than studiously produced to 

conceal the shrieks of the woman. Indeed, the way in which she was covered up and 

pressed down would render her cries very feeble; nor, if they did reach the ears of 

the bystanders, would they be likely to excite either horror or pity, for I saw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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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le countenance that testified either of these feelings. The flames were so 

excited as the ghee flowed down upon them that they quickly pierced through the 

crackling faggots, and must, as far as I could judge, have reached the poor woman in 

less than two minutes after the pile was lighted; and though their rapidly-increasing 

progress would soon but an end to her sufferings, these for some seconds must have 

been dreadful. At length they made their way through the top of the pile, and the 

whole was one general blaze. There could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 agonies of the 

wretched widow were not over; but this desirable fact was rendered unquestionable 

by a circumstance which occurred shortly after. It was an explosion in the pile, like 

the discharge of a pistol. Had this happened sooner I should have concluded that 

gunpowder had been put amongst the materials to accelerate their combustion. The 

noise was followed by clamorous expressions of satisfaction amongst the spectators, 

Upon my asking a Hindoo near me what all this meant, he said that the skull of one 

of the dead had burst, and that the people had shouted because this occurrence was 

a favorable omen. In a few moments more there was a similar explosion, followed by 

a similar burst of satisfaction round the whole circle.

  The pile was soon after reduced to a burning heap of fragments and ashes about 

two feet high, and not knowing what new horrors its further reduction might 

disclose, I made my way through the people behind me and went on board my boat, 

not certainly to partake of the breakfast my servants were about to prepare for me, 

nor to dismiss from my thoughts the spectacle I had seen.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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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遊記中用彩筆濃墨寫了兩位英雄人物：揚州遊記下篇的史可法和西

寧遊記的文成公主，獲得很多讀者欣賞，甚至有些好友和前輩鼓勵我在這方面

再下點功夫，最近從比利時、盧森堡、荷蘭南部遊罷歸來，收獲良多。我嘗試

循寫史可法和文成公主的舊徑，再寫兩位歷史人物：在比利時初期獨立運動喪

元的艾格孟侯爵 Count Egmont 和滑鐵盧 Waterloo 戰場上一敗塗地的拿破崙，

企圖為遊記闢一新境界。

  比利時首府布魯塞爾 Brussels 亦是北大西洋公約協防和歐洲聯盟的總部，

有「歐洲首都」的雅號，四十多年前第一次往訪，行色匆匆，沒有留下很深的

印象，再次蒞臨，行前瀏覽比利時歷史。漫步街頭，細細嘴嚼它的歷史文物，

沉浸在它的風情內，Brussels 的魅力，漸漸使我着迷了。此地商賈雲集，達官

貴人，富豪闊少穿梭其間，將生活水平提至巔峰，是歐洲最昂貴的城市，可以

和倫敦比肩，令遊客咋舌，退避三舍。但若能不計較消費龐大，Brussels 是

一很有獨特氣質的城市，不會給到訪者失望。它不像羅馬有鬥獸場、開羅有金

字塔、雅典有神廟、倫敦有西敏寺、巴黎有凱旋門……憑一景物標榜於世，它

有的是某一區域，某條街道的特殊氣氛，令我常縈腦海，銘感心靈。若一定要

在 Brussels 找一標誌的話，那必是「偉大的場地」Grand Place 了。它是舊

城的心臟，中世紀、文藝復興期、直至十七、八世紀被喚作巨型的市集 Gross 

Market，歐洲最輝煌的廣場，這殊榮它是當之無愧。假使能首次在晚上看到

Grand Place，其奢華富麗，在燈火通明閃爍中，必令觀者目眩心悸，意動神

馳，場地闊大可比一足球場，四周圍着各式各類，形款皆異的以山形牆為頂的

樓宇，這些都是各行業的會所，是文藝復興時代Flemish Renaissance的風格。

樓宇在迥異中保持了平衡及和諧，它們互相爭妍鬥麗，門面飾以眾花瞭亂般的

浮雕，形成一美術薈萃，文藝精華的大融合。每一山形牆就是一畫卷，不是平

面的而是立體的，刻上或圖案、或山水、或鳥獸、或人物，有些人物是個別石

像，在牆邊浮起托出。樓宇門窗或拱形成一半橢圓體，或方形成一長方體，我

在仔細視察每一樓宇的建築風格，目不暇給，不覺流連忘返，我姑且在這廣場

四周樓宇中，選擇一些作一簡單的描述。

  金船客棧，前身是裁縫會所，處東北一隅，內設餐廳茶座，以出售比利時啤

酒馳名，綜合了宏偉莊嚴和縱情歡樂，這是小息的好去處，行倦了入內要一瓶

啤酒，一塊烘蛋餅 waffle，都是比利時的名產，坐在窗邊座位悠閒地觀視廣

場上熙攘的人群，給勞困的精神無限舒展，客棧兩旁是分別出售比利時另一名

產，巧克力糖和花邊紐帶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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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場正北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皇室的宮庭 Maison du Roi，樓宇是一八九六年

重建，但外表保留着皇朝風格，現裡內容納了城市博物館，展示着掛錦、雕刻

品、水彩畫、銀器、陶瓷器等。最有趣味的是小解小孩，即粵語稱作「痾尿公

仔」穿的各色屬世界各國服裝，在廣場正南小街 Rue de L’Etuve 通往一角矗

立着一小銅像，一裸體小男孩 Manneken – Pis，長年累月露出不文之物，將

尿射向一銅盤中，這是一很富詼諧性的噴泉，竟成了 Brussels 市的象徵，傳

說在 Ransbeke 之戰時（十二世紀），統帥 Gofrey of Lorrain 為提高士氣，

將他三歲大的男嬰放在懸掛在橡樹枝上的吊床內，在戰火正濃時，孩子竟從樹

上爬下來，小解在樹幹上，的確顯示出無比勇氣。軍士見此，得到鼓舞，戮力

向前了。這約一尺高的銅像曾被竊多次，法王路易十五駕臨 Brussels，賜小

孩金袍，封他為聖路易騎士，以後各界人士都贈衣服給這小孩，這些衣服都存

放在城市博物館內，每有特殊日子，小孩必穿一有意義服裝作紀念，例如四月

六日穿的是美國陸軍裝，以誌美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我這次看到射尿小孩

時，不知何故，他是一絲不掛的。

  在城市博物館左鄰一組樓宇名喚「鴿巢」，地下門面出售各種旅遊紀念品，

當年就在此處買下織造花邊紐帶的小娃娃。裡內有法國大文豪雨果 Victor 

Hugo 的故居，他曾在一八五二年寄寓於此，筆下對 Brussels 洋溢美詞，他曾

往南面郊區離市中心十一英里的滑鐵盧戰場考察，在長篇小說「孤星血淚」

Les Miserable 中記下那驚心動魄的滑鐵盧戰役。

  廣場右邊轉角便是朝東南的一組建築物被喚作侯爵府第，原因是中世紀時

Brussels 地區是 Brabant 侯爵的治所，特徵是在這組建築物有一系列各代侯爵

的石像，宛若腰帶般圍繞着樓半身。

  廣場正南即侯爵府第轉左角的樓宇命名為 Everard ‘T Serclaes，紀念

一三八八年守衛 Brussels 的死難英雄，事緣一三八四年 Brussels 地區撥入

Burgundy 的統治範圍，英法兩國再起爭執，Brussels 頓成兵鋒，Everard 在

抗拒法軍攻 Brussels 時，英勇犧牲。現在通往南巷石拱門旁，有銅像雕刻了

他的遺體，傳說觸摸了它，必帶來好運，我也未能免俗，在那光滑銅像的左

腿，留下了我的手印。從 Everard 樓緣廣場向上行，朝正西南的一座高高的便

是市政府大樓了，石塔高達三百一十五英尺，鶴立雞群地聳立其間，頂端是

St. Michael 殺魔的鑲金像。市政府大樓仍然是 Brussels 市政的司令部，裡面

的寶藏包括 Alderman 會議室內各式掛錦，商務館的名畫，其中有一古畫繪出

Senne 河蜿蜒穿流市中心，可見得當年 Brussels 是一河港，現在河已被三合土

蓋上，隱然地在下面奔流，不見天日了。節日時大樓的陽台坐滿貴賓，俯察廣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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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的喜慶活動，也就在此陽台公布和平，宣決死刑，和發出赦令，市政府大

樓毗鄰是天鵝餐廳，前身是屠夫會所，一八四八年 Marx 和 Engel 在這裡構思

那影響一代的巨著：「共產宣言」。

  廣場上南朝西北有一組樓宇，左邊叫「狐狸」，一六九零年初原是賣雜物者

的公會，門面除了一栩栩如生，凝視行人的金狐外，還有 St. Nicolas 的石

像，他是負責保護商人的聖者，環繞着他有天童們共持絲帶作嬉戲。右鄰的樓

宇喚作「號角」，建築含意大利風格，山形牆頂端的基座雕成十七世紀巡洋艦

的前橈，右端的樓宇稱為「西班牙王屋」，此本是餅師會所，所以入門處有保

護餅師的聖者 St. Aubert 的石像。三樓前有巨型的西班王查理士二世上半身

石像，樓蓋以八角銅蓋，最頂端是一鎏金舞蹈者。露台是觀景佳點，現已成了

Brussels 的名酒吧，寬大的廣場在不同的時節有不同的佈置，從三月至十月，

廣場一大角成了花市，在清晨時瀰漫着芬芳，十一、十二月時又成了冬令市場，

出賣聖誕裝飾品、糖果和小禮物，從黃昏、入夜至三更，Grand Place 充斥了

街頭藝人：小提琴手、歌唱家、舞蹈者、魔術師、吞火人、江湖雜技團…. 都

是博取觀眾一些歐元碎幣。每有特別場面，廣場地下鋪了繁花萬朵，成了五

彩繽紛的活生生地氈，我們不要忘記 Grand Place 又是古時的刑場，無數英

雄烈士在此擲頭顱，灑鮮血，最轟烈的一次是一五六八年艾格孟侯爵 Count 

Egmont 殉難，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洪流所及，

比利時地區人民紛紛成了新教徒。一五六七年西班牙王 Philip II 命統治低

窪地區（包括比利時）的軍事總管 Duke of Alba 用鐵腕鎮壓，並擬將宗教審

判 Inquisition 引介入比利時，這是令人談虎色變的酷刑，比利時民眾推選當

時有抗法歷史的民族英雄 Count Egmont 和 Count Hoorne 二人為使者，和 Duke 

of Alba 說情，不要在比利時推進宗教審判，且保留比利時部份的主權。Duke 

of Alba 翻險無情，竟將二人扣留拘禁，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二人在

Grand Place 斬首示眾。十九世紀史學家 William Prescott 在他的巨著「西

班牙王國的興衰」第三部份 Philip II 生動地記述 Egmont 受刑前後光景，我

節譯如下：

艾格孟魂斷布魯塞爾

  一五六八年六月二日，一由三千人組成的兵團將 Count Egmont 和 Count 

Hoorne 從 Ghent 遞解到 Brussels，當地民眾沒有作武力抵抗，雖然他們知道

西班牙將卒蒞臨是他們摯愛侯爵命運的不祥預兆。囚犯抵達目的地後，被監禁

在 Maison Du Roi，就在 Brussels 的市集廣場之旁。此建築物甚華麗，本是王

或貴族到訪時居停之處，他們被囚於不同的居室，狹小、陰暗和空蕩，令他們

很不習慣。那三千人的兵團就紥營在門外的廣場上，剝掉他們任何越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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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機會。其實那夜過得很平靜，二人沒有企圖嘗試逃脫，夜闌如水，除了建築

刑台外，便沒有其他的聲浪了。

  六月四日下午大主教 Martin Rithovius 入囚室通知他們的最終命運，並幫

助他們作行刑前的準備。大主教是 Egmont 的好友，又是仁慈長者，對此嚴刑

心膽俱裂，曾在 Alba 前跪下代二囚犯求情，縱使不能收回成命，可否稍緩執

行時間，好令他們有充裕的時間向親友訣別。Alba 堅持決絕，並向主教訓斥，

他的使命不是改變執行死刑過程，而是向死囚再申教義，讓他們以真正教徒身

份離開塵世，大主教見徒費唇舌，於是黯然離開 Alba。

  時近半夜，大主教步入 Egmont 囚室，他已因為押解長途的疲倦，加上羈繫

的折磨，閉上眼睛在打盹，他初時還以為罪不至死，稍遭監禁懲罰，定被釋放

的。主教帶來惡耗，這消息太壞了，難以接受，他面轉死灰色，仰天長嘆：「太

可怕了！我犯的罪，觸犯了上帝和國王，不致嚴重得被處極刑罷，死不是我最

怕的，人生總不免一死，更可怕的是死後的聲名被污辱，我只希望一死可以贖

罪，不致連累無辜的妻兒，若產業被沒收，他們便無依靠，難以為生了，以往

對王國的效勞應該獲得妻兒的免罪罷。」停頓片刻，他繼續說：「我的被處決

是神和王的意願，我將嘗試用容忍的態度去承受。」他站起來，請求大主教和

他做最後的彌撒，於中向神懺悔，希望一生的罪孽得到赦免。一連串溫馨的回

憶湧上心頭，腦海浮動着愛妻的倩影和孩子們的笑語，大主教慈祥的勸慰把他

從夢中帶回現實。

  Egmont 又問在刑台上向觀眾作臨別贈言是否合適，大主教說這可免了，在群

情洶湧下，他的話語不會被聽得清晰，很可能被聽者誤解，激起難以控制的暴

動。

  Egmont 要了紙筆，遺書給自被拘捕以來從未有機會見面的妻子，寫下情意纏

綿的永訣，跟着用法文寫下遺表一張給西班牙王，大意是他從沒有謀叛的逆念

也沒有違犯了天主教義，命運要他獻出性命，他默然甘受，念以往對國王陛下

微功可錄，企望妻兒、僕從得到陛下的憐惜和恩賜，本人雖死如生矣！寫畢除

下手上戒指，託大主教轉交給國王 Philip，這戒指上的寶石價值連城，是當年

他往馬德里宮廷朝見時，國王親手替他戴上賜給他紀功的，物歸原主，同時要

國王牢記着他的功勞而宥恕家屬。完成了這些安排，他反而對離開這世界的時

刻等得有點不耐煩，早晨十時，護送他往刑台的士兵出現了，依慣例，他們帶

了粗索綁囚犯的雙手，Egmont 抗議被縛，且出示襯衣上的頸領已被剪掉以方便

劊子手的利刃，他終於說服押解者他沒有抗拒的企圖，不加五花大綁。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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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那天，Egmont 披上綑以金邊的猩紅大袍，黑綢袴子；戴黑帽，配了一

條短的黑貂毛和一條長長的白鵝毛，他的手是自由的，揮動着一塊白手帕。

押赴刑場的行列，除了大主教外，有監刑官 Iulian de Romero 和守護 Ghent

堡壘的軍官 Salinas。當行列魚貫慢慢地走向刑台時，侯爵不停喃喃唸着詩篇

五十一篇的經文：「神啊！用慈悲憐憫我」，大主教在旁應聲附和。就在廣場

中心，灑滿了 Netherlands 烈士鮮血的地點，豎立着黑布蓋了地面的刑台，台

上有二大天鵝絨坐墊，旁有黑布裹身小檯，上面放着一純銀的十字架，刑台前

二角各矗立着一長柱，頂端為鋼刃，觀者都知道它們的用途，不寒而慄。

  大法官騎馬站在刑台前。他手持一發施號令的紅棍，劊子手就在刑台下，藏

在兵士身後，不大顯眼，恐怕刺激犯人的情緒，整夜未解甲的軍兵，如臨大

敵般佈滿 Grand Place 廣場每一角落，火槍部隊守護穿入廣場的通衢大道，稍

有空隙之處都被那些好奇、熱心、有同情心的觀眾塞滿了，人山人海，樓宇屋

頂和各層陽台，窗後都站滿看熱鬧的人，將廣場旁的建築物臨時平添了很多裝

飾。這是 Brussels 歷史上一悲慘的日子，因為兩位貴族，在 Brussels 得到尊

敬，不下於他們的本土故鄉，於是日在此處畢命。一切商業都停頓了，所有店

舖也關閉，市內教堂不停敲打着鐘塔內的鈴，全市瀰漫着陰霾慘淡氣氛，好似

大難將要降臨。有一當時的見證人在事後說：「啟示錄的最後審判於是日出

現！」

  押囚行列穿過兵士叢中，漫步走向刑台時，Egmont 不停向各軍官舉手致敬。

他的神色祥和而莊嚴，臨危不亂的風度令人欽佩，銘感不忘。很多軍官是他的

舊日同袍，不其然潸然淚下。那從西班牙派來的軍官，也為這行將就木，有高

尚氣質的貴族而黯然神傷。

  用穩重的步伐他踏上刑台，只清楚地說了一句話：「為國王效忠戰死沙場，

比死於劊子手利刃下光榮幸運得多了！」他很快將思維轉向其他，在一絨墊上

跪下，大主教順着他跪在另一絨墊上。他默默地、虔誠地禱告；大主教也附和

着。他舉頭仰天凝視，神情顯露着無限哀傷，他漸漸狂熱地大聲禱告，在旁的

觀眾也聽到了，大主教深受感動，將檯上的銀十字架放往他手，他不停地、輕

輕地吻着十字架。大主教為他作最後的免罪禱告，他霍然站起來，用手示意要

大主教離場。隨後他除了那猩紅大袍和黑帽，再跪下來，換上一絲帽，將雙眼

蓋上。再大聲朗誦：「我的主，我的神，我現在將我的靈魂交付你的手中。」

  本來廣場上人叢中多處發出斷斷續續的飲泣，當此際，一切突然沉寂下來，

劊子手早已在刑台上出現，快步走向囚犯後面，把刀一揮，立即身首異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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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中發出慘厲、恐怖的呼叫，很多人推開身旁的兵卒，搶往台前，用手帕蘸滿

刑台上向四處溢流着的鮮血，他們將此「紀念品」帶回家中，拱衛着如寶藏，

這是他們對 Egmont 的熱愛和作毋忘此恨的提醒，那斷頭是被豎在早準備好的

台前一角的長杆上作示眾，腥紅袍蓋在屍身上面，好脫離人們的視線。

  德國的文學家哥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西洋文學

浪漫派的鼻祖，他編寫了一短劇 Egmont，主題不是述 Egmont 的生平，而是說

他有一紅顏知己 Klarchen。此少女本是 Egmont 一助手，協理他文件工作。

Klarchen 是一年青貌美而很有活力的女子，本來有一青梅竹馬的伴侶，風度

翩翩的英俊貴族 Lord of Brackenburg 在追求着她。她對主人 Egmont 的風度、

才華、人品心儀已久，不覺一腔熱情傾注在 Egmont 身上，但他已有了妻兒，

這單戀不會有結果的，Klarchen 婉拒了 Brackenburg 的一番好意，回頭對母

親說：「我已沐浴在愛情中，嘗到了歡愉和哀傷。」在 Egmont 被斷頭之日，

Klarchen 往觀刑後痛不欲生，服了慢性毒藥，回家倒斃在牀上。這哀艷動人的

情節，給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1770-1827）譜成Incident Music —— 

Egmont 的音樂短劇。序曲 Egmont Overture 膾炙人口，通常是演奏會中的熱門

牌目。在這序曲中我們感應到愛國情懷、單戀熾熱和辛楚，也聯想起西班牙王

國的手段凌厲和比利時地區人民被壓抑的痛苦。Klarchen 出場時第一首歌「戰

鼓在敲響着」是歌頌 Egmont 戰敗法國人後凱旋時的神采，她唱：「我很想在

他的身旁和他一同邁步向前」，她指的是主人 Egmont，不是對她一往情深的

Brackenburg。最後的音樂繪述 Klarchen 的自殺是很深沉、憂鬱、頹喪的，餘

音裊裊，繞樑不絕，的確是音樂中的大手筆。

  

  這次我隨旅行團來到 Brussels，寓居在滑鐵盧大道 Blvd. de Waterloo 上

的 Hilton Hotel，這是舊城區 Lower City 和新城區 Upper City 分界處。旅

館樓下毗鄰都是歐洲各名牌商店，「戶盈羅綺，市列珠璣，競豪奢。」信然

也。一天下午，遊罷 Gaasbeek 堡壘回旅館，當夜晚飯打算在旅館大堂的花園

餐室，因為旅館優待旅行團，特備一有三道菜的海鮮套餐，只收二十五歐元，

以 Brussels 極高的生活水平，這是非常便宜的，而且我對花木掩映下用膳，

十分吸引。時離餐期尚有一個鐘頭，走出來漫步，幾個街口後便碰上一很雅緻

的小花園 Place du Petit Sablon。鐵枝圍牆，內有四十八比利時歷史名人青

銅像，是十九世紀後期新潮派 Art Nouveau 藝術家 Paul Hankar（1859-1901）

設計的，每一銅像都代表了 Brussels 中世紀時的各行業會所。花園深處有一

大噴泉，前面是一五六八年殉難的 Count Egmont 和 Count Hoorne 的青銅像，

他們攜手並肩，高高立在周圍佈滿精細雕刻的石基台上，身型高大，魁梧壯偉，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一）



215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一）

虎背熊腰，神情威武。Egmont 滿面于思，頰下鬍鬚挺拔，雙目在氈帽下顯得炯

炯有神，難怪 Klarchen 對他癡情一片，願以身殉了，花園還錯落站着十二座

銅像，包括文藝復興時的名畫家 Bernard van Orley 和十六世紀時比利時以製

作地圖而不朽於世的 Gerhard Mercator。

  

  購買全部加費額外遊是正確的抉擇，比利時文物繁多，分佈地域甚廣，沒

有旅遊車帶往很難做點水蜻蜓。參觀 Gaasbeek 堡壘是其中的精華，堡壘在

Brussels 郊區南面，距離舊城區約十英里，離開停車場，踏着那筆直小徑穿

越叢林，一路樹蔭夾道，綠陰不減。盡頭大草坪上氣勢磅礡，巍峨壯麗的堡壘

便奔入眼簾。這是十九世紀後期的建築，融匯了文藝復興和哥德式 Gothic 的

風格，主人原是侯爵夫人 Marquise Arconati Visconti (1840-1923)，她在

一九三一年將堡壘贈給比利時政府。這四層樓宇蒐集了歐洲最名貴、奢華的

藝術品，包括中世紀的雕刻、山水人物花鳥….. 彩畫、金屬和木材製成的古

董傢俬、Brussels 地區的掛錦。堡壘導遊 Robert 很有藝術修養，他每選擇一

文物介紹給我們時，必不厭其詳，說得津津有味，例如其中一掛錦繪織的是

Brussels 中 Grand Place 內的市集，自然包含林林總總的人物，形形色色的

活動。Robert 特別指出一角有一女子，伸手挿入一貴婦的口袋內，企圖竊取

財物，兩天後我在荷蘭小城 Delft 亦有同等的經驗，幸好我警惕及時防止，沒

有損失，要多謝這織錦給我寶貴的教育材料。Robert 說 Visconti 侯爵夫人窮

她的大半生往歐洲各地搜羅這些寶物，企圖將堡壘復古，收藏的都是中世紀主

人可能用的東西。我刻意將 Gaasbeek 堡壘納入此遊記內，因為前身是 Egmont

家族堡壘，聽說 Gassbeek 保留 Egmont 堡壘地基遺跡，可惜時間不容許我要求

Robert 帶我去憑弔一番。Count Egmont 和 Count Hoorne 二斷頭在刑台上示

眾了三個小時，Louis Gallait 有一幅彩筆畫 The Severed Heads of Egmont 

and Hoorne 描繪的就是這景象，血淋淋的、很可怕，其恐怖程度不下於威

尼斯的聖約翰兼聖保羅教堂內 Bragadino 將軍被土耳其人生剝其皮的油畫，

Gallait此畫現存在比利時西南部，近法國邊界Tournai市內的藝術博物館內。

其實我認為此畫移來 Gaasbeek 堡壘更適合，二斷頭示眾三小時後，都各自會

合了屍身被殮入銅棺內，Egmont 的遺體被送往 Santa Clara 修道院停靈，群眾

蜂湧前往瞻仰，他們吻着棺蓋，灑下熱淚，很多人不顧慮有西班牙軍官在旁，

發誓要與他報仇，甚至說仇恨未復前，不再剪髮剃鬚，政府見群情激憤，視若

無睹，不宜再生事端，遺體也儘快遷移歸他的家園 Egmont 堡壘，安葬在地牢

內與他列祖列宗同穴。後 Egmont 堡壘坍毀，重建後的 Gaasbeek 堡壘，未知有

保留 Egmont 家族的墓園嗎？寫到此處，我不期然唸着明朝楊慎的一首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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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鳥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屈指數英才，多是非成敗，富貴歌樓

舞榭，凄涼廢塚荒台，萬般回首化塵埃，只有青山不改。」

  一五六八年西班牙王國執行了錯誤的政策，處決了 Egmont 和 Hoorne，其實

他們二人是溫和派，曾效忠於前王 Charles I，也沒有企圖反叛現王 Philip 

II，他們代表比利時民意，保留少許主權，是很合理的要求。他們死後，民變

迭起，爆出八十年戰爭(1568-1648)，終於在一六四八年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

Duke of Alba不理會國王詔命，沒收了Egmont 的全部財產，Egmont身後蕭條，

遺屬由同僚和下屬照顧，這世代簪纓大家族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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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在歐洲低窪地區旅行，碰上了一個洋溢著山川靈氣的小鎮，比利時的典

能 Dinant。它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南來的鼠河 River Meuse 穿城而過，

浩蕩地向北奔騰，繞過 Namur 和 Liege 二大城，直瀉入荷蘭境內。兩岸的山勢

突然斷落，形成陡壁。小城倚著鼠河而建，顯然沒有很多地面空間給它發展，

形成了一狹長的銀帶，從南至北伸延著，只有一條瀕河大道和一條商業大街。

向橫义出的小街都是攀登崖岸，跨越山丘，像鐵鏈般寥落地散佈著。

  鼠河源出法國，流經 Ardennes 密林區，進入比利持後，洪波泛及比利時法

語系地區兩大工業城市，北指荷蘭，然後折西流入北海。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

以來，鼠河頓成比利時的經濟命脈，貨物移動，舟楫頻仍，運河交錯，且在

Namur 市內和另一條大河 Sombre 匯流，組成一便捷比利時交通的水路網。鼠河

不單是比利時的運輸工具，且風光秀麗，在世界河流中屈指可數，沿岸有石灰

溶巖地穴、密林、懸崖、堡壘、炮台、典雅花園、古樸小鎮…，這些天然或人

為的景點，星羅棋布，色彩繽紛。Dinant 地處鼠河心臟，無論在軍事上或商業

上，都握著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時至今天，仍設有碼頭，一供貨運，兼及遊

覽。

  在河的東岸，緊靠著陡削的懸崖，是一排密不透風，不超過三層高的樓宇，

都塗上鮮艷的油漆 : 白色、奶油色、棕色、黃色、咖啡色，樓宇多有一山形牆

的屋頂。鶴立雞群，巍然矗坐其中的是一有黑色洋蔥形頂端的哥德式 Gothic

教堂。此教堂建在河邊，被懸崖巔峰炮台掩映著。Dinant 是羅馬時代的軍事重

鎮，隊伍就紮營在炮台內以便俯覽鼠河上的活動。在中世紀時代，Dinant 的商

業蓬勃起來，以金屬雕刻手工馳名於世。聖母院教堂南面背後設一車站，方便

遊人登纜車直上炮台，取代了攀步四百零八級的辛勞。在炮台前放目遠眺，鼠

河峽谷和 Dinant 小鎮風光，飽覽無遺。

  旅行團團長 Rebecca 命司機將遊覽車泊在鼠河西岸。她給我們一個鐘頭加

十五分鐘時間，好找尋餐館用膳去。我在盧森堡希爾頓酒店 Hilton Hotel in 

Luxembourg City 晚飯和早餐都吃得腸肥肚滿，這午膳可免了，可爭取分秒瀏

覽此小城。我緊隨 Rebecca 到一建築物樓下一小室，這是此小城觀光指南的辦

公室，領取一旅遊地圖。Dinant 立即給我一非常的好感。每一樓宇前都有些綠

樹婆娑或灌木花叢，非常雅緻。驟然看來，每一戶都是市民住宅，仔細察看，

有些兼營些小商業如出賣日用品。就是這觀光指南局便設在一家人廳堂的一

角，毫不顯眼。步過跨越鼠河的小橋，在東岸瀕河大道上錯落著幾間小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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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都有陽台或臨河雅座，方便食客邊吃邊欣賞河景。偶然行過一名喚「荔灣」

的餐室，裡內只有二位食客。櫃面上坐著一金髮女郎。相信這是粵菜館了。我

一瞥玻璃門上的餐牌，全部是法丈，看不懂，於是匆匆離去。

  商業大街有些店鋪，全部售必需品，沒有一所出賣旅遊紀念品。只有一間售

碟大的巨型餅乾，面背雕了美麗的風景畫，如此精緻的藝術品，怎捨得吃掉 ?

我本來想買幾張明信片，問津無門，只好作罷了。沿大街行到一小方場，見

到一銅像矗立其中，細讀說明小牌，原來他是 Adolphe Sax (1814--1894 )。

他是設簧喇叭 saxophone 的發明者。他生長於 Dinant，步父後塵，成為一樂

器製造人。1841 年赴巴黎，鑽研各種樂器的結構和音色。他頓生靈感，混合

了 keyed bugle 和 clarinet 的功能，1846 年新樂器 saxophone 誕生了。此嵌

上了他的姓的新樂器，從此成了演奏會常見的工具。saxophone 發出洪亮的響

音，加強了軍樂中雄壯的旋律和曲調。

  瀕河大道離商業大街只有一個街口。河邊備了些長椅給行人小憩。我坐下

來凝望著北流的江水，泛著魚鱗般的微浪。河邊近碼頭處泊了三艘船，不見

任何動靜。Dinant 真夠寧謐，全不像一旅遊城市。三日前我在荷蘭南部小城

Maastricht 中的鼠河畔徘徊。那裡的鼠河喚作 River Maas，其實是同一條河。

Dinant 在上游，Maastricht 在下游，不過在彼處用荷蘭文來發音和串字罷。

Maastricht 可熱鬧得多了，滿街塞滿著人，有一銅樂隊伍沿河作遊行演奏。

在寂靜的環境，我坐著沉思。一空樽在河面上逐浪漂流，若沒有人拾起它，它

會流到 Maastricht 的。Dinant 當南北要衝，曾經過多次的戰火洗禮。尤其是

在上世紀歷盡兩次大戰的蹂躪，希特勒的袋形攻勢 Battle of the Bulge，前

鋒部隊佔據了 Dinant，焚毀無數樓房，殺害不少居民。Dinant 畢竟是英雄城

市，在劫後餘灰中重建了。現在風光如畫，絲毫見不到戰爭的痕跡。我近觀鼠

河奔流，站在歷史長河上，盛衰興亡，都如過眼雲煙，瞬息即逝。明詞人楊慎

〈南鄉子〉云 :

『攜酒上吟亭，滿目江山列畫屏。賺得英雄頭似雪，功名。虎嘯龍吟幾戰爭，

 一枕夢魂驚，落葉西風別喚聲。誰弱誰強都罷手，傷情。打入漁樵話裡聽。』

  事緣 1944 年 12 月 16 日，歐戰落幕前夕，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已日暮途

窮。他不甘坐以待斃，在比利時和盧森堡邊疆地帶 Ardennes 發動反攻。那時

聯軍只有四師在此地駐防，他們在席捲法國，解放比利時，戎馬倥偬之餘，

在 Ardennes 森林地區稍事休息，準備悠閒地渡過聖誕和新年假期。那年冬天

特別奇寒，聯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遭受三十師德軍 ( 包括希特勒的心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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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近衛，最狠最強的 SS Panzer) 襲擊，節節敗退。德國的戰略是佔領 Dinant

後，越過鼠河，含枚疾走，北取 Brussels 和 Antwerp，重據比利時，和英美劃

地而戰，再定輸贏。德軍中間攻戰勢如破竹，但南北部隊遇到美軍頑抗，頓受

挫折，所以戰地的地形像一個袋。此場德軍反攻戰喚作 Battle of the Bulge 

; Dinant 就在袋底的尖端。此戰是第二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中最慘烈的 ; 超

過一百萬士卒被捲入漩渦。戰爭延續到 1945 年的正月尾。死傷和戰犯的統計

是美軍約八萬一千人 ; 德軍約十萬人。美軍統帥 Brigadier General Anthony 

McAuliffe 死守 Bastogne，勇拒德軍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 如狼似

虎的攻勢。1945 正月尾 General Patton 的第四師重兵器部隊解了 Bastogne 之

圍。德軍師老無功，頓趨疲弱，在鼠河 Dinant 的前鋒部隊也被擊潰。這場血

腥的德軍反攻戰終於結束。

  在進入盧森堡國前，旅行團曾在 Battle of the Bulge 戰場焦點小鎮

Bastogne 流連了近兩個鐘頭，參觀了二景點。歷史中心 Historical Center 

是一小型博物館，紀念這場慘烈戰事。有戰地情況的模型，主要人物的臘

像。德軍的 General Manteuffel 穿了禦嚴寒的厚重皮裘外衣。General 

Eisenhower 只穿了一套很隨便的美國陸軍裝。攻守兩方的統帥口述戰略和行

軍狀態，配以電影。使我回憶到在香港培正小學時一長輩在週末從宿舍領我

出來，到皇后戲院看西片〈鐵血軍魂 >，當然那時領略不得甚麼。此影片是用

Battle of the Bulge 作背景的，只記得一傷重垂危的美兵倒在雪地上，手緊

握著他的家庭近照，奄奄待斃，場面十分動人。

  另一景點在 Bastogne 東北一英里的 Mardasson Hill 上，是一星狀的建築物

American Memorial。牆壁上分列美國四十八州殉難者的姓名和籍貫。我想這

些不是無名英雄，只是人物眾多，超過一萬九千人 ; 除了死者家屬外，觀者的

印象是一大片模糊的文字而已。攀登建築物之頂，倚著扶牆欄杆遠眺，山崗綠

野，盡收眼底。

  到了盧森堡市區 Luxembourg City，第一件節目便往憑弔第二次世界大戰陣

亡美軍墳場。盧森堡國民很感激美軍將他們的國家從納粹佔領中解放出來，將

此墓園修得草木蔥蘢，十分美觀，且有四時鮮花供應作裝飾。入了閘口便見到

纍纍的十字石碑，錯落夾雜些大衛之星。一行行排列得整齊有序。前面正中

處的墓地面積比較大一點，是歐戰陸軍名將 General Patton 埋骨處。George 

Smith Patton(1885--19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嶄露頭角，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轉戰北非，西西里島等地，屢立奇功。Normandy 登陸後，他率領美國第三

軍橫掃西歐大陸，對德軍追奔逐北，長驅直入德國本土。和平後曾任短時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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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varia 郡的軍事總理，因為對納粹餘孽過於寬厚，備受輿論評擊，後降級為

十五軍統帥。不久便在德國因車禍傷重去世，遺言要與部隊士卒同穴，所以盧

森堡美軍墳場排列得宛若 General Patton 生前閱兵時的行列。我常想 Patton 

雖具將才，但性情暴燥，曾因向一低級士兵作左右開弓為清議不容。以他的不

合時宜，人緣甚差，若生在太平盛世，必沉屈行伍，老死戎旅，無聞於世。第

二次世界大戰給他一好機會脫穎而出，觀此墳場白骨遍地，時勢造英雄，「一

將功成萬骨枯」，誠非虛言也。

盧森堡是歐洲的小國，卻有悠久和錯綜複雜的歷史。我替它寫下非常簡單的紀

年 :

( 一 ) 十一世紀，它是神聖羅馬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內最大采邑之一。

(二 ) 1354 年，正式成為一公國 Duchy。

( 三 ) 1482 年，成為 Hapsburg 皇朝的屬土。

(四 )十六世紀，Hapsburg 皇朝分奧國、西班牙二支，盧森堡歸 Spanish

      Netherlands。

( 五 ) 1714 年，奧國獲得盧森堡主權。

(六 ) 1800 至 1814 年，法國拿破崙吞併盧森堡。

(七 ) 1815 年，維也納會議 Congress of Vienna 討論瓜分拿破崙佔地，決定

      重立盧森堡大公國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 八 ) 1839 年，西面一大塊土地被撥入比利時，成為比利時的盧森堡郡，有別

      於盧森堡大公國。

(九 ) 1867 年，歐洲列強認許盧森堡為中立國並保證其主權。

(十 ) 1914 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佔領盧森堡。

(十一 )1940 年，德國納粹軍開入盧森堡。

(十二 )1948 年，盧森堡復國後。加入北大西洋公約聯防 NATO。

( 十三 )1960 年，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組織經濟同盟 Benelux。

( 十四 )二十世紀中期，盧森堡是歐洲公社 European Community(EC) 六個基本   

    成員國之一。首府盧森堡市繼 Brussels, Strasbourg。成為歐洲公社      

    的第三都會，主管國際公法，裁衡歐洲金融 European Monetary Fund……

  盧森堡市的舊城區建在 Alzette 和 Petrusse 兩河雙夾的一塊斜坡土地，本

是懸崖的一部份，形勢異常險要。斜坡下端是河流滋潤著的青翠峽谷。這兵家

必爭的要地在中世紀時炮台林立，有在崖頂上為肉眼見到的，有隱藏在洞穴深

處的。這些軍事要塞圍繞著舊城使它成為金城湯池，不易飛渡也。1554 年火藥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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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失火大爆炸摧毀了大部份的防禦組織。1867 年盧森堡成為中立國家，倫敦

條約下令全面撤防，舊城的炮台、堡壘、城牆盡被拆除，只有岩洞穴內還留下

痕跡斑斑的軍旅殘餘。現在盧森堡市是一美麗的山城。舊城區內充斥著十八和

十九世紀的建築，它們一組組地圍著正中有精緻雕刻的小方場，典雅雋秀。若

要去追尋歷史，可以往懸崖下的岩洞如 Casemates de Petrusse 和 Rocher du 

Bock 等地去探索。它們仍留下暗炮台的穹窖，挖在山石內有隧道、槍炮和火

藥庫、炮台座基 .... 等遺跡。在 Casemates de Petrusse 上面崖頂的風景可

執盧森堡市牛耳。俯視 Petrusse 河的淙淙流水，兩岸夾雜著古典小屋，環以

在微風拂下搖曳著婆娑綠樹。這是典型的歐洲明信片呀 !

  皇宮為盧森堡公爵寓所，比起德、奧、俄、法、英、西 ... 等地的，簡直是

一小麻雀。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裡面陣列著珍寶如掛錦、油畫、精雕傢俬、

水晶分支燭台 ... 毫不遜色任何國家的。離皇宮一箭步之遙是聖母大教堂。我

觀看歐洲教堂的心態已達飽和點 ; 不易震撼我的心靈。此教堂的地牢墓穴值得

一記。它是盧森堡歷代公爵埋骨處。裡內有一大棺木最引人注目，棺外有精細

的雕刻，是七位隨從將基督的遺體下葬。棺內的屍骨屬於中世紀時的公爵 Jean 

I’Aveugle(1296…1346)。他的眼睛在青年時參加戰爭為箭射傷，變了盲人後

仍為國服務，和法軍並肩抗禦英國人的入侵，在 Battle of Crecy 一戰時殉

難。又是一位英雄，給時光的洪流淘盡 ! 還有些多餘的時間，我在舊城入口處

Place Gui llaume II 廣場蹓躂，以待旅行園集合。這是舊城區最大的廣場，

有十九世紀中的 Grand Duke William II 的騎馬石像， 高高立在石台基上，

駿馬奔馳，意氣風發。盧森堡市還有幾所在歐洲頗負盛名的搏物館。本待整日

去參觀，誰知次日早餐後，領隊 Rebecca 給我們選擇一更好的節目，往毗鄰德

國最古老的城市 Trier 去，且順便可以穿過盧森堡的風景區「小瑞士」，欣賞

秀美的河山。Trier 有很多羅馬時代的建築物，因為它在德國，不能納入此遊

記範圈，故從略。

  大清早吃完了餐，向盧森堡希爾頓旅館道別。汽車駛離這小國，重回比利時，

在 Ardennes 林區內的山陰道上奔馳，一路深林密菁，水木明瑟，來到緊倚法

國邊界的寺院 Abbaye d'Orvalo。近幾日在比利時東部和盧森堡看到好幾處戰

爭遺跡，來到這清涼世界，不但耳目一新，且啟發了心靈的沉思。「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高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d'Orval寺院有一廣闊的中庭，

方坪綠草如茵。四面圍以矮矮的房宇。除了些鳥語外，寂寥更顯出幽邃。一穿

黑衣的僧人，匆匆步過草坪，進入對面的一所房宇，打破了沉靜的畫面。此寺

院建於1110年，是Cistercian 僧人的修道所。1517年，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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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激起劇烈的宗教戰爭，寺院遭浩劫。1793 年當法國大革命如火如荼時，

寺院受更大的破壞。現時的建築物是 1926 年修葺的。僧人修道之餘，苦心鑽

研農業，尤其是在藥物學上頗有造詣，寺院內的藥圃和博物館可作佐證。

  Cistercian 這 一 流 派 是 從 Benedictine 演 變 出 來 ; 立 身 行 事 嚴 守

St.Benedict 的道德準繩。訪問 d'Orval 令我緬懷著古代一偉人 St. Benedict 

(480--547)。他生長在羅馬帝國沒落時期一貴族家庭。目睹社會混亂，道德沉

淪，毅然拋棄了富貴榮華，在一山洞內潛修基督真理，以律己助人為本。他廣

收門徒，用自己的薄衣淡食的苦行，高風亮節的人格，以振當代的頹風，他是

西洋史上建立寺院 monasteries 的鼻祖。他不是一攻城破敵，在戰場上耀武揚

威的英雄，而是漫發著火花，光輝永照後世的聖人 !

  亘古以來，比利時是兵鋒，為軍事家必爭之地域，所以古戰場遍佈南北。最

負盛名的莫過於滑鐵盧 Waterloo 戰場了。這在法語系地區 Wallonia 南距首都

Brussels 僅十一英里的小鎮是一代梟雄拿破崙的落日場所，結束了他的死灰復

燃，再度君臨法國短暫的一百日。他遠征俄國慘敗後，被徙置地中海離意大利

海岸不遠的小島上。黨羽助他逃離遭軟禁地區，重返巴黎，正值法國政局動盪。

他乘機重整旗鼓，謀東山再起，繼續稱雄歐陸，目的是先取 Brussels 作基地。

當然英軍統帥 Arthur Wellesley(1814 被封為 First Duke of Wellington) 

不能讓他得志，正如前段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General Patton 不能予

以 Brussels 給希特勒於袋形反攻中。Wellington 是高瘦的愛爾蘭人，出身

於貴族，飽歷戎行。Waterloo 戰役第三主角是普魯士 Prussia 名將 Gebhard 

Leberecht Von Blucher，是 Pomeranìa 的地主，對拿破崙懷著很深的仇恨。

這場大會戰是拿破崙生死關頭之戰，他的戰略是不能令英國，普魯士兩軍會

師。參戰的還有奧國，其他日耳曼族小國，荷蘭、比利時 .... 各地兵團，都

是阻止拿破崙北上的聯軍。

  1815 年 6 月 16 日 ( 星期五 ) 大戰正式開火了。普魯士軍紮營在 Ligny，

法軍用炮轟之，營幕頓成火海。Blucher 希望駐防在 Brussels 附近的

Wellington 能及時赴援，但英軍被法軍堵塞住了。是夜十時，普魯士兵節節

敗退，Blucher 知道 Wellington 已將軍隊從 Brussels 撤離赴前線，只要全師

而退，仍有和英軍會師的希望。而英軍退到 Brussels 通往 Charleroi 路邊的

小丘上暫避凌厲的法軍攻勢。天時大大幫助了敗退的普魯士軍，突然行雷降大

雨。行軍路盡成泥濘，法軍重兵炮隊寸步難移，這大雨有不停之勢。騎兵捲縮

在馬鞍上蔽了眼睛爭取睡眠 ;步兵企圖在農田栗米叢中找一塊乾淨土稍事休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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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這希望也成泡影。營幕旁的野火堆常被大雨淋熄，只成了冷冰冰，奇酸刺

鼻的黑煙。這是戰場上的景象，軍士吃盡苦頭。

  6 月 18 日 ( 星期日 ) 早上仍下著大雨，視野非常迷糊。擬定上午九時開戰

是不可能了。法軍用了十五壯漢，十二匹馬也不能推動那些被濕泥吸住的大

炮。拿破崙仍聲嘶力竭地向士卒呼籲 : 不能讓英、普二軍會師，明晚我們將在

Brussels 好好睡眠。早上十一時半，雨已停止了好些時。英軍被法軍十二支可

以移動的炮火吞沒。Wellington 避在一橡樹下督戰，下午五時法軍被前面三千

兵士和馬匹的屍體擋住了去路，不能進攻。拿破崙心焦了，因為他知道普魯士

軍已出師，緩緩地開往戰場。拿破崙下令增添部隊抗拒普魯士軍，但他已將他

的心腹親隨部隊 The 01d Grand 投入戰場，和英軍作殊死戰。現在已無兵可用

了。晚上七時三十分，普魯士軍蒞臨，法軍腹背受敵。拿破崙知道此局全輸，

無奈下令: 「各自逃命罷! 」。戰後Wellington常對人說:「此戰真是險勝!」

法國大文豪 Victor Hugo 用他生動流暢的文筆描繪這慘烈的戰爭 :

“The hol1ow way was filled with an inextricable pile of horses and 

their riders.There was no slope now,for the corpses leveled the road 

with the plain,and came up flush to the top ,like a fairly measured 

bushel of barley. A pile of dead above,stream of blood below, --- 

such was the road on the night of June 18,1815. The blood was as far 

as the Nivelles road,and extravasated there in a wide pool,in front 

of barricade."

from Les Miserables ( 即長篇小說《孤星血淚》)

 

 是役也，陣亡的是一萬三千士卒，傷的是三萬五千人。拿破崙率領他的殘餘，

零星落索的軍隊逃回法國。一個月後，他向聯軍投降，被押往大西洋中的孤島

St. Helena，六年後病逝。

  現在 Waterloo 小鎮保存了好幾處戰爭痕跡以供遊客憑弔。Musee 

Wellington前身是一小客棧。大戰前夕，Duke of Wellington 曾在這裡留宿。

此博物院有很多狹窄的房間，展示著大戰時各國兵士的制服和武器。最珍貴的

是很多當時文件也被蒐集，例如司令官們的相通訊息的簡信，戰略速寫，行軍

地圖…等。牆邊有幾座戰爭模型使觀眾了解當時激烈、殘酷的大屠殺慘狀。樓

下的候客廳和房客登記處改為賣物部，出售紀念品中有各國士兵模型，色彩繽

紛。若不是索價甚昂，我會買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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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場地在城外二英里。戰場是一廣大草坪。中有一小丘，是 1826 年荷蘭

人在他們的領袖長官 William of Orange 在大戰時被炮火所傷處建築的以誌紀

念。小丘上面是一青銅鑄的獅子。我要拾級而上 (共二百二十六級 ) 方能攀登

小丘至獅子的下面。收獲是把那遼闊的戰場作一鳥瞰。若沒有導遊在身邊講解

和對大戰歷史毫不認識，看後會覺茫然。

  要瞭解這場大戰倒不如買票進入小屋參觀 Panorama de la Battaila。觀者

拾級上一望台，環目四顧，都是大戰情景，是三百六十度的孤形陳列，成千的

模型，包括人、馬、槍、炮、旗幟、營幕…屍骸枕藉、傷兵處處，慘狀不忍卒睹。

每一戰場有幾種文字 (包括英文 ) 作詳細闡述，樓下還有當時主要人物的蠟像

院 :Wellington、Blucher、Napoleon.... 和很多軍官都神采飛揚，栩栩若生，

呼之欲出。

  若說拿破崙是英雄，我相信大部份讀者都不同意。他出身寒微，擁有不能滿

足的權力慾，乘法國大革命動亂之際崛起，爬上高位，奪取了軍權和政權，吞

沒了大革命的成果。能先後擊敗歐洲諸國，除英國外，幾乎無敵手。後先挫於

遠征俄羅斯之戰 (1812)，再敗於在波蘭 Leipzig 的英、俄、普、奧、瑞聯軍之

手 (1813 年 10 月 16 日至 18 日 ) 。逃出被流放的 Elba 島後，捲土重來。滑

鐵盧之戰，一敗塗地，終於被推下歷史舞台。然曾經一度叱吒風雲，電掃群雄，

鞭鰱宇內，不可一世。我們姑且撇開用道德衡量人物，以成敗論英雄。拿破崙

能一手轉移風氣傳統，改變歐洲地圖。借陳壽評曹操語 : 「抑可謂非常之人，

超世之傑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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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 (三 )

  比利時旅行給予我一心靈上的啟迪 :這一小小的國家怎能背起千多年的歷史

負擔，忍含著如許沉重的哀傷呢 ? 比利時屢遭劫運，最大的打擊莫過於第一次

世界大戰了。1914年8月3日，大戰爆發後不久，德軍強行要求比利時政府「借

路」行兵開往法國，理由是已洞悉法國有兵佔比利時的陰謀。當然這強詞奪理

不能被接受的。於是德軍不理會英、法、俄三國嚴重抗議，漠視其謹守中立的

身份，強兵壓境，向弱小的比利時開火。King A1bert 鐵肩擔國難，明知抵禦

這虎狼之師有如螳臂擋車，以無上的勇氣，沉著穩重的態度，率全國軍民，和

德軍作救亡抗戰。A1bert 知道國境多是低窪平原，無險可守，把重兵放在幾

個軍事要點如 Antwerp，Liege…等城市防禦組織內。最後這些城市都被攻陷，

但德軍難免付出昂貴的代價，除損失了很多步兵的精華外，一上將在 Liege 攻

防戰中陣亡。在 King Albert 的精神鼓舞下，沒有戰事準備和軍械比德國落後

得多的比利時軍絕對不作豕突狼奔，仍站在防守崗位內作困獸猶鬥。不幸地，

士氣不能挽轉強弱懸殊之勢。1914 年末，除了西北部毗鄰法國的 Flanders 

Fields 外，比利時差不多已落入德軍的魔掌中。

  King A1bert 不肯逃亡往英國避難，和他的皇后留在一隅之地，繼續和德軍

苦戰，且發動淪陷地區的游擊戰。民間時有焚毀德軍營幕，行刺留守官員事件，

德軍採取凌厲的報復手段 : 一律是殺無赦，包括婦孺。例如在 Dinant，就有

六百平民在鼠河岸上集體被槍斃。比利時的頑抗雖然在戰略上沒有阻礙德軍行

軍，但給德國刻上「大欺小」的烙印，在世界輿論內，是非常不利的。

  德軍沒有在法國取得破竹之勢 (請參閱拙文「泛談第一次世界大戰」) ，目

光轉向北海沿岸諸港口，企圖奪取之以阻止英軍登陸，切斷英法的聯繫線。注

意力放在比利時碩果猶存的國土，離法國邊界不遠的 Flanders Fields 小鎮

Ypres 三次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戰場之一。1914 年 10 月至 11 月，英

法聯軍為了保護北海各港口，在 Ypres 駐重兵，那時德軍已佔領了 Ypres 大

部份。法軍就在 Ypres 創一凸角，即深懸入德軍內的尖鋒，和德軍展開戰壕拉

鋸戰。雖然沒有恢復一寸比利時失地，但已成功地破壞德國搶奪港口的戰略，

這可給聯軍一喘息的機會，築戰壕從 Flanders Fields 直至瑞士邊界，和德軍

作長久戰。我們早了解這些戰壕是人肉磨坊 ; 雙方的傷亡是非常慘重的，這是

第一次 Ypres 爭奪戰。

  第二次 Ypres 爭奪戰在 1915 年春天。德軍對聯軍的戰壕防守，一籌莫展，

企圖能溶化這膠著狀態，德國用毒氣對付聯軍。法軍和加拿大部隊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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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黃色的氯氣籠罩下，不能呼吸，慢慢窒息而死，這是很痛苦的。但毒氣

要靠風勢方能有效。當風吹反方向時，雖然帶上面罩的德軍也身受其害了。此

戰在第一天 4 月 22 日，法軍傷亡了六萬九千兵。毒氣攻勢仍未能逼聯軍從

Ypres 撤出。

  第三次 Ypres 爭奪戰在 1917 年 7 月 31 日開始。事先 King A1bert 令比利

時軍決 Yser 河堤壩瀉洪以阻止德軍的生力部隊抵達 Ypres 戰場。低窪地帶頓

成了沼澤。一年青的英國軍官Edward Campion Vaughan 寫了下面的筆記: 『在

黑暗的四角都是傷兵的呻吟和慘呼，這些含有微弱，漫長的痛苦飲泣聲，甚至

絕望的死前嚎號。很明顯地很多身負重傷的軍人爬往那些被炮火製造成的新洞

穴內稍避槍林彈雨。但身體漸漸地被那繼續不停上升的水浸濕，最後難逃被淹

沒之禍。他們再無任何氣力爬向別處，除了發出哀吟外，不能有所行動了。僥

幸健存者自身難保，亦不能對這些垂死的人施以援手…』。寥寥數句描繪出在

沼澤內作戰的可怕和恐怖。

  德軍損失最巨大的是在離 Ypres 不遠的一小村 Langemark 內。1914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德軍下令四營軍隊搶奪 Langemark 。這軍隊成份多是未滿二十

歲的年青學生。在大戰前夕，這些學生曾在柏林街上作熱血沸騰，敵愾同仇的

愛國示威遊行，跟著紛紛自動報名從戎入伍。他們都被年邁的軍官領導著。聯

軍早下了堅守 Ypres 方能保衛北海港口的決心。這些愛國年青人甘冒炮火，奔

往前線，幾乎全軍盡墨。現在 Langemark 境內墳場有四萬五千德軍的墓碑。兵

士正當盛年，便被戰火摧殘。雕刻家 Kathe Koelwitz 雕了〈傷心的父母〉的

一對石像，跪在墳場的入口處 (見柏林遊記 )。

  

  鐵蹄下的比利時人民，聽從國王 A1bert 的號召，在淪陷區給佔領的德軍作

多方面的破壞，包括拆除鐵路軌道，電話和電報線 .... 以求中斷軍事情報。

德軍的報復除了濫殺平民外，還押一大批比利時婦人，未成年和老邁的男子往

德國作勞工。可見得 King A1bert 感人甚深。我在一額外加費旅遊中，見到在

Yser 河出口處有一龐大建築物，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決堤壩阻延德軍邁

進。King A1bert 的石像，高高在上，俯臨 Yser 河，甚是威武。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幾乎摧毀了 Flanders Fields 這地區的全部古蹟。留

下來的是斑斑的戰爭傷痕。大戰紀念建築物和陣亡軍士墳場星羅棋布。擁有歷

史觀念在 Flanders Fields 旅行，心靈會大大地被震憾。旅行團曾往參觀一陣

亡英軍墳場，目睹一行行雪白的十字架石碑，深深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

數字帶來的切膚之痛。不期然記起大戰時陣亡的二十八歲英國詩人一首短詩 :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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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eign Field        by Rupert Brooke

If 1 should die, think only this of me:

That there's some corner of a foreign field，

That is forever England. There shall be

In that rich earth a richer dust concealed,

A dust whom England bore, shaped, made aware....

A body of England' s breathing English air.

Washed by the rivers, blest by suns of home.

  這不是身亡異域，魂歸故里，而是埋骨異域，己身沾濡了異國的泥土，權把

他鄉作故鄉了。短詩寫出另一層面的創痛。我的結論是旅行不應只作出膚淺的

遊山玩水，滿足耳目之娛，而應對地方有深切的歷史認識，從心靈深處探其真

實的人生。

  我有機會在比利時南部 Hainant 郡的首府 Mons 蹓躂了個半鐘頭。這小鎮離

法國邊界很近，是比利時的煤都，同時亦是一軍事要點重鎮。自十七世紀以來

它曾先後被法國人、西班牙人、和奧國人佔領過。二十世紀更帶來噩運，兩次

大戰 Mons 都被炮火摧毀。小城中心是一大廣場，可以說是 Brussels 的 Grand 

Place 縮影。四周都是很古舊的建築物，其中的市政府大樓建於 1458 年至

1467 年，走廊進大廈中庭入口處由一鐵鑄獼猴守著。像 Brussels 的 Grand 

Place 中的青銅 Everard 屍身一樣，傳說摸了猴子會帶來好運，所以它的頭光

滑若油脂。最有意義的是走廊兩旁掛滿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拍的陳年照片。其中

有好多幅是英軍的加拿大部隊光復 Mons 時的照片。居民雀躍狂歡之情，溢於

言表。大廣場內有好幾處露天茶座，生意十分興旺。見到本地居民悠閒地聊天，

生活似乎很愜意。從大廣場走出來，我還有機會對 St. Waltraud 大教堂作驚

鴻一瞥。樓身全用灰色的石塊。我踏進裡內，剛巧有禮拜儀式在進行中，不容

我亂闖，只能在入門處散步場左邊，向七世紀的St. Waltraud 靈堂致敬而已。

St.Waltraud 是 Hainnut 公爵的掌上明珠。生平樂善好施，花盡家財濟貧治

病，並建修道院，是為此教堂的前身。她在 688 年去世，遺物分佈保存在教堂

內。

  如果說布魯日 Bruges 是比利時最美麗的城市，很少人會不同意。全城被

Reie 河和它的運河支流環繞和縱橫著，有「北部的威尼斯」的雅號。運河邊是

石板砌成的小徑。小徑旁立著一排排的有山形屋背的中世紀古屋。無數拱形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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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跨越那些小運河。清晨出來漫步，運河水在初日照耀下，微波泛著浮光。有

些山形屋背煙囪上，散漫著一縷輕煙。一位小販推著滿車生果，漫步踏上小橋，

這是多麼幽美的鏡頭啊 ! 威尼斯比之，清純、寧謐、晶瑩大遜。Bruges 自有

其獨特風格，不需要倚賴威尼斯盛名而傳播於世。

  Bruges 是一歷史悠久的商業城市。十一世紀時羊毛紡織手工業風行，

Bruges 和羊毛產地英國和蘇格蘭舟楫頻仍。英國同時將 Normandy 的穀米和

Gascony 的酒推介入 Bruges 。這些現時屬法國的地區當時在英國的版圖內。

十三世紀末 Bruges 一躍成為交通樞紐，且和地中海的貨運有直接的連繫，很

自然地它成為 Flanders 的最重要城市。

  城市中心是賣物廣場 The Market。內有兩銅像 : 分別是 Jan Breydel 和

Pieter de Coninck。前者是裁縫 ; 後者是屠師。他們都是除掉那剝削和壓迫

民眾的法國統治者的民族英雄。這是 1302 年 5 月的大起義。但這事件只不過

是曇花一現。1345年Bruges的統治權重落入法國人Louis de Male 公爵之手，

直至 1384 年公爵去世。

  1369 年，Philip,Duke of Burgundy 娶 了 Louis de Male 的 獨 生 女

Margaret。Louis de Male 去世，Philip 順理成章地兼任 Duke of Flanders 

。傳位至 Philip the Good ( 在任期 1419 至 1467 年 ) , Bruges 進入黃金時

代，享受著前所未有的繁榮，成為 Flanders 的首府， Philip 的公庭是歐洲

各府邸中，屬首屈一指的。Bruges 的人口驟增，數目可和倫敦、巴黎比肩，

且有國際性的戶口，有來自意大利的銀行家和來自蘇格蘭、英國、西班牙、法

國和威尼斯各地的商人。市內名畫家林立，以 Jan Van Eyck 和 Hans Memling

最顯赫。其他各業如衣著、珠寶、傢俬…等也很出色。

  在賣物廣場中有一建築物 Craenenburg，現時已成為一餐館，曾有一段很有

色彩的歷史。Philip the Good 的兒子是 Charles the Bold( 在任期 1467 至

1477) 。在遠征法國 Lorraine 時戰死沙場。他沒有男丁後裔，只留下二十歲

獨女 Mary: 她成為 Burgundy 的新主人。她同年下嫁給侯爵 Maximilian of 

Austria ，亦即是神聖羅馬帝國繼承人皇太子。1482 年 Mary of Burgundy

在賽馬時在馬背翻下來被摔死。幸好她已產下二皇子。丈夫 Maximilian of 

Austria 被 Bruges 的商人囚禁在騎士、劍客常留宿的寓所 Craenenburg 。在

那裡他渡過一百日的鐵窗生涯。Maximilian 的父親，神聖羅馬皇帝 Frederick 

III 派戰艦蒞臨Bruges ，強命放人。Bruges 的商人和Maximilian 約法三章，

要他成為 Burgundy 之主後尊重他們的權力和保護他們的利益。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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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imilian 被釋放後，深懷被扣的仇恨。第一件事他將首府移離 Bruges，

遷往 Ghent 。然後將商業中心搬到 Antwerp 。他要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將

Bruges 活生生扼殺。Maximilian 是統治 Burgundy 包括 Flanders 的第一個

Habsburg 皇族。禍不單行，近郊的 Zwin 河，有運河和市中心相連的，不再

通航。事緣屢年積月的泥沙將 Zwin 河出北海的通道淤塞，貨物不能用船載運

到城下。Bruges 的商業一落千丈，「昔日繁華化作塵」。市面凋零，無復當

年作為 Flanders 的首府時生氣勃勃的景象。以後的五百年，Bruges 竟淪為

一村野小鎮。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方有些復甦的氣息。這五百年悠長的歲月， 

Bruges 受到時間冰封，沒有新的經營和建築。中世紀的建築物也漸漸殘破甚

至坍毀。二十世紀中期，比利時旅遊局有計劃發展 Bruges 為旅遊焦點，以中

世紀的情調作號召。重修了全部古蹟，此古城嶄然一新，花枝招展地再發射出

亮麗，是歐洲保存得最好的中世紀城市。更幸運的，它竟奇蹟地逃過兩次大戰

兵火之劫。

  我在 Bruges 留宿了兩夜，寄寓在城南 Arsenaalstraat 中的 Academy 

Hotel。ArsrnaaIstraat 是一古色古香的小街，店鋪有餐室、糖餅店、生果

店 .... 旅館雜在其中，毫不顯眼。正門窄窄的，轉入右邊的客人登記處，竟

然類似人家的書房，四壁擺滿了書籍，很配合旅館命名為 Academy 的含義。領

取門匙，步過走廊，我突然發現這小客棧式的旅館別有洞天。走廊旁是餐廳，

擺了近十套檯桌，很顯然這旅館的容量不會太大。走廊盡頭是一非常典雅的小

花園，花園有三處出口，最遠一處便是到我的房間了。房間在三樓 ( 這是最高

的，因為 Bruges 的樓宇不會高過三層 )。乘小電梯上去，轉了兩個小彎便抵

達。開了門一瞧，房間竟出奇的寬敞，有空間和小書桌、電腦、電視給我作文

娛。我最心愛的，窗外下面的小花園景色，奔入眼簾。望到的草樹，青翠欲滴。

環境真是幽靜、雅潔。此小旅館建築形勢和地貌奇特，我住了兩晚還未弄清楚。

  晚飯前有兩個鐘題的自由活動。我踏出旅館向左行，兩分鐘後便達市內小

湖 Minnewater。這是很多年前 Reie 河泛濫後留下的積水。荷蘭語 Minne 的含

義是愛。Minniwater 俗稱為愛湖。沿湖樹影參差，有小徑盤桓其中。有很多

天鵝在樹下，或嬉戲、或憩息。有一比較大的天鵝，張開翅，大斯斯地坐在草

坪上。我凝視著它很久，突然它移動了身軀，從縫隙裡窺到三隻小天鵝。原來

在這春寒料峭的氣候中，它為它的嬰孩們保溫。湖上泛著十多隻天鵝，構成一

完美的圖畫。Mary of Burgundy 意外死亡後，商人叛變，夫婿 Maximilian 被

囚，他的心腹參謀 Pierre Lanchals 被拉到賣物廣場上斬首。Maximilian 被

釋登位後，心痛近臣遇害， 1488 年命愛湖飼養天鵝永遠紀念他，因為天鵝是

Lanchals 家族的標誌。湖邊有一古蹟，是十五世紀建築的水門，這是調節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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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量的泄洪閘口。旁邊一塔，是 1398 年立的火藥庫。當晚旅行團在湖邊的

Maximilian Van Ostend 用膳。海鮮餐的主菜是貽背和沙文魚，十分可口。比

利時的烹飪，比法國的，毫不遜色。晚飯後有精彩的節目 : 乘馬車夜遊古城。

馬車夫 Ivan 是唇上有一小鬍的小個字，但富幽默感。踏上馬車，他首先向我

們介紹他的馬，名喚 Martha，比家中的老妻聽話得多。

  是夜月白風清，夜遊很有韻味，只是涼風刮面，微有寒意。Bruges 面積不

大，隨馬車穿街過巷，揭隱摘微。很多小地方是汽車不能到的，給我印象最佳

的有 : ( 一 ) 馬蹄踏著一長長的小巷，巷的盡頭在朦嚨月色下，矗立著有一對

錐形尖塔的奶油色教堂。Ivan 說這是 The Welcome Church of Our Lady 。

裡內藏有一寶物 ; Michelangelo 的雕刻 Madonna and Child。 1505 年被一

Flemish 商人購買了，帶回 Bruges 。這教堂有一件趣事。Charles The Bold 

，Duke of Burgundy 將他的獨生女 Mary 許配給 Maximilian of Austria。他

們就在此教堂舉行婚禮。當時夫婦二人不能溝通。因為他們不懂對方所說的言

語。但結果養育了兩位孩子，夫婦極盡魚水之歡。( 二 ) 馬車經過一組小屋，

有白色山形牆屋頂，中間漆有很悅目的草綠，這是 Beginhof，為十二世紀時，

神父 Lambert le Beque 設立的宗教組織，專門容納十字軍的遺孀。這婦女團

體除互相幫助外，更熱心公益事業。生活單純、簡樸、嚴謹，和修道女差不多，

但可以擁有私人財產，也沒有宗教誓言作自我奉獻。後來很多寡婦和獨身以終

的女子也加入這團體。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後，很多 Beginhof 被解散

了，直至今天。比利時還留下二十間 Beginhof。現此地住的都是 Benedictine 

派的修道女。

  次日上午地方導遊 Maria 來旅館會見我們，領導我們漫步遊覽 Bruges。鐘樓

The Belfort 是古城內最高的建築物。當然我們沒有時間攀登那三百尺高的鐘

樓去鳥瞰全域。樓內的編鐘有四十七高低音符的鈴，都為一鍵盤控制，按時可

以敲出不同的音樂。市政府大樓 Stadhuis 是最古舊的，外牆飾以白色人物雕

刻。裡面最負盛名的藝術品是那精緻雕花的天花板。

  Bruges 的博物館名貫遐邇。聖血博物館和聖血教堂互相依偎，取名『聖血』

源於一段歷史典故。1150 年 Count Dietrich 從聖城耶路撒冷回來，帶歸一

小瓶液體，據云內合成份是門徒替釘十字架後的基督洗滌遺體留下的水混和了

血，當時給 Joseph Arimathea 收藏起來。Dietrich 在第二次十字軍遠征時立

了大功，被頒獎此小瓶聖血。現此小瓶陳列在博物院內。每年的復活節內基督

升天日，小瓶被拿出來，當街遊行。這是一年一度Flanders 地區內的大節日。

博物院內還收了 Queen Mary of Scotland 皇冠上一顆璀璨鑽石。聖血小瓶的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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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座代表了中世紀手工藝術的精華。

  Groeninge Museum 從陳列室的面積和收藏品的數目在歐洲中算是小規模，

但藝術質數卻是驚人，可以和俄國聖彼得堡的 Hermitage 和西班牙馬德里的

Prado 同級。內容全是十五世紀 Flemish 名畫家如 Jan Van Eyck 等的作品。

  The Memling Museum 的前身是十二世紀建的聖約翰醫院。此博物館蒐集的

全是自耳曼裔 Hans Memling 的作品。醫院直至 1976 年方結束，遷移至別

處。院內一部份仍展示醫院的遺物 : 古老病床、藥物、外科手術儀器、醫生

開單…等。Memling 的畫全部掛在醫院其中一部份的小教堂內。畫的精品包括

St.Ursula 證道，六幅畫囊括她的生平。

  上午觀光的壓軸戲是船遊古城。在 The Welcome Church of Our Lady 鄰近

有一遊船碼頭，在花木掩映中，拾級而下踏上艇子。船遊比陸地上漫步遊大有

不同。隨著 Reie 河順流遠離古城中心。到了古城門的西門 Kruispoort，殘存

著一座城樓，河岸旁有一座風車，仍然旋轉著，令我依稀想像著此中世紀城市

的昔日情懷。折回市區，經過古聖約翰醫院的背後，看到它在運河內浮蕩著的

倒影。我猛然醒覺，今和古，在此地融匯為一處了 !

  根德 Ghent 在 Bruges 東約有一個鐘頭的車程。抵達比利時另一中世紀古

城。它是神聖羅馬皇帝 Charles V 的誕生地。Charles V 是 Maximilian of 

Austria 和 Mary of Burgundy 的長孫。他是十六世紀歐洲最有權力的君主。

市中心的大教堂 St.Bavo 的豪華和宏偉令我咋舌。聖壇前的一組共二十幅畫

Adoration of the Lamb of God 是 Jan Van Eyck 的傑作，被評家認為「比

利時七大奇蹟」之一。燈光照在畫面上尤覺彩色運作的神化，好像日光從窗內

射上畫面二百八十四位人物。此畫主要描述了基督之死，兼及其他聖經故事。

十八世紀時神聖羅馬皇帝兼奧國君王 Joseph II 嫌寫伊甸園的一幅，亞當和夏

娃裸露身體，有傷風化，命當時的名畫家繪上一幅他們穿了衣服的作取代。今

日我見到的，已被還原了。大教堂裡內四周還有二十座小教堂，收藏的文物不

可勝計。

  我在此古城流連的時間很短。匆匆記下兩景點以呼應比利時遊記的上篇。

Gravensteen 堡壘在Leie 河邊。地牢自中世紀以來是獄室，監禁主要政治犯。

1568 年五月尾，被解往 Brussels 的 Grand Place 斬首前， Count Egmont 

和 Count Hoorne 被囚於此。堡壘黯淡兼恐怖，中庭是刑場 ; 密室是向犯人施

酷刑處。現在密室展示著令人觸目心驚的各種刑具。Gravensteen 堡壘門前

有一石橋跨越 Leie 河，名喚斷頭橋，顧名思義，又是一行刑的地方。在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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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 Valley 的 Ooidonk 堡壘有很堅固的基礎，原建於十二世紀，是 Ghent 的

外圍屏障。它屬於 Montmorency 家族近兩世紀。Philip II of Montmorency 

童年和青年期曾在這裡生活。他後來成為 Count Hoorne 和 Count Egmont 一同

在 Brussels 就義。

  1568 年 6 月 2 日將近中午 Count Hoorne 在獄室接到通知，要立即被押往

刑場斬首。他沒有他的好友的涵養，立即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難道這是對國

王二十八年來的忠心效勞換來的殘忍酬報嗎，這太不公平了 ! 他繼續說 : 此生

為不斷的煩惱所困擾，拋棄這疲倦的生命並沒有多大遺憾。他拒絕做最後的彌

撒和懺悔。神父 La Chapelle 婉言勸他，時問已無多了，不必作無謂的浪費，

他終於服從了。

  侯爵穿了樸素的黑衣，戴著米蘭製的帽。那時他大約五十歲，比 Egmont 大

少許。他很高大，面目英俊，虎背熊腰。他挺起腰胸，筆直地向前行，以穩重

的步伐，穿過監刑兵士的隊伍，向著刑台邁進。見到群眾中有熟識的人，他定

舉手致敬。他的神情沒有哀傷，僅露出微慍，因為這刑罰是他不應得到的。他

留下一遺孀，但沒有兒女作身後之憂，不用嘗著 Egmont 臨終的苦酒。他離開

此世界，沒有後代為他致哀。

  他踏上刑台，無動於衷，他仍在申抗 :他可能做了些有愧上帝之事，但從沒

有背叛君王的行為。當他的目光射看那染血的紅袍，蓋著 Egmont 的無頭屍身。

他低聲問，好友是否已被處決了?答是。他用土語說了一句話，沒有人聽得懂。

他用微弱的聲音跪下禱告，然後站起來，向周圍的觀眾說 : 『我若有甚麼對不

起人的地方，請海涵寬恕。』跟著說 : 『是時候了』。再跪下默然受刑。斷頭

被示眾三個鐘頭後，會合了遺體被送往 Ste.Gudule 教堂停靈。

  Count Hoorne，Philip de Montmorency 出身於百年望族世家，曾任低窪

地區的海軍總帥，Guelders 郡的首長，王國的高級參謀，最高榮譽的 Golden 

Fleece 騎士。他曾是神聖羅馬皇 Charles V 的寵臣。

  寫完了三篇比利時遊記，牽涉了很多歐洲歷史，尤其是寫了幾個戰爭場面，

希望能在筆下發揮些曠達的情懷，寄歷史沉痛於清空、融匯少訐人生哲理。最

後抄下楊慎的〈臨江仙〉以結束此長文 :

比利時浪花淘盡英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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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 :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 :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若將「長江東」三字改為「鼠河北」，用在此比利時遊記，是很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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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夢重到檳城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舊金山一間小旅館的大堂我和幾位年紀比我大很

多的賓客同看電視，小小的熒光幕放出黑白畫面，是二十世紀初英國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 的短篇小說改成的電影，那椰林蕉影的鏡頭奔放着熱浪滾

滾。縮在一角的我也被感應，雖在近聖誕的寒夜，胸間頓覺有點灼熱，多麼引

人入勝的茂密蒼翠原始叢林啊 ! 突然狂風暴雨，雷行電閃將這寧謐的天堂改

變了。像豌豆大的雨點不懈無情地向林木襲擊，原來堅挺的大葉顯得搖搖欲

墜。雨中的森林是頂駭人的，幸好這風雨並不堅持着，雨消霧散後，森林透露

出曙光，滯留在樹幹間，枝葉上的水珠顯得晶瑩剔透，發射點銀白的光輝。畫

面換了，海間的波浪向天湧着。那幽美的海岸線上矗立着一座四層高的白色建

築物，沿着海濱是一狹長帶狀的雅緻花園，在草坪上有三位英國人躺在安樂椅

上，每人手持雞尾酒一杯，悠閒地淺斟低酌。一位穿純白制服的侍者，一列黑

紐扣從頸至腹，甚為醒目，巡迴反復地侍候他們。他們沉醉着這世外桃源，不

知人間何世。
  
  小旅館大堂內觀眾中有一位退了休的海員對我說：「這是馬來西亞的檳榔嶼

呀！」我對檳城的第一次認識，就在這尋常環境中顯得極不尋常。歲月銷磨，

影片的故事內容已漸漸從記憶中消逝，但那叢林、暴風雨和英國殖民地的高級

官員愜意的生活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腦海，和檳城這地名難解難分了。大學畢業

後，出社會做事，手頭寬綽點，我曾蒞臨檳城兩次，夢境終於變成真實，這真

是令我流連回味的好地方。

  檳榔嶼是馬來西亞西北一小島，南北長二十四公里；東西廣十五公里，馬來

名 Penang 是椰子科植物檳榔之意，所以有此名。島在印度洋中，隔馬六甲海

峽和蘇門答臘 Sumtra 遙遙相對，有一條長達十三公里半的大橋和馬來西亞大

陸連接。喬木、植被佈滿全島。東北一小角，距離馬來西亞海程最短的，是全

島政治和商業中心 George Town，華人稱它為檳城，檳城人口中百份之七十是

中國人，他們多通粵語，是馬來西亞十三個行政中唯一以華人為主的地方。人

情味重，旅居此地感到有無限親切。檳榔嶼面積雖不大，但擁有不同的風光，

有森林、海岸、農田、植物園、漁村…令人目不睱接，意亂情迷。首府檳城

( 喬治市 ) 以其寺廟、博物館、富民族風情的街道，保存得很完整的英殖民時

代建築，活躍的中華文化，蓬勃的商業，各式美食…作為標誌號召，給旅者終

身難忘的回憶。可數有特色的景物實在太多了！例如檳榔嶼西北角林蔭蔽日的

國家公園、沿北海岸線的雪白沙灘、雄偉，巍峩的升旗山和山內清幽的避暑勝

地、詭異的蛇廟、華麗沿山而建的極樂寺…粗獷帶精緻，豪邁含嫵媚。儘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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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來，我閱歷了世界各地的風情和景物，這令我情有獨鍾的馬來西亞小

城仍珍藏在我腦海中寶貴的一角。

  本年農曆新年過後，我終於重到闊別多年夢寐難忘的檳城。寄寓在雜誌路上

的檳城商貿酒店 Traders Hotel 給我有久別回鄉，備受歡迎的關注。大堂經

理是一年約五十歲的印度人，他的名字很長，我只能用最後的音節稱呼他：

Deen。當他獲悉我是四十三年後回來的遠客，立即給我一大批旅遊資料，包括

地圖、名勝介紹、美食餐館地址、二月份城市雜誌。以後我每從電梯走出來，

他的屬下定笑臉迎上，躬敬問安。大堂一角闊大的 Islanders 餐廳內的侍者對

我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我就在這裡享用了四個豐富和精美的早餐，任客人

選擇的有中國、西洋、馬來和印度菜式。我想在青年時看到電視上的高級英國

殖民地官享用不過如是罷。Deen 還給我一個異常寶貴的服務，安排我翌日早

晨 16 裝，洗去了面上的僕僕風塵，正好是晚餐時間。Deen 介紹我到離旅館三

個街口，有一條「美食街」，擺滿了大排檔，有各種既便宜，又可口的小食，

我依言前往。出了旅館大門向右轉，前塵舊夢湧入眼簾，街道盡是騎樓式的建

築物，頗有嶺南風味 （請參閱江門市遊記），排列着各類小店舖，有中國人

的、馬來人的、印度人的，但過大馬路可不容易啊！雖有交通燈，但那些轉角

而來的電單車，頻頻使客人有驚魂的剎那。「美食街」熱鬧極了。食物檔口密

排排得水泄不通，空氣瀰漫着從滾湯內沸騰出來的水蒸氣，一天前在上海天降

薄冰，冷得發抖，現在雖是傍晚，氣溫大約在攝氏三十二度左右，頭上沁滿了

汗珠。食物種類很多，好不容易擠入一檔口前，要了一碗叉燒雲吞麵，苦無座

位，難道站着來吃嗎？我用粵語問檔主，他一指後面的飲冰室：「你向那馬來

女人買一杯飲品，揀一位置坐下，我遲些將雲吞麵送上」。我進入飲冰室隨便

就坐，一中年女人送上一牌，全寫上馬來文，我問那女人有英文的嗎？她不會

說英語，拉我到牆邊看各樣生果的照片，我指向蜜桃，她明白了，送上了一杯

蜜桃汁。檔主送來香氣撲鼻的雲吞麵，和香港的風味全不相同，有些辣味，但

可口開胃極了。餐後本想在「美食街」多點徘徊，突然下雨，無奈快步趕回旅

館休息。
  
  早餐後回房潄口刷牙，時近九點，匆忙乘電梯下降大堂。梯門開了，一日本

藉的女服務員迎上來：「先生，你的司機已在門外等着你。」我會見了司機

沈劍文，他是土著廣東人，年紀四十四歲，彬彬有禮，好極了！我們可以用粵

語溝通。他收費是四十元馬來幣一個鐘頭（美幣十三元四毫），除了往蘭卡威

島 Langkawi 的一天外，其餘的時間我包了他的車子，這三日半旅遊的消費約

共五百美元，很值得。沈劍文是一很好的導遊，我這三天半的遊覽，除了有

些舊地重遊外，亦發現了很多新的景物。他替我編排的行程是第一天在檳榔嶼

作環島遊；第二天乘船往蘭卡威島去，由他代買來回船票，並電話通知彼方

尋夢重到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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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y Tour 派司機往碼頭等我，並導遊蘭卡威島上四個景點 ;第三天沈劍

文再來旅館接我上車，渡檳城大橋，往馬來亞半島大陸，觀光北海、太平和怡

保，這一天可能會用多些時間，要在怡保吃晚飯，到深夜方回旅館；第四天上

午遊檳城市內好幾個景點；然後送我到機場。這節目間不容髮，豐富極了！是

我近年來旅行最滿意的一次，景物實在太多，我只能選擇一些精要記下來。

  緬甸廟在檳城市區西北，一八零三年幾位緬甸女士向英殖民地政府購得此地

建廟，現在是一美侖美奐的佛寺。最令人注目的是供奉堂 Sima Shrine Hall

內的大佛像，高八點二米。頭和四肢都是白玉雲石，身穿金袈裟袍。這是緬甸

匠工的傑作。大堂內周邊有很多白石像，有十六座特別高的；它們代表佛教古

國如中國、日本、越南、印度、泰國、阿富汗、印尼、韓國…等。仔細觀察，

其面貌、服裝、儀態可透露出代表的國家。廟的對面是臥佛寺，躺臥着全身包

覆金箔，長達三十三公尺的大佛，臥佛的後面收藏了很多信徒的骨灰塔。

  植物園在檳城西邊緣，沿叢林斜坡建，很有園林格局，面積是七十二公頃，

種了好幾百種熱帶植物。園內有很多幽雅的步行道，且有羊腸小徑，盤桓攀

上升旗山。我坐電瓶車繞園一周，然後稍作散步。見到些長尾猴 Macaque 自由

地在草坪、花叢、林間嬉戲。後來沈劍文告訴我，園內還養育了小鹿、熊和各

種熱帶鳥。蘭花溫室甚龐大，其品種之多，花卉之奇，色彩之艷，比起新加

坡的難分冠亞軍。車子駛離市區，經過檳榔嶼北部 Batu Ferringhi 和 Teluk 

Bahang 等海灘，細沙銀白如雪，這裡長年都是夏天，不乏日光浴者和弄潮兒。

此地亦是水上活動的中心。海灘邊緣都是豪華旅館和渡假村，很多遊客選擇居

停於此，有頻密的客車開往檳城的市中心各地。這些旅館多有私家浴場，在這

裡真是「偷得浮生一日閒」。

  沈劍文在 Teluk Bahang 的蝴蝶園門前停下，讓我入內參觀，堪稱為第一個

熱帶地區的蝴蝶園。內有一百二十種，三千隻以上蝴蝶飛舞。上空有一幼絲鐵

網蓋着；它們不能飛離往園外，蝴蝶不怕人，有些在衣袖暫停，我見到了很多

稀有，珍貴的品種，亦見到些幼蟲吃葉的情況。園內還有蠍子、節肢動物、竹

節蟲等昆蟲以及蛇等爬行類動物，真是一很難得的昆蟲博物館。一很大的民藝

品商場附設在內，我順便想搜集一馬來西亞小娃娃，我只見到印尼的，我已經

有了，不想重複，我將此意願告知沈劍文，他牢牢記着，以後有機會總替我去

找，但很難見到，終於在告別檳城赴機場的早上，在唐人埠一土產店找到了。

  我認為檳榔嶼上最值得推薦的是熱帶水果園，它隱蔽在一原始森林中。沈劍

文將車子駛到半山，泊在停車場內。我付了入場劵，踏上園供應的越野車，沿

崎嶇顛簸小路上山頂，然後跟着一馬來人導遊步行到各處參觀。園是沿山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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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二十五公頃，種植了熱帶和亞熱帶植物；一年四季都有水果供應，在盛

產季節時，可以見到榴槤、山竹、紅毛丹等果實掛在樹上，甚至有平常罕見的

生果。導遊詳盡地用英語解說各種水果的生態，還現場摘下些細小而成熟了

的，分給我們就地品嚐。一個鐘頭步行遊覽後，我們到餐廳用膳去。長桌上擺

滿各式水果，有木瓜、香蕉、椰子、菠蘿、桃…. 這是一非常健康的午餐，飲

品是一鮮榨果汁，生果任由客人自己選擇。這小團內有一對從蘇地亞拉伯來的

夫婦 ，帶着一男一女兩小孩，女人帶上全面幕，只露出一對眼睛。他們不懂

英語，那男人熱情地搭着我右肩，示意和他們同桌，這午餐的經歷頗饒趣味。

  訪問熱帶水果園後，車子繼續向南奔馳，穿過叢林，榴槤果園。我還記得

四十三年前我和從 Texas 來的同事 Charles Simmons 租車作環島遊時，就在這

公路上有一條被輾死的巨蟒。我們下車仔細觀看，蟒有十尺長，身上斑紋呈青

銅色，很好看。經過小鎮 Balic Pulau，見到了很多賣小食的檔口和餐館，奈

何在水果園已吃得腸肥肚滿，再沒有攝取食物的容量了。抵達 Teluk Kumbar，

沈劍文在山坡上停下來，我下車觀看浩瀚的印度洋。回想到十年前在印度洋另

一邊，南非好望角遙眺海景，頓生「浮天滄海遠 ｣的感慨！

  折回北上，經過在 Bayan Sepas 的國際機場後，很快便抵達蛇廟，距離機場

只三公里，在路的西側。廟是一八五零年時為一心存感激的病人修建，獻給醫

者襌師左素江。廟內有很多含劇毒的青蛇，本地人喚作「小青龍」，盤踞着。

它們自由地臥在神台上，潛伏樹枝間或在地上爬行，從不傷人。或說它們被

薰香迷得昏沉，或說是佛法的神通。這是我第三次蒞臨，第一次跟隨一新加

坡旅行團，團長鄭庚申夠大膽，用手撫摸着盤在壇上一蛇。第二次和 Charles 

Simmons 同來，一條小青龍生猛地在他的腳邊蠕動爬過，嚇得他面如土色。這

次恰逢農曆新年，廟內人潮擠擁，神台上擺滿鮮花、生果、各類供品，蛇退避

到簷邊屋角。幾棵樹上，倒有很多蛇蟄伏着。今年是蛇年，佛教徒對蛇特別尊

敬。廟後有一「蛇展」，各種蛇如眼鏡蛇、青竹蛇、巨蟒…都關在籠內。一壯

漢背負一大布包，卸下在空地上，他示意叫我們退避，然後放出一條很活躍的

蟒蛇。

  沈劍文急於在下午四時半趕到 Swettenham 碼頭，所以離開蛇廟後便風馳電

掣，馬不停蹄奔回市區。在船務公司領取我明天往蘭卡威島的船票後，他帶我

憑弔檳城歷史遺跡，就在碼頭的毗鄰。十五世紀中國航海家曾到這一荒蕪的檳

榔嶼，遍地是杳無人跡的原始森林。十八世紀初從蘇門答臘來的殖民披荊斬

棘，在檳城（喬治城）的南部開墾了一定居所。一七八六年英國取得島的治權，

一七八九年船長 Francis Light 代表東印度公司佔領了檳城，將荒地賜予耕發

者以招徠移民，並宣佈檳城為貿易港。華僑也陸續慕名蜂湧而來，檳城是英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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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海峽三港（其他二港是馬六甲和新加坡）中歷史最悠久的，曾一度成為首

府，不久被商業後來居上的新加坡取代了。華僑稱此三港為「南洋」，這可改

正了大多數人的錯誤。「南洋」並不泛指東南亞各地。十九世紀初，檳城人口

已經破萬，東北海角Fort Connwallis是Captain Francis Light草創的城堡，

這是殖民時代遺跡一重點。最初城堡是用木材建築的，從一八零八年到一八一

零年囚犯勞工將它改為石材結構。今天圍牆仍保存下來，裡內是一公園，入

口處矗立着 Captain Francis Light 的銅像。高地上有幾口大炮面向海峽，瞄

準北海的海岸。城堡東南角對面是維多利亞紀念鐘樓，是一白色塔樓，建於

一八九七年，高達六十尺，樓高四層，第一層是八角形，第二層是方形，頂樓

是回教風格的圓頂。鐘樓是當地富豪華商謝增煜捐贈，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

六十年。城堡公園東北角有一戰爭紀念碑，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陣亡英軍中

檳城籍的士卒。紀念碑對開就是堤岸大道，四十三年前我在這裡見到很多各式

小販、江湖賣藥武師、街頭藝人和歌手…現在一切都清除了，成了一條遍植琪

花瑤草的行人徑，面對海峽，吹來習習涼風，甚為舒暢。歲月流逝，滄海桑田，

景物也今非昔比。沈劍文給我十五分鐘在海濱漫步蹓躂，追索年青時的舊夢，

然後在戰爭紀念碑前會合。

  極樂寺是東南亞最大的廟宇，位於檳城郊外 Air Itam 山區，佔地十二公傾，

營建於一八九三年，綜合了中國、泰國和緬甸的寺廟建築藝術。寺是沿山而建，

入寺必須攀登很多級的花崗石階，兩旁擺滿了小吃、飲料和紀念品的小檔，宛

若入了迷宮。從寺中依山眺海，部份檳城市景亦怡然在望，這不是佛教中描述

的西方極樂世界嗎？也許這是此寺得名的原因。寺門前有一座塞滿了烏龜的放

生池，還有陰暗的魚池。寺內房宇包括大王殿、天王殿、大雄殿、藏經閣、東

西客堂…等。三層聖殿中的巨大佛像是泰王 Bhumibol 贈送的。鶴立雞群的建

築物是三十公尺高的七層萬佛寶塔。如若乘纜車到最高處，可達三十六公尺半

高的觀音銅像腳下，這寺門有的是地方，所以不斷在擴建中。四十三年前我到

檳城，極樂寺沒有這麼多的建築物，也沒有現在的華麗。香火鼎盛，遊人絡繹

不絕。   

  升旗山亦在 Air Itam 山區內，離極樂寺只有幾分鐘車程，聳立在八百多米

（二千七百二十三尺）的檳城市區上方，山頂氣溫比市區低五攝氏度以上，是

清爽涼快的避暑勝地，殖民時代是英國高官聚居之地，山下士兵利用旗語和長

官溝通，山因此得名。我乘纜車登山時已近黃昏，本地居民多喜歡在此時登山。

一睹夕陽西下，華燈初上的景色。車站前出現了一條人龍，我徼幸擠入一車廂

內，有限的座位已無虛席，又是一位從亞拉伯半島來的中年男士起身讓位給

我。山頂地方寬敞，登臨送目，檳城市區就在俯覽的遠方，那通馬來西亞半島

的大橋，儼然像一條長長的鐵鏈，將海峽緊緊扣鎖着。山頂有很多植滿花樹的

尋夢重到檳城



239尋夢重到檳城

小徑，可通往幾座花園，還備有一家旅館、警察局、郵局、市場、一座印度廟

和一座清真寺，儼然是一人氣旺盛的小村落。

  在回 Traders Hotel 前，沈劍文故意駛經在老城區的唐人街，蜿蜒曲折、狹

窄喧嘩的小街道點綴着寺廟，傳統的商行、蔬菜市場、雜貨舖…時交通擁塞，

車子緩慢地行着，我聽到室內傳出的電視音樂、兒童尖銳的呼叫、興奮的交談、

女人的抱怨聲，這是一活生生的華人聚居處，充斥着華人獨特的聲音，值春節

期間，很多舗戶張燈結綵，擺滿鮮花，平添些假日氣氛，我在提醒自己，這不

是中國本土，而是遠在天涯海角的南洋啊！

  就這樣結束了一天非常圓滿的檳榔嶼環島遊，次日清早用過餐，便乘出租汽

車往 Swettenham 碼頭，入閘前已有一大堆人在候船廳，開往 Langkawi 蘭卡威

的船在準八時半啟航，艙內一排排座位滿是乘客。因為旅程需要三個小時，我

選擇一路邊位以方便出入，近窗的坐了一對從中東來的夫  婦，女人帶着黑色

的面罩。幸好的有一書在手，二十世紀初 Earl Derr Biggers 作的陳查禮探案

Keeper of the Keys，消磨漫長的時光 ，船行了半個鐘頭，鄰座的女人從手

袋裡拿出些餅乾小食，她的丈夫竟遞給我分享，素昧平生，真有點受寵若驚。

我多謝了他，順便問他們來自何處，答是阿曼 Oman，即亞拉伯半島東南角臨海

的小國。我記起個多星期前在蘇州買了很多各式果汁軟糖，於是從布袋內取了

滿一手給他。他交給夫人珍重收藏起。除了略道寒暄外，他們不能說英語，我

只好回到探案的離奇情節內。快到目的地前半個鐘頭，我攀上船頂甲板眺望，

風很大，稀疏的頭髮全散起了。白浪滾滾上點着大小島嶼，蘭卡威島包含了

九十九個島，有很多有色彩奪目的珊瑚礁，是潛水客們的樂土。

  蘭卡威的馬來亞文，Lang 是老鷹，Kawi 解作褐紅色，Langkawi 即褐紅色的

老鷹，它位於馬來西亞西北部，在和泰國交界的印度洋內。我踏足的主島有四

萬人口，周圍盡是長長的沙灘。島上有叢林遍佈的小山和一望無際的稻田，

現在被開發成馬來西亞一重要的旅遊點。船靠了岸，走出碼頭，早見到一個

六十上下的中國男子手持紙牌，寫上我的姓名，在岸上等候。這是昨天沈劍文

替我安排。於是我結識了這四個半鐘頭內的司機蕭光強，他也是廣東人，是

Dicovery Tour 的職員。他帶我上一可坐十人的麵包車，時近中午，駛往瓜鎮

Kuah 內一餐室去吃馬來麵裹腹，是銀絲細麵，拌以乾了的小銀魚，香辣爽脆，

十分和味。餐後車子向島的西端奔馳，穿過些鬱蒼的樹林，和一些原野，有些

牛在其中耕作，滿溢着草根味。遠處一邊是堆滿白沙的海灘，另一邊是峰如刀

削的石灰溶岩山脈，又是一令人心曠神怡的好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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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第一站是「海底世界」，這是在距離瓜鎮西南二十五公里，有二公里長

的珍南海灘 Pantai Cenang 的南角。這是規模宏偉，全亞洲最大的水族館，設

有一百二十個巨型水缸，養了三千種不同的海洋生物，最特別的有條十五尺長

的水底隧道，遊弋其間的有大鯊魚、大海龜…這些巨型水缸都有不同的設計，

色彩紛呈的自然環境，很多動物如海豹、企鵝…等各適其適，生活當中。牆

上有詳盡圖文介紹在展示中的生物，我見到南美洲亞馬遜河 Amazon 的巨滑吞

魚---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介紹牌中有anaconda，即在亞馬遜河的超級巨蟒，

我遍找不着，後來我回到車上問蕭光強。他回答巨蟒一定在內，恐怕我看漏了。

水族館內還有電影院，遺憾的我不能將整個下午流連在內。

  很顯然珍南海灘是旅遊區，旅館林立，上、中、下級都有。蕭光強放我到海

灘上稍作徘徊。我在世界上看了很多海灘，此海灘很零落，只有幾個泳客，比

起檀香山的，渺乎其小。車子沿着海岸線向北駛，經過好幾個簡樸農村，終於

抵達纜車站「東方村落」。

  這登山纜車站「東方村落」有一組歐洲風格的建築物，宛如阿爾卑斯山上的

渡假村，為甚麼喚作「東方」真是匪夷所思了，村內盡是賣物店和餐室。蕭

光強代我買了入站票。和我同一車廂的又是一對亞拉伯服裝夫婦。他們笑容可

掬，滿含親熱，在登山時，那男子手拿着相機，另一手指着我。我以為他要我

代他們合拍一照，正要向他取相機時，他立即搖頭，將相機交給妻子，讓她替

我們二人合照。他們也不說英文，只知道他們是從也門 Yemen 來，我們就這樣

一路搖搖晃晃攀上七百多米的山巔。雄偉壯觀山海景色，有森林、有瀑布、有

沙灘、有溪流，甚至遠及泰國大陸，盡收眼底。在白頂蓋的山頂纜車站上面，

更有兩座圓形的觀景台，左邊的有兩層，右邊的只有一層，圓心區是低窪地帶，

兩台之間為一越山吊橋連繫着，這是非常奇特的建築，尤其是乘小飛機在上空

俯望。左邊的下層設有一小餐室。

  從「東方村落」走出來，回到蕭光強的車子，已是下午四時十五分。恐怕有

誤歸期，我們立即趕回碼頭去，幸好最後一個景點「神鷹廣場」就在碼頭附近。

廣場在海濱公園內，廣場中央矗立着一褐紅色的巨鷹，它面向海，展開雙翼，

有隨時飛翔的姿勢，這是蘭卡威島的地標。當夜幕低垂時，燈光照亮着整個廣

場，神鷹顯得威猛，成了黑夜中的燈塔。

  回到檳城，是準夜晚八時半。天降着傾盤大雨。我走出 Swettenham 碼頭，

正有點徬徨，若找不到出租汽車，我的雨傘抵受不住熱帶中的大雨，快變成「落

湯雞」了。一中年男子操粵語說：「先生，我送你回旅館去。」我上了梁捷均

的車，下車時他只收我五美元。回到房間，稍作梳洗，出外覓食。本想回到「美

尋夢重到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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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街」去，但那大雨好像永無休止；我的背袖褲管全濕。過了馬路，街角有一

印度餐館，我曾步過兩次，玻璃櫥櫃內擺滿熟食，對我殊不吸引。為了避雨，

無奈入內光顧。我向那印度人指着些櫃內羊扒，片刻送來咖哩羊扒，精美極了，

配上一杯奶茶，這餐真是齒頰留香。本想「翻尋味」，再沒有機會了。大雨還

是下着，我再要了一杯奶茶，等那凌厲雨點稍緩方起步。「四時皆是夏，一雨

便成秋」，天氣轉為涼浸浸的。   

 
  這是在檳城的第四天。晨九時我再踏上沈劍文的車子，開始長途跋涉，往北

海、太平、怡保遊覽。北海Butterworth在馬來西亞大陸上，和檳城一衣帶水，

隔海峽遙遙相對。未建大橋前，這是檳城的交通樞紐，往返兩地的輪渡頻密，

火車站設於此，是檳城往其他城市必經之地。大橋離市區甚遠，現今輪渡仍在

運作。第一次到檳城，旅遊車駛入輪船內，乘客均往甲板上觀景，這短短的海

程很浪漫，暖和的海風薰得人醉，這遠離家鄉的旅行真令人難以忘懷。現在跨

越東南亞最長的橋抵達北海。初我以為這是一工業城市，沒有甚麼看頭，沈劍

文給我一個驚喜。車子在九王爺廟前停下來。那氣宇軒昂，一大拱門在中，二

稍矮方門在左右，上有三層，左右各有三翹角大牌樓便給人有不尋常的印象。

九王爺傳說為觀音九子。裡面雕工精美，用料昂貴，奢華得使我咋舌。這是純

中國式的廟宇，不像前天在檳榔嶼見到的，多少雜有緬甸、泰國或印度風格。

細讀中堂上的說明，農歷九月，有九日長的慶會，內有很多儀式，包括一些虔

誠信徒，兩頰穿了一九寸長的短矛，踏着燃燒着的火炭行走。北海是為檳榔州

所轄，南下不遠便進入霹靂州 Perak 了。 

  太平在北海南九十公里，十九世紀時是蓬勃鐵礦業中心，早有大批中國人移

民於此，因鄉里不同曾發生會黨之爭，都是很血腥的。現在的太平已如其名，

風景特殊，人情味重。首先我參觀了馬來西亞第一座動物園，有很大的面積，

我坐了電瓶車遠睹各動物。陳設處建的都是動物自然棲宿環境，搜羅了不同品

種，形形色色的動物，當然不乏大象、老虎、馬來棕熊和貘。因為還有很多地

方要去，不能等待餵食時間便離去。由於太平是馬來西亞降雨量最大城市之

一，大地上點綴着大小湖泊，尤其是在廢棄的鍚礦場上。大平湖區是國家引以

為榮的名景點，佔地六十二公頃，在一八八零年時已經存在，湖與湖之間有小

徑曲橋連接，廣植紅木 mangrove、棕櫚、芭蕉、榕樹…等熱帶植物。我在一大

湖邊，幾棵紅木樹旁，樹根從地面露出，直伸入湖內，我向遠方凝視，欣賞這

奇異的熱帶風情，站了好幾分鐘。突然一電單車停在的我身旁，一位中年男子

坐在上面和我打招呼，很有禮貌的。我聽不懂，突然我有所穎悟，相信他以為

我在公園內此處作 ｢ 小方便 ｣呢。他大概是公園的巡察員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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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太平市內一中國餐館吃了一碗福建豬肉碎麵，便赴我認為本日最精華

的景點太平山或咖啡山，馬來名是 Bukit Larut，英文名為 Maxwell Hill，

距太平市七公里，海拔一千零十九公尺，為霹靂州第一位英國殖民地駐官

Captain Maxwell建的避暑勝地。車子停在茶園票站前的空地上，幾棵大樹下;

這些樹都是從前茶園碩果猶存，彌足珍貴。我買了票，踏上攀山車，沿着蜿蜒、

曲折的小山路，極端拋動、震撼下上山。攀山車要盤桓七十二道險彎，穿過原

始熱帶雨林。自從多年前旅遊巴西亞馬遜河的雨林後，我沒有這樣的體驗，最

高的樹群聳入雲霄，組成第一層天蓋垂帳，次高的樹群在下面雜生，組成第二

層。其中更有牽藤引蔓的綠葉在空位旋環，把森林縫得密密的，不透一絲陽光

到地面上。沿山坡有很多比鍋還大的羊齒蕨，垂到路上，空氣清新極了 ! 比吸

氧氣筒，不遑多讓。近山頂時，濃霧蓋得白茫茫的。下了車，沿小路在山邊漫

行，霧遮得不見天日，遠方景物也被隱藏着。突然雷行電閃，大雨滂沱，步行

者心驚膽跳，宛若年青時在小旅館內看電視熒幕中的景象。Somerset Maugham 

的描繪，我在實踐着，急快步奔回攀山車，等待下山。攀山車的來回要個半鐘

頭呢。到達山下，大雨仍淅瀝地下個不停，樹梢奔流沿樹幹到樹根，積成一洼

洼的小池。｢山中一夜雨，樹梢百重泉 ｣，誠非虛話也。  

  駛離太平時已雨歇雲收，車子繼續南下，目的地是距太平八十公里的怡保

Ipoh 霹靂洞。車行的大馬公路，北抵泰國邊境，南至新加坡，一條很寬敞美麗

的通道，兩邊盡是綠樹婆娑，很多是榴槤果園的一部份。沿途設有新穎的休歇

站，裡內有洗手間，餐廳，果欄，賣物店，極方便旅行者。進入怡保外圍時，

我見到很多奇形怪狀的山峰，有點類似貴陽 ( 請參閱貴陽遊記 )。原來怡保坐

落在叢林覆蓋的石灰岩群山之間，遍眼是山中溶洞。這是宗教靈感的泉源，很

多被修飾成規模宏大的寺廟，色彩絢爛，吸引無數遊客及朝聖者。霹靂洞就是

其中之一，於一九二六年為一佛教法師營建。我們到達大門前剛是下午五時，

一位馬來人準備將鐵閘拉上加鎖。看牆壁上的開放時間，最近改了，關閉是下

午五時，不是六時。沈劍文滿懷歉意，我反而安慰他，此洞我在四十七年前隨

新加坡旅行團到過，還留着少許回憶，上太平山用的時間過多，但我覺得是一

很寶貴，簇新的經驗。沈劍平靈機一動，用馬來話和守門人交談了幾句，右手

掌塞了一張十元馬幣和他握手，他再將鐵閘拉開，讓我進去作十分鐘參觀。我

可以庶幾重溫舊夢了。主洞大堂上刻滿壁畫，金黃是主要的顏色。殿內有幾尊

大佛和一口大鐘，每當有捐贈者時，鐘定被敲響。旁邊還有石級可通往相連的

洞穴或攀上山頂遠觀叢林、田野、市鎮 ... 景色。當然時間不容許我作深入探

索。離開霹靂洞直接往怡保老城區晚餐。經過新城，很多新的建築物，大大不

及老城的有韻味。此行本不包括遊覽怡保歷史遺跡 ; 見唐人街的騎樓式店鋪，

和檳城的一模一樣。沈劍文帶我進入安記餐廳，要了一碟山水芽菜，斬了半隻

尋夢重到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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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水雞，加上兩碗本地出名的粿條湯，這晚餐是首屈一指的美食。沈劍文餐後

買了一包怡保雞仔餅給我上機時細嚼。回程時他將車子駛入大馬公路旁一休息

站，請我吃新鮮榴槤，未到生果鋪便嗅到榴槤的香 ( 或臭 ) 味。馬來西亞的榴

槤和泰國的不同，是拾取熟了自己跌落在地上的，從不在樹上採摘，果在甘甜

中略帶苦澀，最重要的是舌尖的回味，鼻蕾的餘香，歷久不散。是夜回到檳城

Traders Hotel，已是晚上九時許了。 

  在檳城最後的一天，早餐後我和大堂內職員辭行，說早上十一點半前要趕

到機場，臨別依依，以後一定會重來，對他們這幾天來的關懷和尊敬，表達

了衷誠的感激。八時半取齊行李，踏上沈劍文的車子，開始檳城市內觀光。

首先他送我到東方文華酒店 Eastern & Oriental Hotel 門前，地址是 10 

Lebuh Farquhar，瀕檳城北岸海灘。這旅館建於一八八四年，為美國籍亞美尼

亞裔 Sarkies 兄弟的傑作。他們是旅館業鉅子，後來在新加坡創辦了 Raffles 

Hotel。E&O Hotel 曾擁有 ｢ 蘇伊士運河以東最豪華的旅館 ｣ 美譽。華麗的大

廳曾頻繁進出了無數的殖民地高官、商人，種植莊園主和腰纏萬貫的旅客，可

以說是檳城上流社會精英集會所。二十世紀初英國大文豪 Rudyard Kipling, 

Noel Coward,Somerset Maugham 曾在此下榻，在他們生花妙筆描繪下，E & O 

Hotel 的聲名更不脛而走了。我走出大廳，在海濱花園徘徊，一列大炮指向大

海，植有很多種不同色澤形款的蘭花。在墨綠或青翠的植被內夾有些紅色和白

色心形花 anthurium 顯得異常艷麗，棕櫚和芭蕉葉被微風掠過，在擺動。碩大

清澈的泳池空空無人，大草坪上倒有幾位食客在享用早餐。白制服，襟前有金

鈕的侍應生穿插其中，這景象依稀有點熟悉，那不是多年前在舊金山一小旅

館看電視見到的外景嗎 ? 想不到夢境成真了。這花園是一時光隧道啊，把人

帶到一百年前的享樂世界。還記起幾十年前我和母親寄寓在新加坡的 Raffle 

Hotel，在大花園草坪上晚餐，燭光搖曳，洋溢着浪漫情調。在非洲 Zimbabwe

的 Victoria Falls Hotel 亦有相同的格局 ( 請參閱維多利亞瀑布遊記 )，相

信在這裡晚飯能作同樣的享受。旅行確是一寶貴的經驗，不僅看到很多難以閱

歷的地方，亦可以回返某一局部的從前世界。

  檳城自開埠以來已有很多華僑聚居，中國人的古屋遍佈全城，我只有機會參

觀了一間，娘惹府邸 Peranakan Mansion。除了十元馬幣入場劵外，沈劍文替

我請了一馬來男人作嚮導，收費十元馬幣，這是有需要的，因為此大廈有兩層，

面積很大，有很多房間、外庭、中庭。華僑和土生馬來女子結婚；下一代男叫

峇峇，女叫娘惹。這府邸入門處有一匾額曰「榮陽」，相信是「滎陽」之誤，

因為鄭姓出自河南滎陽。中華又化傳到遙遠的南洋，難免有訛錯了。十九世紀

主人鄭景貴，是巨商首富，當地炙手可熱的名人。英國殖民官以他是華僑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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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深遠，封他為「總指揮」。他雖有髮妻在中國，但離鄉別井多年，無緣重

聚，在檳城再娶一美麗馬來女子為妻，生下好幾個兒女。子承父業，他們在檳

城也歷任要職。大門兩旁各有一人力手拉車雕刻，匾額下有一副楹聯：「榮華

極使家鄉遠；陽耀偏教世澤隆」頗有揚威海外，光宗耀祖之意。從裡內的傢俬

陳設，金銀、玉石、象牙搜集來看，他們的生活非常豪奢。正廳、餐廳各有二：

一是英國式，一是中國式，可見得混血兒雖保存中國文化，也深受英國殖民地，

馬來本土風格影響。最有趣味的有一特設的新婚房，新郎和鳳冠霞佩的新娘在

這裡渡過初夜，一生就有只一夜在此留宿。牀邊有一雞籠，囚着一雄雞和一母

雞。若次晨雄雞冒出頭來，新娘必生貴子，若只有母雞冒頭出來，生的定是女

孩。兩雞頭齊冒，便成了一「好」字，新娘懷的是龍鳳胎，若見不到雞頭，便

沒有子嗣。假如預兆沒有男孩，新郎可以立即隨便立妾。有些奸詐的新郎早將

雄雞綁緊，不能露頭，他便有自由另覓女人去。外庭和中庭種了很多熱帶花樹，

極備室內園林之勝。

  在唐人街一店鋪買到一穿馬來民族服裝的小娃娃後，沈劍文帶我到毗鄰的

「小印度」一行，面積不大，空氣瀰漫着檀香和香料的味道，店鋪有很多是出

賣沙麗 Sari 的，印度音樂響徹街巷，間有些精緻的廟宇和華麗的餐室。我就

這樣猶有餘味地離開檳城，當然還有很多地方如中國古屋，印度廟、回教寺、

名人紀念堂、博物館、花園、殖民時代建築物…等我都錯過，這實在是一令人

夢魂縈繞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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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班旅遊心影錄 -望斷天涯路

  旅遊車駛離聖城 Santiago de Compostela，經過一望無際的田野，種的是

玉蜀黍、小麥。「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除了些零落石砌穀倉外，再

沒有其他建築物。Galicia 是西班牙的富庶省份，除上篇遊記所述的葡萄酒、

海鮮外，農產品也異常豐滿。得天獨厚，良有以也。跟着我們便進入「有山

皆入畫，無樹不參天」的山林景區。松濤疊疊，空氣清爽，給我有透心涼的感

受。依偎緊密，高聳入雲的松林，夾雜些從澳洲移植來，比松樹還高的桉樹 

Eucalyptus，遍佈山崗。車子就在樹蔭底下的崎嶇小路穿插迴旋，突然有兩影

子湧入眼簾。二位年青朝聖者手持拐杖，背披包囊，舉步維艱 地在林中朝我

們蹣跚而行。我知道他們已歷萬水千山，好不容易到此。團友 Bill Grinton 

打開了車，和他們打招呼：「年青人，快到了，繼續努力加油罷，還有一大段

路呢！」我深知已向聖城 Santiago de Compostela 作告別了。

  當天下午車子進入 Asturias 省的綠色海岸 Costa Verde。說是世界風景最

秀麗的地帶之一，當之 無愧，沿大西洋海岸線一連串的危崖、小灣、狹谷、

河口‥‥‥點綴着一些古樸的漁村。外圍環繞着茂盛的草原或麥田，間插入些

陰森密蔽的桉樹和松柏林子。應是人間隱居的好去處啊！況且遠處還看到阻隔

着，連橫不斷的崇山峻嶺呢。

      

    

駛出密林，司機 Santo 將車子停在距懸崖不遠的空地上，讓我們有二十分鐘漫

步欣賞大西洋海景。我行到崖的邊緣，腳下是如刀削般的陡立石壁，險峻極了。

直下望去，「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不遠處有一錐形小島，脫離了大陸，

被一鴻溝分隔着。白浪向他狂擊，隨時有被淹沒的姿勢。不禁畏高症頓發，雙

腿酸軟起來，立即回頭。時陰雲密佈，但沒有下雨。撲面而來有些水點，大概

這是大西洋的海氣罷。清朝詩人描繪得很貼切：「寒林風起山光動，衰壑雲移

海氣來」。旅行是一很寶貴的經歷。天賦頗強的記憶力，見到的奇景刻骨銘心，

隨時會在腦海浮現。辛棄疾詞之：「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

夢覺，眼前萬里江山。」自幼睡眠時間不多，上了年紀尤甚。不僅是秋夜，時

常午夜夢回，輾轉反側。這西班牙北部的景象，一定會在深夜中令我懷念細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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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歲月消磨，鬢髮稀白，顏面憔悴，這美麗的景象，在我腦中仍是綠葉長

春。

  Asturias 是西班牙眾行省中最能引以自豪的，它是 Iberian 半島中唯一沒

有被摩爾人 Moors 征服的地方。七一八年西班牙開始復國運動，Asturias 在

「歐洲峰頂」上擊潰摩爾大軍，跟着成了基督教中一王國，發展了輝煌的藝術

史。在國內教堂林立，首府 Oviedo 尤見顯著。作為西班牙屬下碩果僅存的基

督教地區，在八一零年 King Alfonso II 以 Oviedo 作為基地，築了很多小

教堂。其中一小教 堂被稱為「聖院」珍藏了 Toledo 淪陷於摩爾人時遷運來

此的諸聖遺物。十二世紀初「聖院」擴建，Alfonso 原來建築物用作潛修的神

殿。於是矗立此在仿羅馬式 Romanesque 基層上加上歌德式 Gothic 外圍的大

教堂。六根圓柱包容了基督十二門徒；每一根雕刻上二位。

  Oviedo 是大學城，市面積很小。舊城區不容車輛進入，正中是一龐大公園，

四邊都是彎曲小巷，充斥着酒吧、餐館、小客棧，有點類似聖城 Santiago de 

Compostela，街道整潔到不見任何紙碎污物。地方導遊 Alfredo 告訴我們這

是有歐洲公共衛生最佳美譽的城市。居民攜愛犬漫步，必備一小桶、一小掃、

一瓶清水。前二者用來拾取排泄物，清水用來洗滌地面，不留絲毫痕跡，違法

者被罰款一千歐元。

  是夜旅行團為我們在鄰埠預備特別節目。Gijon 是 Asturias 最大的城市和

大西洋岸重要的海港。 二十世紀初西班牙內戰時飽受炮火摧殘，新城是在劫

後餘灰中重建的。Oviedo 市遊後，匆匆到 Barcelo Oviedo Cervantes 旅館

去領取房間，已屆黃昏時間。半個鐘頭便上車赴 Gijon 去享用家庭主婦 Flor

親自下廚烹飪的晚餐。車子在一普通人家門前停下，Flor 和丈夫站在車房前

迎賓。丈夫表演 Asturias 飲酒風俗。他將大酒杯高高舉起，將酒凌空倒射入

在桌上另一酒杯內，領隊 Lola 解說現實情況是飲酒者張開血盤大口，把酒灌

去，但貴賓在旁，這樣的場面不雅，另一酒杯取代了大口。這是很準確的注射，

絕不落空，不會有半滴漏在地面上。筵開三席，設在車房內。菜餚原料全是就

地取材的土產。飲品是自製的蘋果汁。開胃小食是兩碟烘乾脆的麵包小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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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以十多小碟野菌、香料、醬油、果仁等。每類也有三四種，給我們蘸着麵包

邊緣或糊在麵包面上吃。沙律有三種雜蔬。 主味是咖哩雞，香濃味道大遜於

我在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吃到的。只有飯後的乳酪蛋糕差強人意。 Flor 很

親善，巡迴各席，詢問客人味道如何？在旅遊車上John Nichols 對我說：「這

菜式我們真不習慣，僅堪糊口而已。」「別饒風味」四字是我給予很客氣的評

語。

  歐洲峰頂 Picos de Europa 是西班牙最高的山脈，當出洋探險者返回家鄉

時，遠遠在大西洋便望到此山，於是遂有此名。此山橫跨西班牙三省；三大河

流峽谷倚着嵯峨的石壁橫貫其中。遍地佈滿茂密的植被。且時有奇異的野生動

物穿插在內，真是登山和郊野步行者的樂園。地面遼闊，我們只有一個上午，

只能選擇了唯一景點 Covadonga。此是古戰場，七二二年 Asturias 王 Palayo 

靠着險峻的地形擊敗摩爾大軍。此勝利給淪陷區內的基督徒無限鼓舞，啟發西

班牙復國運動，將佔領者回教徒驅逐。Covadonga 有好幾座值得遊客徘徊的建

築物。最特別的是在危崖邊挖了一洞穴，而這危崖為兩邊陡峭山壁緊壓出來

的。我沿着一鋪了大石板的狹長小徑踏入那上圓下方的門。又有一小段石徑，

背頂水聲澎濞，間有水珠滴濕我的衣襟。裡內別有洞天，是一袖珍靈修院，十

多張椅坐滿了人，又有十多人倚在石壁邊，正中講壇後一穿了白袍神父在主持

彌撒。我聽不懂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站了片刻便步出洞外。我發現在這洞穴底

下，有長長的瀑布向下飛流。「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這洞穴

堪稱鬼斧神工。我尤其是欣賞那不同凡響的建築構思。順便一提，這洞穴也是 

Asturias 王 Palayo 埋骨之處。可惜沒有導遊在旁指出墓地。下了山在小鎮 

Cangas de Onis 午餐。我在此有二 收獲：憑吊了羅馬古橋和購買到一在狂飲

的 Asturias 小人像。

  法國哲學家 Sartre 稱 Santillana del Mar 為西班牙最美麗的小村。它只

有兩條行人街道和兩小方場。在小石板路旁充斥着沙石小教堂和古屋，露台

上種滿了七彩花卉，綠葉牽藤引蔓延伸到地面。很多赭石色的樓下已改成小客

棧、茶座、餐室、精品店的舗面，但仍保留着古舊的情調。附近的農田、郊野

攀爬到小山崗上更漫透着田舍、村地的氣息。在小茶座門前街邊坐着，一杯在

手，觀賞目前美景，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閒」！

  我和一班團友合夥乘出租汽車西行二公里到 Altamira 博物館去。這是馳名

世界的古穴 Altamira Caves 所在地。一萬四千年前原始人挖了一連串大洞，

牆壁上刻畫了各類動物如野牛、牡牛、熊‥‥‥ 等，飾以鮮艷的紅、黑二色。

一千年後穴頂突然坍毀倒下來把這些藝術品蓋起，被塵封了萬多年。一八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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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重現於世，保全得很完美。抽象派大師 Picasso 看到擊節嘆賞。入穴參

觀者如蟻聚羶。二十世紀中期壁畫被人呼出來的濕氣腐蝕。為防止永遠失去這

史前藝術，Cantabria 省政府謝絕遊客，只開放給少數考古學專家。博物館的

營建是彌補此遺憾。裡面有一幾乎可亂真的仿古穴。還有陳設廳追述人類歷史

至在非洲的創始時間。

  下午五時抵達 Cantabria 省會 Santander。寄寓處 Eurostars 給我一很大

的驚喜，廳房廣袤，法國大窗外可眺景色，近處是綠樹婆娑的濱海公園，海

面上有一汽船緩行，一條白練波浪緊貼着後尾，海的彼岸伸出淺黃沙灘，相信

日間會有很多泳客流連於此。外面花園大草坪上有三大行植被，種了些紅的海

棠和白的杜鵑。近入後門處大片白沙地上擺了兩套一枱四椅白色的藤製傢俬。

此情此景，不期然聯想到三年前在馬來西亞檳城留居處 Eastern Oriental 

Hotel（見「借元詩述懷」一文）。

  Brian and Maureen Williamson 夫婦約我一同到市中心吃晚飯，我們穿過 

Eurostars 的大花園步出鐵閘，這是一很雅潔幽靜的住宅區，依稀似六十六

年前我在培正寄宿時的九龍塘。街角有一巴士站。踏上公共汽車，付了一歐

元兼四毫角幣，沿着濱海公園邊緣行，不久便在「下埠」落車。一九四一 年 

Santander 為祝融光顧，舊城區全毀於大火，再沒有中世紀遺物。重建的新

城盡量模仿當年的風格。街道窄窄的，都是四方式格局，不似 Santiago de 

Compostela 般雜亂無章。我們瀏覽了小方場 和附近商店，行到海濱大道，遙

望遠山綠樹在落日餘暉影照下，份外嫵媚。時已七時許，腹如雷鳴，海濱大道

一旁是綠樹林立圍繞着 Cantabria Sea（大西洋一部份），另一旁是鱗似櫛比

的小商店，間有些餐館，全部重門深鎖，要待八時方開市。好不容易在街邊找

到一小茶座，兼售法式縐紗薄餅 Crepes。幸好 Brian 略通西班牙文，他代我

要了一塊內裹以三文魚片，味道鮮美極了，在露天茶座用膳未畢，天竟降下毛

毛細雨，衣袖略濕，草草完餐。在街邊踏上出租汽車回旅館，費用三歐元，比

三人加起來的巴士票價還便宜。我很幸運，西班牙北部以霖雨出名，但在我旅

行期間，風和日麗，這是唯一碰到雨的半小時。帶來的雨衣和傘全派不上用場。

回到 Eurostars，很多團友在樓下酒吧 兼音樂廳享用快餐裹腹。坐在一角從

澳洲西部 Perth 來的 Geofrey Needham 向我擺手，買了一杯橙 汁，要我介

紹檳城景色，他會聖誕赴此地渡假。

  人生遇合偶然，機會難得，聚散無常。若時光倒流半世紀，我能自己駕車走

此天涯路，定遠勝 現在蜻蜓點水，我畢竟是幸運的。想到明天便進入西班牙

最富庶的區域 ‐‐‐‐ Basque Country ( 巴斯克王國 )。那裡有獨特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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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想到名播遐邇的美食，食指大動，還有在 Bilbao 詭異建築的

現代藝術館 Museo Guggenheim，依山臨水，華麗得令人心蕩魂銷的小城 San 

Sebastian，在 Pamplona 緊張刺激，觀眾血脈賁張的跑牛大道。更有機會跨

國界，入法國的 Biarritz 和 St. Jean de Luz，Basques 人聚居的城市，重

溫十多年前的舊夢。這一切激起心潮澎湃，期待多彩多姿的未來。詳情將記在

第三篇西班牙遊記「進出巴斯克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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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殘荷聽雨聲 --- 追懷地球之極遊

  年青時從國家地理雜誌看到二處地方，都留下不能磨滅的記憶。一是孤懸海

外，景物詭異的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一是山河秀麗，氣象恢宏的巨足地

域 Patagonia。都是遠離人煙，道路阻隔去處，我以為這是獵奇冒險者或地理

學家方能涉足，我一直等着機會。時光流逝，歲月蹉跎，在世界很多地方都留

下些鴻爪泥痕，不覺已踏入杖朝釣渭之年。新年剛過，便開始兩星期的巨足地

域和復活節島遊。在有生之年，能實現昔日的夢想，真是幸運極了 ! 現先說

Patagonia，留待下篇再述 Easter Island。

  Patagonia 是南美洲南端，囊括阿根廷和智利二國的一大片廣袤地域。這是

世界邊緣，文化最後疆界，人口稀疏處。崇山 Andes 在此向斜傾落至南極，傳

說中的標緻在此呈現。大自然是它的主宰，大地點綴些強勢火山，高懸天際冰

川，河內緩緩地漂流着冰山和大小雪花冰塊。人跡罕見。縱然有些腳印，很快

被雪氈掩埋，或被狂風擦去，剩餘的也受重波疊浪淹沒。清幽岑寂的環境令人

沉醉，巍峨高山戴着白峰刺穿了蔚藍的晴天，墨綠草原旁是茂密叢林。繁花繪

上不同色彩。一群禿鷹 Condors 從平地飛起，沖入雲霄，在晴空內翱翔。孤獨

的牛郎 gaucho 騎着一匹駿馬，向密林內奔馳，這是 Patagonia。粗獷中隱含

少許嫵媚 ; 荒涼內帶着一絲生氣，它美得令人透不過氣來。任何勇猛靈魂都

被它拘留。十六世紀初葡萄牙藉海員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1450-1521)

曾到此，命此地名「巨足地域」。

  阿根廷首府Buenos Aires 是此旅程的閘口城市。故地重遊，別有一番親切。

這「南美洲的巴黎」確實名不虛傳。條條大道都是很遼闊的，十字路口中心都

有些石碑，名人銅像，或藝術石刻，總領隊 Nicolas 花了一整天率旅遊車觀光

此城的精華，若一一記下來要寫另一篇遊記。我現記下兩次很特別的經歷。

  La Boca 是意大利埠，區內街道的房宇塗上

鮮艷的彩色，五花八門，我只有在威尼斯離島

Burano 看到這特點，此處裝飾還勝 Burano，很

多樓房一邊是壁畫，很生動繪上民間生活，門

前或一角有石雕像，洋溢着藝術氣息，滿街都

是餐室和精品店。大廣場攤位林立，出售各種

土產和紀念品，很顯然這是遊客雲集的地方。

多年前我曾在 La Boca 內一夜總會晚飯和欣賞

探戈舞表演，嘆為觀止。領隊 Nicolas 發出警告，晚間行人品流很雜，晚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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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單身老人恐怕被人欺負。

  是日下午七時半有「家訪」節目，Nicolas 領我們到 Palermo 區。從街道、

商店、住宅、小公園擺設氣勢，我推想這是頗富裕的。路上熙來攘往，反映得

我們寓居的金融區在星期日有點零落寂寥。我們踏進一家庭，門前三姊妹笑臉

迎賓，晚飯是她們「洗手作羹湯」。主菜是爛燜牛肉配以各式鮮蔬。餐後她們

現場烹製麵包示範，並邀請來賓登壇協助，妙語連珠，逸趣橫生，跟着部份清

場，騰出一大片空地，一對年青男女表演探戈，我有幸坐在前席，是場邊位，

看得份外清晰。那轉身，彎腰、踢腳，看以簡單，但配以 staccato( 多組突然

急速中斷脫節音符 )，用美態表達出來，難度是相當高的。無論男女雙方兩足

花式如何，基本保留着「人」字形，即上身接近，很多時面貼面。當然欣賞者

掌聲如雷了。大半年前我在北西班牙 Gijon 參加一「家訪」，很失望 ( 見前遊

記「望斷天涯路」)。本來不看好此節目，此次給我一意外驚喜，是「地球之

極遊」很理想的前奏曲。

  從 Buenos Aires 飛往 Ushuaia 約三個鐘頭航程。這是地球最南的城市，也

是大陸的頂端，再下便是南極了。Ushuaia 是火地 Tierra del Fuego 的首府。

火地是三角形的大島，被迂迴曲折的麥哲倫海峽和南美洲大陸分離，火地別有

洞天，北部林木交差，樹幹都被從海岸刮來的猛烈狂風吹彎了，南面是高山圍

繞，終年白雪皚皚，冰河橫貫其中，緩緩地湧着流冰，冲向大海。一五二零年

麥哲倫泛船至此，見到土人燒烤煙火，命名為「火地」。島之北端在智利國界

內。南端包括首府 Ushuaia 屬阿根廷，是孤懸島外的飛地，若乘長途汽車北

往 Buenos Aires，要穿過智利境地的。世界最南一點協恩角 Cape Horn 是從

Ushuaia 南下約個多鐘頭船程。

  旅館名源於古原居民部落的 Yamanas 距

Ushuaia 中心二里半，在機場和市集中間，

這黃色牆壁，有多面山形屋背，風格古

樸，不愧是化外山莊。它南對水道 Beagle 

Channel，平行於麥哲倫海峽的南支流，

Ushuaia 恰夾在二河之間。導遊 Alva 給我

們個半鐘頭午餐時間，綽有餘裕，我步出

旅館，朝水道的北岸漫行。景色是「天連

遠水，水接遙天。高低水影無塵，上下天光一色……滾滾浪翻銀屋，金蛇遊走

波瀾。」放眼極處，遠山如黛，今日何幸，來到世界盡頭，這是我看到地球之

極第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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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地國立公園面積龐大，我們旅遊車接觸到的是很微小一部份，裡內蘊藏着

神秘隱晦的湖泊，因為湖底長滿青苔，水面呈詭異的綠色。櫻桃樹和阿根廷特

產 Lenga 樹構成的密林，Lenga 樹幹滿佈苔蘚，橫枝掛滿號稱「中國燈籠」的

寄生植物。還有半枯朽樹木釀成的灰泥沼澤。園內動物除了各種鳥類，有狐、

伶鼬 weasel、河狸 beaver。導遊 Alva 告訴我們市政府一愚蠢措施，一九四八

年企圖用河狸的毛革作衣料，從加拿大引進五十對。它們的繁殖力很強，現數

目已上十萬，須知道河狸是建築河壩的能手，後果是水源破壞、河流改道、森

林傷毀。氾濫霉爛樹根，很多地方成了灰泥沼澤。跟着運來伶鼬捕殺河狸，不

良的副作用是珍禽異鳥也被捕殺，想用狐尅制伶鼬，誰知狐也是捕鳥能手。市

政府無可奈何，索性把這些動物作為旅遊景觀之一。Alva 領我們去一河狸巢

穴，我隱隱約約見到一隻潛伏在交义的倒下在沼澤上的樹椏內。

  翌晨早餐後 Alva 領我們到輪渡碼頭去。經過些住宅區和市集，這可給我機

會一睹 Ushuaia 市容。這是沿山坡而建的小城，矮矮房子塗上粉筆用的淡淡顏

色，如松藍、蛋黃、粉紅……類。間中點綴現代化的旅館，樓宇在長年風雨侵

蝕下難免褪色，山坡上有些雅緻居室，兼備袖珍花園，有點類似瑞士的農舍。

臨碼頭邊是一列簡陋木屋，可能隨時要被拆除取代。Ushuaia 是從罪犯流徙地

蛻變成小漁村至今旅遊熱點。我衷心希望它能保留現狀，不像很多中國小城，

密密麻麻築了高樓大廈，將原來風格破壞無遺。

  登上遊艇，雖是南美洲盛夏，因地近南極，不覺有點寒意，急忙披上禦雨兼

備寒的大衣。碼頭停着很多船，是往麥哲倫海峽各港口的渡輪，毗鄰是一巨大

豪華郵輪，準備啟航往南極。Ushuaia 是遊南極的轉折站。艙內坐滿遊客，我

在上層甲板小房內找到座位，其實在旅程中，我們頻頻到船頭、船尾、船邊觀

景，座位是聊備一格而已。船拋離海岸，小城矮矮樓房，漫山遍野，鱗似楖比

地從半山延伸到河邊，這風景線美極了 !那四千四百五十五尺的 Monte Olivia

巍巍可望。水道 Beagle Channel 內有很多大小島嶼。到 Isla de los lobos

時，很多黑白相間羽毛的鳥佈伏在山坡上，我以為是企鵝。有幾隻突然飛向天

空，我方知是鸕鶿 cormorant，因為企鵝不

會飛。此鳥能被漁夫馴養，幫助捕魚，我在

華南見到。有些島是企鵝和海獅共處，可能

前者不是後者的飼料。最有規模的島是 Les 

Eclaircurs，一很有氣勢的燈塔矗立其上。

頂層和基層塗以紅色 ; 中層塗以白色。塔下

四面斜坡延伸至河面的島，密集企鵝立在表

皮，白浪沖撃着島的四周。遠處一連串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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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終年蓋着白雪，這畫面相信已近似南極了。我不能在船邊或船頭站得太

久，因為風的威力很大，刮得面唇冰凍且有點疼痛。間有驟雨，衣冠盡濕，於

是大半天在遊艇上渡過。

  上岸後有兩個鐘頭給我們解決午餐和逛遊

市區，Ushuaia 有很多小店，覓食不成問題

且在精品店內購買到紀念品。如約在碼頭附

近會見 Alva 和 Nicolas，開始市內遊。此遊

甚被我們欣賞，除往幾處觀景台外，精華是

海洋博物館。這建築物前身本是監獄，擁有

三百八十小牢，可容納六百犯人。現博物館

仍保留一部份遺跡。我們可進入一條長長的

走廊，兩邊都是小小牢房。牢房內陳列着歷史文獻，內有政治犯、小偷、大盜、

殘酷的謀殺案兇手、街上流浪孤兒……我在一小室內看到一蠟像，是一頭大、

短身、長耳和長手的怪物。他是謀害兒童的連環殺手，被處決前曾在此渡過餘

生。監獄沒有暖氣，冰冷的石壁和石板地射出刺骨的寒流，更使我感覺到在這

地球大陸頂尖渡着失去自由的生命何等絕望與荒涼 ! 博物館還有畫廊和一角闡

述火地、協恩角、南極的文化史和展示建各種獨木舟的技巧。市遊後回到旅館

已是晚上八小時。團友對我甚是關照和尊敬，本來我已答應幾位團友結隊往市

區品味海鮮。但想到明早七時便要赴機場乘機往 El Calafate。記起多年前在

Buenos Aires 從踏入餐館到上菜要兩個鐘頭以上。我要花點功夫收拾行裝，我

只好推辭他們的約會，果然他們回房休息已近子夜，我的選擇沒有錯。

  從 Ushuaia 北飛 El Calafate 航程個多小時，但若乘長途汽車，山路崎嶇，

過海關四次，便需十八個鐘頭有多。El Calafate 是暴發戶式的城市，從廿一

世紀初至今天，人口從四千暴漲至二萬五千，因為此城是遊阿根廷冰河國立

公園的跳板。且車程不遠是馳名世界的鄰國智利的藍塔國立公園 Torres del 

Paine，來此有一箭雙雕之效。寓居的 Imago Hotel 在郊區一小山坡上，抵步

時恰過中午，取了房間放下行李便乘旅館的接送客車往市中心。唯一的大道

Libertado San Martin 上餐館、商店林立，用膳後漫無目的在大道巡迴步行。

大道兩旁行人路邊都植有矮樹，商店櫥窗的陳設各出巧異以吸引顧客，一座典

雅的小園林庭院奔入眼簾，我踏入欣賞，原來是一花店，我從未見過花店有如

此氣魄，備有巧奪天工的擺設。在一珠寶店買了一隻用藍石 Lapis Lazuli 製

的小企鵝和書局買了一張 Patagonia 全圖後，便往旅遊局前的停車場候客車送

回旅館，準備參加晚上的團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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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在阿根廷最後的一天，節目可精采了，大清早便乘旅遊車往遠距五十里

的冰河公園出發。甫離旅館 Imago 不久，導遊 Miguel 命將車子在一小湖邊停

下來，往灌木叢中探摘野生小漿果吃，非常鮮甜可口，兼視察紅鶴和 rhea( 南

美洲每一腳只有三趾的鴕鳥)聚居處，後者是不會飛的，但有很快的奔跑速度。

跟着慢慢盤桓上山，穿越 langa 森林。車行近一個鐘頭，蜿蜒下山，鋪了白石

的公路宛然是一條白色的長蛇從山中冒出，碧藍的阿根廷湖安然入目。這是阿

根廷最大的湖，沿着湖邊行了半個鐘頭，遠遠望到一近三里長晶瑩、半透明的

藍白牆，攔塞在峽口，注入阿根廷湖的河水，頓被阻隔。這就是 El Calafate

北有名的冰河 Perito Moreno。

  Miguel 命車子停在詢問中心和餐室前的停車場內，他給我們兩個鐘頭時間午

餐及觀光冰河，我攜備了餅、果仁乾糧，不用入餐室浪費寶貴時間，匆忙沿着

螺旋小路下山到河邊去，沿路設有觀景台，可從不同角度去欣賞那藍白冰牆。

冰牆有二百四十尺高，牆面參差不齊，腳下盡是零碎小冰塊，漂浮在凝霜的綠

水上。若耐心等候，必會看到冰塊在冰牆上爆裂出來的奇景，大的就成了冰山，

會發出隆然巨響。領隊 Nicolas 預約我們在固定時間齊集最低一層，近河邊小

亭前拍集體紀念照。我就在最後的觀景台椅上吃了簡單午餐。回詢問中心可不

容易，我選擇不走盤山小徑，而攀登陡削石級，

不像年青時一口氣衝上，要中途停頓好幾次養足

氣力再向前。有些團友見我努力掙扎，給我老當

益壯誇獎語作鼓勵。上了旅遊車，Miguel 給我

們一個驚喜，他命車子開往公園一角，可自由買

票 ( 美幣二十元 ) 登小艇遊河。小艇駛到藍白冰

牆前面，幾乎可以伸手捉摸，看得瞭如指掌。早

知如此，可免去剛才徒步下河邊，攀登上山的辛

勞。

  回程在旅遊車中 Nicolas 說明天便進入智利國境，長途汽車需要六個鐘頭，

智利海關比阿根廷嚴格，要報列囊中所有基於生物的食品，包括牛肉乾和果

仁。我記起在 Trader Joe 買了一包 Macademia Nuts，若被智利海關沒收了，

甚可惜。於是取消了和幾位團友回 San Martin 大道晚飯的計劃，就在房中吃

了一小部份 Macademia Nuts 。翌日晨，有一妙齡女郎 Katerina 陪同我們入智

利，目的地是智利的藍塔國立公園 Torres del Paine。國界本離 El Calafate

不太遠，但要迂迴南下近百里方設有關卡。我們未來的二夜是在公園內的藍塔

旅館，三餐零食全包。我們甫踏上旅遊車，Katerina 派給每人一大黑瓶清水和

一包小食，是藍塔旅館送出的。關卡設在荒野的無人地帶，阿根廷的只是一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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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很順利通過。智利的是一類似軍營的小房子。那時要跨越國境的汽車甚多，

司機依次序排隊，軍營外有一小舍，是方便過境者的洗手間。我們等了大半個

鐘頭，Katerina 告知是輪到過關時候了。檢查我手提包的是一和靄可親少年，

他只望了我三包果仁一眼，便擺手放我過去，遇到一好檢查員，是我的幸運。

  藍塔公園是世界遺產之一，面積九百三十四方公里。每年上十五萬遊客。事

緣一千二百萬年前火山的溶液滲入南美洲西南海岸蓋着地球表面的堆積沉澱渣

滓，冷卻後形成地球表皮上的花崗巖。長年累月的冰河像鋒利的刃，將巖石削

成尖銳的峰頂，像高塔般屹立大地上，這是被觀景者譽為藍塔。公園內有高山、

平湖、草原、森林、冰川、瀑布、急流、各類動植物……很多地方有的這裡都

有，而這裡有的，別的地方未必有，難怪遊人如鯽。很多年青人自備營幕露宿

公園各處，流連一個星期至一個月，能飽覽全部美景，我們這些老人，只能參

加旅行團，留宿在園內旅館兩夜，走馬看花，淺觀即止。因為機位和房間長處

於飽和狀態，我要在啟程九個月前便訂下此旅行。寄寓二天，總算大快朵頤，

享盡眼福。我將經歷很簡潔地綜合如下 :

  抵達藍塔旅館，Katerina 和司機駛原來的旅遊車回阿根廷去。智利導遊

Tonio 協助我們領取房間鎖匙，搬運行李到大堂，旅館的形式是一連串廿多間

矮矮樓房，正中一座是大堂註冊處。一條長廊將這些樓房接駁起來。二樓房間

有小段路露天。每一樓房有二層，每層左右兩邊都有五間房，我的房間是右翼

第三間，餐室在左翼盡頭，若走外面捷徑風很大和很冷，用膳已近下午三時。

我要了主菜煎牛扒，非常精美，還有湯、沙律、雪糕。餐後 Tonio 領我們上另

一旅遊車，往小湖 Laguna Amaga 去。我們漫步環湖半周，水平如鏡。湖的對

面是刀削般的山峰，蓋着皚皚白雪。「萬壑有聲含晚簌，數峰無語立斜陽。」

時已黃昏七時許，但南美洲南端白日很長，說是「晚」和「斜陽」是不大準確

的。環境多麼寂靜，空間多麼遼闊，大自然多麼雄偉，我領會到湖光山色的韻

味了。 

  Tonio 知道我們過了很長的一天，難免疲倦，讓我們回房間休息。且晚飯時

間的確是很晚，我平生不需要多時間睡眠，晚飯後往外面視察。旅館遠處高山

圍繞，堪稱世外桃源。大堂一角有酒吧，供應各類飲品和小食，有一大水缸，

可隨時充滿黑瓶清水。晚間巡警是一年輕小伙子名喚 Franco，見我一單身中國

老人，走過來和我聊天，他的英語雖有點生硬，但那友善態度，溫煦笑容，使

賓至如歸。賣物店仍開門至半夜，我進內買了一紀念帽子，有 Patagonia 的刻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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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翌晨我們有很多時間享用早餐，十時方啟程觀光。Tonio 領我們到山上觀看

飛瀑，我在挪威遊記中已提過瀑布和急流是同一水體，當傾斜度直立時便是瀑

布。地勢平坦時成了急流，條件是水源充沛。在公園內是不成問題，因河流的

上游是冰川。高險的山石中有流泉幽咽。王維詩云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

中」頗能描繪此景。見到的滔滔江水，白浪翻滾，流向天邊，淘盡千古英雄人

物，遠處的山色顯得朦朧起來。人生的主題，盡情享受目前美景，世間煩惱，

要拋之腦後。

  當日 Tonio 預備一很特別的節目 --- 去灰湖坐船，泛舟到北端觀光偉大的

冰河。車子行了一大段路，在一森林邊停下來，此時天氣轉壞，烏雲密佈，刮

起習習涼風，難題來了，我們要穿過森林，步下沙灘候船，有二位不良於行的

團友留在車內。森林為 Pingo 河中分，一條吊橋將兩邊森林連繫着，大風起於

頻末，威力轉猛，吊橋搖曳得很劇烈，步過需很強的平衡感和定力，行到沙灘，

各人不能戴帽;頭髮吹得散亂，人也被風吹得向一邊傾斜，隨時有倒下的可能，

遙遙望見船泊在湖的對面，候了十五分鐘，船沒有動態，估計因風大不能開船，

觀冰河被逼取消。這也不是很大的遺憾，因為我們在阿根廷冰河公園已欣賞過

Perito Moreno。Nicolas 和 Tonio 領我們回河彼岸林地內備有桌椅處野餐，過

吊橋仍要很小心，他們帶來很多三文治、生果、果仁、燒烤雞塊和牛肉塊，我

要了夾着煙焗三文魚片的三文治，在大樹下吃餐是首次，很有新鮮感。這亦是

團友們聯誼的好機會。餐後去公園內觀看些野生動植物，草原上有很多南美洲

無峰小駱駝 guanaco。它們似乎已習慣遊人，任由人們行近拍照。回程經訪問

中心，裡內陳列很多歷史文物，且有錄影片放在電視熒幕上，可能日間操勞過

甚，當晚睡得格外香甜。

  下午便要告別藍塔旅館，南下 Puerto Natales。雖然只有短短二天的逗留，

旅館員工對我禮貌周周，深切關懷，真有點臨別依依，黯然神傷。早餐過後，

Nicolas 要我們寄存所有行李在左翼最近大堂一房間內，早上往一高地去細看

那些「藍塔」，需時三個半鐘頭。我們有一選擇 : 步行或騎馬，有幾位團友因

受去日的風寒而生畏，留在旅館內休息。我曾在印度騎過大象和在敦煌騎過駱

駝，都有響導坐在前面，騎馬本躍躍欲試，但記起一德國人在烏蘭巴托從馬背

被摔下來，雖未受傷，肩背痛了好幾天。Tonio 向我保證，馬頂馴良的。但終

究是動物野性難測，我這年紀不宜有任何意外，毅然選擇步行。Nicolas 說無

論我選甚麼，他都會在旁維護。若抵受不住長途跋涉，隨時陪我回頭。從美國

南部來的 Tom 和 Steven Stack 兄弟插口說 :「不用操心，有我們呢。」這兄弟

二人沉默寡言，很少和別人交談，但和我特別投緣，時常在我旁邊，果然路程

蜿蜒崎嶇 : 過吊橋、行沿河小徑，踏上斜坡……最受挑戰的是攀登甚陡削的

留得殘荷聽雨聲 --- 追懷地球之極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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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沒有路，腳下是沙泥碎石，步伐很難穩固，幸有 Stack 兄弟在旁扶持。從

維也納來的 Adolph Bramauer 時常向我供應清水，我順利行到目的地，沿途高

山、田野、密林、急流……景色都能攝取遊人的魂魄。唯一美中不足處時有狂

風驟雨，到高地時看那些山峰尖銳如劍，高聳入雲，在烏雲密佈、陰暗天空內

泛着藍光，智利藍塔確是奇景。中國黃山清秀，智利藍塔雄渾，東西美景，如

春蘭秋菊，各擅勝場。這段山路是我平生最難行之一，若要到藍塔腳下，當補

加上兩個鐘頭足力，我們要趕回午餐，不能再流連。燒烤自助宴，菜餚豐富，

美味可口。踏上 Puerto Natales 送來旅遊車，我向 Tonio 辭行，他是很好的

導遊，解釋詳盡，對客人體貼入微。旅館派出三位gauchos，二男一女騎快馬，

穿了民族服裝，手揮錦旗，跑在汽車前，護送我們出公園閘口。

  南下未及一個鐘頭，抵達洞穴 Cueva Milodon，這洞穴深入泥內六百五十

尺，有一天主大教堂般的容量，是氾濫雨水從大石割挖出來，我走進裡內巡視

一周，沒有壁畫，暗暗的，僅從洞口透視些陽光，照亮那凹凸不平的行人路。

一八九六年考古學家 Hermann Eberhard 在此發現哺乳動物 Milodon 骨骼和毛

革，這有類爬蟲，專吃樹葉高於人一倍，洞外有一模型是用玻璃纖維製造，洞

內沒有甚麼可觀的文物，倒是不遠處有一小店專售絨冷手織品。我買了一小娃

娃，店主告訴我是他祖母手筆，她比我還年輕二歲呢。

 在漁村 Puerto Natales 寓居了兩夜，旅館 Remota 在埠邊，臨「最後希望」

Seno Ultima Esperanza 海門，十六世紀西班牙探險家 Juan Ladrillero 找尋

從大西洋到太平洋跨越南美洲之極的麥哲倫海峽迷了路，滯留此地，遂將它稱

為「最後希望」水道和海門。我的房間對着那雲水蒼茫，偶有漁舟穿插其間的

大海，沿着海岸線步行三十分鐘可抵達市區。南智利日落時間很遲，斜陽照着

「最後希望」海門，反射出閃閃金光，景色令人目眩心醉。詩句「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配合「最後希望」此名，激起無限警惕。

  次日早餐後乘船出海，沿「最後希望」水道北上，目的地是 Bernardo 

O’Higgins 國立公園南端，途中經過些海獅和企鵝的巢穴，頗類似數天前在

阿根廷 Beagle 水道見到的，在一半島碼頭靠岸，上岸後迎面而來是一大片雨

林。Nicolas 對我說 :「此處路波浪式的起伏，不大易行，你已克服昨日登觀

藍塔高地困難，應該不成問題。」一路鳥語花香，林木交义。這二十分鐘穿過

雨林簡直是人生享受，抵達一出海大河的懸崖，小徑在危石邊緣，高低彎曲，

舉步維艱。Stack 兄弟緊陪着我，還有從 Indiana 來的 Ken Hortin 在後頻頻

照顧。時天氣頗冷，大河已半結冰，冰塊隨波逐流，再行前，一大塊綠松石

turquoise 阻塞河道。這石就是巨型冰牆，很多遊客跨越安全欄杆，立在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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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上攝取鏡頭，又是一奇景，不同阿根廷冰河公園內見到的。回到遊船，船長

送出小食和飲料壓寒。杯內一大塊晶瑩剔透的冰，浸在橙汁內，此冰就是從大

河內拾取的流冰，午餐在一農場內享用了紅燒牛肉塊。

  地球之極 Patagonia 遊已近尾聲，告別夜宴席設 Remota 旅館餐堂內，個多

星期相聚已使團友間情誼萌芽。飯後從吉隆坡來的陳觀佑先生獻唱一首告別民

歌，他厚重的男中音語驚四座，娓娓動聽，他的夫人吳寶娣常掛笑容，頂友善

的。明天坐三個鐘頭車往麥哲倫海峽旁最大的港口 Punta Arenas 機場，乘機

往智利首都 Santiago de Chile 便各奔東西。在機場內從 Colorado 來的 Glen 

Ekey 代我攜帶手提包，已不是首次了，我還有復活節島之遊在後面。是和從

新加坡來的葉志強、吳秀月夫婦同行，我們還有三天「相依為命」呢。抵達

Punta Arenas 機場前在旅遊車內我代表各位向領隊 Nicolas 致謝，他熟悉地方

歷史、有強勢的組織能力、妥善人際關係給這行一完滿結果。譯了「人生到處

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四句詩作話

別。

留得殘荷聽雨聲 --- 追懷地球之極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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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遙遠的地方 - 笑問客從何處來

復活節島遊

  當我進入智利首都聖地牙哥 Santiago 國際機場領取行李處，地球之極

Patagonia 遊正式結束。在送出行李旋轉輪盤邊，廿二位團友紛紛互相握手

或輕擁話別。第一個告辭的是領隊 Nicolas，他致歉要趕上一個鐘點頭後開赴

Buenos Aires 航機，不能再照顧我們，要我們個別小心認取自己行李，擕往

回家的接駁班機售票處或出租汽車往市內旅館。那時我百感交集 : 對個多星

期閱歷的錦繡河山深切懷念 ; 團友間同舟共濟無限依徊 ; 以後三天復活節島

Easter Island 遊興奮及憧憬 ;明早乘六時機程序不確定引起的心情怔忡。

 同赴復活節島的還有葉志強、胡秀月夫婦、Ken、Carolyn Hortin 夫婦四人。

我們一同步出領取行李處，踏進候機客廳，一年青男子豎起「復活節島遊」紙

牌，領導我們到機場內的假日旅館，留宿一夜，以便搭清晨早機。Hortin 夫

婦參加另一團遊復活節島。廿二人團頓減為葉志強夫婦和我三人團。是夜在假

日旅館五人共桌的海鮮餐應是地球之極遊餘波和復活節島的前奏曲。

  翌晨四小時葉志強夫婦約同我一起赴機場辦登機手續再回旅館草草早餐及退

房。本來自離三藩市後，一路都有輪椅服務。在聖地牙哥機場到處詢問輪椅服

務，不得要領。回到入閘處已有一條長龍，遙遙見到葉志強夫婦排在前面。好

不容易輪到我過關。守關的年青人除檢查護照外，要我交出境表格。甚麼 ?! 

復活節島是智利國土啊。為何要出境 ? 那年青人很有憐老之心，但他不懂英

語。只能在手機上譯幾個英文字給我看以作溝通。閘口沒有這表格。他立即電

話通知領登機證處送來。很顯然我寄存行李時，那

女人只給我登機證，忘記給我出境表格。那時離開

機時間只有半個鐘頭。若飛機走了怎辦 ? 急得我滿

額大汗。終於表格送來。一看長長兩頁紙，全是我

目不識丁的西班牙文。怎辦 ? 守關年青人見我惶恐

着急情況，要了我的護照並在手機上問我在復活節

島上寓居處。幸好我身邊有去夜接機人給我的文件，

內有復活節島的旅館名號。我交給守關年青人，他

匆匆代我填寫，立即放我過關。找尋赴復活節島機

的閘號又是一困擾。登機指南板全是西班牙文。一

本地妙齡女郎領我到登機閘。我是進入機艙最後一批乘客。原來復活節島是智

利特別行政區。到此地是和出外往異國要辦同等手續。好處是在機內享用一豐

富早餐。在南美洲的國內機沒有膳食供應的。航機從起飛至降落需時足足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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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頭。復活節島東距智利首都 Santiago 二千五百里，西距大溪地 Tahiti 首府

Papeete 二千六百里，只有和此二地有民航聯繫。復活節島是太平洋茫茫大海

中一粒灰塵，真是一遙遠的地方。

  那鞋形機場是我旅行經歷中見到最小的。從機翼旁的長梯走下來，步過一段

空地，踏進袖珍候機室。一五十許婦人笑臉相迎，

她在我們三人每人胸前掛上一用不同顏色蘭花串

成的花環，待我們領取寄存行李後，領我們到

停車場踏上一僅容三客和行李的小房車。Maria 

Theresa 是我們復活節島導遊兼司機。她具有南

美洲人的熱情，和我們一見如故，毫無保留地介

紹自己，她在 Santiago 有一雅緻居室。女兒和

孫女住在復活節島，所以她一年來往兩地間有三

次。她告訴我們因為是地球之極遊的貴客，旅行社將我們寄寓處升級了，是全

島最寬敞、華麗的 Hanga Roa Eco Village。在車內我坐在她旁邊，葉志強、

吳秀月夫婦在後面。她遞來幾張照片給我們看，是她在 Santiago 的家，非常

典雅，室內陳設洋溢藝術風味。遇到一文化人是我們的幸運。她能操幾國言語，

英語是頂流暢。旅館是以島上唯一村落命名 Hanga Roa。有點像藍塔旅館，是

散落龐大花園各處的平房。這 Bungalow 式比藍塔旅館規模大得多。註冊處離

大門只有數步的大平房。領取門匙後，一女職員領我穿過綠樹婆娑，花枝招展

的小徑。開了房門，面積大得驚人。法國大窗望出是一望無際的太平洋。水波

不興，彷彿是地面上的藍天，「太平」二字，當之無愧。牆的一角是一張大牀。

另一牆邊是一長長的寢椅。外面驕陽似火。房

內在空氣調節下，涼浸浸的，舒服極了。在緊

貼浴室處，設有一藍石砌成的小泳池，大概是

Hanga Roa Eco Village 以它作號召的溫泉湯

場地了，雖然我沒有機會享用。葉志強夫婦的

房子和我的距離只有一步之遙。我們約同半小

時後回大堂會 Maria Theresa，開始復活節島

遊。

  復活節島土人名 Rapa Nui; 西班牙文名 Isla de Pascua 是呈三角形，面積

約六十二平方里，座角由東至西十四里。從村落市集 Hanga Roa 伸展出來有三

條公路 : 一條往東座角，然後迂迴轉彎向北到 Anakena 海灘。一條橫貫中部

朝東北行達 Anakena 海灘。一條比較短的向西南行繞過 Rano Kau 火山抵達西

座角 Orango 古跡遺址。北面尖角全是山地，無路可通。若要探險可步行或騎

在那遙遠的地方 -笑問客從何處來
復活節島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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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跨山越嶺。復活節島包含了一失落了的古文化，其來源和興衰有幾種傳說。

Maria Theresa 在這三天內領導我們馬不停蹄，目不睱接。我現採取一比較可

信的傳說去述復活節島故事，用觀光所得作配合，所以我不依這三天經歷時間

性的先後了。

  

  復活節島是一孤懸海外微小地方，橫跨太平洋，東行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方到

智利海岸，西行一千八百五十里纔達波利尼西亞 Polynesia 有人煙的小島。

一七二二年復活節荷蘭船長 Jacob Roggeveen 到此發現土人甚眾。且島上滿

佈笨重的千鈞石像。這些人從何處來 ? 要知道在未有飛機、汽船時代，靠原

始木筏乘風破浪，越洋到此，航程是十分艱巨的。在 Chariots of the Gods

一書中 Erich Von Daniken 說外星人帶石像來此，只不過是天方夜譚，以博

一笑，沒有科學根據。挪威探險家 Thor Heyerdahl 相信復活節島原居民是從

南美洲冒險犯難跨過太平洋來的。為了證實這推想，一九四七年他用原始材料

建築了一簡單木筏，加上風帆 Kon Tiki，帶了數人親自駕駛從秘魯海岸抵達

復活節島。此島不是難於登天，在七世紀時仍然人類能把這遙遠的地方征服。

Heyerdahl 的理論根深蒂固人們的心中數十年。直至二十世紀後期人類學家發

現居於島內的土人 Rapa Nui 風俗、語言、飲食…… 均近於太平洋諸島的波利

尼西亞人，而拉丁氣味非常微弱。於是生物學家用創生法 genetics 不厭其煩

地對現在土人和埋葬地下多世紀的骨殖作 DNA 探索，鐵證了波利尼西亞人是島

的來源。他們是世上最偉大的航海家，絕無困難

營建些類似甚至超越 Kon Tiki 的木筏。今日的

地理學家公認復活節島、檀香山、紐西蘭在大洋

洲組成一金三角，裡內是波利尼西亞人的王國，

都是他們涉足發展的島嶼。在土人 Rapa Nui 世

代口傳歷史中，他們的創島國王 Hotu Matu 於七

世紀時在 Anakena 沙灘登陸，並帶來建造巨型

石像的技巧。Maria Therea 領我們往鄉村市集

Hanga Roa 北參觀 Sebastian Englert 考古博物

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裡內有島的簡史，我

這段叙述是攝取其精華。

  島上有八百多座巨型石像，被土人喚作 Moai 慕艾。建造的動機為何 ? 這一

連串站在一平台 Ahu 上的慕艾是復活節島的焦點。它們的存在於近四個世紀前

已困惑了荷蘭人，可以說亘古以來就是一個謎。它們代表島上文化的頂峰。近

人相信它們是一宗族的神龕。超大的頭是和身體其他部位不相稱。眼眶空洞洞

的，很像逝去的人遺體。每一座是一族人的先祖。像西安兵馬俑，他們有不同



262

的表情和姿態。因長年屢月風雨侵蝕或人為破壞，眼珠失亡了。我在考古博物

館內見到一兩半月合砌成弧形眼球，眼珠是用珊瑚。若將它塞入一慕艾的眼

眶，他便變得栩栩如生，炯炯有神了。島另一處有一孤立的慕艾，備有完整眼

球，凝望着無際的大海。平台下面是土人先祖埋骨處。它們都面對一小村的遺

址，暗示着肉身雖已離世，靈魂仍寄存石像慕艾，默默庇佑後代。唯一例外是

立在小山崗上，凝視太平洋，備有齊全眼球的慕艾。這是近人故意矗立作示範

的。遊客要尊重 Rapa Nui 風俗，不能、不可、不准觸摸這些慕艾。在未有鐵

器工具的七世紀，當時土人如何雕鑿這些慕艾呢 ? 考古博物館也供應出答案。

裡內陳列些玄武巖 basalt 釣魚鈎和黑曜石 Obsidian 矛尖。原料都是火山溶液

冷卻凝固的結晶。同樣原料可作石斧、石鈎、石鑿 ... 等器皿。

  復活節島旅行高潮是往訪Rano Raraku火山遺址。這是我們流連最久的地方。

這是製造慕艾的工廠。這蓋滿雜草小山中央是一火山口湖，邊緣長滿蘆葦，一

群野馬在上面踐踏。Maria Theresa 領我們在山邊小徑漫行，波浪式的斜坡上

上落落。那時流金鑠石的陽光很猛烈。她要我們帶上帽保護頭皮和眼睛。沿路

見到很多慕艾，部份的完工反映製作的過程。現我點出些最令人注目的。一慕

艾只有頭露出地面，頸被扭轉。他是國王 Hotu Matu 的妻弟 Hinariru。他是一

工匠，將製造慕艾的技巧帶來復活節島，並衣砵傳人，可以說他是慕艾的鼻祖。

一名喚 Tukuturi 的慕艾跪在地面，唇上刻了一撇小鬍子。他是否是一娛賓的

歌手 ? 考古學家 Joanne van Tilburg 懷疑它是最後一座慕艾。它建成後島上

便發生自相殘殺的混亂局面，跟着是「鳥人」稱霸時代。在 Hinariru 不遠處

的西面是巨大的 Piropiro，冒出地面的頭有十三尺，埋在火山泥壤裡面的身

驅還有二十二尺。這不是最巨型的，還有一巨無霸 El Gigante 身長六十五尺，

重約二百七十噸，還未完工躺在巖穴內的石牀上。慕艾 Ko Kona He Roa 反影

和歐洲文化已有接觸，身上有三桅風帆的刻紋。有一慕艾頭已傾斜幾乎可以接

觸地面。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一組組被推到的慕艾 : 折肢、斷頭、碎頸。甚至

平台也被破壞到百孔千瘡，這顯然是人為的。為什麼將這些艱辛的成果毀之一

旦 ? 這雜草叢生的火山口湖四周斜落的崖邊也疏疏落落點綴了慕艾。據專家估

計 Rano Raraku 擁有四百座大、小、完整、破碎的慕艾。這是一天然石礦場，

原料取之不竭。「外星人」一說再無立足之地。

  如何將這笨重慕艾遷移到島上各角 ? 確是匪夷所思。考古學家 Charles 

Love 有一套頗合理的構思。當一慕艾在岩洞內完工後，要將它從原地吊下山

來。需耍一粗長繩子綁着石像，一大樹幹穩定移動不會損傷慕艾。到了山下的

平地上如何再將慕艾遷移到數里或十多里外的目的地。民間傳說它自己行動。

古時沒有車輪。初說將慕艾放在多樹幹紥成的平面木排上，然後兩邊綁了粗繩

在那遙遠的地方 -笑問客從何處來
復活節島遊



263在那遙遠的地方 -笑問客從何處來
復活節島遊

用人拖動。這樣難免慕艾被擦傷。到了目的地又怎樣將它豎立起來 ? 它身高十

多尺，重八十噸以上。最後的結論是將它直立拖走。三組人及三根長繩 : 左面

一組共拉一條；右面一組共拉一條；後面一組共拉一條。左右兩邊平衡力量使

慕艾慢慢向前移動。後面有穩定功能使慕艾不會向一邊傾斜。這場面付之現場

實驗。果然可行雖然需時很久。臨高眺望，看不見繩子，好像慕艾自己在走動，

於是遂有民間傳說。  

  島上立着很多組慕艾在平台 Ahu 上，都是以平台名著稱。Maria Theresa 領

我們參觀了幾座平台。最有氣勢的是 Ahu Tangariki，立在上面是十五慕艾一

字長蛇羅列。我在 Rano Raraku 崗上已望見它們遙遙立在近海邊，氣宇軒昂地

仰對穹蒼，俯視遼闊慶典場地遺址。

我們行近一看長台有二百尺長。長台是用多塊大石砌合，接駁處沒有絲毫縫

隙，有點像我在秘魯 Machu Picchu 山上見到的。有的基石有魚和龜像的石刻。

十五慕艾中有二戴上紅色的頂髻。紅岩來自另一火山 Rano Kau。如何將頂髻蓋

在頭上 ( 這是最後的步驟 )? 又是用大石塊砌成斜道，最後巧用樹幹了。這平

台一九六零年被海嘯摧毀。慕艾散落各處，用現代工具將它們依舊照片重新豎

立並不困難。Maria Theresa 帶我從旁邊觀望這平台。入目的只是左邊第一座

慕艾，其他十四位掩遮在後。看到它面部高高的鼻樑。她指出此鼻樑是屬於左

邊第二座的，左一沒有鼻樑。這畫家的透視法 perspective 實是驚人，不期然

對古 Rapa Nui 人的藝術擊節嘆賞。

  Ahu Nau Nau在Anakena海灘上。這是國王Hotu Matu和荷蘭船長Roggeveen登

陸處。平台在微風擺動的棕櫚樹旁。一連立着七慕艾，左二和左四有頂髻。右

二座慕艾只有下半身一少許。其餘部位已湮沒了。這些慕艾曾掩埋在沙下幾世

紀。精細手工保存得很完美，如閃光的鼻樑、張開的鼻孔、優雅的雙唇、蜷曲

的耳朵。石像背後還刻有腰帶。在重修此平台時，發現一被丟失的白珊瑚眼球，

相信每一慕艾都曾經具備。太珍貴了 ! 曾被人企圖竊走。於是立即複製一隻，

是我在考古博物館內見到的。沙灘上細沙柔軟銀白。很多弄潮兒穿插其中。胡

秀月本想更衣游泳。但更衣室內衣櫃要自備鎖。我告訴她在土耳其伊士坦堡有

一美國遊客入藍寺 Blue Mosque 觀光，出來時新鞋不見了。當然智利民風純

樸，不會出現這情況。為避免這可能困惑、失措場面，她打消了原來計劃。我

們三人在勝景各處蹓躂，突然有人在後面遠遠呼喚我的名字，回頭一看是 Ken 

Hortin和妻子Carolyn。自從聖地牙哥機場假日旅館共享晚餐後，便分道揚鏢。

想不到有機會在此重逢。他鄉遇故知，驚喜莫名。他立即請葉志強拍了他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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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和我合照。並說: 「你日後永遠可記得我們的模樣」，匆匆他們要離去歸隊。

他們的團有十人，住離我們旅館甚遠的地方。

  營建慕艾是復活節島文化高峰，亦是它沒落根由。考古學家發現在七世紀留

下的骨殖中有海燕、剪嘴鷗、信天翁 albatross... 尤其是信天翁是很龐大的

鳥。魚類有鯖 mackerel、tuna、鮭 salmon、金槍魚….都是很大量的。後來都

不見了。足證明十七世紀時島的糧食很豐沛。一七二二年荷蘭人登陸時發現荒

蕪土地，大異於其他波利尼西亞各島林木葱鬱。植物學家在火山口表皮打撈了

很多花粉細胞，都是草。向深一層打撈，便發現很多棕櫚樹花粉細胞，數量遠

超於野草。可見得島上曾棕櫚樹林立。因何這些動植物突然消失 ? 元魁禍首是

慕艾。各族紛紛營建，如癡如狂，要最高的、最大的、最華麗的。搬運慕艾需

要粗大樹幹。棕櫚樹被砍伐殆盡。沒有樹木，鳥類無棲宿處，不再來了。跟着

每遇風雨，泥土沒有樹根穩固，流失很厲害，再無肥沃土壤可作農耕。沒有樹

木，再沒有原料建築木筏出海捕魚和往外逃生。在全盛時代，這小島人口有一

萬二千以上，可以製造近千慕艾。糧食不夠支配，困守孤島，坐以待斃。於是

為搶奪糧食，屠殺別族人，毀壞別人建的平台，使慕艾坍毀。我們車子經過近

機場懸崖邊的 Ana Kai Tangata。這是有壁畫在石上的地方。因為鬆動的石頭

跌落，不宜入內觀光。洞穴的名稱可譯作「吃人穴」，當年用作宰烹生人作餐

的，因大飢荒引起人吃人的慘劇發生。考古學家檢視古遺骨，一婦人顱骨有一

大洞，很多男子胸骨有石斧砍傷痕跡。這些都是斑斑血跡見證。人口頓減過半

以上。

  一七二二年荷蘭人在復活節日蒞臨小島，居民有五千多人，和平相處，豐衣

足食，面無菜色。自相殘殺像一場噩夢，血痕已被時間沖洗。能挽復活節島文

化於垂危的是崛起的「鳥人」風俗。島的西南端西座角是 Orango 古跡遺址。

前身本是一執行典禮的小村。從一六零零至一八六六年此處建有四十八座蛋形

小屋，是供崇拜鳥神 Make-Make 的族長居留。這一年一度的節日是島上的大

事。每族長遴選一健壯青年參加比賽。各選手要從 Orango 懸崖險峻邊緣墮下

太平洋，游泳至崖邊三小島，找尋灰海鷗 sooty tern 巢留下的蛋。找到了放

在頭巾一防水小盒內，交給他的族長。第一位得到鷗蛋的族長便成了下年內

的「鳥人」。他擁有分配糧食、製定法律、維持秩序的權威。如此爭執平息，

窮兵黷武戾氣全消，將復活節島從死亡邊緣挽救回來。我們經 Rano Kau 抵達

Orango，沿途路邊圓石刻有鳥的圖案。古 Rapa Nui 人很敬重「海闊天空任鳥

飛」的自由。特別崇拜軍艦鳥 frigate。它們能飛長程且有空中搏殺的威力。

近 Orango 時我見到很多蛋形小屋。門很狹窄，我沒有鑽入內參觀。倒是

在那遙遠的地方 -笑問客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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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o 原址建了一小博物館，展示有關「鳥人」的文物。這裡風景美極了 ! 

館背倚浩瀚太平洋。三小島被白浪湧着，清晰可望。  

  荷蘭人登陸，射殺了十多名土人，這是 Rapa Nui 首次和歐洲人接觸，劫運

開始。一七七四年英國船長 Captain Cook 到此，人口已減至二千。為何五十

年內喪失了這麼多人，考古學家發現這期人很多脛骨是彎曲，不是正常人的筆

直。原來是死於梅毒。事緣很多荷蘭水手向本地女人施暴。這可怕性病被感染

且蔓延，屠滅過半居民。一八六二年秘魯惡霸擄走島上一千人往海鳥糞場作勞

工。一年內幾乎全部猝斃。有幸回來的三人染上不治之症天花，在島上傳播，

輾轉病故，只剩得寥寥可數一百一十人。一八八八年智利撃敗秘魯，奪取復活

節島，曾將島租給英國養羊，將所有居民圍集於現在的小村市集 Hanga Roa。

直至一九五三年英國方放手掉頭而去。劫後餘灰，復活節島掙扎求存，力追上

游。一九六七年建成機場，帶來生機。慕艾默默保佑後人，向他們祝福。現在

復活節島依然是很遙遠，但不再和外界絕對隔離。蓬勃的旅遊事業來繁榮，同

時注入隱憂。小島食物供應幾乎全是智利每日航機運來。過多遊客使它不堪負

荷。現地方政府議論限制入口人數。

  復活節島是一地球小縮影。破壞了生態環境是自取滅亡捷徑。我們了解它的

滄桑血淚史應有所警覺。現地球的環境污染可比擬當年復活節島無限度伐取樹

木。後果不堪設想。我們愛惜復活節島，更愛惜地球，破壞了很難獲得重生。

  離島前夕，葉志強夫婦和我結伴往 Hanga Roa 市集中心瀏覽。沿太平洋海邊

行，清風徐來，令人氣爽。有二座慕艾，疏落地建在短平台上。間有些植被。

步入 Haka Honu 晚飯，這是一臨海餐館，席位半露天。我點的是島中土產，

tuna 沙律和草莓鮮果汁，原料烹飪一流，很高興復活節島已有重生的氣息，葉

氏夫婦再三叮嚀，重訪新加坡時一定要通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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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西班牙旅遊心影錄 - 進出巴斯克王國

  從歷史角度來看，此文標題是不準確的，「巴斯克王國 Basque Country」

亘古以來不是一獨立國家。在史上 Basque 人，只有一王，在八一八年的

Kingdom of Navarre , Inigo Iniguez 統轄了 Pamplona 地區，為時甚短，治

地頗狹窄，算曇花一現罷，此王只是一酋長而已。

  Basque 人聚居於 Pyrenees 山腳下，瀕 Biscay 海灣（大西洋一部份），西班

牙北部和法國南部，已有超過千年的歷史。他們是歐洲最早的原始居民，有獨

特的文化和語言，除知曉他們在此地已存在三萬五千年以上外，Basque 人的來

龍去脈給歐洲學者仍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羅馬帝國窮兵黷武，征伐四鄰。鋒鏑所及，西班牙人居地 Iberian 半島也

被囊括其中，獨巴斯克王國處兵戎之外，安然無恙。其原因有二：地方為

Pyrenees 崇山阻隔，行兵困難。且山區土壤，頗欠肥沃，不利農耕，得不償

失。後羅馬帝國崩潰，「野蠻」人 Visigoths, Normans, Franks 相繼入侵。

Basques 頑強抗拒，從未敗北，只有摩爾人 Moors 佔領了南部 Pamplona 平原地

帶，但山區絕不為其染指。這些異族侵凌，激起巴斯克人敵愾同仇，族人聯結

起來，組成凜然不可犯的王國 Basque Country。他們皈依基督教，仍保留古老

習俗，世代相傳的社會紀律，筆錄下來喚為 fueros。

  十六世紀初，除了北二區留在法國外，巴斯克國隸屬於Castillian政府（西

班牙其中一族）除了他們的 fueros 受到尊重外，並擁有相當自治權，包括關

卡、地稅、入息稅、徵兵……等。時至今天巴斯克國仍分治於法國和西班牙，

當然他們不遺餘力地施行同化政策。巴斯克人仍頑強地保持自己特色，不會成

為法國人或西班牙人。

  一九三零年代，西班牙陷入水深火熱的內

戰時期。Francisco Franco 將軍執馬德里政

壇牛耳，雷厲風行「清一色西班牙」。巴斯

克地區備受迫害，除禁止使用 Basque 文字

和語言外，很多反抗者被囚或殺害，更有甚

者，在一九三七年，借用德國納粹飛機空襲

海邊小鎮 Guernica 作殺雞儆猴，五百多市

民死於炸彈下。當然自治權也被掠奪，巴斯

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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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頓時墮入低谷。一九七五年 Franco 病逝，自治權方被恢復。

  劫後餘生，部份激烈份子感覺到建立一獨立國

家方能操縱自己的命運，於是「解放巴斯克祖

家」ETA Euskadi Ta Askatasuna 運動成了火上

澆油，這組織要將巴斯克從西班牙和法國分裂出

來，建一獨立國家。自成立以來，ETA 不乏用暴

力和恐嚇手段，包含劫取、拐騙、行刺、傷害、

爆炸等行為。這六十年來，多過八百政府官員、

警察、報界成員、有名望商人、甚至無辜平民都

是受害寃魂。當然法國和西班牙政府不能目視無睹，也採取凌厲政策將 ETA 份

子拘捕或現場槍斃。大多數巴斯克地區居民不願見到血腥局面，甚至不希望脫

離西班牙，迫於輿論和民意，ETA 和馬德里訂立停火協約。我也希望這協約能

永久保持下來，這協約除恢復所有一九三零年前的自治權外，更容許 Basque 

的語文教育、城市內外警察自主、工商業處理、農田和森林的擴展、公路修建、

環境保護等。在我看來，除了地區名義上屬西班牙外，巴斯克人似乎已取得全

部自治了。

  上午九時許旅遊車在巴斯克王國的蜿蜒山路上盤旋，領隊 Lola 發出預警

「我們快要看到 Museo Guggenheim 建築物了，準備拍照」。話末了，突然一

龐然大物奔入眼簾。這是美國建築家 Frank Gehry 的傑作，像風帆 ? 像花卉 ? 

要說出它的形狀，使人萬分躊躇，這詭異怪物，在晨曦下，泛着珍珠般的銀

光，原來表皮全裹以鈦 titanium 片。這物資多用在航機的零件上，用在地面

上的建築物，確是心思別創。Bilbao 是巴斯克王國最大城市，十九世紀中葉

Bilbao 西北區鐵礦被採，跟着鋼鐵廠林立市區，造船業和其他工業也如雨後

春筍，蓬勃起來。二十世紀中晚期，鋼鐵業衰頹。Bilbao 要獨力更新，換一

面孔出現。公園、河邊漫步小徑、小食店、品茶雅座……取代了煙塵滿身的醜

惡工廠。且在廢地上築了很多美侖美奐，風

格新潮的樓宇。Museo Guggenheim 就是其中

一顆最璀璨的明珠。Bilbao 也成了西班牙的

熱門旅遊焦點。在現代藝術館入門處附近有

一用新鮮花砌成有二層樓高惹人憐愛的小犬。

Lola 給我們三個鐘頭遊覽兼午餐，在此處兵

分二路，她帶一批人步往舊城區，我毫不猶

疑買票進入藝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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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稱為「魚廊」，最惹眼的陳設是「時之物」

The Matter of Time，是八塊碩大似「生了銹」

的鋼塊，捲曲組成一迷圈。Guggenheim 擁有所有

近代名家很多無價寶，只能輪班展示，三樓現在

藏有的 Chagall 作品，很多是宗教題材，現代風

格的畫。十多年前我往訪他在法國 Nice 的故居，

已對他的作品略作描述。記在遊記「法國煙塵南

北路 ( 上 )」內。二樓是中國現時藝術。我以為

是中國人，又略曉中國文化，看來定是熟悉親切。

誰知除了稍懂些近代畫外，很多瞧來一頭霧水，如丈八金剛。例如一電視熒幕

放出一群排隊年青人，赤條條一絲不掛，在輪流取水，除了見到的「人體美」

外，便不明其用意了。又一空地為繩攔着，地面全是細沙，很多石頭，雜亂無

章擺在四周。中有一棗紅小蛇，蠕蠕而動。我倒欣賞館外風光，除了那花砌小

犬外，還有瘦長小肢銀色大蜘蛛，橫臥河邊，又一銀色「泡沫柱」，是廿多尺

高，重重叠叠的球體，矗立路心，都是很特別的。Guggenheim 自一九九七年開

幕以來，遊人如鯽，証明遊北西班牙不能失諸交臂。踏上旅遊車，出現驚險一

幕，Lola 的手機遺失在一賣物店內，很多旅遊消息和資料，珍藏在內。我們也

受到影響，她急如鍋上螞蟻，急忙撥手機電話，接應者約定在市內一茶座交還

給她。Lola 如釋重負，高興萬分，答應在下一休息站請我們吃雪糕。

  我在小鎮 Getaria 一小店領取 Lola 的禮物 ---- 一錐形餅乾筒裝滿如沙堆

般的椰絲雪糕，門前是一狹窄的小巷，兩旁都是各式小店，間有些茶座，有些

房宇樓上露台欄杆上掛滿剛洗完待乾衣裳。邊行邊吃，我沿小巷走下斜坡，

盡頭是一堡壘式的城樓，穿過拱形大門，景物突然開朗。一弧形海灘，泊了

好幾艘漁船。放眼盡處，一蒼翠名喚「小鼠」的小島。Getaria 這小漁村建城

於一二零九年，一度曾是巴斯克王國捕鯨業和造船業中心。英國取代海上霸

權，擊潰西班牙艦隊 Armada，很多船是製造於此。Getaria 亦是探險家 Juan 

Sebastian Elcano 的故鄉，他是第一位環繞地球的。當上司麥哲倫 Magellan

在菲律賓遇害，他率領船隊完成環球任務。

巴斯克族出了很多名人。除了探險家 Elcano

外，最顯著的是 Society of Jesus 創始人

St. Ignatius，在西洋宗教史和哲學史佔重要

一席，是 Counter Reformation 中的健將。

Getaria 的造船業早已式微，但捕鯨業仍熾，

以一「小鼠」維護捕鯨中心的港口，豈不是莫

大的諷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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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渡假小城中，San Sebastian

擁有優越的地形，華麗的外表，難以匹

敵。市區瀕臨一貝殼形彎彎沙灘 Playa 

de La Concha, 夾在二如塔般的高山

中，東是 Monte Urgull, 西是 Monte 

Igueldo，舊城區 Casco Viejo 宛似此

二山壓迫出來，屹立在沙灘旁。海灣入

口處為一小島 Isla de Santa Clara 守

衛，這樣的形勢，真是得天獨厚，借王

勃的文句作形容 :「窮島嶼之縈迴，即岡巒之體勢。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

駭矚。」一八四五年西班牙皇室駐蹕於此。San Sebastian 成為歐洲的渡假勝

地，它從未充任過商業港口或工業城市，所以沒有任何污染，是一超塵脫俗的

好地方。從春末至入秋，爵士音樂、古典音樂、舞台劇、國際電影、畫展、時

裝……等祭會，陸續在此處舉行，後果是 San Sebastian 成為西班牙消費最高

城市，它也是巴斯克民族主義溫牀，ETA 活躍地帶，馬德里對它虎視眈眈。

  進城後，司機 Santo 沿盤山小道，攀登 Monte Igueldo。下車一瞧，那美

景令我目眩心動，腳下是如蛾眉月黃白海灘，佈滿如蟻群鑽動着泳客。藍寶

石海水，綑了一線白浪邊緣，和黃白沙灘分隔，密密麻麻的矮矮樓房，緊迫

着海灣，間有二教堂尖塔，高插其中，如鶴立雞群。對面是另一崇山 Monte 

Urgell，和 Monte Igueldo 形成二門神秦瓊和尉遲恭，忠心耿耿地衛護着 San 

Sebastian。這情景令我心蕩魂銷，當我要用 Ipad 獵取多項鏡頭時，突然它失

靈僵硬起來。從 Melbourne 來的 Gavin Horsack 見到我尷尬景況，他解說 Ipad

容量已達飽和，他可代我清理。原來三年前在澳洲同學日和各同學會合照太

多，且有重覆，積聚的舊電訊，堆積如山，

於是我將 Ipad 交給 Gavin，他花了一段長

時間，待市遊結束後方交回給我使用，無

奈一歐元買了二張明信片。Monte Igueldo

上有一規模相當遊樂園，隱蔽在林蔭深處，

還有一電動纜車，可載遊客下山，直達海

灘。

  舊城區 Casco Viejo 很富色彩，方場窄巷，裡內擠滿小店舖，精品店和時裝

舖之多令人目迷五色。「戶盈羅綺，市列珠璣，競豪奢。」毫無疑問，這是一

非常富庶的城市，其次是餐室和小食店 Pintxos Bar，也是「五步一台，十步

一閣」。Pintxos Bar 是巴斯克王國，尤其是 San Sebastian 的特色，Pintx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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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 地方很小，顧客圍着一高櫈站着，櫃面前擺滿數十小碟，上載各色小菜，

容量不大，只供三幾口，顧客在琳琅滿目中選擇，有點類似粵式點心，牆壁上

有每類每碟小菜標價，從二歐元至二十多歐元。每一吧都有自己的首本菜，如

肉類、貝殼海產類、魚類、蔬菜類、包餃類、蛋糕類……吃一 Pintxos 餐通常

要光顧三、四吧以上，結賬時相當昂貴，可能上一百歐元，但在享受這人間仙

境，消費不是第一考慮了。是夜我參加美食欣賞小團，跟隨 Lola 回舊城區，

到一小巷一舊樓宇的土庫。女主人穿黑衣掩蓋了頗豐滿的胴軀，她笑容可掬，

帶我們入座。我點了烤鴨為主菜，一條大鴨腿，皮脆肉嫩，可比美我們第一流

的掛爐鴨。飯後我有點後悔，我應該點墨汁滾鮮魷，那方是正宗地頭菜。

  舊城內的廣場 Plaza de la Constitucion 最具歷史風味，在西班牙眾舊城

中，這廣場面積算是遼闊。它是古時的鬥牛場，四周樓宇有不同色彩，二樓、

三樓露台每一方格都編上一號碼。購票觀眾可憑票上的號碼找到自己站立的崗

位，鬥牛這玩意兒已廢除多年，空留下這些遺痕供遊客依徊追思。

  Monte Urgull 緊貼着舊城，有小徑和梯級攀登。山頂的堡壘 Castillo de 

la Mota，屋背站着張開手基督石像，為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仿傚了。在此觀

海景，另一角度，嘆為觀止，從舊城漫步到西面的山 Monte Igueldo 需時約

四十五分鐘，沿着那貝殼般的海灣 Playa de la Concha。在陽光普照的下午，

沙灘簡直是人體森林，環肥燕瘦，男女老少咸集。經過古典樓台 Miramar 皇宮

和新潮鐵雕刻「風之梳」The Comb of Wind，一巨鈎鑽入一座大石，腳下湧着

浪花。

  我參加了費時大半天的額外旅行「巴斯克地區跨國遊」，旅遊車清晨駛入法

國境內，因為西班牙和法國同屬大歐聯邦，邊境不設關卡，隨身護照是有備無

患而已。十五年前我參加「法國全面精華遊」，這地區是故地重遊。Biarritz

是巴斯克人在法國聚居最大的城市，它原本是一捕鯨業港口，十九世紀時拿破

崙三世皇后 Eugenie 愛此地冬暖夏涼，設離宮於此，跟着貴族和法國首富接踵

而來，竟成了渡假城市。現居於此有四份之一是退休人士，Biarritz 有出名海

灘三處，是歐洲滑浪中心。十五年前我在此過了一夜，看得比較詳盡，遠勝現

在蜻蜓點水。車子在 Atalaye 燈塔附近停下來。直至十六世紀，每當鯨魚隊伍

游近海港時，守望台上必放出煙火以警示狩獵人是出洋的時候。十五年前大雨

滂沱，這次陽光溫煦，惠風和暢，景象清晰得多。Bay of Biscay 海中點綴了

很多參差不齊小島，其中「處女石」有橋可步行而至，上有古典建築，是拿破

崙三世手筆。十五年前在煙雨迷濛中我曾漫步此島，回顧 Biarritz 市容，雄

偉極了，比 San Sebastian 的清麗，大有不同，雖然彼時景物為雨水遮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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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次再沒有機會。第二次重臨Biarritz，自己遠超古稀之年，能不感慨萬分。

「十五年勝地重遊，雲外神仙應識我 ; 八百里晴天一覽，湖邊風月最宜秋。」

雖然這不是秋天，看到的是大西洋，但這撫今追昔，觸景生情的懷抱是一樣的。

Biarritz 的街景亦引人入勝，到處都有不同的檔口，如鮮花、菜蔬、生果、食

物……超級市場內出售肉類品種之多，難以枚舉。這裡的甜品，尤其是朱古力

糖是享譽法國的。十五年前購買了一盒，現在身體起了變化，已不容許我放縱

食慾。Biarritz的Miramar Hotel和幾間賭館，無論外表的二十世紀初「純美」

風格和裡內陳設奢華，都令遊人駐足流連。這次囿於時間，車只能在門前作走

馬看花。

   St. Jean de Luz 是一很難令人忘懷的小城，在法國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

教堂 Eglise St Jean Baptiste 是一六六零年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 迎娶西

班牙公主 Maria Teresa 的地方。這是一很成功的婚姻，他們恩愛彌篤，極盡

魚水之歡。當法后病故時，法王哀慟欲絕，對臣下說 :「她給我很多慰藉和歡

愉，讓我了解人生的真諦，唯一給我的煩惱就是她溘然長逝。」儘管法王有很

多外遇，夫妻二人相敬如賓。法國和西班牙諦結秦晉之好，不再有干戈，直至

一七零二年，因繼承西班牙王位問題，爆發了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

抵步第一件事是去參觀這教堂，洋溢熱情快樂。講壇輝煌奪目，保留十七世紀

的奢華。法王帶新娘行出的閘口已被封閉，現有一石牌以誌其事。市內還有一

古蹟，Maison Louis XIV，是當年法王寓居處，此旅館今天仍在運作，裡內傢

具已現代化了。十五年前為風雨所擾，未能漫步仔細瀏覽此城。今次有個半鐘

頭午餐時間，可彌補此遺憾了。小商店充斥鬧市，窗明几潔，貨物品種琳琅

滿目，比起巴黎 ST. Honore 區不遑多讓。十一世紀前鯨魚的軀幹被拖入 St. 

Jean de Luz，切分小件，出售各鄰村，現場已改成港口碼頭，泊了很多漁舟

和遊艇。像其他巴斯克濱海城市，海灘滿佈細白的沙，因為外圍是港口，泳客

在此更覺安全。市中心的路易廣場 Place de Louis 是憩息的好地方，四周都

是食物檔口，很多長椅方便行人，中央是一音樂亭，我很幸運，恰逢巴斯克假

日，穿了紅色制服的樂隊在演奏，我欣賞了十多分鐘。午餐草草，要預留胃口

去享受 San Sebastian 的美味呢。

  翌日晨，旅遊車駛離這美麗小城 San Sebastian，臨別依依，不覺有點黯然

神傷，同時也告別了巴斯克王國，西班牙部份是新到，法國部份是重臨，都留

下美麗的回憶。寫遊記最大益處是強逼自己在腦海重遊勝地一遍。一口氣寫了

三篇北西班牙遊記，做了很多考據功夫，心力交瘁。若要寫第四篇，應是「戈

迪遺風」，記名城巴塞隆拿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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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西班牙北部的風土文物神往多年，無奈西班牙沿大西洋海岸線不是歐遊

的熱門焦點，很少組團前往。最近英國的「洞察」旅遊公司六月中有團到訪作

兩星期遊。我毅然報名參加，終償積存悠久的期望和夙願。

  這是西班牙最西北端的省，和大西洋有難解難分的連繫，加利西亞 Galicia

長年屢日潤育在雨水中。「綠」是大地的顏色，染着高山叢林，谷底平原，曲

折嵯峨海岸。它不僅在地理上和國家本土分隔，民風習俗如氣候般，近似遠在

大西洋北疆的愛爾蘭。處歐洲大陸最西的線上，亘古以來，Galicia 被國人視

之為天涯海角。首府聖地亞哥 Santiago de Compostela 是這塊像翡翠般的寶

石鑲上璀璨瑰異的一粒鑽石。

  聖地亞哥既是歷史名城，又是繼耶路撒冷、羅馬後成為基督教第三聖地。

事緣耶穌的堂弟兼門徒 St.James 埋骨於此。故老相傳，基督復活升天後，

St.James 遠涉重洋，來到西班牙西北傳道。在 Galicia 棲遲多年，和本地人共

甘苦，協助他們生活，兼教授希臘、羅馬語言，傳播古文化，深受本土 Celtic

人愛戴。後飄蓬輾轉，幾經艱難回到耶路撒冷，繼續從事基督真理，為統治者

拘捕，斬首處決。殉道後，眾門徒盜取遺體，護送至耶路撒冷的港口 Jaffa。

早有一小船在碼頭等候。他們登上，這無人駕駛的小船，在地中海隨波漂流，

出大西洋。神風吹它進入距聖地亞哥僅二十公里的河港 Padron。眾門徒於是將

聖地亞哥作老師長眠之地。

  墓地太隱蔽了，又沒有記錄或碑石；遺骸

何在？人間茫然。St.James 竟在人們記憶中

消失了七百五十年。八一三年，有一山林高

士見到異象，被引到一群星拱照的山邊。挖

出一古墳棺木，赫然有 St.James 的名字刻

上。於是這聖人重現人間。地方就喚稱「群

星拱照處」。即西班牙語 Compostela。城市

也命名為 Santiago de Compostela，即「群

星拱照下的聖地亞哥」。須知在希伯來文

中，lago 是 James 和 Jacob 雅各的源頭。Santiago 即是 St.James。

  在 St.James 重現期間的前後 , 現今西班牙、葡萄牙所在地 Iberian 半島為

從北非來的回教徒摩爾人 Moors 所征服。只有 Asturia（現西班牙北部，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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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旅行經歷的路線）是碩果猶存的獨立

王國。在異族人鐵蹄下，基督徒飽受迫

害煎熬。Asturia 國王 Alfonso II 提

拔 St. James 為抗拒異教徒的標誌。他

築了一小教堂安置聖人的骨殖；於是聖

地亞哥成為基督教第三聖地的開始。

八四四年，在 Alfonso II 繼承人 King 

Ramiro I 領導下和摩爾人激發出 Battle 

of Clavijo 大戰時，St.James 竟輪迴轉

世，躍馬持槍，屠殺敵人六萬。甚至在秘魯，西班牙征服 Inca 族土人時，糾

糾武夫 St. James 巡迴戰地，血染征袍。在西班牙人眼中，St.James 有雙重身

份：一是手持儀仗，滿面慈祥的教士；一是半生戎馬，威風凜烈的名將。這真

是不可思議的。

  在西班牙人表揚下，St. James 聲譽鵲起。他的遺駭也成了城中寶物。從

歐洲各地來的朝聖香客甚眾。小教堂再不能接納負荷這潮湧人流。一零七五

年 King Alfonso VI 另建一龐大教堂。建築師 Xeimirez Diego 仿羅馬式

Romanesque 設計築成今址。St.James 也換了長眠之地。當然歐洲其他地方也

覬覦此物，能擁有 St.James 的墳墓，地方很自然就成了聖地。一五八七年那

劣跡昭著的英國海盜 Sir Francis Drake 領他的船隊，準備劫取 St.James 遺

骸運往倫敦。他已有擾亂大西洋沿岸和西班牙海外殖民地的「輝煌」歷史。城

中居民早聞預謀，把 St.James 遷移到一很晦密的地方。這第二次遺失持續了

近一世紀。教堂革新改修成 Baroque 式方被發現。除了 St. James 的一副骨骼

外，同時發現有兩副。只一頭骨有一小洞，恰巧在意大利 Tuscany 一教堂保留

着 St.James 一小骨塊，運來一看，和那缺陷頭骨竟有天衣無縫的吻合。這確

是 St.James 無疑。其他兩副是他門徒的。這三副骨骼於是被供奉在講壇下面

的土庫玄室內。

  聖地亞哥是歐洲第一座旅遊城市。自

中世紀以來，從歐洲各地步行至此向

St.James 致敬者甚多。十一和十二世紀

時，每年都有半百萬人到來，包括君王

Fernando and Isabel，Carlos V，聖人

Francis of Assisi。他們行的路線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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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西部山區穿過西班牙北部，這是有名

的 El Camino de Santiago（ 英 譯 為 the 

way of St. James）沿途設有寺院及留宿

的茅舍。十一世紀初法國修道高士 Aymery 

Picaud 編撰了首本面世旅遊書以方便徒

步朝聖者。記錄了沿路的教堂、供應食水

處、可以歇腳留夜處。兼述及所經各地的奇

風異俗。其中一段頗為生動幽默的描繪。

Navarrese Basques（即現在 Pamplona 地區）壯年男子激情性動勃起時，必露

械以示其天賦異稟的威武。家庭婦人將外出的騾、馬繫上貞節帶（即十字軍離

家時給妻子用那種）以免避其侵犯作洩慾工具。朝聖路上零零落落有很多寺院

騎士 temple knights，武裝保護行人的安全。在中世紀交通遲滯，文化盲塞時

代，居民少出家門，最遠的是自己村落的周邊。有一條跨山越河，涉足千里的

朝聖路，確實是破天荒創舉。

  中世紀時甚麼人踏上征途，邁步朝聖路呢？大部份是虔誠天主教徒。他們相

信步過全程，一定減半將來在煉獄消磨的時日。其餘有的在獵奇冒險，有的是

觀光異地風景文物。有的是結交新朋友或找尋配偶。有的在覓取獲利時機。有

的是享受盛名好回到家鄉向同僚誇耀。還有些歹徒在尋找犯罪機緣。Chaucer

在英國古文學 The Canterbury Tales 中

就記載了在 Bath 一中年婦人感到自豪，

走過此路並獲得幸福婚姻。其中的法國通

道全程七百五十公里，要攀越 Pyrenees

山 脈， 進 入 西 班 牙 境 內 Basque 區 的

Roncesvalles 領取通行護照。這是舉步

維艱的旅程。日曬風吹雨淋不在話下。

腳板生水泡，節骨扭傷也是常見現象，

通常要在中途站的茅舍停頓下來。休養

生息數天。幸好行此路從起點到終點沒有限期的。進入 Galicia 後同行夥伴漸

現擠湧。在東距聖地亞哥大教堂十二公里有一河。朝聖者要在河水沐浴，尤其

是要仔細清潔私處。此河名喚 Lavacolla，英文意思是 scrotum –washing 即

「洗滌陰囊」，我姑且給它一比較文雅的中譯名「濯丸河」罷！

  時至今天，每年有上四百萬人絡繹不絕地踏上征途，邁步朝聖路。從

Roncesvalles 行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大約需時一個月，每日走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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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沿途雖有供應三餐、茶水、留宿的驛站，但這是很消耗體力，傷殘或然

率不低的活動。尤其是冬天有寒流、雪擊、山崩的危險。這些朝聖者為甚麼犯

難而幹呢？原因和上述中世紀人差不多，

還加上一靈性修練。我們的旅遊車從馬

德里駛往聖地亞哥。在將近抵達前領隊

播放一部電影 The Way「聖路歷程」，闡

述一中年人 (Martin Sheen 主演 ) 聞知

年青兒子在途中猝斃，立即飛赴西班牙，

繼續愛兒未了的途徑。他雖是一頗有成

就的商人，在聖路上和一班世界各地來

的陌生人共同生活。夜間睡於可容納多

人的宿舍大房。日間餐於自助式的大膳

堂。過濯丸河時他沒有解衣裸浴，只將背包拋在河內，讓河水作象徵式的清潔。

抵達聖地亞哥大教堂時，在護照上打印並用兒子的名字登記。雖抵達目的地，

餘音未盡，行多十里以上到大西洋邊的小漁港 Fisterra。此行大大震撼他的心

靈，使他對世界事物有不同的觀察和感應，因而改變了他的人生觀。他在小漁

港拋棄了征衣，換上新衣裳，帶簇新的生命回歸家園。

  旅遊車抵達 Santiago de Compostela 的 NH Collection Hotel 已是下午四

時許。領取房間，收拾行裝，略作梳洗後，急急出門領略這古城的風光。旅館

在山坡下，花樹掩映中。時屆暮春初夏間，繁花已謝，綠樹陰濃偏遠至小山嶺

上。時聞啾啁鳥聲在林中。數步之遙有一泓清澈的湖水，幾隻彩鴨在嬉戲。湖

邊有青蛙鳴叫。像林鳥般，只聞其聲，不見其形。風和日麗，真是一旅遊的好

日子。「門外無人問落花，綠陰冉冉遍天涯。林鶯啼到無聲處，青草池塘獨聽

蛙。」從馬德里乘車到此，路漫漫，難免有點倦意。雖然只有兩個鐘頭空白，

拖着疲腳，快步朝古城走去。

  短段遍佈沙泥的沿湖小徑，接駁着一捲曲窄巷。地板是小石塊，兩旁都古舊，

矮矮的房舍，有些門前擺上食物或紀念物件檔。間中雜了陳年的教堂和有雕刻

石像的廣場。風雨磨蝕了的石壁，從縫隙中爆射出來金色、銀色、綠色的苔蘚。

野花雜樹擁着一高高旗幟。我雖未見到大教堂，已嗅到深濃的中世紀氣味了。

  窄巷南端緊接着遼闊的勞工廣場 Praza de Obradoiro。四周都是中世紀的建

築物，古意盎然。南邊的現用作大學校舍。西邊的現被聖地亞哥市政府徵用作

行政機構。東邊是巍峨大教堂，建築 Baroque 風格。兩座高塔拱衛着當中金字

塔形的大教堂正面。頂尖十字架的座台下圍繞着數不清的石像。正門上面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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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形凹牆，一巨大十字架橫亙其中。奢華得令觀者的尊敬，油然而生。這三座

緊依偎着的建築物放射着和諧、寧謐的氣息。宛似基督門徒 St.James 穿了聖

袍，慈祥地俯視前來拜望的人群。北邊地盤全被文藝復興時代產物 Hostel dos 

Rein Catolicos 佔據。直至十三世紀大教堂收容安置從各地來的朝聖者。後

流量過多，不能全部都在大教堂留宿，市內各處紛紛建修道院容納他們。國王

Fernando 和 Isabel，感恩 Granada 從摩爾人手中光復，要建一超型的修道院，

尤其是照顧那些窮困、傷殘、生病的朝聖者，於是遂有今址。今日 Hostel 這

名再不切合現況。這是市內最豪華西班牙式 Parador。內有四庭院。每晚房租

非普通人敢詢問。我就從這旅館的邊緣步入廣場。高牆下一青年男士在用蘇格

蘭風笛 Bagpipe 奏本地音樂。一妙齡女郎手持 Castanet 在打節拍，且輕歌漫

舞。我覺得風笛這樂器有點霸道，但反映出Galicia的文化和英倫三島的連繫。

後來本地導遊 Mateo 告訴我們，這樣的各式音樂「表演」是不停。樓上一擲千

金的豪客，日以繼夜，如雷灌耳，受得住嗎？本可以在勞工廣場流連二小時以

上。因是夜在旅館晚餐大會，我只能驚鴻一瞥，匆匆快步回房間。  

  次日晨早餐後參加了額外的距聖城約二十公里的下河口流域 Rias Baixas

遊。在聖城和葡萄牙邊界間有四條河流向大西洋。出口處，長年屢月，淤泥積

聚，形成土地肥沃的三角州。且有大小島嶼在大西洋中，攔阻着暴風巨浪，給

流域區製造溫潤的氣候。極利農作物生長，尤以葡萄園為著，所以此區以名酒

馳名於世。另一名產便是海鮮了。

  旅遊車在山陰路上奔馳，穿山過嶺，綠草如茵，松蔭蔽日。遙望深藍海水，

擊蕩着危崖下崩雲亂石，或撫摩着白練如帶的沙灘。我們有時越吊橋到一小

島，停在遊輪碼頭邊，有時下海灘和當地的弄潮兒比肩擦背。最後進入一小村

Cambados。導遊 Mateo 說這是一咖啡小歇站。讓我們有機會和新結識的團友聊

天。此團多是澳洲客；他們對我非常友善。Mateo 給我們半個鐘頭，然後回停

車場集合觀光一古屋。此小村只有一條街，街上有三間茶座。團友們紛紛分組

進入。我沿街行。很多賣衣服商店，有一半以上閉了門，不知是否西班牙午息

停業時間，只有一所小旅館，名字同村名，還有一很雅緻的小公園。

  Mateo 領我們進入一古屋。女主人笑臉相迎。這是有二層的龐大樓宇，屬於

這家族上三百年。樓上一半是家居，另一半是一小型博物館。我在歐洲，古屋

已是司空見慣，都是傢俬、瓷器、玉像、雕瓶、掛畫‥‥‥類。只有一幅畫非

常吸引我的注意。教堂鐘樓上的鐘時針指示的時間，和我手錶上的全部相同。

我行近細看，原來畫內有一圓洞，鑲了一巨型活動錶。樓下是營業部，賣各類

土產酒。有旁門出往屋後的大花園，廣植葡萄。原來酒都是這古屋釀制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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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是枝葉婆裟、樹幹蒼勁的大橡樹。樹下有椅六張，我索性坐下來歇息，兼避

似火驕陽。突然一很可愛的金毛小犬，緩緩行到我腳前，和我一見如故。不久

女主人請客人到大廳品酒，我不是劉伶客。到各處巡視，小犬緊跟在我身旁。

此「下河流域遊」結束於聖地牙哥勞工廣場；有兩個鐘頭午膳兼自由活動，漫

步古城。下午二時開始大教堂裡內觀光。

  大教堂正面朝勞工廣場。在側攀二梯級至一台階，入光榮閘口 Portico de 

la Gloria 的三度拱門，這是教堂正式進場處。它們分別雕刻了世界末日、最

後審判、煉獄的景象和人物。圓柱上基督下面便是莊嚴 St.James。最底下是基

督的家族樹。樹根處顯然留下些溝洞，是千萬朝聖香客摸過的痕印。這是他們

徒步長程的終點。也在這處卸下背上的重擔，解脫心靈的負荷。門角一處跪着

這彷羅馬藝術 Romanesque 設計大師 Maestro Mateo 的石像。他的頭被尊敬者

摸得光滑。香客爬上高高的講壇，輕輕吻着穿了釘滿珠貝聖袍 St.James 的雙

足。這是步行個多月達到的高潮。此是大教堂的焦點，四周圍以精緻的雕像和

華麗的帳幕。當然香客不會忘記踏下到土庫玄室向 St.James 的遺骸（藏在石

棺內）膜拜。半圓形奧堂上空天花板下懸掛了一巨大裝滿燃燒薰香的容器 The 

Bota fumeiro。要八位大漢方能拉得動，在上空作弧形軌道迴旋。在古時奧堂

和翼廊站滿了風塵滿衣，汗流浹背的香客，只有這滿飄散着濃烈薰香全室方能

掩蓋那惡臭的人氣。教堂內 St.James 的雕像琳瑯滿目。分為三種形式：（一）

作為基督門徒着的是簡樸簑衣（二）傳道人手持儀仗，掛了帶子貝殼襟章，穿

了聖袍。（三）中世紀武士騎駿馬，戎甲蓋身。Mateo 給我們二小時導遊，頗

為詳盡，我只能將其中精華錄下。

   是夜我參加一欣賞欣賞美食小團往品嚐「下河口流域」出產的海味。下河

口流域是剛剛在早上遊過風景秀麗的錦繡河山。黃昏時候領隊 Lola 和司機

Santo 率領我們十二人往在聖地亞哥郊區一名喚「十三點」的鄉村俱樂部去。

地點在一密林阻隔的山崗上，環境清幽極了！席設游泳池旁。除了我們無其他

食客。早有一小型樂隊在迎賓，包括一鋼琴，一小提琴，一大提琴。難忘的菜

式有河蟹沙律、清焗貽貝 Mussels、生炒鱆魚爪小塊配以紅辣椒粉 Paprika、

紅酒燴沙丁魚，西班牙式烹飪本地名產令人腸肥肚滿，齒頰留香。餐後小樂

隊開一演奏會，多是 Galicia 音樂夾雜些古典名曲。在鋼琴和提琴下，不似

去夜在勞工廣場聽到的風笛奏出的，Galicia 音樂多麼柔和悅耳。大提琴獨

奏 Albinoni 的 Adagio 最使我沈醉，令我情繫千古，神馳萬里。聖路上陸續出

現傳教士，Celtic 土人、步行朝聖者、摩爾人、中世紀騎士、出洋探險家、

海盜‥‥‥我的夢魂徘徊界於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 Pyrenees 山區直至聖城

Santiago。飄呀！飄呀！飛到 Rias Baixas，那蜿蜒參差的大西洋海岸線，嶙

北西班牙旅遊心影錄 - 聖城拾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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峋尖削的崖下石塊，滔滔白浪湧着藍寶石般的汪洋。漂呀！漂呀！浮越天邊，

抵達南美洲的巴黎 Buenos Aires，這是 Galicia 海外移民聚居最多的地方，有

第二 Galicia 的美譽。Pyrenees 和 Buenos Aires 都是我從前遊過的地方。大

提琴奏出 Albinoni 名樂已在幻想中把我的旅行經歷融匯成一片。我就在這餘

音繞樑，燭光搖曳，夜涼如水中，結束了聖城 Santiago de Compostela 的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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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月前在南美洲極端遊覽了兩個星期，在智利藍塔公園寄寓了三整天二

夜，房間設備雖然很基本，沒有電視，晚間傳來松濤疊疊的風聲。把我在鬧市

生活了一生，洗盡鉛華，返璞歸真，浸淫在大自然享受中。這短暫的人生一剎

那，回味無窮，揮筆於「留得殘荷聽雨聲」一文，將其經歷記在內。慢慢細嚼

之餘，再收拾行裝，踏上征途，往中美洲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作九日的旅行。

這雖是一面積很微小的國家，內有全無污染，潔白如雪的沙灘 ; 巍峨險峻的山

峰 ; 翠綠茂密的雨林和雲林 ; 樸實嫵媚的小村落……短短旅程，留宿五處，

每處一至二晚。有四晚在國立公園內，我大可重複藍塔公園的經驗。這旅行絕

對迥異阿根廷、智利的，給我一個意外的驚喜。中美洲是接連北美洲和南美洲

二大陸的一狹長地峽。內有七個國家。只有 Costa Rica 政局最穩定。且民生

頗為富庶，有中美洲瑞士的美譽，是遊中美洲的首選。除秀麗河山外，Costa 

Rica 還有一恩物賜予遊人，它的郊野蘊藏着奇花異卉，珍禽怪獸。每一類有五

花八門，彩色繽紛的種屬，給喜愛生物學的我有無限的吸引。

  第一夜的旅館是唯一不在國立公園內的 Sheraton San Jose，座落在離首都

約二十分鐘車程的衛星小鎮 Escazu 內。這豪華住宅區的房宇錯落在原野上，

每所和鄰居都有一段遠遠的距離。我踏進房間往窗外望，幾株綠樹憑風招展。

一條大馬路繞邊而過，車輛稀疏，遠遠崗巒起伏。「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

斜」。旅館毗鄰是一豪華賭場，人跡罕至，絕無喧嘩，環境清幽極了。放下

行李，腹如雷鳴，事緣聯合航空國際客機不

供應午餐。在樓下餐館內用膳。價格可比得

上北西班牙。我要的主菜是墨汁炖魷魚，一

年前我在 San Sebatian 沒有點此菜，引以為

憾，( 見前遊記「進出巴斯克王國」)，Costa 

Rica 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烹飪部份保留西

班牙風格。這是用魷魚本身的墨汁炖的，出

來見到黑黝黝的，挑不起食慾，當時飢火內

燃，不能計較。入口時味道鮮美，清脆肉嫩。

相信以後再沒有機會點此菜了。

  從餐廳出來，未到登記處見到領隊 German 坐在一角和兩對年青夫婦說話。

他擺手招呼我過去，並將一袋文件交給我，內有此旅行的每日節目，Costa 

Rica地圖、規律……等。German名字的G讀H音。名字的意義不是「德國人」，

而是「她的男人」。是夜見面晚會有團友三十五人。一月時的南美洲團全部



280

是長者。此團多是年青人，包括三家庭的成員。晚飯前有介紹團友的程序。

German 別開生面。給我們十五分鐘找一陌生者交談，不是自我介紹，而是介

紹剛認識的陌生者。

  Costa Rica 北鄰尼加拉瓜 Nicaragua; 南

畔巴拿馬 ; 東瀕加勒邊海 Caribean Sea; 

西倚太平洋。面積很小，不及廣東一省。地

形狹窄，從東岸至西岸，只需要六個小時車

程左右。有三條山脈，橫亘於中，從西北到

東南。國家地理是多山區，很多崇山上有活

躍的火山。東北佈滿濃密的熱帶雨林，尤以

加勒邊海旁的眾龜國立公園 Tortuguero 為

著。是我們次日旅行目的地。

  清晨早餐後，告別 Sheraton Hotel，在首都 San Jose 市區內稍作巡禮，緩

緩進入山區。一個鐘頭後，在一曲徑通幽，花木叢深典雅小舍停下來。我們踏

進那L字形建築物，L的座線早擺滿椅桌，這是出售本地名產Chocolate地方。

每人面前列着十小粒不同顏色、形款 Chocolates。店主 Julio Fernandez 向我

們解說從 cocoa bean 到製成糖果的過程。他先介紹自己本是國家地理雜誌內

一學者，替雜誌撰寫文稿二十年，退休後隱居在此山中，和友人合夥開設此公

司。他操流利美式英語，配上引人入勝的詞鋒。內容並不限止於商業，並涉及

Costa Rica 歷史、社會、政治、民生……給我上了一堂社會學課，使我對這旅

行有美好的初印象。演詞中斷時他讓我們品嚐不同步驟及灌以不同香料或新鮮

生果味的 Chocolate 小粒。授課後我有機會瀏覽 Julio 的園林。美極了 ! 綠葉

婆娑植被中有千紅萬紫的花卉，很多熱帶花如 anthurium, heliconia…L 形小

舍頂端的賣物部，可以購買各式精緻包盒，內藏各種形款的 chocolates。

  繼續東行，車子在林蔭蔽日，起伏不平的蜿蜒路上奔馳，Braulio Carrillo

國立公園是我首次在 Costa Rica 碰上的雨林。關於雨林我在南非、檳城、南

美諸遊記內早有輕描淡寫，現再補充些資料。雨林區內雨水充沛，每年降雨量

可達二十三尺以上，所以氣候多是潮熱。樹的軀幹很快成長至高聳入雲。因為

要爭取陽光，高層處綠葉濃密，織成一華麗的綠色垂帳，近地的部位便顯得稀

疏寥落了。這垂帳高達一百尺，很多動物聚居於葉叢深處。長長的樹幹多綵飾

無數火把花 bromeliads 和藤本植物。在芸芸眾樹中竟出現了一奇怪的「絞殺

樹」。它是類似無花果樹的寄生物。它將本身樹幹附在一原生樹上，吸取原生

樹所有營養素直至主人枯掉，然後自己以一新樹傲立於世，樹幹中是空心的，

中美洲零碎搜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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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主人原生樹枯死後漸漸霉爛消失。想不到植物界也有這殘忍的兇殺淘汰現

象。在雨林中生活的哺乳動物包括美洲豹 jaguar、樹懶 sloth、四種猴子、貘

tapir……還有擁有艷麗羽毛的鳥如血紅色的金剛鸚鵡 macaw 和不同色彩的巨

嘴鳥 toucan。我們要到眾龜國立公園留宿二夜的動機之一就是希望能一睹這些

動物的現場生態。

  從雨林冒出，車子降落至平原小鎮 Guapiles，天氣漸轉炎熱。午餐在公路

旁的藍蝶小餐館內。剛進門時領隊 German 指出大樹上伏着一三趾樹懶 three-

toed sloth，高懸在上，依稀可見。當我舉頭凝視，望眼欲穿，頸骨近折之際，

奇蹟出現了，樹懶竟緩緩地向下面的樹枝爬動，這回可看得清楚點。樹懶是無

齒目 Edentates 中一稀奇動物。它生涯全是樹上，常吃綠葉。胃分隔數室，是

消化器官內最巨形的。胃內的細菌助它將綠葉

發酵，吸取糖份，排出毒素。它的前肢比後肢

長，四肢不能支持體重，只能助它擁抱着樹枝

像衣架般倒吊着。它在地面上行動頗為困難，

用前肢向前爬，拖動緊貼在地的表皮上肥胖身

軀，非常遲緩。所以除了一星期一次排泄外，

它不會從上下降陸地。它曲形的爪尖長至四寸，

緊釘着樹枝，就這樣懸着軀幹打長長的瞌睡，

所以有「懶」的稱號。軀體多毛內短外長，凹

線內有小溝，雨林的潮澤令微生物如海藻 algae 在內滋生。樹懶的毛本是棕灰

色。海藻將它染成淡綠，賜予天然的保護色，防避它作為鷹或美洲豹的獵物。

  藍蝶小餐館供應自助式午膳。都是牛肉片、雞塊、瓜釀魚、沙律，味道還可

以，以後的餐是大同小異，有點單調。倒是我自己往旅店餐館吃的三餐，自點

菜，很特別難忘。客人熙來攘往，都是過路的汽車客。餐廳後有一小花園，內

群蝶亂飛舞，最惹眼是全身藍色的，活躍力之強，我從未見過。沒有一隻停在

枝頭葉上歇息。German 曾設下獎品給攝取雙翼展開的藍蝶照片，相信沒有人能

領此獎。

  下午二時許抵達河港口岸 Canta Gallo，這是眾龜公園入門處之一。司機

Alex 泊好旅遊車，各人帶手提包下來，將大行李寄存在車底下的廂中。三日二

夜必需品盡收拾在手提包內。大行李都包上膠紙以備此區經常暴雨侵襲。這些

都是去夜在 San Jose 的 Sheraton 房間內準備妥當。眾龜公園是雨林叢集處，

裡內汊港縱橫，很多留宿處沒有陸路可通，靠船隻運輸。和加勒邊海平行有兩

條長長的大水道。所有留宿處都築在水道兩旁。行離旅遊車進入一亭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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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出售各類飲品小食。買了一杯咖啡，靜候旅館派來接我們的汽船。順便提及

在 Costa Rica 旅遊各處都收美元，不用找換本地貨幣。半個鐘頭後，Laguna 

Lodge 輪接我們從 Suerte 河駛入 Tortuguero 水道。船程約四十分鐘。Laguna 

Lodge 就在右依大海，左倚水道的密林隱蔽處。

  鬱蒼樹木點綴着 Laguna Lodge 各處，在廣袤大地上矗立十多組樓宇。每組

有六間房。門前是一條共用的遊廊，從遊廊步下石級便是花園小徑，可通往旅

館各處。二頗龐大的游泳池錯落其間。我的房間離註冊處有一段路程。設備很

基本，沒有電視和電話。踏腳進內如入火爐，急忙開了天花板下的電風扇。旋

轉生風，仍不能驅除熱氣。不能在房間久留休息，漫步沿小徑東行往加勒邊海

走去。坐在海邊一大石上，欣賞海景，滔滔白浪，後者逐前。遙遠處可渡入大

西洋，漂呀 ! 漂呀，直達非洲西部。刮來的海風，涼浸浸的，清爽了身軀，也

洗滌了靈魂。若逢季節，夜間還能視察大龜在潔白沙灘上產卵的奇景。我就在

大石上，反覆回味人生，像浪潮般顫動去回，不覺流逝了多少光陰，我也不知

在海邊消耗了幾許時間，直到近晚飯我方步回餐廳。Laguna Lodge 絕不是豪華

旅館，我漸漸對它產生了無限依徊，因為他透射出粗獷原野味道。

  入夜房間稍為舒暢，睡夢中聽到雨打芭蕉聲音，這場雨很大。室後的流水淙

淙小溪也變成急流飛瀑，發出巨響。房間也被紓展得清涼。花園小徑也浸滿了

積水，我要繞道持傘往餐廳早餐。「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非虛話也，

餐後離船遊時間有一個鐘頭，我步入餐廳的軒亭，坐在臨水道邊椅上，欣賞着

對岸雨林景色。白石欄杆前種了些長青藤、杜鵑花植物。時大雨雖歇，仍有微

風細雨，長青小葉上滴滿水珠。風吹起水面一小漩渦，曳落的杜鵑花瓣在水面

上打圈，卷聚在一起。我驀然記起唐朝張蠙詩句 : 「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

風聚落花」。詩情畫意，盡在其中。

  在龜塔公園內船遊雨林應是此行精華之一，我們坐的沒有頂蓋的小艇，有一

辨認動物專家坐在船頭。小艇緊靠雨林邊緣而行，能想像到的熱帶植物都羅列

其中。船遊分兩部份 : 午餐前和午餐後。上午是沿兩水道行，兩邊雨林了然在

目。長滿亭亭華蓋的高樹，樹中夾着熱帶植物，樹前臨河處也是熱帶植物，更

有鮮紅花如紅掌 anthurium、螺旋花 heliconia、蘁花……錯落其間。真是萬

綠叢中一點紅。臨河的植物，莖粗葉大。常見的如棕櫚、葵、蕨、萬年青……

也是比家中的五六倍以上。很多大葉伸延到河上，在水面拖着。專家指出高樹

上的動物，他用時鐘的長短針作方向指南。我眼力遲鈍，只能辨認些大的如猴

子、樹懶……為樹葉掩閉各類鳥，便沒有敏銳的眼光了。偶然認出三隻綠色的

巨嘴鳥，很感覺自豪。當然我不會錯過躺在河邊石上的美洲鰐 cayman。

中美洲零碎搜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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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雨欲來風滿林。從遠方黑暗的天空吹來的狂風，把河水吹得豎立起來 ;雨

林內的暴雨，也在狂風夾帶下，越過河水飛過來，這雨可謂傾盤。我在「尋夢

重到檳城」一文中，曾寫過暴雨。那裡有屋簷暫避。在此空曠河上小艇中，無

處可避，任由如珠粒雨點打在頭上。急忙披上旅館供應的雨衣，也無際於事，

重衣濕透。小艇仍不氣餒，繼續沿河找尋樹中動物。

  結束這船遊，回房間換掉濕衣，享用了午餐，又返小艇開始下午遊，此遊性

質略有不同，天氣稍霽。暴雨變成驟雨，艇駛入狹窄支流內。植物更稠密，很

多時要迂迴曲折而行因為河道閉塞。大葉在船邊擦過，甚至要側身閃避接觸。

舉頭一望，一連串長長的長春藤高懸空際，宛若農曆新年時在高樓邊懸掛着鞭

炮。只不過這鞭炮是綠色，不會爆炸而已。最後船駛回 Tortuguero 河道，直

向村落中心奔去。在目的地登岸，見到零落的房宇和商店，分散在為加勒邊海

和 Tortuguero 河道夾着一小片大地上。地理環境和我寓宿的 Laguna Lodge 相

同，相信我從房間出來，沿加勒邊海海濱向南行，徒步可達。正中是一歐式足

球場和一臨床健康處。盡頭見一頗具規模的賣物店，可見得很多人訪問此村。

在 Laguna Lodge 碼頭 German 宣佈我們晚飯前有一特別集會，要帶同護照，我

心感事有蹊蹺。

  在集會中 German 告知勞工會因新稅例抗議政府，將貨車停泊在各公路入口

處，Costa Rica 陸路交通頓成癱瘓。明早離開眾龜公園要乘船經加勒邊海，北

上入尼加拉瓜國境。從 Sarapiqui 河南下到下一站 La Quinta Inn。因此河上

游在尼加拉瓜國內，跟着他檢閱每人的護照並登記號碼，翌日一早退房吃罷早

餐，七時半在碼頭齊集。German 喜氣洋洋說勞工會和政府已達成妥協，公路可

通行，我們不用入尼加拉瓜，可依照原定路線而行，遲一個鐘頭出發，於是我

步回餐廳，要了一杯咖啡靜候。

  從旅館 Laguna Lodge 乘船返回河港口岸 Canto Gallo，見到司機 Alex，登

上旅遊車，浩浩蕩蕩循原路回到 Guapiles 的藍蝶小餐館午餐。跟出北行朝

Sarapiqui 流域走，經過春風十里，盡綠野青青。在一棕櫚莊園停下來，一略

嫌臃腫的中年婦人迎我們入大客廳，在列座中找到座位，她令侍從奉敬每人清

茶一杯，她笑得很甜，只說了一句英文 :「我的名字喚 Nidia」便用西班牙文

慢慢解說製作棕櫚心的過程。她用手勢和道具配合演說，很生動，我雖然不懂

西班牙語，也可領會到演詞的內容，步驟分為三 : ( 一 ) 摘葉，先採下棕櫚樹

中心的嫩枝，把葉摘除，她跟着拿了一枝，用剪將其中一塊葉割掉。(二)除釘，

枝的莖上滿佈刺手的小釘，要將它們拔除，她拾了一枝沒有葉但滿身都是密密

麻麻小釘給我們看。(三 )削皮，她拾了一枝光禿禿的白棍作展出樣本。(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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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她現場示範用刀在鐵板上將白棍一部份切成幾塊薄片。她命侍從在兩邊

傳遞滿載薄片的二小碟給各人品味，入口清脆滑嫩。我從來不知道棕櫚可充食

糧，以後的自助餐我特意在沙律中選上很多棕櫚心。結束這演講她命侍從送上

一個開了蓋的青椰子，兼備飲管，吸取其甘液確是清涼解暑妙品。屋後有一大

草坪，可以給小孩們玩球，四邊圍着各式果樹，椰子是其中之一。她帶我們到

一大樹下，隨便摘下多顆長滿長毛紅色圓球。去皮露出晶瑩白肉，請我們試吃，

酸中帶甜，原來是rambutan廣東人稱它為「番鬼荔枝」。三藩市華埠也有出售，

穿眾果樹前行便是密不透風的棕櫚樹林了。

  Sarapiqui 流域南面是有熱帶雨林的 Braudio Carrillo 國立公園，我們車子

兩天前曾穿過。流域內有一望無際的芭蕉、菠蘿、棕櫚農園。個中插有私人的

山莊、園林和生物學研究所。La Quinta Inn 在河畔小村 La Virgen 內，旅館

也是園林式，地域沒有 Laguna Lodge 那麼大，從註冊處到房間要步過一條很

長的遊廊，兩邊植滿熱帶的紅花綠葉，頂面是滿佈牽藤引蔓的節瓜木棚，可阻

擋烈日煎熬。房間沒有電視和電話，卻備有空氣調節。後門出去有一私人小庭

院，備有一張可搖動的吊床。為繁花圍繞，躺在上面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閒」。

一切都差強人意，我方發現淋浴沒有熱水。我急忙步回註冊處投訴，因為沒有

電話聯繫。櫃面女人說派員工視察，矯正後再通知我。回房間等了四十分鐘未

見動靜，再回註冊處詢問。原來我的房間是最遙遠的，所有房間都散落在花園

內。他們忘了開電掣，早在半個鐘頭前開了。為何不拍門通知，匪夷所思 ? 晚

飯前請了一生物學家演說，大堂備有精緻的茶點，那女博士首先向我們道歉。

西班牙是她母語，英語不大流暢。她學問淵博，先從流域內的風土人情，生活

習俗說起，再到區內各動植物生態環境，配以幻燈圖片，遺憾她的口音甚重，

很難聽得順理成章。幸好我對生物學稍有認識，聽得一知半解。

  翌日一早有白浪急流節目，我沒有報名參加。( 一 ) 收費甚昂。( 二 ) 我沒

有帶泳衣，當天便要離開此地，要自備衣服事後更換，很麻煩。( 三 ) 當天下

着雨，我不會游泳，上了年紀不能有意外。( 四 ) 這玩意兒年青時在菲律賓馬

尼拉試過。這倒好，多些時間在旅館流連，在鳥園內欣賞群鳥雲集半小時。園

內備有桌椅，中間有一平台，放上幾盤種子和碎核，各類不同顏色翼毛飛來啄

吃。去夜生物學家曾說及鳥的品種，我記得不清楚，若她能現場指示，便精彩

得多。司機 Alex 坐在我的旁邊，他是頂友善，可惜他不懂英語，此站給予我

不同經歷。

  下一站是 Arenal 火山區，經過小村 Muelle，我們集體參加「請作貴賓」這

節目。Alberto Quintana 是一年逾古稀，軀幹魁梧老翁。經營出入口生意致

中美洲零碎搜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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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退休後建了一華麗山莊 hacienda，一切以保護環境生態為主題，裡內自

己種植了多類瓜果菜蔬。他請我們進內至娛賓大堂，裡內羅列很多椅桌，側面

大玻璃窗外是山林景色。他操略帶口音流利英語叙述他一生，年青時曾在美國

寓居 Florida 多年，他選擇此山明水秀好去處建此家園推進環保工作。演講完

畢後他領我們走一段長路到達翡翠軒，桌上早擺滿自產的生果，有桃、李、星

形楊桃、木瓜、菠蘿、椰子、櫻桃…任由我們選吃。跟着領我們到一大飯堂，

有一大鋼琴在一角。時正午稍過，自助餐開始，他的小孫女彈出鋼琴名曲，是

貝多芬的「為伊麗絲而作」。純熟的手法傳出悅耳的琴音。餐後我往洗手間發

現梯級上有幾間窗明几潔的客房，我記起入門處有一面積不小的賣物店。莫非

Alberto 長袖善舞，退休後仍經營此旅遊業小生意，財富仍源源而進。

  黃昏前抵步 Arenal 火山區的 Paraiso Resort。這溫泉浴場的客房分佈在幾

座山坡上和山腰間。German 早和我們辦妥登記手續和領取房間門匙。Alex 將

旅遊車停泊在一山坡頂的空地上，我的房間離停車處只有數步之遙。房間很闊

大，仍沒有電視和電話，但備空氣調節。門前有一平台，擺上一張懶佬椅，可

以遙觀火山頂。German 說他在山下游泳池旁等待，順便收取明早額外觀光者

費用。溫泉浴就在游泳池附近，可在晚飯前享用。游泳池旁有小食店，街道對

面是餐室，是夜晚飯要自理。梳洗罷稍作休息已近晚飯時候，每組房間面前是

一盤曲小徑，就是這些小徑兼十步上下石級通往各山坡上的客房。我有一溫泉

浴場地圖，每到一轉角處有指示方向路標。入夜後在微弱燈光下，甚麼也看不

清楚，到了另一山坡，便要行很多寃枉路。我在夕陽未下前，不難找到山腳下

的游泳池，會見了 German，交給他明早參加額外旅遊「漫步自然生物徑」費

用。在餐室內要了辣椒炖雪魚，配以幾種蔬菜，可口極了 ! 明早同時有一額外

旅遊「火山口行」，雨過後，溶岩凝結形成的路可能處處泥濘，不大好走，況

且攀上火山口，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島 Mt. Etna 已有此經驗。我此次來 Costa 

Rica，主要是欣賞生物，當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這「自然生物徑」其實是一

非哺乳動物園。有生活在自然環境內，亦有很多關在玻璃窗內，尤其是那些微

小的，擺設是匠心獨具，很有藝術化。視察到很多蛇、龜、蛙、蜥蜴…種類。

此地且擁有一大鰐魚潭和一蝴蝶園，內裡的藍蝶有一兩隻伏在地上和葉上，雙

翼展開，我終於拍到了照，但已過了懸賞期限。

  我們在 Paraiso Resort 只有一夜，額外遊後便要立即離去。下一站是綠山

雲林Monteverde Cloud Forest，看地圖似乎很近，但車子要南下繞一個大圈。

可能為崇山阻隔，沒有行大車的馬路。經過小鎮 Pocosol，German 請我們吃雪

糕，再南下一大段路，抵達 San Ramon。有一超級商場，林林總總，可供選擇

的商品不可勝數，挑起女士們的購物狂。我只買了一頂帽，一裝手機的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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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隻木製小動物。車子西行至 Barranca，朝北緩緩上山，太平洋海岸線已了然

在目。

  在雲林居停處是 El Establo Mountain Hotel。Costa Rica 的旅館都很特

別，以此為最。建築物沿山而起。這是高山，不是 Paraiso Resort 的小山坡。

餐室在底層 ; 註冊處在第二層，我們的房間在第五層 ; 我的是樓下第一間。

有電視、電話、空氣調節，甚為愜意。房間在樓角，前面和右面是從地面到天

花板的大玻璃窗，窗外風景清晰可望。前面見到沿山而建的樓宇，右面是高山

和密林。我入房不久，有一小動物在右面窗前徘徊，體型是一大貓，形貌似是

raccoon 浣熊。細看下去，似是而非。可能是本地稀有動物 coati，稍縱即逝，

未及取 IPAD 來拍下照片。到山下餐室要電話預約，候五分鐘汽車來接，否則

步行下山有一段長路。是夜晚飯前有一特別節目。預約到九十六歲人瑞 Marvin

向我們述說他在 Monteverde 寓居六十年的生活，他是清教徒來自美國南部，

他帶同夫人和很多幻燈片，從片中我們看到 Monteverde 的蛻變。他在這裡成

家立室，生兒育女。一生雖是平淡但也很平安，雖是高齡，仍有清醒的頭腦和

中氣充沛的聲浪。涉及家庭生活時，在旁夫人稍作補充。

  這是在 Costa Rica 最後一天，一整天都在 Monteverde 中的雲林渡過。遊雲

林分為三部份: (一)低層步行。(二)高層步行。(三)網線凌虛滑翔穿垂帳。

首先略談雲林的形成，濕潤的氣流從太平洋來在這裡碰到高山停頓下來，創造

終年不散的霧。這些濛氣亦可稱為「雲」，生命力堅強的附生植物 epiphytes

將身體托在樹的主幹或旁枝上。它們不是寄生者如前文雨林段中說到的絞殺

榭。它依附大樹吸取空中濕氣內的營養素，剩餘的轉而供應給主人樹。這現象

是生物內的合作 symbiotic。花樣百出，色彩繽紛的蘭就是這樣的附生植物。

雲林通常存在於陡峭的崇山上，其垂帳 canopy 也不像低地雨林的那麼高和整

齊，更容易觀察其中動物的生態。在雲林低層漫步一里有多。本地導遊帶着一

可在地面上立架的望遠鏡同行。我們看到一隻樹懶，懸掛在樹枝下，久久未見

動靜，好像葉中塞了一大球棉花，還有兩隻身兼紅、綠二色，有很長尾巴的

resplendent quetzal。它們不斷移動，很難捉摸，有賴本地導遊用望遠鏡拉

下來，我方在鏡內看到。導遊領我們到一小食店門前，懸掛着幾條有一小洞盛

滿種子的小玻璃管，很多隻humming birds飛來覓食，它們的毛翼有不同色彩。

  回旅館憩息一小時，又要乘車往另一處作雲林高層漫步。這次不是觀動物，

而是欣賞風景。要跨過和攀登六條長長的吊橋，愈行愈高，頗感吃力。風景

奇絕 ! 有幽深的叢林，清澈的小溪，險峻的山谷，遠在天邊雲外的峰頂……幸

好這裡天氣清涼乾爽，不像加勒邊海的雨林潮濕多雨，這有助於我們行動。

中美洲零碎搜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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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 Rica 中間山脈是氣候分界線。第三項雲林遊是額

外，我無意參加。German 告訴我們旅館當天下午有 Zip 

Lining這活動。我以為是過山纜車類，我在南非、澳洲、

瑞士已坐過好幾次。最多今次是開蓬的罷。午餐後下午

二時我和一班年青人乘車到山頂，身體大腿綁上鐵鎖和

鐵鍊，背負上一鐵鈎，領隊 Filipe 領我們到連繫兩大樹

一鋼線下，他示範我們如何雙手執緊被鐵鈎穿着的大纜，

如何在空中平衡軀幹。天呀 ! 太驚險了，我要退出此遊

戲。Filipe 說，車子已走，除了滑翔下山，沒有其他交

通工具，我只有硬着頭皮去幹，這鋼線滑翔是靠着身體

重量往前進及墮下。這遊戲長達個多小時，經十三條鋼

線，穿垂帳，墜深谷，繞山邊，密切體驗雲林的韻味。最危險的時刻是抵達另

一樹根時，若沒有二位年青人扶助，很難平穩地站立起來。有二次是從高處跳

下往低處，我聯想到跳樓自殺者最後一剎那。無論如何，我在這個半鐘頭，已

仿效林中動物生活過，不虛此行。

  告別晚宴設在宿舍旁馬路對面的餐館。German 要

我們述說此行的經驗和心得，我玩完 Zip Lining，

心有餘悸。只靜坐聆聽別人的傾訴。哥倫布第四次

到美洲，在加勒邊海南岸 Limon 登陸，他命此地名

為 Costa Rica ，富庶的海岸，他以為此地也像其

他中美和南美國家，給西班牙帶來黃金。此地不產

黃金，但生物品種之多，居世界之冠，不負「富庶」

這美名。哥倫布不知道，除了加勒邊海海岸外，還

有太平洋海岸，有兩條海岸，這「富庶」也雙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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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萍蹤遊影

格里木情繫故邦    

                  

  下午四時許，旅遊車抵達格里木 Crimea 南部石灰岩高原，穿過一小叢林，

在高臨黑海懸崖小路上盤旋，眼前疑無路了，突然一彎曲支路出現，汽車駛進

依此緩緩下山，在 Radisson Blue 旅館門前停下，此旅館是我未來四天之家。

門前是一紛擾，喧嘩的市集，旅館很新穎，裡面和外面完全隔絕，不被聲浪侵

襲，後面有一雅緻花園，直通到黑海濱，所以有一私家浴場，真是塵囂中一個

清靜隱居場所。

  距離晚飯尚有兩個鐘頭，我有充裕時間出外觀光這小鎮 Alushta。旅行家給

這小鎮很差的評價:是蘇聯解體後，Ukraine 發展Crimea 旅遊事業的速成科。

兩條大街有很多旅館，雜亂無章的市集有點類似香港赤柱或保加利亞的 Sunny 

Beach 。檔口多是出賣家庭日用品、雜食、海鮮、肉類、生果和數量很少的旅

遊紀念品。我在市集內隨便巡視一周，便步向黑海岸。在滿是石塊的海灘，擠

滿了人頭湧湧的泳客，有幾位在不甚澄清的海水內作隨波逐浪。突然我眼睛一

亮，在遠遠的碼頭上有一簡陋茅寮，門前掛了好幾個紅燈籠，很具有東方的情

調。我快步行前察視，一間名喚「互助」的中國餐館。門前掛上一對聯﹕「深

陸重洋，夢回家鄉遠 ; 天涯海角，互助又何妨。」聯句雖不十分工整，但很

有意思。除點出餐館名號「互助」的含義外，寫出遠涉重洋，羈旅海外的遊子

心態。華僑在外國應互助合作，共同發展美好的未來。自踏入烏克蘭境內， 

Eric 莊託我找一間中國餐館 ;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奈何這幾晚的餐都被旅行團包了，怎能有機會來此品嘗。

  晚飯設在大堂背後的平台，下三石級便是大花園。團共有十九人，筵開三席。

在白台巾上每位前放置了一套瓷器碟，一套水晶杯。燭光搖曳，甚富詩畫情懷，

浪漫氣氛。一角有二位六絃琴手，輕輕彈奏出俄國和 Ukrainian 民歌。穿了黑

制服的侍者頻頻在每席邊照應。我在這裡享用的是環境情調，烹飪技術倒在其

次了。餐後我告訴 Eric 莊互助餐館的存在。他不加思索熱情地說 :「好極了 !

我們請你去吃雲吞麵宵夜」。我多謝了他，因顧及健康，飲食要節制，婉拒了。

  Crimea，一從 Ukraine 大陸南部突伸出去的半島，自有其獨特的歷史。早期

的居民多是從希臘來的殖民。1240 年蒙古人馬佔據了此半島，建立了 Crimea 

Khanate 獨立政權，以後盤居此地都是他們的子孫韃靼族 Tatars。1475 年土

耳其的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吞食了 Crimea，用它為販賣奴隸的地方，

「貨品」都是土耳其軍隊入侵波蘭和俄國搶掠得來。雖然 Crimea 名下屬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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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先進的土耳其人管轄，本土文化並沒有遭到壓抑。1783 年 Potemkin 將軍擊

敗土耳其軍，將 Crimea 撥入大俄帝國版圖內。Catherine the Great 實施全

面俄化政策，雷厲風行。很多 Crimea Tatars 不甘受逼害，空群逃往土耳其，

這正中 Catherine 下懷。她鼓勵俄國人和 Ukrainians 移民來填此空位，不足

的要在現今希臘、保加利亞、甚至德國、法國等地移民。入口就此變了質，這

些新移民和留下來的 Crimea Tatars 及土耳其人發生尖銳的矛盾。近二百多年

Crimea 的歷史可以說 :主題為斯拉夫族和土耳其族的傾軋和爭鋒。

  Catherine the Great 謀出地中海、爭霸歐洲的策略 ; 開發 Crimea 是

她的第二步棋子。十九世紀時奧圖曼帝國的國勢急劇下降，成了「歐洲病

人」。俄國當權者見機會來了，可以下 Catherine 的第三步棋子。蠶食巴爾

幹 Balkan，甚至侵凌土耳其本土。西歐列強如英、法突生警惕 ; 不能讓俄

國勢力澎漲，無限制地擴展。1854 年，英法聯軍在 Crimea 登陸，圍攻軍港

Sevastopol，逼俄國作城下之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 Crimean War 。

  1918 年大革命後，俄國本士赤化，因為和皇室的聯繫密切，Crimea 成為忠

於沙皇的白俄軍隊最後營幕。直至 1920 年紅軍方能開入此半島，將白俄勢力

全部消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的如狼似虎師旅開入，Crimea 慘遭蹂

躪。戰後斯太林的政策相當殘忍，把全部 Tatars 人及其他少數民族驅逐，徙

置到中亞細亞，使 Crimea 成了純俄地區。1954 年，蘇聯總理克魯曉夫 Nikita 

Khrushchev，因為自己是 Ukrainian，將 Crimea 從 Russian Federation 移交

給 Ukrainian SSR。在同一國家內，這是不成問題。蘇聯解體，分成二個獨立

國家，此舉潛伏了糾紛的根苗。尤其是 Crimea 擁有良港 Sevastopol，是黑海

艦隊的駐防地。俄國很想取此塊肥沃土地 ; Ukraine 當然不肯。俄國甚至截塞

供應能源的油管作威脅。最後的協議是讓艦隊以租地方式停在 Sevastopol 港

口，直至 2035 年。但這不擔保以後此地區的日後和平。現在的居民有百份之

六十以上是俄裔。其他也是以俄語為主要的溝通工具，官方文字依次為俄文、

Ukrainian、Crimea Tatar。藕斷絲連，他們並不以為 Ukraine 的獨立為幸事，

很懷念當年大一統的超級強國，可以說是心存舊國，情繫故邦。在 Ukraine 獨

立後，當年被逐、流徙到中亞細亞的 Tatar 人，陸續返回 Crimea 。當然不可

能恢復 1944 年的舊家園，幸好 Crimea 有的是空地。這些貧困的新「移民」在

無人管地帶上開墾謀生，飽受本地的俄裔和精通俄語的 Cossack 人歧視。新的

社會矛盾跟著產生，是繼決定 Sevastopol 軍港誰屬後埋下的第二顆定時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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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mea 南岸名城雅爾達 Yalta 在 Alu shta 西南十五里。這是我們寄寓

Alushta 的 Radisson Blue 的主要原因，方便觀光雅爾達。面臨黑海，背倚

崇山的小城是 Ukraine 出名的療養中心。從蜿蜒山間的小公路下面的崖岩，

雅爾達城區沿着斜坡而築，直延至黑海旁的沙灘。林立其間的有府邸、民

居、商店、療養所、醫院、旅館、運動場、音樂室、娛樂場地 ... 可以瀏覽

的地方確實很多 : 有大自然景觀，亦有歷史遺跡。每年成千屢萬的遊客、渡

假者、呼吸氧管病人涉足於此。作為一個熱門的休養地，雅爾達聲名卓著。

同時它亦是一個事業成功和物質繁榮的象徵。它自有其享譽的優秀條件，海

風吹來稍帶魚腥的氣味，混和了山上青松沁射出的清香，不單止醒人腦袋，

且甦人心靈。這是大自然最不尋常，且極和諧的交響樂，奏出健康及愉快的

旋律和音調。雅爾達有奇異彎曲的海岸線，陡峭山峰，海邊的怪石危崖，山

間裂縫處掛上的一條長長的瀑布，林蔭蔽日的公園 .... 這些都是很迷人的風

景。加上豪宅、府邸、別墅、皇宮等有湛深藝術的建築，天然的美加上人為

的美吸引了無數帝皇、總統、文學家、畫家、戲劇演員、科學家 ... 這是一

有魅力的地方，人們來到這裡，除了秀色可餐，一定也帶走一甜蜜的回憶。

  雅爾達名貫遐邇的景點是俄國劇作家 Anton Chekhov (1860---1904) 的故

居。他是十九世紀後期將戲劇現代化的文學家。他摒棄了揚善懲惡的傳統方

式，揭示出在情感澎湃的角色背後，社會和家庭支配人物行動的因素。這對後

來二十世紀美國劇作家如 Eugene O'Neill 和 Tennessee Williams 有莫大的影

嚮。他出生在沙皇 Alexander II，農奴剛被解放的時代。他的父親本是農奴，

被解放後經營一雜貨店，生意失敗宣告破產。Chekhov 青年生活很艱苦，靠自

力苦讀，鑽研醫學，因興趣所及和經濟不足，兼為一報館撰稿，最後棄醫從文。

他的人生閱歷廣及到社會各階層，從貴族到農民。他對人性有深切的認識和了

解，賦他一悲天憫人的寫作態度，所以筆下人物被寄予同情和熱愛。他看到普

通人情感上的挫折，經濟上的捉襟見肘，生活的無聊，前路的黯淡，所以作品

迂迴跌宕，扣人心絃。Uncle Vanya，Three Sísters... 等作品震驚劇壇，奠

定了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因為早期生活條件太差，Chekhov 在少年時便

患上十九世紀最可怕的疾病 --- 肺癆。成名後財源廣進，遵醫生囑咐，生命

的最後五年，他在雅爾達築室營居。不幸藥石無靈，病入沉疴，雅爾達暖和氣

候也不能對情況起緩紓作用。最後呼吸困難，被送往德國名醫院急救，1904 年

溘然長逝，正是他在事業巔峰上的四十四歲壯年。

  圍繞著 Chekhov 故居的花園給我很好的印象。裡面廣植枝粗葉大的熱帶花

樹，這安排既秩序井然，又錯落有致。園藝家來此也會擊節嘆賞。居室分兩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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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坡的建築物是會客室，入門處觸目是一大鋼琴。寬敞的廳堂現在擺上好幾行

座位，座位前放上一大銀幕。我們被邀請入席，看一有關 Chekhov 生平和此故

居歷史的紀錄片。Chekhov 認真熱情好客，曾在此款待過歌唱家男高音 Feodor 

Chalíapín，音樂家 Rachmanínov 和文學家 Maxím Gorky，Leo Tolstoy。上坡

的建築是主人日常起居處，有九間房。每間房的傢俬雜物都是百多年前的，保

留1904年 Chekhov 離此赴德國診治時的原來狀況。故居和花園都是親自設計，

反映出 Chekhov 不僅文學天才橫溢，在建築學和園藝上亦有相當造詣。

  參觀 Chekhov 故居完畢後，雅爾達導遊 Katía 領我們往 Alexander Nevsky 

Cathedral去，又是一教堂!難道在基輔未看夠嗎?裡內的聖像、壁畫亦足觀，

未必勝過基輔諸教堂。外表花枝招展，有四座高低不齊、大小各異的洋蔥頭頂，

金光燦爛，各尖端上豎有花紋的十字架。樓身很多白色有環節的圓柱，支持着

數不清半圓形拱門，全部鑲以金邊。給人驟然的視覺，這教堂是一很細緻的雕

花，真是別具一格的仿拜占庭 neo- byzantíne 建築。

  午餐時間在雅爾達灣畔。Katía 給我們一個鐘頭，約定在列寧銅像旁集合。

這次在俄國本土見不到列寧銅像，想不到會在這裡出現。銅像雕塑得神采飛

揚，遙眺着海灣 ; 也許這是格里木人情繫故邦的具體表示罷。這海灣行人大道

很高雅，靠陸一邊全是餐館和商店，靠海一邊錯錯落落有些出賣小食和雜物的

攤位。我慢慢沿着大道向西南行，漸漸傳來一陣悅耳的音樂，一老人在樹蔭下

拉小提琴。調子是我挺熟悉的 : 俄國民歌《在那遙遠路上》，後來在美國被

改成流行歌曲「往日情懷」《(Those Were the Days,My Friend)》。我深深

地被吸引着 ; 停了腳步站在一角靜聽。一曲既終，突然我感覺到一件會動的

東西在我肩上。斜眼一看，是一隻非常美麗可愛、馴伏依人的白鸚鵡。一青年

閃現在眼前。他用手語問 : 「你有相機嗎 ? 我搖頭。他默然，將鸚鵡取回手

上。我分別給青年和音樂家一美元。我行離大樹頭，繼續西南方向。二十分鐘

後我見到一碼頭，上有一白色建築物，門前掛上紅燈籠。我心中暗喜，莫非

Alushta 的互助餐館在這裡有分店 ? 走近一望 ; 是一間名喚 Apelsín 的餐館，

兼售些日本式的壽司。失望之餘，我行到碼頭深伸入海的地區，遠望海景和欣

賞有各型身段的泳客姿勢，消磨了十分鐘 ; 應該是行回到列寧像旁會合各團友

的時候。

  下午觀光 Lívadia Palace 是很難得的歷史回顧。這皇宮在郊區離市中心西

約七里。1911 年沙皇 Nícholas II 拆除父祖用的舊宮，親自設計建成此新宮，

是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二層石屋。有四個不同形式的正面 ;二中庭 : 一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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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 Florence 的 San Marco; 另一是亞拉伯式，中央有噴泉，四周牆壁吸取了

Tatar 建築綱要。樓下有一龐大，英國 Tudor 王朝風格的彈子室。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彈子台早被移走，房間用作三強會議所。入門處放了一從 Pompeii 運來

的石棺。花園種了很多珍貴、稀見的植物。這皇宮是建築學的集大成，協助沙

皇的建築家 Nikolai Krasnov 覺得不倫不類，有點啼笑皆非，又不敢逆其意。

他在石長椅的扶柄用了一獅子頭，容貌是沙皇翻版，尤其是如果在獅子頭上放

了一無邊帽，聊表抗議。Livadia 是 Nicholas II 的夏天離宮，在 1917 年被殺

前 ( 見聖彼得堡遊記 ) 他和家屬在這裡渡過四個夏季。長公主 Olga 十四歲時

曾在彈子室舉行盛大舞會，冠蓋雲集。沙皇有意將長女嫁給東歐國家一王子，

以加強俄國在那地區的影嚮力。Olga 很高興，對人說 :「我們在聖彼得堡工作

得太辛苦了，只有來到雅爾達，纔能盡情享受。

  二樓是皇家寢室。現在各房間牆壁上掛滿了 Nicholas II，皇后 Alexandra 

' 四位公主，小太子 Alexi 家庭生活照片。看到他們的儀容，這不是一群小說

人物，在歷史長河中，暴亂血腥內結束了生命，而是有血有肉，曾一度活躍在

世上的人物。我不禁黯然神傷。王子 Alexi 血液不能見空氣而凝結，小小傷口

也會致命，百醫無效。妖僧 Rasputin 應時出現了，他學得一催眠術，能鎮靜

王子的情緒，停止流血，甚得皇后信任倚重。Rasputin 是從西伯利亞來四十

多歲的粗壯男子，有嫪毒之資，常以過人長處而自豪。隨時隨地露械，市中蕩

婦如蟻附羶。很多男子也因欽羨而緊跟著他。他宣揚的教義是在極端惡行中，

罪孽反而得到洗滌，他主張濫交，輕視倫常。在觀摩了基輔洞穴修道院後，

僧人高尚的品德和這邪教創始人誨淫相比，雲泥殊別。第一次大戰如火如荼， 

Nicholas II 常赴前線，視察軍務。Rasputin 出入宮闈，漸漸插手俄國內政，

朝野大大不滿。貴族富豪 Yusupov 謀撲殺此獠以消國難。Prince Yusupov 結

合幾個同志，將 Rasputin 引到居處，在地牢享以含毒蛋糕無效。跟著開鎗射

擊 ; 亦無效。最後去其大勢，加以五花大綁，投入 Neva 河中。幾天後，浮屍

被撈起，證明肺內充水 ; 他是被淹斃的。十多天前我在聖彼得堡參加一額外遊

往 Yusupov Palace 去，地牢上層有 Rasputin，Prince Yusupvo 蠟像，他們

在桌前相對而坐，是謀殺前的景象。Rasputin 穿白袍，頭髮蓬鬆，鬍鬚滿腮，

高高鼻樑，配合一對微絲細眼。一望知非善類。地牢下層有幾位同志臘像，他

們圍坐著靜候佳音。Rasputin 死後，俄國國勢無可救藥，江河下瀉，而沙皇

Nicholas II一家，與Rasputin 同趨毀滅，終成一歷史悲劇。Rasputin受誅，

Prince Yusupov 逃來雅爾達避罪。雅爾達亦有 Yusupov Palace，是三強會議

時斯太林的居所。得親戚緩助，Prince Yusupov 輾轉逃到倫敦，在英國終其餘

年。Nicholas II 的母親和英皇 George V 的母親是親姊妹，同是丹麥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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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adia Palace 是三強會議場地，亦是羅斯福總統的臨時居室。英國首相邱

吉爾的居室是更西的 Vorontsov Pa1ace。1945 年 2 月 4 日下午五時三強會議

在 Livadia Palace 的彈子室改成大舞廳正式開始。羅斯福身患重病，正在行

着生命中最後的一小段路。邱吉爾對熱很敏感，令他汗出如漿，很不舒服。雅

爾達雖在冬天，但處亞熱帶，時有熱浪襲來，且瀕臨黑海，天氣很潮濕。我是

見證人，在雅爾達四天，因過份炎熱患上喉嚨炎，失掉了聲音。邱吉爾熱得如

鍋上螞蟻，揮汗大呼 : 「This is Riviera of Hades」。俄國人因雅爾達背山

面水，風景優美，可以比美法國南部海岸線。Hades是希臘神話中的地獄冥府。

持平而論，雅爾達雖遠不及 Riviera，稱之為地獄也是貶之過甚。斯太林堅持

會議地點在此是有陰謀的，他想在對手身體情況欠佳時佔盡上風，得償所欲。

  會議內容很複雜，涉及範圍很廣。我只能提出三點。邱吉爾要解決戰後波蘭

問題。英國此時包庇着波蘭流亡政府，一待波蘭光復便回國執政，但紅軍是波

蘭光復者，波蘭已在共產政權掌握中，怎能分一杯羹給別人。不單止是波蘭，

東歐各國被紅軍鋒銳所及，紛紛佔領了。英國是因為波蘭被侵略而向德國宣

戰，揭起第二次大戰的序幕。怎能讓它的卵翼國關入鐵幕。豈不是徒勞無功，

師出無名 ? 這只怪大戰後期的英、美戰略。統帥們愛惜自己士卒，不肯先入柏

林，讓俄國紅軍犯難先進，充作炮灰。俄國進軍柏林，當然順便橫掃東歐各國。

實在付了很大的代價。現在怎能放棄囊中物 ? 羅斯福是一很現實的政治家，米

已成炊，很難逼蘇聯吐出已吞下的肥豬肉，任由它去罷。這一回合，斯太林大

勝特勝。

  羅斯福真正的企圖是要蘇聯向日本宣戰。日本雖然日暮途窮，但武士道精神

驅使它作困獸門。進軍日本本土，美兵傷亡數字不敢設想，若俄軍入滿洲，解

決了關東軍，它不能回師守土，抗禦美兵。彼時羅斯福不知道原子彈隨時可以

出爐，不必倚賴蘇聯的一臂之力。斯太林早就有謀略開入東三省，他要中國共

產黨是中國內戰的勝利者，先佔據南滿鐵路沿線據點，將來國民黨軍便在東北

一局全輸了。既然美國開口，他乘機索取大連、旅順二港。羅斯福急於得蘇聯

助手，不顧同盟國間的道義，謬然答應。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美國現在、將

來 (即 1949 年 ) 都輸了。

  羅斯福、邱吉爾要推進聯合國的成立。若斯太林同意憲章草稿，後舊金山大

會即順水推舟。斯太林要脅普通議會 General Assembly 多設兩席給烏克蘭和

白俄羅斯 Belarus，因為它們大戰時生靈塗炭，宗廟坵墟，是戰禍受害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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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羅、邱避免節外生枝，草草同意了。嚴格來說，此二國屬蘇聯，不

是獨立國家。普通議會一國一票，這破例使憲章未定案先受了損害。

  Vorontsov Palace 西距雅爾達十六公里，建於 1830 年至 1848 年，主人是

Mikhail Vorontsov，是 1815 年時與英國威靈頓 Wellington 合作，共同擊敗

拿敗崙的英雄。他後轉戰於高加索半島 Caucasus 和 Varna ( 現在保加利亞黑

海港 ) 間，再立下汗馬功勞，功封 Crimea 首長。他的父親曾任俄國駐英國大

使。Mikhail Vorontsov 幼年隨父居住在倫敦，深受英國文化影嚮。他在黑海

岸的府邸是英國建築家 Edward Blare 設計的。這堡壘混合了英國 Gothic 和亞

拉伯風格。Vorontsov Palace 建於海邊小鎮 Alupka 內，所以又稱作 Alupka 

Palace。背倚刀削般有參差不齊群峰的 Mt.Ay-Petri，面對濤聲疊疊的黑海，

形勢十分險要。仔細觀察堡壘的船樓，參差凹凸的輪廓有點似背後高高在上，

起伏不平的群峰。這是近山蘇格蘭堡壘式部份，近海部份是Moorish式的建築，

有扁洋蔥頭頂，圓筒形的瞭望塔，眺望海景的大露台。台的一角是右腳踏球的

石獅，獅子的口和雙眼半開半閉。邱吉爾說若是獅子嘴含一雪茄煙，便是他自

己本人的寫照。裡內的陳設比沙皇離宮 Livadia Palace 奢華得多。給我印象

最深的是用 Wedgwood 瓷器砌成的「藍房」，英國式的餐廳，還有那既清雅又

幽深的溫室森林。我們就這樣在 Livadia Palace 和 Vorontsov Palace 消磨了

整個下午。回到Alushta的 Radisson Blue Hotel，已是紅日西斜，華燈初上，

準備晚飯的時間。

  在雅爾達第三天節目同樣精彩 --- 遠足往軍港 Sevastopol 去。現在讓我們

重溫一下 Crimea War 的前因後果。前面說過，Catherine the Great 有稱霸

歐洲的全盤計劃。她最終目的是恢復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俄國全部

控制出黑海的 Bosporus 海峽，入地中海的 DardaneIles 海峽，若此計劃完成

的話，當然土耳其人的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會在地球上消失。她滿懷

熱望，期待這計劃成功，將一個孫兒命名為 Constantine 即是將來新的拜占庭

帝國的第一任皇帝，Istanbul 稱回原名君士但丁堡。1783 年吞併 Crimea 是重

要的一步棋子。Catherine 壯志未酬，與世長辭。駕崩後，繼任的俄國各沙皇

沒有忘記她的計劃，繼承她的遺志。1853 年，俄國開始干涉在土耳其治下中東

巴勒斯坦 Palestine 內的基督徒動態。和英國、法國頓生矛盾。沙皇 Nicholas 

I 錯估了英國的反應。他們不能對俄國任意膨脹勢力視若無睹。於是英、法、

土耳其聯軍登陸 Crimea，及時制止俄國出兵巴爾幹半島 Balkan。俄國艦隊在

Sevastopol 被圍，海軍無法突出，鑿沉所有船隻，阻塞水道，防止聯軍船隻進

入港口。且死守 Sevastopol 近一年，重創攻城軍旅。Crimea War 是兩敗俱傷

前蘇聯萍蹤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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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英國喪失了全部騎兵精銳，時剛發明了電報，戰爭得到詳盡的報導。

英、法、土同俄四方傷亡無數。一偉大人物脫穎而出，登上歷史舞台，是一女

性 --- 英國的 Florence Nightingale。她訪問在 Istanbul 附近一間醫院，見

到傷兵待遇，慘無人道 : 環境不衛生，儀器缺乏，沒有護士照料。醫生繁忙到

不能看視全部傷者。死在戰場上比劫後餘生幸運得多。Nightingale 毅然決心

革新治療方針，改善養傷環境，出錢出力，披星戴月，成了近代護士學的鼻祖。

  新沙皇 Alexander 11 見俄兵泥足深陷，Crimea War 一定要結束。他決定棄

守 Sevastopol，除掉這人肉磨坊。1856 年他在巴黎和英、法訂立和約。和約

內容是 : 俄國不能插手中東。黑海是中立地帶。俄國不能在黑海沿岸建立軍事

基地和炮台。Catherine the Great 的美夢支離破碎。炮台不能建，但皇宮不

在禁例。所以雅爾達沿岸，皇宮錯落地出現，使雅爾達成了一熱門海港。

  蘇聯解體，大俄皇國喪地很多，沒有任何地方像 Sevastopol 令俄國人懷念。

除是一良港外，這是一很嫵媚、清潔、有紀律的城市。嶄新的古典房宇被藍天

白雲覆蓋着，青山綠水擁抱著。這是其他城市求之不得。真就是永久失去了

Sevastopol 嗎 ? 俄國人很不甘心，Ukraine 總理 Yanukovych 草率地和俄國簽

了合約 : 黑海艦隊可以駐防在此多二十五年。Sevatopol 居民差不多每一位多

少和俄國海軍有點關連。若說心存舊國，情繫故邦，沒有那處比 Sevastopol

更甚 ;於是產生了和俄國的微妙關像。其實它的歷史和俄國息息相關。

  Sevastopol 是有意建成不易攻陷的海上堡壘。它有三次陷敵的經歷。第一次

是 1856 年 Crimea War 的尾聲，英、法、土聯軍入據。第二次是 1920 年白俄

軍隊盤踞此地，和紅軍作背城一戰，結果落日掩孤城，不能挽回大局，白俄軍

和俄國貴族乘船退出，開始終生海外流亡。第三次是 1942 年，經過二百五十

天圍城，終於被德軍攻破。這守衛戰和基輔守衛戰同樣打得悲壯慘烈。城破時，

體無完膚，沒有那座樓宇是完整的。戰後蘇聯重建 Sevastopol，忽視了它的悠

久歷史，所以以另一新面孔出現在世上。

  我們只有大半天的觀光時悶。看的景點多與 Crimea War 有相連。Panorama 

of Sevastopol Defense 是一座圓形建築物，裡面有弧形巨型壁畫，和各式各

類人馬蠟像連在一起。展示了 Crimea War 時三百五十天圍城情況。觀者有身

歷其境的感受。瀕海廣場中央立着 Admiral Nakhimov 銅像。他是圍城內的守

將，英勇地和英、法、土聯軍浴血苦戰。海中一大石上樹立了「鷹柱」紀念

1854 年有意沉沒俄國艦隊，阻止敵人兵船泛黑海駛入 Sevastopol 港口。最令

我有感觸的是鄰市 Balaklava 東北的古戰場，被稱為「死亡谷」。在這裡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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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兵隊伍全部被俄炮火消滅。殉難的軍官多是英國貴族，怎料到會亡身鋒刃，

魂歸異邦。現在這遼闊土地，一部份已闢為葡萄園。時過境遷，昔日風雲，只

不過是史書上一頁白紙黑字罷。

  

  Bala1ava 是黑海延伸入 Crimea 大陸一小海灣，地域隱秘，被蘇聯用為潛水

艇基地半世紀有多。我們進入地底碼頭參觀。有核械設備的潛艇早已遷移他

處，人去樓空，我在裡內行了一周，消耗了一個鐘頭，實在不知看到了甚麼。

  回程時旅遊車停在公路旁一小茶座兼售物店旁，讓我們有機會遠眺那「燕

巢」。這是建在危崖大石上一堡壘，搖搖欲墜，非常驚險，現是意大利菜式餐

館。上空有兩飛燕在盤翔，這是格里木之遊一個美麗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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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環水抱的文化古城基輔

  「前蘇聯精華遊」大半時間是在烏克蘭 Ukraine 境內。從 1772 年起，

Ukraine 是俄國不可分割的屬土，直至 1991 年蘇聯解體，它方成為一獨立國

家。其實它們文化同源，語文也大同小異，能夠相通的。沒有 Ukraine 豐富的

資源，俄國休想染指歐洲的霸權。Ukraine 瀕臨黑海，給俄國困守大陸重圍一

條水路通道。當然「前蘇聯精華遊」必要包括幾座Ukraine 境內的歷史名城了。

  隨著旅遊汽車在 Ukraine 首府基輔 Kiev 巡迴了兩個小時，異常美麗的景色

令我驚喜、人迷。我要用甚麼詞去形容這雄奇、曲折、幽雅、毓秀且兼備河山

之險的風光呢。用「山環水抱」這成語勉強庶幾可以罷 ? 基輔擁有三百萬以上

的人口，但身處其中殊不覺得囂攘、喧嘩、熱鬧、擠塞，因為處處都是深林密

菁的國立公園，或花團錦簇的苑圃。樂山的可沿羊腸小徑攀上市內眾多的小坡

一覽附近市容。愛水的可以在穿過市區，河面遼闊的 Dnipro 左岸漫步徘徊，

遠眺山巒起伏，無數洋蔥頭金光尖頂，從綠樹叢中挺然拔起 ; 這奇景是任何歐

洲城市沒有的。無論是居民、商人、政客、或遊客，在基輔大可以隨時拋掉俗

務，遠離塵囂，在原始大自然中忘掉了世界，失去了自己 ! 這是四季咸宜的好

地方，在可愛冬日照煦下，教堂的金頂，閃耀出萬丈光芒，反映著遍地白雪。

在秋風肅殺的時候，公園、群山蓋滿了金黃和粉紅的樹。風聲颯颯，棕色、焦

黃的落葉在飛舞或在行人的足下發出沙沙的聲響。驕陽似火，流金鑠石的仲

夏，Dnipro 河中島嶼 Hydropark 佈滿了半裸的泳客。最令人心蕩魂銷的是群芳

吐艷的暮春，紫丁香和木蘭花放射出醉人的馨香。栗樹的叢花像蠟燭般怒放。

基輔給遊人的印象，確實難以忘懷。這是落花流水，人間天上 !

  以舊城區的年齡來說，基輔比莫斯科古老得多。它是斯拉夫文化的源頭，東

正教的溫床。公元前七世紀時此地已聚有人煙。六世紀時北歐 Scandinavians

海盜南下至俄國的 Novgorod( 近聖彼得堡 )，組成新的一族喚作 Rus，即俄羅

斯一字的起源。879 年 Rus 的首領 King Oleh 繼續南移，駐驛於 Dnipro 河畔村

落基輔。它的被選擇因為在地理上有優越的條件，處俄國新興城市 Novgorod

和東羅馬首府君士但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中點，而 Dnipro 是歐洲第三條大

河，舟楫頻繁，和多路瑙河 Danube 和伏爾加河 Volga 有水路相通，運輸可通

中歐、東歐各地，且可遠達波羅的海 Baltic、黑海、地中海，真是通衢的理想

市集。989 年 King Volodymyr 驅所有官員及重要市民入 Dnipro 河接受集體洗

禮。基輔於是成了基督教中的東正教前鋒，但基輔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是互相了

解，和平共存。現在無數的金頂支以鮮明藍色或綠色圓筒的教堂在綠油油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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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上起伏層疊地矗立着，錯落散佈在 Dnipro 河畔無邊原野中。一片祥和氣氛

瀰漫全城，蔚成奇觀。

  我們寄寓的旅館是在 Yaroslav 街上的 Radisson Blu。在房內翻閱基輔的城

市地圖，我發現 Radisson Blu 位置很適中，很多重要景點可以步行抵達。我

在歐洲旅行習慣是早餐吃得腸肥肚滿，午餐可免，節省多點時間去看地方。出

門不遠就有兩個景點，雖然一個是假古蹟，一個是新建築，但和 Ukraine 歷史

攸關，不容忽視。時剛下午二時，急急起步往離旅館只有兩分鐘路程的 Zoloti 

Vorota 去。

  Zoloti Vorota 可譯作金門，1037 年為 Yaroslav the Wise 所建。他是

Volodymyr 的兒子，繼續將東正教發揚光大，確定 Ukraine 是一有歐洲文化傳

統的國家。他亦是在基輔的 Rus 部落最後一位英明君主。1054 年，他駕崩，國

運漸趨式微，有群雄爭霸之勢，終於 1240 年大劫運來了。成吉思汗之孫 Batu

率兵橫掃 Ukraine; 金門是進入基輔古城的閘口，兩旁築有壁壘圍繞着舊城區。

浴血苦戰，守城軍終不敵蒙古人虎狼之師，基輔被攻陷了 ; 金門也毀於戰火。

從此 Ukraine 陷於蒙古人鐵蹄下，成為 Golden Horde 一部份。殘存 Rus 部落

北逃，回到發源地俄國的 Novgorod，伏下開發後來的莫斯科為另一斯拉夫文他

中心的原因。

  現在的金門是 1982 年時依假想的藍圖再建的，是三級城堡式建築物，泥紅

色，正門上端半圓形，裡內有當年壁壘遺跡。門前立着古 Ukraine 最後君主

Yaroslav的銅像。圍繞着金門的小公園很雅緻，植有琪花瑤草，中有一大噴泉。

公園四周有很多餐室、咖啡室、小食店、茶座。顯然是基輔飲食區之一。其中

一日本餐館名喚神村，我吃了個多星期俄國餐，有點膩了，是晚我進入神村想

吃日本菜一換口味。點了一碟紅燒鰻魚飯，等了很久方到面前，份量微薄，三

片鰻魚放在一小碗飯上，五口便吃光了，價錢是十二美元。再要了一碗雞肉烏

冬，值十美元，出來的亦是一小碗，少得可憐。看來要花上六十美元，方能果

腹。不敢再流連，立即結脹。進入公園內，在一小食擋口買了一杯雪糕，值六

美元。基輔的消費和莫斯科同樣昂貴。( 這是對遊客而言，本地人不會也不能

付此價錢的。)

  話又說回當天下午，從金門走出來，向右轉進入 Porizna 街，沿斜坡直下，

抵達基輔鬧市心，Kreschatyk 大道，前身本是小山谷內一小川。很多人說，這

條大道好比聖彼得堡的 Nevsky Prospekt，其實很不同。這條大道短得多，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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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五公里長。我看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古色古香，因為炮火已將它摧

殘得零星落索。希特勒用閃電戰術，揮軍入攻蘇聯，南北兩路 : 北路拿下列寧

格勒 ; 南路拿下基輔。預備在列寧格勒著名的 Astoria Hotel 內舉行慶功宴。

列寧格勒被圍城近三年，百多萬人因缺糧餓斃，但堅強抵禦未被征服，希特勒

發出請柬終成廢紙虛文。一個星期前在聖彼得堡我犧牲一午餐，找到 Astoria 

Hotel 入內參觀。園林式的餐廳碩大無朋。入門處擺了一副國際象棋，棋子用

純金、純銀、各式寶石製造，人物栩栩如生，珍貴極了 ! 基輔沒有死守的條

件，紅軍無奈棄城，在大撤退前，紅軍在 Kreschatyk 大道過半樓宇埋下炸藥，

準備和入內德軍同歸於盡。所以大戰後傷痕纍纍，瓦礫狼藉。上世紀四零、五

零年代要重建。現在見到的多是斯太林時代蘇維埃式的建築物，但殊不減退

Kreschatyk 大道的磁力，抹殺它的風韻。雖然建築藝術遠不及聖彼得堡，繁

忙熱鬧絕不遜色，各式商店參差排立，羅綺珠璣，充斥其間。行人道是一到栗

樹羅蓋着的林蔭路，路旁是擺上桌椅的小茶座。一杯在手，可以和友人淺斟低

酌，同時欣賞基輔活躍的生命。城市設計者沒有忘記盡量灌輸些藝術情調。在

Kreschatyk 和 Porizna 街角草坪上立着一銅像，是烏克蘭文學小說內一知名人

物。

  大道的北端是獨立廣場。對 Ukraine 而盲，「獨立」二字來得殊不容易。自

1240 年蒙古兵鐵馬金戈，佔據基之輔，Rus 族建立的 Ukraine 算是亡國了。數

代後，蒙古勢力衰退，政權從東歐消逝，Ukraine 輾轉落入匈牙利、立陶宛、

波蘭手中。1772 年波蘭被奧國、普魯士、俄國瓜分，基輔成了俄國繼莫斯科、

聖彼得堡後第三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國的 Romanov 皇朝崩潰，沙

皇被殺，Ukraine 在長長黑夜後終於見到了獨立的曙光。這塊肥豬肉怎會輕易

被人放棄。基輔成了獨立隊伍，紅軍、自俄軍 ( 忠於沙皇的師旅 )、德軍、波

蘭軍爭奪戰的場所。獨立成了曇花一現，最後結局是很悲慘的，Ukraine 穩操

在蘇聯的權柄內。它在蘇聯內並不好過，它被俄國人以小弟視之。1927 年斯太

林登台，以 Ukraine 為實驗室，試改革屠刀於此。1932 年至 1933 年糧食歸國

有及為中央政府分配的政策餓死了數百萬 Ukrainians。而這是有「東歐糧倉」

美譽的產米麥肥沃之地啊，真是一很強烈的歷史諷刺。斯太林在 Ukraine 內的

暴政，不止於此:毀掉宮殿、教堂、墳場;破壞歷史文物;流放本地的智識份子. 

.... 最昭彰的惡跡是 1937 年至 1939 年的清黨，上百萬人被處決，三百萬至

千二萬被送往西伯利亞勞工營內，其中 Ukrainians 佔了很大的成份。1986 年

4 月 26 日 Chomobyl 核子爐爆炸，Ukraine 又首當其害，於是再挑起民族主義，

人們醒覺到蘇聯對 Ukraine 草菅人命，只有獨立方獲生機。1991 年蘇聯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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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如願以償。從今後 Ukraine 再踏上迂迴，崎嘔的歷史道路。縱觀 Ukraine

歷史，這獨立廣場多麼意義深長啊 !

    驚鴻一瞥印象 : 聖彼得堡的皇宮廣場闊大、空曠、華貴 ; 基輔的獨立廣

場狹長、凌亂、平民化。最惹目的是高高獨立圓柱，頂端托上站着天使首領

Michael 手持花串，克服了魔鬼。空地上放射着大小噴泉，行人遊弋其中。一

角有四銅像，紀念草創基輔城的四兄妹，又有一黃身白頂的拱形凱旋門和一方

柱上白鴿環繞着的地球儀，Ukraine 各地的里程皆以此為起點。另一角的銅像

是一駿馬，旁還坐着手執六絃琴的南部 Cossack 部落英雄 Mamay，軍旗插在身

邊 ; 寶劍放在腳下。廣場地底有三層市集，內有餐室、銀行、商店。廣場的熱

鬧是不夜天，不單止是基輔的行政和財務心臟，亦是大型露天音樂會的場地和

民間對政府執法抗議集合處。景物太繁雜了，令我眼花瞭亂。

  基輔的地方導遊 Sophia 水準遠不及聖彼得堡的 Leana 和莫斯科的 Vera，主

要是她的英文太生硬了。幸好我對基輔有根本的認識，不必倚靠導遊。這兩天

的遊覽頗周詳，可以獵取基輔的靈魂。年代最湮遠和保存得最好的古蹟莫過於

St Sophia' s Cathedral。我們在基輔逗留了前後共五天，第三天早上全部放

在 St. Sophia's 上。在廣場下了車，眼睛一亮，結構奇特，組織均勻，色澤

和諧，建築美觀的大教堂就在面前。教堂有十九座蘋果綠色的洋葾頭形頂，高

低不齊，參差環列拔地而起的中央，插入雲霄的金色鐘樓，美極了!驟眼看去，

似乎有點雜亂無章。細細品味，卻異常調和有韻律，燙得心頭舒舒服服。這是

古基輔 Rus 族的典型建築，仿效君土但丁堡 St. Sophia's 大教堂風格。入門

處 Zaborovsky 閘口前大草坪站着一位手提六絃琴的音樂家，灰白的鬍鬚被微

風拂動著，用雄渾的聲調唱Ukrainian民歌。我立即被吸引了，雙腳釘在地面，

凝神傾聽。團友們已魚貫進入教堂。音樂家頗懂得我的心意，在袋內取出一音

樂光碟，用手勢索取十五美元，我毫不猶豫付給他。後來我出示光碟給領隊

Gennady看。音樂家名字是Stepan Scherbak，在基輔極享盛名。一堂堂音樂家，

竟淪於街頭賣唱，基輔民生，可想而知了 !

  St. Sophia' s Cathedral 在 1011 年開始營建，Rus 族部落長 Yaroslav 的

女兒有力焉，是紀念父親 Yaroslav the Wise 戰勝入侵遊牧民族「野蠻人」的

大功，保存基輔的文明。1930年代斯太林要拆毀此大教堂。法國朝野大為震動，

由法國總統出面向他發出嚴重警告，此教堂是 Yaroslav 的公主產品，她嫁給

法國王為后，St. Sophia 亦是法國人的聖地，不能將它毀之一旦。時斯太林走

騎牆政路，要巴結英國、法國在國際形勢上和希特勒抗衡，不敢得罪法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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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打消壞念頭 ; 大教堂逃過此劫。Yaroslav the Wise 和王后 Irene 的骸骨曾

埋藏在石棺內，放在地牢的一角。教堂是基輔 Rus 族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用作

為學校和圖書館，亦是新王加冕及和外國簽約的場所。像君士但了堡的大教

堂一般，St. Sophia 此名源出希臘文，是智慧的含義，明點出 Yaroslav the 

Wise 的綽號。

  St. Sophia's Cathedral 裡內的古舊藝術品以壁畫和金屬玉石鑲嵌細工馳

名於世，最著名的是刻在奧室中堂上的 Virgin Orans，「在禱告中的聖母」。

基輔人相信這是永不會磨滅的牆，有神力保護着 ; 它的存在代表基輔的永恆。

很奇妙站在此教堂內，我感受到一種莫名的寧謐，將自己融匯在四周壁畫內的

人物和古世界。St. Sophia's Cathedral 不愧是東正教的神粹，繼續了拜占庭

Byzantine 的文化傳統。

  在法國人抗議下，St. Sophia's Cathedral 幸脫魔掌，附近兩間修道院便

沒有這麼好運氣。Tryok 在 1934 年被拆掉，原址建了龐大的外交總部。St 

Michael' s Monastery 在 1937 年被拆除，現在有六金頂輝煌奪目的修道院

是在 2001 年重建的。模型依足 1108 年的歷史建築物。St. Michael 是保護基

輔的聖人，這修道院不能永久消失的。St. Michael's Gold-Domed Monastery

裡內陳列了兩間修道院滄桑史圖片。這些圖片展示反宗教的蘇維埃共產政權在

Ukraine 肆虐的暴政，同時給現在基輔居民給逝去舊物無限的懷念和惋惜。修

道院後面左邊在綠樹掩映下是纜車總站，可乘滑山纜車直下至河邊。這是欣賞

基輔山景、河景的好方法。在山間豎起的友誼拱形建築，跨 Dnipro 河至河中

心 Ostriv 島的行人橋，有兩遊船泊在河邊的堤…這些景物全收眼底。

  臨河的寬坦地帶是下關區 Podil，亦即是基輔港口所在地，1811 年被基輔市

吞併。Podil 區的建築物全是十九世紀後期，二十世紀初期的。街道縱橫垂直

成無數「井」字形。行人道上一列燈柱，柱頂掛了古雅的提燈，大異於上城區

的行政、商業中心。Podil 餐館林立，顯然是飲食業的集會處。此區僥幸沒有

經過戰火洗禮，所以沒有上城區的蘇維埃式建築。Podil 也有好幾個值得流連

的景點，最具特性的是 Chornobyl Museum，紀念 1986 年 4 月 26 日核子爐爆炸

事件殉難的救火員、軍人、工程師、村民…有些小鎮或村落竟全部被毀滅。照

片和錄影片展示身體在幅射後變形，例如有八條腿的小豬。這些陳列令我回憶

到日本廣島的和平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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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第一天自由活動，因節目緊湊，我觀光基輔各景點是緊跟旅遊車的。

其實從 Radisson Blu Hotel 到 St. Sophia' s Cathedral 然後到 St Michael 

Monastery 步行時間不會超過四十分鐘。旅館出來面對 Yaroslav 街轉左，行

至金門時左轉入 Volodymyr 街 : 大教堂和修道院可先後抵達。St Michael's 

Gold-Domed Monastery 是上城區和下關區 Podil 的分界點。若選擇步行下山，

沿路有多色彩。首先不遠處見到一座巨大的建築物，正門是六圓柱支撐著山形

頂的希臘神廟式，這是 Ukraine 歷史博物館。面前一大片空地是「十份之一教

堂」遺址。989年時 Rus族首領 Volydymyr花了他私有十份之一財產建一教堂。

1240 年蒙古軍入城，很多老百姓爬上教堂頂避兵鋒，太重了 !教堂不堪負荷，

轟然一聲坍倒;大多數老百姓被活埋。這雖是一塊空地，隱約有教堂基礎痕跡，

亦可以給愛好歷史者不勝唏噓。

  St. Andrew 大教堂 (1747 一 1754) 巍然聳立在山坡上，樓基地呈十字形 ;頂

端為四小洋蔥頭圍着一大洋蔥頭，都是綠松石色 ; 樓身環繞著根根圓柱，天藍

色和奶白色相間。這風格有點似曾相識。原來是同一建聖彼得堡冬宮的意大利

建築家 Bartolomeo Rastrelli 設計的。有二十多闊大石級直達教堂門前。古

老相傳，第一個被錄取的基督門徒Andrew 在山頂矗立一十字架，對跟從者說:

「在此必有一偉大城市，建上很多教堂，傳揚基督精神。」

  教堂側面沿山下降的彎曲小街便是舉世知名的 Andriyivsk Uzviz，英譯為

Andrew' s Descent。它宛似一條絲帶，將上城區和下關區 Podil 連繫起來。

這是基輔的藝術區，遊客美稱為「小巴黎」。沿街有茶座、餐館、畫廊、博

物館、名人故居、旅遊紀念品檔口…是很有氣氛和情調的一條街，盡頭已進

入了 Podil 區了。首先觸目的是「一條街博物館」，羅列曾在街上住過的歷史

名人和每座樓宇的特色和演變過程。真是小小麻雀，包羅萬象，肺腑各異，

有裁衣匠、文人、畫家、政客、猶太教祭師…。Ukraine 著名文學家 Mikhail 

Bulgakov 於 1906 年至 1919 年寓居於此。他的不朽小說 White Guard 就是以此

街為背景的。

  毫無疑問，基輔的皇牌景點是洞穴修道院 Pechersk Lavra。很少城市中的修

道院有這樣優秀的地理條件，地面上的建築物群分佈在山坡蜿蜓起伏，水木明

瑟，遍地青翠的原野中。河面寬闊的 Dnipro 流經於此，碧波蕩漾，萬頃琉璃。

Upper Lavra 的金洋蔥頭頂閃耀在像綠氈般的大地上。而地底下通道躺臥百多

具木乃伊，加重了修道院的神秘。每年有成千屢萬的遊客和香客洶湧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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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hersk Lavra。這是斯拉夫文化的拔萃，東正教的靈魂，未蒞臨此修道院，

不能說到過基輔。

  1051 年在外流浪多年的雲遊僧人 Anthony 鳥倦知還，回到故鄉，在基輔城東

Pechersk 山區內挖一洞穴作潛修之所，其他僧人也紛紛效尤，各自營建洞穴，

且將這些洞穴打通了，築了一龐大地底隧道系統，以方使他們互相溝通作靈性

上的切磋。這就形成修道院的 Lower Lavra 部份。1071 年他們互相推舉，選

出 St. Theodosy 為首領。他依希臘寺院的傳統定下嚴格的清規，後來所有基

輔 Rus 族的修道院以此作馬首是瞻，甚至此風蔓延到俄國各地，成為俄國修道

院的規模。

  洞穴內的僧人與塵世隔絕。幾乎全部時間在內生活和禱告，直至靈魂離開肉

身。洞穴內清寒的氣候，防止屍體腐化，但這不是唯一的解釋。直至近一千

年後的今天，木乃伊的完整，不能不令人咄咄稱奇。現在分躺在各洞的有

一百二十二具聖人靈寶，確實是神蹟。

  Lower Lavra只有一小部份開放給遊客，深奧處留給有湛深修養的東正教徒。

我們進入去是雲淡風輕的一天，洞穴前有一小桌子，放滿了小蠟燭。各人取其

一點燃着以照亮前面漆黑的小徑，密排排地魚貫而行。這必要小心翼翼，不能

貼身太近，可能燒着前行者的衣服或頭髮。小徑旁有很多凹處，這些壁龕每一

所置放了一透明玻璃棺材，內臥着一衣冠楚楚的木乃伊。間中有些蒼白手指或

腳指露出。其中一具上面有很多燒殘的蠟燭，是屬於歷史學家 Nestor 的，他

生前為基輔 Rus 族作大事編年，留下詳盡的報導，居功甚偉。現在很多在校學

生相信在他身旁虔誠禱告，考試時定順利過關。又有一木乃伊只有半身 ; 他生

前曾是一風流倜儻的美少年，未出家時到處沾花惹草，征服了無數婦女，中年

時成洞穴僧人，懺悔平生。復活節前六星期，將犯罪的下半身埋在泥土內六個

星期以求神赦免，他得道了 ! 但下半身因罪孽深重腐化去了。我行經一壁龕，

幾乎踏著一跪在棺前祈禱的中年婦人的足。正要閃避，她急急起來，走往斜對

面的壁龕前跪下。可見得進穴的大多數是基輔居民，所以不要選擇週末和假日

進穴。洞穴內有三座袖珍型教堂，每座都有講壇，可容納五、六位事奉者。

  Upper Lavra 也有很多可觀之處。Pechersk 山區的行政大樓是在 St. 

Michael' s Church，有與眾不同刻有金星的藍頂。Dormition Cathedral 是山

區內最宏偉的。前身毀於蘇聯時代，重建的大教堂有很多金光四射的洋蔥頂，

是 Pechersk 山區的標誌。聖三一教堂是十二世紀早期建築物，反映了基輔 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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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文他，裡內壁畫代遠年湮，是基輔作為文化古城的見證。山區內還有多所

博物館，微小博物館 Museum of Microminiature 是世間所無。裡內有全世界

最小的書，一行字只有頭髮四十份之一的寬度，要用強烈放大鏡方能看到。幾

年前在印度 Jaipur 有一藝術家將我的姓名寫在一粒米上，和此相比，真是小

巫見大巫了。

  偉大的保護祖國戰爭博物館就在洞穴修道院的毗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Ukraine 備受德國納粹軍隊摧殘。基輔守衛戰打得很慘烈，據統計，戰前的

九十三萬人口，戰後只剩餘十八萬。博物館內有很多陳年照片，包括戰前的欣

欣向榮，戰時的骨肉橫飛，血流漂杵，戰後的破壁頹垣，瘡痍滿目。裡面還有

一恐怖之物，是德軍用人皮製的手套。

  博物館前空曠地矗立著 Rodina Mat，是六十二公尺的女戰士銅像。她右手

高舉利劍，左手持著盾牌，身穿戎衣，頭髮被風披動，神情威武地傲立在一

Pechersk 山頭，遠遠便可望見，是我最喜愛的蘇維埃時代的藝術品。這女戰士

被本地人戲稱為「鐵娘子」和「錫山雀」。博物館旁有一大塊空地，置放了很

多戰時用的鬥機、大炮、高射炮、坦克車 ... 等。

  還有一個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景點 Babyn Yar 也值得一瞧。1941 年 9 月

29 日納粹軍押解基輔市內三萬四千猶太人赴西北小村 Syrets 的河谷 Babyn 

Yar 內，集體被射殺 ; 遺體推落河谷 ; 未死的也被上面疊屍生葬。後來此地

索性改為集中營，遇害的不單止是猶太人，尚包括吉卜賽流浪民族、Ukraine

游擊隊、城內僥幸猶存的愛國份子、傷殘病人…都被送往 Babyn Yar。戰前

Ukraine 有一國際馳名的足球隊 ; 基輔淪陷時球員因賽事在外國，後全部回來

準備向災難中的家鄉效點微勞。德軍知道了，強逼他們出來和德軍作「友誼」

足球賽。Ukraine隊連戰皆捷，納粹軍官警告他們;若要命的，定要詐輸一場，

給德軍挽留點面子。最後一場賽事，Ukraine 隊以四比一打得德軍落花流水。

結果全部 Ukraine 隊球員被送往 Babyn Yar，集體被屠殺。現 Babyn Yar 屠場

立了二處紀念碑 :( 一 )猶太教的分七枝燭台，青銅製造。(二 )小女孩和小狗

嬉戲，也是青銅製造，紀念遭難的兒童。遊基輔給我一個結論 : 二百多年來，

作為俄國或蘇聯一部份，Ukraine 飽受欺凌，逼害，和傷殘。

  我認最舒暢身體、心靈的節目是船遊 Dnipro 河。第三天下午旅遊車送我們

到 Podil 區的堤岸大道，下車後我們步入一茶座等待遊船啟航的時間。時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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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雲密佈 ; 雨絲風片打在身上，暑氣全消。我要了一杯濃咖啡，坐下來和新加

坡來的 Eric 和 Susan 莊夫婦聊天，聆聽他們的旅遊經歷。隔河的 Hydropark

島和越河到彼岸的行人橋在煙雨中，隱隱約約，有點迷濛蒼茫之美。未及半個

鐘頭，我們要起身離座，踏上船艙去。

  上了遊船，雨歇雲消，天色稍霽，一條長長彩虹掛在遙遠天際。船緩緩順流

南下，左岸美景也慢慢地像畫卷般，展露在眼前。從河上船中瞭望那洞穴修道

院，金色、綠色、藍色洋蔥頭群，別有一番風味。我在沉思，中國魏晉時代的

文學家，以玄遠的心態透視大自然，享受到登山臨水的樂趣，盡洗塵味，驅散

煙灰，使高情逸意暢達， 真正使自己消失在大自然中。那些洞穴僧人何嘗不

是這樣 ? 他們的境界更高一層，連山水之美也摒棄了，靜坐在洞穴內，心如槁

灰。靈性已飛出超越了塵世，攀登上東正教最高峰，領會到宗教精神的真諦。

  跟著手持利劍的「鐵娘子」在眼前出現。凜凜雄風，凝視大江流水。滾滾浪

花已洗滌了烏克蘭的民族創痛，基輔的歷史哀傷。  真正凝視着的，是國家美

好的將來。

  導遊 Sophia 的英語雖不流暢，有一腔熱情領我們參觀歌劇院、大學校園、

Shevchenko 公園，內有 Ukraine 的文學家 Taras Shevchenko 的銅像，還有兩

間教堂 :

( 一 ) St. Volodymyr' s Cathedral， 內 有 巨 型 壁 畫 展 示 Rus 族 首 領 

Volodymyr the Great 驅群眾人 Dnipro 河接受洗禮，是 Ukraine 成為一東正教

國家的正式開始。

( 二 ) St. Nicholas' Roman Catholic Cathedral，外型有兩尖塔在門面，

給人有雙峰並峙的感覺。我相信 Sophia 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蘇格蘭人

Ian McMillan 對我說 :「吃不消了，看這麼多教堂，我的腦袋已到飽和狀

態。」他用了 saturated 一字。我回答 :「何止飽和，簡直是滿溢。」我用了

inordinate 一字。

  我們從南部 Crimea 半島飛回基輔。告別晚宴是在 Shevchenko 公園內的

O'Panos 餐館。此餐館建在花木扶疏中。特別的室內也廣植花草綠葉，使裡

外混成一片 ; 更有淙淙流水，小溪在座位中盤旋，反襯著公園的噴泉。主菜

Chicken Kiev，炸雞連皮帶胸肉，包着乳酪和菠菜，異常可口，給這第一流城

市餘音繞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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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raine 南部城市敖德薩 Odessa 是一很令人顧盼的好地方。許多年青旅客認

為此是人間樂園 ; 他們可以毫無忌憚地在這裡放浪形骸。甚至很多從首都基輔

Kiev 來的中年男士，在家時道貌岸然，行為拘謹，來到這裡也獵奇探險，追逐

聲色。美國文學家 Mark Twain 在 1869 年遍遊歐洲大陸，蒞臨此地時說 :「當

我一口氣奔上小山頭，縱觀敖德薩，不期然第一次感覺到在外國漂流很長時間

後，回到了故鄉。」也許敖德薩的狂、熱、野、放深深吸引了他，像當時美國

西部 (現在的 Midwest) 的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流域般。當然這樣的情調，

是我這古稀老人，只可理會到，不能作探幽尋勝，去實踐體驗。

  敖德薩反傳統甚至有些叛逆，狎邪的風氣大可能和玩世不恭，私生活放蕩的

建城者有關。它是在 1794 年時為 Catherine the Great 所建。這有雄才大略

的俄國女皇性慾很旺盛，夜無虛席。她喜歡魁梧偉岸的粗漢，不論年齡，更不

計較相貌。每月派親信往 Ukraine 中南地區選了十多二十個 Cossack 族壯丁，

命他們裸立成一大圓圈在廣場中央站著，上半身環以白圍布。然後她親自巡

視，見到有型有款的便在肚擠眼旁畫了一紅圈。這些可能入選者交給首席宮娥

試劍，落選的被放回家。首席宮娥認為持久力和房中術技巧合格的，更衣沐浴

後進宮侍寢。成為 Catherine the Great 的面首要經過這些考試里程，作人幕

之賓可不容易啊 !Catherine 晚年需求日甚，怎樣巨無霸也不能滿足她。據一

傳聞她開始和動物雜交，最後的結局是被馬壓死。

  Catherine 喜讀書，亦有湛深藝術修養 ; 聖彼得堡的 Hermitage Museum 是

她創建的。作為一國家元首，她很有政治遠見。自 1772 年三分波蘭後，俄國

獲得 Ukraine 西部的治權，Catherine 處心積慮，如何發展瀕黑海的南部，

甚至吞食土耳其首府君士但丁堡，為俄國打開一條水路出地中海，爭霸歐

洲。1789 年她的情夫 Grigori Potemkin 將軍擊敗土耳其人，奪得臨鎮黑海

的 Hadjiboy 炮台，她立即命 Potemkin 在炮台原址附近建城，這就是敖德薩

誕生的根由。不幸的建城開始時 Potemkin 病逝，未完成的工作由他手下軍官

繼續着，終於在 1794 年一頗具規模的城市在黑海岸邊面世。新城草創之際，

Catherine 要將它全面俄化，充斥了從各地遷來的俄國移民。他們亦非常喜愛

那些雪白海難，溫煦至近乎炎熱的氣候，大異於俄國本土長年屢月的冰寒。她

又鼓勵從歐洲各地招徠移民。雲集在敖德薩有各類社會邊緣人物 : 販毒者、江

湖打手、流娼、騙子、失意的藝術家、下場政客、冒險商人 . .... 從建城直

至現在此南部名城，像文學上描繪的，既有開墾異域的創業精神，同時具備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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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傳統的反抗骨幹。它的居民只有半數是俄國人，其餘都是在此尋找機會的外

國人。這是一很複雜的俄國南部，現在 Ukraine 南部的櫥窗。

  初期從外國來敷德薩的移民雖多有問題人物，其中亦有為建城立下汗馬功勞

的，功業彪炳的有二位。從奈波里 Napoli 來的西班牙籍將軍 Jose de Ribas

披荊斬棘開發敖德薩港口。成了十八世紀後期、十九世紀初期不收關稅的自

由港，創造了一貨物聚散中心。直至現在仍然是商業蓬勃，且是黑海遊船必

經的重要站頭。城中的商業大道 Derybasivska 就包含 de Ribas 的名字，且

他的銅像屹立在此大道的西盡頭處以紀念他的永恆事蹟。法國貴族侯爵 Duc 

de Richeliu 逃避 1789 年大革命的紛亂、屠殺，以此地作世外桃源，發揮了

他的政治潛質，成了俄國敖德薩地區的第一任首長。在創設制度，穩定局面，

發展市容，改進民生 ... 各方面，居功尤偉。他的銅像立在最美麗的步行小

徑 Prymorsky 和長石級下海灘 Potemkin Steps 交界處。敖德薩不忘本，離

Richeliu 銅像一個街口，樹立了創議建城者 Catherine the Great 的銅像。這

是很有爭議性的。俄國人對她的豐功偉績，佩服得五體投地。Ukrainians 就

不以為然了，主要的是她的私德可議處甚多，甚至她的親生兒子沙皇 Paul 也

以母親恣情縱慾的房幃醜事為恥。登上寶座後大反母親所為，這對國家不一定

是有利的，即位四年後便遇刺駕崩。倒是她的孫兒 Alexander I 和 Nicholas 

I 不因人廢言，認許她對國家的貢獻，在她的名號後冠以「偉大」一詞。她

和中國歷史上的武則天有點類似，是一個極有胸襟大志且情慾洋溢的女人，

憑直覺去任性地創造自己一生，是非功過讓後人評述罷。最大的諷刺是她根

本不是俄國人，而是日耳曼族 ( 現在德國 ) 的一個公主，她和情夫 Orlov 合

謀殺死親夫沙皇 Peter III，篡取了皇位。歷史學家說 :「她不愛她的丈夫，

但熱愛丈夫的國家。」這是中肯的評價。市內尚有第四座銅像，離我們寓居

的 Londonskaya 旅館只有三分鐘步行路程。在小徑 Prymorsky 盡頭，是文學

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1823 年他寫了一長詩對沙皇 Nicholas I

語含譏諷，被逐出莫斯科，流放於此。在敖德薩時因和官員家屬有染 ( 包括地

區首長 Vorontsov 的妻子 ) 再被逐。北歸聖彼得堡，娶了一個美麗女子為妻。

傳聞一軍官和他的妻子鬧出桃色事件，他在嫉妬、憤怒下向軍官挑戰 ; 決鬥時

被槍殺，死時三十七歲。他被譽為俄國文學的鼻祖，因為 Ukraine 和俄國文化

同源，亦是 Ukraine 文學的鼻祖。長詩 Eugene Onegin 是在此城創作的 ; 後被

柴可夫斯基譜成歌劇，是我最喜愛的。敖德薩沒有忘記 Pushkin，除銅像外，

在交響樂院毗鄰立一 Pushki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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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herine the Great 在她去世前 (1796 年 ) 授意給首任首長 Duc de 

Richeliu 盡量吸引人才充實此城，是她要征服黑海下的第一步棋。Richeliu

遵命，執行寬大，容忍政策吸取歐洲各地移民。時猶太人執很多手工行業的牛

耳，在原居地備受歧視和逼害 ; 於是蜂湧而至 ; 敖德薩頓成猶太人的都會。他

們在發展敖德薩成為俄國南部港口及已有工業雛型的城市過程中，報效良多。

不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此城為希特勒同盟羅馬尼亞的納粹黨人所佔。濫殺

猶太人，不遺餘力，刀口下殘存的，紛紛逃離。很多移遷到紐約的 Brighton 

Beach，成了「小敖德薩」。旅行團內有一對從紐約來的猶太裔夫婦，年逾

八十，精神矍鑠，步伐穩重 ;他們參加此遊，多少有點尋根的企圖。

  當我踏進 Hotel Londonskaya，時間彷彿倒流了百多年，好感頓生。樓高三

層，一條彎彎樓梯通上樓上，兩旁欄杆是一條條鐵柱，像無數花邊紐帶。旅館

在九零年代初期修飾一新，設有電梯。旅館是一方形建築物，圍著一頗具規模，

廣植花樹的中庭。大堂和房間都很寬敞。天花板離地面很高，地面是用不同木

條鑲砌成的精緻地台。長窗材料是彩色玻璃。整座場所分泌出十九世紀的情

調，洋溢著王朝的華貴。第一晚在那瑰麗餐堂用膳。牆壁掛滿了曾寓居於此的

歷史名人畫像或照片。那紅燒鮭片令我回憶起猶有餘味，食指大動。最美好的，

旅館門前就是 Prymorsky 小徑，是留宿敖德薩最理想，最方便的地點。

  Prymorsky 小徑兩旁植有幾行白樺樹，枝葉繁茂，亭亭華蓋，樹頂合攏起來

不見天日。沿徑豎立了高高木柱，柱上是一方形玻璃罩，內有一仿古的假煤氣

燈。這是故意製造一時光隧道，把行人引人百多年前的世界。徑旁樹下放了很

多長椅供行人休憩。最特別的有十幾位青年，手攜著各種動物在小徑上返復巡

迴。我見到的動物有蛇、龜、兔、鸚鵡、白鴿、豚鼠、猴子、野貓 ; 宛若一小

動物園。這些青年溫文爾雅，絕不騷擾驚動遊人。有興趣的可上前和他們接洽，

他收少許費用，將動物放在你的手中或肩上，和你拍一張紀念照片。

  小徑中途和另一馳名景點 Potemkin Steps 相交。這是一長長石級，直下海

灘沙地。遙遙望見黑海岸旁的敖德薩碼頭，是港口海關所在地。聳入雲霄的建

築物是 Black Sea Hotel Odessa。1869 年 Mark Twain 到此時當然沒有旅館

和長石級，但定有碼頭。當他踏着山路，跑上山頭，俯覽海景，懷念故鄉，立

腳之處，相信和我遙眺黑海的地方，不會距離太遠。1905 年聖彼得堡的「血腥

星期日」後，俄國各地大罷工，暴動抗議沙皇的暴政。泊在碼頭邊戰艦內的海

員，水手抗議糧食霉爛且有小蟲在裡面蠕動，爆出叛亂兵變。敖德薩居民亦出

來吶喊響應。警察持械鎮壓，開鎗向老百姓掃射。這慘劇為電影製作家 Sergei 

Eisenstein 編入一影片內。其中一慢鏡頭令人觸目驚心 :一嬰兒搖籃車從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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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被推下，一級一級的滑跌，慢慢地跳動着，直至海灘旁的一百九十二級。

Potemkin Steps 從此知名於世。

  在 Londonskaya 餐室吃完那頓豐富團體餐後，我站在大堂門前，面對小徑的

婆娑綠葉在沉思 : 今日何幸，來到黑海旁的名城，真是想不到的。從新加坡來

的 Eric 和 Susan 莊夫婦行到我身邊搭訕 :「晚飯不錯，我們很盼望能吃點中國

菜，明晚是沒有包餐，你若找到中國餐館，我們一同去。」不久，從紐約來的

Mike 和 El aine Hauptman 夫婦走來對我說 :「夜涼如水，我們一同往小徑內

散步，不可辜負這良辰美景。」行了不夠十分鐘，見路旁圍着一深坑，內有些

地基殘餘，我看不懂 Ukraine 文的解釋，猜想是敖德薩古城遺址。Elaine 曾

在大學教授英文，她向這沉坑凝視 ; 我想她是追思多年前祖父母在此生活的情

況。我們就這樣在 Prymorsky 小徑內蹓躂了大半個鐘頭。

  行到 Potemkin Step ，我們沒有行這長石級下海邊碼頭，左轉入一大道。經

過 Richelieu 和 Catherine the Great 的銅像，三個街口抵達 Derybasivska

街。這是一嚴禁車輛的行人街，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都是餐室。生意頂是興旺。

時當夏季，是敖德薩旅遊季節的巔峰。餐館伸延街上，都擺滿椅桌。我們走進

街角的 Puzata Khata。Mike Hauptman 問侍者要了一英文版餐牌，草草一看

後對我說 : 明晚我們來此晚飯罷。」我記起 Eric 莊的叮囑，沉吟不語，且心

忖，其他本地菜式，能好得過 Londonskaya 的紅燒鰻魚嗎 ? 斜對面有一百貨商

場，樓宇是仿文藝復興式，裝飾華麗得有點跨張。牆壁上都是神話中野獸和人

物的石像。我們在街上瀏覽了半個鐘頭。第二次大戰時敖德薩未有被轟炸，樓

宇多是仿文藝復興式和法國的新潮藝術式。雖然有點剝落，陳舊，我依稀想像

到十九世紀時的輝煌。

  敖德薩方圓二十里都是石灰岩地帶。亘古以來人們從山頭、地下鑿取石塊作

建築材料，造成很多塋窟。早期販毒者、運私商把這些塋窟連貫作為隱藏貨品

的貯物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愛國人士改善地道，組織成一支戰鬥力很強的

游擊隊伍，牽制地面上佔領敖德薩的羅馬尼亞納粹黨。德軍和羅馬尼亞軍被釘

死在敖德薩，不能移營他往，參加鄰近的戰役。斯太林對這戰術異常欣賞，封

敖德薩為「英雄城市」和已淪陷的基輔和還在苦守的列寧格勒並列。翌日早

晨餐後，我們驅車往郊區城北十五里的 Nerubayske ，有地方導遊 Natasha 帶

領進入地道參觀。裡面組織完善 : 有通訊所、臥房、貯藏彈藥室、廚房、浴

室 .... 儼然一地下城市。不像越南胡志明市的古芝地道，通道很寬敞，沒有

被生葬的感覺。我們在地道內流連個多鐘頭，冒出來時順便參觀一小博物館，

陳列了很多戰時照片和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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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市區，準備午餐作市內步行遊。傾盤大雨突然下降。鬧市在低窪地段的

街道都被滂沱雨水所淹，成了一條運河。我在汽車上見到一奇景。行人不顧褲

管濕透，艱難地涉水過街。有些男士將女伴抱起，像西方習俗抱新娘進洞房般，

小心翼翼地涉水而行。旅遊車找到一比較高的大道旁停下。雨連綿下著，就這

樣浪費了個多鐘頭。

  好不容易雨歇雲收，Natasha 放我們下車。「食街」Derybasivska 為積水所

隔，不易越過抵達。我們有一個鐘頭自由時間，於是分頭覓食。我不需要吃

午餐，借此機會觀摩街頭景色。很多樓宇都有陽台，緣飾得很雅緻。我見到一

間，陽台的欄杆都是希臘眾神像。1850 年時文學家 Nikolai Gogol(「死魂靈」

的作者 ) 曾在此市寓居了幾個月。本想到他的故居瞧瞧。奈何它在「食街」之

西，積水切斷我要行的路線，只好取消這念頭。在我經過的大道，見不到中國

餐館，只有一名喚 Yakitori 的日本餐館在一樓宇的二樓。我在旅遊車前告訴

Eric莊。原來他夫婦二人已在彼處午餐。不錯!且價錢比基輔的神村便宜得多。

  這大雨洗清了咄咄逼人的暑氣，換來一陣涼浸浸的。Natasha 率領我們步行

回旅館順便一睹城東的建築藝術，其中最出類拔萃的是歌劇院，是十九世紀名

建築家 Ferdinand Fellner 和 Herman Helmer 設計。他們另一傑作是音樂之都

維也納歌劇院。那時是下午四時左右，重門深鎖。門前大海報告示三個鐘頭後

有 Mozart 的歌劇 Don Giovanni 演出。我暗自思維 : 當晚的餘慶節目有了着

落。Natasha 送我們回旅館門前，握手道別。這中年女人，熱誠遠不及基輔的

Sophia。城西有好幾個景點如 Potemkin Steps 都被遺漏了，她實有點不負責。

時正下午四時半，匆匆回房沐浴更衣，準備立即回歌劇院買張臨時人場券，看

下午七時的早場歌劇，晚飯可以押後。

  歌劇院售票窗口前早出現一條長龍，我排在最後一位。半個鐘頭後輪到我

時，我不知道要付多少錢，可能是一百美元以上。用手語取得樓下後座一席位，

價格不足十美元 ; 便宜得難以置信。我深深相信本地人消費是相當合理的。歌

劇院面積不大，就算是後座，距離舞台也不太遠 ; 我看得非常清晰。演出亦很

有水準，在兩小息時間內，我對院內各處如大堂、樓梯、廂座、酒吧、餐室…

去巡視，都是很奢華的。各處都豎立了藝術石像、水晶燭台、其他如猩紅厚厚

的地氈、白玉雲石台階、梯級和欄杆。只有入內看表演方能作仔細詳盡欣賞。

唯獨不見洗手間深藏在何處，幸好我沒有急如喪家之犬。散場時已是夜晚十

時，急於步行回日本餐館 Yakitori，第一件事便是光顧洗手間。當晚要了一碗

紅燒鰻魚飯，一碟雞絲沙律，亦非常可口。價格約二十美元，沒有基輔神川的

前蘇聯萍蹤遊影
烏克蘭南部風情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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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擒大咬」。

  敖德薩的精華是夜總會和海灘 ; 那裡會見到光怪陸離的現象。尤其是

Arkadia Beach 最聲名狼藉。尋芳客趨之若騖。我聽說赴海灘途中伏着些道德

淪亡的警察，向外國人索取和扣留護照，要用重金方能贖回。我沒有時問和心

情及勇氣去作犯難冒險，回到房間休息以備明天行程。

  這天上午十時方離開 Londonskaya 旅館。早餐、收拾行裝後還有充裕的時

間往 Prymorsky 小徑作最後的回顧。旅遊車告別了敖德薩，在公路上奔馳 ;

一路田園風光，怡人耳目。領隊 Gennady 選擇離敖德薩個半鐘頭車程的小鎮

Mykolayiv 作午餐地點。鬧市內有一很出名專門售意大利薄餅的餐室。順便一

提此小鎮在蘇聯時代是造船業中心。Ukraine 獨立後，沒有此需要。船務漸被

淘汰。Mykolayiv 改營婚姻業。很多少女渴求出外改換環境，不惜嫁陌生人。

很多從外國 ( 尤其是美國 ) 來的單身漢，獵取新娘，所以鎮內亦充斥着遊客。

我們踏進薄餅室，老先生 Mike Hauptman 知道我不吃午餐的習慣 : 「你要到處

逛去，可以替我到銀行找換五十美元的本地貨幣嗎 ?」我點頭出外， 只有十多

條街的鬧市有各式各類的商店，只不見有銀行。好不容易在一商場內找到一櫃

面，用手語垂詢，他們兼營錢銀找換。是找換了，但沒有收條給我，這怎能向

Mr. Hauptman 示信呢 ? 我在手提包內取出一張紙，撕了一邊成小條，寫了幾

個數字，然後指着銀紙給金髮女郎看，她明白了。回頭在計算機上打了一收條

給我。我又在空中畫了一方形，將其中一張銀紙放入這抽象方形內，她又明白

了。用 Ukraine 語回答沒有信封。我只好退求其次，將食指和母指合成一圈，

將一張紙幣套人。她笑得很甜，從桌上一角取了一橡筋圈，把銀紙和收條綁緊，

遞給我。於是功德完滿，可以回餐館交差。Mr. Hauptman 向我道謝，他的夫人

Elaine 說 :「我們要薄餅太多了，你幫忙吃一片好嗎 ?」我在一大片中切了三

份之一，拿進口內，果然香脆極了，引得我突然餓起來，口涎溢出。

  又是一個鐘頭零十五分鐘，抵達我們是夜投宿的小鎮 Kherson。時未足下午

四時，Gennady 命司機 Vassily 駛車作市內遊，由他充導遊。Dnipro 河面遼

闊，在上游首府基輔地段也是。在河的出黑海處 Kherson 一段更甚。有「飛鳥

難渡」之雅譽，即是若中間沒有島嶼，鳥的體力不能支持它的兩翼，從東岸飛

達西岸。Kherson 瀕河堤岸，築了兩層炮台，將河封鎖。土耳其艦隊，很難經

黑海長驅入 Dnipro ，這是保護首府基輔的南部第一度防線。Gennady 是一個

很好領隊，但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導遊。在 Kherson 只領我們看了兩個景點。

其中一個是炮台遺址，這是 Dnipro 河的鎖鑰，形勢險要。另一個是 Catherine 

Cathed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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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輔參觀了大小教堂多座，嘆為觀止，很難出其右。但這一教堂有一特

別點，是將軍 Grigori Potemkin (1739---1791) 的埋骨處。他的石棺就在

教堂一角。將軍久歷戎行，尤其是和土耳其人交鋒，戰無不勝，是大俄帝國

發展 Ukraine 南部，吞併格里木半島 Crimea 的首席功臣，是十八世紀俄國

炙手可熱的人物。天賦異禀，性能力強是他的特徵。很自然成了 Catherine 

the Great 最寵愛的面首。當他出征時，Catherine 用兩個壯漢侍寢，也不能

取代他。Catherine 待他也不薄，除賞以高官厚祿外，還賜給他豪華府邸。

Potemkin 有很高的鑑賞藝術眼光，聖彼得堡的 Hermitage Museum 內的孔雀鐘

是他向英國商人購買的。Catherine 對男人全是以玩具視之，視唯一的兒子

Paul為仇敵。對孫兒Alexander I特別愛護，自嬰孩時期至青春期常帶在身邊，

這越代寵溺，有對兒子作報復心理。獨對 Potemkin 將軍似乎動了點真情，背

後私自以「丈夫」稱他。中年後 Potemkin 腰圍增闊， 有了肚腩，Catherine

稍有嫌棄，再覓新歡，但並沒有拋棄他。敖德薩建域，是他擔任統籌。他病逝

於五十二歲的英年，Catherine 很傷心，建此教堂安置他的遺骸。

  很多團友認為 Kherson 的 Fregat Hotel 不值一顧，我對此三層高的旅館卻

情有獨鍾。它挑起我二十八年前寄寓列寧格勒莫斯科旅館的回憶。格局全是蘇

維埃式的。登記註冊時，櫃面工作人員給我一張紙條，寫上房間號碼。我在疑

惑 : 門匙在那裡 ? 從電梯出來，有一五十多歲的女人笑臉迎上，接過手中的紙

條，看一看號碼，開房給我，然後回到走廊盡頭一座位。這女人就這樣守門待

旦。這層樓每一客人出人都由她照顧門戶的安全和供應客人隨時需要。她不懂

英文，但笑容可掏，與她手語溝通， 如沐春風，這是多麼有人情味的設備啊 !

房間頗闊大和舒適，剩餘旅程一連五晚都是包餐。Frigat Hotel 的晚飯很有地

方風味，尤其是結尾的椰絲雪糕令我回味無窮。飯後和 Hauptman 夫婦穿過龐

大的花園，走下斜坡，漫步至河邊的堤岸公園，在一長椅上排排坐下來。我和

他們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人生遇合真是偶然。我們一面交談，一面瞭望著那

滔滔河水，享受著那明月清風。他們的年紀比我大，閱歷比我豐富。人像蜉蝣

般寄存於無邊的天地中，渺小得如長河中一沙粒。雖只有一剎那的投契交談，

片刻須臾也變得永恆。這是多麼有價值的旅行啊 ! 夜已深了， 明早八時要出

發，我們漫步回旅館，他們回房休息。我卻被花園亭子中的音樂深深吸引看，

我就留在花園內，欣賞那雄渾歌聲， Ukranian 民歌。半個鐘頭後，方依依不

捨離開花園。回房收拾一下，準備明早僕僕風塵，奔向格里木半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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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彼得堡訪文學家故居

  闊別了俄國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二十八年，故地重臨，不覺滄桑幾度。

正如地方導遊 Leana 說，那時國家是蘇聯，城市是列寧格勒 Leningrad，現在

國家和城市的名字都恢復為1917 年的大革命前。撫今追昔，真有無限的感觸，

體驗到人生變幻，世事無常 !

  蘇聯解體，俄國重建，帶給社會和民生的震憾，筆墨難以形容。獨裁政權困

縛人民的枷鎖被開脫了。他們可以無拘束地追逐他們的夢想 ( 這是在蘇聯時

期不可能的事 )，而能享受到這新得到的「自由」多是三十五歲以下的年青一

代。他們構成了最近崛起的中產階級，是俄國的潛勢力所在。不像老的一輩，

他們沒有得到共產政府從生至死會受照顧的承諾。僅憑自己的實力和奮鬥在社

會上爭一席位，不步父母的後塵。他們不需要住國家供應的小樓房，他們可以

擁有自己的物業，享受最時尚的生活，如汽車、電視、電腦、手提電話 ....。

在假期中可以出國旅行以廣見聞，俄國的前途穩操在他們掌握中。一些新的事

業如餐館和飲食業、高科技包括電腦網路，五花八門的街頭廣告 ... 如雨後春

筍，在大城市各處滋生。有一撮人所謂冒險者發國家轉變財如偷賣國家資源給

外國，寄存贏利於個人名下的國外銀行，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黑社會如

附骨蛆，也應運而生。最可憐的一群是已退休多年的老人，生活指數急劇上升，

每月一百美元的退休金已不能負擔日常的生活。醫療保險沒有了。老人被逼出

賣傳家寶，退伍軍人出賣從戎時頒發的勳章以應付開銷。有些老人在小庭院和

陽台種植些蔬菜、生果以補充食糧的不足。這些都是俄國社會劇變後的現象。

  雖然社會有石破驚天的改動。普通人的生活仍然很清苦，中產家庭成員四

口，每月有一干美元左右入息。醫療成了一大問題，醫院欠缺，儀器貧乏，醫

生薪酬低微，智者不會選擇此職業。病者芸芸，更形成僧多粥少。普通老百姓

多有黯淡的人生觀，自殺率居全世界之冠，高於美國的三倍。儘管俄國人民生

活指數不高，旅遊消費是歐洲最高的。普通單人房每晚索價高達六百美元。因

為存在這些畸形矛盾情況，我要親臨目睹，所以不惜斥重資參加了三個星期的

前蘇聯精華遊 --- 包括聖彼得堡五天和莫斯科四天。

  我在聖彼得堡逗留時間比普通旅行團多出一倍以上，要看的景物實在太多

了，除參加全部的加費額外遊外，有好幾個景點要利用空餘時間自己去參觀。

為方便看懂俄文地圖和街上路標指南和路名，我牢記三十二個俄文所基的

Cyri1lic 字母和發音。這樣可以不倚靠別人去尋找和步行抵達目的地，果然此

本領獲得領隊 Gennady 和地方導遊 Leana 的誇耀。十九世紀文學家杜斯妥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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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 Dostoevsky 故居就是其中一個，固定標準旅程和額外遊不包含的，要花

精神去尋訪。

  年青時沉緬在 Dostoevsky 小說中，動人的情節令我流連忘返，消磨了很多

光陰。故事中的人物在他筆下栩栩如生。他們的舉動不單止為個人遭遇和思維

支配，而社會環境、人際關係也予以重要的影響。更深一層，人物的生理，心

理情況，甚至他的人生哲學包括倫理學。對世界事物的認識，宗教概念，宇宙

觀都灌輸了一定的因素，構成每個人的一生。Dostoevsky 用精緻、細膩、深刻

的文筆，像剝蕉皮般把人物的內心世界赤裸裸地露出來。這手法不單止在俄國

文學內有卓越的成就，在世界文學中也是空前。

  Dostoevsky (1821---1881) 誕生於莫斯科，從 1837 年五月起，便移居往聖

彼得堡，和此城結了不解之緣，斷斷續續地一共住了二十七年。他借故事的人

物發揮對聖彼得堡的意見 : 「這是一故意存在世上又是抽象性的城市，活在這

裡是我的不幸。這裡充斥著半瘋狂的人物，相信世間很少有這麼多陰沉、濃縮、

怪異的影響侵蝕著我的心靈。」其實 Dostoevsky 是在說反面話，他對聖彼得

堡有說不出的熱愛。他在這裡渡過了他的青年，孕育了他的文學天才，享受到

令他目眩神馳的名成利就，亦經歷到腸斷心摧的個人慘劇，失去最心愛的人

物。聖彼得是他創作的溫床，產生靈感的源頭。在悠長的二十七年中，他屢遷

居地，很少在某一固定處住上三年以上。他的住所都是中下階層的普通人家。

他對此城每一角落都很熟悉，反影在小說內各種人物的居室環境。「這是一奇

幻的，又佈滿了鬼魅，幽靈的去處」，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影響了小說的

人物。在妙筆生花下，地方也像人物般被寫得躍然紙上，在讀者眼前生活起來，

縱然這已是百多年前的事物了。作為 Dostoevsky 的狂熱讀者，聖彼得堡已活

在我的心頭，我對此域有最親切的維繫。

  寄寓的旅館在城南 Ligovsky 大道上，屬 Crown Plaza 系列。離聖彼得堡最

熱鬧的通衢 Nevsky 大道只有幾個街口。只是這五天的節目，日夜都排得滿滿

的，如何將 Dostoevsky 故居擠進去，這可大費躊躇了。它不像有些地方可以

犧牲午餐去逛。它需要最少兩個鐘頭，我決定第三天下午在 Hermitage Museum

逗留期縮短，離隊往故居去。博物館在二十八年前到過。文物，藝術品多如繁

星，看得眼花暸亂，多看三個鐘頭也不會吸收得很多。

  第三天清晨四點便起床，攤開地圖一看，一陣莫名的驚喜湧上心頭。原來故

居離開 Crown Plaza 不遠，步行約十分鐘可達。於是匆匆整裝下樓出門去，我

要在早餐前到故居現場勘察一下地方情況。出了旅館大門，向右沿 Ligovsky

行抵 Kuznechny 大道轉右，行了七個街口，應該是故居的所在。只見一排很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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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三層高樓宇，沒有顯著標牌，不知那一間是故居和那一層樓。見到前面

有一超級的肉類、海鮮、蔬菜市場。這裡面定有人煙 ( 因為時在五更天，街上

車輛行人絕跡 )，門前有一中年彪形漢子，滿面于思，悠閒地吸煙。我說了一

句 Dostoevsky，可能我的發音不算太離譜，他聽懂了。打手勢要我跟著他回頭

走，半個街口越過一大道，街角有一樓宇。他拉著我的臂，走下門前石級，角

落有售票處，上面俄文寫上 Dostoevsky 紀念館。大漢向我說一句俄語，意思

大概 : 「現在太早了，你待開放時再來罷」，豎了十個手指，跟着和我握手道

別。我領略了地方人情味，一絲溫暖掃走清早拂面的涼風。心中有了踏實，便

回房間稍作休息，準備早餐。

  上午八時，旅遊車駛離旅館大門，開始額外遊之一 --- 往訪 Peter and 

Paul Fortress。這炮台是聖彼得堡初建城市的核心。1703 年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戰敗瑞典，收復失地，在 Neva 河注入 Ladoga 湖的三角洲建一簇新

城市。這地帶島嶼星羅棋佈，無數運河穿插其中，且遍地都是沼澤。大帝用

鐵血手腕一定達到目標，建城條件異常惡劣。一年就犧牲了一萬以上勞工，

都在心力交瘁，飢寒交迫下倒斃。第一年就在這新城市築成了三萬五千座石

樓宇，都是大帝從歐洲大陸意大利、德國、瑞士、法國 .... 聘來名建築師設

計的，大帝將歐西文化的精粹搬入自己的門內。現在聖彼得堡是一景色怡人，

文物豐茂，美輪美奐的城市，比起歐洲各名城，不遑多讓。它的沿河景色，闊

大兼美麗的廣場有類巴黎。鬧市裡點綴無數大小的綠葉婆娑公園又似倫敦。迂

迴曲折，錯綜交义的運河可比美亞姆斯特丹。小橋流水，瀕臨大海的景象彷彿

是威尼斯北遷 .....。俄國人說它是最具歐洲風味的城市，而遊客呢，在這目

迷五色中亦能視察到俄國的韻調和情操。這是聖彼得堡獨步天下的質素，它的

靈魂既複雜且含蓄，因而放射出獨特的戲劇性和詭異性。也許這就是百多年前

Dostoevsky 說的 : 「這是一故意存在世上又是抽象性的城市。』

  回頭說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罷。彼得大帝要將首都從莫斯科徙移到

聖彼得堡的原因就是看中了炮台所在地的形勢。兔島臨河和窄海峽 Kronverk 

Strait 間，扼 Neva 河咽喉，是聖彼得堡最好的前哨站，可以抵禦瑞典軍隊入

侵。他計劃將市集放在兔島之南大島即現在 Nevsky 大道的毗鄰。他依著兔島

地形 ( 被拉長的六角形 ) 建了六座稜堡，但這險要的軍事重點從未見過硝煙。

二百多年來它變成拘禁政治囚犯的牢獄。第一個犯人是大帝的親生子 Alexi，

他涉嫌陰謀叛變父親準備篡位被捕，在監內慘受酷刑遇害，遺體被葬在教堂的

大樓梯下，遭萬人踐踏，可見得父親對他仇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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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車泊在 Petrograd 島的停車場上。踏過聖約翰，橋邊欄杆其中有一頂上

銅鑄了一小兔。1703 年，彼得大帝到此勘察地勢，不慎滑跌在河邊，長靴灌入

了河水。他將靴脫下，放在地上曬乾。後來他取靴穿上，有一小白兔從靴內跑

出來。他莞然失笑，遂命此島為兔島，建炮台防守聖彼得堡的門戶。在橋上便

遠遠看見大教堂的尖塔，像長針一般刺破藍天。橋的盡頭是聖約翰閘，再一走

一段路，進入第二重門聖彼得閘。拱門上有一孖頭蒼鷹，此為舊時俄國皇朝的

象徵。門內有一寬敞的廣場，一角穿了制服的樂隊在奏俄國軍樂，非常悅耳。

大教堂前早排上一條長長的人龍。St. Peter and Paul CathedraI 建於 1712

年至 1732 年間，荷蘭式建築，基石是彼得大帝埋下的。大教堂的尖塔瘦長，

好似帆船的橋杆，是當時俄國境內最高的建築物。頂端風信旗為一手持十字架

的天使 ; 因為高入雲霄，我肉眼不能看見。教堂神壇前的聖像群都撒了一層金

粉，很刺眼，是 1722 年至 1726 年的木雕藝術品。大堂不設座椅，俄國習俗，

儀式自始至終崇拜者要站著。沙皇和皇后的崗位有拱形鑲金頂，底下懸着很多

金流蘇，四周圍以天鵝絨，半遮掩站者的身體。

  令人最注目的，此教堂是三十位沙皇、皇后、皇子的埋身處。從彼得大帝至

Alexander III ，他們的棺槨都列在大堂的兩邊，只有遇刺而亡的 IvanVI 和

Peter III 不在其內。多是白玉雲石，彼得大帝的在雲石上用金鑲了他生前常

用的旗幟。Alexander II 的是用灰玉做的，原料來自 Ural Mountain。 他在

治期中解放了農奴，後來被炸傷，重創而死。Ural 人感佩終身，特別製此棺以

表謝忱。他的皇后德國 Hessen 公主的棺槨用紅色的石英，甚為醒目。

  最後的沙皇 Nicholas II 和他一同遇害的家屬及傭工則葬在與大堂相連的小

會堂 Chapel of St. Catherine the Martyr 內。俄國大革命後，Nicholas II

被流放到莫斯科東九百里的 Yekatarinburg。1918 年 7 月列寧下令將沙皇和他

的家屬就地槍決以絕人望。1991 年在 Ural Mountain 內一不具名的墓穴發掘

出一些遺骨，DNA 證明是屬於沙皇、皇后、三位公主、四名傭工的，只有王子

Alexei 和最小公主 Maria 的遺骨不見了，相信已被紅軍焚化。1998 年俄國政

府將遺骨遷入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的大教堂內。每一具都經過個別的證

實。因為尊敬四位傭工殉主的忠義，竟破格也將他們同葬在內。1956年電影〈真

假公主〉說第三公主 Anastasia 劫後餘生，被救出了。故事哀艷動人，蕩氣迴

腸，是富浪漫色彩的傳奇。我在小會堂內看到 Anastasìa 的墓碑。電影竟是美

麗的謊言 ;浪漫泡沫被沖破了。

  Peter and Paul Fortress第二個重要景點即是各稜堡改建成的政治犯監獄。

俄國歷史從沙皇 Nicholas1 (1825--1855) 至 1917 大革命前夕，在黨同伐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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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下，文化界和智識份子頻頻受到拑制和逼害。1848 年在歐洲大陸各處

革命烽火被點起，有燎原之勢，Nicholas I 異常害怕。他下令內政部嚴密審

查報章書籍，全面撲滅先進、激動、反政府的活動和言論。Dostoevsky 所屬

的 Petrashevsky 讀書會也受到株連。1849 年 4 月 23 夜晚 Dostoevsky 和同志

們瑯璫入獄，被關進 Trubetskoi Bastion 大牢內。導遊 Leana 領我們人內參

觀。有很多窄小房間，每房只容一犯人。內有鐵床一張，旁有一小枱面，可以

接叠在牆邊。一角有衛生桶解決犯人便急。門旁有衣架掛上些大衣、帽子、和

鞋。縛手的鐵鍊也放在那裡。犯人在裡面異常孤寂的。只准閱讀;不能用紙筆;

嚴禁和鄰房交語。Leana 告訴我們犯人也想出與外界溝通的方法 : 就是擊床發

出電報訊號。慢慢砌成字句給隔鄰聽。房外面是一條陰森冷靜的走廊，有幾名

警衛坐守着。稜堡有小門和外面庭院相通，被關得密不透風。除了在固定時間

被警衛押陪往庭院作散步外，犯人只好在小房內渡過寂寞、遙遙無期的光陰。

十九世紀有名氣的犯人在這裡坐牢的還有 Vera Figner ，Maxim Gorky，Leon 

Trotsky... 等。Dostoevsky 的罪名是傳遞違禁的書信給朋友。

  1849 年 12 月 22 日清晨，犯人從監獄提出，押解往城西的 Semyonovsky 廣

場處決。在眾目睽睽下，雷動鼓聲中，犯人一排列立在廣場中，準備接受射擊

隊的鎗彈。監刑官宣佈判決書。他們期望聽到「飲彈致死」的字句。怎知是「死

刑免了，改判為流放往西伯利亞」。沙皇一念之仁，給世界留下一聲震宇宙，

名垂千古的文學家。那時 Dostoevsky 只有二十七歲，於是他在西伯利亞 Omsk

監獄內作了四年勞工。他將這驚魂動魄，絕處逢生，行刑前十五分鐘的經歷，

用靈慧的文筆，記述在小說〈白癡〉內，對離世多麼徬徨，對生命怎樣依戀，

對時間何等珍惜 !

  從 Peter and Paul Fortress 走出來，越過聖約翰橋，旅遊車載着沒有參加

額外遊的團友早在停車場等候。我們急於往 Hermitage Museum 去，節目安排

的緊湊可謂間不容髮。博物館是沙皇冬宮一部份，有一千零五十七間房 ( 沒有

一間是雷同的 )，擁有超過三百萬件藝術品，若只在每一件看上半分鐘，九年

時間也看不完。冬宮佔地龐大，世所罕見，單是周邊長達一里長。旅遊車駛跨

Troìsky 橋，回到聖彼得堡主要城區的北端。我們在 Neva 河畔下車，早見到從

售票亭伸展出一條像永無休止的長龍。我深自慶幸，若不參加旅行團，單是排

隊等買票，就要花上兩個鐘頭以上。Leana 預告我們，現在是上午十時許，她

帶領我們參觀博物館的精華，直至下午二時，然後散團給我們時間吃午餐和作

自由參觀。下午四時半在皇宮廣場左端集合上旅遊車。Leana 選擇的精華也不

能作逐一記載，我只能述幾件給我印象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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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地面收集古埃及、希臘、羅馬藝術的 Rastrelli Gallery 到樓上聖彼得大

帝寶座室要攀登 Jordan Staircase 。此樓梯瑰麗堂皇，巧奪天工，分為左右

翼拾級而上。扶手是一條條白玉欄杆，入目是一片白茫茫的空曠。二長樓梯中

央都鋪上長長的紅絨走氈，紅白相襯，甚是悅目。很多條獨塊的花崗岩大圓柱

直通高高的天面。天面和牆壁都是灰泥塗料，漆上純白色，配以各類金花雕刻。

牆壁各處點綴些天使或希臘各種的石像和晶瑩的鏡子，既奢華，又優雅，兼備

節日氣氛。新年一月六日，主教行列沿樓梯而下，夾雜些聖樂，漫步至冬宮外

的 Neva 河，在結了冰的河面挖一大洞，汲取底下河水盛載在各瓶內，分配給

域內各教堂作洗禮用。所以此樓梯有 Jordan 的名字，取基督在約旦河接受洗

禮之意。

  彼得大帝寶座室面積寬敞，四周圍以長長的白玉大圓柱。天面懸下兩行青銅

分枝燭台。嵌木細工的地板用了十六種不同顏色和條紋的木塊砌成一精緻的地

台。壁紙是天鵝絨鑲了銀料細花。皇座在一半圓形的密室內，全部鍍銀，座的

頂端雕了一孖頭蒼鷹，是大俄帝國的標誌。座放在三級高的講壇上，背後上面

是一幅大油畫 :彼得大帝和希臘智慧女神 Minerva 並肩而立。

  博物館的寶物如恆河沙數 ;我選了兩件介紹給讀者。孔雀鐘其實包含了四動

物 : 分別站在二樹幹上的孔雀和雄雞 ( 都是金色 )，樹邊的貓頭鷹 ( 銀色 )，

樹下的松鼠 ( 銅色 )，還有一碩大野菌，暗藏著時鐘的樞紐。當一整時達時，

孔雀開屏，雄雞發出啼聲 ; 貓頭鷹張翅，松鼠將果仁放到唇邊 ; 各小鈴也敲出

音樂。此時鐘是 Catherine the Great 的情夫 Prince Grigory Potemkin 於

1780 年從英國人手上購買得來。

  Rembrandt 的名畫「浪子回頭」傑作基於聖經新約。畫中有五人物包括三位

旁觀者，浪子跪在地上，頭伏在父親懷裡，衣衫襤褸。老父穿紅披肩，白鬚，

眼睛半閉。我看到老父的神情 ; 慈祥、寬恕、驚喜，卻帶了一點哀傷。旁觀三

人中，坐着的暗暗認許，站着的不以為然，第三者站在陰暗的背景內，遑論表

情了，面目也分辨不清。浪子的背朝著觀眾，看不到他的面目。這懺悔是真誠，

還是逼於現實的無奈，要憑觀眾的想像力了。跟 Leana 漫步近三個鐘頭，行行

企企，雙腿微感酸軟。下午二時，她帶我們到近入門處的餐室門口，我們可進

內用膳然後作自由參觀。我急於步離博物館，趕往 Dostoevsky 故居去。

  皇宮廣場的雄偉壯觀，令我目瞪口呆。靠 Neva 河邊是廣袤的冬宮，綠松石

色和雪白色交錯，宛如人間天上。入門處是兩組長長的弧形建築，分別為外交

和財政部及陸軍司令所。縫合點為兩拱門組成的凱旋門。上雕有六奔馬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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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之翼」的戰車，是紀念 1812 年滑鐵盧之戰擊敗拿破崙。廣場中央是一

挺拔高峻棕色圓石柱，上有一天使手持十字架，天使的面孔為沙皇 Alexander 

I; 他和英國的威靈頓合力將一代梟雄推下歷史舞台 ( 見比利時遊記二 )。冬宮

是歷代沙皇，從彼得大帝的女兒 Elizabeth 起，直至大革命前夕的 Nicholas 

II 的居室。皇宮廣場見證了這近二百年來驚濤駭浪，血淚斑斑的俄國歷史。顯

著有三次 :

( 一 ) 1825 年 12 月 14 日，在文化界和智識份子領導下，數千群眾為自

由、憲章，和人權向沙皇 Nicholas I 抗議。衛警開鎗驅散集合，五名領袖

被捕，解往 Peter and Paul Fortress，後被處死刑。抗議者被歷史稱為

Decembrists。河邊立着彼大帝躍馬起奔，馬蹄踏一銅蛇的銅像的所在地廣場

被稱為 Decembrist Square 以紀念這五位死難英雄。

( 二 ) 1905 年 1 月 9 日星期日多過十萬人擠擁在皇宮廣場內，向沙皇

Nicholas II遞訴冤書，說普通百姓工作艱苦，難以忍受。抗議開始很和平的，

很多是攜老帶少的家庭成員，他們高舉各聖像和沙皇的影像。突然軍隊向群眾

開鎗，傷亡近萬。這是「血腥星期日」此後各處大罷工，層出不窮，此伏彼起，

敲響了 Romanov 皇朝末日的喪鐘。

(三 )十二年後，沙皇被逼退位，Kerensky 組織臨時政府執政，時在第一次大

戰水深火熱中。在這風雨飄搖之際，列寧率領的共產黨紅軍乘機奪權，隊伍於

1917 年 10 月 26 日開入皇宮廣場，撲向冬宮。Kerensky 被逼拱手讓位。十九

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聖彼得堡在文學、音樂、建築、藝術有卓越的成就，

同時屢次被捲入戰亂和禍難的漩渦，給人民帶來無限的苦痛和哀傷。

  我行出凱旋門，沿著 Bolshaya Morskaya 街走，未夠五分鐘，聖彼得堡的通

衢大道Nevsky Prospekt已在望，街角有四位青春活潑的女學生分別用俄、英、

德、法、西、意 .... 等言語向行人指點迷津。這是旅遊局多麼聰明和友善的

措施啊 ! 我清晨已熟記地圖，知道要走的路線，她們的好意只肯定我要行的方

向而已。Nevsky 大道是聖彼得堡的金融和商業中心，日以繼夜都是如此繁忙。

兩邊有超級市場、小商店、電影院、餐室、博物館、藝術廳、畫廊、教堂、貴

族府邸、舞台劇場、圖書館、咖啡茶座 .... 林林總總，五光十色。若不在此

大道漫步上半個鐘頭，就沒有淺嘗到聖彼得堡的品味，聽到它的脈博在跳動。

這條大道從 Neva 河邊海軍司令部起，斜斜向東南穿過城市的心臟，直抵城南

的寺院 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足足有三里長。Catherine the Great 

曾下命令，沒有建築物能高過冬宮。大道上的樓宇，勿論是那時期築，高度是

一致的，更顯出這大道世無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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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朝著東南行，Nevsky 大道人群車輛，熙來攘往，熱鬧極了 ! 腳步不能

放得太慢，雖然大道上很多景物值得我流連回味，恐怕沒有充裕的時間參觀

Dostoevsky 故居。踏過第一條運河 Moika 在運河河畔和 Nevsky 大道交界角

落處有一咖啡茶座，出售各種蛋糕甜品，招牌是 Wolf and Beranger，是當

年 Dostoevsky 和文壇好友談天說地的去處。他就在這裡結識了讀書會的領袖

Petranshevsky，惹下瀰天大禍，將自己推上死亡邊緣。此茶座離另一大文豪

Pushkin 故居不遠。Pushkin 和助手在此會面，檢閱手鎗。聖彼得堡處處留下

古人的足印。

  繼續南行十五分鐘，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Kazan 奔入眼簾。這弧形

有很多圓支柱，中央矗立綠色半球形高頂的建築物，宛若一小型 Vatican 聖

彼得大教堂。二十八年前我曾到過，現在沒有空餘進去。跟著踏過第二條運河

Griboyedov，街角有一六層高的巍然樓宇，是城中最大的書局。頂端有三青

銅的壯漢托着玻璃地球儀。此樓宇在 1902 年至 1907 年屬於 American Singer 

Company，是在俄國批發縫衣機的總部，那時聖彼得堡已是國際大都會了。

  依著 Griboyedov 運河放眼極望，不遠處是 The Church on the Spilled 

Blood，像莫斯科的 St.Basil's Cathedral，有好幾個色彩繽紛的洋蔥頭頂，

此教堂是在沙皇 Alexander II 殉難地點建築的。1881 年 3 月 1 日沙皇檢閱軍

隊後回冬宮，在 Griboyedov 運河畔遇刺，雙腿被炸斷，流血不止逝世。他的

兒子 Alexander III 在灑血處建此教堂紀念父親，所以有此可怖的名稱。

  踏遍第三條運河 Fontanka 跨越運河的 Amichkov 橋藝術性很高，橋頭四角立

著的青銅雕刻，顯示馴野馬的過程，抵達 Marata 大道，轉右走進去，目的地

已不遠了。從 Griboyedov 運河到 Marata 大道，步行需時要半個鐘頭。

  Dostoevsky 故居地址是 5 Kuznechny Lane，離開大道不及半個街口。1878 

年 5 月 6 日，Dostoevsky 最小的兒子猝逝。他和比他年青二十五年的妻子

Anna，急要離開傷心地，遷到現址，這是他在聖彼得堡亦是在世上最後的居

室了。樓有兩層高，窄窄的窗口在入門不遠，是進場售票處，負責的金髮女郎

背後有一堆書籍、雜誌、海報，關於作者生平、著述、文學評論、紀念館歷

史 .... 遺憾的全部是俄文。買票人內的人可不少，二樓一角是陳列室，牆上

掛滿了十九世紀聖彼得堡街頭舊照，作者家屬如父母、長兄 .... 等及好友照

片。可惜都是俄文，我憑著想像力和對作者生平的認識幻想自己生活在百多年

前的聖彼得堡。一角電視機放射有關作者一生的紀錄片。雖然我看不懂，聽不

懂，我站在每一照片和電視機前慢慢仔細參詳。隔鄰是 Dostoevsky 的寫作室。

他最後的巨著 The Brothers Karamazov 就在這裡完成的。入門處角落掛衣架

前蘇聯萍蹤遊影
在聖彼得堡訪文學家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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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了作者用過的陳舊氈帽。書櫃裡放了一排排書籍，包括 Dostoevsky 愛讀

英國 Dickens 和法國 Balzac 的名小說。書桌上一小角有些私人物件，令我看

到有些傷感。一棕色的皮製錢包、鉛筆壓著一藥單，是他臨終前一天醫生的開

方，一小女兒給父親的便條 (在他病危寫的 ) : 「親愛的爸爸，我愛你』窗旁

有一八角小桌，上面放著一支燃燒過的蠟燭，一停頓的時鐘，標出 1881 年 1

月 2 8 日 ( 星期三 ) 晚上八時三十六分，是 Dostoevsky 辭世的準確時間。夫

人睡房、孩子房間、浴室 .... 都在同一層樓中，放滿了十九世紀傢俱和遺物。

Anna 書桌上放了 The Brothers Karamazov 第五章一小部份，還有銀色鏡框內

的舊照片一張，是 1880 年 Dostoevsky 拍的。Anna 真是一個好妻子，她為丈

夫抄寫，校對且充任他私人秘書。丈夫去世後她整理所有文件，出版遺書，於

1918 年去世，遲丈夫三十七年，她是為 Dostoevsky 而活。Dostoevsky 是在此

故居內肺氣腫病逝的，喪禮轟動一時，幾乎全聖彼得堡民眾都到這故居致祭。

數天內此故居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可謂生榮死哀。他長眠之地是 Nevsky 大道

南端盡頭 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 的墓園，可惜我沒有時間往憑弔，但

二十八年前寓居莫斯科旅館就在此墓園對面。

  從故居行出來，已近下午五時 ;兩個鐘頭後便要隨車離開旅館往劇場去看芭

蕾舞 --- 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往餐館去一定時間不足，唯一的選擇是

走入超級市場 Kuznechny Market 去買點生果熟食，草草充飢。百多年前 Anna 

Dostoevsky 也在此街市購物。雖然清晨在門前作驚鴻一瞥，現在的市場清靜冷

落得多，很多攤位已捲席收市。有一從中亞細亞來的中年婦人向我招手，我行

到她的櫃面前，是一賣熟海味的檔口。她滿面笑容，拾了三件有魚片、蝦、魷

魚放在小碟上給我品味，鮮美極了 ! 我指著一小透明盒，作手語問她若填滿

了，我要付出多少錢 ? 她遞過計算機給我看，是 2 5 0，即二百五十盧布，不

足八美元。以前蘇聯對遊客索價之昂，這是非常便宜的，我立即給她二百五十

盧布，她將小盒填滿了各色海產。我拿回房間慢慢欣賞，這是此次旅遊最精美

可口的一餐。我尚有充裕時間作沐浴更衣，去欣賞芭蕾舞，這是俄國藝術的高

峰。我在聖彼得盤桓五天，我只記下第三天從早至夜的經歷。節目豐富精彩極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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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erick，Ireland 是我第一次踏上歐洲大陸碰到的第一座城市。對一個稍

有浪漫情懷的人而言，第一次經驗是甚為珍貴的。那時閱世未深，仍存著很

多赤子童真，見到的事物多具新奇刺激，很普通的也視為不平凡。倏忽已過了

四十四年，有機會重臨 Limerick，這城市確有不同的風韻。當年的體驗留下些

不可磨滅的烙印，主要因素是這體驗隱含著一意外的驚喜。

  1966 年秋，一位大學教授介紹我認識了一印度來的旅遊經紀，他替我安排近

三個月的歐洲自由行---從愛爾蘭至土耳其，然後南下以色列，再折回意大利，

轉葡萄牙返紐約。因為避免申領入境證的麻煩，東歐共產國只包括南斯拉夫。

這是最經濟的學生背包式旅行，治途入住處盡可能是歐洲人用的包早餐，沒有

私家浴室的小旅館。出發前印度人交給我一束機票，第一站竟然是 Limerick。

飛機降在 Shannon International Airport 上，時約下午四時。為了次日乘早

機赴都柏林 Dublin，入住機場內的假日旅館，是此行最昂貴的。

  機場就在愛爾蘭最長的河 Shannon 的河口，旅館緊靠著江灣。入目是遍地細

草如茵，一片綠色撲面而來。綠得這樣嬌嫩，這樣新穎，這樣委婉。錯雜交綜

的灌木叢也綠得發黑、又深、又濃、又亮。天空飄著的雨絲也被染綠了。這綠

意直滲透入靈魂深處。河邊崩雲的亂石，夾縫長滿青苔，像被厚厚的綠色薄被

掩蓋著。愛爾蘭不愧有翡翠島嶼的雅號。四十四年後重來，這綠色的影子，處

處遮著眼簾。長年屢月，這小國就被這既幽，且野，又閒的綠色佈滿。唐朝詩

人唐彥謙有一七言絕句 :『天地天南繞路邊，托根無處不延綿。萋萋總是無情

物，吹綠東風又一年』

  旅館的大堂豎立著一大牌 : 「愛爾蘭風情一瞥遊」，且註明收費和下午六時

出發。我在長途跋涉後，雖感覺有些疲倦，但毫無睡意，立即報名參加。此團

很少人，只有寥寥七位，都是寓居假日旅館的過路客。

  Limerick 市區離機場很近，不及二十分鐘車程。我們被領往一學校禮堂，

此堂面積不大，容納了百多位觀眾，熙來攘往，頂熱鬧的。入門處我見到一年

約四歲的小男孩，面目俊秀，風神飄逸，全身從帽至鞋，都是綠色服裝，像一

青色的扁豆，艷麗極了 !惹人憐愛極了 !我好奇問攜著孩子手的少婦 : 「他是

你的孩子嗎 ? 服裝是你縫紉的嗎 ?」她回答 : 「對啊 ! 是我設計製作的。我為

Charlie 操盡苦心，節目表演完畢後還要帶他到鋼琴老師處。今晚的晚飯恐怕

要待八點鐘後呢。」Charlie 羞人答答，顯露出無限怯意，緊倚在母親身旁。



323

  還有五分鐘秩序方開始。我身旁的 Mr. Patrick O'Connor 是本地中年人，

帶著一副金絲眼鏡，文質彬彬，喋喋不休和我交談。愛爾蘭人的熱情好客，可

見一班。這是不足一個鐘頭的文娛節目，有歌唱、舞蹈、鋼琴、小提琴…藝術

水準很高。輪到「青扁豆」Charlie 出場了，他給我一很大的驚異。這滿懷

羞怯的小孩，在舞台上宛若生龍活虎，其步伐的靈活嫻熟，令我嘆為觀止。

四十四年的歲月消磨，時光流逝。現在 Charlie 自己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未

知他在愛爾蘭藝術界內，盛名卓著否 ?

  這風情遊的第二部份是 Bunratty Castle 內的中世紀晚宴。古堡在

Limerick 市區和機場之間。我在大學修讀英國文學源流，讀了很多從十六世

紀至十九世紀的 Gothic 小說，腦袋充滿了幻想暇思。古堡是很多恐怖小說現

場。在狂風暴雨，雷霆電閃之夜，隱藏在空曠大地上的古堡，裡內是九彎十曲

的走廊，陰暗塵封且滿結蛛網的密室，離奇詭異的情節陸續發生了。角色多是

殘忍暴戾的衛士，縱情聲色的侯爵，離經叛道，陰謀助虐的寺僧，若隱若現的

冤魂，孤立無援，楚楚可憐的少女 .... 我記得讀了 George Payne Rainsford 

James 的 A Night in an Old Castle 短篇小說。恐怖的描寫滲入心脾，掩卷

不敢卒讀，回思猶有餘悸。

  Bunratty Castle 破除了讀多本 Gothic 小說後所得的成見。時雨已停了，

涼浸浸的天氣改為寒風習習，平添了無限秋意。夜色深沉中出現了聳立在郊野

的巍峨古堡。吊橋旁站著五位穿古裝的妙齡少女，她們各持火炬笑臉迎賓。火

焰和飛煙在微風內搖曳著，遊客魚貫入內。登上二樓的拱裝圓頂大堂，毗連著

巡迴歌手的樓座 minstrel's gallery，這就是中世紀晚宴的場地，容量若超過

五十食客，便很擠擁。今年春天我參加了兩個星期的愛爾蘭農村景色遊，重臨

Bunratty Castle ，方發現這中世紀晚宴是非常熱門的節目，要預早訂位。機

場假日旅館面子夠，我在歐洲的第一夜便享受到了。

  場地不用電燈，牆邊豎立了很多火把。桌上擺滿燃燒著的蠟燭，把大堂照得

通明。檯上沒有餐具，招待我們入座的少女 ( 即是在吊橋迎賓的五位 ) 告訴我

們 : 聲明這是中世紀宴會，當然沒有餐具，要用手和牙去撕肉剝骨。每人座前

有一盤清水以便洗滌手指，一條很長圍巾可作抹手用。

  坐下來後，每食客享以一杯加以蜜糖的烈麥酒以禦風寒。一年青男子踏上樓

座 ;一少女攜帶絃琴陪伴著。他致歡迎詞後，簡述古堡的歷史和趣聞。突然絃

愛爾蘭綠野古堡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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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音樂響了，男子引吭高歌，是中世紀的名歌 Green Sleeves 。晚宴的主菜是

燒烤牛扒，異常可口。樓座出現從無間斷的歌舞節目，有異於上半晚在學校禮

堂內欣賞的，全部歌舞的主題是中世紀。這就是我在歐洲的初夜了，怎能忘懷

呢 ?南宋詞人姜白石有一首七言絕句 : 『荷葉披披一浦涼，青廬奕奕夜吟商。

平生最識江湖味，聽得秋聲憶故鄉。』若將此詩用於此情此景，把「荷葉披披」

改作「綠草茵茵」更適合愛爾蘭的景色。「青廬奕奕」改作「青廬伐伐」，因

為在學校禮堂和 Bunratty Castle 令我陶醉的不是奕棋，而是舞蹈的步伐。

「夜吟商」不用改，宮、商、羽、徵、角是中國音樂的基本五音，用「商」來

代表音樂是很適當的。後兩句更不用改了。這一生到處遊蕩飄泊，最能知道流

落江湖的滋味了 ; 每聽到悲涼的秋聲，就會想念起故鄉。而我的故鄉，不是舊

金山，也不是香港，而是現不再存在的南中國農村。

  闊別了愛爾蘭大半生，在這悠長的四十四年中，我曾蒞臨歐洲各地不下二十

次。總沒有機會重臨這翡翠島嶼。今年四月我下決心刻意專遊愛爾蘭，於是

參加 Insight 舉辦的農村景色遊。旅程已過了一半，遊了好幾個古堡，進入

了 Limerick。領隊 Richard Bury 和我的年紀差不多，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

文化人，曾充任中學英國文學教師。他解說 limerick 是詩的體裁之一。是五

行的小詩。一、二、五這三句用同一韻腳 ; 二、三這兩句用另一韻腳。他給

我們一遊戲，出了第一句 There is a girl from L.A.，我們各人可試寫一首

limerick。我從未寫過英文詩，這是很新的挑戰。胡謅了一首。恐怕每句節拍

未必合格，不敢給他看 :

There is a girl from L.A.

Who never had a moment of dismay.

Her smile shines like a resplendent moon.

Young men nearby are in deep swoon.

She manages to keep all her admirers at bay.

   Limerick 小詩含滑稽性，不必寓深意，我可不必顧慮內容淺薄。

  第一次到 Limerick 是夜間，欣賞音樂節目，沒有看到它的市容。這次是

過路性質，也不能作深度遊。有限的時間只能容許我們觀望一個景點， King 

John's Castle。此堡壘是聲名狼藉的英皇 King John 建於十三世紀初期。

King John 是 Richard the Lion Heart 最年幼的小弟。King Richard 在第

三次十字軍東征效勞，率軍轉戰於耶路撒冷近郊，小弟 John 陰謀篡奪，不恥

於國人。在文學家 Walter Scott 筆下，小說 Ivanhoe 歌頌了 King Richard 

雄豪慷慨， John 在陰影下更顯得鬼鬼祟祟了。他的任期是 1199 至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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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歷史上評價不佳，致命傷是 1203 年慘敗於法國人手上，失去了全部在法

國的屬土 ; 而英國境內經濟崩潰，通貨膨脹導至民生艱難。在外和羅馬教皇

Innocent III 發生衝突 ;被開除教籍。1215 年英

國貴族強烈抗議，要限制君權，保證封建藩主利益，尊重國家法律不能恣意

任情。強迫他簽下大章程 Magna Carta 。這是極權被分散的開始，寫下歐洲

文化史重要一頁。King John 也因此成了不朽的歷史人物。旅遊車在 Shannon 

河彼岸停下，隔河遙眺堡壘。城堞參差，甚是宏偉壯觀。其實 King John's 

Castle 只餘 1691 年擴建炮樓的空殼，鼓樓尚存。攀登其上可鳥瞰 Shannon 

河景色。堡壘裡內設有電影院，放視愛爾蘭和 Limerick 的歷史。還有考古學

中心，設有 Normans 登陸英倫前的三間在地下發掘出來的古屋，還有在 922 

年 Limerick 建城前的雛型。

  領隊 Richard Bury 安排當日的午餐在 Bunratty 民俗風情園內。我依稀記

得當年在 Bunratty Castle 享用中世紀晚宴，古堡矗立在荒野上，四周並沒有

甚麼民族風情圈，今非昔比，古堡是風情園內的標誌，園內還建有鐵匠火爐室、

垂釣者寓居、樵夫茅寮、紡織所、陸上船澳、農場、村落小學…最大規模是一

民族銜，有商店、各式行業辦事處、印務公司、郵局、小客棧、旅遊驛站…民

族街頭盡頭還有一圍牆繞著，頗具規模的花園，Richard 給我們個半鐘頭包括

午餐。團友們紛紛跑往小客棧旁的茶室用膳去。我要盡量吸收各景點，只好犧

牲午餐了。

  參加中世紀晚宴時只看到大堂，其他盡付空缺，這次要比較詳盡勘察古堡

了。它建於 1425 年，是 O'Briens 侯爵的堡壘。主體建築有三層高，每層都

有一大堂，最低的大堂用作中世紀宴的場地。家具都是十五和十六世紀的古

董。每層都分格著數小室。有些用作教堂 ; 有些是侯爵或他的家屬寢所。最低

大堂底層就是地牢，外面吊橋旁有一小徑和石級讓人窺視地牢，現用為貯物

室。一角放上一大黑鼠模型，以收情景逼真的效果。Bunratty Castle 有四高

塔分佈在四角 ; 每塔有六層高，可攀登上頂，但樓梯盤旋，狹窄，兼峻削。遊

古堡一定要身體敏捷，行動靈活，不然有一定的危險性。我攀登南北兩塔，俯

視園林，前後二次訪問，概括了我的大半生。感慨之餘，記起北宋詞人曹組半

首詞，聊以表達我心境: 『天涯為客，念過眼光陰難再得。想前歡，盡成陳跡。

登臨恨無語，把欄杆暗拍。』

  愛爾蘭多天然奇景，其中之一是距 Bunratty Castle 東北四十里的 The 

Cliffs of Moher 。這是一如刀削般垂直下落大西洋的懸崖，連綿不斷，望無

涯止。我在懸崖漫步，大西洋中的小島群 Aran Islands 赫然在目。在遙遠的



326

北方， Connemara 國立公園的群山峰巒起伏，青黛可分。白色的海鷗在岸邊海

面翱翔，任它天高地闊，景色美極了，亦奇極了 ! 懸崖小徑有一小部份緊貼崖

邊，可仔細視察如牆的石面層次組合。腳下的波浪翻騰怒吼，令我瞪目屏息。

若步伐不穩，便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小徑長達五里，崖高七百一十尺。小徑

攀上一山坡，最高處路旁有一燈塔 O'Brien's Tower，這是數百年前 Bunratty 

Castle 侯爵O'Brien 營建的，塔比平常的燈塔龐大五倍。其實這是一小堡壘，

愛爾蘭有數不清的堡壘，這是我見到最小的。侯爵築此塔供遊人觀景和歇息。

數百年前此地已有遊客，真是不可思議。事緣午前攀登 Bunratty Castle 消耗

了很多體力，於是節省了二歐元可免進入 O’Brien's Tower。回到訪問中心吃

了一杯香甜美味的椰絲雪糕裹腹，聯補沒有午餐之缺。

  重遊 Bunratty Castle 而再沒有機會參加中世紀晚宴畢竟是一遺憾。誰知

Richard Bury 給我一個非常意外的驚喜。黃昏時候旅車經過海旁的 Kinvara

村，在一座聳入雲霄的堡壘前停下來。這是 Dunquaire Castle，氣勢猶勝於

Bunratty，昂然傲視 Galway Bay 的海面，扼著通衢大道的咽喉，真是雄關擋

路，山河難越。此古堡建於七世紀 King of Connaught 雄關的原址。1520 年

時 O'Hynes 侯爵建此堡壘，外型仿神話故事式，用傳說中最神武的 Connaught 

國王Guaire 命名。1929年為名外科醫師Oliver St.John Gogarty 購買下來。

醫生是一風雅士，有湛深的文學修養。他將堡壘以 James Joyce 小說 Ulysses 

為主題，修葺一新。現裡內數處出現小說人物 Buck Mulligan 的痕跡。醫生經

常款待十九世紀後期已享盛名的文人如 W.B.Yeats，Sean O'Casey…等。他們

除雄霸英國文壇外，以復興愛爾蘭本士文化 Celtic literature 而飲譽當時。

Richard 領我們參加 Dunquaire Castle 內的中世紀晚宴。驟然看來，這是

Bunratty 的副版，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火炬蠟燭沒有了，古堡內裝了電燈。

首先我們被領往一樓的候客室，男歌手和女樂伴演出一很悅耳的中世紀音樂。

然後他們選了一對從紐西蘭來的年邁夫婦 Mr. & Mrs. George Lloyd，恭奉他

們在椅上，加冕為 Connaught 王 Guaire 和他的王后。我們全體都成為貴族以

My Lord 或 My Lady 為稱呼了。當然蜜糖烈麥酒是不可少的。流連了十分鐘便

沿石級上二樓餐室。檯上擺滿了刀叉、瓷碟、水晶杯、和餐巾。Bunratty 的

原始粗獷氣氛消失殆盡。權充國王和王后被領往中央大檯的寶座。我們依次入

座，我和團友們談得很投契，所以沒有上次的孤獨。主菜是紅酒雞丁，也不錯。

席間連續有歌唱和樂器表演，沒有舞蹈，取而代之的是名詩朗誦，短劇和趣談，

保留古堡湛深文藝風俗。若將 Dunquaire 和 Bunratty 相比，春蘭秋菊，各擅

勝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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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投宿在Galway 市郊區的Maldron 旅館，近Galway Bay。翌晨一早起來，

餐前到海邊漫步。那遼闊的 Galway Bay ，煙波浩渺，早有漁船出海，在水平

線上漸漸消失，深感穹蒼之偉大，自身的微小，人生實在太匆匆了。借了一名

聯，改了兩個字，用在此處，未嘗不可。

「放眼極八百里，天際濤聲，日中帆影，雲間山色。眼底波光都搜住，客囊詩

料 ; 一醉已四十年，意中人少，夢裡事多，身外名浮。目前景幻更何論，鴻瓜

泥痕。」

  早餐後，開始今天精彩的旅遊，往 Connemara 國立公園去。Connemara 是

Galway 縣西部的一大塊土地，亦是歐洲大陸最西的地方。瀕臨風急濤湧的大

西洋。有崎嘔小路的山崗橫貫其間，密佈著晶瑩碧玉般的湖泊，獠牙嶙峋的怪

石，青翠欲滴的草坪。且有隱藏著豐富泥炭資源的沼澤。只是耕地零落，人口

稀疏，多見牛羊，少有人煙。愛爾蘭歷史上兩次浩劫， 1655 年英國護國公

Cromwell 的軍隊殘酷鎮壓天主教徒，血洗農村和 1845 年至 1849 年因馬鈴薯

失收激起大饑荒。民眾紛紛遷往境外，甚至遠徙到北美洲謀生。在這人禍天災，

鋒鏑餘生留下來的人民，墾殖瘦地，苟存殘喘，養成剛毅，堅忍的性格，是典

型的道地愛爾蘭土著，其血液是最純粹的，不為入侵者如北歐海盜，諾曼第，

和英格倫，混雜和沖淡。我們的旅遊車駛入Connemara，水光斂艷，山色空濛，

風景秀麗，別有一番韻味。Richard 命令司機停下來，領我們步往山坡下。他

隨便在地面拾了一塊黑黝黝的土壤，面積雖大，拿在手中感覺很輕，這就是泥

炭了，是珍貴的燃料。因近幾十年來不停的發掘，此地泥炭資源有乾涸趨勢，

是一大隱憂。泥炭是腐化植物的纖維，混和了土壤，需時數百年而形成的。

  車子沿著 Killary Harbor 的小路，慢慢駛動。見到的是愛爾蘭唯一峽灣風

光，北面是 Mayo 縣的 Mweelrea 高山，南面是 Galway 縣的 Maanturk 高山，

一水緩流其間。雖說是峽灣，大遜挪威Bergen 附近的險峻雄奇(見挪威遊記) 

，因為山離水有一大段的距離，不像挪威的兩岸崇山緊迫著流水。峽灣的水呈

墨綠色，好像深不可測，高山倒影在水中如鏡。輪渡碼頭泊著遊船，附近設有

漁場。漁場內的木筏很礙眼，破壞了美麗的天然風景線，但給這貧瘠土地居民

很多就業機會，紓緩了民生。

  當天的皇牌景點是 Kylemore Abbey。旅遊車穿過林蔭蔽日的 Dorraugh 

Mountains，抵達 Kylemore Valley。這是愛爾蘭語 Coill Mor 蛻變而成 ; 它

的含義是「巨大的樹木」。景物豁然開朗。一座很多尖塔刺雲，灰石砌成，大

小長方形窗圍以雕飾的欄杆的堡壘靜寂地矗立在湖邊。這是童話世界啊 ! 在

我旅行經驗中，只有德國 Bavaria 的新天鵝石堡壘可以相比。這是意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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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驚喜 ; 這是愛爾蘭人譽為最上鏡的堡壘 Kylemore Abbey 。堡壘是 1861 年

至 1868 年間為代表 Galway 縣的國會議員 Mitchell Henry 所營建。當他和新

婚妻子 Margaret 渡蜜月時，馬車路過此地，被 Kylemore Valley 的湖光山

色入迷了。Henry 家境富裕，於是購買了湖邊，傾盡家財建一堡壘，花費了

一百五十萬英磅，僱請了無數本地勞工，這是當時一件大好事。時當大饑荒後，

民不聊生，有此工作是給饑民一線生機。裡內的陳設極盡奢華，Henry 夫婦在

堡壘內過著神仙般生活。美滿的人生始終會有一句號。1874 年，他們遊埃及

時，Margaret 不幸染上尼羅河熱症而病逝。Mitchell Henry 在距堡壘箭步之

遙築一宏偉的歌德 Neo-Gothic 教堂紀念愛妻，教堂旁是她埋骨的墓室。若干

年後， Mitchell 亦步妻子後塵離世。堡壘輾轉成為天主教 St. Benedict 修

道女庵堂。她們是逃避第一次大戰火焰從比利時遷來的。直至今天 Kylemore 

Abbey 仍是 St. Benedict 的物業。庵堂的樓上成了女子學校和宿舍。我參觀

了堡壘下前廳、教堂、墓室後，沿著湖邊漫步，環境寧謐幽深極了，啟發無限

哲思。背後一帶很重本地口音的英語打破沉寂 : 「我可以共你一同步行嗎 ?」

我回頭一看，一滿頭白髮，身型偉岸的老人，牽著一牧羊犬，面掛著一絲微笑。

他很健談，向我介紹本地民風，獲益非淺。我們一同步行上小坡，山頂有基督

像張手歡迎，四周疏落有好幾隻吃草的羊。回顧臨望堡壘前的湖，水澄如鏡。

離堡壘一里多有一維多利亞時代的花園，我要乘園林列車前往。花園廣達六英

畝以上，四周圍以石牆。裡面植物花卉分組裁種。有兩間古屋，是園丁居室。

我找到一高地，可以眺望花園一部份，在灌木叢中的椅上坐下，拿出幾天前在

Blaney 堡壘毗鄰超級市場買的餅乾，慢慢細嚼，權充午餐。

  在回 Galway Bay 附近的旅館 Maldron 前，我們觀光了愛爾蘭西岸最大城市

Galway 。舊城面積很小，在 Galway Bay 北岸。Corrib 河自 Corrib 湖流出，

注入海灣，穿城而過，將舊城分割，形勢險要，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愛爾蘭古

老城市之一。未入市中心前，車子繞過城南的 Salthill 區域。環灣大道之旁

是一條長長的步行路，多處有石級下往潔白如雪的海灘。時值春寒料峭，作海

浴的人寥寥可數。環灣大道另一邊充塞著旅館、餐室、茶室、和排著一列列吃

角子老虎機的小賭場，非常熱鬧。瀕 Corrib 河入海處是 Claddogh 區，本是

在舊城城牆外一小漁村，居民說純愛爾蘭語。1930 年前房宇全部是茅寮，頗

有獨特的風格，後被拆除改建平民屋。Claddogh 源於愛爾蘭語cladach，是「沼

澤」的含義。此區仍保存純粹的愛爾蘭精神，領隊 Richard Bury 情不自己，

引吭高歌，清唱起 Bing Crosby 的名歌“ ....to sit and watch the moon 

rise over Claddogh, and see the sun go downon Galway Bay. ”他那雄渾

的男中音，頗夠功力，很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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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駛經 Corrib 河入口處時，Richard 指出對岸的古蹟 Spanish Arch 。

此拱門築於 1584 年，作碼頭的屏障，可反影 Galway 城和西班牙的密切聯繫，

當年貨運船就在碼頭放下一桶桶紅酒和白蘭地酒。上 Walfe Tone 橋入城了，

見到河面浮游著一大群白天鵝。停車場內一車背上立著一灰鷺，旁若無人。

離舊城大道 High Street 不遠處有二古蹟。(一 )Lynch Memorial Window 牽

涉到一段腸斷心摧的故事。十六世紀初期，Galway 的市長 James Lynch Fitz 

Stephen 的兒子因情海爭風，殺死一西班牙海員，被判死刑。時劊子手急病猝

死 ; 無人執行刑罰。市長親身用繩將兒子吊死。當然他傷心欲絕，謝絕人群好

幾天。這古蹟是紀念此慘事的。(二 ) Lynch Castle 是十六世紀建的堡壘。保

護城中蓬勃的商業 ; 避免郊野的暴徒侵犯。現堡壘成為聯合愛爾蘭銀行總部。

建築風格是南西班牙地中海式。

  車子泊在 Merchant Street 上，Richard 率我們瀏覽了市中心的公園 Eyre 

Square。

  公園的一角豎上建城十四家族的旗幟。這十四家族的姓如 Blake，Joyce，

Lynch... 直至今天仍是愛爾蘭常見的名字。Galway 城有很湛深的中世紀傳統，

是 Gaelic 和 Norman 二文化的融匯。在離 Eyre Square 不遠處可見一班 : 兩或

三層高的石屋、彎曲盤旋的街道、狹窄的弄堂、舖滿小石板的小巷…在 Eyre 

Square 東面有一雕刻陳列園地，我只能匆匆步過，不能仔細欣賞。正中是

Kennedy Park。1963 年 6 月美國總統 John F. Kennedy 在此向群眾演說，他

回國後便遇刺了 ; 這草坪是紀念他的。Richard 給我們半個鐘頭流連舊城的市

集，裡內有如迷宮。有店鋪、有擺攤、有推出小車售物的....真是購物者天堂。

我漫步行至 Quay Street 海藍色樓宇內的 Twice as Nice，是賣古董衣服和愛

爾蘭出產的綢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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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ldron 旅館留宿第二夜後，明晨僕僕風塵，繼續北上，路經在 Mayo 縣

的古屋 Clonalis，女主人 Mrs. O'Connor 在花園閘口迎賓，這早上就消磨在

古屋內。古屋龐大，儼然又是一堡壘，裡內價值連城的寶物甚多，不用細說。

最令我注目的是書房，分為三間，前間是普通書籍，都是近百年出版的，可

供人隨便閱讀。後間藏的是古籍、墳典，可珍貴了 ! 都是稀有甚至唯一的版

本，包含很多手抄本。女主人說她們家族擁有此古屋上四百年，書籍的紙張有

些如蟬翼般脆弱，不宜輕易翻閱移動，只有考古學或歷史學專家駕臨，書籍

方從架中取下來。專家們都是小心翼翼處理。還有橫間是文件室，藏的是愛爾

蘭各地從古至今的歷代地圖，國家對外條約副本，歷史文獻 .... 等。可見得

Clonalis House 並不單純是私人的物業。觀光完畢後女主人請我們到廚房去，

是比普通家庭大五倍，一角擺滿檯椅，以款待客人茶點 ; 這可不是免費的，入

席者每人要付三歐元。這倒也誠實，多年前我遊日本濱松，參觀一園林式模範

屋，主人前倉夫婦招呼清茶，每座面前擺了一束明信片，是他們二人在家中各

處的照片，說是給我們作紀念品，但離座時每人要付五美元。Mrs. O'Connor 

不勉強我們吃茶點，不入廚房者可往花園去自由參觀。

  愛爾蘭西北部被很多旅行家認為是遊覽金礦，旅客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可惜

我匆匆步過， Sligo 縣是其中之一。從 Sligo 縣城至小村 Drumcliff 這一帶

地域指是最偉大的二十世紀英文詩人 William Butler Yeats (1 865---1939) 

的故鄉。他是四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愛爾蘭人中的第一位。他在十多歲時隨母

親和外祖父母定居於 Sligo，孕育了他的文學天才。他是一充滿民族思想的詩

人，在復興愛爾蘭本土文學運動中，居高甚偉。他的作品很多以 Sligo 的景物

為背景，寄寓超逸的奇思，發揮他的愛國情懷。如晚期名作 The Wild Swans 

at Coole 可作代表。我抄下了尾二段 :

Unwearied still, lover by lover

They paddle in the cold

Companionable streams, or climb the air.

Their hearts have not grown old;

Passion or conquest, wonder where they will,

Attend upon them still.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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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w they drift on the still water

Mysterious, beautiful.

Among what rushes will they build,

But what Iake's edge or pool.

Delight men's eyes, when 1 awake some day

To find they have flown away?

  愛爾蘭人堅忍，熾熱，美好的品性，呼之欲出。好像這群野天鵝一樣，本非

池中物，終要飛走另創天地。我在河邊旅館 The Glass House 吃了一頓午餐。

詩人的遺跡只看到一處，Yeats Memorial Building，現在成為 Sligo 縣的畫

廊。

  Yeats 於 1939 年在法國南部病逝，遺願歸葬於故鄉。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

烽火燎原，草草在 Menton 下葬。十年後文化界人遵從他的遺志，將骸骨遷回

愛爾蘭 Sligo 縣 Drumcliff 小村內。Richard 也是一文化人，領我們往憑弔

他的墓地。是在一殊不起眼的教堂前，遙遠處巍峨的Ben Bulben 山橫亙大地。

墓碑刻上他的詩中名句 :

Cast a cold eye

On life, on death.

Horseman, pass by !

  我看到這墓誌銘，於是將清代王九齡的旅行絕句譯了給 Richard 。尾二句是

「世間何物催人老 ?半是雞聲半馬蹄。」

What has been aging me in this world ?

The crowing rooster and the galloping horse。

  他驚異的說 :「想不到古時中國詩人有同一主題。」 我補說其實主題不大相

同。Yeats 的詩是說崇山冷目凝視著生與死，騎馬者漠然路過。而王九齡詩用

雞啼和跑馬隱喻旅行。五更雞鳴時旅行者便要起步。古時交通沒有飛機、火車、

輪船、汽車 ; 馬匹是唯一的工具。人生苦短，大半光陰，被東奔西馳消耗了。

Richard 很佩服愚見。

  Waterford 的水晶和 Belleek 的瓷器是愛爾蘭土產中的雙璧。上星期我已在

Waterford 參觀了水晶廠和購買了一隻水晶小狗。當我們進入 Belleek 售賣瓷

器總部時，早已踏上英國的國土北愛爾蘭境。此邊境小鎮不設關卡，我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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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已經離開愛爾蘭共和國。陳列廳的貨物很精緻，都是晶瑩如白玉的瓷器繪上

簡單綠或黃的花紋圖案。標價是英鎊，是美元的一倍。我覺得消費非常昂貴，

所以不敢出手。

  是夜寓居於北愛爾蘭第二大城市 Derry 的 City Hotel 。英國人稱此城

為 Londonderry。1613 年戰亂動盪後，此城甚為殘破，高級官員逃之夭

夭。此城交給倫敦的商人協會直接管轄。從英倫和蘇格蘭來了一大批新教徒

Protestants 的移民，大興土木，重建城牆內的舊城。名字於是在Derry 之上，

冠以 London 之名，成為 Londonderry。這是有完整城牆的壯麗城市。整座舊

城宛然就是一堡壘，是愛爾蘭最大的堡壘。Foyle 河穿過市流入 Foyle 湖然後

出大西洋。舊城建在臨河的小山坡上，炮壘環立，真是金城湯池。

  早餐後會見本地導遊 Ronan McNamura 。我見到他，眼睛一亮，目前的少年

不是一愛爾蘭人，是一個中國人呀 ! 後來他向我們解說，母親是從馬來西亞的

中國人。他舉止溫文，口才甚佳，操純正的牛津英語，聽來很舒服。Ronan 命

司機 Tony 巡迴 Derry 市一周，在這期間內他有條不紊地簡述愛爾蘭歷史。愛

爾蘭成為英國殖民地多年，民族、語言、宗教、風俗 .. 上的矛盾綿延不絕，

從未間斷過，激起無數次的武裝反抗和殘酷鎮壓，為擺脫英國統治而犧牲的烈

士不可勝計。1921 年終於如願以償，「自由愛爾蘭」立國了，即現在愛爾蘭共

和國的前身。北部六縣居民多是 Protestants，不想和南面的天主教徒共治，

甘願留在英圈，所以這翡翠小島分為兩個國家。陷於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仍不

能和英國妥協，時謀和南方合併，將英國踢出翡翠小島外。自 1918 年起一部

份激進份子在 Michael Collins 領導下組織游擊隊伍 l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和英國公開作對。破壞政府機構，暗殺官員，無所不用其極。在宗教

分岐的背後還隱藏著一切實影響民生的經濟因素。北愛爾蘭政府的要津全被

Protestants 高據著，商業也為他們操蹤。大城市好的區域和住宅房宇也屬於

他們 .... 不平則鳴，難免天主教徒嚴重抗議了。

  Derry 這城市成了暴動份子的溫床，在報章上久享「盛」名。時至今天，激

進派已覺悟到暴力帶來更多禍害，政府也自我警惕，設法改善天主教徒經濟地

位和就業機會，局面近年來已漸趨寧靜。最顯著的改善是以前為遊客裹足的北

愛爾蘭漸漸其門如市。唯有傳媒界如報章、電視、網路仍張大其詞，將少許糾

紛擴大以吸取觀眾視聽。Ronan 說來道理分明，聽者心折不已。他還加上一幽

默的註腳 :「鬥爭的雙方在身型、外貌、語言 .... 都相似。要鬥爭為甚麼不向

我鬥爭呢 ?因為我的外表不是一愛爾蘭人，但他們待我頂好的。」

愛爾蘭綠野古堡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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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Foyle 河東岸新區包括劇場、火車站、工場、博物館及一些住宅區互作一

巡禮。Ronan 說在 IRA 最活躍，劍拔弩張時期，處處貼滿火爆性的標語，現在

隨時局的平靜轉趨零落，很難找得到。車子越 Craigavon 橋折回市區，橋頭

大道左右分別站著一巨型銅像，手拉手形成一拱門，好像在宣佈 : 勿論不同的

宗教，要攜手共建 Derry 美好的未來。我們被領往距西邊城牆不遠的 Bogside 

區。這裡保存著當年反抗標語的一部份，最顯著的是紀念「血腥的星期日」中

的死難者。1972 年 1 月 30 日 ( 星期日 )，一班老百姓街上遊行抗議英國在北

愛爾蘭執行未經審判而拘囚的政策。英國皇家降傘部隊向示威者開鎗，十三人

立斃當場，於是群情洶湧，義憤填胸，因為死者都是沒有帶備任何武器的天主

教徒。這天成為 Derry 此恨難忘的「血腥的星期日」。Rossiville 一部份號

稱「人民畫廊」，展示街頭壁畫，有近代四偉人肖像 : 即 John Hume (Derry 

市居民，獲得 2008 諾貝爾和平獎 )、Martin Luther King 、Nelson Mandela 

、Mother Teresa--- 都是追求和平的典範。

  泊了旅遊車， Ronan 率我們登上舊城，繞城牆前行。現在的城牆是 1614 年

重建，有六座城門，厚達三十尺，環周有一里。Derry 的城牆異常穩固，在悠

長歲月中承受了無數次的炮矢，最凌厲一次是 1688 年至 1689 年天主教徒國

王 James II 鐵甲軍圍城，守城者是擁護 Protestants 國王 William II。浴血

苦戰，堅守危城一百零五日，糧盡將城內的狗、貓、鼠、雀搜羅一空以充饑，

是役也殉難者超一萬人。終於圍攻者師老無功，收兵而退。Derry 城從未被敵

人攻陷過，有「處女城」的美譽。圍牆內充塞著古蹟，是活生生的巨型博物館，

整座圍城又是一龐大的堡壘。

  在 Derry 看到最後的景點是 Guildhall，即各行業工會總部。樓宇建於 1887

年，典型維多利亞式，現用作為市府大廈。入門走廊有唯妙唯肖的 Queen 

Victoria，King Edward VII，Kong George VI 的半身石像。市務會議大廳牆

上四邊的彩色玻璃圖案，其藝術造詣之高，馳名於世，內涵顯出各行業的象徵。

  當天午餐在 Foyleside Shopping Center 內一很大的茶座，備有多類自助食

品。這購物中心是一五層高的樓宇，設計極新穎，反影出 Derry 邁步前進的一

面。此是一古色古香的美麗小城，希望暴亂已成為歷史陳跡 ; 傷痕纍纍也漸漸

被時光療復，無論稱它為 Derry 或 Londonderry ，這是一很值得旅客流連的

小城。

  離開了 Derry，車子向北愛爾蘭北端奔馳，目的地是旅遊家公認的世界奇

景 --- 偉大的石堤道 Giant Causeway。在未抵達石堤道，意想不的我見到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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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景，Dunluce Castle。這不是一座完整的堡壘，而是荒廢殘破的堡壘遺骸，

險峻地倚著本是火山溶岩凝結成的一百尺高黑石危崖，好像隨時會滑瀉下跌到

大西洋，但事實上以這樣搖搖欲墜的情況已存在了三百多年。這雖是殘破多年

的建築物，依然發射散漫出雄偉的氣勢，堅忍的精神。我雖然在山上遙眺古堡，

它的建築風貌如山形牆屋背和有格子的既長且高的窗，仍清晰可辦。我在凝視

著這古堡，耳邊響起十九世紀俄國音樂家 Modest Musorgsky (1839 一 1881) 

的鋼琴音樂 A Picture at an Exhibition ，第二段音律 Second Movernent--

-Old Castle 。雖然我看此古堡的時崗是陽光明媚的下午，不是月夜，古堡奇

異，詭秘，略帶恐怖的氣氛強烈刺激了我的觸覺。這是我理想中，夢幻中最完

善，最美好的古盤。堡壘本是十三世紀時 Normans 的炮台，雄鎮著北大西洋。

十六世紀時為土豪 MacDonnell 攘奪，佔為己有。他大興土木，修飾和擴張了

堡壘，廚房緊貼著直削下海的黑石崖，「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1639 年一個暴風狂雨之夜，堡壘一整角，包括廚房和通餐廳的長廊一半段，

隨山泥倒瀉落海，全部廚師、工作人員，侍應生都被怒吼著的大西洋濁浪捲去。

於是堡壘被遺棄，破壁頹垣仍留在人間，平添了山河景色，大大增添北愛爾蘭

旅遊金礦的資源。

  北愛爾蘭兩大世界超級奇景， Dunluce Castle 是人為的，而 Gaint 

Causeway 是自然的。石堤道是由三萬七千條六角形的長柱組成，從山邊一直

延伸至海邊，像一巨型密密的蜂巢。在六千萬年前，火山爆發，溶液注流入大

西洋，冷卻後凝成無數六角形的結晶品，蔚為奇觀，且沉入海底，連綿至遙遠

彼岸的蘇格蘭。所以有一美麗的神話。盤古時巨人 Finn McCool 為追求蘇格

蘭 Staffa 島上的女巨人，築此石堤道通往 Staffa ( 現在石堤道在 Staffa 島

從海底冒出來 ) 女巨人的男友怒火中燒，和 Finn McCool 展開決門。McCool

在愛爾蘭大地上，隨便抓了一團泥，向男友擲去。此團泥留下來的空洞即是

Belfast 附近的 Neagh 湖，而下降在大西洋中成了愛爾蘭和蘇格蘭中的島

Isle of Man。

  我從停車場步行至石堤道入口處，足足有二英里長，是沿著山坡而行。沿

路大西洋岸邊有石頭組合的景色，命名為 Camel，Wishing Chair，Harp ，

Organ.... 若省回腳力，坐電瓶車便輕輕錯過了。海風拂面，甚感舒服。攀上

小山坡，見到從大地延伸直穿入海的蜂巢。每一六角形長柱表皮光滑，堅硬。

但大蜂巢凹凸參差不卒，踏腳上面要格外留神，否則很容易傷害腿足。若在雨

天，便大大不可在 Giant Causeway 上行動了。在蜂巢上我徘徊了十五分鐘，

大快平生。

愛爾蘭綠野古堡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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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沿著 Antrim 縣的北海岸線行，轉過一山頭停下，眼前又出現一奇景。

一用繩索製成的，不斷移動的小橋，把懸崖和 Carrick-a-Rade 島聯繫起來。

我謬稱它為愛爾蘭的北門鎖鑰。有人在這搖曳的小橋上行動，他們真是膽大包

天。

  是夜投宿在 Ballygally Castle Hotel。旅館築於小堡壘高塔兩邊，臨大西

洋，在房間從窗內遙望，見到疊疊海濤，側面有一龐大的古典花園。梳洗罷，

在花園中漫步了十分鐘方走進餐廳用膳。陳設十分雅緻，這廳本是古堡的大

堂，廳前一角有石級直上尖塔之頂。領隊 Richard Bury 告訴我們這古堡是有

鬼的。十六世紀時古堡的女主人和一年青的衛士有姦情，侯爵發現了 ; 嫉妒憤

怒下將妻子一劍貫胸刺殺。從此冤魂不息，女幽靈時隱時現。她的閨房仍設在

尖塔的頂層，我們飯後可上去參觀。若碰上女鬼的話，幸運將會臨頭，發橫財

或心想事成。但切不可和同伴一齊上去，好運便變成惡運了。很多團友都不敢

上去 ; 我上去了。石級燈光黯淡且很陡削。最高一層有一鬼房，裡面有一床，

臥榻被褥齊備，蓋以床毯。床毯中心有人形凹陷，好像有人曾在上面休息過。

床邊是一小椅桌。牆上有女主人畫像，三十來歲，並不十分美麗。我沒有碰上

女鬼，當然沒有發橫財。

  寄寓了一晚，但沒有幸運緣份遇著女鬼的漁村 Ballygally 原來是小地

方有大來頭。它的背景是距離不遠的 Slemish Mountain ，是五世紀時 St. 

Patrick 為童奴代人牧羊的地方。Patrick 是 Patron Saint of Ireland ，保

護愛爾蘭的聖人。從 Giant Causway 經 Ballygally 至 Belfast 的沿海公路

是被稱為全世界景色最秀麗公路的第五名。路面狹窄，寬度堪容兩輛車。旅遊

車就在這宛若絲帶的路上，盤旋於高度不同的大小青山叢中。影入眼簾的有墨

綠的樹林，青翠的草原，像琉璃般鑲在山邊的小瀑布，蔚藍的湖泊，雪白的海

灘。這些美麗的天然顏色，一浪逐一浪的奪目而來。這是北愛爾蘭 Glens of 

Antrim 的風景 ! Glens 可譯作山谷 ( 火山溶液挖裂而成的山谷 )。望窮秋水

向遠處，見到些小村落和堡壘在迷濛裡，「多少樓臺煙兩中」，無限詩情畫意，

都隱含在這茂密植被的翡翠土地上。

  在進入北愛爾蘭首府 Belfast 前我們還看到一座堡壘。Carrickfergus 

Castle 臨 Logan 河入海處 Belfast 灣，形勢險要，鎮守著入 Belfast 的門

戶。堡壘建於 1180 年，是愛爾蘭最大，最古老堡壘之一。John de Courcy ，

愛爾蘭北 Ulster 郡的 Anglo-Nonnan 佔據首領在崖邊礁石上築一城堡。除了

在 1760 年時為法國人盤霸了一短時期， Carrickfergus Castle 一直是英國

人衛戌要塞。從十三世紀建的閘口進入外庭，然後步入內庭，堡壘的心臟是

一五層高、碩大、堅固的城堡，外牆有八尺深，保存得非常完整。對開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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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 1778 年時曾發生一場劇烈的激戰。時當美國擺脫英國殖民統治 ( 獨立日

是 1776 年 7 月 4 日 ) ，美國海上英雄 John Paul Jones 遠征英國。就在

Carrickgergus Castle 海上擊沉英國戰船 HMS Drake 。這是美國海軍史上第

一次立的輝煌戰蹟。勝利後， Jones 駛船進入 Belfast 灣，沿岸居

民揮旗作熱烈歡迎，可反應出愛爾蘭對英國統治有歷史性的怨恨，和對美國獨

立產敵愾同仇之氣。

  抵達 Belfast，環目四顧，有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物，我頓然對此城產

生好感，依稀有初次蒞臨倫敦的感受。我們寓居的旅館 Europa Hotel 就有古

意盎然，位於 Belfast 商業最繁盛的 Golden Mile 中的大道 Great Victoria 

Street 。在北愛爾蘭動盪時期，IRA 恐怖份子活躍的高峰，此旅館曾被轟炸

十一次。現在時局算是太平穩定，賓至如歸，旅館恢復昔日名聲， Belfast 

的歷史勝跡。1995 年美國總統Bill Cliton 和夫人訪問北愛爾，就駐蹕於此。

現在 Europa Hotel 修葺一新，大堂全用意大利雲石鋪砌牆壁和地板。白雪皚

皚，一塵不染。我們入住的時問是上午十一時，Richard Bury 給我們兩個鐘頭

午餐和梳洗，下午一時在大堂集合開始 Belfast 市內遊。

  導遊 Heather 是一個六十多歲已退休的女人，口若懸河，解說清晰，條理分

明，職業水平很高。她先令司機 Tony 車往港口的船澳去。Belfast 是英國重

要的軍港，早在十九世紀後期建船業已很蓬勃。鐵達尼遊輪 Titanic 是在此營

建的;費時七年和動用了五百名勞工。現建船的原址仍在。1912 年4 月2 日， 

Titanic 脫錨啟程赴紐約。14 日近半夜 (11:4 0) 在大西洋撞冰山而沉沒。

我們憑弔了 Titanic 未下水的遺址 Thompson Dock and Pump-House。 明年是

Titanic 誕生的一百周年，Belfast 將有盛大的慶典作紀念。

  我們在 Belfast 市東邊緣外的 Stonnont Castle 作驚鴻一瞥。此是我此行

見到最新的堡壘。它建於 1920 年，原是市政府辦公處 ; 繞著它的四周是繁茂

的園林。我們下了車子，一條筆直的林蔭大道直通堡壘。鳥語花香，空氣清新

極了，精神為之一爽。Heather 說這大道給人們一幻覺，其實不是直的，是攀

上一斜坡，在遙遠處眺望 Stonnont Castle ，體型龐大，氣勢雄偉。有石級直

上正門，正門是六圓柱支持著一山形屋頂，很像希臘雅典的神廟。

  我們參觀了城南大學的校園 Queen's University ，這是 1849 年仿英國牛

津大學的 Magdalen College 而築的。正面為很漂亮的長方形紅磚砌成，有很

大的含鉛琉璃窗，三座正方形的塔矗立其中，為參差起伏的城碟連貫著。我步

愛爾蘭綠野古堡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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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庭，見到一頗具規模的大草坪，很多學生或坐或臥在閱讀，瀰漫著很濃的

學術氣味。

  我們稍作盤桓的只有這三處，其他景物都在車內作走馬看花。最特別的是藍

領階級住宅區如 Falls Road 的街頭壁畫，有反影了宗教上的矛盾和糾紛，亦

有描繪歷史的如 Catholic King James 和 Protestant King William 為爭霸

愛爾蘭在 Boyne 決戰。

  切身了解 Belfast 風味的是參加了下午六時的酒吧遊 Historical Pub 

Tour，由一位中年女士 Julie 帶領，我們一共參觀了六間酒吧。High Street 

是城中最舊的區域，附近有很多狹巷小屋，是酒吧林立的地區，給遊人有一

種粗野感受。White Tavarn 是歷史最悠久的，自 1630 內便開業了。裡內有

很多愛爾蘭名人的畫像，包括文學家 James Joyce ，George Bernard Shaw，

William Butler Yeats..。The Monaco 最具地方氣氛，愛爾蘭人是頂熱情和

健談的，一杯在手，便忘了自我，陌生人也一見如故，成了談心知己。The 

Morning Star 本是古時從 Belfast 往 Dublin 的馬車驛站，樓上有餐堂，

樓下是寬敝的酒吧，備有極舒適的皮椅。我坐下不夠五分鐘，領隊 Richard 

Bury 笑臉踏進門來，坐在我的身旁。這是對他有私人認識的好機會，他人很

隨和，所以和他談得很投機。不久有侍應生送上各類香腸，異常可口。從 The 

Morning Star 走出來，Julie 向我們訴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因為是軍港， 

Belfast 飽受德軍的炸彈。很多地方都被毀壞，重建時保存原來風格，但我們

往訪的三間酒吧都幸運地無恙逃過戰火之劫。漫步回我們寄寓的區域 Golden 

Mile，又拜訪了沿途兩間酒吧，最後踏入在 Europa Hotel 斜對面的 Crown 

Liquor Saloon。前身 ( 從 1826 年起 ) 是火車站餐室 Railway Tavern。1885

年，主人請意大利工匠將餐室改成酒吧。皮椅、紅木牆、瓷磚地台、四周各處

豎立著長鏡、有櫻草花圖案雕刻的天花板 .... 金碧輝煌，極盡奢華，不愧有

Belfast 酒吧皇后的美名。我很高興選擇這額外加費的酒吧遊。酒吧是愛爾蘭

人在生活中流連很多時間的地方。要體會本地民生，一定要進酒吧去。我平生

不嗜酒，不參加此遊，不可能窺視愛爾蘭人生活中一重要部份。

  翌日告別了 Belfast，首途回愛爾蘭共和國的首都都柏林 Dublin 。經 Boyne 

Valley，是 Boyne 河兩邊的河谷，亦是一古戰場。1690 年時，Protestant 

King William of Orange 在此擊敗了被放逐的英國 Catholic King James II

的軍旅，King William 成了愛爾蘭的新主人。現在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

草低見牛羊。」這草原平靜寧謐，只有些牛羊點綴著，那有一絲硝煙。我想愛



338 愛爾蘭綠野古堡 (下 ) 

爾蘭歷史充滿了驚濤駭浪的戰亂，比起中國的六朝，不遑多讓。而此翡翠島嶼

的景色，以草為著，所以我抄下明朝楊基一首詠青草的七律，以結束這愛爾蘭

遊記 :

『 嫩綠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葺葺。

   六朝舊恨斜陽裡，南浦新愁細雨中。

   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視舞裙紅。

   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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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ilan to Venice

  五月中旬一個黃昏，我漫步在米蘭 Milan 街頭。日照的餘威仍在，額上冒出

幾點汗珠。廣闊的大道上奔騰著來往車輛，路上的行人來往匆忙，煞有介事般，

大異於其他意大利城市見到的三五成群在街角上聊天。很顯然，「甜蜜的悠閒」

(The sweetness of doing nothing )這概念不存在此意大利第一商業城市中。

熟諳美、法、德、奧、荷和北歐的旅客一定對米蘭有頗親切的歸屬感。它和倫

敦的距離實際上比和西西里島 Sicily 還近。這非典型意大利風格就令我注目，

引起我份外顧盼。米蘭的大馬路兩旁廣植喬木，矗立著很多線條優美的建義

物，百年古蹟疏落地交插其間。這些建築物壁上畫了很多雜亂，醜惡，刺眼的

塗鴉，給這名城帶來不能抹掉的污點。商店內儘營充斥著最新款的時裝，最豪

華的日用品 ; 高牆下，暗角中，販毒者和娼妓也進行著不見夭日勾當的交易。

米蘭就是這樣滿有矛盾的城市。

  我拖著疲乏的腳，踏入紀念統一意大利的君王的商場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這商場的地面是十字架形，是三層高的闊大樓房。正中圓屋頂

的玻璃承以金屬條架，是 1865 年建尊師 Giuseppe Mengoni 精心設計，反映著

米蘭處處走在時代的前鋒。十字架中心是一八角形圖索，鑲以金紋細石，代表

歐、亞、非、美四大洲和藝術、農產、科學、工業四大民生項目。商場其他地

面上用碎石鑲成黃道帶 Zodiac 十二宮的徽號，其中雄牛 Taurus 的生殖器部份

深陷地面，是迷信的意大利人步過時必狠狠踩上一腳以求增加自己房中雄風的

後果。此商場有一悲劇的開端，開幕前一年 (1 877) 年，建築師 Mengoni 爬上

屋頂勘察，不幸失足，跌斃當場。百多年來，此商場成了物華夭寶集會地，有

「米蘭正廳」的雅號。各櫥窗商品琳瑯滿目，百花撩亂。11 Salotto 的咖啡，

陣陣濃香刺鼻，幾間餐室，都是在米蘭享負盛名的。我一看菜牌的價格，不期

然自摸口袋，歐元不足五十。阮囊羞澀，急忙匆匆行離這商場。

  商場出口處面對廣場 Piazza Della Scala，飲譽全球的歌劇院 Teatra alla 

Scala 在廣場的另一面，正在維修中，所以歌劇演出暫時遷往他處。三十多年

前我曾在此欣賞了歌劇 Lucia di Lammermoor，故地重遊，不覺滄桑幾度，昔

日少年盛氣已受歲月銷磨，實嘆時光之流逝，春青之不再也。歌劇院旁的小街

Via Verdi 的樓宇，多是百年遺物。歌劇名作家 Giuseppe Verdi 在他的作品

上演時寓居的旅館仍在，只不過現在已改頭換面，變作民房或辦公室，不可辨

認了。街上有一很精緻的小荼室，各項意大利粉只收八歐元，很合我意。內面

陳設簡樸而雅麗，四周壁上糊了胭脂紅的牆紙。每一卡座只適合三人以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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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擺了一瓶鮮花和 Verdi 的頭部石膏像。牆上掛滿了各 Verdi 名劇演出的劇

照，播音器隱隱傳出歌劇 La Forza del Destino 的音樂。我坐在其中，享受

著藝術的人生，我要了一客煙肉毛菇粉，一杯水。一面欣賞 Verdi 的名作，一

邊緬懷這音樂家的一生。Verdi 年青時的生活頗坎坷潦倒，他的兩位兒子亦早

夭折，中年成名後和一女高音同居，但再無所出。晚年執音樂界的牛耳，履席

豐厚。他很同情那些沉屈下僚，未露頭角的故舊音樂家，斥巨資接濟他們，且

營建樓宇一所安置這些貧無立錐之地的藝人，並將歌劇演出版權的一部份作為

此音樂家房舍的維持經費。「升沉不改故人情」這句詩可作 Verdi 的寫照，憑

這義薄雲天便令我對他肅然起敬。就在我沉思 Verdi 生平之際，一碟香嘖嘖的

意大利粉和一瓶清水已擺在面前。這美食甚可口，那穿了筆挺黑上衣的荼室經

理絮絮不休地用意大利文向我解釋此味菜的根由，我一句也聽不懂，不忍拂其

誠意，只好作狀凝聽。後來接了賬單一看 ; 那瓶我以為免費的清水值五歐元，

加上小脹，這小食共十五歐元。我愕然下想起意大利人常用的術語 : 「米蘭自

有它的道理」在這清雅的環境下用了晚餐，物有所值矣 !

  從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 II 商場另一大門走出本便是米蘭最繁忙的

方場 Piazza del Duomo。巍峨的大教堂奪目而來。這長達五百一十五尺，闊及

三百零一尺的建築物是歐洲最大的哥德式 Gothic 教堂之一。屋頂是令人難以

忘懷的奇觀 : 有一百三十五小尖塔，像利劍般剌入雲天，塔群中間雜了不能勝

計的名人石像。加上那些屋簷上怪獸、妖物型的噴水口，層層疊疊，砌成一詭

異，龐大的金字塔，教堂營建歷時五百多年。當天清雲淡之日，遙遠處可眺到

瑞士的阿爾卑山群峰。北意大利大湖區的秀麗風光，似乎近在咫尺。「關河北

望幾千里，湖海南來第一樓。」不是虛話也 !

  黯淡光線透過彩色圖案玻璃窗射入遼闊的內堂，石柱呈現灰白像骨殖的顏

色。教堂宛若在墳墓之下，或說是一巨獸內臟也許更適當。一為站著十六世紀

的 St. Bartholomew 的石像，他是被處以剝皮酷刑的。石像是他被剝皮後的情

景，全身肌肉骨骼畢露，脈絡分明，被剝了的皮就像古羅馬人穿的長袍般拖掛

在右肩主。仔細看是，我可以分辨出皮蓋膝，腳，趾各部份，且有趾甲連上趾

皮。雕刻家精通解剖學，嘆為觀止。內堂還有很多石像，都是很猙獰的。四壁

滿建名人墓穴，使這大教堂更形險森恐怖。

  大教堂簡括米蘭歷史。宅從 286 年至 402 年曾一度成為羅馬大帝國的首

都。聖壇一角上空掛了一巨型十字架，內藏有一口釘，傳說是從基督在上殉

難的十字架取來的，後被羅馬大帝君士但丁 Constantine 釘在他的馬鞍上。

313 年君士但丁發表「米蘭宣言」聲明基替教正式成為羅馬國教，他本人早皈

北意大利湖山攬勝 (上 )



341北意大利湖山攬勝 (上 )

依基督了。大教堂浸禮處前身是四世紀教堂的所在地，387 年 St.Ambrose 替

St.Augustine 父子施洗禮。St.Augustine 是中世紀有數的偉大思想家 ; 他的

名著 City of God 是基督教歷史上經典之作。可見得米蘭在西洋文化史上是非

常重要的城市。

  北距米蘭僅五十公里瑞士 Lugano 是北意大利遊一定包括的勝地。這瑞士南

部意大利語區 Ticino 最大城市臨 Lugano 湖，是瑞士第三大金融中心。看過日

內瓦 Geneva 和湖間城 Interlaken 的湖光山色遊客，都認為人間仙境，無可復

加。當他們抵達 Lugano，應有很大的驚異，似乎景物更上層樓。城區夾著兩

座樹木蔥蘢的高山間，建在弧形的湖邊，南面 San Salvatore 山外形像一塔糖

sugarloaf，憑此 Lugan 嬴得「歐洲的里約熱內盧」美譽。瀕湖散步場的情調

甚似法國南部地中海岸，花香林蔭，紅綠交綜。倚欄臨湖眺望，美得如翠玉的

湖面漂著點點風帆 ;大小碼頭泊滿商業或私家遊艇。遠處 Monte Bre 的植被，

如綠氈般鋪著山頭。倚欄佇立，清風徐來，正是「山光滴翠，逼衣袂而生涼 ;

水氣蒸雲，拍欄杆而欲上。」靈魂也為之清醒。舊城區商店排立在連環拱廊下，

樓宇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我在一鐘錶店見到一佩掛在胸前的地球儀小錶，手

工精細，標價二百元美元左右 ; 真想買下來，後再思維，回家恐怕被人譏笑太

女性化，只好依依捨棄。「地意大利遊」的領隊 Dario Piovani 再三叮嚀 ;為

了避免貨幣換兌的麻煩，我們要趕回意大利 Lake Como 午餐，只能在 Lugano

流連一個鐘頭，我快步回湖邊的停車處。市中心廣場旁不遠的面對湖處放著美

國國父華盛頓的頭 ( 是青銅雕刻 )，向湖凝視。若他上夭之靈有知，必定從故

鄉Mt Vernon，Virginia遷移此地。如此河山勝景，令人胸懷豁達，俗念全消，

所謂「襟懷聊與水雲閒」也。Lugano 湖精華雖在瑞士，有三份之一在意大利境

內，所以是我此行見到的第一個意大利大湖。

  在遊覽車上領隊米蘭人 Dario 向自己的國家挖苦 :「當你們感覺到車子震盪

得很厲害時，我們已經進入意大利國境了。瑞士政府經常補修公路，路面是絕

對平坦的。比起來，意大利政府總是懶洋洋的，苟且了事。」車子駛過 Lugano

潮中大橋，我見到另一像塔糖形的孤島從湖中拔起，長滿參差樹木，扮相很美，

「一嶼孤浮四面空」。跨山越嶺，穿過山坳，Lake Como 歷歷在目，Como 市在

湖邊的屋宇鱗次櫛比，「雲樹繞堤沙」別有一番境界。Dario 給我們個半鐘午

餐時間，我為了爭取觀光 Lake Como 的機會，下了車朝湖邊走去。Como 的市容

比 Lugano 稍遜。Como 湖的面積很大，形狀像鳥胸的如願骨 (wishbone)。Como

市在西分支的最下端，並不是湖最美麗的部份。港口不遠處有一條很長的堤

壩，把湖的西南尖截成一避風塘，帆船和遊艇都停泊在裡內。臨湖有一希臘式

的神廟，是紀念 Como 籍電學先進 Alessandro Volta。 裡內陳列些當年他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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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的原始儀器，量度電流強弱的英文字 Voltage 就是基於他的姓。神廟外面

一圓周植了一圍修得像圓球的樹，毗鄰立著一紀念碑，寫滿死難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的名人，似乎並不限於意大利國籍的。且刻有殉難者的臨別留言，例如 :

「夭空之闊，吸不完我滿懷怨氣 ; 湖面之大，容不盡我萬古哀愁。」這些志士

都是在盛年時獻上了寶貴的生命，「殿角生微涼，呼吸湖光飲山綠 ; 夭地有正

氣，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沿著瀕湖大道急行，見隔湖對面有一組柏樹，形像

甚似一中世紀的騎士，奇妙極了。湖邊築了多座富豪別墅，各別出心裁去競奢

華，有些屋頂土樹立了很多希臘神話中人物的石像。其中 Villa Olmo 最寬闊，

兩層高的樓宇前是一錯落有致的意大利式花園，一直延伸到湖邊的私家碼頭。

「種樹如培佳子弟，卜居恰對好湖山。」這兩句詩可道出這些別墅主人的心

聲。囿於時間的眼制，我要回頭向市區走去。抵達港口公園，我見到 Dario 坐

在長椅上憩息。他對我說:「當我找到遊湖船的地點和時間時，不見你的影蹤。

現在可來不及了，還有十五分鐘，你快點觀光下市區罷。」Como 的市中心是

Piazza Cavour，四周盡是精緻的商店，很多也賣絲綢的。原來此處是絲綢產

地，供應米蘭時裝原料。大教堂交匯了哥德和文藝復興的風格，是這小市最宏

偉的建築，雖然不能望米蘭大教堂項背。西正門兩面站著羅馬帝國時代思想家

Pliny 父子石像，他們是 Como 土著，和基督教攀不上任何關係 ;小 Pliny 的雙

手曾染上二位教會女執事鮮血呢!大教堂背後是一街市，出售各種小食，蔬菜，

生果。我想就在此取材作午餐，可省回很多歐元。

  當車子從 Como 高他風馳降下至 Lombardy 平原，突然間很特殊地景物被一團

薄霧籠罩著，眼下舒展開一規模相當的城市。高高在土，繞著宛若一條絲帶

的城牆，另一古城裊裊升起山上。這古城的城樓，尖塔，教堂的圓頂閣組成一

古典的風景線飄蕩在空氣中，若幻似真。這就是 Bergamo 的雙城，幾百年來使

很多建築家看得瞠目結舌。Bergamo Bassa 是建在平原上的大都會 ;Bergamo 

Alta 是築在山上的歷史名城，有纜車將這上下二城連結起來。古城是眾矢之

的遊覽勝地。從纜車站通過商店，餐室，茶座林立的大街 Via Gombito，行

入方場 Piazza Vecchia，名建築家 Frank Lloyd Wright 不期然驚嘆 :「太美

了 ! 見者一定目眩心醉。」方場四周盡是建築界的寶庫，多是十四、十五這兩

世紀的遺物。龐然大物之中世紀的市府 Palazzo della Ragione，隔開了裡內

的教堂方場。樓高兩層，旁有蓋了蓬頂的闊大梯級，跨過一大拱門通往二樓。

樓下是二大拱門，可通往教堂方場。現樓上各辦公室用作古埃及文物的展覽場

所。在方場近市府的噴泉是一群半人半獅的石雕刻。此城的建築物頗有威尼斯

的風格，實在此城在中世紀時為威尼斯共和國統治的。Vecchia 方場另一角是

鐘樓，就上十時定連敲洪鐘一百八十下以示「戒嚴」的開始。教堂方場內除

了大教堂外還有兩座教堂 :Santa Maria Maggiore 和 Coppella Colledni，裡

北意大利湖山攬勝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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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奢華得令人咋舌 ; 所有雕刻人馬塗以金粉。威尼斯共和國名將 Bartolomeo 

Colleoni 埋骨在第二教堂內，所以營建時不惜工本了。

  我在 Bergamo Alta 的時間比較充裕，於是漫遊高地公園 La Rocca，園內有

炮台，博物館和植物公園。沿著邊緣散步，臨望下城 Bergamo Bassa，樓宇街

道縱橫如棋局。遠處弧型足球場傳來熱鬧的呼叫聲。公園另一邊三教堂不同形

款屋頂朗然入目。在此地憑欄遠眺，二個不同時代的世界，了然在目。想起柳

永詞 :「竚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

會憑欄意。」的確使我淺嘗慢嚼，回味無窮。

  是夜停宿在 Desenzano 郊區瀕 Lake Garda 湖的別墅式旅館 Villa Maria。

正廳客人登記處不大，我的房間在二樓，有一小陽台，可以遠眺湖景。餐室是

一雅緻小屋，在拾級而上的花園一角。餐廳有大小桌多張，每檯布上的銀器刀

叉閃閃生輝。鄰廳是室內花園，擺了很多長青葉植物和杜鵑花。窗戶洞開，遙

觀山勢湖色，不覺心曠神怡。我在此共有六晚，第一夜主菜是鴨胸燴紅酒，濃

郁芬芳，大快朵頤。其餘五晚可以預先訂菜，每晚菜式不同。飯後在露天茶座

飲咖啡，吃甜品。另一角酒吧內燈火通明;穿了白色制服的侍者親為客人調酒。

花園內樹木扶疏，花枝掩影。內有一很大的游泳池，四周擺上桌椅和懶人椅。

花園深處更有渡假屋，設有廳房，供家庭租用。我今日何幸，在此住上一星期，

不知人間何世 ? 享盡頂尖意大利式的情調。「晚上孤亭，影倒一湖煙水 ; 夜橫

高枕，聲來九派風濤。」

  翌日是星期日，Dario 將節目稍為調換，往威尼斯去。這是我第三次蒞臨威

尼斯，景色已描繪在前遊記「威尼斯幻想曲」內。抵步時我告知 Dario 要暫時

離團往 Santi Giovanni e Paolo 教堂去，重觀 Marcantonio Bragadino 將軍

殉節時慘受剝皮酷刑的油畫，是我在 1967 年看過的。他熟諳意大利歷史，知

道 Bragadino 在 1571 年 Cypruss 島內危城守衛十一個月。Famagusta 城破被擒

遭土耳其人處以極刑 ( 見前威尼斯遊記 )。但他不知道聖約翰暨保羅教堂藏有

將軍殉難的油畫，立即引我為知音，矍然對我說 :「且慢 ! 待我安排各團友自

由活動後，我陪你一同去。」此團只有十六人 ; 不足十五分鐘我們便步離聖馬

可廣場往教堂。我們路過無數小橋窄巷巷，不久抵教堂。幸好有 Dario 同行，

威尼斯街道錯綜曲折，行錯了路便被河道隔斷，耍迂迴打圈方能通行。我自己

憑著地圖作方針，定花上五倍時間。教堂內石像，石棺、油畫，文獻甚多。我

們找了十多分鐘，不得要領。事隔三十多年，我記不起那油畫掛在那裡。剛巧

有一神父行過，D ario 向他請教，那慈祥的老神父用意大利話詳盡地指出方

位。我們步到油畫的下面，因年代湮遠，畫面已呈灰暗。我們舉頭細望，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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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Bragadino 將軍皓首白鬚，全身赤裸，雙目炯炯有神，大義凛然。土

耳其人持長矛圍著他，一矛已剌入他的前胸，一絲紅血自傷口流到腹部。相信

這是行刑的開始，不然定血肉狼藉，不忍卒睹。觀刑者留下筆記，將軍自始至

終，忍受著這慘痛的酷刑，不哼出一聲，確是硬漢。畫下有一石甕，存著他遺

下的人皮，是他的後人用重金向土耳其人贖回的。據聞 1925 年他的後裔開甕

檢閱，人皮傷痕纍纍，但保存得很完整。我看後對這臨危授命的義士頓生憐憫

和無限敬意。抄下唐朝張巡死守睢陽詩致哀 :「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

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

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夭子，心計欲何施。」

  從教堂走出來，我見到小聖馬可廣場中名將 Bartolomeo Colleoni 的騎馬石

像，威風凜凜。他一生充當雇傭兵致富，死於 1475 年，遺囑將一部份財產捐

給威尼斯共和圈，附帶條件是聖馬可廣場中立像紀功。政府收了他的捐贈，但

不想在最堂皇的廣場中替這異鄉人立像，於是將石像放在小聖馬可廣場內。只

要有「馬可」的名字，不背負了對他的承諾。

  中午過後我追隨 Dario 乘船往 Burano 島去。途中見到威尼斯鹽水湖群島風

光，此島只有一條大街。男人出海捕魚，女人在家中縫製款式多項的花邊紐帶。

所以土產是各類海鮮和紐帶。在餐館吃了一燒烤海鮮餐，確實名不虛傳。餐後

沿街漫步，行到島後的民居。房宇每間都漆了不同的顏色，鮮艷奪目。據說古

時每一顏色是一漁民家庭的標誌，他出外時穿的衣服定配以同一顏色，等於告

訴外地朋友他的地址，和今日用的名片有同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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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assano del Grappa to Lake Maggiore

  星期一遠足目的他是威尼斯歸屬的 Veneto 郡中部小城，都是外國遊客罕到

的地方。第一站是二十世紀中期馳名國際男中音 Tito Gobbi 的故鄉 Bassano 

del Grappa。用「山明水秀」去形容此小城實不為過。城市蜷伏在阿爾卑斯

山的餘脈 Grappa 山腳下 ;Brenta 河蕩漾其間。橫跨 Brenta 河有蓬蓋的木橋

Alpini Bridge 是此地最著名的景點。此橋初建於十二世紀，後屢經重建，現

時的橋是 1568 年名建築師 Palladio 設計。因為洪水經常氾濫，用木作材料能

使橋有伸縮性。領隊 Dario Piovani 告我們，意大利在第一次大戰時最流行的

歌「我們在橋上相逢」指的就是此橋。他立即唱出幾組音符。他雖然不是職業

歌唱家，但具有意大利人的音樂天才，咬音十分正確。事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Bassano del Grappa 是奧、意部隊交鋒前線 ; 戰壕陣地就設在 Grappa 山下。

1866 年意大利從奧國手中奪取威尼斯，至 1915 年意大利參戰，立國剛滿五十

年，軍隊組織散漫，軍紀鬆懈，百廢待舉。正規軍竟向新開往前線的西西里島

部隊動武，因為他們說的方言不是意大利文。戰事開始時，意大利節節敗退，

奧軍已逼迫近威尼斯外圍。若不是美國加入大戰，及時派兵協守此城，後果不

堪設想，Bassano del Grappa必然淪陷。我站在橋上默默望著流水，難免有「浪

花淘盡英雄」之思。

  橋邊煉酒廠 Nardini 從葡萄的皮和核蒸成烈酒 Grappa。此酒清洌如冰河水，

但燒喉穿胃，有「地獄之火」的綽號。我從橋邊的斜坡行上市中心，進入最大

的廣場 Piazza Garibaldi ，場邊是市立博物院，內有名畫多幅，其中還有一

房間展示男中音 Tito Gobbi 的遺物。離廣場不遠有一高塔，登臨瞭望 Grappa

山勢，蒼龍蜿蜒，雄偉壯觀。此處有大道直通大戰紀念場，內掩埋了一萬二千

意大利和奧匈大帝國陣亡戰士。「英雄已去嗟何及」徒令憑弔的後人產生無限

感觸。

  在 Bassano del Grappa 南約二十公里的 Vicenza 是建築家 Palladio 計劃營

建的城市。他原名 Andrea di Pietro，1508 年誕生在 Padua，青年時期跟一

Vicenza 石匠作學徒。三十歲那年貴族侯爵 Count Giamgiorgio Trissino 收

他作門徒;他遂改名為Palladio，開始他古典建築生涯。從1540直至1580 (他

的卒年 ) 他在 Vicenza 築了不下十二座樓宇。從此他和此城結了不解緣 ;最長

和最繁榮的街道用了他的名字。他是建築學上最有影響力的名家。1570 年他

出版了「建築學四書」，輸灌了很多靈感給後來的建築家。傑作之一 Teatro 

Olimpico 是歐洲最古老的室內劇場，舞台設計是古希臘風格。舞台後的背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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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近透視法畫出希臘古城 Thebes，若將小童化裝成各類人物，讓他們站在不同

的角落，此城便幻化成真了。

  研究建築的學生一定要在 Vicenza 往上三天，其實這古城還有很多值得探索

的好去處。San Lorenzo 教堂很古樸，裡內有很多名人石棺，背後的修道院異

常幽靜。Bacchiglione 河畔富詩情畫意。我發現灌木叢中的石櫈上一意大利

白頭翁和一中國妙齡少女促膝談心，愛情消弭了年齡和國的界限。市中心廣場

Piazza dei Signori立了與威尼斯聖馬可廣場和碼頭間一模一樣的兩根石柱。

其中之一頂端為聖馬可獅子，Vicenza 原是威尼斯共和國的屬土。

  星期二是遊湖日。Lake Garda 是意大利最大的湖，遼闊處煙波浩淼如汪洋。

上午十時在紅酒產鄉 Bardolino 小駐初程。此小鎮似乎專營遊客生意的，小茶

室，小商店多如恆河沙數。這時天上陰霾密佈，刮起風，降下雨來。很多團友

匆匆步入酒吧或餐室內暫避，且品評名酒。我持傘漫步至湖邊。隔湖遠山，隱

約浮現在煙雨淒迷間，於是我領會到「山色空濛雨亦奇」的詩意了。湖中的浪

被風挾著向岸邊怒樸，我的雨衣盡濕，急忙行進湖邊的別墅。我想能在此旅舍

留宿一夜，定享受到「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湖聲枕簟涼」的情趣。

  遊覽車沿著瀕湖公路北行，進了 Garda 鎮，山勢慚險，峭壁立湖邊。我在車

內有點驚悸，在雨中行險路，若車子懸崖撒制，便魂斷異鄉。幸好司機 Gianni

技藝嫻熟，履險如夷。我們在 Torri del Benaco 登進水翼船，橫越 Garda 湖。

船外風景被翻騰的巨浪遮蔽，天氣這樣惡，我怎能走出艙到甲板上瞭望。一隻

海鷗隨著水翼船飛翔，彷彿船是鳥在茫茫黑海中的指南針。「浪花作雨汀煙濕，

沙鳥迎人水氣腥。」一個鐘頭後我們抵達 Garda 湖的西岸。

  在漁村 Salo 午餐後，夭色轉睛，雨歇雲收。Salo 曾在意大利史扮演了一小

腳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席捲意大利長靴，墨索里尼末路途窮，受困

於 Abruzzi。希特拉派兵將他救出，安置他在 Salo 內，並為他成立了一傀儡政

權 Republic of Salo。這政權是曇花一現，盟軍兵臨城下，墨索里尼亡命至

Lake Como 地區，給已向盟軍投降的意大利巡警發現，在山路旁被就地正法。

我在午餐後沿湖散步，Salo 也有其他湖邊城市的嫵媚。一列漁船停靠在岸邊，

對這些在湖中也賣勞力謀生的人，墨索里尼也罷，盟軍也罷，只要不妨礙他們

的生計，甚麼人執政也沒有大關係。正是 :「漁翁網集鮮鱗去，那管人間是與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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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da 湖西岸精華景點是別墅 11 Vittoriale。第二次世界前屬於狂人

Gabriele D'Annunzio。他誕生於 1863 年，曾經寫出幾篇優美的詩章，亦涉

獵過小說的創作。他有很多情婦，包括當時意大利電影界的紅星 Eleonora 

Duse。當人們為這女星抱不平，指控他有虐待狂時，他回答 :「我甚麼也給了

她，包括苦難。」他是意大利狂熱愛國者，墨索里尼的忠誠擁躉，經常發表過

份的言論和口號。墨索里尼因他口不擇言感到尷尬，送這別墅給他，希望能稍

封其口。D’Annunzio 將此別墅蛻變成荷里活片場之一，家有二廳，外廳傢俱

很豪華，但形式拘泥，給客人有冰冷的感覺。內廳陳設很隨便，色調和諧，散

射出熱情溫暖，是他接見知己摯友的地方。墨索里尼經常被接待於外廳，鏡內

刻有 D'Annunzio 的警句 :「你是玻璃製的 ; 我是鋼鐵做的」，顯然是針對這

戰時元首。餐廳擺了一塗上金粉，注入防腐劑巨型死龜在觸目處，相信可以增

加客人的食慾。大禮堂天花板下懸掛他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遠征維也納視察敵情

用的飛機。花園很大，樹花修剪整齊。柏山上的望湖台是一船舳，站在此處遠

眺，十里湖光，全收眼底。遊罷 Vittoriale，我們乘車往鄰埠 Puegnago del 

Garda 品葡萄酒。我不是劉伶客 ; 酒到唇淺嘗即止。那伴酒的意大利香腸是

Garda 湖名產，使我齒頰留香，久而不散。我意欲買一條帶回家，Dario 告訴

我美國不准入口，只好惆悵作罷。

  星期三我們往訪悲劇 Romeo and Juliet 的故事現場 Verona。它位於通德國

和奧國的大道中，自羅馬帝國以來，已成 Veneto 郡的重鎮。此城最吸引現代

遊客的景點是朱麗葉的家，在 Cappello 街上。莎士比亞筆下將 Cappello 變

成 Capulet 了。這十四世紀一商人的樓有兩層高，外面油漆差不多全部剝落，

裡內保存得很完美，但空空如也。二樓有一小陽台，是朱麗葉和站在樓下庭院

中情人羅密歐交談處。中世紀的 Verona 確實有二個權勢的家族，Cappello 和

Montecchi ，但朱、羅二情人是虛構，經文學家莎士比亞刻意描繪，便在讀者

的想像中栩栩如生了。我睹此陽台，腦海浮現出羅密歐的美麗詞句 :

“My bounty is as boundless as the sea,

  My love as deep,the more 1 give to thee,

  The more 1 have,for both are infinite.”

( 中譯 : 我的慷慨像海一樣浩渺，我的情也像海一樣的深沉 ; 我給你的愈多，

我自己也愈是富有，因為這兩者都是沒有窮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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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ver may bestride the gossamar

that idles in the wanton summer air,

And yet not fall,so light is vanity.”

( 中譯 : 一個戀愛中的人，可以踏在夏日隨風飄蕩的蛛網上而不會跌下，幻妄

的幸福使他飄然輕舉。)

  

  庭院一角朱麗葉的銅像左胸已被遊客摸得光滑璀燦。顯然此妄舉和羅密歐的

珠玉翰藻大不相稱。屋的外牆也被情侶留言寫得滿滿的，密密麻麻的。Dario

告訴我們，這些年青人太離譜，竟然語涉淫邪，引得市民經常圍觀這批黃色書

信。Verona 市政府下令，不准在外牆多加塗鴉，希望能堵塞色情氾濫。

  羅馬帝國淪亡後和被威尼斯共和國兼併前，Verona 是一獨立政權，被

Scaligeri 家族鐵手腕控制著 ( 自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末 )。這家族亦是藝術

愛好者 ; 城中很多處中世紀建築物都是他們留下來的。我認為可以代表全城標

記的是河邊古堡和橫跨 Adige 河的石板橋 Ponte Scaligero。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軍撤退時將此橋炸毀。現今的橋是仿古重建。當然第一世紀建的羅馬古劇場

Arena 是此城之寶，裡內比羅馬的 Coliseum 更完善，每逢七、八兩月在此有巨

型歌劇演出。

  當天下午流連在 Garda 湖南端小鎮 Sirmione 上。這一狹長達四公里半島像

食指般直伸入湖中。統治 Verona 的 Scaligeri 家族曾一度取得湖的霸權，在

水邊建築了一座有很多角樓的堡壘。這堡壘三面環水，形勢險要。現裡面兵器

和各陳設早已遷走。在城堞上臨望，湖的動態，一目了然。Sirmione 是步行者

的夭堂，一小徑沿著半島邊緣，越過吐出泡沫的硫磺溫泉直至湖中。此是一寂

靜的世界，臨望那無邊際的大湖，頓「覺畢生功名富貴，霎時間都付與渺茫煙

水，縹緲湖波」。

  星期四大清早起來，心中充滿興奮和期待，因為這天的旅程是往說德語的

A1to Adige 郡的首府 Bolzano 去。三年前我曾在此城渡過了一夜，留下美好

的印象 ( 見前阿爾卑斯山遊記 )。遊覽車離開 Garda 湖區，進入全國最好的

高速公路，向東北邁進。一路經過歷史名城 Roverto 和 Trento 的郊區，兩

個鐘頭後抵達 Bolzano 車站。我們不立即進城，改乘纜車登 Renon 山去。在

Soprabolzano 轉上小火車，碰上二十多位從奧國來的老年遊客 ;他們在車內用

德文唱多首民歌，非常悅耳。火車終站是小鎮Collalbo，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市中心是錯落十多間屋，但市政府、銀行、郵局、旅遊詢問中心俱備。此鎮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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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著日耳曼民族的風情，使我們感到已離開意大利，彷彿回到德國或奧國。

Dario 領我們行羊腸小徑 ;目的地是山中高原客棧 Guthof Kematen。1974 年前

這客棧本是一農舍，改成後的大堂和餐室保存著古色古香，有木板牆和水晶吊

燈，純樸中略顯奢華。室外是一闊大的露台，擺了一排白色的餐台，旁有四椅，

欄杆外種了很多紅白交雜的天竺葵。遙遠處的 Dolomites 峰頂，白雪皚皚，犬

牙相錯。三年前我越阿爾卑斯山從奧國入意大利 ( 見前阿爾卑斯山遊記 )，欣

賞到 Dolomites 的近景，現見到的是 Dolomites 遠景，別饒一番風味。我在這

露台上享受了一杯濃咖啡和一塊奧國式的草莓蛋糕 Strawberry Strudel。這小

客棧堪稱為「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的世外桃源。夭色份外晴朗，

空氣特別新鮮，吸入去可將心肺洗滌。

  下了山踏進 Bolzano 的市中心方場 Piazza Walther，時已近中午。Dario 給

我們一個鐘頭時間找餐室去，然後在方場集合，往訪考古博物館。我利用這

機會找尋三年前自己的腳印和發掘新景物。三年前行色匆匆，只有黃昏兩個鐘

頭，蜻蜓點水式的看地方，不無遺憾，希望今次可以彌補少許。廣場中心主了

德國詩人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1170-1230) 的石像。此像曾一度成為

日耳族和意大利族的糾紛焦點。1935 年墨索里尼將此像移走，1985 年

兩族成立了和平共處的協議，此像方被搬回原址。此鐘頭由我瀏覽了菜市場，

有很多檔口出賣生果，時菜。最難得的我找到一書報攤位，兼售我上次找不到

的 Bolzano 景色明信片，只是售價極昂 : 一歐元買一張。菜市場一角立著持叉

的海神 Neptune 裝飾的噴泉。附近 Via Museo 一樓宇門前鑲一銅片，說明前身

是Hotel Sonne，德國詩人Goethe， Herder和奧國皇帝Joseph II曾居停過。

我沿著 Bolzano 最繁榮的大道 Via dei Portici 行列市府廣場，很典雅。建築

物外牆飾以 Rococo 風格的灰泥細工。Via dei Portici 是故地重遊。一連串

拱門下商店羅列，出售意大利甚至歐洲各地的名產，說是「戶盈羅綺，市列珠

璣，競豪奢。」實不為過。我找到三年前曾光顧過的皮革店，想向那見其笑容

如沐春風的女售貨員問安，但「人面不知何處去 ?」無奈何中多買一組合雜物

皮包，不覺已用足 Dario 預給時間，急忙快步行回 Walther 廣場會他去。

  參觀考古博物館是當日的壓軸好戲。主要對象是冰人 Otzi，他是從盤古銅

器時代留下來的冰藏木乃伊。事緣 1991 年，一群奧國爬山家在阿爾卑斯山

Otzaler 冰雪內發現一具僵屍。他們立即通知奧國 Tyrol 郡首府 lnnsbruck 的

警局。lnnsbruck 警局派人往現場勘察，死屍方位埋於意大利境內，距離邊界

百多尺，於是勸這班爬山家應通知意大利Alto Adige郡首府 Bolzano 的警局。

後經專家詳細檢閱，此屍有五千三百年的歷史，於是從謀殺案變成考古學。此

屍成為奧、意兩國必爭的寶貝。結果妥協辦法是 :Otzi 冬天居於 lnnsb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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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居於 Bolzano。我們抵達 Bolzano 時，Otzi 已比我們早到數夭。他藏在受

空氣控制的雪箱內，溫度絕對相等他被發現的場地。觀眾只能透過一小玻璃窗

看他的遺容。他全身黑黝黝的。性器管顯露出他是男性。他的牙齒齊全，告訴

我們他的時代中食用，澱粉和糖成份很少。化驗胃內殘渣，有動物肉的纖維 ;

他的隨身武器可以用作狩獵。他的肌南仍有彈性。身上有火炙紋痕多處 ; 推測

那時的人亦懂得中國針灸術的技巧。他隨身帶有乾菌，可見得他也了解到菌類

可作抗生素，預防傷口發炎。他的衣服，囊包什物反影那時代的生活。博物院

憑此築了銅器時代的穴居環境。遺憾的所有說明都是我看不懂的德文或意大利

文，幸好 Dario 在旁作翻譯。博物館樓高四層，一百年前本是奧匈大帝國的國

家銀行。現陳列這地區從冰雪時代至中世紀前期的民生和文化，通過圖片，棋

型，生活重建，影視各種傳媒體，很詳盡闡明 Alto Adige 郡的文物。若仔細

地研究，幾日也看不完。

  我已在近 Desenzano 瀕 Garda 湖的別墅 Villa Maria 過了六夜。星期五

晨，我收拾好行裝，依依不捨地向這星期的家告別。遊覽車踏上征途回米蘭

去。當天早晨繞道前往在 Lombardy 和 Piedmont 邊界的意大利第二大湖 Lake 

Maggiore 去。兩個半鐘頭後我在車內遠遠看到那「山頭水色薄籠煙」的平湖

如鏡。車子在旅遊小鎮 Baveno 停下來，1879 年英女皇維多利亞駐足的旅館

Villa Clara 仍在。自十九世紀來這是旅客從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南下的第一好

去處。Lake Maggiore 橫互在意大利北陲，有一小部份延伸入瑞士。Baveno 小

港停著一渡輪，近碼頭處是一條長長的散步場，備有幾張長椅供遊人坐下來歇

息觀景。一列修飾得很整齊的橙樹將散步場和通車大道分隔。散步場一端是輪

渡碼頭，在長竿上紅、白，綠三色的意大利國旗隨風飄動。另一端是一大草

坪，中間是滿植紅色海棠的大星，旁邊是圍以白石圖周的大噴泉。泉水發射得

很高，幾乎可及國旗。大噴泉在一株瘦長，枝條疏落的「挪福島」松的影子中，

不遠處的青山長了很多馬鞭草，微風拂過，Maggiore 湖蕩漾著小波，景色很有

「碧漢銜波動，青山拍鏡浮」的詩意。湖中 Borromeo 四鳥，歷歷在目。

  我們乘渡輪抵達其中一島 Isola Bella，此島建了一離宮和一佳木蘢蔥，奇

花爛灼的意大利花園。園建於十七世紀，是侯爵 Count Carls II Borromeo 的

手筆。花園有十級平台，一級比一級高。每平台都有廣袤的面積，飾以石像，

噴泉，奇花異卉。白孔雀在茵綠草地上徘徊嬉戲。最華麗的英國式花園有來自

中國的荷花，來自埃及的紙草，來自日本的楓樹，和來自近赤道島嶼的香蕉。

在一泓蛇形湖水旁，兩白孔雀在開屏。大草坪植了幾株高高的柏樹和棕櫚樹。

在色杜鵑花隨意地爭妍鬥麗。鋪滿長青藤蔓籬牆外是露天劇場，各處矗立了大

小石像，正中是一有翼騎師，企圖馴服正在奔騰的獨角馬。馬的長角直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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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iore 湖。「此景只應天上有」，誠不虛也。

  離宮內各房間掛滿文藝復興時代名畫，天花板吊了冰清玉潔的水晶分技燭臺

架，四周擺上價值連城的古舊傢具。錦繡織氈長廊最難令我忘懷。其中一幅巨

型掛氈是一雌獅在森林內的溪澗涉水而過，驚起林中群島亂飛，眾蛇蠕動。無

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那溪流總向我的眼睛奔來。

  在 Isola Bella 流連了不下兩個鐘頭，我們乘渡輪往另一小鎮 Stresa，這是

旅客雲集的地方，旅店設備是 Maggiore 湖區最完善的。Congress Palace 有可

容數千人的大廳。八、九月間在此舉行古典音樂節。市中心只有幾條街，商店

出賣的都是旅遊紀念品。藝術外觀和質料比 Bolzano 商店也賣的差得很遠。小

餐館很多，競爭雖大，他們不愁沒有食客。倒是湖邊風景很美，不讓 Baveno，

可以遠眺近山和湖中 Borromeo 四島。睹此離塵脫俗的景色，不期然念下兩句

詩 :「山谷繫舟猶有樹，半湖餘韻緲如琴」，情惑和靈性在此一爐共冶了。

  午 餐 後 我 們 從 Piedmont 的 Stresa 橫 渡 Maggiore 湖 到 Lombardy 的

Laveno。Lombard y 郡有富庶的土壤，出產豐盛的農作物，蓬勃的商業賺取國

外的財富。救世紀泉，羅馬帝國將軍，日耳曼族皇帝，和法國君主對這塊肥肉

垂涎，所以在漫長的歐西史上屢現兵戎。二十世紀中期後 Lombardy 已相當繁

榮的商業更有長足進展，成了意大利的經濟命脈。南方各地的人民紛紛爭取機

會來此謀生，在精神上 Lombardy 和阿爾卑斯山北諸國比和長靴南部的同胞接

近得多。Lombardy 的居民對政府時有異議，甚至提出脫離意大利獨立的要求，

企圖擺脫援助貧瘠南部諸郡的枷鎖。近年來移民至此的不單限於意大利人，包

括從北非和中東來的冒險者。不同族類促成社會主種族暗潮，同時製造文化的

多元。明白 Lombardy 的背景方能了解首府米蘭的特殊性和魅力。我在米蘭再

過了一夜，結束北意大利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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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旺和亞布辛布神廟

  水是孕育各古文化不能缺乏的甘霖。巴比倫 Babylon 倚賴 Tigris 和

Euphrates 兩河 ; 印度倚賴恆河 Ganges 及印度河 lndus; 希臘倚賴愛琴海

Aegean Sea;中國倚賴黃河，而埃及呢?就是那世界最長的河流尼羅河Nile了。

古埃及奇特的地理形勢造成它與外界隔離的條件 : 東西兩邊都是大沙漠 ; 北面

是地中海 ; 南方有火山溶液硬化後的岩石作為屏障，屏障外是不毛之地古代的

Nubia。直穿此世界上最古文化發源地的，即是居民生計命脈的尼羅河。

  自遠古以來，尼羅河賜予埃及黑色的肥沃土壤。它的源頭起自深入非洲的黑

色大陸，向北奔騰至埃及北端，像蓮花般分成多枝，在三角洲出地中海。在埃

及的南端，尼羅河兩岸邊緣為石山圍繞著。大沙漠經常刮起狂風，挾著細沙粒

吹過山脊，滯留在尼羅河的岸邊。河向北流 ; 山勢漸趨平坦 ; 盆谷愈闊。黑土

地帶就在此處開始。黑土成份除了自沙漠吹來的微粒外，還有尼羅河泛濫後留

下來的淤泥。這些土壤異常肥沃，適宜種植各類農產，尤其是在開羅 Cairo 以

北的三角洲，有一百六十公里至二百五十公里闊。尼羅河沿邊的土地，在大沙

漠中是一條狹長的絲帶，只佔埃及土地的成份百份之四，卻哺養了埃及百份之

九十九的人口。

  尼羅河洶湧澎湃的野性，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方稍受控制。在未被馴服前，每

逢夏季，水位提升，洪流突破兩岸瀉出，田谷變成為澤國。埃及長年在烈日下，

五月時的大地已乾燥到呈龜裂狀態。埃及人苦苦向河神 Hapi( 是有一雙豐腴飽

滿乳房的男神 ) 哀求，施捨他們一美滿的潮溢 -- 不是排山倒海般破壞灌溉系

統，淹沒房舍良田，而是有足夠的水量濕潤所有耕地，輸送肥料給蔬菜、五穀

和葡萄。如果這潮溢是理想的話，六月初尼羅河的兩岸早被夏日薰風燙得綠油

油的。六月中長長的綠流，後浪逐前浪般，從亞斯旺 Aswan 湧到開羅，至七月

時這綠流漸漸變成棕紅色，因為它已含納了 Ethiopian 高原山中的泥土，這沖

積土含高度的營養劑，沉澱在尼羅河水底，充實各運河和貯水池的資源。尼羅

河水位繼續提升直至十月。在泛濫期間的巔峰，埃及人築堤建壩，企圖將那混

濁的洪水留在沿岸各貯水池內。當水位下降時，這些貯水連同淤泥便經各運河

灌輸到農田去。今天南埃及築了亞斯旺高壩 High Dam of Aswan，淤泥逼留在

壩外的人工湖 Lake Nasser 內。高壩雖然節制著尼羅河的流量，防止沿岸城市

被洪流吞噬的浩劫，同時亦剝掉洪水供應天然肥料的條件。下游的農夫便要按

時施肥了，於是不能避免地方污染，這是築壩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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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文化是尼羅河的恩物。埃及的降雨量近乎零。居民便全部倚賴河水滋養

各類農產。可以說沿尼羅河的肥沃土地哺育了埃及文化。古時埃及人的職業是

農、獵、漁三棲的 ; 在古墓的壁畫上顯露出這三種生活的形式。從七月至十月

的暴洪季節中，埃及人被迫放棄淹沒了的田野，務從打獵為生，用的武器是弓

箭或長矛，獵物多是羚羊、野驢、hartebeest、gazelle.... 等。十月後河水

逐漸減退 ; 剩下來的池溪，沼澤是發展漁業最好環境。正月至三月是最乾涸的

季節，沼澤地區仍存有龜、蚌和各齧齒類小動物足夠補充埃及人的食糧。太陽

和尼羅河奏出古埃及人的生活旋律。太陽的光芒是農產成長的必需因素 ; 過猛

的陽光會燒焦禾稻。含豐富礦產的河水供應農產的營養 ; 同時過多或過少的河

水一樣可以將生命毀滅。死亡和重生根蒂固於埃及人宗教信仰中。每日黃昏，

太陽在西方地平線上「死」去 ; 翌日清晨，太陽在東方地平線上「活」過來。

在氾濫時期，尼羅河淹沒了農田、禾稻也因此「死」去。但退卻後的洪水，留

下來更豐潤的土地，農作物也因此「重生」了。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死」只

不過是「重生」的前奏曲。我們可以理解到埃及文化中花了很多精力為死作籌

謀。難怪很多人說埃及文化是死人文化。我亦可以為我這篇尼羅河遊記作辯護

為何有這一段冗長，喋喋不休的前言了。

  女領隊埃及人 Eman 率領的尼羅河遊覽團在夜間抵達 Aswan; 飛機航程是個半

小時。我們寓居處是尼羅河中 Elephantine 島上的 HoteI Aswan Oberoi。晚

上九時半在旅館餐堂吃的自助餐菜式繁多，但不大可口。日間機場過關時的擾

嚷，身心甚感疲倦。開羅 Mena House 的法國餐烹調精美，加上現場肚皮舞表

演熱光四射，秀色可餐。此晚飯是一大反高潮，只能囫圇吞下，草草了事。倒

是回到房間時遠眺尼羅河對岸的 Aswan 沿岸鬧市夜景，燈光疏落，相較開羅的

輝煌喧嘩，十分寂靜，無比幽深。使我有「潮落夜江斜月裡，兩三星火是瓜州」

之感。

  Aswan 南距開羅約五百英里。尼羅河繞城而過。火山岩大石逼近兩岸河邊，

水流湍急，是自開羅逆河而上碰到的第一度急流 First Cataract。古代人認為

文明世界就在第一度急流外中止了 ; 古埃及以 Elephantine 島作它的南國界。

日間渡河瀏覽 Aswan 的市中心 ; 我在這裡已嗅到黑色大陸的氣息了。街上排滿

鱗次櫛比的小店 ; 出賣的貨品不是常物，包括豪豬翮刺、鴕鳥蛋、豹皮、河馬

革鞭、黑檀棍、匕首、Nubian 武士長矛、還有各種土人手飾如臂釧、項圈、

手鐲、戒指 .... 等，林林總總，光怪陸離。建築 Aswan 高壩的後遺症，除了

前文述及改變了下游生態環境外，最嚴重的莫如淹沒差不多全部 Nubian 文化。

Nubia 是埃及和蘇丹 Sudan 邊界上一部落，其風土人情有異於非洲各族。他們

原居處已沉於高壩後橫跨埃及、蘇丹二國的人工大水庫 Lake Nasser 的湖底。

尼羅河 ── 埃及文化的泉源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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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被逼遷埃及南部各鎮村。在 Aswan 市區常見的現象有 : 咖啡小店前皮膚棕

黑色的 Nubian 老翁三三兩兩在聊天。正當盛年的 Nubian 婦女頭頂著貨品，手

牽著小孩，穿著黑色的裙，裙底的長裾拖地而過，把她們的足印也掃得模糊了。

當路人報以友善的點頭微笑時，她們卻羞人答答，膽怯地側身靜靜而過。埃及

政府鑑於 Nubian 文化瀕淪絕跡之危，特在 Aswan 市內設一 Nubian 博物館，展

示從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現在 Nubia 的風俗、歷史和文物。

  遊覽團在午餐前登上泊在尼羅河有五層高的遊輪 Oberoi Royal Lotus。我

的房間在四樓，有大窗可觀河景，甚是合意。匆匆吃完餐，我們趕著乘風帆

felucca 遊河去。此帆船由二位 Nubian 船夫駕駛，容量雖不大，但給我們十五

人坐下是綽綽有餘的。我坐在船頭邊緣，涼風陣陣拂來，驅走熱氣。仰上一觀，

那巨大的三角形白帆布隨風捲起，像一妊娠婦人大腹。背面陰暗飽滿 ; 正面被

陽光照射著，顯得光猛和蘊含活力，充沛元氣，帆船開始移動，浪花濺在白帆

布上，水珠隨著捲紋沿線滴下。此時白帆布宛如一巨大的樹葉，沁出植物的液

汁。兩船夫口哼民族小調。那一位不用控制大帆方向的，拿上一小鼓，打出小

調的節奏來。

  船在 Kitchener 島靠岸。此島本屬於 Kitchener 將軍的物業。他在蘇丹立下

戰功。埃及土王將此島贈給他作為酬謝。將軍戎馬一生，卸甲歸田後鑽研植物

學，且在世界各地搜集標本，移植島中，遺命死後將植物園回歸埃及。

  我踏足園內，花樹茂密，曲徑通幽。自初中起，我對植物學有很大的興趣。

此處每株大樹必掛上名牌，除了拉丁文的學名外，兼有英文和亞拉伯文的通俗

名。且有原出處和生物形態和特點的簡單闡述。時間不容許我逐一細讀。我改

而欣賞此園的環境。其規模和佈局雖遜於新加坡的植物園，但在沙漠中的綠洲

能有此成績，已算是淘沙見金了。園中有兩普通動物引起我的注意 : ( 一 ) 野

貓甚多，相信沒人為的節制而任其自由繁殖的緣故。我本來對貓科動物很有好

感。總編輯王祖棠兄家有二貓，冰雪聰明，很惹人憐愛。此地的貓因為食用不

足都瘦得一條柴一般，殊不可愛。突然一小貓跳入我的皮袋內，大概想借我的

雙腿作為它的代步工具。嚇了我一跳，立即趕走它。( 二 ) 灌木叢中的鴿子群

隨便嬉戲。每一隻像雪球般，冰綃玉身，白得一塵不染，異常美麗。舊金山市

內的鴿群，經常羽毛糞便弄污天台、窗框，阻塞去水道，是可惡厭煩的動物。

可見人的愛憎心，隨時間地理的轉移，亦有所變動。

  在停留 Aswan 的期間內。我參觀了一採石場，花崗岩、火山石、赭石

ochre... 均盛產此地。經尼羅河運到 Luxor、Sqqara 各地作金字塔、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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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lisk、神廟、古墓 .... 各建築物的原料。採石場中有一「未完成的尖碑」

塔身仍隱埋在大石基地，塔頂的尖端已被斧鑿得痕跡顯然。據說石匠發現此石

有缺陷，所以工程中止，石塊也被遺棄了。導遊 Eman 花了好幾分鐘解說如何

豎起沉重的尖碑。她那口音甚重的英文和語無論次的字句組織聽得我一頭霧

水，莫明其妙。Nubians 是打造各類純金裝飾的能手。我們到了一國營純金貿

易處，女士們立即瘋倒，紛紛購買。這挑起我的購買慾和擁有慾。買了一個

小小的埃及王后 Nefertiti 的純金頭部，和在秘魯 Cuzco 買的純銀的印加土

王 Incan King 成了一雙我的聖誕樹中最名貴飾物。我們又參觀了一香水廠。

Nubians 曉得採擇各類植物香料製成名貴香水，芬馨氣味，歷久不散。

  Aswan的高壩紓解了尼羅河無定期氾濫的災害。這壩在城南橫跨河面八英里，

後面的水庫 Lake Nasser 長達五百英里，延伸入蘇丹國境內。因此壩埃及逃離

1972 年和 1984 年蘇丹和 Ethiopia 大旱的魔掌 ;產生的水電力照亮了埃及的農

村和發動各類重工業機器。通常每年有三個月浸在水底的土地因有此壩的保護

而常年乾涸。因此埃及多了五百萬畝耕地原則上可以發展農業。後來發現這些

新耕地泥土貧瘠，產量成績大不如理想，不足補償投資發展的費用。而原來的

肥沃土地被無知的地產家建上民居以適應埃及澎湃的人口。我參觀高壩後，不

期然想到各嚴重的後遺症，悟到此消彼長的道理。尼羅河的水位提高了，淹沒

了很多岸邊的古蹟， 而尚存的古蹟也被水中的鹽份漸漸侵蝕著。

  法老王時代的埃及在 Nubia 地區建了很多瑰麗、宏偉的神廟。築 Aswan 高壩

後，這些古蹟將全部沉淪於湖底，建壩工程開始時，國際考古學家便設法盡量

將這些稀世奇珍搶救 -- 遷移到高地。Aswan 南五英里 Philae 島上的神廟群便

是很好的例子。十九世紀末第一水壩建成後，Philae 島每年有三個月時間沒

於水中。而這高壩將會把Philae島在埃及地圖中除掉。搶救辦法是將鄰島(是

地勢高得多的 )Agilkia 中心的山坡剷平，打好堅固地基 ; 然後將原來 Philae

島全部積水用機器吸乾，所有廟宇逐塊石頭拆除，搬運到 Agilkia 島上。最終

步驟是依原來廟宇群的地理藍圖在 Agilkia 島上逐一重建。工程浩大，類似愚

公移山。我們乘小電船逆流而上往新的 Philae 島。遠遠便見到無數希臘式的

圓柱組成一條長廊，連接著巍峨的Temple of lris ，夾在二小山中。真有「河

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的氣勢。此景己值回尼羅河之遊費用了。

  搶救 Philae 島的神廟群比起搶救 Abu Simbel 的 Temple of Ramesses II

卻是小巫見大巫了。亞布辛布神廟為新王國 New Kingdom 時法老王 Ramesses 

II(1279B.C.---1213B.C.) 所建。Ramesses II 統治埃及六十七年，活到九十

多歲，他在位第五年時埃及王國出現了很大的危機。在現今東土耳其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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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tite 人侵犯埃及外圍。Amurru 地區的臣民已降服於 Hittites。 Ramesses 

II 為了保障敘利亞 Syria，毅然發動二萬精兵遠征，據守 Qadesh 堡壘。不幸

軍機不密，中伏被圍，幾乎成了網中之魚。奇蹟地他的原本殿後的精銳部隊提

前抵達前線，協助法老王在黑夜中殺出重圍。Ramesses ll僥幸全師退回埃及，

元氣未傷。法老王恥於出師未奏奇功，傳令舉國慶祝他大捷回來，並在國內各

地建築神廟勒石紀功。我曾遊過東土耳其，Hittites 王國的故地。當地人對

Ramesses II 的評價很低。是非功過，有賴執筆寫史者宣傳，中外古今無異。

以後十六年幸 Hittites 和埃及人在邊界上時有拉鋸戰，勝負未分，終於協定

和平共存的契約。Ramesses II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幸好新王國那時尚富庶。

Nubia 地區源源不絕地供應黃金。Ramesses II 留下很多古蹟給我們憑弔，他

的真容石像也是法老王中數目最多的，都是風華正茂三十左右之年。石像並不

隨本人逐漸衰老。見微知著，Ramesses II 虛榮心頗重。但有這大量的文物傳

之後世，經歷過三千二百多年，在考古學家眼中，Ramesses II 是一偉大的法

老王。亞布辛布神廟原本建在 Nubia 地區中的尼羅河畔，背倚危崖。正門是四

座Ramesses II超級巨型的坐像，凝視著滔滔河水。這佈局很有形象化的意味。

Abu Simbel 離蘇丹邊界只有四十公里。遠方旅行者從非洲乘船順流下埃及，觸

目第一古建築物就是神廟。Ramesses II 在警告行人，他已進入其治下國境。

最重要的意義是 : 前路雖山危水急，障礙重重，但掛上雲帆，設法乘長風破萬

里浪，渡尼羅河至地中海，顯示出古埃及人的堅毅精神。正如李白詩說的:「長

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亞布辛布神廟破山鑿石而造，將它遷離至

高地要給二十世紀人很大的挑戰。

  解決辦法是將整座神廟連同緊貼著的山一部份割除，分成過千可以搬運的石

塊，每塊不能超過十五噸重。這些碎塊暫時囤積在河水不能沾染到的山坡上。

跟著覓一合適的地點，水平必要高出原址二百英尺以上。新地基一定要剷平。

先建一半球形的屋頂以容納重新組合的廟宇。半球形屋頂背蓋上一層厚厚的紅

泥石屎，堅固程度可以承受巨重。最後在屋頂上砌一可以亂真的假山，且植了

枝粗葉大的樹。寥寥數筆簡述，讀者一定了解工程的艱巨。

  我大清早起來，參加遊覽團中的小團乘機從 Aswan 赴 Abu Simbel。小團只

有八人，因為來回機票一百八十美元，部份旅友寧願留在 Aswan 逛市集或參觀

Nubian 博物館。此是國內機，乘客仍需要在起機前兩個鐘頭抵達候客室，過關

手續之嚴，是我前所未見的。Eman 早提醒我們，笨重行李留在船艙內。過幾重

閘口，不礙是出示手提包和口袋內各物，且要脫帽，除鞋，解腰帶。若是被認

為可疑份子，被海關人員帶進密室再作詳細檢閱。這樣凌厲嚴格，只有後來在

Kathmandu 機場可比。我倒霉地排隊在一對從新加坡來的劉姓夫婦之後。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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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前面急嚷 : 「我的銀包呢 ?不翼而飛了。」在這混亂場面中，私人財物不

隨同主人一齊過閘口的，很容易被別人順手牽羊。入閘的行列突然因此停頓，

出動了高層官員，和劉先生作個別談話。因此延誤了二十分鐘，我已落伍了。

幸好還有十五分鐘方登機。Eman 和團友在閘內等我，我已急得滿頭大汗，我不

知道劉先生找回失物否。1997 年在帝王谷恐怖份子鎗殺了七十多位遊客和本地

人，埃及政府已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保護它的旅遊事業。但遊埃及仍不是絕對可

高枕無憂的。

  亞布辛布神廟在世上陸沉了二千多年。1813 年 3 月 22 日瑞士探險家 Johann 

Ludwig Burckhardt 和他的忠心埃及僕人 Saad 聽說在 Nubia 地區尼羅河畔荒

蕪沙地上有一 Nefertari( 她是 Ramesses II 最寵愛的妻子 ) 廟。他們按圖索

驥地爬上沙山尋覓。突然他們發現四座巨型石像的頭，斧鑿在沙山的石壁上。

下身已被江峽吹來猛風，挾帶著的黃沙埋沒了。Burckhardt 一時不能辨清這

是坐像還是立像。直至 1817 年 8 月 1 日意大利探險家 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 依記錄前往清理沙堆，發現坐像間的大門，神廟於是重現人間。現在

神廟的舊址已被 Lake Nasser 淹沒了。我們前去遊覽的是遷移到離尼羅河水庫

不遠的高地上新址。

  Abu Simbel 南距 Aswan 一百七十四英里 ; 飛機航程約半小時。從機場到景

點要經過小鎮。小鎮孤立在沙漠中。它的存在純粹因為亞布辛布神廟是非洲最

熱門的景點之一。我們又要經過詳盡的搜身方能進入神廟的內圍。遊客站在

Ramesses 11 的坐像前像螞蟻般渺小。Eman 提議我們八人就在神廟正門前拍照

留念 ; 大家都同意了。Ramesses II 的左二坐像多年前因地震坍塌，只餘三像

各有六十八英尺高。頭巾上蓋著皇冠，虎虎有神。Ramesses 11是「多產作家」

生了百多名兒女。一部份王子和公主及他的母親和最寵愛的王妃 Nefertari 都

雕刻在他的膝下，高度不及他的小腿一半，更顯得他的偉大。大門正中上面凹

處是太陽神 Re-Harakhty。它有一蒼鷹 falcon 頭，戴上象徵太陽的火球。大門

裡內是柱石群支撐著的大堂。每一根柱石都雕著法老王的立像，各有三十三英

尺高。每像的肩上刻了王的天賦神品。Ramesses II 的狂妄自大，三千年後仍

有生氣。北面的石壁記錄了在敘利亞和 Hittites 鑒兵的 Qadest 戰役，展示了

一幕幕的戰場景象。Hittites 隊伍被埃及戰車衝得潰散 ; 戰犯被一連串地鎖

上。當然這些鏡頭和真實的事件大有距離，可見得 Ramesses II 好大喜功，甚

至不惜歪改歷史。

  神廟最深奧處是鑿在山內的聖殿 sanctuary 後面石壁有四像同坐在一長

椅上 : 他們分別是創造萬物之主 Ptah of Memphis、埃及國神 Amun-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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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es、法老王 Ramesses II，和太陽神 Re-Harakhty of Heliopolis。這

聖殿長年在陰影下，遊客要靠微弱的電燈光方能看清此四像。每年有二天是

equinox( 即太陽跨越赤道時，白天和黑夜時間相等 )，即三月二十一日的春分

和九月二十一日的秋分，陽光從大門直射入聖殿 ; 右面三像飽浴在陽光下，只

有最左邊的 Ptah 仍處在黑暗中，因為他是兼管黑夜之神。亞布辛布神廟的設

計反影出古埃及人高度智慧。據細心者統計，柱石大堂北面的戰場壁畫描繪了

不下一千一百個人物，單用「壯觀」二字，不足以形容亞布辛布神廟也。

  除了為自己歌功頌德的正廟外，Ramesses II 在北鄰建了一座紀念心上人

Nefertari的副廟，規模比正廟小得多。入門處是六大立像，Ramesses II居三;

其他三座是 Nefertari，與女神 Hathor 融成一體，王妃頭戴女神的聖牛角，太

陽的火球，和兩條長長的羽毛裝飾。值得我們注意的她的高度幾乎和法老王相

等，是在埃及絕無僅有的，可見得她在 Ramesses II 心中的重要性。大堂內六

根石柱都離了女神 Hathor 的首面，下面刻了 Ramesses II 和 Nefertari 天長

地久，生死不渝的愛情。令我們看到 Ramesses II 人性的另一面。他享盡人間

的榮華富貴，唯一不幸的是長壽。他活到九十多歲，目睹眾多兒女和心愛的寵

妃先他而逝。開羅埃及博物館中的木乃伊是一充滿寂寞、哀傷、惡疾纏身的老

人，幸有此亞布辛布神廟傳之後世，真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了。壁畫繪的是 Ramesses II 手刃戰俘，Nefertari 默默觀看。令我悟到在親

切溫柔的面孔背後，仍蘊含著殘忍的本質。

  從神廟出來，漫步到 Lake Nasser 湖邊，有幾株柳樹，濃密的枝葉蓋著幾

套桌椅，涼風習習，波光粼粼。埃及的天氣是炎熱的，但在此綠陰下，我坐著

欣賞湖景，大有晏殊句中「柳絮池塘淡淡風」的詩意，暑氣全消。我在大同雲

崗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 ( 分別記載於山西、河南兩遊記 ) 看到很多石像，已嘆

為觀止了，只不過是千多年的古蹟罷。在亞布辛布神廟見到的是三千多年的遺

物。看最古的東西，非到埃及來不可。能有機會睹此世界珍寶，不負此行了。

但我最關注的，神廟在新環境中，烈日長曝下，能永恆的保存嗎 ? 只有時間能

給答案，非我短暫生命所知了。我就這樣一面沉思，一面懶洋洋地凝望著湖

面，這 Aswan 高壩後的大水庫，面積遼闊，南入蘇丹國境。我知道有渡輪依時

從 Aswan 開往蘇丹的港口 Wadi Halfa 去。此時湖上很寂靜，沒有舟楫，四周

環境是鴉雀無聲，遠遠見到進出神廟的人群。微風吹著柳樹，枝葉輕輕漫舞著，

而我的思潮也在澎湃著。坐了二十分鐘，一看手錶，離開 Eman 約在閘前小食

店集合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我立即起步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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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經一排小店，賣的都是差不多同樣的各式旅遊紀念品。我早知到埃及人生

活清苦。突然有一六歲左右的 Nubian 小女孩走過來拉著我的手。她眉清目秀，

一面頰豐腴，黑色的皮膚光澤滑潤。尤其是那大大的眼睛，雙瞳剪水，眸子傳

神，這樣姣美的小女孩，真是惹人喜歡。我好奇地跟著她行了十多步，她拉我

進入一小店。裡內有一黑臉白鬚老翁笑顏相迎，門牙己甩掉了 :「先生，買點

東西罷，幫助我送小孫女上學去。」我見到小女孩羞怯地站在一邊。在這情面

難卻下，我選購了兩本神廟小畫冊的英文本，且將襟袋內的原子筆送給女孩。

  兩個鐘頭後回到船上，那天非常滿意。只是晚飯肉多肥油，魚有骨刺，很難

下箸。扁豆和菜蔬甚可口。各式甜品也不錯。翌晨我方知道有多位團友中了招，

患上河魚腹疾。晚上午夜夢迴，微聞機器聲，船已啟航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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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訪古

  我坐的遊船 Oberoi Royal Lotus 可容百人，但只有三十多位乘客 ; 我們的

遊覽團已佔其半。除了膳食外，一切都令我很滿意。尼羅河是很繁忙的埃及運

輸大動脈，除了川流不息的貨船，遊輪外，還有數不清 Nubian 人駕駛的風帆

felucca穿插其中。同樣是熱帶情調，尼羅河比巴西的亞馬遜Amazon河多色彩。

沿河村落的小碼頭都集有很多小販，出售本地的名產或手藝品。見到他們和可

能買主討價還價的情況是很有趣味的，宛如將部份的 Khan- al-Khalili 遷移

到尼羅河畔了。

  訪古第一站是 Kom Ombo，北距 Aswan 二十四英里，有很多鱷魚在岸邊沙灘

或礁石上曝曬太陽。緊貼著河邊的神廟築於公元前二世紀希臘軍人統治埃及的

Ptolemac 皇朝。代遠年湮，不幸有小部份建築物已墮毀河中。此神廟兼祀鷹神

Horus 和鱷魚神 Sobek。廟的中堂 hypostyle hall 有中分為二的痕跡，顯示著

二神同拜。各樑都畫了天文各象，刻上每一星宿的神。有些繪筆只是簡單的紅

線，未加色彩，顯然這是未完成的作品，藝術家因事行離，還要回來繼續工作

的。「人生天地間，怱如遠行客」。人生數十年光景，飄忽短暫，就好像那匆

匆走過的遠行客一般。歲月無情，二千二百多年已像雲煙般消逝。這藝術家早

已成了一具木乃伊，靜靜躺臥在大地中，永不會回來繼續這末了的工作。神廟

背後有一長廊，壁畫上刻了些外科醫生解剖手術用的儀器如鋸、鈎、鉗...等，

顯露出希臘時代的醫學已頗有規模。

  鱷魚為虐尼羅河畔，傷害人畜是常見的現象，所以有鱷魚神Sobek的崇拜也。

神廟外一角有一小聖堂 Hathor Chapel，貯藏的是多條鱷魚木乃伊。這便牽涉

到古埃及人對動物神化的概念。希臘人、羅馬人以為埃及人濫拜動物，這分明

是一個誤會。埃及人認為神可以變成各種形式，包括動物。法老王本身就是神

的化身，有時在畫中戴上鷹頭，表示他具有鷹的威猛。在古埃及宗教信仰中，

神、人、動物是一體三化了。

  是夜晚飯時，Eman 向我們宣佈，明晨要一早起來，離船上碼頭，乘馬車往

Edfu 神廟，遊罷方回來吃早餐。次晨我發現船早泊在小鎮 Edfu 的港口。岸邊

都停滿了遊輪，小販群早嚴陣以待，拿出各類貨品向離船的乘客塞去。雖是清

晨七時，情況甚是熱鬧。Edfu 南距 Luxor 六十英里，從希臘軍人統治埃及時代

起，已成了尼羅河邊一重鎮。我們好不容易殺出小販的重重包圍，到一空地上。

一列馬車源源而來，Eman 急忙分派二人或三人乘一車。我和 Bill Perkins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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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乘一車。駕車的是一年未滿十四歲的 Nubian 小童，馬和小童同樣的羸弱。

我方明白 Eman 要我們空著肚子上車，減輕馬的負擔。小童自我介紹名字是

Mustafa，他的英文程度只能說一句簡單的 :「Arnerica, very good!」。跟著

便伸手向我們討小脹。Bill Perkins 說，一面在打手勢 :「且慢，我們回程時

再理論罷。」行了幾個街口，我見到 Edfu 市區甚是陳舊殘破。Mustafa 回頭用

手勢問我，要坐在他的旁邊嗎?Perkins夫婦都屬於「大件頭」的;我立即點頭。

小童在馬背重重地擊了一掌，車子停下來，我攀上駕駛座位。這本是一人座位，

因為 Mustafa 身段瘦削，且騰出一大空位，我坐下甚覺寬裕。清風拂面，吹得

我頭髮散亂。小童左手搭著我的肩膀，頻說 "very good"。又行了幾個街口，

他的左手從搭肩變成張開在我的面前，顯然在討小脹。我學 Bill Perkiins 的

口吻 :「到船時再理論罷。」車行不及半個鐘頭，已抵達 Edfu 神廟。

  神廟是拜奉鷹神 Horus。傳說他是第一位法老王。他的父親 Osiris 被叔父

Seth 謀害。他和母親 Isis 千方百計，將叔父殺死，報了父仇。Horus 成了世

界的主宰。神廟築於公元前二百三十七年，建者是希臘裔的法老王 Ptolemy 

III。這是在埃及境內保存得最完整的神廟。入閘處有一很闊大中庭。蒼鷹

falcon石像威風凜凜地守著正門。神廟的建築是希臘 --- 羅馬式。有兩中堂，

深奧處是聖殿 santuary，為花崗石密密包圍著。第二中堂壁上有一幅畫，鷹

神 Horus 站在船上，手持長矛，準備向河馬頭的 Seth 刺去。母親 Isis 坐在船

頭。這幅畫含了很深的意義，表示埃及由亂趨治的關鍵。兩中堂的壁畫甚多，

最重要的是希臘裔的法老王 Ptolemy VIII 接受埃及兩女神的加冕典禮。這說

明了王位雖然是外國人所佔，但為埃及的權威諸神認許，無妨他作為法老王的

合法性。有此例可援，以後的羅馬大帝、土耳其軍人、土耳其奧圖曼 Ottoman

大帝...治埃及振振有詞，不妨礙他們是正統，因為他們也是埃及諸神認許的。

  從神廟出來，遊客紛紛踏上馬車，準備歸程。Bill Perkins在問: 「Mustafa

呢 ? 他到了那裡 ? 」數分鐘後有一中年埃及人找到小童，此人伸手問 Perkins

討小賬。Perkins 視若無睹地踏上馬車。回到碼頭，我給 Mustafu 一美元。

Perkins 給了他十塊埃及鎊。小童仍伸手緊追著我。Perkins 夫婦是從澳洲

Melbourne 來的，不大習慣小賬這玩意兒。也許小童頻頻索取小賬觸怒了他。

顯然他給的小賬小童認為未夠。我見Mustafa仍在學齡便出來工作，怪可憐的，

於是多加一美元，他方掉頭而去。

  遊船繼續北上三十英里。午餐後抵達 Esna 鎮。Eman 說我們上岸參觀 Temple 

of Khnum，太疲倦的和不良於行的可免此行。此鎮沒有碼頭 ; 船靠在沙灘邊，

細沙在岸邊積了六、七尺高，我們向上爬大不容易，滿鞋被沙粒滲入。到街上

尼羅河──埃及文化的泉源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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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除鞋清潔。我們穿過 Esna 的市集便見到這「陸沉了的神廟」。原來此神

廟比地面低三十尺。一度狹長的木梯將景點和地面連接起來。木梯不停搖動，

好像胖子隨時會將它踏翻。膽小的對神廟作「望洋興嘆」，轉頭逛市集去。

此廟祭羊神 Khnum; 他是創造之神。此廟建於希臘裔法老王 Ptolemy VI (221 

B.C.---204 B.C.) 治期。裡內裝飾多是公元一世紀至三世紀，即羅馬帝國時

代。中殿牆壁滿是羅馬大帝穿了法老王的服裝，用了法老王的儀仗向埃及諸神

奉獻。212A.D. 羅馬大帝 Severus 和皇后及二皇子會駕臨此神廟並留下刻印。

有一幅壁畫是羅馬大帝 Commodus 獵鳥和捕魚。兩旁有羊神 Khnum 和鷹神 Horus

在協助他。獵鳥和捕魚隱含摧毀敵人的意義。「二神協助 J 強調羅馬大帝雖是

外籍，也是埃及諸神所之認許的，重伸 Edfu 神廟的畫意。

  回船時已近下午五時。我行上船頂觀光河景，見到一連串船停頓排列在河

中。船駛離 Esna 鎮後要過一度尼羅河閘壩。岸邊的小販群可活躍了，帶同地

氈、金屬小器皿、還有一些不易破裂的物件，準備出賣。那時全部乘客都立在

船頂的甲板上看熱鬧。小販找人搭訕，乘客稍作回答，他便將貨品用厚布捲了，

遠遠地朝高上擲。目標準確;果然落在可能顧客腳邊。且高嚷:「隨便檢閱罷，

我會上來和你交易的。」我恐怕被貨物扔中，且不顧惹此麻煩，急忙行離。相

信小販和船上的工作人員已有默契，就這樣做成生意。這也是尼羅河色彩之

一。

  是夜埃及風味餐兼遊藝會和埃及服裝舞會。埃及烹飪給我印象平常，且有多

人肚子已有問題。奇特菜色，沾唇即止，稍品其味而已。遊藝會很出色，船

長請了多人歌舞表演，甚有職業性水平，肚皮舞技藝雖遠遜開羅 Mena House

法國餐廳內的，總算差強人意，且有幾種遊戲，令人捧腹。從澳洲來的 Ian 

Imbrae 夫婦和 Bill Perkins 夫婦大演身手。乘客很多穿了埃及長袍，色彩斑

爛奪目。澳洲遊客八人作群舞，邀請我參加。我不懂其中奧妙，婉拒了。此會

直至深夜十二時，盡歡而散，各自回房歇息。明日要早起，開始此行的高潮 --- 

遊覽古 Thebes 的帝王谷。

  埃及古史新王國時代 (1550 B.C.--- 1070 B.C.) 的首都是 Thebes。法老王

駕崩後，遺體內臟被挖出放在石瓶內，然後用香料防腐，經過特別風乾過程變

成木乃伊。由莊嚴的送喪行列護送到尼羅河西岸丘陵中的乾燥深谷。最後被埋

藏在鑿石而成的墓穴內。陪葬品除金銀珠寶外，還有生前的日用品如傢俬、箱

篋…等。每一位法老王登上寶座後，便開始經營他的墓穴，企圖將他的木乃伊

永存於塵世中，很多在墓穴未全部完成時便逝世，所以現在的墓穴有不同程度

的豪華佈局。雖然各墓都設有防盜措施，仍未能阻止盜墳賊進內探取財寶。第

二十王朝時 (1186 B.C.---1070 B.C.) 埃及新王國在積弱不振下，威望大減，

尼羅河──埃及文化的泉源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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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墳被竊事件經常發生。盜墳賊多是營建墓穴的識途老馬。祭師為了保護法老

王的遺體，將木乃伊遷移到鄰山的隱蔽處，至十九世紀方被人發現。這些木乃

伊已在帝王谷內長眠了三千年 ! 帝王谷內現在有六十二座主要墓穴。最新被發

現的 KV5 是規模最宏偉的，有一百一十間密室以上，埋葬的是 Ramesses II 的

兒子。此墓仍在發掘中。只有少數墓穴開放讓遊客參觀，且採取輪流開放制。

但墓中的石壁刻畫難免被電筒光線和人汗蒸發有所破壞。尤其是後者製成可怕

的濕度，危害墓穴的基本結構。現在最宏偉和華麗的 Seti I (1290 B.C.--- 

1279 B.C.) 墓已謝絕遊客，只讓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入內作研究。Seti I 是

Ramesses II 的父親。他的木乃伊也在開羅的埃及博物院內。

  Eman 因為帝王谷內天氣是流金鑠石，火傘高張。為避免酷暑殷雷下，揮

汗如雨之苦，她要我們清晨六時起床吃早餐，七時出發。Luxor ( 即古時的

Thebes) 南距開羅四百二十英里，比開羅熱得多。那天我們夠幸運 ; 一層厚厚

的霧遮了太陽，免了烈日當空的煎熬。我們的車在大路上向著帝王谷的入口處

邁進。路旁甘蔗田矗立著兩巨型坐像，每像有五十九尺高。車子停下來放我們

行近觀摩。此二像本是法老王 Amenophis III (1388 B.C.---1351 B.C.) 的廟

宇守門人。廟宇早煙消灰滅， 只留得被古希臘人喚作 The Colossi of Memnon 

二像。Memnon 是希臘神話中一名將，在攻打 Troy 時命喪沙場。公元前二十七

年，一強烈地震將北面的石像頭部裂開。每晨此像哀聲低吟。科學解釋是晨溫

和夜溫有別，導致裂痕內的幼石粒移動互擦。古希臘人認為Memnon 魂兮歸來，

英靈未泯，慘然呼喚他的慈母 Eos。正是「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有此

悽惋感人的故事，神話和古蹟相得益彰。公元一九九年，羅馬大帝 Septimius 

Severus 將此像修捕，裂痕沒有了，慘呼也停止了。古羅馬人認為 Memnon 終於

回歸慈母的懷抱，靈魂得到永恆的安息。

  帝王谷背後山邊的懸崖 Deirel- Bahri 築了一巍峨的廟宇，是新王國第十八

王朝女法老王 Hatshepsut (1473 B.C.---1458 B.C.) 所建。以女人身份能統

治埃及二十多年殊不尋常。在埃及上古史中，女人治國也有先例，但只是發生

在王位繼承人未定期間，而這治期很短暫，只不過是權宜之策而已。在法老王

名單中，女人必被除掉， 因為埃及的宇宙觀，即包含世界上的秩序，女人治

國是反常的。Hatshepsut是例外。她的父親是Thutmosis I (1504 B.C.---1492 

B.C.)，丈夫是同父異母的哥哥 Thutmosis II(1492 B.C.---1479 B.C.)。夫死

後，嗣子 ( 不是她的親生子而是另一王妃生的 )Thutmosis III(1479 B.C.---

1425 B.C.) 繼位。囡為 Thutmosis III 仍是孩童，Hatshepsut 攝政以嗣子名

下執埃及權七年，然後索性自稱為「法老王」，且帶上假的長鬚在頰下，儼然

以男性自居，和 Thutmosis III 共理國事。以前史學家闡述這期間的埃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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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Hatshepsut 是一不擇手段，富陰謀的女人。Thutmosis III 穩握在她鐵掌

中，迫不得已和她共同治國長達十四年。她死後 Thutmosis III 大權獨攬，將

Hatshepsut 的名字和形象從所有廟宇中除掉以洩宿憤。近代史家並不以此解

釋為然。Hatshepsut 和 Thutmosis III 的關係是非常親密和諧的。Thutmosis 

III 成長後，經常帶兵出外南征北伐。Hatshepsut 坐鎮於內將國家治理得井井

有條。母子相處，極盡魚水之合。後來 Hatshepsut 在法老王名單上被除掉未

必是 Thutmosis III 所為 ; 大概是廟宇內的祭師基於傳統的埃及宇宙觀而妄舉

罷。且「除名運動」做得殊不徹底 ; 處處留下 Hatshepsut 治國痕跡 ; 我們絕

對不會懷疑埃及曾出了這位雄才大略的女傑。

  Temple of Hatshepsut 依山而建，樓分三層，其格局十分現代化，華貴和

瑰麗兼備。每層前面都有一列圓柱組成的長廊，頂端是一闊大陽台 ; 二樓和三

樓都有一條長長的斜道，直通下層的屋頂陽台。這樣磅礡的氣勢無愧唐朝沈佺

期描寫的 :「闇閻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玉珂龍影度，珠履雁行來。」廟宇前

的大廣場，女王生前遍植沉香、沒藥樹(現在樹根仍在)。這本來是一大花園;

噴泉、浴池、人首獅充斥其間。現在是黃沙漠漠一大片空地。1997 年就在這裡

發生了「碧血黃沙」事件，五十八位遊客和四位埃及工作人員被屠殺。全部恐

怖份子當場被殲滅。我站在廣場上難免向山間崖邊四顧，看有沒有可疑人物出

沒，極端希望暴力不會在此處重演。

  Eman 領我們上二樓，入內欣賞壁畫。南端的全部是 Hatshepsut 在位第九

年時發展商務的紀錄。在首相 Nehesi 率領下，埃及人揚帆出紅海，在現今

的 Somalia，即當時王國 Punt 登陸，購取黃金、黑檀、象牙、豹皮、薰香樹

脂 .... 等物，並打包運輸回家。還有幾幅歷史畫 :Punt 的國王和后給埃及人

的盛大歡迎，侍者獻上酒食。國王虎背熊腰，有一長尖的鬍鬚，穿短褲，腰間

插上一匕首。王后身型癡肥，腹部拖著厚厚脂肪，腰背微彎。長髮用梳截起，

滿身珠光寶氣。埃及廟宇的壁畫兼是歷史教科書，此便是一例。北端的壁畫是

Hatshepsut誕生時的前後景象，開始是國神Amun準備賜給埃及一偉大的君主。

然後羊神 Khnum 和蛙神 Heket 協助 Hatshepsut 的生母 Ahmose 分娩，順利產下

「麟兒」。這些壁畫存在是 Thutmosis III 對嫡母並不含恨的最好證明。為甚

麼讓 Hatshepsut 以男性自居，神化身世的壁畫留存後世 ? 後來我在 Luxor 的

Karnak Temple 見到 Hatshepsut 的石像真容，其眉目如畫，堪稱是一美人，只

是加了一條不倫不類的長鬚。遊覽車停在墓群外圍鬧口外的停車場內。經過嚴

格搜身過關後，Eman 往售票處辦妥手續，給每人一張套票，一墓群簡圖，並對

我們說 :「此套票容許入三個古墓。Tutankhamun 的墓不包括在內，要另外買

票進他的墓去。」我立即往售票處排隊付十五美元買票。萬里迢迢而來，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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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 King Tut 的墓 ?有一開蓬大汽車載所有探墓客從閘口開住山邊的墓群。

  我首先擇最遙遠，最幽深的 Thutmosis III 墓。前文已說過，他是

Hatshepsut 的嗣子，幼年登位，和嫡母同治埃及。Thutmosis III 是埃及古史

中，新王國時代，一位很有文才武功，建樹甚多的法老王，政績班班，可和嫡

母 Hatshepsut 作前後輝映。他把埃及版圖擴張至 Nubia 和 Libya; 軍事勢力延

伸至 Syria 的兩河流域。騾馬駱駝行列滿載著金、銀、象牙、香料、奇花、怪

獸從非洲各地朝貢。Thebes 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Thutmosis III 是人類古

史一偉大君主。

  探 Thutmosis III 墓可不容易啊 !墓建在懸崖上，深入山洞。我要攀登一度

長梯，進入山邊一裂縫，內有一狹道引人進墓穴去。墓穴分數重。狹道迂迴曲

折，先進入一比較寬敞的前廳。前廳後有陡斜石級下降至正室，正室闊大，兩

旁有四間小靈房。有一石棺在正室中 ; 相信它曾是 Thutmosis III 埋身之所。

從前廳至正室牆壁滿是刻畫。最長的一幅是太陽神在夜間十二小時運行經歷的

景象。正室和各小靈堂支柱也有刻畫。有一幅是 Thutmosis III 和生母 Isis

在划舟。一幅是樹神 Isis 給未成年的法老王哺乳，後者是草圖素描式。這些

畫透視了埃及人神合一的宗教概念，表露出法老王的神聖氣質。

  Tutankhamun 墓穴是帝王谷內法老王墓中最小和最簡陋的。他八歲登位，治

埃及期間只有十一年 (1334 B.C.---1325 B.C.)，是新王國時期一殊不重要的

法老王。今天他的名氣最響，甚至凡人俗子，販夫走卒也知道 King Tut 其人，

因為他的墓被封閉了三千二百四十五年，從沒有人進過去。經過七年的苦苦尋

覓，英國考古學家Howard Carter在1922年11月4日偶然發現此墓，驚喜莫名。

墓中藏有五千件寶物，包括金粉刷上的戰車、床、椅、長櫈、幾百塊金葉、石

膏石燈和瓶、各類武器、僕役的石像、便鞋、各類手飾 ... 等，都保存得很完

美。這些寶物後來都被搬到開羅的埃及博物院。1970 年代初期，King Tut 墓

中寶物在世界各地作巡迴展覽，掀起神往埃及的浪潮。Tutankhamun 的木乃伊

已朽壞了，仍留在墓內的石棺中。傳說墓中有一塊石板，刻有「騷擾王的長眠

之人，定遭橫死。」這就是有名的King Tut的詛咒。首先Lord Carnarvon (他

是斥巨資支持Howard Carter探墓和掘墓的)在1923年4月5日中了蚊毒暴斃。

直至 1935 年有二十一人和入墓有關係的死於非命。這詛咒於是不踁而走了。

Tutankhamun 因此名滿天下，成了最為人熟悉的法老王。我付了十五美元進此

墓，裡內空空如也，除了正室的石棺外。壁畫中最出色的有二 : 一是王的喪禮

儀仗隊，由兩位光頭首相領著各高官拖著載有木乃伊靈車向墓進發。二是一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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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女神伸手牽著 Tutankhamun 進入天堂。此墓比起其他我入過的三墓，最沒有

瞄頭。十五元買來是「曾到此一遊」的口號，向人炫耀而已。

  Tutankhamun 墓內的寶物，全部是他的父親 Akhenaten (1351 B.C.---1334 

B.C.) 治期的製品。他是唯一的法老王不葬在帝王谷內的。Akhenaten 的地位

在埃及歷史上非常重要。在法老王治期內的埃及史是世界文化史中最古，最

長，最穩定的。從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五百二十五年，埃及的政制，風

俗，宗教有很少的變動。雖然後期有一段時間被波斯大帝和希臘的亞歷山大征

服了，後期外國裔的法老王直至 Cleopatra 都是緣引埃及的習俗，文物，甚至

自古以來各天神作統治的。當然每一位法老王有他獨特的個性。大致上給人的

印象是如石像的表情肅穆而帶有神性的莊嚴。例外是Akhenaten，他廢掉諸神，

而獨尊一位 Aton。他並不將法老王的神性去掉，而是將自己和妻兒人性化了。

去掉諸神的後果是封閉了很多神廟，遣散了很多祭師 ; 很多擁有特權階級的人

因此失業了。從前諸神的象徵是各種動物。Aton 的象徵是太陽的火球。藝術跟

著也起了很大的變動。他自己塑像不像後來的 Ramesses II 的總是完美無瑕，

而是長面，短肩，闊股，腹部隆然。我不知道這是故意誇張，還是 Akhenaten

本來就是一醜物。我後來在 Luxor 一小店買了一袖珍型用瑪瑙做的 Akhenaten

頭，後腦牽長，顯然有很大的缺陷。他的妻子 Nefertiti 雖是一美人，粉頸也

嫌稍長一點。我早在 Aswan 買下她的純金小頭。壁畫也不是將法老王人神合一

屢作強調，而是樂也融融的家庭生活素描。他要和傳統決裂，將首都從 Thebes

遷到埃及中部的 Amamah，離開舊都甚遠，並在彼方建了新城，和經營自己的

墓穴。Akhenaten 生前得罪了很多有政治勢力的人，死後被扣上「離經叛道」

的名號。駕崩後兒子 Tutankhamun 被諸元老擁立回 Thebes 即位，從前的政制

和宗教立即被恢復。Akhenaten 也在法老王名單上被除。他的墓穴掩埋在埃及

中部黃沙堆下，漸漸被人遺忘。但他的改革太轟動了，歷史學家沒有忘記他。

Akhenaten 寫了一首歌頌 Aton 的短詩，開段反影出他的憂傷 :

「當你在西方地平線消失時，

 大地被死亡般的黑夜籠罩著。

 獅子從穴內出來張牙舞爪，

 毒蛇也在擇肥而噬。

 在這迷濛陰影下，世界已寂靜了。」

Akhenaten 似乎已預知不能避免的人亡政息，因此發出嘆息。我涉獵埃及古史

時，對他的真實人性，覺得他比 Ramesses II 可敬和親切得多。

尼羅河──埃及文化的泉源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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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進了Merenptah(1213 B.C.---1203 B.C.)，(他是Ramesses II的兒子)

和 Ramesses III(1183 B.C.---1152 B.C.) 二墓。規模比 Tutankhamun 的大得

多，但不及 Thutmosis III 的錯綜複雜。墓內滿有壁畫。離不開的主題是 : 當

法老王和塵世告別，開始最後的旅程，要經過十二閘和渡過十二個鐘頭黑夜。

途中遇上毒蛇、鱷魚和很多怪獸。最後抵達眾神之首 Osiris 的王庭，接受諸

神的迎接。他向諸神懺悔生平的罪行，被開膛取心。心被放在天秤上，用重量

斷定它的真實和純粹。不夠斤兩的被立在旁邊一人獸綜合的怪物吞掉。合格的

被泉神擁上天堂，逃避了地獄的折磨。我發現全部法老王在這「開心」考試中

都合格了。難道沒有一位像羅馬大帝Nero濫殺無辜，縱火燒城，罪大惡極的嗎?

可見得各墓都是諸王生前營建。壁畫是他們的心願，未必符合實情。

  在帝王谷西翼山南是后妃谷。葬的除后妃外，還有王子、公主、高官、貴族

等。各墓的深度和面積遠不及法老王的墓穴。壁畫含量也因而少得多。其中最

華麗的是 Ramesses II 寵妃 Nefertari 之墓。有一長廊通進一間細小的前堂。

主要的壁畫是頭戴南、北埃及二冠冕的鷹神 Horus 領著穿了透光白袍，腰繫棗

紅長帶，神采飛揚的 Nefertari 進天堂。前室後面有十多石級導入正堂。正堂

側面各有二小房 ;中心是停靈所。主要的壁畫是 Nefertari 獻酒給女神 Hathor

和 Selket，王妃戴上黑色長長的假髮和禿鷹形狀的軟帽。壁畫顏色鮮艷，線條

明朗，猶勝法老王墓穴見到的。此墓曾被盜賊光顧 ;Nefertari 的木乃伊和全

部珠寶早已遺失了。因為有所損壞，時要修補，此墓只能有限時間和有限人數

內開放給遊客。我們有幸，能進此墓，真是千載難逢的機緣。

  遊罷帝王谷，回船上午餐，各人均已疲倦不堪了。下午還要打點精神遊

Luxor Temple。明日遊 Karnak Temple。看到很多高如喬木的圓柱，聳入雲霄

的尖碑，和碩大無朋的幾位法老王石像。及牆壁上刻著無數壁畫。象形文字記

載了一段段的埃及古史，還有長長的羊首獅神道。礙於材料過多，我不能將內

容詳細地記載此遊記內。收筆前順便提一句。導遊 Eman 很有學問，有埃及古

史碩士名銜。但她的英文口音甚重，聽她滔滔不絕的解說，很沉悶和費神。幸

好我做好準備工作，旅遊三個月前鑽研埃及歷史。遊各神廟時不大倚賴她，不

然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來了。寫了四篇超過二萬字介紹埃及歷史文物遊記，希望

能給讀者少許印象。最後抄了英詩人 Percy Shelley 在神廟中倒下的法老王

Ramesses II 的巨型石像前寫的一首詩作全文結束 :



368 尼羅河──埃及文化的泉源 (下 )

     Ozymandias

     I met a trave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Stand in the desert... Near them,on the sand,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 read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ks appear: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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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中部的中華文化遺痕

  從胡志明市到峴港Danang 空程只有一個小時。黃秉權和我下機領取行李後，

出了閘口，便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手持寫了我的姓名紙牌笑臉歡迎。

他自我介紹用漢字寫成的姓名是黃南。我笑對秉權說 : 「這次好了，有你的侄

兒作導遊，應該沒有不妥的地方。」停車場內會見了司機吳智，風馳向峴港市

區奔去。私家車前貼上了我們二人的名字，真是「打腫了臉兒充胖子」，竟然

冒充起闊客來。

  午膳在市區內一名喚「吳哥窟」的餐館，是一嬌小玲瓏，室內佈置似曾相識，

全是模仿高棉廟宇藝術品。餐牌列了七八項目，似乎頗豐富。我目光一掃，一

項是清茶，一項是白米飯，一項是越南春卷，一項是飯後橙，其餘以蔬菜為主。

去夜在胡志明市告別晚飯，使人覺有「到喉不到胃」。這裡菜式亦是嬌小玲瓏，

但那八條春卷，擺成一白鴿，甚悅目，秉權吃完午飯，大喚慈母何在 ?( 即頻

叫媽媽也 )越南烹飪，比起柬埔寨，無論是質或量，雲泥殊別。

  峴港市區佔地有八十方公里，處越南中部偏南的南海邊緣，是越南三大天然

良港之一。亘古以來，它是重要的船運貿易口岸。二十世紀時更成了有優越地

勢的戰略海港。法國伸殖民主義魔掌到越南和美國直接介入二十世紀的越戰都

是從峴港開始的。在我們的旅程中，峴港只是一轉接站，沒有包括任何景點。

誰知黃南給我們一個意外的驚喜，可以彌補膳食上的缺陷了。

  公元 192 年，占婆人 Chams 以峴港這地區為古代文明的中心，建立了占婆

王朝，其文化和柬埔寨的吳哥窟同源於印度宗教。我們被領往參觀占族博物

館，是在海濱一樹木掩映下一白色小屋中。館藏石雕豐富，有各種石人雕像，

石獸雕像和各種占族建築石雕藝術。基於自身才疏學淺，我的印象是和金邊博

物館展示的，大同小異罷。

  從博物館出來驅車南下七公里，便見到短短一條連綿山脈，這是越南中部名

山五行山。形勢險要，西瀕翰江，東臨南中國海，在海邊平坦的沙灘上，山勢

拔地而起。這些山本來是南中國海中的島嶼，千萬年歲月的物換星移，山海變

遷，成了海邊突屹的山。山不算高，但緊貼大海，顯得氣勢雄偉，有金、木、

水、火、土六座山峰 (火為雙峰 ) ，所以用五行來命名也。黃南領我們步登水

山，有百級以上，頗陡峭，我們小心翼翼地拾級而上。沿路望見毗鄰的土山，

巍然矗立。好不容易踏上頂端，景物豁然開朗。三台寺、慈心寺和靈應寺參差

而立，奔入眼簾。寺門前有漢字石刻橫匾和對聯。黃南並不入寺參觀，向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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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徑走。徑旁刻了「玄空洞」三大字。行了數步，小徑變成一小石級，愈行愈

暗。我後悔將小電筒留在車內的背包，只好慎重地緊跟著黃南。石級盡頭是一

很寬敝的石洞，四處燈火通明。正中供奉著一尊大佛，雕刻精緻，神情栩栩如

生，高約四米。佛前點燃著很多小蠟燭，顯然都是香客們供奉的。山洞有一角

被挖空了，立著關公石像，亦被很多燃燒著的小蠟燭圍繞著。越南人崇拜關公

的節義，我在胡志明市堤岸區中的關帝廟已領教過。水山東面有望海台，可以

眺望遼遠蒼茫的大海。我們在台邊的入地路下山，經過一座古塔，塔後是「文

風洞」。山下都是出售色彩多樣的玉石。火山、金山的石頭呈水墨色和碧綠色;

水山、木山的石頭呈白色和橙黃色。這些玉石都是各式雕刻的原料，以人像和

佛像居多，是書桌上，壁櫃內很好的藝術品，只是笨重不易攜帶。

  離開五行山繼續南下，高速公路旁是一長長的海灘，細沙潔白，潮平水清。

遙想當年越戰如火如荼之時，美軍在此登陸，稱此海灘為「中國海灘」。海面

上佈滿了龐大的軍艦，岸邊擠滿了士卒。事過情遷，動盪了三十多年的越南終

於獲得了和平。此海灘也變為寧靜，易名為「美溪海灘」，成為越南人海泳渡

假勝地，在炎夏時享受海水的清涼。

  車行未夠一個鐘頭，抵達在越南中部的古城會安 Hoi An，地處峴港南面三十

公里海邊，瀕秋盤河。遠在占婆國時代，它已是重要的對外貿易商港。十四世

紀越北政權滅了占婆，兼併其地，它的商業地位不變，且日趨繁榮，歐洲人也

陸續來此營商。會安是越南第一個華埠，在占婆國時代，華僑聚居此地的數

目已不少。相傳明太祖朱元璋之孫，建文帝朱允炆晚年隱居於此。明建文元

年 (1399 年 ) 四叔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反，發動靖難之變。建文四年 (1402

年 ) 燕兵攻破南京，朱允炆不知所蹤。朱棣殘殺建文諸臣，極盡慘酷 ( 見南京

遊記 )。有一說是朱允炆賴近臣程濟幫忙，穿僧服從地道走出南京。朱棣為人

甚是殘忍，要趕盡殺絕，搜捕甚嚴。程濟和帝輾轉先到雲南、貴州等地，寄寓

山中寺門內，後聞方孝孺、齊泰、鐵絃 .... 等壯烈殉難事蹟，恐怕留在中國

終難免朱棣毒手。於是買棹出海，漂流到會安，在此終其餘生。究竟朱允炆有

沒有後裔留在越南呢 ? 只好寄之懸疑了。朱棣微有所聞侄兒已遠赴南洋，所以

三保太監鄭和幾度領艦隊出洋，實負有明成祖永樂帝的使命，暗訪建文帝的下

落。他曾到過馬來亞、印度、東非 .... 偏偏漏掉了越南，豈非天意耶 ? 明太

祖朱元璋喜風雅，一夕中秋，他命兒孫賦詩助慶。朱允炆口占詠月五言絕句一

首，內含二句 :『影落江湖外，蛟龍不敢吞。』竟成了詩讖，預言他的結局。

朱允炆寄微命於海外，不能再為中華之主，成為早批華僑之一員，在異域建立

和傳播中華文化，亦不枉一生了。

越南中部的中華文化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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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很多勝國逃臣，前朝遺老，鄉間富豪帶著家眷南逃去國，他們不

敢定居北越，因為當時仍是中國的藩邦，於是落戶會安，隱姓埋名。會安有「會

來平安」的含義，可以反影這些不願屈身異族，逋逃外邦的明朝遺逸們的心態。

他們的後代茹苦含辛，任勞任怨，在異地謀生，結果成了大商賈，大大發展了

會安，而自己家族經數代繁衍生息，形成了這一別開生面的華人社區。它有過

一段長時期的繁榮，浸淫在濃厚中國傳統文化中，中國式的古建築如雨後春

筍，到處滋生。華人會館，華人廟宇，華人店舖比比皆是。

  到會安後，黃南命司機開車往哥代海灘 Cua Dai 去。寄寓的旅館是會安海濱

渡假屋。此旅館很特別，令我回想起在南非和秘魯的旅館 ( 各見前遊記 )。它

雖座落在海灘旁，並不緊貼著海灘，有私家車路入內。車子停在一所比較大的

石屋前 ; 此屋分二部份，前面是駐冊處、客廳、閱報室兼電視室和電腦室，後

面是一很大的餐廳。我們各領取房間門匙後，時剛下午四時許。黃南約定我們

六時在客廳會面，一同到會安古城內吃晚飯，且飯後漫步夜遊古城。從駐冊處

出來向左轉，沿小石徑有一連串的小屋，兩小屋間有充裕的空間作互相隔離。

每一小屋有四間獨立房。我們的小屋是第六間，秉權居樓下，我居樓上。此小

屋只有我們二人作客，房間甚為寬敝。後面有闊大的門窗，從門窗走出去，小

陽台中有一安樂椅，我不由自主地躺在椅上憩息。眺望秋盤河，此河就在房間

背後緩緩流過，相信離出海處不會太遠。河的另一邊村落田野，怡然在望。景

色多麼寧謐甜美啊，和三十多年前越戰硝煙相比，真是天堂和地獄，不可同日

而語了。

  我不敢在房間內流連太久，急於出外視察旅館的環境。匆匆淋浴後，下樓向

海灘走去。此乃深秋時節，會安遊客稀少，沙灘也顯得異常寂寥零落，只有一

老年白種人躺在沙上作太陽浴。我站著默默凝視那無邊無際的大海，極遠處有

二三小島隱約可見。後來我方知道這些島上有占婆王朝的遺跡，日間有旅遊渡

輪可往參觀。四世紀時占婆國王在會安附近的美山建了一座規模弘大的神廟。

從四至十四世紀，占婆王一直在美山築各樣的廟、殿、塔 .... 等。占婆為北

越所滅，這聖地便無人煙，漸漸成了荒野。日間也有從旅館往美山憑弔占婆古

蹟的旅行團。我在海灘上臨時將現實忘掉，憑書本的知識去緬懷會安古城的歷

史。突然有一推車在我面前經過 ; 轆轆輪聲驚醒了我的迷夢。有一小童向我出

售各式小食和紀念品。一瞥下找不到甚麼合用的，但轉念一想，現時沒有遊客，

小童怎能謀生 ? 於是給他一美元。小童笑逐顏開，將一包糖果塞在我的手上。

我步回旅館，駐冊處斜對面有一賣精品的小店，我入內一望，各項物件都比湄

公河三角洲的索價貴很多。幸好已在彼處買足了紀念品。行出來，沿著那連串

各客房小石屋的小石徑走去。石徑不算短，有些石屋不是用作客房，是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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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室……時間離黃南預約只有十五分鐘，回到大堂。秉權早開了電腦翻閱電

子郵訊，我坐下來隨便拈了一份報紙看當天新聞。

  古城離旅館只有五公里。車子沿著陳興道街行，進入古城後到阮惠街向左

轉，直向秋盤河駛去，在江邊餐館門前停下來。會安晚飯菜色我覺得比以前的

好，但仍嫌份量不夠豐富。難怪越南人的身型是那麼的瘦削，可能他們的食量

很小 ; 可憐我們這些從美國來的遊客被逼跟著節食了。我用餐時欣賞的是秋盤

河的夜景。遙望到一中國古典式的酒舫，停靠在河上。隨風飄揚著的酒旗，彷

彿在向行人招手 ; 燈籠倒影在黑夜的河中，搖搖欲墜。多麼神秘美妙的會安之

夜 ! 會安是越南最具魅力的城市，而這魅力全是懷念，懷念著多年前充斥著華

僑的海外中國小城，而我們呢 ? 只憑著這些中華文化遺痕作這懷念和追索的依

據了。

  晚飯後，黃南領我們到古城的心臟 ;黎利街和陳富街蹓躂。街巷上鱗次櫛比

排著一列的古屋。古屋門前豎起大燈籠，影照著黑漆發亮的漢字門匾和雕在木

柱上的楹聯。這些小屋都以餐館、小食店、酒吧和販賣紀念品及衣服店為主。

最常見到的店舖基本有三種 : 裁縫店、燈籠店和禮品店。事緣當法國取得越南

的統治權後，用容量大的鐵皮船取代了傳統的木船作運輸。於是峴港成了重點

港口。會安悄然退出東南亞商港行列，為了生活，發展手工藝術，尤以編織燈

籠和縫製衣服馳名於世。這些都是家庭式的小生意。

  我們在黎利街走進一古屋。女主人是一中年婦人，略曉英語，全不懂中文，

她領我們參觀室內各古董和舊傢俬。樓上供奉著她先祖「司馬公」的神位，全

部是漢字。相信女主人也是中國人的苗裔，大概先祖是科舉考試時是榜首，所

以在越南阮朝為官甚大，相當於中國的宰相。這就是會安的剪影了，通街充滿

了中華文化，隱含著濃濃的中國情結，但現在居民全不懂華語，是典型的越南

城市，只流露著一絲淡淡的歷史滄桑而已。黃南問我們要做西裝嗎 ? 這女人可

和我們立即度身量尺寸。我驚異問他 : 「怎可以呢 ?我們在此只有一夜，明早

便離開旅館。」黃南說 : 「他們連夜趕工，明天上午我們還會在此觀光，午餐

後可取貨試身。這裡的西裝是價廉物美，手工一流，不要錯過這機會。」我們

都退休了，西裝是無用之物，婉拒了。

  我們慢慢地欣賞街頭景色 :街上有代人剪髮的，有蹲在牆角吃湯粉的，有挑

著擔籃賣生果蔬菜的……這是一很有色彩的東南亞小城啊。回顧一望，見招牌

寫著『葉同源舊寶號』六個大字。這是百年老店呀!我要入內一看。「葉同源」

是在會安最古老的店鋪，當年專營華洋百貨、中藥，幾乎壟斷了中越貿易。南

越南中部的中華文化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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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越統一後，政府沒收了葉氏全部家產，只留下這店舖給葉氏後人，現在只賣

些紀念品。我不禁有點失望，人事變遷，今非昔比。

  翌日一早起床，坐在陽台安樂椅內欣賞秋盤河的晨曦好一段時間，方到浴室

梳洗。不久聽到秉權在呼喚我，匆忙下樓會他，卻不見他的影蹤。我以為他急

不及待奔向餐廳去，他亦不在餐廳。廳內有十多位食客，原來旅館不像我想像

那麼空。檯面上擺滿了各式食物。我最愛吃的是那會安乾麵，調味和配料都很

特別，是別處吃不到的。我明知越南的餐館出菜微薄，所以早餐要吃得腸肥肚

滿點不至被餓著。當我去取第二碟麵時，方見到秉權姍姍來遲，原來他在屋後

河邊等我。早餐後我們回房間收拾行裝，再回大堂交匙退房，靜候導遊到臨，

準九時黃南和吳智出現了。吳智幫忙我們拿行李到車的後廂內，再向古城出

發。

  上午觀光第一站是一製作燈籠的工廠。這技藝是從南中國傳來的，燈籠內部

骨幹用籐條編織，用宣紙或絹布將外面全部裹封，製成大小形狀不同，五光十

色。有些標上福、祿、壽或出入平安一類的吉祥字句。我見到有些商店門前就

掛上十幾個這樣的燈籠，異常美觀。

  從十七至十九世紀，很多中國人和日本人來會安營商。他們共同在秋盤河畔

發展這美麗城市。現在會安市區看到了好幾座融合了中國和日本風格的越南

式建築。後來歐洲人也來了，加上西洋風味，會安很早就成了國際都市。就以

中圈人而言，移民來自不同的地域或省份，形成各自物以類聚的族群，於是有

好幾所同鄉會的創立了，如福建會館，潮州會館，海南 ( 瓊府 ) 會館，廣肇會

館 ...... 等。

  黃南知道我們本是香港來的，帶我們到廣肇會館去，這是廣州和肇慶兩地原

籍的華僑共建，入門處是一巍峨的牌樓。進內有一很標緻的中國式花園，中央

是一蓮花池，頗有點番禺的餘蔭山房和寶墨園的氣氛。裡內大廳的壁畫是「三

國演義」的故事 : 劉備、關羽、張飛桃園三結義，甚為通俗。倒是那套金漆木

雕桌椅，是清光緒年間所製，是在越南珍貴罕見之物。

  離開廣肇會館沿著阮氏明開街行，三分鐘後便到日本橋了。這是一條日本式

的拱形橋，已有過四百年的歷史。這是一條有上蓋，可避風雨，外型像一座亭

子的橋。日本人為了連結自己居住區域和中國人居住區域，於1593 年建此橋。

橋跨一流入秋盤河的小溪，橋的兩端有狗和猴子的石塑像。狗、猴是日本人認

為吉祥的動物。華人稱此橋為來遠橋，取「有朋來自遠方」之義。橋中央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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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小的寺院。神座兩旁有一副繁體漢字寫的對聯。黃南要我譯成英文給

他，其中有一「南」字，他說: 「很好!這是我的名呢」。對聯的詩境未夠深湛，

我沒有記下來。

  過了日本橋向前行便到馮興古宅了。馮興是一明朝遺臣，國亡後來到會安隱

居。這古屋是兩層的木建築。裡內的傢俬是很古舊的。二樓設有神台紀念先租，

亦備販賣紀念品部門。二樓地板有一個活門，和樓下相通。當秋盤河泛濫時，

樓下可把貨物吊上二樓。此活門亦是樓上人窺視樓下大堂活動的洞眼。帶我們

參觀的老人很友善，只識幾句簡單的英文。他對我說他只認識一個漢字，用手

指寫在手掌上給我看，是一個「馮」字，相信他是馮興的後代了。看他的情面，

我買了兩個越南小木盒。

  古宅之西不遠處，即阮氏明開街一小段是畫廊街。街道兩旁有很多畫廊一字

排開，展示現在越南畫家的作品。間有夾雜些古畫或中國山水畫。在這處徘徊，

我沉浸在藝街的氣氛中。這是我們參觀最後一個景點了。從秋盤河畔折回市中

心。河有點凌亂和污染，沒有去夜見到的美，有如一位遲暮美人，在燈光閃燦，

打扮修飾下，甚麼缺陷，也暫時被隱藏著。餐館是在一狹窄建築的樓上。坐下

傳來悅耳的音樂，仔細聆聽，是 Rachmanninoff 的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降 C 

調。會安真能融會各種文化，產生一奇特的風格。

  我坐下來沉思，很多年前會安曾是華僑的故鄉。柳宗元詩句 : 『一身去國

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當年華僑的去國比六千里更遙遠。投荒海外不止

十二年，而是他的終生。為了依戀故國，懷念鄉梓，在會安把中華文化的種子

撒下。我重回到建丈帝朱允炆寫的詩句 : 『影落江湖外，蛟龍不敢吞。』前

段說過此詩含雙關，其實何止雙關，第三層意義是中華文化投影在離祖國甚遠

的海外會安，雖經過越南無數次的離亂，仍屹立不搖，落地生根。會安的中華

文化遺痕可以反影出很多年前華僑對祖國的依戀和懷念。我快要向會安告別，

回家後同樣對會安有無限的依戀和懷念，那應是依戀內的依戀，懷念中的懷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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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這樣地被詢問 :「你走過的地方不算少，究竟那處給你印象最深呢 ? 

」那真是難答了。從寫成四十篇遊記中，讀者一定看出我對每一地的熱烈留戀、

徘徊。可算得春蘭秋菊，各擅勝場。而寄寓的旅館之多，難以說出其數目。我

可以毫無猶豫說出最令我回味，懷念的是埃及開羅 Cairo 的 Mena Houseo 這旅

館建在被古希臘人譽為世間七大奇景中碩果猶存的金字塔下，命名基於公元前

三十世紀，統一南北埃及的法老王 Menes (3000 B.C.--- 2975B.C.)。這樣源

遠流深，已令人感到其氣挾風雷了。Mena House 除具備世上頂尖級旅館的優

越條件外，自有其與眾不同之處。我抵達開羅時在晚上 ; 踏足旅館大堂內已是

八時有多了，辦妥登記手續後，取了門匙，隨待者漫步進入那龐大的園林。沿

著鋪滿大白石塊的小徑走下綠草如茵的斜坡，行了六、七分鐘方到花園小樓的

右翼。我的房間在上層，侍者扯開大窗的帳幕，奔入眼簾的景色太秀麗，太奇

特了，立即把我的靈魂攝住。在綠油油的草坪外是澄碧得如貓眼石的游泳池。

圍繞池旁有很多株高高的來自大西洋中 Canary 島的鳳尾棕櫚樹 ; 纔及樹身三

分一種了很多來自太平洋中 Fiji 島的扇葵。底下夾雜開著脂紅、粉白，或深

紫花的 Bouganvilea  Hibiscus 。那有碧玉的綠葉、紅寶石的花蕊的海棠隨意

散漫地擠在其中 ; 牽藤引蔓地延伸到樹幹旁。棕擱掛滿小電燈泡，將這些植物

花朵照耀得更璀燦、艷麗了。花園的盡頭是綠樹婆娑的叢林。彼時月明星稀，

夜涼如水，埃及之夜既神秘且迷人。「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君臨此景，高高在上的竟是 Khufu 大金字

塔。原來在不停灌溉 Mena House 沃野綠洲外圍緊貼著 Giza 大沙漠 ; 世界第一

奇景三大金字塔矗立其上。世間有那一旅館能在房問內看到這樣歷史悠久的建

築物 ? 只有印度 Agra 的 Taj View Hotel 庶幾可比。我在彼處房間內可以遠

眺泰姬陵 Taj Mahal，可惜被貧民窟的房宇隔離著，怎能及得 Mena House 的

花木環繞，深林密菁，姹紫嫣紅的怡人景色。

  Mena House 園林的面積遼闊世間難匹。它擁有一頗有規模的跑馬場。自

十九世紀以來，每年在此舉行一名喚 Gymkhana 的運動節目，即騎馬術表演和

跑馬競賽。用的動物不單止是馬，且包括跑牛、跑驢、和跑駱駝競賽。跑馬場

外還有一「十八洞」的高爾夫球場。第十八洞設在離大金字塔腳下不遠處。自

199 2 年以來，埃及屢次發生屠殺、傷害遊客事件。埃及政府採取嚴格安全措

施保護遊客。各景點設外圍閘口，詳盡地檢閱進出者。在這警衛森嚴下，相信

高爾夫球場的第十八洞也被廢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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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 Mena House 心蕩神馳不止是華貴的排場，秀麗的景色，妥貼的服務，

且有它悠久的歷史。在這裡曾寄寓過很多已逝去的名人，發生過好幾樁劃時代

的大事。而旅館本身也隨著時局的更換作浮沉。時間的巨輪不停地旋轉著。國

家和社會長足進展，新的現象不停地滋生。個人的滄桑，蹉跎算不了甚麼。正

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旅館前身本是土耳其奧國曼大帝

國 Ottoman Empire 治下埃及土王 Khedive Ismail (1863---1879) [ 生卒年

1830---1895 ] 的打獵用的茅舍。1869 年 11 月 1 7 日 Suez Canal 正式開放通

船。法國 Napoleon III 的妻子 Empress Eugenie 坐皇家遊艇作為從地中海經

運河進入開羅的第一艘船。Ismail 為了款待皇后，不惜工本築了一條馬路從

開羅市中心尼羅河西岸直達他的金字塔腳下的獵舍。這條馬路即是我乘車從開

羅到 Mena House 的公路。治途見到的農村景色，除了多了些因發展開羅郊區

Giz a 建成的數層高樓宇和錯落的小商店外，相信和個半世紀前皇后見到的無

異。四十年後 Empress Eugenie 重來，獵舍已變成美侖美奐的 Mena House 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元帥 Field Marshal Bemard Montgomery 會寓居此，草

擬他的北非戰略。在 EI Alamein 一役，他擊敗了「沙漠之狐」德國司令 Erwin 

Rommel，將納粹勢力驅逐出非洲。現在旅館將一套房命名 Montgomery 紀念他 ;

傢俬和牆上的油畫兼照片都經過精心選擇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日

暮途窮時，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在 Mena House 內會議，商討如何收拾戰

後亞洲的殘局。1979 年 Mena House 被選擇為擬定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議地點。

Anwar Sadat 住在 Montgomery Suite; Jimmy Carter 住在 Churchill Suite 

;Menachem Begin 住在 Suite 908。他們每人均獲得旅館的禮物 :Mena House

純金門匙。Carter 翌日將禮物交回旅館，因為美國總統不能接受超過五十美元

的贈品。這旅館的過客中，我最景仰的是英國作家 Arthur Conan Doyle。他

的作品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 探案，曾風靡一時，亦消磨我年青時一些歲

月。1895 年他的夫人被診斷患上肺癆。他們夫婦倆人在是年冬天抵此，一直住

到 1896 年春季。據聞 Doyle 在寓居旅館期間內決定使已在他筆下死去的福爾

摩斯復生。當然這旅館也有輕鬆幽默的場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澳洲軍人駐防

於此。旅館條文是不容許住客攜同寵物居留的。一小兵竟帶了一小袋鼠。此小

袋鼠天真爛漫，善懂人意，頗得經理歡心，於是它被破例收容了。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澳洲軍人再在 Mena House 紮營。有一來自鄉間的軍官不大理會旅館的

繁文褥節。有一清晨，他一絲不掛追逐一年青女郎，從睡房經花園追到大堂。

當然被館內工作人員攔往，要捉去受軍法審判。他理直氣壯地辯說 : 「我們軍

方有例，穿的服裝是配合運動的形式。我現在的是我準備作的運動最方便的。」

  站在 Giza 沙漠上眺望三大金字塔，心中充滿驚異。若一定要在世上找一件

代表永恆的物件，只有金字塔是最有資格的。它們分別建築於埃及古王國 Old 

驚鴻一瞥說開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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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 時代法老王 Khufu(2579B.C.--- 2556B.C.) 和兒子 Khafre( 2547B.

C.---2521B.C.) 及孫 Menkaure (2514B.C.-- 2486B.C.) 的治期。Khufu 建的

最高、最大;兒子的次之; 孫兒的又次之。古希臘史學家Herod otus曾憑弔過;

埃及最後的君主，法老女王 Cleopatra 的情人 Mark Anthony 曾攀登過 ; 法國

的拿破崙曾在裡內憩息過，輪到我這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站在這宏偉的建築物

腳下，深嘆帝國的榮枯，朝代的興亡，而金字塔似乎漠視人事變遷，歷盡世間

風霜雨露，傲然屹立在沙漠上。感慨之餘，我只能輕輕說一句 : 「逝者如斯，

未嘗往也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亘古以來，金字塔是一個謎。是法老王的墓穴嗎 ?歷史記錄沒有在裡內找到

木乃伊。是用作天文台嗎 ? 帝皇室和兩通氣道角道不合，不能仰觀夜幕上的星

辰。最有理由的猜度是 : 在古埃及的宗教觀念中，法老王是太陽神的兒子，天

賦以 Ka，即「生氣」。他將這「生氣」分播給他治下的臣民。古埃及王國就憑

這「生氣」找到生命的泉源，即尼羅河 Níle，倚賴其甘泉在沙漠邊緣灌溉了長

長兩條肥沃的土地，滋生各類農產。法老王駕崩後，金字塔成為保留其「生氣」

的聖所。據現在專家估計，營建 Khufu 金字塔需時三十年以上，用了二百五十

萬塊石灰岩和花崗岩的石頭。拿破崙說這些材料足夠築一度三公尺高的圍牆環

繞法國一周了。而這偉大的工程竟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五百年完成。此工程動員

了很多數學家、測量師，有高度技巧割石和砌石的工匠，和十萬以上搬運石塊

的奴隸。真是難以令人置信。難怪有人認為工程艱巨非古埃及的科技能做到

的，一定是外星人所為了。

  沙漠刮起狂風沙，把我避烈日紅傘其中一骨幹吹折。我走進到 Khufu 大金字

塔內暫避。我從那小小的洞口踏入一僅堪容身的狹道便連呼中計。我要彎著腰

向下慢行五分鐘。燈光微弱，空氣又不流暢，簡直在受酷刑，有被活埋的感受。

有窄地恐懼症 claustrophobia 的人千萬不可進入金字塔。原來此是土耳其統

治時期盜墳賊開的穴道。到了一角，顯然目前無路前進，見到一隻手伸出扶我。

依稀見到一位年青埃及人在上 : 「老先生，請隨著我向上爬罷。」爬了廿多步

石級，景物豁然開朗。一條稍為寬敝的長廊，直通帝皇室。帝皇室和長廊間有

一門柱 porticulís ，可用三塊大花崗石將它封閉。室內空空如也，只有一沒

有蓋的石棺放在一旁。空氣似乎比入金字塔的狹道清新得多，大概有兩條長長

的通氣道從帝皇室直達塔外的緣故。那年青人請我在石棺邊緣坐下，用簡單和

斷續的英文翻來覆去向我解說，內容只不過是 : 「金字塔是很古，很舊的東

西。」相信此人也是開羅很多冒充導遊之一。我體會到他扶持我行狹道時的細

心。出塔時我給他一美元作酬謝。他滿懷高興和我握手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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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回 Khafre 金 字 塔 前 坐 著 那 舉 世 知 名 的 人 首 獅 The Great 

Sphinx(ca.2530B.C.)。它的頭是法老王 Khafre，身是獅子。它的命名不知怎

樣和希臘神話中 the Sphinx of Thebes 攀上關係 ?傳說此怪物在通衢大道中

阻著行人，發出以下的疑問 :「甚麼動物先有四隻腳，然後兩隻腳，最後三隻

腳。」不能答或答錯的被它生吞活剝，當場吃掉。只有 Oedípus 說出正確的答

案 : 「是人，嬰孩時四肢觸地爬行，成長後兩腿踏步，年老時不良於行要用第

三隻腳，即拐杖扶持。」The Sphinx 聽罷滿面羞慚，從山上懸崖跳下，粉身醉

骨自殺了。人首獅被埋在黃沙堆下多年。Thutmosís IV (1397B.C.---1388B.C 

.) 未登位年青時打獵後，困倦在黃沙堆上酣睡，夢見人首獅向他說 : 「你若

助我重見天日，我必使你登上法老王的寶座。」Thutmosís 於是立即清理沙堆。

人首獅亦履行了它的諾言。我們今日見到的人首獅，失去了鼻樑和長鬚，據間

是拿破崙佔埃及期間時，兵士用人首獅練靶，鼻和鬚被鎗彈飛掉。幸好黃沙保

存了人首獅多年。沙漠的風沙，城市的污染，漸漸腐蝕著人首獅。不及時搶救，

它必比金字塔先絕跡人間。

  有一夜我往人首獅前的露天劇場去看「聲光演述金字塔」。三座金字塔和人

首獅在不同顏色燈光照耀下，顯得非常亮麗。演述者是以人首獅的身份簡敘

五千年的埃及歷史，實際上是地球人類文明史。從公元前 3000 至公元前 2025

年是古王國時代，首都在 Memphis。從公元前 2119 年至公元前 525 年是中王

國 Midd1e Kingdom 和新王國 New Kingdom 時代，首都在 Thebes ，即現在

的 Luxor。從公元前 525 年至公元前 332 年是波斯人佔領時期。從公元前 332 

年至公元前 30 年是埃及復國但奉希臘裔軍人為主的王朝，首都在亞歷山大

Alexandria 。公元前 30 年，埃及女王 Cleopatra VII 自殺，埃及為羅馬帝國

吞併，成為帝國的一部份。

  從公元 632 年開始，埃及落入土耳其人手中，直至 1953 年在 Abdel Nasser 

將軍領導下，埃及治權方回歸埃及人。這期間內首都在開羅 Cairo。在星月燈

光下聆聽埃及歷史，聲調徐疾抑揚，有時低沉，有時高亢，緊張處突然向夜空

放上煙火，真是別饒風味。人首獅看透這五千年來的滄海桑田，治亂盛衰，演

述時感情相當投入。「一聲歌罷海天空，剩水殘山夕照中。多少興亡多少淚，

樵夫攜酒話漁翁。」現時每年在金字塔前演出歌劇 Aida，若有機緣看到，定終

身難忘。

  我花了一整天隨團往在開羅以南 2 7 公里的古埃及法老王墓地 Saqqara 去。

我觀光了階層金字塔 Step Pyramid ，為 Khufu 曾祖父 Djoser (2665B.C.--- 

2645B.C.) 所營建。它有二百英尺高，分五層，共四級。裡內藏有法老王的坐

驚鴻一瞥說開羅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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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並有一紅花崗石牆壁的帝王室。規模顯然被 Giza 的大金字塔簡單得多。

但在遠古時能有此工程，已是難能可貴了。最有教育意味的經驗是進入貴族古

墓群。這些墓的外型不像金字塔那般繁雜，而是似方盒般的 Mastaba。這些貴

族都是法老王的高官。在法老王 Tetí(2322B.C.--- 2312B.C.) 首相 Mereruka 

墓穴內的牆壁繪滿精緻的七彩圖畫，顯示出當時的日常生活 : 捕魚、打獵、

伐木、泛船、飼牛…等。緊要處有埃及的象形文字 hieroglyphics 作說明。

古埃及文字只有七百種符號。一種符號同時代表了數種意思，例如吃東西和靜

寂都是用同一符號，因為吃東西時不能說話，只好肅靜了。同時符號亦是說話

用的一字母的音符。所以古埃及文的局限非常大，不能用來精密記事。反之我

們中文除了象形外，還有形聲、會意、假借…諸法，變化萬千，是活生生的文

字，所以能傳到今天。自基督教在羅馬帝國興起，埃及宗教漸趨式微，神廟漸

遭廢棄，祭司也被遣散。公元 394 年後，古埃及文正式在人間壽終正枕。古埃

及文化只能在墳墓中留傳。我在埃及古墓中深深向倉頡和秦始皇致敬，因為前

者創造了中國文字，後者統一了中國文字。所以現在人只要稍加修養，不難閱

讀先秦諸子的作品。我們又參觀了時代稍前的貴族Ptahhotep的墓穴(ca2350B.

C.)。其中一幅壁畫頗具幽默性，一雌獅咬著一牛的頸，企圖將獵物窒息致死。

此牛作臨危掙扎，用盡全力，從肛門噴射出一火箭般的糞便。和我談得很投機

從 Melbourne 來的 Bill Perkíns 用一句典型英文粗語對我說 :「The lioness 

certainly scares the shits out of the cow 」。

  回程開羅時我們憑弔了距 Saqqara 北三公里埃及古都 Memphis 遺址。經

過歲月遷移，陵邑蒿萊，市井陸沉，田園寥落，宗廟丘墟。被古希臘史家

Herodotus 譽為「最繁榮的第一大都會」剩下來只是一片荒野。其中立了一小

小露天博物院 ; 石像散落園中各角。最顯著的二像 : 一是石膏雕成的人首獅 ;

另一是新王國時雄才大略的法老王 Ramesses II (1279B.C.--- 1213B.C.) 的

巨型石像。此像臥在博物院的茅舍內。肌肉賁起，相信他盛年時是一健美先生。

後來我在開羅的埃及博物院看到他的木乃伊，是一雞皮鶴髮九十多歲老者，和

石像判若兩人，深感時間的無情，蒼老是年壯力強也不能避免的。「愧我長年

頭似雪，饒君壯歲氣如雲 ;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放君。」

  首次蒞臨開羅市區是人生難得的經歷。這是有一千六百萬人口，包括埃及

人、非洲人、亞拉伯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官員、商人、遊客、冒險者…而人口

密度居世界之冠的城市。漫步開羅市中等於讓自己的視覺、聽覺、嗅覺不停地

被襲擊。回到旅館房間休息時，你將感到很疲倦但奇異地覺從所未有的滿足。

開羅沒有林蔭大道、小石砌成的小方場、充滿色彩的上鏡樓宇、矗立廣場中的

紀念碑 .... 充實遊客的旅行相簿。它市內充斥不可勝計從十世紀以來的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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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這些古建築物，只有一所若搬在任何城市中，必被拱護珍視為國寶。但在

此地，居民隨意進出，像圖書館一般普通。它的舊城區未被政府蓄意安排，成

為招徠遊客的熱門景點，像耶路撒冷，秘魯的 Cuzco ，Morocco 的 Fez…等。

事實上這蓄意安排是不可能的。開羅的人口已達到隨時要爆炸的飽和點。中世

紀城 Islamic Cairo 是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區域。這些居民只能在區內生活，

沒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遊覽開羅舊城亦即是「深入民間」了。甚至古墳場也

住滿了人。相信在全世界中只有開羅有一 City of the Dead 。

  因居住環境擁擠，多層樓宇的天台被搭上茅寮，居民可以遠眺 Giza 沙漠的

大金字塔。載滿貨物的騾子和日本廠製的汽車在街道上同行。出售電腦和音響

器材的賣貨員用算盤清賬。在超型農產市場或百貨公司旁都是泥磚小屋，沒有

自來水供應，食水來自街邊一水喉柱。在開羅，時代分界已被弄得有點模糊。

法老王時代、羅馬帝國時代、中世紀土耳其人治期、和五三年獨立革命後似乎

都混成一片了。這就是現在埃及的首府 : 喧嘩、雜亂、擠迫、污染、交通沒有

規則、不可預料…在這迷離凌亂中我發現了它的魅力。開羅在沸騰著人的活動

呀 ! 紐約、倫敦、東京、上海…和它相比，瞠乎其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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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羅不是法老王的城市，金字塔在此給人這個誤會 ; 古王國的首府是

Memphis; 可能建築金字塔的工人曾在此紮營集居。羅馬帝國統治時代軍人在開

羅南建了一名喚 Babylon 的堡壘， 成了此城的雛型。羅馬人視埃及為帝國的

糧倉，極盡剝削。他們同時強迫埃及人廢掉法老王時代傳下的宗教。大部份埃

及人於是改奉自君士但丁大帝 Constantine (324A.D.--- 337A.D.) 以來的國

教基督教。在埃及的基督教另成一派，被稱為Coptic Christiani，流行至今。

他們的習俗和宗教儀式不同羅馬天主教，且異於希臘東正教，被後者歧視為異

端。632AD. 土耳其裔的 Caliph Oman 帶兵入佔 Babylon 堡壘，強行將回教起

加於居民頭上，用亞拉伯文取代了 Coptic language。今日的開羅宗教成份百

份之九十是回教徒，百份之十仍是 Coptic Christians 。據人類學家研究的結

果，埃及先後經波斯、希臘、羅馬和土耳其的佔領，人種已在大洪爐中熔化，

只有 Coptic Christians 保留純的古埃及人種和殘餘的古埃及文化。Coptic 

language 雜有希臘文、拉丁文、和一些古埃及象形文 hieroglyphics 的字母。

Babylon 堡壘遺址是開羅市最古的區域，被稱為 Coptic Cairo。

  旅 行 團 在 女 導 遊 Eman 帶 領 下， 在 地 鐵 站 Mari Girgis 附 近 進 入

CopticCairo。沿街都是賣用各種不同顏色玻璃片砌成的燈籠，形款不同，光

彩四射。我一見便喜愛得想買下來，奈何笨重不易攜帶。Eman 解說此街本是在

尼羅河故道內，可覓得 Babylon 堡壘是瀕尼羅河而建的，形勢險要。我們繞過

兩座羅馬時代的圓塔，抵達堡壘的西南閘口水門，目的是攀登建在水門上的懸

掛教堂 Hanging Church。此教堂建於四世紀。一度長長的梯級領我們到一闊大

的庭院，四周擺滿聖像，且有出售 Coptic Christian 禮拜日訓詞錄像碟，錄

聲帶的小店。我在小店內的宗教照片中方領會到 Coptic Christians 有自己的

大主教，可和羅馬天主教的教皇、希臘東正教的大主教作分庭抗禮，鼎足三分。

教堂內有三條通道直指中堂 nave。十三根瘦長的圓柱將中堂和正堂分隔。這些

圓柱象徵基督和十二門徒。其中一根比較灰暗，代表出賣基督的猶大。聖壇是

用白玉石做的，滑潤光鮮。浸禮池右邊一塊地板被挑除，鑲以透明膠板，可以

俯視下面的河水 (雖然現在已乾涸了 ) ，令人明白教堂名為「懸掛」的原因。

Eman 說這「古開羅一日遊」節目異常豐富，只能觀光懸掛教堂作為 Coptic 

Cairo 的代表。我最感遺憾的是沒有去那展示埃及在羅馬帝國統治時代文物的

Coptic Museum。

  開羅商業中心東部是自中世紀以來便存在的回教舊城 Islamic Cairo。 難以

置信的，千多年的光陰在這裡停頓下來。轉彎抹角的狹長小巷內行人只能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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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 ; 幾乎相連的兩旁房舍屋頂透入藍天一線微光。街道像縱橫的阡陌，沒有

地理性概念的指南。沒有導遊領著很難走出這樣迷宮。旅客在這裡似乎已失去

了時間性概念。「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一晃間已過了一千年。參差不

齊的街道中突然碰上一座宏偉壯麗的回教寺，好像在瓦碟場上偶然拾到一塊寶

玉。在並不寬敞所謂大路上，小型日本製的汽車和滿載貨物的驢子互搶前路。

突然背後來了一連串的呼喝。一位負荷重擔在肩上的壯漢急步奪路而行。街上

散漫著香甜，辛辣各種香料味，濃郁咖啡味，且攙和了汽油味和人夾動物的汗

臭味，給旅客的嗅覺不大好受。這是「天方夜譚」的世界呀 ! 一千零一夜的故

事後半部就在中世紀時的 Islamic Cairo 內發生。小偷、狡猾的奸商，隱藏的

珠寶、光怪陸離的大小市集、瓶內的小精靈 djinn.. 相信仍隱存在其中。

  Islamic Cairo 北端有一所值得一記的回教寺 Mosque of Al-Hakim。對街是

人鬼雜居北面的古墳場，City of the Dead的一部份。這寺在開羅中不算華麗，

價值是那很富傳奇色彩的歷史。寺建於 1000A.D.，那時埃及被來自 Tunisia

的土耳其裔 Fatimids( 回教始組牟罕默德女兒 Fatima 的後代 ) 皇朝統治。Al-

Hakim(996A.D.---1021A.D.)是第三代Fatimid Caliph。 他的綽號是「瘋子」。

他登位時只有十一歲;他的外型醜惡，行為怪異，被啟蒙老師戲稱「小蜥蜴」。

他盛怒下將老師一刀兩段。在君臨三十四年中，臣下非常怕他。一位滿以為立

功邊陲的將軍闖入宮內找他，見到他滿身鮮血，正在肢解犯了小罪的童僕屍

體。將軍嚇得呆若木雞，腳釘地上。AI-Hakim 順手把刀揮去，將軍人頭落地。

這「瘋子」頗懂得民間疾苦 ; 吏治是清明的。他經常帶著一孔武有力，體格魁

梧的黑人待衛微服出巡。發覺有欺騙顧客的詭詐商人，無論男女，命侍衛就地

強姦。晚年時，AI-Hakim 以神自居，觸怒了虔誠的埃及臣民。有一天他獨自騎

馬至 Muquttam 山上，從此失了影蹤。傳說他已升為神，往敘利亞 Syria 傳教

去。此回教寺曾被用作監獄，囚禁十字軍，也被用作馬槽。拿破崙用為貨倉。

Nasser 用作男童學校，後作精神病院。1980 年後回復本來面目。

  從國際機場乘出租汽車往金字塔腳下的 Mena House，經高速公路飛橋越過底

下 Islamic Cairo 鬧市。遠遠便見到 Islamic Cairo 南端在石灰岩山上的大城

堡 Citade。城堡和山上回教寺尖塔群聳入雲霄。這應是開羅市的標誌。城堡在

1 I76 年為 Salah-ad-Din 所建 Salah-ad-Din (1171 …1193) 即歐西史簡稱為

Saladin，是中世紀的英雄人物，曾和英國的 Richard the Lion-Heart 在聖地

耶路撒冷交過手，彼此英雄重英雄。( 他們的交往，我已記在前遊記「倫敦地

牢蠟像院」內。) 「瘋子」AI-Hakim 失蹤後，Fatimids 皇朝進入最燦爛的時

代。AI-Mustansir (1036---1094) 的長期統治帶來毗鄰 Babylon 東北的王城

Fustat前所未有的繁榮。可惜AI-Mustansir駕崩後，Fatimids皇朝漸趨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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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強維持了近八十年。土耳其裔的 Zangid 將軍 Saladin 收拾殘局，另建新城

Al-Qahirah; 即勝利的意思，後衍變為 Cairo。Saladin 將 Fatimids 皇族流放

於外，自稱為埃及的新主人，建立了他家族 Ayyubids 的新皇朝。他將居民遷

入新城 Al- Qahirah，並建城牆圍禦之。現 Islamic Cairo 仍存有南北三處舊

城門。他並將舊皇城 Fustat 付之火炬化為灰爐。大城堡竣工後， Saladin 便

在其內駐重兵，高高在上牢守開羅。果然開羅成了金城湯池 ; 十字軍不敢正

眼視之。Saladin 經常在外和十字軍轉戰各地，留在開羅時間甚少，發展開羅

的是他的兒孫。數代後軍政大權漸漸旁卸，落在一批土耳其裔的僱傭軍人 The 

Mamluks 手中。

  Ayyubids 皇朝最後的一位是 Es-Salih Ayub(1240 ---1249 )，在位九年便

病逝。那時第七次十字軍已佔領了尼羅河出地中海處的三角洲，成了進攻關羅

的橋頭堡。太子在前線苦戰十字軍，準備回歸開羅繼位時被政敵在途中行刺。

母親即是 Es-Salih Ayub 的遺孀「珍珠樹」Shagaret-ad-Durr 出面執政。回教

禮俗是不容許女人管事的。「珍珠樹」於是和她的姘夫 Aybek 成婚。Aybek，

一出自奴隸階級的 Mamluk 軍官，本來已有妻子。「珍珠樹」教唆他將髮妻休

掉，Aybek 是一滿懷野心的武夫。他想再娶敘利亞公主鞏固自己在埃及的地

位。「珍珠樹」妒火中燒，將 Aybek 在浴池內淹斃，然後向另一 Mamluk 軍官

獻身。此軍官知道「珍珠樹」蛇蝎心腸，將她加上五花大綁，送給 Aybek 的兒

子作禮物。Aybek的前妻將她亂棒打死以報宿怨，血淋淋的屍首被擲下大城堡。

山下的餓狗搶吃 ; 所剩的屍骨無幾。後埃及人紀念她曾統治過埃及八十天，是

Cleopatra VII 之後的女主，將「珍珠樹」的殘骨收拾，葬在南墳場 (現 City 

of the Dead 一部份 )一小墓穴內，此是在大城堡內發生的第一次血腥事件。

  我隨著 Eman 帶領的旅行團進入大城堡。巍峨的宮殿一部份改作古文件儲

藏室，一部份變成警察局博物院，另一部份是回教寺 Mosque of Ahmad al-

Katkhuda 所在地。我站在建在懸崖上的城牆遠眺，開羅的風景線顯得雜亂無

章，但回教寺的尖塔，數目之多，密度之濃遠勝於我在 Istanbul 見到的，都

為一層似紗的煙霧遮蔽。在這長長的城牆中，有一處定是「珍珠樹」的屍體被

拋下山腳的地方。

  Mamluks 統治埃及是世界歷史中一很奇特的現象。土耳其裔的男童被賣到埃

及充奴役，少年至成長期間中接受嚴格的回教薰陶和軍事訓練。在這教育完畢

後，他從奴隸階級被解放出來，正式在 Mamluk 軍營內服役。憑功績被升為各

層軍官。最上層的軍官是 Amir。埃及統治者 Sultan 是 Amir 級中最強，最有勢

力的。每一 Amir 都有自己忠心耿耿的隊伍。為了爭取埃及的治權，Amir 間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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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劍影常見。Mamluk 軍隊內有一牢不可破的鐵例 :軍人的兒子不能服役於軍隊

內，所以軍營要不斷在外面購買男童作奴，以充實日後的兵源。Mamluk 出身的

Sultan 不是世襲的。Mamluk 雖全部出身奴隸，但並不是草莽之夫。後來的教

育令他們沾染了文化。現開羅城內各古建築物，大部份是 Mamluks 的手筆。從

1250 至 1517、1768 至 1798 ，Mamluks 統治埃及近三百年。後半部一千零一夜

的故事全部發生於 Mamluk 治期內，可見得在這三百年中，埃及歷史是頗有色

彩的。

  1516 年在敘利亞的 Aleppo 戰場上奧圖曼大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鎗炮將時

代落伍的Marmluk馬隊擊得潰不成軍。1517年土耳其Sultan Selim兵入開羅，

埃及頓成了奧圖曼帝國中一行省 ;Mamluk 在埃及政壇上的影響力被削減了。在

奧圖曼的鐵蹄下，Mamluk 不再是埃及的主人，因為開羅要稟命於 Istanbul，

但Amirs成為大地主，仍有自己的軍隊實力。奧圖曼統治了埃及二百五十六年，

帝國呈衰竭之象，1760 年 Amir Ali Bey al Kabir 乘機勃起，掃除奧圖曼的

微弱勢力，復辟 Mamluk 的霸權。不幸的自 1772 年起開羅陷入軍閥混戰中，直

至 1798 年法國的拿破崙坐收漁人之利，埃及再嚐亡國之痛。

  埃及人視法國統治者為不同文、不同種的外國人，和英國、土耳其、敘利亞

結盟，朝夕圖驅法國人於境外。拿破崙在開羅如坐針氈，於是知難而退 ; 他的

留守大將在 1801 年被埃及居民屠宰了。在英國人、土耳其人、和 Mamluks 協

議下，法國兵席捲而逃，經亞力山大港揚帆回國。埃及重落土耳其軍人手中，

五年後一位出身於 Albanian 僱傭兵的土耳其軍官 Mohammed Ali 脫穎而出。

他誅鋤異己，踏上埃及君主寶座，名義上他雖奉遠在 Istanbul 的奧圖曼大帝

為主，實際上他自稱為埃及的 Pasha，務行割據。彼時 Mamluk 的潛勢力仍在，

1760 年的復辟就是前車之鑑。1811 年 3 月 1 日藉口為往 Mecca 朝聖的兒子餞

行，他宴請五百名 Mamluk Amirs 在大城堡上的皇宮內。飯後這些 Amirs 騎上

鋪上五彩絲綢的華麗馬匹上，魚貫馳行到大城堡的北閘 Bab al-Azab。閘門緊

閉，鎗炮居高齊發，Amirs 大部份命喪當場。Mohammed Ali 派侍衛視察屠場，

沒有被鎗炮致命的也被長劍貫胸，沒有一人逃出生天。只有一位 Amir 因病沒

有赴會，他在大屠殺後銷聲匿跡，遠遁江湖。Mohammed Ali 用此甕中捉鱉計，

輕易撲滅了雄據埃及皇軍垂五百多年的 Mamluk 大勢力，這是在大城堡內發生

的第二次血腥事件。Eman 領團往參觀回教寺 Mosque of Mohammed Ali，經過

警察博物館底下的長長通道，就是 1811 年滅絕 Mamluk 的屠場。「萬箭千刀一

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我這來自遠方的天涯過客，緬懷到埃及史中殺氣騰

騰，血流漂杵的場面，不寒而慄焉。

驚鴻一瞥說開羅 (下 )



385驚鴻一瞥說開羅 (下 )

  Mosque of Mohammed Ali 建築過程需時十八年 (1830 ---1848)，是仿傚土

耳其回教寺的古典形式的。若遊過 Istanbul，此寺便無足觀了。裡內的大堂鋪

滿富有中東色彩和圖案的地氈，天花板下掛滿了大小分枝水晶燭臺，甚似維也

納內一沒有傢低的巨大豪華餐廳，顯得十分空曠。我臥在地氈上仰觀燭臺好幾

分鐘。若不是身邊頻頻的腳步聲，真會打上瞌睡。Mohammed Ali 的石棺靜靜地

放在一角，不大被人留意。他統治埃及近半世紀，將埃及從「天方夜譚」的中

世紀帶出來，放入工業革命時代，堪稱埃及現代化的父親。屠殺 Mamluks 雖是

罪過，但他穩定了埃及政局近個半世紀。直至 1952 年，Nasser 將軍領導下的

革命前，治埃及的仍是他的子孫。政治現實包括殘忍手段。蓋棺論定，他在埃

及史內總算是有功的。寺前大庭院的座鐘是法王 Louis-Phillip 的贈品，是埃

及贈送尖碑 Obe1isk 給巴黎 Concorde 廣場的回餽。運到開羅時被破壞了，從

未被修理還原。這次交換禮物，埃及佔了下風。

  我 們 從 Citadel 下 來 赴 大 市 集 Klan al-KhaliIi， 經 過 南 城 門 Bab 

Zuwaylah。這是 Saladin 建的中世紀開羅城 AI-Qahirah 僅存三個閘口中之一。

閘口前有一廣場，擠滿了人，就是 Mamluk 時代的刑場。Mamluks 處決罪犯的

手法非常野蠻殘忍，用的是釘十字架和腰斬二刑。慘絕人寰的場面就在此處演

出 ;死囚在痛楚下慢慢宛轉呻吟至死，令人不忍卒睹。Mohammed Ali 在大城堡

屠殺了五百名 Mamluk Amirs，首級懸掛閘前示眾。當然昔日血跡已被時間洗

滌，現在衣服店和賣各種紡織製品商店群集於此。

  到一城市旅遊，觀光其博物館、寺院、街道結構的格局只不過觸及到表皮

罷。要聽它的心臟跳動，摸它的脈博氣息，一定要觀摩它的經濟活動，老百姓

的生計。亘古以來，開羅在非、亞、歐三洲的十字路下，各地商人視它為貨物

的吞吐站。七世紀的回教徒湧入開羅，更刺激城中的經濟，使其更蓬勃了。回

教雖繁衍於遊牧民族。但營商始終是教徒生命中重要的一環 ; 始祖牟罕默德本

人就是一位商人。可蘭經教義中也要信徒恪守公平交易的原則，尊重物業的擁

有權，認可承受祖業的合法性。在七世紀時代開羅早成為一大商業城市;奴隸、

象牙、紡織品、騾馬、香料、地氈…及各種奢侈品都在此交易。十五世紀前開

羅鑄的銀幣也通行地中海沿邊各大港口，成為國際上通商的金融工具。而開羅

亦成了一手工業中心，打造金屬器皿、陶瓷廚具、玻璃樽瓶、毛織衣料 ..... 

等。1517 年開始了奧圖曼大帝國的統治，咖啡成了重要的貿易商品之一。各行

生意的同業工會也具雛型。Islamic Cairo 內分成很多經營某類貨品的專區，

在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此種楚河漢界的分野仍顯然存在著直至今天。開羅是

非洲第一大城市，其來有自也。它的市集很具有色彩，在世界各大城市中另有

風味，是不容遊客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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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於時間的限制，我們只觀光了最大的市集 Khan-al-Khalili。Khan 即是商

人休歇處的含義，在 1382 年時為一 Mamluk Amir 營建。經歷過六個世紀有多，

此市集像雪球般，愈滾愈大，成為人煙調密，佔地甚廣的商場。它除了出賣各

種旅遊紀念品外，亦有本地居民日用品。據導遊 Eman 說，你想要的東西，在

裡內一定找到。我想要的，只是兩位穿土服的北埃及小娃娃給我的聖誕樹;Eman

帶我轉彎抹角地進入一小巷，果然找到了。我恐怕在這迷宮迷失了方向，緊跟

著 Eman 漫行。路旁小商店賣貨員頻頻向我招手 : 「先生，進來看罷，我不會

收你錢的。」「先生，教我如何將你袋內的錢弄到我的手中呢 ?」我們行了約

半個鐘頭，開羅民間生活已濃縮在這裡了。我們到了一出名咖啡室 Fishawi 門

前，香味尖銳地刺著我鼻蕾每一根神經，據聞此是一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埃及

人 Mahfouz 時常光顧的。他筆下寫的很多是在 Khan al-Khalili 中的商人和居

民的生活，描寫人物入骨三分。後來有人認為書中情節影射某要人，揭發他的

陰私。Mahfouz 被人買兇行刺。他雖僥倖逃出死亡關，但已成殘廢，不能再在

Khan-al  Khalili 出現了。我瀏覽了此大市集內的一小小部份，深深領會到開

羅有如一萬花筒。我在此停留的時候太短，看到的實在太少了。

  我在埃及博物館流連了半天。裡內陳列著十萬多件文物。Eman 只揀了二十

多件略作解說。法老王木乃伊密室燈光陰沉，甚是恐怖，進裡要另付費用的，

且不准交談。幸好我對埃及古史略有認識，不至於全部「目不識丁」。我要等

到寫尼羅河遊記時，方向讀者略說埃及古史罷。雖然我在這汪洋浩瀚中取其點

滴，我已了解到此博物館在世界文化遺產中的重要地位。埃及博物館是每一位

稍沾文化的人，在生之年，非看不可的。

  旅遊車經過 Midan Opera，這是 1971 年前開羅市內最華麗的廣場，是前

開羅歌劇院所在地。舊歌劇院於 1971 年時失火，木構的建築物全毀。現

取而代之的是樓高數層的停車場。1869 年 11 月 Suez CanaI 啟用通航，

Khedival Ismail ( 即 Mohammed Ali 之孫 ) 在此舊歌劇院演出 Verdi 的名劇

Rigoletto，Ismail 在三個月前請 Verdi 為運河閉幕典禮撰一名曲。Verdi 無

暇分身，以從不為特別宴會作曲的理由拒絕了。1870 年 6 月 Verdi 在重酬下

答應為埃及撰一新歌劇。結果是名貫遐邇的 Aida。此歌劇於 1871 年 12 月 24

日在開羅舊歌劇院首演。冠蓋雲集，轟動一時。不幸舊歌劇院在 1971 年毀於

祝融之火。1983 年埃及總理 Hosni Moubarak 赴日本作親善訪問，日本政府

決定送一新歌劇院給開羅。現在新的歌劇院建在尼羅河 Gezira 島上的南端。

從歌劇廣場至解放廣場 Midan Tahrir 一帶都是現在開羅的商業中心，有很

多十九世紀歐洲式的建築物。這區本是尼羅河畔的泥濘地。Ismail 秉承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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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med Ali 的遺志，繼續將埃及現代化，並把開羅市中心西移， 商業重點

搬出中世紀的 Islamic Cairo。

  送我們回 Mena House 前。司機 Khalil 將旅遊車停在尼羅河畔一觀景台旁，

讓我們欣賞開羅的夜景。彼時夕陽西下。華燈已上。尼羅河上水面餐館已呈熱

鬧，通往 Giza 金字塔的大橋亮起一連串燈火。市內各回教寺尖塔也被燈光照

得通明。在世界名城中，開羅不算是秀麗。它的迷人處是悠久的歷史，翻騰的

人海，奇異的市集。登臨送目，撫今追昔，極大的感慨，無限的低徊，只能寫

下二句 :

   「依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帶夕陽。」作為給此歷史名城的頌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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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上 )

哈哇島

  我坐在赴哈哇島 Hvar 的 Jadrolinija 渡輪的船艙內，百感交集。古城 Split

的風景漸漸離我遠去，終於在海平線下消失了。三十六年後能作舊地重遊確是

難得的機緣。歲月悠悠，不覺年華漸逝，白髮頻添，人生中很難再有第二組

三十六年了。王安石詩句 :「少年離別意非輕， 老去相逢亦愴情。」確能表達

我心靈的隱痛。我的行李隨便地放在近大門處一角， 離我的座位甚遠，克羅

地亞 Croatia 民風純樸，我不擔心會無翼而飛。意大利就不同，我還記得在列

車上一位美國水手離座吸煙，回來不見了手提包。(見遊記『鐵馬冰河入夢來』 

)。我關注的倒是抵達 Hvar 時，若沒有人接船，人生路不熟，怎麼辦 ? 記起遊

Split 時，導遊 Boris 交我一批文件，是安排我此次 Croatia 旅行的 Kompas 旅

行社編排的兩星期行程節目表，於是從口袋中摸出來一看，印上各地聯絡人的

地址和電話，我的怔仲心情纔安定下來。我環目四顧，同船者都是克羅地亞人，

似乎除我以外，沒有別的遊客。我實在是「深入民間」了。其實一切顧慮都是

多餘的，當輪船入港時，我早見到岸上一金髮中年婦人，持著寫了我姓名的紙

牌， 笑臉歡迎我的蒞臨。

  Beba 自我介紹她是哈哇鎮 Hvar Town 中 Atlas 旅行社的職員，充任我這四

天居留期間的指導員。她的身份不同 Split 的 Boris。她不是導遊，只能安排

我參加本地的遊覽團。Hvar Town 是 Hvar 島的行政首府，面積不大，所有景

點都可以步行抵達。她帶同 Palace Hotel 的侍應生，將我的行李放在手推車

上，一同步向旅館去。Hvar 的市中心是一像希臘字母大草 Omega 形的港口。輪

渡碼頭在 Omega 的右腳底。Palace Hotel 在 Omega 頂端。頻海大道是鎮上最大

的一條街。市中心禁絕車輛。我發現此鎮的街道沒有名號 ; 房宇沒有門牌。若

沒有人接船，情況是相當狼狽的。旅館只離碼頭不足十分鐘。

  Palace Hotel 建於十九世紀末年，在侯爵官邸原址上，風格是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巴黎最流行的奢華、糜爛式 belle---epoque。正門前是十六世紀連環

拱門，每一拱門為兩根希臘式的圓柱支持着。拱門前八石級下是一長方石塊砌

成的闊大廣場，緊倚著 Hvar 港口，裡內停泊了很多私家小艇。左邊是一大鐘

樓，右邊植了兩棵比旅館四層樓還高的松樹和一棵稍矮的棕櫚樹。樹下一連串

灌木，小商店和餐室隱約其中。我的房間是旅館的最高層。倚窗遠眺，港口景

物，奔來眼底。「水浸碧天何處斷 ? 霽色冷光相射」。這樣清幽的環境，甚合

我意。Hvar 是 Adriatic 海內一陽光明媚的小島，每年的降雨量甚微，下雪更

是奇景，在過去十年中，只有六天下了雪。市內的旅館都有這樣的豪語 : 雨天

房間八折優待，下雪時房租全免。整頓行裝後纔不過是下午五時。Beba 告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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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此島是放緩腳步，紓展心靈的，於是我慢條斯理地踏出大門作漫無目的散

步去。

  廣場瀰漫着的異香直撲鼻蕾。零星落索的小檔口都在販賣薰衣草 lavender

香料。液體裝在花樣不同的各大小瓶內。粉末縫在色彩繽紛的小枕頭中。原來

薰衣革是 Hvar 島的名產。我站在廣場上回顧一望，欣賞 Palace Hotel 的建築

風格。旅館緊靠深林密菁的高山。峰頂有一軒昂的堡壘。春天的下午，雲淡風

輕，沐浴在溫煦的陽光內，甚感舒暢。我對着那翠綠的山遙望多時。「煙容開

遠樹，春色滿幽山。」多麼澄靜的風景，給我在旅程中疲倦的靈魂好好洗滌。

  我沿着旅館右側的小徑漫步，經過 Beba 服務的 Atlas 旅行社，門面很狹窄，

若快步便視若無睹地經過了。還有幾間小食店，顧客似乎都是本地人，沒有遊

客。十五分鐘後我坐在 Adriatic Hotel 山下海邊的石板長椅上小息。面對着

是 Hvar 鎮的市容。樓宇一律是米白身，泥紅山形屋頂，小小的，密密的，從

山上雜亂無章地舖至瀕海大道旁。最龐大亦即最令人注目的是那古船澳，正門

是一闊大的半圓周，二樓有三長方形的窗。建築物是一座貼一座，間不容髮。

若有空隙處，都給棕擱樹或松樹填滿了。古船澳旁有一大缺口，大概是鎮中唯

一的方場。遙遠處豎起一五層高的筆直鐘樓，在這些矮小房屋群中，真是鶴立

雞群。小鎮很寧謐，瀕海大道點綴着少許行人。港口有二三小艇駛離，濺起些

浪花，劃破了平靜的海面，這是僅有的動態了。我未曾夢想到有機會來到歐洲

偏僻的一角。「自笑天涯無定準，飄然到處遲留。」我非常感激神給我的際遇。

  我繼續沿海岸向右行。一路雲蒸霞蔚，雜樹叢生，芳草茵美，英華繽紛。轉

入一小灣，目光突然開朗，Pakleni 群島歷歷在望。海鷗和白鷺在海面飄揚。

日已西斜，水上泛起紅光。「誰知閒憑欄杆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

洲白鷺飛。」不覺我已散步近一小時。想起晚餐期近，雖然前面還有很多美景，

不得已掉頭回去。抵達旅館門前，已是黃昏景色。「煙波淡蕩搖空碧，樓閣參

差倚夕陽。」因為言語溝通的困難，我的膳食就在 Palace Hotel 內解決。廳

堂寬大，食客不多，服務周到。隔鄰坐着一衣冠楚楚，笑容可掏，禿首紅顏的

老人。他和我打招呼是用德文。以後每逢早餐和晚飯總碰上他。奈何我稟性愚

劣，不通其他歐洲文字，只好和他神交而已。一葉知秋，歐洲人來 Hvar 島渡

假的一定很多。

  一宿起來，急不及待出門觀光此小鎮。聖史提反方場離旅館只有一箭步之

遙。西南角臨海處是威尼斯共和國統治時代建的古船澳 Arsenal。正門是一巨

型的半圓周，在海港彼岸，即 Omega 的左腳，可以遙遠看到。地面那層的拱形

天花板有異乎尋常的高度。原來瀕海大道和地面都是填海而成的 ; 當年戰船和

商船可以直駛入船澳內作修理工作。事過情遷，現在的建築物當然不再是船澳

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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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深不可測的裡內間隔成幾所商店，有賣日用品的，有賣旅遊紀念品的…

二樓自 1612 年後改建為劇場，是歐洲最古老的劇場之一。此劇場的營建牽涉

到 Hvar 島的悠久歷史。公元 385 年前 Hvar 島已有希臘移民聚居。他們稱這殖

民地為 Pharos。後輾轉經過羅馬帝國和拜占廷帝國 Byzantine Empire，此島

終於落在斯拉夫 Slavic 一族克羅地亞人手中 ; 島更名為 Hvar。Hvar 鎮成了中

世紀海盜出入的場所。1240 年威尼斯派兵將驅走海盜，將島上的行政機構設在

此處。在以後的兩個世紀，Hvar 島先後是威尼斯，匈牙利，和 Bosnia 屬下的

自治地區。1420 年威尼斯重執此島的治權，本地特有文化始具雛型。平民老百

姓和那高高在上的統者世襲貴族鴻溝分隔。因為平民不准干預島上的行政，在

積憤難平下，激出 1510 年的 Matja Ivanic 叛變。Ivanic 代表非貴族的商人

和船主，向統治者挑戰。很多貴族死於他們血刃之下 ; 剩餘的逃往大陸等待威

尼斯增緩救兵。Ivanic 霸佔了 Hvar 島足有兩年。威尼斯恐怕鋒銳所及，大陸

上 Dalmatia 其他城市亦受波害，遂全力以赴鎮亂。在威尼斯雷霆之威下，很

多叛軍領袖被擒獲，在戰船的桅檣上被處以絞刑作懲戒島上的軍民。Ivanic 僥

幸逃出生天，隱居在羅馬終其餘生。威尼斯經過此次血腥教訓，深知門閥界限

森嚴的惡果，改施柔和策略，容許平民參與政局。且在這改建船澳的樓上築一

國民劇場作官民同樂，紓解貴族和平民間的疑惑。我買票入內參觀，涉足處是

毗鄰的現代克羅地亞藝術畫廊，陳列了琳那滿目的近代畫和雕刻，可算得是一

箭雙鵰。裡內方是戲院劇場。一位年青女子笑臉相迎，見我是遠東人，特別殷

勤招待，並充任臨時導遊。她解說因為樓宇地基太陳舊，恐怕不能負荷過量的

人群，所以賣出門票的數目只及劇場客量的半數 ; 座位非常寬敝舒適。她且帶

我參觀舞台和台後的燈光調節系統和演員更衣室。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閣樓設廂座數處，是供應有特殊身份的觀眾享受的，陳設較為豪華。現在這劇

場仍有節目演出以娛 Hvar 鎮的居民。

  從劇場行出來，一看手錶，相信和 Beba 早上十時相約前應有充份時間多看

一景點，於是快步沿着 Omega 右腳底的瀕海大道行，經過昨天下午抵步時的

輪渡碼頭，到達聖方濟寺院 The Franciscan Monastery。時逢星期日，教堂

鐵閘大開。我沿小丘的斜坡上教堂的大門。教友絡繹而來 ; 我進內站在一角

參觀。合唱團席次是很精緻的雕木。座位分隔為貴族和平民兩種。貴族位那部

份飾以藝術家們從四福音選擇出來的故事雕刻。最珍貴的是十七世紀 Martin 

Benetovic 的作品，其餘的是聲名稍遜的 Francesco da Santacroce 遺物。

蠟燭台雕了張牙舞爪的飛龍。我記得「啟示錄」中的龍是魔鬼象徵。為何用

它來作飾物 ? 是不是威尼斯籍的克羅地亞土生馬可勃羅 Marco Polo 從中國回

來傳了龍的文化的影響 ? 教堂地上巨型大石板都刻上了名字。原來是墓碑。

很多名人都掩埋在地下，包括劇作家 Hanibal Lucic。我本想進入隔壁修道院

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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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ister。無奈「金鎖重門荒苑靜」。只好在教堂大門的小花園徘徊，站在小

丘上眺望海港。一陣涼風刮過，樹葉蕭瑟作響。遙遠處雲水蒼茫，海天相接。

「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

  準十時 Beba 已在 Atlas 旅行社的辦公室恭候。我向她買了一張 Hvar 島的遊

覽地圖，並請她代我安排鎮外的島上遊。她說 :「現在遊客不多，說英語的更

少。明天下午有一從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首府 Ljubljana 來的旅遊車開往島

上各地去。你若不介意，可附他們的驥尾。」我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同意。

話未了，電話鈴響了。Beba用克羅地亞文說了幾句，便將耳筒交給我:「真巧!

這是 Kompas 旅行社總部從 Ljubljana 撥來的電話。他們掛慮你此次旅行有不

如意的地方，你直接向他們說好了。」我向對方女聲說:「一切都太好啊!旅館、

服務、和觀光都是第一流。J放下耳筒，我順便向 Beba 投訴我吃了聖方濟寺院

的修道院閉門羹，她說 :「半個鐘頭後，有一隊德國團會遊聖方濟寺院，我立

即通知領隊，讓你加插在內。」

  我急速地回到聖方濟寺院。十多位德國人魚貫行入教堂。我本想作包尾，

一對中年德國夫婦禮貌地讓我先行。這是此次旅程首次加入外國團，別饒風

趣。領隊全用德文解說，我雖然聽不懂，但有備而來，不覺有很大的損失。

教堂在四十五分鐘前自己已遊過，現再遊一次，印象更深刻。果然有一神父帶

了門匙跟來，開了修道院大閘，讓我們進去。修道院有一頗大的庭園，植了

一株千年古柏，枝條茂盛，甚為蒼勁。一角是膳堂改成的小教堂，是 1461 年

一威尼斯經歷沉船風險，劫後餘生的船長感恩營建的。現收藏了十七世紀意

大利 Ravenna 畫家 Matteo Ingoli 的名作「最後的晚餐」。畫面龐大，幾乎

遮蓋了整塊後牆。但表露畫中人神情的功力，似乎不及較小的克羅地亞人作品

Mystical Wedding of St.Catherine。這畫完成於 1430 年。

  我的目的已達，遊罷修道院，便離團獨自朝山路走去。路甚狹窄和崎驅。兩

旁築了些米白色身，泥紅色屋頂的小屋。規模大些的是市政府機構或學校。我

不見到有任何路牌或門牌。每所小屋都很清雅，有少許空地給主人種點花果和

蔬菜。小徑沿山坡的斜度忽上忽下而築。房宇有密密排得魚鱗似的，有三五成

群一組組的，有孤懸山上，繞以四野之地的，似乎沒有房宇設計的參詳。正是

「四面雲山誰是主，數家煙火自為鄰。」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我有時迷了路，

在山腰上繞了十分鐘，終於行回原處。有些屋大門邊貼上 Pension 的字號，大

概是招徠房客。我想除了本地人，像我這樣越洋而來的遠客，怎能找得着居宿

呢 ? 曲巷小徑的繁複，比起威尼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驀然記起 Hvar 島被威

尼斯共和國統治多年，是威尼斯外最有威尼斯風情的地方。幸山的面積有限，

看準方向前行，總會走回鎮中心聖史提反方場的。這些民居既雜且亂，但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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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村野風味中感應到人生的藝術，大自然的美態。宋詞有云 : 「路轉陡，疑

無地，忽有人家臨曲水，竹籬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是 Hvar 鎮的

很好寫照。

  聖史提反方場是 Hvar 鎮唯一廣場。四周除了古船澳外尚有大教堂，鐘樓，

大主教藏寶室，各類商店，餐室，和小食店。場中還有一古井。北端是長途汽

車兼貨車站，緊接大公路，可通島上其他各鎮。車站在鎮的邊緣。方場南出港

口 ; 東西兩面緊貼青山，西面的山我剛纔行過了。東面的山有一道古城牆，連

綿爬上峰頂，峰頂築一巍峨的城堡。我在方場旁一小食店吃完簡單的午餐後，

鼓其餘勇，沿著城牆旁的石級登山，目的是那城堡。怎知在山腰間有民居擋着

石級，路不通。於是我陷入了山間的迷陣，左轉右抹，總走不出來。眼前有一

彪形大漢在修理房宇。我停下問路 :「先生，你能說英語嗎 ?J 那人略通英語，

將工作放下，帶我往登山的 Matja Ivanic 大道去。大漢自我介紹是 Captain 

Novak ，一貨船的船長。四洋六洲都到過。我們有機會搭訕幾句。我問他此地

房宇沒有地址，居民如何收取信件。他回答每一戶在郵局都有一信箱，自己按

期往郵局取信。街坊都是彼此認識的。親友來訪，略作詢問便能找到。那所謂

大道，只不過是一道長長的石級罷。我見不到任何街名或路牌。此石級通行無

阻，盡頭處是一石門，內有一鋪了三合土的小徑依山盤桓直達峰頂城堡。

  行了十分鐘，見路旁一檔口，一年青人在出售薰衣草香液和其他小紀念品。

我停下來選購兩小瓶。他見我是遠道而來的東方人，多送我一張明信片和一內

藏香粉末的小枕頭。並用零碎的英語輔以手勢告訴我，港口旁的租位甚貴，競

爭很大。他只好將檔口設在峰頂。我見到遊人稀疏。他能夠有足夠的營業維持

生計嗎 ?憐憫之心，油然而生。

  這被本地人號稱為西班牙炮台依山形而築，地勢險要，建於 1550 年，威尼

斯共和國治期。三百年後，奧國取得 Hvar 島的治權，把城堡大大的擴張。

1571 年 8 月 17 日海盜 Uluz Ali 被土耳其族的奧圖曼大帝國 Ottoman Empire 

唆使，攻陷 Hvar 鎮。居民紛紛逃上城堡避難，無可奈何地俯眺山下的田園屋

舍盡付之一炬。這是 Hvar 鎮歷史上一大劫。我流連在城堞間，遙望沿山而建

的房宇，Hvar鎮的港口，天盡頭處的大小島嶼。在陽光普照下，船隻逐浪往來。

眼底乾坤，蔚成奇景。「日啣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

城堡左側有很多小石室，有石級相通。每室內有一長石椅，牆壁必有一縫隙可

透射入陽光。據旅遊指南書說這些都是監獄。當年石門定加上鐵閘，被囚者有

坐井觀天的感受，渡日如年，不會好過。正堂現在展示各式有兩耳的狹身陶瓶，

和各類飲食器皿，古舊的遠溯自希臘，羅馬年代。我想起此島悠久歷史，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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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六世紀時威尼斯、西班牙、奧地利、土耳其四國的戰和離合，頓生出「簫

鼓空流水，山河半夕陽」的興亡感。

  翌日下午一時依 Beba 的指示往長途汽車站等候往島上各地觀光的遊覽車。

在月台上站了十分鐘不見車子的影縱。心中未免焦燥起來，不知是否聽錯預約

的時間。一中年貨車司機走過來用克羅地亞文問我，我雖然聽不懂但明白他的

關懷。我用手勢示意並給他 Atlas 旅行社的電話。他立即用手提機撥通。喃喃

和對方說了幾句後，左手伸出五隻手指，右手指著貨車然後指向地面。我了解

再候五分鐘車子定會駛來。果然如其所言，載了十六位斯洛文尼亞 Slovenia

客人的遊覽車五分鐘後停在我的身邊。同遊者除了一位年青小學女教員外，全

部不懂英語。他們對我非常友善，女領隊只和我說少許英文。幸好那女教員在

緊要關頭如小息，上車時間給我提示。

  這四個鐘頭的島遊使我領略 Hvar 鎮外的風光。Hvar 是一狹長小島，有一山

脈橫亘其中。有植滿薰衣草的田野，潔白如銀的海灘，如長劍般插入內陸的幽

雅小灣，瀰漫中世紀風味的小鎮 .... 很多秀麗景色值得旅客流連忘返。此旅

行團觀光了 Stari Grad ，Vrboska，Jelsa 三小鎮。景物如春蘭秋菊，各擅勝

場。囿於此遊記的篇幅，我不便作個別詳細描述。遊罷踏入 Palace Hotel，已

是晚飯的時間。在餐廳用飯時有一驚喜。Beba 突然在我的目前出現。她交給我

一張 Jadrolinija 公司的船票，和我道別。說我是一非常理想顧客，很有幸運

代我效勞。明晨她已委託侍應生陪我護送行李到長途汽車站。她的丈夫將在八

時半接我上車開往 Stari Grad 的載車輛的輪船碼頭。我謝了她並說 Hvar 島是

一山明水秀的渡假勝地。回家後定撰文頌揚之，她滿懷高興地離去。

  這是我旅居 Hvar 鎮的最後一晚。飯後出來散步，沿瀕海大道向輪渡碼頭走

去。這碼頭不是我明早乘船離此的碼頭。碼頭附近我見到亂哄哄的一大堆人

頭。我好奇鑽進裡內一瞧，兩位漁伕在分配十多條長達四尺的大魚。太好了 !

楊慎詞云: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

盡付笑談中 !』這尾聲確實給我 Hvar 島之旅餘音繞樑，裊裊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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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朱勒島、米逸島

  從哈哇島南往戈朱勒 Korcula 島只有兩個多鐘頭的海程，這是一終身難忘的

視覺享受。輪船穿插於 Adriatic 海群島間，每島雖有不同的形態，卻共同擁

有一個「綠」字。島上的植物，沐浴在驕陽內，青翠欲滴。「行雲卻在行舟下，

空水澄鮮。」，「風迴綠捲平堤水，林缺青分隔岸山。」突然眼睛一亮，古城

Korcula 鎮了然在望。它像一詭異的巨大甲蟲，俯伏在海旁。一列犬牙起伏的

城牆圍着裡內擠得緊湊的鮮紅頂小屋。圓筒形的炮台疏落地矗立在插入海中的

半島圓周上，把城牆中斷。城牆間偶有空缺處都被婆娑大樹填滿。我在意大利、

法國、西班牙見過無數的古城，從沒有像 Korcula 鎮這樣獨特風格的。輪船停

泊在古色古香 Korcula Hotel 前。碼頭上早有當地主人 Marco Polo Tours 派

代表等候。她告我因 Korcula Hotel 要維修暫時停業，我的寄寓處改為 Hotel 

Liburna。她替我牽着行李繞城牆半周，在 Marco Polo Tours 辦公室門前停下

來。早有一私家出租汽車等候我，送我到離古鎮不遠的旅館去。我進入房間拉

開窗簾一看，奇景令我精神一爽。旅館在弧形海灘右端。那有城牆的古鎮在弧

形海灘的左端，像一隻大姆指伸進海去。古鎮右邊一覽無遺，非常豁朗。從旅

館徒步到古鎮，沿海灘而行是終南捷徑，全程不用十分鐘，比大門前的汽車路

繞山而過，方便得多。我急於行回 Marco Polo Tours 辦公室，多兌換些本地

貨幣，買了一張 Korcula 鎮的遊覽圖，和預購米逸島 Mljet 的一天遊，跟着我

便開始這古鎮的觀光。

  我踏上一連串十九世紀砌成的寬長石級，進入古鎮的正門陸路閘 Land 

Gate，竣工於十五世紀初。背後有一座巍然雄偉的塔 the Revelin，內可

藏弓箭手和衛士，真有不同凡響的氣魄。緊貼著一弓形門，是紀念 1650 年

Dalmatia 地區的元帥，他曾領導威尼斯部隊擊敗土耳其大軍。門後本來還有城

壕，現已填平為大石級以增加古鎮入門的聲勢。古鎮地形甚似一大龜背，中間

比四周高出多尺。街道的分佈像一大葉，從陸閘至水門 (古鎮出口往 Peljesac

海峽 ) 的貫通南北大街是葉的大脈。很多小街細巷從這主要幹線向東西兩旁延

伸，宛如很多小脈從葉的大脈分枝出來。

  佔地甚廣的聖馬可大教堂 St.Mark's Cathedral 座落在大街的中央。教堂正

面簫管形的窗都有薔薇式的圖案。飛簷板上立着些雕刻猛獸。中間有一貴婦眼

睛半開半閉地向下凝視，傳說這是羅馬大帝 Diocletian 的皇后 Priscia，她也

是基督教的殉道者 ( 見前遊記『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教堂裡內收藏着很

多藝術瑰寶，出類拔萃的有意大利 Tintoretto 的名畫 The Annunciation，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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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向瑪利亞宣佈懷孕生基督的神的聖旨，和克羅地亞雕刻家 Ivan Mestrovic

的傑作 Pieta，即聖母抱着從十字架取下來的基督屍身。教堂毗鄰的藏寶

Treasury 亦值得一觀，收集了很多 Dalmatia 名畫和希臘東正教聖像。

  我急於參觀的景點是在離教堂北不遠處的馬可勃羅 Marco Polo 故居。Marco 

Polo (1254---l324) 出生在 Korcula 島，是威尼斯共和國的公民。1274 年他

跟隨父親和叔父經商，萬里跋涉，遠達中國北京，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宮廷內服

務十七年，成為元世祖的親信，且被派往中國邊緣各小國作邦交。他回國後被

捲入威尼斯和 Genoa 的糾紛中。被擒後在 Genoa 獄中向囚伴口述他居留中國時

的經歷，成書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Id。此書除了是歐洲文學中第一本

旅遊書外，也供應數百年來白種人唯一關於中國的資料。此書付梓後， 時人

對 Marco Polo 的閱歷已疑信參半，近代人有些認為他根本沒有到過中國。他

的所謂事實是得諸波斯和土耳其商人輾轉傳述。幾件很顯著的景物和風俗如萬

里長城，喝茶習慣，女人纏足 ... 等，書中隻字不提。二十四史中的元史亦沒

有馬可勃羅名字。這故居是屬於 Depolo 家族，本地人振振有詞說他們是 Marco 

Polo 的後裔。我想附會的可能性甚高。但這樓房有數世紀歷史，正如書是文藝

復興前的作品，同屬難能可貴。不管是假貨冒真，積年累月便是價值。故居裡

內有一小庭園，房內有一小博物館，陳列了些十三世紀左右的文物，沒有任何

和 Marco Polo 具體有關的。我感到有些沮喪失望。若問我期望些甚麼 ? 我卻

說不出來。倒是值得一遊的是登園內一角的塔，可以鳥瞰古鎮全景。

  近北閘海門處有兩座圓錐形很古舊的塔，Larg Covernor's Tower 和 Small 

Covernor's Tower，分別建於 1483 年和 1449 年，出閘向西行便是典雅的

Korcula Hotel，可惜維修時期中，我不能進內參觀。旅店前的茶座，在花樹

掩映下，面臨海峽。越過了大路，就是輪船碼頭，即是我兩個鐘頭前上岸處。

我買了一杯咖啡，一片蛋糕，坐下悠閒地欣賞波光帆影。今日何幸，跑到這天

涯海角來享受藝術人生。深嘆機緣的難得。「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這

兩句詩可以反映出當時心態。休息罷繼續向西行，另一座宏偉的塔浮現目前。

這是Tower of the West Gate。下刻些拉丁文。英文說明是此塔築於1592年，

是紀念 Korcu1a 建城在 Troy 被希臘人征服後，後者是荷馬史詩「木馬屠城記

J Homer's ILIAD 的現場。如果碑文可信的話，Korcu1a 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

地方之一。每逢節令此處是劍舞 Moreska 表演場所。此舞源於西班牙，中世紀

基督徒和摩爾族 Moors 武士的決鬥。在瀕地中海各城市風行一時。Korcu1a 島

上的劍舞改為代表和土耳其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戰爭。表演者一方

穿紅，一方穿黑，都是中世紀時的服飾。從地上舞至塔的圓頂上，配以黃銅大

樂，極嘈噪，又熱鬧，是島上吸引遊客風俗之一。

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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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漫步那些鋪滿大石板，車輛 (包括單車 ) 絕跡的小街折回市中心。途中可

看到些民居，面積雖小，植了很多花葉盤景。間有精品店點綴其間。三層的博

物館 Town Museum 在鎮內。最古的陳列品是公元四世紀前希臘時代的石書板，

可見得 Korcula 繼 Troy 而興之說，不是無稽之談。令我注目的是二樓島上農

民廚房示範。中有一大火爐，圍以各種廚具。亦有一小火爐保持床褥常溫。

這些展覽是民間生活一小剪影。鎮的南部有東正教聖像收藏所，聖像多是從

Crete 島搶回來的，以免落入回教徒土耳其人手中，因為威尼斯共和國節節敗

退， Crete 難免淪陷 ( 見「威尼斯幻想曲」將軍死守危城那段 )。不覺已到晚

飯時間。我從東閘行出來到那兩旁植滿大樹，夾雜些異香撲鼻的 Stephanotis

花的瀕海大路。路旁有一露天燒烤檔口，備有檯椅。散漫的燒熟魚蝦味，令我

食指大動，唾誕欲滴。就這裡我吃了當天晚餐。

  乘水翼船從 Korcula 鎮向南行，個多鐘頭後便抵達米逸島 M1jet 的 Pomena

村。此島是 Adriatic 海內最能迷惑人的。超過百分之七十二土地為原始叢林

蓋滿，其餘的是田野，葡萄果園，和小村落。島狹長像人的小腿，長三十七

公里，闊三公里，面積僅五十四平方公里。西北端被指定為國家公園。Homer

的英雄主角 Odysseus 征服 Troy 後揚帆回家遇大風浪漂流至此，被困有七年

之久。在「使徒行傳」中記載保羅赴羅馬峙，船觸礁被迫停泊在此。他被島

上毒蛇咬了要滯留在此療傷。從前毒蛇充斥此島，土人要從印度輸入貓鼬

mongoose 方能消弭此禍。現時國家公園仍見到貓鼬的蹤跡。此島葡萄園產酒

在歐洲頗有名氣，有蜜糖島的美號。羅馬帝國潰散後，此島撥歸拜占廷大帝國

Byzantine Empire。七世紀野蠻人 Slavs 和 Avars 二族入侵，人口紛紛向大陸

逃難，M1jet 為之一空。百年後方重見人跡。十三世紀時全島為基督教一流派

的 Benedictine 寺僧管理。直至 1410 為鄰近在 Dubrovnik 的 Ragusa 共和國兼

併。從此 M1jet 島和 Dubrovnik 共浮沉了。

  我踏在 M1jet 島的綠地上，環顧一望，遍地青翠。頓時覺得眼前生機盎然，

春風吹着的水面綠波蕩漾。宋理學家張拭有詩曰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

間草木知 ; 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Pomena 這小村背倚濃密墨

綠的叢林，疏落小屋築在小灣的邊緣。M1jet 島在 Adriatic 海中是唯一沒有

被威尼斯共和國統治過的。所以奪目的首次印象，不似 Hvar 和 Korcula 二島。

不是華麗的中世紀建築物，而是大自然的風光。島上唯一旅館 Odisej 離碼頭

不遠，我們休息十五分鐘後，領隊使領着我們走入小徑，在高大蒼勁的松樹間

穿插，來到一危崖，有一道陡斜的石級直下湖邊。這是國家公園內大小二湖中

的小湖。我們沿湖而行，抵達一小石橋，橋墩連接，橋底為一半圓周形成的大

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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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將大湖和小湖的水交流，所以這是二湖的接匯點。大湖東南開鑿了一條長

溝通 Adriatic 海。外面的海潮可以波動二湖，湖水是鹹的。小湖旁有一電動

艇，負責送遊客到大湖中獨一小島 Benedictine 寺院去。我借唐朝詩人雍陶一

首七絕形容此小島 :『風波不動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應是水仙梳洗處，

一螺青黛鏡中心。』寺院始建於十二世紀。十三世紀 Benedictine 寺僧取得此

島治權後，大大擴建，包括聖瑪利教堂。寺院在 1869 年被廢棄，先後改為林

木管理機構和旅館。1990 年代南斯拉夫解體戰爭時遊客絕跡，旅館停業。現存

的只有一所餐室 ; 我就在此吃了一頗昂貴的午餐。島的面積不大，風景幽絕。

植了幾棵柳樹，堪當「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的詩境。我不是泳

客，因此提早乘船回到小湖邊。我本擬取原來反方向環湖回到石級登崖處，愈

行愈遠，不見湖的折回轉角，原來小湖是胃的形狀。我恐怕誤了回程 Korcula

鎮的船期，急步走回。無意中我碰上一奇景。松樹密蔭處我聽到些笑語聲，在

枝葉掩映間有一家四口在「天體浴」。我恐怕製成尷尬場面，匆匆行離。在

Korcula 鎮的南碼頭上岸時，紅日已西沉，於是我進入古鎮，在 Marco Polo 故

居附近的 Adio Mare 餐館用膳。餐堂古樸，兩列長木檯、木椅 ; 四壁是大石砌

合 ; 天花板吊下四座燈籠。蜆湯很鮮美，帶殼蝦烔飯的大蝦肉不夠爽脆。在本

地旅遊文件大肆宣傳下，此餐館浪得虛名，令我失望。

  Korcula島長四十七里，闊五至八公里。全島深木密菁，樹葉扶疏，遙觀之，

全島呈黑色，古希臘人稱為 Black Corfu。內陸廣植葡萄園，橄欖田。Korcula

鎮在島的東北，臨 Peljesac 海峽，一衣帶水，和 Peljesac 半島遙遙相望。這

是我居停 Hotel Liburna 最後一天，大清早起來，餐罷行回古鎮，繞過西水門

塔 Town of the West Sea G ate ，沿著瀕海大道向 Dominican 寺院走去。在

目的地附近一長石椅坐下。旁邊幾棵棕櫚樹枝幹，被涼風拂着，微微顫動。回

顧一望，景色美極了 ! 在晴空如洗下，鎮內密排排的紅頂白身小屋，被那長長

的城牆圍着，盡頭處立著那圓筒形的西水門塔。小屋叢中的馬可勃羅故居中高

塔凌空拔起，海面除了一漁舟逐浪而行外，非常平靜。遠方半島的塵煙，依稀

入目，正是「閒雲收盡，海光天影相接」。 Korcula 鎮歷盡滄桑，一世紀時屬

羅馬大帝國，七世紀時被野蠻人一族 Slavs 佔領。1000 年威尼斯共和國兵威

及此，不久又被匈牙利奪去。1420 年威尼斯重霸此島直至 1797 年。以後的歷

史和其他 Dalmatia 的地區相同了。我除了觀景思古外，暗想自己也一把年紀，

重臨古鎮的或然率不高，於是凝視這鏡頭足半個鐘頭，希望深深地攝入腦海。

「傷懷弔古，煙波無際，問關河那處 ?嘆流年又成虛度 !」

  Dominican 寺院門深鎖。我只好改變主意順着那迴旋公路直達山頂。彼時春

寒料峭，但我為了獵奇搜景，「路遠山深不怕寒 J。山頂荒蕪甚矣 ! 只有一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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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多年的古堡，我本欲登樓遠眺，見石級的塵封蛛網，比比皆是，不知裡內隱

藏了甚麼怪動物，遂索然作罷。圍著古堡的高樹和灌木，密不透風。「喬木風

霜古，山河帶勵新。」我在林中盤桓了約半小時，取道捷徑長石級下山。依山

而建有很多簇新的房宇，每一伙居室闊大。相信這是Korcula鎮的高尚住宅區。

回到南閘正門時，恰是上午十一時。我進入 Marco Polo Tours 詢問我離開此

島的時間。他們禮貌地告訴我，下午二時取齊行李在旅館的大堂等候。我悠閒

地行回旅館，吃完午餐，還有很充裕的時間。我帶了 Anton Chekhov 的短篇小

說集，坐在山邊石上閱讀，兼遠眺古鎮景色。彼時不見人跡，只有一身型雄偉

的中年人在酒吧內喝酒。近二時了，我回房取了行李，辦了清賬手續，在大堂

一角等候。那身型雄偉的中年人從酒吧出來，取了行李，領我上外面的出租汽

車，原來他就是司機。我被送到古鎮西碼頭，司機取了行李，放在地面，用手

勢示意我在此等候。我癡癡地等，不知等甚麼 ? 心情難免怔忡。十五分鐘後，

一妙齡少女帶着二十人的法國團走來 :「上船罷，我們一同赴 Dubrovnik!」

  五分鐘後，輪船在 Peljesac 半島中的 Orebic 市靠岸。我們改乘長途汽車，

向 Dubrovnik 邁進。車內的法國團友企圖和我寒喧幾句，我全不懂法文，只能

靜坐一旁答以一絲微笑。告別了 Adriatic 海內三島，又打點精神，繼續這多

彩的克羅地亞之旅。詳情將記在下篇遊記「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上。

克羅地亞風情掠影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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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我隨著 Angela 帶領的法國團，乘長途汽車駛離 Peljesac 半島上的 Orebic 

市，朝向杜布洛夫尼克 Dubrovnik 邁進。車內笑語喧嘩，我因不懂法文，全神

凝注窗外風景。有時車子在海拔數百尺山上盤桓作螺旋式緩緩而行，陽光照射

着蔚藍的 Adriatic 海水，就在車子的輪胎下，像碧玉般璀璨。有時車子墮入

墨綠的原野，疏落的小村落，在我的身邊飛逝。正是「風光行處好，雲物望中

新」。個多鐘頭後，我們抵達 Peljesac 半島和 Balkan 大陸的接壤處 Ston，

是一宛若藕斷絲連的地峽。

  Ston 形勢險要，是兩邊依水的狹長山區。令我眼睛一亮的，小鎮建在山

下，山上築了一條長城，隨着山形的起伏。這是我在歐洲見到的唯一長城了。

Ston 是都於 Dubrovnik 的中世紀 Ragusa 共和國最北的一點。共和國重兵駐

防此地，成為國家的北門鎖鑰，天然堡壘。時至今日，Ston 亦是聚了相當人

口的 Dubrovnik 的外圍小鎮。鎮內仍保留了些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的官邸。

Ragusa 共和國曾誇耀過陶朱之富。生財之道之一是在 Ston 附近大量產鹽，供

應地中海各處。我們現在仍見到當年鹽田遺跡。毗鄰港口 Mali Ston 是方便

運鹽而建的。勢隨時易，港口已改作殖蠔的漁場 ; 環繞港口海鮮餐館林立，以

娛 Dubrovnik 的市民。此法國團就停在 Mali Ston 作半個鐘頭小息。我踏進

一臨崖有二層高，外型像小堡壘的餐室。因為我在 Korcula 旅館內午餐吃得腸

肥肚滿，我只要了一杯咖啡，一杓雪糕，到外邊露台坐下欣賞山景和海景。遙

望去，那些青山景色蒼翠，有如一扇畫屏。俯觀之，那一灣海水，碧波蕩漾，

潮聲澎湃，像是一張樂琴。Croatia 的風景，絕不遜 Adriatic 海彼岸意大利

的啊 !於是我改了清代劉嗣綰一首七絕四個字以詠此景 : 「一折青山一扇屏，

一灣碧水一條琴 ;無聲詩與有聲畫，須在克羅地亞尋。」

  車子繼續多行個多鐘頭，已進入 Dubrovnik 的郊區杜布洛夫尼克河 Rijeka 

Dubrovacka 畔。此地雖名河，其實是一條像手臂伸入內陸一小灣。灣的最深

處是 Dubrovnik 的外港 Komoloc。這是一天然深水良港，可供巨型輪船停泊。

三十六年前我從 Split 乘長途汽車進入 Dubrovnik，要在灣邊像頭髮夾的狹窄

公路繞山迴旋，風景秀美奇絕。此小灣本是山谷，遭地震劫運，陵谷變遷，海

水泛入，淹沒原野，地便成了海灣。三十六年的悠長歲月， Dubrovnik 發展

旅遊事業，貫通南北交通，築了一條美侖美奐的大橋，跨越海灣。附近也建了

些工廠。大橋雖能節省入城的時間，亦剝掉了遊客幾許眼福。睹此人事變遲，

觸景生情，難免有「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J 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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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車子駛進 Dubrovnik 的內港 Gruz，泊了很多船艇，就在 Jadrolinija 

碼頭對面的 Hotel Petka 放走全部法國遊客。車子治着船澳的弧形灣折向對岸

的 Lapad 半島。三十六年我曾在 Dubrovnik 寓居了三夜 ;城市的方向仍依稀辨

認出來。Lapad 半島在 Dubrovnik 舊城西面，林木參差，碧水縈迴，是一非常

幽靜的住宅區，離開舊城西閘 Pile Gate 不及五里路之遙 ;很多簇新旅館建在

此區。我留宿的 Hotel Argosy 位在半島的北端。我在櫃面取了門匙，進入房

間，大窗面對一大花園，種了很多大樹灌木，琪花瑤草，遙遠處是望無涯岸的

Adriatic 海。那時未到下午七時。櫃面的管理人早通知我翌晨九時 Kompas 旅

行社會派專車接我往舊城參加上午的舊城徒步遊。當晚是自由活動。若我選擇

往舊城去，旅館花園門外是六號線公共汽車總站，不需半個鐘頭便可抵達 Pile 

Gate 。我沐浴後，行出旅館，發覺旅館園林相當遼闊。我在海邊漫步了三十

分鐘。「林藏初霽雨，風退欲歸潮。」在餐廳吃罷晚飯，已是「遙夜沉沉如水」

了。經過大半天的舟車勞頓，回到房間好好休息，以備明天的古城遊。

  次晨， Kompas 旅行社派車送我到舊城西閘口 Pile Gate 。我在閘前等候，

未及九時半有一中年女人帶着十二人的英國團緩步走向我的面前。她自我介紹

是 Tra，一本地頗有名氣的女詩人。她的團員都是英國各地的大學教授或博物

館管理員，可說是典型的文化觀光團了。除了此團的特殊氣質外，令我滿懷高

興的是離開 Split 後，首次沒有語言故障的。我們一行人從 Pile Gate 踏進

古城。

  Pile Gate 是 Dubrovnik 舊城的正門。入門處是一條 1397 年建的石橋，緊

連著一木做的吊橋，有二鐵鏈釘在拱門的城樓上 ; 每晚在儀式中將吊橋升起，

算為將舊城正式關閉。吊橋跨越古城壕 ; 城壕像腰帶般貼著城牆，將舊城環繞

一周。拱形門上的半圓形城樓正中凹處雕了 Dubrovnik 的保護人 St. Blasius 

石像。他原是 Armenia 地區的大主教，被羅馬大帝 Diocletian 斬首。十世紀

時一威尼斯共和國的艦隊停泊在 Dubrovnik 的港口，船員進入舊城尋歡，是夜

城中一教堂執事見到一異象 ; 教堂突然間擁塞着兵士。一長鬚老人立在其中。

他自認是幾百年前殉道的 St. Blasius，他警告教堂執事 : 城內威尼斯海員不

懷好意，候機奪取 Dubrovnik 的政權，把 Dubrovnik 撥入威尼斯共和國內。執

事立即將此異象轉告參議會，採取非常措施，嚴搜威尼斯船員，撲滅了此陰謀。

Dubrovnik 市民很感激 St. Blasius 救城之恩，封他為保護人，享受世代供奉

香火。

  進入 Pile Gate，我們踏在寬裕的方場 Paskoja Milicevica Square 上。方

場的東端是一條筆直的大道 Placa ，從 Pile Gate 直出舊城港口碼頭，將東

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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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連貫着。這是 Dubrovnik 的集會場和散步場。大道是市的商業中心，亦是

節令時舉辦嘉年華會和大巡遊的重要地帶。Placa 大道本是一條狹長的水道，

牽涉到建城的一段古歷史。水道之南是一小島，早有希臘殖民居其中，命名為

Rausa，即含義為大石。Rausa 衍變為Ragusa，即Dubrovnik 中世紀用的名字。

小島北面是本地人稱為 Dubrava 的橡樹林區。640 年野蠻人 Avars 和 Slavs 

二族攻陷了南距此不遠的希臘城市 Epidaurus 難民紛紛逃入小島 Rausa 。斯拉

夫族的後人接踵而來，開發島北 Dubrava 橡林區，這是市名 Dubrovnik 的由

來。十一世紀末這分隔 Dubrava 和 Rausa 的狹窄小水道被填平 ;二區合併成為

舊城一整體。十二世紀時加建城牆，從水道蛻變成陸地的 Placa 是分隔南北，

貫穿東西的通衢大道了。1667 年的大地震毀了Placa 兩旁不同的型款的宮殿。

劫後餘灰中取而代之是兩列 Baroque 風絡四層高的大石建築物。這些樓宇有

相等的高度和類似的門面。向街那層分為幾間商店，可見得當時 Ragusa 共和

國對商業的重視。三百五十年不變， Placa 給遊人的視覺有無限的和諧，是

Dubrovnik 的特色之一。

  Paskoja Milicevica Square 中心是 Onofrio 的大噴泉。1438 年奈波里

Napoli 建築家 Onofrio della Cava 被聘替 Dubrovnik 居民供應新鮮食水系

統。他在苦心研究後，決定取水源於 Rijeka Dubrovacka 灣畔 Sumet 鎮的大

井。他築了兩條長達十二公里的輸水道灌水入城。他在城內建了數座噴泉以方

便老百姓取水。大噴泉呈多角形的幾何圖案。噴水處是這圖案每一角，刻著一

古怪的面具，每一面具伸出長長的舌頭，舌的頂端吐出鮮水。遺憾的 1667 年

大地震摧毀了噴泉全部精緻雕刻。

  在 Placa 大道的關端， Pile Gate 入門處左方矗立了 The Franciscan 

Monastery。寺院北倚城牆，旁靠 Placa 大道。大門上面是一組蛾眉月形的

精工雕刻，是 1498 年 Leonard and Petar Petrovic 兄弟的傑作。雕刻正

中是聖母抱著從十字架取下來的基督遺體。左旁立着 St. Jerome ，含意是

Dubrovnik 和其餘 Dalmatia 地區靈性同源。右旁立着 St. John the Baptist 

，代表在土耳其人入侵陰影下，基督徒的信仰堅持。上面立着萬物創造者。寺

院內羅馬建築式的修道院是 Dalmatia 地區最美麗的。庭園旁圍以一列圓柱。

柱頂是人首或奇異動物的雕刻。寺院旁的藏寶室收集了很多古文件，包括歐洲

音樂史最重要的文獻，即音符的演變。寺院內的藥房開業於 1317 年，是歐洲

最古老的，甚至現在仍生意興隆。寺院一部份的博物館除展覽些名畫外，還有

天主教諸聖的遺跡，例如一手臂形的金器皿露些裂痕，透視了裡內黃泥色的物

件， Tra 指出這是聖人的肉身。唯一金頭殼內藏 St. Ursula 的首級，令人難

以置信，因為容量太小，除非人頭經非洲獵頭族用藥製煉縮小。寺院還有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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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歷史文物:一是1667 年地震前的城市鳥瞰圖，令我們窺視古城的風貌;

另一是詩人 Ivan Gundulic 的墓穴，他的獨身主義的名句是 :「 在飢餓和囚

禁中，我選擇了前者。」

  Placa 大道的尾端是 Luza 方場，這是中世紀時 Dubrovnik 的行政中心。我

們的導遊 Tra 口若懸河地敘述此城的輝煌歷史，在此地附近流連得最久，差不

多用了徒步遊三分之二的時間。方場的中心立着 Roland's Colunm ，這中世紀

的北歐英雄右手持劍，左手重垂下，握着長達小腿的大盾牌。他死難於西班牙

和法國邊界，如何跑到南歐的 Adriatic 海岸來，這是一歷史謎。他持劍的右

前臂長度是 5 1.1cm，是中世紀 Dubrovnik 用的標準長度單位。高高的鐘樓建

在方場的東北角。大鐘配合時針展示月亮不同季節的形象。每一小時必有兩人

物在樓頂敲動大鈴報訊。

  Ragusa 共和國在中世紀時是可以和威尼斯共和國分庭抗禮的政體。它的行

政靈魂是大議會 Grand Council ，由五十一位立法委員和十一位執行委員組

成，都是貴族中的世家子弟內遴選出來的。Grand Council 的頭頂是行政首長

the Rector，他任期只有一個月，並不付予太多實權。在任期內他不能離開居

所。他的任務主要是主持市內的禮儀。離任後他不能炫耀首長的徽章和旗幟 ;

只能在死後放在棺內和他共歸塵土。

  我們踏進市政府，前身是 The Palace of the Grand Council。樓宇建於

1303 年，在大鐘樓的毗鄰。正門豎了很多名人石像，若仔細研究，Dubrovnik 

的歷史精華盡攝在此。入門處刻着一拉丁文口號 : 意義為「忘掉私事，力疾

從公 J 。從十八世紀開始，樓宇一部份闢為劇場。Tra 領我們進內參觀。場

內有上千座位。夏天音樂季節時，世界很多第一流的音樂家都來這裡獻技。

Dubrovnik 現在已成為歐洲很負盛名的文化城。

  離市政府不遠是行政首長官邸 The Rector's Palace 。建築風格是歌德式

Gothic 和文藝復興式 Renaissance 的融匯。樓高二層，入口處是一連串六拱

形門，為七根圓柱分隔，圓柱頂是一群小童圍以花葉的雕刻。拱形門內是一長

廊。進入大門見到一很闊大的庭院，這是當年立法和行政委員的會議廳，現在

用來作夏季音樂和戲劇節目的場所。樓上本來是首長的居室，會客室和各委

員的辦公室，現已改為歷史博物館。Tra 領我們在一紀念民族英雄 Nikolica 

Bunic 書板前解說一段悲壯動人的 Ragusa 共和國歷史。1667 年 4 月 6 日大

地震摧毀了 Dubrovnik 的建築物和人口過半。威尼斯派一艦隊到來準備乘人

之危，收拾殘局。Grand Council 派 Bunic 乘船到海上遇之，名是歡迎且和威

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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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海軍說了些客氣話。他多謝了威尼斯熱情援手，但婉拒他們的幫忙，因為

Dubrovnik 雖受重創，仍有餘力自我更生，且暗示軍勢仍在，隨時可以拼命抗

拒外來的侵略。在這「空城計」下，威尼斯統帥滿以為兵不血刃，沒有準備

作大量犧牲，於是悄然引退。怎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在咫尺的 Bosnia

的土耳其族士酋向 Ragusa 共和國勒索十五萬 ducats，作為新增的朝貢禮品。

Bunic 又再臨危出使，並受 Grand Council 再三叮嚀 :「在暴力前你只能忍辱

負重，人頭可擲，國威不能失。全國在向你注視，期望你用自己的生命換取國

家的存在。」Bunic 不負重望，和土耳其人周旋，沒有付出一個 ducat，而自

己竟屈死土耳其獄中。Dubrovnik 在風雨飄搖中，屹立不倒，安然渡過危機，

Bunic 居功甚偉。

  有異於威尼斯共和國，Ragusa 共和國不能算為一純粹的獨立國家。自十二世

紀以來， Dubrovnik 已有相當政治規模。共和國直轄的地區不大，雖然十四世

紀後漸有擴張。Ragusa 的貴族有自知之明 ;他們沒有足夠的軍事勢力求存，只

能利用圓滑的外交技巧逢源於東歐列強間。它曾作為Sebian王，Bosnian酋長，

威尼斯侯爵，和土耳其大帝的屬下。它的皇牌是蓬勃的商業，產鹽是重要的一

環。它深切了解到它居於東西文化交流地，是開向西歐的櫥窗。每一時期它向

所謂主人交出些許朝貢費 ;內務行政它是不許別人過問的。1806 年拿破侖大軍

開入 Dubrovnik，兩年後敲響了共和國的喪鐘。拿破侖帝國潰散後，Dubrovnik

落在奧地利手上。剩餘下來的城中貴族自誓，不再結婚和生兒育女。邦國淪亡，

人物隨之殄滅是很自然的道理。Ragusa 共和國於是成了一歷史名詞。這收場是

頗為淒厲的。

  遊罷這數處重要景點，不覺已近正午。Tra 請我們到她和女兒合辦的藝術畫

廊去。她的女兒是一畫家。詩人畫家，相得益彰，母女二人，互相輝映。畫廊

設在離 Luza 方場不達一小巷中一建築物的二樓。Tra 設了茶點招待我們。我們

坐下後，Tra 要求遊客逐一作自我介紹。各人都是在英國很有名望的學者。輪

到我時，真是噤若寒蟬，自慚形穢，不知說些甚麼方適合。情急中記起年多前

遊法國時譯了一首南宋蔣捷的詞給當時領隊 Dr.Bart Pris，即席揮毫寫下給

Tra。她讀後笑逐顏開，交給鄰座的 Dr.Nichols 朗誦 :

Listen to the Rain

When I was a young man,I listened to the rain in a music hall ,

The fume of the red candles blackened the embroidered drapery.

When 1 was in my middle age,

1 listened to the rain inside a boat,trav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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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oud was low in the spacious sky,

And a lost goose cried amidst the autumn wind.

Now 1 Iisten to the rain under the roof of a monastery.

My hair is as sparse as morning stars.

The rain has been indifferent to all emotions:

Joy or sorrow，togetherness or separation.

It just falls drops by drops on the same spots from evening until 

dawn.

讀罷傳來一片熱烈掌聲。今日何幸在這文化團中叨陪末座。Tra 要將此詞譯成

Croatian 給當地文化界。

  茶會散後，我本想在舊城多點徘徊。記起 Kompas 旅行社專車的司機約我在

一時半Pile Gate等他，送我回旅館。下午三時旅行社派職員來旅館和我接洽，

安排未來三天的旅程。我只能瀏覽 Luza 方場附近的小商店少許，便趕出 Pile 

Gate 赴司機之約。下午三時金髮少女 Annuita 來旅館大堂和我相會，替我安排

了半日Cilipi民族風情遊，一日Montenegro遊，一日Bosnia-Herzegovina遊，

恰好還有半天給我重回舊城。當日下午還有點時間，我從旅館出來漫步，治着

公路行，一睹闊別了三十六年的 Lapad 半島。霎眼的印象，似乎人煙比從前稠

密了很多，但以 Dalmatia 南部第一大城作準繩，仍覺得地少人稀，野草綠樹

多於房舍。Adraitic 海上風帆點點。時天色黯淡，有欲降微雨的情況。「古木

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已近晚餐時間，於是走進公路旁的 Konobo Altantic 

餐館，要了一碟蝦沙律。不同顏色的生菜擺成一很艷麗的圖案。鮮美可口，只

是價錢比 Split 和 Hvar 島的昂貴得多。Dubrovnik 名氣大，遊客甚眾，在不

斷需求下，貨品自然升值了。

  次日上午九時有旅遊車在 Hotel Argosy 花園閘口前接了我。匯齊其他旅館

的客人，直向南部小鎮Cilipi奔去。Cilipi亦是 Dubrovnik國際機場所在地。

車子攀登舊城背倚的高山 Mt.Srdj，路徑蜿蜒曲折，在峰頂的觀景台旁停泊。

我們下車欣賞奇景。舊城像一鼈伸入 Adriatic 海。厚厚的城牆把羅列井然的

屋宇圍束得緊緊的。不同型式的炮台在舊城四角聳入雲霄。漁港旁的 Fortress 

of St.John 像大鼈的頭頸深深地插進海中。此景的氣象比 Korcula 鎮的恢宏

得多。Dubrovnik 名不虛傳，高處可和威尼斯競秀，是 Adriatic 海內兩顆閃耀

的明珠。

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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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ipi 南距 Dubrovnik 二十二公里。此鎮有一傳統，每逢星期日，男男女

女必穿了民族服裝赴大教堂守禮拜，惹來不少觀光客。旅遊局索性在大教堂正

門前的空地上辦一歌舞節目。觀眾都坐在踏上教堂的長長石級上。我為了選擇

一看舞蹈有利地點，犧牲了參觀彌撒的四十五分鐘。一管絃樂隊奏了序幕曲，

舞蹈跟着開始，用筆墨形容舞蹈很難傳神。令我最注目的是一八十多歲的白髮

白鬚老人，身手敏捷，矯若遊龍。他似乎是此歌舞團的首領。所有少男少女都

接受他的指揮，步伐出錯的屁股捱他輕輕一拍。節目完畢後還有試酒會和賣物

會。我沒有劉伶之癖，前者可免，只在商場一小檔口上買了一對穿了民族服裝

的小娃娃作紀念。我囑女導遊，回程時在舊城 Pile Gate 放走我，以便我繼續

遊覽舊城。

  我在 Pile Gate 閘口前快餐店吃了簡單午餐，便匆匆進入舊城。我急於要

看的是 The Dominican Monastery。四十年前我在舊金山歌劇院結交了一神父

Father Kissic，是南斯拉夫 Dubrovnik 人，出身於 Dominican Monastery。我

們訂了同一組歌劇套票，總共在歌劇院會面了十次。在小息中，我們有機會閒

談。他有很湛深的西洋文化造詣且擅吹長笛 clarinet。從他口中我獲得很多欣

賞音樂的知識。我當年便有些困擾 : 如何這入世甚深的人竟毅然拋棄塵世，終

生從事宗教工作 ? 他常對我說他的家鄉是一文物薈萃，山明水秀的好地方。這

是我第一次蒞臨 Dubrovnik 的原因。三十六年前 Dominican Monastery 因維修

關閉拒客。這次機會我不能再錯過 ;我要尋覓 Father Kissic 的足印。寺院在

舊城的東北角，緊貼着東閘 The Ploce Gate 內的城牆，給人它是堡壘一部份

的錯覺。入門處有氣沖斗牛之勢 : 一連串大白石級，側邊是一根根小柱支持着

的斜坡扶手欄杆。頂端雕了聖像的洋蔥形大門高高在上。裡內准許遊人亂闖的

共有三處 : ( 一 ) 只有中堂，沒有翼堂的大教堂，聖壇上的十字架是十四世紀

藝術家 Paolo Veneziano 的遺作。(二 )在左翼的藏寶室現已改為博物院，收

集了二百二十本古書和很多中世紀的手寫本原稿。四壁掛滿以宗教作題材的名

畫。我有點怨恨沒有一位像 Boris 或 Tra 的好導遊在我身旁細細解說。處這洋

溢文化氣味的大房中有如目不識丁。( 三 ) 修道院有啟人靈性的寧靜。四面繞

著為希臘式圓柱分隔開的拱門 ; 每圓柱頂必有精緻雕花。中心是林木陰森的庭

園。我站在似皇冠倒轉的承水盤旁默默沉思，緬懷 Father Kissic 少年時在此

的生活。突然寺院深處傳來一陣笛聲，奏的是 J.S.Bach 的音樂，如怨如慕，

如泣如訴，四十年前我結織 Father Kissic 時，他已五十多歲。現在相信他已

不在人間。我突然悟出史達祖名句「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的錘句煉字

之功力。睹今景，念故人，孤懷跌宕，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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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ndulic Square 有小巷和 Luza 方場相通，面積寬敝，現竟充為

Dubrovnik 舊城內的農業兼漁業市場，出賣各類蔬菜、生果、海鮮，兼售些土

產和紀念品。我在此多買六瓶薰衣草液以備回家送給朋友。此方場正中名詩人

Ivan Gundulic的銅像，立在白石軸承台上;台中段四面雕了他的長詩『Osman』

的故事內容。這方場多色多彩，真正反映了 Dubrovnik 市民的生活。

  大教堂在Gundulic方場的南端。原教堂毀於1667年地震;此教堂是重建的。

1191 年英王 Richard the Lion Heart 從耶路撒準備回英，結束他領導的十字

軍之戰。在 Corfu 島遇上大風浪，船漂流到舊城海面對著的 Lokrum 小島上。

他被土人救起，方免滅頂之災。Ragusa 共和國知道名人到此，舉行盛大歡迎

會。Richard the Lion Heart 感恩圖報，揮金給 Dubrovnik 建一教堂留念。

後他途經奧國，被侯爵 Leopold 擒獲，囚於多瑙河畔一堡壘內，英國人輸重金

將他贖出。他幾經艱難挫折，方重返家園。現時教堂的聖壇最珍貴，是用紫色

的雲石砌成的。教堂也收集了很多名畫，最顯著是意大利人 Titian 的傑作 The 

Assumption 。

  我從大教堂走出來，繞過 The Rector's Palce，抵達舊城的漁港。那營業

蓬勃的咖啡店前是修理舟楫的船澳。一杯在手，這是觀望海景的好去處。除

港口外的 Lokrum 島歷歷在自外，東邊達隔舊城一龐大建築物湧入眼簾。這是

The Lazarettos，建於十五世紀，扼進入舊城孔道咽喉。從土耳其帝國來的騾

馬隊伍必滯留此處一段時間以防疫症傳播。咖啡店附近有輪渡碼頭，可乘船往

Lokrum 島和南距此二十公里的小鎮 Cavtat。

  遊 Dubrovnik 而不登城牆將是終生遺憾。Dubrovnik 的城牆是世界上碩果僅

存最完美的古代防衛系統，亦是城市的旅遊標誌。它連綿不斷地環繞整座舊

城，全程一千九百四十公尺。自中世紀以來 Ragusa 共和國在東歐列強虎視眈

眈下求存，這城牆是唯一的守禦工具。城牆系列包括炮台，稜堡，穹穴，城樓，

高塔和幾座和城牆隔離的堡壘，在十三世紀時竣工 ; 十四世紀時將東北邊角的

Dominican Monastery 也撥入城牆內。面對陸地部份的城牆有四至六公尺厚 ;

對海的有一點五至三公尺厚。登牆繞城步行一周可以讓遊客看舊城的市容，瞭

如指掌，亦可了解舊城的地形 : 南北高而中間深陷，亦可以欣賞那白浪滾滾的

海港，和舊城背後幽雅的青松疊疊的高山。

  我在 Pile Gate 入門處 Church of the Savior 旁石級第二次攀登城牆。

走道頗寬敞，斜坡不陡，比行萬里長城容易得多。我朝北行到西北角高塔 The 

Tower Minceta，此是全城牆的最高點。塔建於 1319 年，呈圓筒形，( 是大圓

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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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載着一小圓筒 )。大小圓筒都有缺口多處，可納弓箭手或鎗炮。城牆厚達六

公尺。面臨城外的通衢大道，所以防禦最為堅固。北牆腳下本有一條闊大的城

壕，已被填平，現改作舊城外的停車場，我踏上塔的小圓筒，環目四顧，舊城

各大小街道和方場，了然入目。舊城外的新區，車水馬龍，煙塵滾滾。「望斷

天涯路」，稍遠點是 Adriatic 海，海闊天空任鳥飛，我彷彿上了歐洲文化歷

史的輪車，在時空內推動。「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無限感慨在心頭。

  從 Tower Minceta 沿着北城牆行，我抵達東北角 Dominican Monastery 的

背後。在此我偷窺寺院的建築群，好些地方不准外人入內，因為仍有僧人在此

生活。此亦是一遙觀海景的駐腳處。東閘 Ploce Gate 外有一石橋，可通往舊

城外的獨立堡壘Fortress Revelin。自1453 年君士但丁堡淪陷(見前遊記「君

士但丁堡情懷」)，Ragusa 共和國在土耳其帝國陰影下感到的威脅愈來愈大，

在 1462 年在城牆外加建此堡壘強化城守。堡壘是一不齊整四邊形建築物，東

面有一石橋和新區相通。堡壘建築堅固，屹然渡過 1667 年的地震大劫。因為

裡內有三間大堂供立法，執行委員會議，地震沒有中斷 Ragusa 共和國的行政，

共和國能在威尼斯和土耳其的虎口餘生。當年此堡壘保存了很多財富和文物，

不致因地震時和樓宇同歸於盡。頂端是一闊大平台，是另一夏季的音樂和戲劇

場所。

  東城牆和 Dubrovnik 的漁港作一平行線。這是很特別的地區，城牆和百姓

住家的天台打成一片。好幾伙人家在他們的天台設了小食檔和檯椅。行倦了的

遊人可在此休息，喝杯咖啡或凍飲品，吃些三丈治。有些人家在天台上種了些

花、葉或盤景，擺了些石長櫈，面對海景，竟做成了一小小的城牆上花園。他

們雖然不懂英文，笑臉迎人，對我非常友善。我相信假若我坐下來歇息，他們

不會介意的。我行到海港防線的重點，The Fortress of St.John，這十四世

紀建成的堡壘，從東城牆中騰出來，延伸入 Adriatic 海。此堡壘隔着漁港和

Fortress Revelin 遙遙相對。加上漁港出海處的狹長防波堤，組成 Dubrovnik 

港口一很理想的屏障。堡壘朝海的牆壁呈兩互相緊貼的半圓周形 ; 面陸的牆壁

是垂直的平面。從前裡內有很多炮台 ; 現已全部拆除改建為樓高三層的建築

物。底層為水族館。上二層為海運博物館。基於 Ragusa 共和國在歐洲歷史中

的特殊地位，我認為海運博物館非看不可。我在博物館流連近兩個鐘頭，得到

的知識和啟發是無可量度的。館內有各類船隻模型，航運器材，油畫，重要人

物史實，海員機構組織，和地中海各城市溝通的文獻 .... 總括而言，自亘古

以來，和 Dubrovnik 海航有關的文物，搜羅淨盡，雖知道在中世紀時，Ragusa

共和國是地中海中僅次於威尼斯共和國的海上霸權。最有興趣的發現是 1588

年西班牙遠征英國的艦隊 Arm ada 中有從 Dubrovnik 來的參與戰船 San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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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icilia。此戰船在 Tobermory Bay 內被英國海軍擊沉。

  我從博物館出來轉折回南城牆。在這裡我看到 1991 年和 1992 年南斯拉夫解

體戰爭時 Dubrovnik 被摧殘的清晰疤痕。炮彈傷殘了八百二十四座樓宇和城

牆，南城牆尤甚。戰後國際設了「重修 Dubrovnik」團，盡量設法將殘破部份

的磚、瓦、石補上。色紋的配合成了很大的挑戰。遊人若仔細觀察，定能看到

城牆補合的部份，色澤異於原物。Dubrovnik 沒有全部毀於戰火，是世界文化

遺產的大幸。今日仍有這稀世奇珍的舊城給人憑弔，人們要好好愛惜它。

  城牆的西南角是 The Tower Bokar，建於 1461 至 1463 年。它的主要作用是

拱衛舊城西閘 Pile Gate。它和西北角的高塔 Tower Minceta 互為表裡，給從

西面來的敵人迎頭痛擊。塔是圓筒形，高二層，有很多穹窖。塔的對海是築在

一小半島上的堡壘 The Fortress Lovrijenac。這是又一和舊城分隔的堡壘，

可禦水陸兩面夾攻，呈三角形，依着地基大石的輪廓而建。三角形的頂點針向

內陸，底座面海，長腰對着 Bokar 塔。堡內有十座大炮，入門處有警語 :「自

由不是世上所有黃金能買到」。因為堡壘的天然環境，莎士比亞的『王子復仇

記』Hamlet 經常在此演出，獲得國際好評。Bokar 塔離鄰 Pile Gate 的城牆出

口處非遙。

  二十世紀初，英國名劇作家 Bemard Shaw 有言 : 「若要在世間找一天堂，

Dubrovnik 庶幾近之矣。」不容置疑的，Dubrovnik 背山臨海，風景秀麗，膾

炙人口。尤其是行了城牆了一周，出來時「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的黃昏

景色更是迷人。我想 Shaw 最欣賞的是 Dubrovnik 的「文明」比其他歐洲各地

來得早。十七世紀它便廢除了嚴刑迫供，苦打成招的惡習。它 1312 年禁止販

賣奴隸，比其他城市早了五百年。「這行動是最惡毒，下流，卑賤，給我們高

貴的城市留下不能洗濯的污點。人是上帝最高尚的創造物，怎能像野獸般賣出

去，賺取幾個臭銅錢。人畢竟是上帝外型的影子啊 ! 」 1347 年 Dubrovnik 建

老人院，1432 年築孤兒院，對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施以援手。十五世紀時設社

會福利和救濟金，拯貧民於水火中。跟着立了公共衛生局，城市設計處，幾間

學校。教育水平之高，一時無兩，且實施門戶開放政策，收納歐洲各地移民，

歐洲人種，先在此一爐共冶。如此文明國家，較之英法的百年戰爭，英國的玫

瑰內戰，法國新舊教徒內戰，西班牙的宗教審判，日耳曼和意大利各小國互相

攻戰，永無寧日，Dubrovnik 可算得鳳毛麟角的人間天堂了。中世紀的 Ragusa 

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已近烏托邦。地中海兩顆明珠，威尼斯和 Ragusa 都被拿破

侖辣手摧毀 ; 怪不得預言家 Nostradamus 稱他為第一位敵基督。「敗軍之將不

海上明珠杜布洛夫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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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言勇，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Ragusa 的貴族果斷決心自絕其種，其悲壯

慘烈勝於威尼斯多矣!中世紀的Dubrovnik是一顆光芒奪目的彗星，劃破長空，

在天邊靜靜地消滅，只留下些煙火軌跡，供後人如 Bernard Shaw 類無限追思

罷。

  離開 Dubrovnik 的前夕，我在 Lapad 半島的商業區中 Filini 意大利餐館吃

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出來時夜闌人靜，明月高掛。我沿著半島西南海岸行，漫

步回 Hotel Argosy，需時約四十五分鐘。這時不見人跡，除了海潮外，便無其

他聲浪了。「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月華滿天，路側疏落地插些

燈柱，不見人家燈火。右邊是蒼黑的山巖，左邊有潺湲的波浪，整個世界好似

屬於我一人的。正是「春山多勝事，賞玩夜忘歸，掏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興來無遠近，欲去情芳菲，南望鐘鳴處，樓台深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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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黑山一日遊

  我在Dubrovnik參加了一本地辦的黑山 Montenegro 一日遊。因為旅途遙遠，

觀光節目緊湊，上午七時許便被接上旅遊車，會齊各處旅館的客人，司機便驅

車向南浩蕩出發。這不足二十人的旅行團除了我和一對從丹麥來的夫婦外，全

部是比利時人。比利時語系分南北 ; 南部說的是法文 ; 北部說的是 Flemish。

幸好那對丹麥夫婦懂得英文。導遊 Maria 分別用法文，Flemish ，英文解說。

我真佩服她的語言天才 ;三種文字都說得很流暢。

  車子需要兩個鐘頭方抵達南斯拉夫邊界。Maria 利用這空白向我們介紹

Montenegro 的背景。地如其名，這是岧嶢的山地，高山伸延到Adriatic 海邊。

很多高山植滿山毛樺和松樹。這茂密的叢林遠呈黑色。南斯拉夫解體後，各地

區紛紛獨立，只有 Serbia 和 Montenegro 留在聯邦內。它們雖歸屬同一政府，

但金融分家。前者有自己的貨幣 ; 後者早和德國結盟，早期用馬克，現在也跟

着德國用歐元了。所以遊客在此不用作金錢的兌換。當然此語不是針對我而言

的。

  進入 Montenegro 不久便到 Kotor 大海灣 Gulf of Kotor。這海灣的宏偉壯

觀，絕不遜挪威的各峽灣。這深深插入內陸，作不齊整形狀，介乎灣和湖之間

的大水體有一很狹窄的入口處。向內陸的兩方都是綿延不斷的高山，層層疊

疊，遠山比近山漸漸加高，山近海平線低矮部份都是濃密青翠的植物 ; 山頂卻

是光禿的大石 ; 而遠峰積了長年的厚雪。這白、黃、綠三色相對益彰，構成一

幅很美麗的水彩畫。車子在海灣入口處 Herceg-Novi 鎮腳下停泊。我走下車，

「兩山排闥送青來」。海灣狹頸兩岸的高山彷彿慢慢地向我逼來，面臨是一泓

碧水，白、黃、綠、碧四色在我面前舞動得眼花瞭亂。我不期然呼吸緊湊，脈

博跳動率加劇。Montenegro 呀 ! 你的風景迷人魅力，不下挪威呢。海灣旁有

一年青人出賣些很精緻的木雕土人。我本想買一個留念，因為袋中沒有歐元，

只好作罷。誰知錯過了，以後再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回到旅遊車，車子沿著繞

灣公路而行。一路的山景和海景，美不勝收。越過好幾個小鎮，每個都有它獨

特的風格和歷史。當然這走馬看花式的遊覽不能容許我作個別觀摩。但我想到

世界上的事物是看之不盡，而自己的生涯有限，能有緣份擇其精華，已感到非

常幸運了。

  近 Perast 鎮的海面上立着二小島。St.George 島是天然的，上面有十二世

紀 Benedictine 寺院殘餘和一小小的海員墳場。Our Lady of the Chisels 島

是人工砌合的。它本來只不過是一巨型石頭，浮出海面。在一狂風雨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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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船隻沉沒後的海員抱着這石頭求生。他向聖瑪利許願，若能逃過劫數，必

在此建一教堂作酬謝。他生還後約齊他熟悉的海員在石頭旁投以大小石塊，聚

沙成丘式的島因此形成。十七世紀時在人工島上建了一教堂，裡內供奉瑪利的

聖像，傳說屢顯神蹟。德國名畫家 Bock1in 觀看此島，時值密雲籠罩，天烏地

暗，海灣的水像一塊無邊的黑色玻璃。Perast 鎮背後的山，高不可測。他靈

感突來，創下不朽傑作「死亡之島」。

   我們在峽灣最深處的 Kotor 鎮有一個鐘頭的小息。Kotor 蜷伏在峽灣旁

最高的山 Mt.Lovcen 腳下。舊城在巍峨的山影下，午後的陽光全被遮蔽。

重重的古城牆包圍着舊城。城牆直爬上陡斜的後山至聖伊凡炮台 Fortress 

of St.Ivan，括入地域的面積比舊城大好幾倍。較之 Dubrovnik，另有一番

風韻。Kotor 很有中世紀的情調，是南 Adriatic 海僅次於 Dubrovnik 的名

城。「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除了那二十公尺高，十公尺厚的彎彎城牆

外，舊城內的曲折窄巷，狹小方場給人有時光倒流的感覺。我從臨海門 Porta 

Marina 進入舊城，踏上「L」字母形的方場，這是鎮的商業中心。行人道上

有很多咖啡座。同團的比利時遊客紛紛排隊購取咖啡和茶點。我為了爭時奪

秒，沿着狹巷進入第二和第三方場。在最深的廣場旁矗立十二世紀羅馬式的建

築物 Cathedral of St.Tryphon，是 Benedictine 的寺僧建的。裡內藏了 St. 

Tryphon 的首級，二五零年時他在 Nicaea 殉道。藏寶室內還有其他殉道者遺

下的手或腳。熟悉基督教歷史者一定在此流連忘返。牆壁掛了一木雕 --- 十字

架上的基督。歲月侵蝕這藝術品，屍的面部表情因此變形，強調了死亡的意

義 ; 神情變得非常怖厲。大教堂旁是古宮，內有海運博物館。可惜我沒有充份

的時間入內參觀。雖知道 Kotor 在中世紀時和 Dubrovnik 一樣，周旋於威尼

斯，土耳其諸強間求存。它海洋航運的發達，可比美 Dubrovnik，所以博物館

是 Kotor 的歷史靈魂所在地。在教堂附近有一精品店，內有一穿了民族服裝的

小娃娃甚合我意，標價二十五歐元。櫃面婦人拒收信用卡或美幣旅行支票。這

次我學了乖，放下三十美元，取了小娃娃，匆匆離去。走出臨海門，距離上旅

遊汽車的時間還有十五分鐘，於是躑躅在門外生果，蔬菜，魚肉市場間，體會

本地人的生活。很多小販向我招徠生意。因為袋中沒有半塊歐元，只能作臨淵

羨魚。

   遊挪威峽灣時，高山不能攀登，只能遙觀。見(「萬水千山縱橫的挪威」)。

此次大大不同。車子在Kotor旁，盤山而上，愈攀愈高。Kotor 城廓，遠望之，

成了一堆堆盤景用的小石粒，城牆成了一條長長的鐵鍊，把那些石粒堆鎖着。

那遼闊的海灣成了碧藍的浴池。St.George 和 Our Lady of the Chisels 兩島

成了池內的二小龜。路是九曲十八彎，乘客東搖西擺，時發咤異的呼聲。真是

南斯拉夫黑山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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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繞郡城。」路旁有些被棄的車輛殘骸，深墮山腰

中。Maria 指著笑說 : 「司機不小心，這是我們見到的後果。」這段崎嶇山路

似乎很長。我的眼睛盡量吸攝這難得一見的奇景。秀色可餐，早把飢餓忘掉了。

已過午餐時間，車子停在深山內一餐館前，讓我們果腹。我買了些三丈治，一

瓶清水，在露天的座位上，欣賞風景。旁有淙淙流水，一道清溪，沿山坡流下

深谷。餐館樹林參差，說這是世外桃源，實不為過。「誰知白雲外，別有綠蘿

春，苔繞溪邊徑，花深洞裡人。」

  餐後車子繼續前行，經過小村落 Njegusi，這是 Montenegro 王 Petar 

II( 原名 Petrovic Njegos) 的故鄉。1781 年他在此地誕生。遙遠處在 Mt. 

Lovcen 的峰頂，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墓穴，步行三個鐘頭可達。Petar II 是一

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他曾說過 : 「如果沒有風的話，蜘蛛可以嘗試結網在天

上。」這屢經風吹雨打，常被閃電亮耀的峰頂成了他的長眠地。他生前自比為

蒼鷹。他靈魂歇息所是「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這是擺脫所有人間枷鎖

最清純的自由，代表他生前追求著最崇高的政治理想。

  Montenegro 的舊都 Cetinje 座落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高原上。Cetinje 的舊

宮是那詩人兼主教兼國王 Petar II 所建，很古樸，沒有任何奢華。它是一

狹長，只有兩層的樓宇，有點像軍營。四角都有圓塔。室內和外面同樣的單

純，已改為博物館。內容分為三部份 : ( 一 ) 人種分佈，( 二 ) 解放戰爭，

( 三 ) 歷代君王遺物。我們參觀的是後二部份。數世紀的大屠殺，革命，內戰

令 Montenegro 的人民習慣了生命的暴虐。解放戰爭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老百姓捨命抵抗法西斯主義入侵的可歌可泣事跡。內設一長廊掛了很多死難英

雄的遺照。不看說明還以為他們是三零年代的電影明星呢 ! 有些照片是他們

被處決前拍的，顯得臨危不亂，視死如歸。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Montenegro 地

區死難者眾多，遠勝其他各區。在 Petar II 的寢室內我見到他的畫像，昂藏

六尺八，有濃密的頭髮和鬍鬚。紅帽垂下一束長長的絲帶。棗紅紮腿短褲，白

衫和藍外衣，白長靴，腰間繫了一圍掛滿兵器的長帶。他面貌英俊 ; 神色威武

凜然。Montenegro 是政教合一的國家。Petar 亦是宗教領袖。任何地區的大

主教沒有他的裝束和神情。他有很高的文化修養，精通德、法、俄和拉丁文。

他亦是神鎗手。在宴會時常表演絕技。命侍從將檸檬相繼拋向空中，他拔鎗

連環射落。Petar II 亦是作家，寫下長詩「人的墮落」模擬英國詩人 Milton 

的「失落了的天堂」。他的另一名著為 Montenegro 的傳奇人物 Scepan the 

Small 作傳。此人在 1766 年時來到 Montenegro 沿海城市 Budva 為人開草藥

治病作生活。那時他只有三十歲。謠傳說他本來是俄國沙皇 Peter III，即

Catherine the Great 的丈夫， 1762 年被妻子廢掉，傳說不久遇害。於是他

南斯拉夫黑山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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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Monterengo 人民擁立為王。俄國女皇 Catherine 派人明查此事並宣佈他為

冒充者。Montenegro 人置諸不理，敵愾同仇，繼續擁立 Scepan the Sma11 ，

因為他是一很有作為的君玉，土耳其人恐怕 Montenegro 就此坐大，1773 年買

通他的理髮匠行刺，他在理髮時被割斷氣管駕崩。

  我順便在此簡述一下 Montenegro 的歷史。在 1355 年土耳其人入侵以前，

此地本 Serbia 王國的一部份。1389 年 Kosovo 之戰，Serbia 被土耳其逐北，

而 Montenegro 藉河山之險，嚴守門戶，暫時拒土耳其於外。1500 年其大部份

土地終於被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征服。1799 年土耳其承認 Montenegro 

的獨立。1851年開始君主政體;國王兼任大主教之職，所以世襲不是父子相傳，

而是叔姪相傳。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Nicholas I 企圖全部擺脫土耳其

羈繫，向德、奧、土同盟宣戰，跟著德、奧聯軍蹂躪其土， Nicholas 1 被廢。

1918 大戰後 Montenegro 和 Serbia 復合 ;於 1946 年時加入南斯拉夫聯邦。

南斯拉夫解體時，Montenegro 仍以 Serbia 馬首是瞻，直至現在。

  我參觀了末代君王 Nicholas I 的居室，就在舊宮毗鄰，現已改為國家博物

館。各房充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傢俱。Nicholas 像他的前人 Petar 11 是一

位很有丈化修養的君王，且是一能幹的政客和果勇的軍人。可惜後期因自負太

甚，手段變成獨裁。他統治了 Montenegro 共五十八年 ;於 1918 年被逼退位。

他流亡至法國作海外寓公，三年後病逝。在館內我見到他和美國的老羅斯福總

統和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的通信。有一信是英王 George V 寫給他的，稱他為大

哥。他的扮相非常威武，長着剛立的鬍子，濃密的頰髭。他的衛士也仿效他，

差不多成了 Montenegro 上了年紀男士的標誌。目睹這些前朝遺物，大有人去

樓空，時不我與之感。

  從 Cetinje 開車向 Budva 駛去，在懸崖邊見到 Adriatic 海，小島 Sveti 

Stefan 美極了。密密麻麻的紅頂白身小屋，雜了些綠樹建在島的磐石上。一

條長長的白色堤壩和大陸相通。堤壩近陸的頂端兩旁是蛋黃色的沙灘，直延至

大陸的遠處，呈一英文字母「Y」形。小島本是一漁村，現已改為一豪華旅館。

Maria 說入內參觀是要收入場券的。

  我們在 Budva 停留了一個鐘頭。這是 Adriatic 海岸的避暑勝地，有很長的

海灘作泳客的天堂。沙灘上的古城毀於 1979 年地震。現在的新古城是重建，

有點像狄士尼樂園，進內宛若入了迷宮，相當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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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va 是這黑山一日遊的尾聲，在短短的時間內腦袋塞了很多奇麗的風景，

湛深的歷史文物，希望能牢牢記緊，不會漏掉。回程到 Kotor 灣旁 Raze 鎮的

碼頭時，天竟降下毛毛細雨來。在渡輪上看那煙雨迷濛中的峽灣，高山罩上一

層面紗，別有一番景色。「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裝」。 就此結束了美滿的

黑山一日遊。

  後記 :校對此文時，黑山已脫離 Serbia 成一獨立國家。

南斯拉夫黑山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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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西伯利亞

  俄國幅員遼闊，世人皆知。其中四份之三是屬於西伯利亞 Siberia。這廣袤

土地全在亞洲境內，可以容下十八個法國，若能自成一國的話，西伯利亞將

是地球佔地最大的國家。它的西以 Ural 山脈為界，此亦是分割開歐、亞二大

陸的。北臨北極圈內的大海。東指太平洋。南毗鄰中國、蒙古、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西伯利亞原是一國後成為俄國殖民地嗎 ?不 !中世紀時原居民是亞洲東部遊

牧民族聚居，他們是沒有國籍的。後蒙古鐵蹄踐踏下土地成了 Golden Horde

下的治民。蒙古敗亡潰散，十五世紀後 Khanate of Sibir 取而代之成了西伯

利亞臨時主人，統制很鬆懈的。

  俄國於一五八一年開始探險西伯利亞，直至十九世紀。莫斯科王國 Tsardom 

of Muscovy 中很多軍閥作領導。他們掠取西伯利亞土地並向當地居民徵收稅

項。但不等於將西伯利亞變成殖民地，因為俄國人和土人通婚，慢慢地將他們

同化，變成俄國一族。早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俄國移民已在 Khanate of 

Sibir 原有土地上建起城鎮。

  西伯利亞大地蓋着高山和近北極的松柏區 taiga，這是罕見人跡的叢林。初

步移民唯一動機是遠離文明，拋棄傳統，很多是政治上或宗教上被逼害者。後

來未必盡然。十九世紀前半激起尋金熱，湧入大批俄國移民。後俄國廢除奴役

serfdom。很多農奴因為俄國本土不夠耕耘要往西伯利亞覓新地域謀生。時至

今日，西伯列亞人口有四份之一是俄國裔。十九座城市超過十萬人 ; 三座城市

超過百萬人。

  二十世紀工業來到西伯利亞。城市更需求建設擴展的勞工。移民不再是自動

而是被逼。除槍決外，流放西伯利亞成了很普遍的刑罰。文學家 Dostoyevski

被流放，將他在西伯利亞生活納入作品中。史太林也被流放六次 ; 他逃亡了五

次。嚴寒的冬季能將溫度降至華氏負一百一十二度 ( 即攝氏負八十度 )。這也

是流放西伯利亞令人肝膽俱碎，凍 (痛 )徹心脾的原因。

  Novosibirsk 有人口一百四十萬，是西伯利亞行政中心。它東距莫斯科二千

零九十里。它亦是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主要站頭。一八九一年沙皇 Alexander 

III 開始建一鐵路將俄國東部和西部連貫起來。這鐵路終於在一九零四年開

啟，可乘火車從莫斯科到太平洋港口海參威 Vladivostok。Trans-Sib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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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road 是全世界最長的鐵路。這鐵路可幫助現今遊客深探西伯利亞的不毛之

地。

   西伯利亞人有異於歐洲俄國人。他們勤懇耐勞。因為居住環境惡劣，他們

應付外來的挑戰很有彈力，更能隨機應變，更容易化解壓力，克服困難。他們

不浪費精神在雞毛小事上。在言語和行動上都是一針見血。一九八四年秋末我

曾蒞臨西伯利亞東，瀕貝加爾湖 Lake Baikal 小城 Irkutsk，和西伯利亞有皮

毛接觸，希望能將回憶寫在下篇文內。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執行焦土政策以應付德國侵略。物資移往 Ural 山區，

西伯利亞工業跟着蓬勃起來。本土亦發現深藏石油資源。毫無疑問，西伯利亞

是俄國一大塊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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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六一年西伯利亞東部的小城 Irkutsk 建城作為往遠東 Kamchatka 半島和

北美洲亞拉斯加探險和移民的基地。幾個世紀以來俄國沙皇及二十世紀共產黨

蘇維埃政權首腦流放很多政治犯到 Irkutsk。在這多麼智識份子薰陶下，居民

的文化水準很自然地被提升。於是 Irkutsk 獲得了「西伯利亞的巴黎」美名。

  此城離蒙古和中國的邊界不遙，是很重要的邊城，貨品轉接站。一八二五年

俄國本土激出十二月反抗。這些叛逆名為 Decembrist 企圖推翻俄國 Romanov

皇朝，廢除沙皇 Nicholas I 。但不成功。很多 Decembrist 首領在聖彼得堡被

處決。一些貴族背後支持革命者被流放到Irkutsk。他們帶來俄國風俗和傳統，

在這化外重建家園，現市內處處留下遺跡，最龐大的家成為民族博物館。

  在新冠病毒 COVID 19 陰影籠罩下，人人自危。各地政府勸人民盡量禁足出

外。我的旅行興趣因而被剝奪。以後仍有機會否是一大疑問。在前文曾道及多

處，家居無聊得很，只好以文墨自娛。歷年來我到過的地方眾，曾寫下多篇遊

記，但有很多漏網之魚。感謝神賜予較強的記憶力。現雖步入桑榆之景，記

憶還算清晰。三十多年前我有兩次從倫敦橫跨歐亞大陸進入中國。一九八四

年我曾在這西伯利亞小城 Irkutsk 停留了三天二夜。追索起來，總是片斷零

碎。我在遊記「鐵馬冰河入夢來」曾記此旅行。着墨處記中亞細亞，忽略了

Irkutsk。現在此補記二三事，是在腦海中沉澱了的渣滓。

    Irkutsk 舊城中心有很多木建築物，曾屬於開段提到被流放此地俄國犯人

之家。牆、窗框、門……都有精細雕刻的幾何圖案或動物素描，被譽為繡花綑

帶屋實不為過。整座樓宇塗以兩種或多種顏色，鮮艷奪目。二十世紀工業革命

同時革掉歐洲俄國大城市的舊建築。很多被拆除而換上新的。而在 Irkutsk 可

一窺俄國的老文化，將時光倒流 ! 廣場上有一怪獸石像名喚 babr，是老虎和

河狸 beaver 的混合物，這是市的象徵。有一永恆火焰，紀念第二次陣亡的將

士，還有一紅軍司令銅像，是 Irkutsk 籍的英雄。幾所古教堂是石建的。雖然

規模比歐洲的小，但氣勢和華麗不遑多讓。

  Irkutsk 地處嚴寒之帶。有些泥土雖在夏天積雪也不會溶解。我到訪時是十

月中，出門時大雪紛飛。關外早寒，有如斯耶。「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

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最難忘懷的是和團友德國人 Herr 

Pulvermacher 在 Angara 河邊漫步。Angara 河從貝加爾湖流出，穿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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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奔馳，與主流 Yenisei 河會合，傾注入北冰洋。彼時旅行團只有十五人。

Herr Pulvermacher 是從 Dusseldorf 來的工程師，他略懂英語，不足處用德文

補上。那時我略記得少許大學時修的德文。總算勉強可以溝通。這是無意得來

的友情，非常短暫。一剎那間在回憶中變成永恆。天飄着柳絮般的雪。寒風刮

在面上，宛若被撕裂。但友情之火，在心頭烘得暖和。

  寄寓 Irkutsk 的高潮是一整天貝加爾湖 Lake Bakal 遊。離市南僅七十公里，

不足兩個鐘車程。湖早已結冰。可以在湖面上漫步。這位於西伯利亞南部的湖

擁有地球上五份之一新鮮的水。亦是最深的湖，可達五千三百七十一尺。半月

形的湖澄清的水宛若水晶，有「西伯利亞藍眼睛」綽號。午餐就在可近眺湖景

一小茅屋內。餐後欣賞湖邊小村落，生活得很純樸。有一屋園地上有好多隻大

白鵝。我走近細看。一隻大白鵝領了不下十隻向我洶湧而來。本來我和動物頗

有緣份 ( 見西班牙第一篇遊記 )。但這鵝群可能來意非善。向我示威，不許侵

犯它們地盤。我急忙離去。在旅館晚餐時碰上十多本地人在慶祝生日。他們竟

向我們各人送來一碟蛋糕和一杯葡萄酒。多麼美好的回憶 !

緬懷西伯利亞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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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歸古堡

  五月參加了瑞士鄉村路行。這是一個頗有深度的旅遊。在短暫的兩個星期

內，將瑞士恢宏秀美的湖光山色中的精華代表，羅列眼前。我們常稱譽那些出

類拔萃的人物為「人中之龍」。那麼那景點可以居榜首呢 ?我認為 Chateau de 

Chillon 是其中給我震憾最大，印象最深的，我就封它為「景中之龍」罷 !

  此地的譯名在早期的旅遊書籍中為「棲龍古堡」。這是很有意義的。另一方

面是根據字面用英語發音。然而 Chateau de Chillon 處在瑞士法語地區內。

正確的譯名應是「石墉古堡」，即取土人讀音 Shee Yon。若取英國詩人拜倫

Lord Byron 的長詩 Prisoner of Chillon 的描述，給它譯作「士隱古堡」，

更有詩情了。

  從洛桑 Lausanne 乘遊輪渡藍夢湖 Lac Leman 的東端赴士隱古堡的確是旅遊

中的上品。藍夢湖又稱日內瓦湖 Lake Geneva，北臨瑞士，南連法國，處在分

界線上，是阿爾卑斯山脈上高原的一大湖，形狀似一蛾眉月，高山環繞，煙波

浩淼。它是終年峰頂白雪皚皚群山內鑲了一塊晶瑩剔透的藍寶石。藍得出奇，

藍得如夢似幻。瑞士湖山之美，早有不少文人墨客描繪。我悠閒地坐在船的甲

板上，柔和的湖風，輕輕地拂過面龐。船過處，白浪滾滾，在藍寶石的層面上，

劃上了一度長長的割痕。舉目四顧，遠處崇山都戴上一頂白帽子。南岸法國，

多是山野，少見人煙。北岸瑞士，遍地都是村落，潔白的小房子，配上脂紅或

蛋黃的屋頂，亮麗極了，都在花樹掩映中。間中見到一大片綠葉婆娑，倚在山

腰中，大概是葡萄園了。我目迷五色 : 遠山的白雪，碧瑩的湖水，翠綠的樹

草……織成一彩錦，構造一艷麗的畫卷。難怪遊客流連棲遲，在此暮春佳日，

不能辜負此大好湖山。這是我第四次蒞臨瑞士，第二次涉足藍夢湖。已三十多

年了。總不能忘懷湖的西端，日內瓦城內的長長水柱噴泉，飄灑下千萬塊茉莉

花瓣。勝地重臨，歲月如梭逝去。從少壯漸趨遲暮，正是 :

  「放眼極八百里，天際濤聲，日中帆影，雲間山色。眼底湖光都搜住，客囊詩料。

    一醉已三十年，意中人少，夢裡事多，身外名浮，目前景幻更何論，鴻爪泥痕。」

  船行了個多鐘頭，遠遠見到了一龐然大物，靠在岸邊的湖面上，像一超級巨

型的螃蟹，從水中冒出來蹲着。船在身邊掠過，原來是一小島。島上佈滿參差

不齊的樓房，雜有高矮不同的塔，高的是斜邊三角，矮的是圓錐。給人的感受

是渾厚穩重，這就是高據瑞士旅遊熱門首席的士隱古堡了。船在附近的碼頭停

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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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湧入眼簾的士隱古堡是石頭。大大小小的石塊堆砌了城門、樓台、高的尖塔、

矮的圓錐塔，沉甸甸的壓在遊人的心頭。其色彩是灰和白，更加強了它的陰森。

跨過了從古吊橋改建而成的現代橋，便踏入了鵝蛋形的小島。它像一巨蟹延伸

到藍夢湖的水面。古堡是由二十五座不同時代建築的樓房組合而成。這些建築

物裡內都有通道連橫相接。其間有四處庭院。台階上，水槽邊滿栽花卉，綠樹

青翠欲滴，繁花鮮艷錦簇，給這色澤單調的古堡平添了無限生機。空間最廣袤

一處被中世紀時侯爵用作集會，審判罪犯，及接待賓客的場所。古堡南面對藍

面湖，北靠阿爾卑斯群山，離陸地只有一狹長水道。去掉了小橋儼然是一石島。

形勢險要，扼南通義大利咽喉，自羅馬帝國以來，便建重要戍站於此。雖然異

代樓宇交雜，那些長廊，繞牆走道，梯級把它打成渾然一體。我就踏着那崎嶇

不平的石塊，進了那宛若迷宮的士隱古堡。

  很顯然，古堡有兩面不同的面孔。朝陸那面佈滿了雉堞、箭洞和垛口，令此

成為防衛的要塞，殺氣騰騰。對湖那邊有很多觀景的大窗，下框遼闊，簡直

成為窗台。古時婦女可坐在上面悠閒地織補衣裳，確實文質彬彬。堡內有四十

多間廳房，我只參觀了少部份，最豪華的是飲宴大堂。牆壁釘了堅厚的紅木，

棟飾塗上家族的標緻。傢具頗見疏落，因為早期的統治者 Savoy 侯爵，(1150-

1536，首府在義大利的多倫 Turin) 一年中只駐驆在士隱古堡個多月。他們有

很多離宮，古堡不過是其中之一。他們要輪流巡視以操演其在各屬地的勢力。

缺席時由古堡司令官執行政權，我參觀了三樓的臥室和浴室。浴室內設有一大

木盤。旁有一壁畫，是主人沐浴的特寫鏡頭。他正在寬衣，私處全露。一女僕

人手持大毛巾和浴具侍候在旁。男主人面呈尷尬，一片無可奈何的表情。這是

很具幽默性的傳真。臥室內有一寬敞的大牀，看來甚舒暢。久行了雙腿酸軟，

真想躺下休息片刻。三樓廁所在一角內隱蔽凹處。一長椅有兩大圓洞。我向下

俯望，洞下空空的，棄物可直抵湖面。二人同時「辦公」，不成問題。難道軍

情緊急，在此生理上緊急之際，也不能浪費時間，互各兩口同用嗎 ? 我參觀了

浴室和廁所。士隱古堡是中世紀衛生條件最好。古堡是污垢的叢會，疾病的源

頭。主要原因是缺水。而此古堡有湖水洗滌骯髒，有山泉供應飲料，確實很難

得。樓下設有文獻館，闡述古堡的歷史和地理 ; 建築模型室，觀者可對其結

構一目了然 ; 和賣物店，可購取些紀念品以誌「到此一遊」。這都是挪用一

些大房的。

  瀏覽地牢是訪問古堡的高潮。從光滑的石級踏入。那高高拱形圓頂天花板顯

得這是一巍峩而粗獷的囹圄，隱含着歷代的幽怨和哀傷。牆壁和石柱都是冷

冰冰的。地牢和藍夢湖在同一水平線上。有一秘密水門直開往湖面。一五三六

年宗教改革後的動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兵戎相交，在伯恩的瑞士新教徙

Bernese 攻陷士隱古堡。Savoy 的守將就從水門逃出，乘船渡藍夢湖南奔義大

龍歸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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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現在地牢有電燈照得四處通明。古時監獄是一片漆黑，只有些許陽光從牆

壁上的裂縫和隙口偷偷地射入，勉強供給了微弱光線，可以看到鄰近濕潤地

面。一八一六年英國詩人 George Gordon, Lord Byron 拜倫遊士隱古堡，寫下

長詩「士隱的囚徒」。現我抄下幾句反映出監獄甚為怖厲的氣氛。

There are seven pillars of Gothic mould,

In Chillon’s dungeons deep and old:

There are seven columns, massy and gray,

Dim with a dull imprisoned ray,

A sunbeam which hath lost its way.

  每一石柱都有一鐵環，連着一條長長的鐵鏈。犯人被鏈綁着。手足傷痕纍纍，

都是被鐵鏈嚙過遺留的痕跡，拜倫觀這驚心動魄的場面後，在一石柱上刻了自

己的名字。現已被膠片封着，成為古蹟一部份了。他的長詩有三百五十多行，

情詞凄惋，纏綿悱惻，且激發讀者沉思，對宇宙和生命的意義發出玄想。以下

簡括詩的內容 :

  這不具名的囚犯母親早已逝去，仍有一父慈子孝，兄弟友愛，樂也融融的大

家庭。在六兄弟中排行第四。因某種因素 ( 拜倫不指明是宗教或政治 )，這家

庭和當權者發生衝突。在父親領導的革命中，二哥和三哥戰死沙場。父親和大

哥被擒後受處活焚酷刑。他和二位弟弟因年較幼被擲入士隱堡壘的地牢內。三

人分別縛在不同的石柱上。瞧不見對方的面孔，只能用談話稍作溝通。呼吸着

潮濕空氣，吃的是粗劣糧食，終年不見太陽，環境污穢，簡直是人間地獄。長

詩是用囚犯口吻慢慢述來。講者知道失去自由後唯一生存的動機，是鼓勵二位

弟弟掙扎活着。他們只能回味兒時美好的時光。但說了多次，故事也沖得淡然

無味了。

  五弟本是一獵人，過的是戶外生活，無拘無束。囚禁給他心理上的折磨，比

肉體上大得多。他終於抵受不住，絕食而倒斃。講者要求守衛將他的遺體葬在

島外陸地下，以遂他身繫囹圄，魂遊曠野的願望。守衛不聽，就將五弟草草埋

在地牢一角。現只剩下講者和六弟相依為命。

  六弟溫婉俊秀。面容酷似亡母，是家庭中最受寵愛的寧韾兒。且性格柔和慈

愛。從不為自己不幸的命運埋怨，只聽到別人悽慘遭遇時哀傷下淚。自五弟溘

然長逝，六弟悲痛欲絕，形神俱瘁。講者真想過去與他抱頭痛哭。但身體被牢

牢拴在柱上。力不從心。只能用優雅的詞句，溫柔的語調，不斷安慰他。當他

聽到六弟聲浪漸趨微弱，呼吸轉變沉重，便知道他的唯一親人不久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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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岑寂了好幾天。講者知道情況不妙。拚命奮鬥掙扎。好不容易擺脫枷鎖，

走過去綁六弟的石柱一看，已空空如也，他早已告辭人世，被埋在地牢另一角。

講者肝腸寸斷，欲哭無淚。他真想絕食了卻殘生。但上帝賜予寶貴的生命，不

能自暴自棄。突然窗外飛進一藍色小鳥。羽毛艷麗光澤。這是六弟的靈魂回來

陪伴着他。翌日小鳥飛走了。他感覺非常孤獨，難以忍受的寂寞。可能守衛憐

憫他孤苦伶仃，不再縛他在石柱上。他手足已無拘束，在地牢彈丸之地內循環

躑躅。小心翼翼，避免踐踏着二位弟弟的新墳。他不再從地牢的光暗去測日出

日落，默默計算年月。從此，地洞內的老鼠，牆角邊的蜘蛛也成了他的伴侶，

不忍傷害它們。這也是上帝創造的生命，聽其自然罷 ! 他的心境已從寂寞趨於

寧靜。對宇宙和生命的看法，也從悲觀轉為達觀了。他已變為隱於獄的高士。

  虛度歲月不知年。講者本身已垂垂老矣。不知過了多少年。一天地牢開放了。

原來革命軍已攻破士隱古堡。講者被釋放出來，恢復自由。他舉目無親，孑然

一身，茫茫人海，歸宿何處?他對士隱古堡這個久居之「家」，倒有無限依戀，

捨不得離開。

  拜倫的傑作是英國文學瑰寶。我的譯述，是夾雜了我自己的了解和詮釋，大

有不實不盡之處。讀者若閱讀原英文本，請海涵包容。我認為這長詩畫龍點

晴處是結尾。牢獄是在囚犯的心中。講者從士隱古堡被放出來，走向世界。但

世界全是陌生的，沒一位相識的人。其實講者沒有將自己從心中的牢獄釋放出

來。地方只從一小小的士隱古堡換上了大無邊際的世界。結果整個世界就是他

的大牢獄。

  士隱古堡經拜倫長詩表揚後，文學家源源而至，如 Rousseau, Hugo, 

Dickens, Flaubert,Daudet(「最後一課」作者 )……等。古堡成為瑞士最熱門

的景點，每年超出三十五萬遊客。因其地理條件優越，倚山伴湖，而本身建築

有一古樸、粗獷、豪邁之美。其歷史深厚悠久。加上詩人墨客留下的墨寶。遊

瑞士而忽視士隱古堡應是終生遺憾。  

  拜倫在詩的首題稱這是一傳奇故事。其實有少許史實依據。士隱古堡確曾

有一知名度頗高的囚犯 Francois Bonivard, 誕生於一四九三年，出生於富裕

家庭。青年時從伯父手中接管日內瓦近郊 St. Victor 一小修道院，充任方丈

Prior 之職。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揭起宗教大改革，如火如荼，歐洲各地豎起

反羅馬天主教旗幟。日內瓦也成了新教徒 Protestant 的溫牀。且蘊釀脫離

Turin 統治者 Savoy 侯爵獨立。當然 Bonivard 追上時尚，鼓吹日內瓦建一共

和國。Savoy 撲滅這運動不遺餘力。Bonivard 被投於獄兩次。第二次是一五三

零被禁於士隠古堡，為期六年。一五三六年 Savoy 發兵討日內瓦。危城被圍。

於是向鄰近的新教徒勢力伯恩 Bern 求援。Bernese 採「圍魏救趙」計，先攻克

龍歸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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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oy 堅城士隱堡壘，闖開南下多倫的大門。同時將 Bonivard 解放出來。和他

同囚的還有三位犯人。其中一人本是多倫貴族，因謀殺隨從劫取財物罪入獄。

Savoy 發臨時赦令。命他助守堡壘。令未施行，Bernese 革命軍已入堡壘。司

令官立即在最大的庭院內將此不義之徒斬首示眾。彼時日內瓦重圍已解，正式

成立共和國。

  Bonivard 做了六年南冠客。日內瓦當局認為他是民族英雄。且憐他家產全

被 Savoy 沒收，徵用他入市局作參事，有固定的年薪。他恢復了自由，同時復

原了年青紈絝陋習 :狂歡，酗酒，賭博。導遊小姐 Katrina 告我們，這時期他

和多位女人有染，私產下二十多名兒女，因縱慾而負債，日內瓦政府代他償還。

  物換星移，清教徒 John Calvin 踏上領導首位。他律己甚嚴。對國民道

德要求也甚苛刻。日內瓦從一縱情聲色的地方變為一苦行修道的組合。這

與 Bonivard 放浪形骸格格不相入。他被控多項不道德罪名。不得已移居於

Berne.

  Bonivard 結過四次婚。第一次是在 Berne, 一五三九年娶了一年紀很大的

富孀。不久，這女人病故。淘得了古井，他獲得一筆可觀的財富。第二次是

一五四四年，他和一已有一兒子任職官廳的寡婦結婚。這不是一愉快的結合。

夫婦終日口角，驚動四鄰。Bonivard 寄情於寫作逃避河東獅吼。但作品並不為

當局欣賞，尤其是那目不邪視的日內瓦首長 John Calvin。他的「日內瓦史」

被認為文筆粗劣，風格庸俗，被麈封了近三百年。直至一八三一年第一版本方

被發掘出來面世。這書對西洋史的一大浪潮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有詳盡

的描述。對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有尖銳的抨擊，確有歷史價值。八年的婚

姻折磨，因妻子 Jeanne 逝去而結束。Bonivard 又再娶一寡婦。第三次婚姻也

是很短暫 ; 夫人在不明情況下暴斃。

  一五六五年 Bonivard 已是七十二歲的風燭殘年。他和一才女同居。這才女

本是已獻身於教堂的修道女。輿論攻擊他們沒有名份同居是不道德的行為。

Bonivard 上訴年邁已無力履行作丈夫的責任。但政府迫他們成為夫婦。婚後

不久妻子被控和外人通姦，是鄰舍告發的。奸夫是將才女從尼庵帶走的男人。

男女二人被苦打成招。奸夫處以斬首之刑 ; 頭顱掛在鬧市中。而才女呢，她

被縫在一大布袋內，投在隆河 Rhone, 活活淹死。究竟 Bonivard 是否真的戴

了綠帽 ? 他始終沒有承認，只是說當他請朋友回家飲宴，當夜就被妻子鞭笞。

一五七零年 Bonivard 辭世，終年七十七歲。蓋棺論定 Bonivard 稍有文采，性

格倜儻不羈。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以一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誤捲入宗教改革的

浪潮。「回首已是百年身」。在一全陌生社會內浮沉，被無情的浪花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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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倫自認不曉得真正士隱囚徒 Bonivard 的身世和生平，在長詩中虛構了囚

徒的故事，卻塑造了一偉大的人格，高尚的情操。Bonivard 本是一凡夫俗子，

追逐世間的聲色犬馬，在拜倫生花妙筆下他被升華。且詩的琢字，煉詞，韻腳，

聲調，節拍將士隱囚徒這人物寫得栩栩如生。他的性格蛻變躍然紙上。若結尾

能將他心中囚獄的枷鎖全部脫掉，士隱囚徒便是一無懈可擊的人中之龍。士隱

古堡初譯為「棲龍古堡」是頗含深意的。

龍歸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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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界雨吟滴翠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中國山川，品黃山風景為冠，寫下如此評語﹕“薄

海內外，無如徽之黃山，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我肯定他沒有到過張

家界。否則，他一定不會說這極端和絕對的話。

  我第一次聽到張家界這名字是在 1989 年，在香港一酒席上，遇到一位老前

輩兼業餘攝影家，他向我鄭重介紹﹕「你喜歡旅行，萬不可錯過張家界，其風

景秀麗奇絕，世間難匹。」於是“張家界”深銘腦海。後翻閱書籍，方知道張

家界是湖南大庸縣的青岩山，是武陵源山脈的一支系。驀然記起陶淵明的“桃

花源記”開端﹕“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難道張家界是桃花源的藍本嗎？為甚麼遲至二十世紀八零年代方

為旅行者注目呢？它真是旅遊勝地的空谷幽蘭。

  五月二十三日傍晚，我隨“輝社中國山水遊團”乘機抵達張家界市（前身是

大庸縣城）。留宿在市的邊緣國際大酒店。入夜竟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翌日大

清早起來，見到旅店停車場後的怪石嶙峋，隙間幾線飛瀑撲向地面，水勢甚猛；

綠樹青草經雨露潤澤，顏色更呈艷麗。風颼颼，涼浸浸的，把初夏的炎熱一掃

而清。去日我們在華南飽受驕陽如火的煎炙，現湧進眼簾的是一片淺綠，翠綠，

橙綠，墨綠──綠得這樣新鮮，多麼的生機蓬勃，令我精神一爽。本來行了三

天黃山，筋疲骨倦，心力交瘁，見此如吃了一興奮劑，霍然恢復體力，準備欣

賞即將來臨的美景。

  踏進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宛若入了一奇異的世界，我們幻化成一放大了數

十萬倍精緻陶瓷盤景中的小人物。放眼四望，盡是石峰，石筍，石華表，石

柱……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粗壯有瘦削。這麼多的石山似乎是造物之主像

天女散花般隨意地撒滿地面。

    “真是雲中墮，非從地上生”。

  這些刀削般的峰林，拔地而起，直指穹蒼。

  十多年前，遊桂林也見到些，似乎沒有這處多，密，和挺秀。而且峰上的砂

岩長滿了蒼翠的松柏，盤根錯節般纏著峰腰，在石隙的土壤內吸取肥料。

  記得在黃山北海飯店附近看到“夢筆生花”一景，是上銳下削，棱角分明，

像一巨型蠟燭的石山，挺在半空，頂端長了一株松樹。而張家界的“夢筆生

花”，多得不可勝數。它風景不讓桂林，比美黃山，或可以說取桂林之秀，併

黃山之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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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時雨已暫歇。陰霾的天空顯得沉甸甸的，四周彌漫著水氣，一層薄霧，冉

冉上升，像輕紗細絹圍繞著各石峰，給張家界平添了些迷濛神秘的美，因為隔

了這層薄霧去窺景物似是霧裡看花，恍惚中含著魔幻。

    “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

  上了登黃石寨的索道纜車，見到這薄霧隨氣流浮動，未到山腰，便衍變成濃

雲。在黃山時，天氣太好了，未能欣賞到雲海，想不到在此處無意得之。高的

石峰就像島嶼般顯露在海面上。車子到了黃石寨，外面是一片雲海蒼茫，除了

山上的疊疊松濤，甚麼也看不見了。

  翁希傑夫婦，胡露施和我在一處聊天。可惜啊！在黃山的三日，天氣絕佳，

來到張家界，遇上雨和霧，沖淡了我們的遊興。其實也沒有甚麼可惜。山中

不知年的張家界，氣象變幻萬千。不會因“開放”了，接納了外界遊客而有所

遷就和更改。我能見到雲霧不分，霧化為雲，霧抹山，雲鋪海的奇景，不是大

有收獲嗎？據我所知，來張家界的畫家和攝影師一住便半月以上獵取理想的鏡

頭。我們只有短短的一天，要求萬里無雲的大好晴天，未免太天真罷。方德權

嫂似乎看透我的心思，遞上一圖片，向雲海一角指着﹕「你看，這是五指峰

呀！」這幽默半帶哲理。

   “九千丈雲山不改，憑欄細認舊煙霞”。不錯，你們在煙霞深處，細細認

看罷，金鳳展翅，天橋遺墩，南天一柱，霧海金龜……等景物，不就全在目前

嗎？於是我領會到“山在虛無縹緲中”的韻味了。

  導遊李帆是一年僅三十，舉止溫文的青年。他本是文學班底，所以措詞典雅，

字字珠璣。他解說張家界，黃石寨的命名緣由。張家界是漢初三傑之一的張良

功成身退後隱居之處。在金鞭溪和索溪交接處，近水繞四門有張良墓。黃石寨

是張良老師黃石公居住之鄉。張良和黃石公交往的一段動人傳奇，在漢書張良

傳記載得很詳盡。他年青時，遊下邳（現山東省南近江蘇邊界的臨沂市），徘

徊在一橋上，有一老人在身旁步過，故意將鞋拋落橋底，並向他喝令﹕「少年

人，代我把鞋拾回」。張良大怒，欲施以拳頭。但見他年逾古稀，風燭殘年。

便默默往橋底拾回鞋，且代他穿上。老人微笑點頭﹕「孺子可教也。五天後清

晨在此再見。」張良暗忖此老人來歷不凡。五天後黎明如約而至。老人早在橋

頭等候，向他責斥﹕“對長者不敬，五天後清晨再來！”五天後，張良雞啼時

就起床，匆匆赴約。老人早站在橋邊，對他說﹕“你對長者的禮仍欠周到，五

天後清晨再來。”這次張良通宵不寐，立在橋邊。果然，午夜甫過，老人悠然

步來，說﹕“可也！”出示兵書一束，對張良說﹕“拿去！仔細研究，熟讀後

張家界雨吟滴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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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制勝天下矣。”果然張良憑此韜略，助漢高祖打下江山。我回家後翻閱古

籍，重讀史記“留侯世家”，漢書“張良傳”，和酈道元的水經注“澧水”那

一條。總找不着張良和湘西攀上關係的明文。是不是他晚年從赤松子遊時，和

老師黃石公一同隱居於此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黃石寨是一由懸崖峭壁托起的觀景台，海拔一千二百多米，面積遼闊，近

二十公頃，是張家界最高最大的石山。天晴時沿着台的邊緣向四周極目遠眺，

群山眾壑，全收眼底。所以有“不登黃石寨，枉到張家界”的話。台上有茶園，

泉水，和餐室。因為處處煙霧迷漫，我們草草繞了一周。倒在餐室內欣賞了奇

異動物之一六眼龜。張家界多珍禽異獸，還有背水鴨 --- 頸前有大囊，可以盛

滿足六天用的水量；玻璃蛇 --- 內臟玲瓏透明，華南飛虎……等。室內還有一

寫字先生，能用遊客姓名為頭一字作一鶴頂詩。光顧他的遊客眾多，姚慶同和

女友李雪雯小姐，江達信嫂陳御蓮，都在排隊候教。我奇怪，為甚麼他們錯過

了在上海宋慶齡故居內，諸葛沛先生題詩的機會。他也有臨場作詩的本領。且

他是“千古大名垂宇宙”，西蜀賢相諸葛亮的四十四世玄孫，究竟是名人之後，

勝於這寂寂無聞的寫字先生多矣。王曦光則忙於搜購藝術品。我們總算不虛登

黃石寨此行了。

  沿著“空山新雨後”的金鞭溪畔，作兩小時多，約四英里的漫步，是平生最

快意的享受之一。途間林蔭蔽日，時有水點滴在頭肩上。潺潺溪水，迴旋反復

地流過圓石和青草。

    “餘濕猶沾草，殘流盡入溪”寫盡雨後光景。

  金鞭溪紆迴曲折，由南至北，穿過張家界森林場地中心，在水繞四門處和索

溪交接折向東流入澧水，全程十二英里多。十里溪水，蜿蜒紆曲，穿入峰巒幽

谷間，兩岸是參差大小，形態萬千的奇峰怪石嵯峨並列，正是

    “峰林三千柱，盡在一溪中”。

  溪水清澈晶瑩，依山勢，盤綠洲而蕩漾，是一嬌艷的水彩畫，一灑脫的散文

詩，一優美悅耳的樂章！金鞭溪割山而成的峽谷，好像一條長長的畫廊，躑躅

其間，步換景移。甚麼觀音送子，金鞭岩，神鷹護鞭，醉羅漢，花果山，定海

神針……等，美不勝收，令人目不暇給。無論命名是否貼切景物，一景尚未全

入腦海，又要打點精神欣賞新景。這幽靜深邃的流水，是不是就是陶淵明心目

中的桃花源呢？

  入了金鞭溪景區，兩側山峰高插入雲，其中一座山岩名叫醉羅漢。層層石塊

有圓圓的，胖胖的。雲移影動，給我的幻覺是一石羅漢喝醉了酒，搖晃著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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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欲墜 之勢。清學者魏源題詩云﹕“有時剛風吹石動，便欲搖曳隨雲煙。”

  形容森林幽靜名句，唐詩有﹕“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宋詩有﹕“水

清石出魚可數，林靜無人鳥相呼。”此四句詩只有前三句說對了，因為輝社一

行人喧嘩笑語聲把這寂靜境界破壞無餘。鄺乃良老師見到花果山一景，有感而

發﹕“培正同學在此，這名字多麼適合啊！”其實除了我們，這山林並不全是

空的，沿途有茶水站，小食店，公廁。提起公廁，比黃山上光明頂和排雲亭好

得多了，但仍未免中國大陸的“聞”明。最近讀了桂林市長李春早“要為公廁

革命”一文。上公廁左手執一大葵扇，右手拿一打狗棍。葵扇用來趕蒼蠅。打

狗棍呢？打餓狗也，否則它搶食新出的排泄物，屁股塊肉可能被它吃得興緻濃

時噬去一口。我是屬於雞手鴨腳一類。看來要拜洪七公為師方能揮動打狗棒上

公廁啊！

  小徑兩旁間雜些小販，出售山間土產藥材各雜物。有兩三檔出賣何首烏，這

奇異的中藥我從未見過。急忙行近以廣眼界。是一對果實有枝有葉，男女體型

器官俱備。我正在狐疑怎能生得這麼完美 ? 導遊李帆拉我在一邊，輕聲告我﹕

“這是假貨，切勿購買。”梁桂培沒有買，給小販一元人民幣，攝了人和藥一

幅照作留念。我和三四位同學，進入一小亭稍作憩息。亭內有一少婦背著一嬰

孩坐在石椅上。那啤啤向我笑得很甜，將手中玩具遞給我。少婦說﹕“是女的，

只有六個月大，除了認得爸媽，甚麼也不會說。”我正要用有限的國語問她是

否家在附近，因為在金鞭溪畔我見不到民居，黃秉權興沖沖進來，拿著一盒冬

蟲草給我看，是從二百元人民幣講價至五十元買來的。我見到每條粗如手指。

我熟悉的冬蟲草是細如牙簽，用紅線紮成一束束。但秉權已付錢，我怎能在他

頭上倒冷水，說這可能是假貨啊。途中還有一山歌檔口，是幾位土家族少女，

穿了民族服裝唱山歌，節目表列在台旁，都是俗不可耐的名稱，如“只有小妹

最美貌”，“哥是鑰匙妹是鎖”等。歌聲嘹亮，也算悅耳，道出郎情妾意。

  當路程開始時，有一班挑夫兜售生意，請我們坐上轎子，我們都婉拒。這些

挑夫尾隨在後，鍥而不捨。切勿看輕這金鞭溪畔漫步，雖不似登黃山各峰般消

耗體力，但路程很長，亦不容易啊！他們的恆心沒有被辜負，果然做成了三單

生意。半路中突然瀟瀟下雨，我是有備而來，開了紅傘擋避。遠望密林重重，

風吹葉動，水珠四射，一度小石橋橫跨湍急的流水。突然三座轎子匆匆步過。

密密防雨布幕封得緊緊的，看不到乘客是誰，只聽到其中一人向我打招呼﹕

「國輝兄，行得疲倦嗎？」這翠澗雨吟美極了。可憐李帆。忘了雨具，看快要

重衣濕透。我喚他﹕“李先生，跟我一處行吧。”可惜我的國語太不流暢，未

能借此機會和他盡情交談。他滿有書卷氣，很純樸，是我在各導遊給評價最高

的。行了一段路，見到前面有一出售雨傘的檔口，李帆謝了我，匆匆趕上選買。

張家界雨吟滴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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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鞭溪畔有兩景點值得一記。一是千里相會，是臨溪的兩座石峰，一座形似

頭紮包巾的青年漢子，另一座酷似梳髻少婦。互相對視，脈脈含情，有如久別

重逢。另一景點是重歡樹，是在樹腳處分為兩枝，向上生長兩米，又再合為一

幹，全樹高達三丈。我常說邂逅初遇全出於偶然，但重逢便是蓄意安排了。“人

生幾何，去日苦多”。我和龔懷京四十七年前分手，若不是參加這次輝社中國

山水遊，相信亦沒有緣份重逢。可惜陪我們遊完黃山後，他便離團獨自返回武

漢，張家界之旅，懷京不再在我們身邊，只是情懷依舊，笑語常存，未因悠長

的歲月有所沖淡也。石是千里相會，樹幹是分而復合，這雖是喻情侶，借用在

朋友，未嘗不可。觸景生情，難免感慨萬分。李帆曾指著一景點說是雙龜嘆息，

這“萬石筍立，高秀入天，闖眼突兀，奇甲天下”的迷人景色，何必嘆息？後

來回旅店房間一查地圖，原來是雙龜探溪。回憶十多年前單人匹馬遊杭州，欲

憑弔于謙的墳墓，問本地土著，結果被指往玉泉，「于謙」與「玉泉」，國語

音近。我的國語太不靈光，常鬧出大笑話。

  遊罷金鞭溪，我們乘旅遊車往武陵源區索溪峪鎮一餐館吃午餐，餐後李帆問

我們﹕「下午只夠時間遊一景區，黃龍洞或寶峰湖？任你們選擇後決定。」立

即議論紛紜。黃龍洞是一地下溶洞，內藏各式鐘乳石，此類溶洞我參觀了好幾

個﹕桂林的蘆笛岩，浙江桐廬的瑤琳仙境，澳洲的 Jenolan Caves，西班牙地

中海中 Palma de Majorca 的洞穴，美國的 Oregon Cave……等。所以我選擇

寶峰湖，我遊說翁希傑夫婦和我投同一的票。希傑嫂葉秀瑜說﹕「這樣的天氣，

寶峰湖可能像黃石寨一樣。為密雲濃霧遮掩了。」李澤洲嫂周劍虹助我一臂之

力，為寶峰湖拉票，結果黃龍洞多幾票勝出。李帆真是好好先生﹕「這樣罷，

我另外派一部車，帶部份團友遊寶峰湖，請我一好友作臨時導遊罷。」這樣兵

分二路，皆大歡喜。趙文權夫婦暫作勞燕分飛，因文權拋下伴侶去遊黃龍洞。

我們小團共有十五人。除我外還包括總領隊李榮根，鄺乃良老師和姊姊鄺淑芬

學長，梁果行夫婦，蕭沛錕和好友林子榮先生，姚慶同和女友李雪雯，文權嫂

蔡靜靜，李澤洲夫婦，方德權夫婦，（方鋒培本要去寶峰湖，但上了黃龍洞

車）。行到山腳，便見那寶峰飛瀑迎面撲來。這是一股清流，從百多米的懸崖

頂端傾瀉下來。水至半空，化作無數雨花和水珠。確是氣勢雄渾，若此是預告，

好戲應在後頭。

  寶峰湖是山頂上一大水庫，是有石級直通岩壁之巔，但極險峻。石級盡頭處

是一大岩石裂開一隙，從隙間可仰望一線外的蒼天，隙間泉水淙淙，岩壁苔

蘚密佈。我們選擇紆迴的環山小道登上大水壩，又出現了一遠脫塵寰的奇景。

壩內群峰拔起間出現一湖，湖面波光粼粼，被密密麻麻的雨花點得像獵豹皮。

山色煙雨迷濛，若隱若現在像面紗的霧後。“雲梯百丈上天台，高峽平湖一鑒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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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泓碧水上泛舟，甚麼情調？何等胸襟！“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

斷雁叫秋風。”雖然離秋天尚遠，我已年達花甲，不再是壯年，但這情懷落寞，

數十年如一。湖中除了我們一葉扁舟外，只有一小艇，坐著一披了長長簑衣

的漁翁。船頭站著一鸕鶿，亦喚作魚鷹，這鳥是捕魚能手，為人飼養，捕得湖

中的魚，吐給主人，不會自行吞吃。這人和鳥是這一完美畫面不可缺少的，但

站在生活辛楚的漁翁角度，去看這空靈飄逸的景色，可是隱含着幾許的寂寞淒

清。我想起律詩中的一句﹕“一簑煙雨任平生”，詩情畫意，在此處溶化為一

了。

　　寶峰湖是我一生見到最美麗的湖之一，我們的畫舫，在水面輕輕蕩着。前

面有一碧螺般的山峰阻隔着，疑無去路；舵手把船一擺，側面駛出去，別有洞

天，另闢境界。有一小舟，泊在扶疏枝葉指向水面的灌木叢中。導遊同小俠小

姐，突然唱起台灣民歌“高山青”。一位穿了土家服裝的姑娘，持巨型彩傘，

從船蓬內走出來，報以湘西山歌。同小姐向我們解說，遊船客若能多唱民歌，

土家小妹必定回應。第二次見到泊在湖邊小舟，李雪雯引吭高歌：“瀟灑走一

回”，又有一土家姑娘出來唱山歌。回程時，方德權見到一小舟，遠遠便唱出：

“在那遙遠的地方”。我說﹕“德權，你急於開口，土家小妹可能聽不到呢？”

一小舟撥浪泛來，追及我們的畫舫。舟中另有一位土家姑娘報以山歌。真是出

人意表，有道是﹕“碧水染得群山綠，人面桃花波映紅。”

　　李帆和我們，臨別依依。自我介紹是湖北襄樊人，離鄉別井，獨自來張家

界闖天下，多時懷念數百里外的故鄉。今日有緣，和我們這班萬里遠客相遇，

要獻唱舊歌“流浪”作贈別。他很有音樂天才，我就在餘音繞樑中，告別了這

人間仙境。

張家界雨吟滴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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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有重山之險

  自從小學時入迷於三國演義，我對四川省便非常嚮往，大概“演義”後半部

的故事現場多在四川。巴蜀為天府之國，足以閉關自守，乘時崛起者，都竊踞

稱雄，像西漢末公孫述，三國劉備，東晉李特，南北朝蕭紀，唐劉闢，五代王

建，孟知祥等。縱觀中國歷史，華夏有變，四川先為兵鋒，有“天下未亂蜀先

亂”之號。李商隱寫了一首詠巴蜀的七律，囊括了四川特殊地理環境，兼涉及

其歷史：

   井絡天彭一掌中，漫誇天設劍為峰，

   陣圖東聚夔江石，邊柝西懸雪嶺松。

   堪嘆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龍，

   將來為報奸雄輩，莫向金牛訪舊蹤。

  古蜀主建都於天彭（即在成都北約五十里的彭州市），分野廣大的巴蜀地處

青藏高原向平原，丘陵過渡的地帶，東，西，北三面環高山，幾條大河從北向

南流，注入長江，詩的次句用劍喻高峰的森嚴，三句謂諸葛亮在白帝城邊留下

的八陣圖，江流石轉，氣壯山河，紀東川之險也。1984 年我乘“東方紅”輪渡

從重慶，穿三峽而下江陵。見到了瞿塘峽的夔門天險，灩澦迴瀾，深悟到杜甫

詩：眾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

  這“爭”字確是神來之筆，是使全詩躍然紙上的眼睛。去年在黃山西海飯店

前和闊別了四十多年的初中同學龔懷京倚松夜話，他說：“我知道你足跡遍天

下，但你還沒有到過我的家鄉四川省。”我立即作辯：“我曾到過重慶，涪陵，

和萬縣，難道不算數？”他向我作神祕一笑：“你當時以為到了四川，今天我

告訴你，你其實沒有。”我恍然大悟，1997 年三月十四日起，川渝分治，重慶

繼北京，上海，天津後，成為中國第四直轄市。巴東地區全部撥給重慶市，所

以和懷京一夕話後，便暗自許諾，要目睹李詩第四句描寫的雪嶺青松，扼陝西，

甘肅，西藏之隘的一部分。這夙願終於在這次“培正輝社中國西南遊”得償了。

  這是輝社第三次舉辦國外旅行，我們同學間交誼深厚，情好密切早是有口皆

碑。從總角直至現在的黃金時代，數十年如一日，同窗共硯的情懷未有因時空

分隔而有所沖淡。年事漸高，身在天南地北，藉旅行作兩三星期的聚首，實人

生樂事之一也。“歲月行如此，江湖思渺然。”況且上次蘇，杭，黃山，張家

界之遊，故國山河的壯麗秀逸，常在夢魂縈繞中。正是“舊國經年別，關河萬

里思”，再動重蒞神州之念，於是和翁希傑及嫂夫人葉秀瑜磋商，安排此中國

西南遊。蒙他們不辭勞苦，數次和中國青旅社接洽，兼頻頻和同學電話和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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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一行二十六人，終於在四月初出發。團員中有鄺乃良老師，我的多年好

友梁桂培，及低我們十級的恆社周榮超同學。

  我們從張家界飛抵成都的雙流機場已是晚上七時多，在入居錦江賓館之前，

在城南一餐館晚飯。總領隊鄧桂峰和四川導遊闞波考慮到我們這批老華僑，寓

居外國多年，可能抵受不住道地四川菜的滋味，所以這星期內，吩咐所有廚師

手下留情，免放紅辣椒作料。何汝顯立即抗議：“不行，我們有些人遙遠趕來，

目的是品嚐川菜。”於是“麻辣席”臨時產生了。席友包括何汝顯，蔡煒國夫

婦，鄧鎮郛，鄭惠安夫婦，王曦光，鄺淑芬學長（鄺老師的二姊），梁桂培，

周榮超和我。黃秉權的大嫂黃蕙馨亦能吃辣的，因為陪同家人，不便和我們同

席，所以碰上精彩的菜式，我們一定分她“一杯羹”。在成都過了一夜，翌晨

匆匆踏上征途，長途汽車赴九寨溝。我這次旅行唯一的遺憾是成都只是一轉折

站，我未能痛快淋漓地觀摩這歷史名城的文物。這是參加集體旅行“鴨仔隊”

一大缺點，幸好回程時尚有大半天在成都，總算作了一走馬看花式的巡禮。

  從成都往九寨溝需要近十個鐘頭車程。途經灌縣，汶川等古鎮，都是風馳電

掣，過而不入。沿着岷江北上，公路迂迴曲折，時而盤山而上峰，時而繞河而

入谷。李白詩：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

  信然也。蜀中之棧道峽江，雄奇甲海內。高峰拔地，當人而立，山勢奇險卓

絕。萬山環合，處處生雲，車前數尺，即不辨途徑，為雲霧掩隔也，仰望山峰

已插入穹蒼，而更上猶有巍然大石，山之高可知矣。俯視不見山足，但見岷江

滔滔白浪向南流動，雲根深插水中，山之峻峭可見矣。所以杜甫詩云：

   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李白和杜甫都在四川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期間，

所以以如椽大筆，寫四川重山疊疊的險要，如此筆力，狀雄奇的景物，足以凌

駕百世也。

  車程遙遠，曾在路邊小站停下數次，給我們憩息。洗手間收費人民幣五毛，

沒有碎幣的只有緊跟着別人作“白食”。鄧鎮郛即席揮毫，先付守門人五元，

對我說：“你寫遊記時，切勿漏掉我豪氣干雲，請九人如廁也。”車停在茂縣，

在茂縣賓館內午餐。“麻辣佬”中的何汝顯，王曦光，周榮超都是美食專家，

臨時多點了一大碗擔擔麵，叮嚀要下齊原料，果然吃完麻得唇舌也痺了；不能

吃辣的咄咄稱奇，欽羨不已。第二大站是近九寨溝口的達基寺。帶我們觀光的

圓悟和尚，是一四十上下的彪形大漢，口若懸河，宛然一在商場上打得瓜滾爛

熟的賣貨員。這喇嘛寺藏在深山中，不算雄偉。別開生面的是寺旁一連串的翻

經盤，是一長筒釘了很多活頁，圓悟解說藏人多是文盲，只要心內禱告，將長

筒撥動一周，就等於讀完了活頁內的經文。我心想有如此速成辦法，可以解除

蜀有重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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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時“開夜車”默記之苦了。參觀完了寺內外，圓悟要求我們放下些香油錢，

足二十元的送白絲巾一條，足五十元的送黃絲巾一條。他的徒弟帶來一大束，

果然其門如市，轉瞬間已售空。我頗懷疑這喇嘛僧是否入錯行？

  離開達基寺，汽車沿蜿蜒的山路跨越岷江源頭的山嶺，盤旋下山，谷內深處

便是九寨溝。山路死角頗多，斜坡傾度很大，司機是鄒師傅和他的徒兒申師傅。

後者是廿多歲的年輕小伙子，老師嫌他膽色不夠，師徒時生齟齬。鄒師傅雖技

藝嫻熟，他在輪盤後時現出藝高人膽大，坐車前的同學觸目驚心，車子似乎衝

向懸崖或和迎面車輛相碰，鄒師傅都輕輕帶過，似乎險象環生，變故出於俄頃，

全是有驚無險。我全神貫注於路邊風景，見到了紅軍長征紀念碑群雕，是有坐

有立的軍人銅像，原來此是當年二萬五千里長征所經過的路線。此地已近甘肅

省邊界，三國時屬陰平，熟讀三國史的一定知道鄧艾偷渡陰平襲取成都滅蜀的

典故。

  公元 263 年，司馬昭大舉伐蜀，遣鄧艾絆住姜維於沓中，鍾會分兵漢中，取

漢，樂二城。姜維腹背受敵，首尾難兼顧，遂用棄卒保將計，讓魏兵全據漢中，

取道陰平回師劍閣，列營守險，抗鍾會大兵，扼劍門蜀道的咽喉，魏軍不能飛

越。糧道險遠，師老無功，魏兵欲引還，鄧艾突生奇計：

   繞道劍閣西百里，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

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裏，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先破江油。成都的前衛綿竹守將是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忠有餘而謀不足，

臨陣殞身，綿竹遂破。成都震怖，後主劉禪不經此嚇，開城門求降。姜維諸將

在前線苦戰魏兵，料不到腹心先潰，咸怒髮衝冠，拔刀斫石，於是假降鍾會，

巧施離間毒計，借刀殺人，使鄧艾功高被疑受誅，且推波助瀾，速成鍾會作反

之謀，圖混水摸魚，恢復蜀漢。後雖奇計不成，和鍾會同死亂軍之中，其心可

憫，其志可嘉，無慚諸葛亮知遇之恩也。

    九伐總無成，心師武侯，能繼祈山六出志；

    三分不可恃，計誅鄧艾，終復陰平一敗仇。

終成了姜維的蓋棺論定。我這次乘車往九寨溝，看到岷山的峻峭崚嶒，想到李

白“蜀道難”的描述：“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上有六龍迴

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猿猴欲渡愁攀援。”不覺

駭然興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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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溝口，已是涼風習習的晚上。此處賓館林立，旅店餐室的霓紅燈星光熠

熠，宛若是一小賭城，那有點兒荒山野嶺的痕跡。居停處新九寨溝賓館只有一

年新，但當晚停電數次。有些人在沐浴，黑暗中模索肥皂或毛巾，有些人在“出

工”，黑暗中模索草紙。其狼狽情景可以想像得到。此是僅存的原始氣息罷。

原來溝口沒有總電廠，各賓館自行發電，供應線未臻完美也。1994 年何汝顯夫

婦初到貴境，住的是藏族土著辦的招待所，夜間在床上可以從破屋頂的隙縫仰

視月亮，星星，夠浪漫未？九寨溝的現代化和商業化何其神速也。

  九寨溝位於四川西北部岷山山脈的南段，四面為雪山包圍着，是長江水系岷

江源頭的一條支溝，以藏族九條村落而得名。景區內則查洼，日則，樹正三條

溝構成丫字型。黃山，張界家奇秀，突兀，飄逸的景色一看便使人沉迷陶醉。

九寨溝驟然看下，似乎不是太特別，如此風景，北美洲有很多。回憶追索下，

我覺得九寨溝像夢魘般，附擾着我的靈魂，很詭異，很奇幻，很美！那些水光

浮翠，倒影林嵐，色彩繽紛的風景“似是舊時相識。”想真一點，別處景物未

必是一樣。好像一支繁雜的交響樂曲，分拆開來，每一音符都是熟悉的，但併

起各種樂器合奏產生出音調，旋律，和聲，數調齊奏 Counterpoint… 這便構

成一獨有的藝術作品。九寨溝美的精華是水，在這兒，湖，瀑布，灘，泉，急流，

一應俱全，宛若三條長長的翡翠鍊，穿了些明亮的水晶，多粒璀璨的鑽石，和

一塊塊瑩潤的碧玉。這百多個被當地人稱為“海子”的大小湖泊鑲嵌在雪山森

林深處，成了童話世界。張家界的山景，我已作詳細的報導了。九寨溝的水景，

亦值得我大書特書。雖然我凡庸的筆墨未必能寫得出這“山色四時碧，溪光十

里清。”的神粹。

  九寨溝的湖泊大異其他地方的，原因是水質含有大量的碳酸鈣，形這成了湖

底和湖堤的結晶體。這些沉積石在太陽光照射下，呈現各種顏色，絢麗奪目，

供應各海子的森林流泉來自雪山溶冰，再加上經過不同高度之梯湖的層層過

濾，晶瑩的湖水孕育著各種苔蘚，所以碧藍是基本的顏色，藍天，綠林反映在

清澈如鏡的水面上，如詩如畫。鏡海就是其中炯炯者。當風平浪靜，水波不興

時，鏡海像一大塊恬靜的明鏡，反影出四周景物。鳥飛在水內，魚游在空中，

水天不分。當微風拂過水面，吹皺了一湖錦緞，水內的山，雲，樹也隨之搖搖

晃晃，一切靜物都動起來。宋理學家朱熹有詩詠這類的水景：

   半畝方塘一鏡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誰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中國人很有畫家的眼光，文字亦頗含詩意。很多景物經品題後加以美名，確

能令遊人產生遐思。臥龍海湖心有條碳酸鈣形成的堤埂，呈乳黃色，給人印象

蜀有重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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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橫臥湖底一條長龍，在粼粼碧波內，視感中潛伏的長龍在擺動着。長龍上苔

草和雜樹叢生，似長龍紅色的爪牙根鬚，隨浪舞動着，長龍張牙舞爪，有躍湖

而出之勢。盆景灘離溝口不遠，湖中松蘿繞樹，苔蘚鋪地，各類小巧的柳，柏，

樺挺拔在水上，是一精緻的盤景，散射出巧奪天工的靈氣。五花海生滿水綿，

輪藻，水蕨，蘆葦，節節草，水燈芯等草本植物，含不同的葉綠素，所以在碳

酸鈣質的湖水內，顯露出孔雀藍，翠綠，淡紫，素黑等不同顏色。大自然的斑

爛，都被扭揉在這湖中了。

  長海是九寨溝最大，海拔最高的海子，長七公里，寬約一公里，周圍的高峰

常年素裹銀裝，原始森林從雪山延展到湖畔，山水之秀，林壑之幽，令人陶醉。

雨氣寒凝，煙雲迷濛，嵐影波光，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岸上有一株巨大的老

人柏，左側光禿禿的，右側枝葉茂盛，傳說它是為救少女而被惡龍抓掉左臂的

獵人化身。珍珠灘底有很多小洞，表面長着些水柳，杜鵑。當清澈的片狀水流

順灘沿坡湍瀉，激起無數水珠，像珍珠在玉盤上跳動，是溝內的奇景。當我們

遊覽時，紅日為濃雲阻隔，陽光微弱得如月華，看到的是“渚煙空翠合，灘月

碎光流。”這景附骨銘心，怎能忘懷呢？當然我不能漏掉了熊貓海，這是翁希

傑嫂葉秀瑜“接受洗禮”之處。相傳熊貓喜歡在此覓食，因為崖邊箭竹叢生，

湖底大石遠望去似飽餐後在酣睡的熊貓。可惜這幽邃的境界被眾多遊客破壞無

餘，很難再見到熊貓的影跟蹤。秀瑜為了獵取佳的鏡頭不慎“下海”，弄得全

身濕透，當時女團員如王端嫻等立即解衣相贈，我擔心她會着涼，幸好更衣及

時，只虛驚一場而已。

  總結九寨溝之美，這是一將各水晶般的彩湖連串起來的白鍊。流水隨着地形

的高低起伏，製成急流和飛瀑，聲色俱美，緩慢的水散漫成溪灘，千姿百態。

雖然林景和山景也美，終讓了水景一籌，所以有“九寨歸來不看水”的口號。

遺憾的是四川旅遊局設計欠妥善，公路緊貼各景點，觀景時隨時要避車。且遊

客擠塞，沖淡了原野的氣味。但山水綜合的景色永在： 但覺水環山以外，居

然山在水之中。

  闞波替我們安排了晚上民族大廳內的表演。舞廳中央有一寬大的舞台，四周

設多層席座。入座後有苗條的羌族少女奉上奶茶，青稞酒，烤羊肉乾，並代客

人掛上“哈達”（即類似我們在達基寺向圓悟和尚買來的白絲巾）。節目包括

藏族青年男女奔放的舞蹈，激情的演唱，我最欣賞的倒是一羌族中年人吹出長

達四分鐘的笛聲，悠揚，婉轉，兼雄壯：“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這音樂提醒我身在邊遠的四川省亞壩藏族自治州內，中國人包含了邊疆各少數

民族，何等胸懷廣闊啊！表演者服裝奇特艷麗，節目中插有觀眾抽獎和脖子拔

河比賽，不倫不類，使我覺得那二百五十元門票含了“搵丁”的成份，但一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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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羌二族風情，總算開了眼界。

  告別了九寨溝，回程時停在松潘作小息。松州古城樓，橫跨穿城大道，杜甫

詩“野望”開句“西山白雪三城戍”，松州是三城中之一，是唐朝邊陲重鎮，

曾被吐番攻佔了多次。明朝時在四川西北設松，潘二尉，鞏衛隴蜀。民國初將

二州合併成了松潘縣。周榮超登樓拍照，我則穿過樓底，進入松潘鬧市，見到

很多小店出賣乾⋯牛肉，用各種香料泡製的，是本地名產。闞波宣佈：本來行

程是遊覽黃龍風景區，因為冰封未開放，改赴牟尼溝瀑布，何汝顯詐顛扮矇用

廣東話問我：“我地去乜溝瀑布？”語帶雙關，具有高度幽默感。他的國語勝

我百倍，若說聽不清，沒有人相信。

  走完一條長長棧道，穿過叢林，方抵達瀑布。瀑布頗高，氣勢遠勝九寨溝的。

上游是湖泊，下游為一連串階梯式，鈣化了的河床。層層疊疊沖擊成巨大白花，

聲震如雷。鄺乃良老師的表妹夫婦關炎生，李詠慈問我：“又有甚麼詩句詠此

景呢？”我抄下唐詩中七絕：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望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旁邊一位從蘭州來的老太太瞧到，要求我寫一份給她，我只有遵命了。

  又一次欣賞岷江峽谷奇景，途經疊溪海子，是岷江邊一湖，本是農村，因地

震陸沉中陷形成的沼泊，四周夾着高山，依稀是巫峽的翻版。車子行了兩天多，

出現怪聲，我想假若在成都時不是蕭沛錕嫂張小桃斡旋換掉老爺車，未到九寨

溝便拋錨了。這部比較新的亦出問題。鄒師傅停車在山上一空地修理，附近有

一小店賣花椒，我買了一小包（值十元）。鄒師傅以為修理妥當，繼續前行，

誰知怪聲再起，我們又再停下。見到一茅屋前擺上一檯雜物，內有一包花椒，

我暗自思維，很難有機會碰到四川花椒，何不多買一包，於是付給那少婦十元，

將花椒放在口袋內。少婦收了錢轉身回廚房炒牛片，用花椒配料，香味四溢，

老饕王曦光站着看得垂涎欲滴，少婦頓生惻隱之心，在鍋裏用筷子夾了些牛肉

片給他。汝顯嫂煒國問我：“這是她自用的香料，怎麼給你買去？”我拿回車

比較第一包花椒，確實大包得多，冷手執了個熱煎堆。

  鄒師傅忙着修理汽車。我走向懸崖邊俯眺浩蕩的岷江，流水沖着江中的礁

石，頓生回瀾景象。我有點疑惑，究竟水向南流？抑是北流？時已紅日西斜：

“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遠樹浮煙，餘暉照在濁浪上，隨着起

伏不定的波流，閃閃生光，時明時滅，岷江夕照之景美極了，旅行能廣眼界，

信然也。汽車經過第三次修理方勉強捱到茂縣，我暗自佩服小桃的先機卓識。

蜀有重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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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茂縣賓館，見到工作人員穿了民族服裝在停車場內的庭院作歌舞迎賓。想

不到鄉村小鎮洋溢着這樣的熱情。晚飯後結隊逛茂縣夜市，很多小店和小檔擺

上琳瑯滿目的土產。秀瑜是講價能手，梁桂培，周榮超和我購買東西，都由她

出面講價。見她和賣貨員喋喋不休一段很長時間，結果代我買了兩條川珠。我

取笑她：“秀瑜，你講了半個鐘頭價，只省回美幣七角五分，你的工錢不是這

麼少罷。”她回答得很有道理：“入鄉隨俗，我們現在回到中國。”可能四川

人認為是寒流入川了，這些華僑太斤斤計較。

  從茂縣回程成都，途經都江堰。這是世界最古的水利工程碩果猶存者，建於

公元前 250 年，築此堤壩是秦國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引岷江之水灌溉廣袤的成

都平原，沃野六千多平方公里。幹渠三十八條是萬頃良田的生命線，所以四川

亙古以來有天府之國的美譽。眾渠的龍頭分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部分。魚

嘴是形似魚口在岷江江心的分水堤壩，將江水分流入內外二江，外江是岷江的

正流，內江經寶瓶口流入川西平原灌溉農田。寶瓶口是引水口，距魚嘴間築有

飛沙堰，作用為泄洪堤，調節由魚嘴來的流量。三部分的自然配合，解決了分

流，排沙，防洪的困難。今天的水利工程專家觀光都江堰後非常驚異中國古代

科學的卓越成就。旅遊車（鄒師傅，申師傅夜間在茂縣趕修妥當）停在玉壘山

的秦堰樓前。此玉壘山就是杜甫詩“玉壘浮雲變古今”提到的。不錯！世事如

白雲蒼狗的變動，但偉大的都江堰，永恆地造福人民，和日月共存。從秦堰樓

憑欄俯覽那奔騰不息的岷江，我領略到祖國河山的壯麗，深以做一個沾染了輝

煌的中華文化的中國人為榮。這樣的感受是我平生感觸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在

居庸關長城上遠眺山巒起伏的八達嶺。第二次是在洛陽龍門石窟前臨望伊河的

磅礡氣勢。秦堰樓沿山而建，下樓梯級旁和牆角陳列歷代治水名臣的畫像和小

傳。毗鄰二王廟是紀念李冰父子豐功偉績的建築物，正殿是楠木結構，殿柱有

五六丈高，殿內有李冰父子的塑像，在宋朝以後，他們被封為王，紀甘棠遺愛，

恩澤萬世之功也。觀瀾亭的石碑刻了治河的六字口訣：“深淘灘，低作堰。”

二王廟在古柏，銀杏的枝葉掩映下，肅穆莊嚴，沿山一條蜿蜒石板小道直下都

江堰，級數之多，不下於南京的中山陵。安瀾橋在內江和外江分水處，是橫跨

岷江的索橋，溝通兩岸交通的孔道。踏上橋板，橋身左右搖蕩，恍如大海騰波。

我到了江心的魚嘴，欣賞洶湧而來的一排排濁浪，秀瑜行近我身邊說：“很美

啊！”我回答：“以後有何形容呢？”她說：“以後由你寫遊記作補充了。”

她是此行的大功臣，有此命令，這四川遊記便如箭在弦上。鎮郛對我說：“如

此大好河山，不能沒有照片留念。”於是嫂夫人鄭惠安代我們二人拍了一照，

希望我能上鏡，不辜負了當前美景。 

 當晚回到成都，晚餐是四川風味宴－麻辣火鍋，有分紅鍋（湯水用紅辣椒油

泡製）和白鍋或鴛鴦鍋。有各式各類的原料。吃法是打邊爐式，所有菜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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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沸湯內灼熟。我不覺此餐是享受。（一） 人太多，空氣不通爽。（二） 桌

子太小，四人一席，不夠地方“施展拳腳”。（三） 時間不充裕，囫圇吞棗

般吃完便趕去看川戲。在此惡劣環境下，榮超中了招，因為吃了幾塊煮不夠熟

的田雞，次日患上河魚腹疾。我倒欣賞當晚在加州花園旅館內的夜總會演出的

川戲。曲文生動活潑，幽默風趣，充滿純樸濃郁的生活氣息。武打功夫亦頗有

瞄頭，最精彩的是吐火和變臉，大師可一口氣變出九張臉譜，每次變臉，速度

不到一秒。

 次日一早起來，早餐前和梁桂培一同沿着錦江漫步。江邊花園很雅緻，草坪

上有很多打太極和作晨運的人，配上川樂，頗富地方情調。離錦江賓館不遠的

城南大橋本是萬里橋。三國時諸葛亮派費禕出使東吳，送行時話別：“萬里之

行，在於此矣！”所以橋以萬里為名。杜甫“野望”第二句“南浦清江萬里橋”

指的也是此橋。1997 年，政府為了紓暢成都市內交通，把古橋拆除建三合土橋

通車輛。中國現代化犧牲了很多古蹟，時勢所趨，卻令憑弔歷史文物者惆悵黯

然。

成都最重要的景點當然是武侯祠。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是杜甫詠諸葛亮的千古絕唱。諸葛亮的功業，氣節和悲劇都被這首七律一語

道盡，但我認為他的真正悲劇不單止是“出師未捷身先死”，而是此師的不可

能捷。以四川一省的物力人力抗拒強大的魏國有如螳臂當車，所以有後出師表

的“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這等洩氣話。

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戰略為很多史評家如明末王夫之洞識。他感劉備三顧之恩，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其不可為而為”這種精神，確實能震鑠萬世。

武侯祠是紀念他的祠堂，是中國最重要的文物之一。祠宇坐北向南，紅牆環繞，

翠柏掩映，殿堂宏偉，佈局嚴格，很符合他的身份。二門前右側亭內的唐碑述

諸葛之勳，由唐憲宗時（公元 809 年） 宰相裴度撰文，書法家柳公綽書寫，

石工魯建鐫刻。因碑文，書法，刻石都是上乘，被稱譽為三絕碑。劉備殿軒昂

寬敝，東壁木刻了沈尹默寫的“隆中對”，西壁木刻了岳飛寫的“出師表”，

都是筆走龍蛇，書法勁秀。偏殿有關羽張飛等塑像，東西兩廊分別塑有蜀漢的

文官和武將。我驚鴻一瞥下，似乎文臣少了勸後主迎降鄧艾的譙周；武將缺了

三國演義說他腦後有反骨的魏延。策劃祠堂者深受小說影響，因為歷史上的魏

延乃蜀漢名將也，演義寫的不是實情。

蜀有重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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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葛亮殿楹聯甚多，導遊闞波很有學問。擇其中之一解說，是他最欣賞的。

未解時他先問我們：“此聯隱括諸葛亮生平中兩件大事，你們看得出嗎？”聯

是清朝趙藩撰文：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方鋒培催着我回答，我略加思索便說：“上聯指七擒孟獲，下聯指街亭斬馬

謖。”闞波說：“全對！”其實我最欣賞是最簡單的“二表酬三顧，一對足千

秋。”諸葛亮上二出師表，身在外督師伐魏，酬謝劉備三顧之恩，未出茅蘆，

便知三分天下，隆中一對，顯出料事如神，憑此足夠千秋不朽矣！此聯是可以

和杜甫的七律互相輝映的。

  在武侯祠殿宇西側是一磚牆環繞的古塚，這便是劉備墓惠陵，刻了一通石碑

“漢昭烈之陵”。金皇室之後完顏崇實題詠惠陵之聯最有文采：

    一坏土尚巍然，問他銅雀荒台，何處尋漳河疑塚？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官儀。

曹操遺骨不知下落，唯獨劉備在成都血食千秋。撫今追昔，極盡沉鬱蒼涼。

  杜甫草堂是成都另一重要景點，在浣花溪畔，佔地約三百畝，楠木參天，梅

竹成林。杜甫避安史之亂，前後在這裏住了三年零九個月，寫下二百四十七首

詩。從大門起，五進四院，大廨，詩史堂，杜甫祠排在一直線上。詩史堂東西

兩側配有對稱的陳列室，經回廊和大廨連接，堂正中供奉杜甫全身塑像。堂後

有小橋通柴門，進入工部（杜甫）祠，祠東側鳳尾森森的修竹叢中有一茅亭，

刻上“少陵草堂”的石碑。荷池水檻，溪流曲橋，花徑亭榭反映出這是一大富

人家的庭園。大不合隻身避難成都，憔悴飄零的寒士身份。杜甫妻離子散，寫

了“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的情懷悽惋詩句，怎能有此閒情逸緻去享受

晨風夕月，階柳庭花？且他貧窮潦倒，亦沒有如許經濟實力，所以草堂的歷史

意味絕對及不上武侯祠。工部祠內有杜甫和北宋詩人黃庭堅，南宋詩人陸游塑

像三龕。黃陸詩派師承杜甫，且他兩人亦曾流寓四川，同地異時，人物皆改，

難免“側身天地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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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汝顯提醒我寫四川遊記不要忘記品嚐公館菜。這是旅蜀的尾聲，餘味無

窮。告別成都赴昆明前的午餐，汝顯安排我們自費享用在科華北路的明月樓

老成都公館菜。成都是人文薈萃的名城，舊時顯要雲集於此，這些富甲連雲的

府第，通稱為公館。主人對烹調菜式很講究，製出膾灸人口的山珍海錯娛賓。

於是“公館菜”包容着薰濃的西蜀文化精華，是川菜頂尖一絕。當午名菜包括

（一）龜鱉魚王湯，全龜，全鱉，全魚，味道鮮美絕倫；（二）醪糟紅繞肉，

用參湯烈酒煨燉，肉色紅亮，香氣撲鼻，入口溶化；（三）叫化子魚，用紙包

着鮮魚片，用火烤，魚不沾紙，細嫩可口；（四）香橙蟲草鴨，由橙汁，鴨片，

冬蟲草雜匯釀在鮮橙內，橙皮和了藥味，濃郁處令人飄飄然；（五） 清炖粉

蒸肉，味道獨特，難以筆述。此外還有金銀臘腸，紅燒蟹等。讀者看了若食指

大動，請立即飛往成都，追蜀主杜宇之魂，和效秦王遣力士開山，再訪金牛遺

跡罷！（呼應開段李商隱詩後四句引用西蜀的典故）

蜀有重山之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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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有重山之險 (續 )

  在成都九天國際賓館早餐後，輝社一行十二人在導遊任潔率領下南往，目的

地是樂山大佛和峨眉山金頂。任潔是一非常優越的女導遊，舉止溫文，心細如

髮。最重要的她了解我們這群華僑，用國語溝通是有一定的困難，她慢慢地講

解，咬字準確且清晰，抑揚頓挫，聽來舒服極了。且對成都的歷史典故，瓜滾

爛熟，絕不遜十三年前的黨要私人導遊闞波。旅遊車越過雙流機場後，在黃龍

溪古鎮停下來。古鎮處府河 ( 又稱錦江 ) 和鹿溪交匯的西岸。亘古以來便是交

通要站。沿府河南下、入青衣江，過夾江縣抵達樂山。溯府河北上，穿萬里橋

入成都。「朝辭錦官城，夜宿黃龍溪。」是古時旅行四川的術語。沿江綠野平

楚，竹木蔥蘢。觸目處山樹田疇，河舟碼頭。似乎在對旅遊者說：這就是古鎮

的楷模。更不容忽視是黃龍溪悠久深遠的歷史。三國時，蜀漢諸葛亮南征，派

重兵屯於此作後援之師。明末流寇紛起，張獻忠割據四川，以數萬的大西士卒，

在此和明軍背河作殊死決戰。我們漫步踏入黃龍溪，在整齊的方石版鋪砌成的

街面上行，兩旁的房宇都是百多年前的遺物，包括很多吊腳樓，所以古鎮完整

地保存了清朝佈局和建築風貌。鋪面門檻內見到石板凹槽。天井深院內養了些

鳴喧禽鳥。晨煙暮靄，古意盎然。鎮內不乏酒旗茶肆，集市廟會。且追上時代，

充斥着餐室、小食店、賣物店，顯然是一成都旅遊熱點。我在那「舸舟」中招，

仍有後遺症，不敢吃早餐，怕舊病復發。抵達黃龍溪時腹如雷鳴，就在街邊買

了一包果仁，邊行邊吃充飢。

  黃龍溪一足踏三縣，是華陽（雙流）、彭山、仁壽三縣鼎立之地。三縣衙門

可以說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特徵。遠在乾隆時政府在此建一行政總府，分別管

理三縣的事宜，距今已有二百三十多年歷史。這卻暴露了一行政弱點。誰管甚

麼？是那都管？那都不管？竟成了犯罪者逍遙逋逃之地。黃龍溪陸連三縣，水

通成都、樂山。碼頭、驛站，分別上落，出入頻繁，難免罪惡滋生其間。三縣

衙門裡內現在陳列了很多字畫藝術品，是近代四川人創作。衙門毗鄰鐘磬聲響

貫村的古剎即古龍寺，內有廟壩和號稱萬年台的戲台，在濃陰蔽日的古榕樹遮

蔭下，鄉民就在此作假日慶祝。農歷新年黃龍溪可熱鬧極了。有二節目是最吸

引的。（一）是在街上燒火龍。火龍通常用綢布、紙絹、竹木等材料紮上，用

竹筒子裝煙火劑作火焰筒，點燃後可以噴射煙花和火花。這數十名舞龍壯漢要

有精湛的技巧，避免被火灼傷。焰花四射，愈是興旺，龍愈舞得生動。在沉沉

黑夜中，火龍在街上飛躍，活騰，這景象是多麼光輝壯麗啊！（二）是點燃漂

河燈。用菜油和松香浸過硬性紙皮，折接成小船。載滿清油，點燃着浸浮的一

根燈草，推進府河上。百多條火船就在河面上列隊漂流，構成另一黑夜奇觀。

  南抵樂山市境，已是午餐時間。在金鷹餐館用膳。因為沒吃早餐，飯菜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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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不顧杯盤狼藉，我們急於離去往瞧那大佛。樂山大佛，位於城東的岷江、

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合處，背倚凌雲山棲霞峰的臨江峭壁。這尊彌勒坐像，

始鑿於唐玄宗開元元年（七一三），歷時九十餘年方建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石

刻大佛。為方便我們能更清楚看大佛的風貌，任潔領我們到岷江樂山港碼頭乘

遊艇，順流而下，見到大渡河的水洶湧而來，注入岷江。小艇飛流如箭，直抵

青衣江口，遠遠見到那肅穆的名剎烏尤寺。船掉頭回市區。任潔警示我們，船

現在逆流，經過大佛腳下，因為水流甚急，不能停駐，看大佛只有三分鐘，要

預先作心理準備。我從不拍照，可以作全神貫注，大佛體態均勻，神情莊重，

依山鑿成，足踏大江，雙手撫膝。我見到足下近江邊有一女人臥在其中一趾上，

周圍尚有寬敞的空間，佛之大可想而知，其胸背寬闊，可圍坐一百人以上。評

者用「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去形容它的造像雍容大度，氣魄雄偉。雖然

在佛前匆匆渡過，張錦波替我拍了兩幅照，還請人替我們二人合拍一幅，非常

珍貴的留念。

  跟着任潔領我們往東方佛國去，建於連背山麓。連背山和棲霞峰其實是同一

座山，有小徑通往大佛的頭頂，然後我們可以從頭頂步下足趾江邊。我們自忖，

老人實在沒有這本領，況且還有很多旅行在後頭，不能在此預支全部體力，所

以留在東方佛國內流連。裡內有來自亞洲各地佛像多達三千。從印度來的是全

身裸露，毫無隱私。一百七十米長的臥佛說是世界最長的。我們回到樂山港碼

頭附近觀景處遙眺那天然睡佛，是烏尤山、凌雲山、龜城山構成。頭枕青衣江，

仰臥於奔流不息的岷江水面上。三山連綿，大佛就在這天然睡佛的胸部，但已

在鬱蒼林木中隱蔽着。我雖放眼窮望，這彌勒坐佛在山重水複中已變為虛無。

在龜城山上，即天然睡佛腰部竟築了一凌雲塔。我向錦波指出，這不是受了印

度宗教影響，看戲要看全套，要使天然睡佛更人性化嗎？他說：「這是佛呀，

怎能有一柱擎天的現象？」我回答：「這是很自然的生理反應，不必一定情慾

激發。」於是互相有一心照不宣的微笑。

  黃昏時候，我們來到峨眉山下的報國寺，裡內有三點五米高的瓷器佛像。華

麗的花園植有很多稀有的名種花樹。是夜食宿都在峨眉山鎮的陽光賓館內，又

是一所追上時代的旅店。「峨眉天下秀」是四川名景之一，這是遊覽觀光、休

閒療養、科學考察和禮佛朝拜的勝地，以流泉飛瀑，林木陰森，峰巒壘嶂，珍

禽異獸享譽中外。位於四川盤地西南邊緣的峨眉山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 

其他是山西五台、浙江普陀、安徽九華。地質情況複雜，山內出露了十個地質

岩層，有「天然地質博物館」的雅譽。報國寺、萬年寺、仙峰寺、洗象池、臥

雲庵等眾多古寺掩影於古樹奇岩之間，文物眾多，歷史悠久。峨眉山早在二世

蜀有重山之險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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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時始建廟宇；十五世紀時更盛極一時，多達百餘座，錯落於山峰峽谷，依山

或臨河，點綴風景，經歷代文人畫家題點，留存墨寶，更令名山生色。

  暢遊峨眉需時三整日，包括兩夜留宿在山上寺廟中，我們從報國村車站經蜿

蜒盤曲的路，乘車上海拔二千四百三十米的雷洞坪停車場，再步行一點五千

米到海拔二千五百四十米高的接引殿。山陰道上風景清幽極了。除松柏外見到

了珍貴的植物品種如珙桐、銀杏、冷劍竹、高山杜鵑…等。森林覆蓋了百份

八十七的峨眉山；植物種類多達三千餘，真是天然植物王國。沿途靈猴出現，

成群結隊，向遊人討吃。任潔早已警告我們，將食物水瓶藏得密密的，切勿露

眼以免猴子搶奪。一女人帶着一膠袋，被猴子推開，搶了膠袋，走到山邊，撕

開膠袋，翻出食物，慢慢享受。一母猴背着嬰兒，走過來分享。跟着身軀魁梧

的猴王也來了。眾猴立即避開，讓他獨吃。我們問任潔，猴子為什麼不騷擾路

旁小販，搶攤上零食。回答說它們不敢，小販可以用棍打它們。我們不能，因

為它們是被保護的動物。猴子頂聰明的，辨出可以欺負的人。

  接引殿是索道的下站；乘纜車到金頂，我們只能到上站的臥雲山莊。攀登上

金頂的華藏寺，海拔三千零七十七米，還要行一大段路呢。那時白霧濃密，前

路漫漫，步伐要格外謹慎。行了半個鐘頭，見前面一大堆人阻滯不進，大概這

是山路的盡端，我們也跟着停在後面。不久，太陽在霧的後面微露曙光，霧漸

漸散去。一幕奇景突然湧入眼簾。乃是一巨型的石雕刻。一佛騎着四頭大象；

這佛有八個頭，分兩層，每層各有四個，分別向四方遙望。這雕刻立在一龎大

的短圓筒上；筒的底下是六級神壇。八頭佛又被霧遮住了。這樣地若隱若現有

十多分鐘。遊客在出現的一剎那間不容髮地獵取鏡頭。八頭佛頂是中心有一長

針的華蓋，似乎四周亦圍以佛面。毫無疑問，這座石雕刻平添了金頂的神秘。

  霧散後，我發現八頭佛石雕矗立在廣袤的金頂方場中央。一角是華藏寺，規

模宏大，雄渾傲然地立着。四周圍以白玉石欄杆。屋背全砌着密密的瓦筒，塗

上金色，在霧散後陽光照着，輝耀奪目，所以華嚴寺又有「金殿」的雅號。金

頂廣場另一角立着體積略小一寺，建築風格略同，只是屋背瓦筒塗上銀色，故

號為「銀殿」。我們就這樣目睹峨眉金頂，大快平生，雖然沒有緣份看到「金

頂佛光」，更沒機會到清音閣聽「雙橋清音」；洪椿坪淋「洪椿曉雨」；九老

洞觀「九老仙府」；洗象池欣賞「象池夜月」；且不可能從報國寺攀爬上金頂，

經歷「峽谷棧道」和「大坪霽雪」。

  是夜回到成都，在巴國布衣吃了一頓不辣的川菜，仍留宿在九天國際賓館。

翌晨八時往城南府河畔的熊貓基地參觀。這宛然是一小型動物園。裡內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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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熊貓和小熊貓 red pandas。我們先隔着玻璃看育嬰室。工作人員帶上面

罩，抱着小小的寶寶熊貓餵奶。園地相當大。我見到不下三十隻大熊貓。有些

在樹上睡眠，有些在吃竹葉，有些和同伴嬉戲，天真爛漫，洋洋得意，憨態可

掬。Red pandas 另處一角，比較低調點，隱藏在灌木深處，要仔細方能辨認出

來。

  金沙遺址是追索古蜀文物必要到之處。遺址主要分兩部份。室外是正在建設

發掘的展示大棚。挖出來的都是成都市幾千年前的文物。最值得記的是那堆象

牙，一般是一點二米到一點六米的長度，最長的超過一點八米，還有石虎和石

蛇。這可推斷到幾千年前的成都，生態和現在大大不同。當時一定有茂密叢林，

氣候炎熱潮濕，有很多熱帶動物，包括虎、象、蛇等。

  室內博物館華麗精緻。我在此數出三件很特別的。（一）內圓外方，裡內空

洞的玉琮。其中一件呈青色，高達二十二點二十六釐米，上刻幾十個神面紋。

專家認為這是古蜀人用作通神顯靈的祭祀器。（二）太陽神鳥。表現在一件青

銅璧。圓面上圍繞着孔心。周圍刻有四隻首尾銜接的飛鳥。孔心不是純圓，而

是滿有刀剌好像如陽光般向四面射出。這弧形旋轉的飾物反影出古蜀民對太陽

神的崇拜。（三）金箔面具。這是很袖珍的。沒有人有這麼細小的面孔帶上。

面具微帶笑意。是不是古蜀人對生活很滿意而發自內心的表情呢？

  是日節目認真豐富。在紅照壁午餐後，參觀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此二景點

已記在「蜀有重山之險」前篇上，不再贅述。黃昏時任潔領我們到老成都區域

寬窄巷子去。巷如其名，一條寬，一條窄。地處受政府保護，不能作現代化改

建的街坊以保存具地方特色的傳統建築。住宅大多採用獨特的四合院形式。門

廳以內為小院。現在寬窄巷子已成為成都的旅遊區。很多住宅改為餐室和賣物

店，但不能變動房宇原有的格局。入門處是前院或天井。兩側廂房是營商處。

我在寬巷子見到一奇異餐室。有三層，門前大樹枝葉茂密，向上延伸至二樓三

樓的陽台上。食客就在樹枝扶疏，綠葉掩映中進膳，好似坐在樹屋內，頗具原

始風味。是夜晚飯在老城區內的老房子餐館。

  在四川省最後一天，離開成都赴香港前的上午消磨在望江樓公園內。公園在

市東南二千米，瀕臨錦江南岸，是紀念唐代女詩人薛濤的名勝之地。她在十五

歲時因父犯罪，被四川節度史韋皋召入軍中侍酒賦詩，名動一時。同代詩人元

稹、杜牧、白居易、裴度、劉禹錫等皆和她酬唱。繼任的西川節度史武元衡奏

請朝廷授其為校書郎（負責校勘書籍的）晚年居於公園近碧雞坊的吟詩樓。死

後葬在離望江樓不遠的薛家巷。她有八十八首詩被收入「全唐詩」集中，她有

蜀有重山之險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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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位文人發生過纏綿悱惻的愛情嗎？史未記載。唐末溫庭筠描寫少婦閨怨一

詞：「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她是那獨倚望江樓的斷腸人嗎？

  薛濤生前很愛竹。現園內翠竹林立，鬱鬱蔥蔥。多達百多餘品種，以人面竹、

雞爪竹、佛肚竹、琴絲竹、方竹、大節竹、粉竹、實心竹等最為有名。幾乎全

部時間我們在竹林內流連，賞觀竹的千姿百態：有的粗壯挺拔；有的纖柔細弱；

有的葉大如盆；有的葉小如羽。公園亦有波光樓影，亭閣爭輝。主樓崇麗閣，

即望江樓，高四層，是成都市的標誌，和城西的杜甫草堂，即工部祠堂互相輝

映。望江樓屹立在錦江畔，眺望着滔滔流水。有聯云：

「多難此登樓，看他千尋湧浪，百尺波濤，問誰砥柱中流，澄清再見？

  悲秋常作客，對此四野桑麻，萬家燈火，使我憑欄俯視，憂樂關懷。」

寫盡興亡的感慨。另有一聯詠其歷史和地理的。

「古井冷斜陽，問幾樹枇杷，何處是校書門巷？

  長江橫曲檻，佔一樓風月，要平分工部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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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山西六景觀（上）

  在這次中國旅行中，太原導遊樊麗君向我們介紹她的家鄉。這太行山之西的

省分是中國文化搖籃，堯，舜，禹皆建都於此。從古以來山西出了很多出類拔

萃的人物，在政壇上叱吒風雲，推動時勢。山西擁有五嶽中“華北屋脊”，是

五嶽最高的北嶽恆山；佛教四大叢林名山之首的五台山；中國三大石窟最古的

雲崗石窟；還有是古建築物最多的地方。當時那壯麗的表裏河山，深遠的歷史

根源吸引上千萬遊客，但我對山西情有獨鍾的因由是我重回故國，踏足第一個

省分。凡事的第一次必定留下不能磨滅的痕跡。“關河三晉路”的景色多得如

雨後春筍，我只能選擇六個景點寫在此遊記內。

一．大同雲崗石窟
  1984 年仲秋，我從蒙古烏蘭巴托（Ulan Bator）乘火車進入中國（情節記

在“邊城小故事”，翼報第 22 期），在二連浩特過關，大約上午十時抵達大

同火車站。在一行十六人中（包括領隊瑞士人 Jurgen），我是唯一的東方人。

月台上全不見中國國際旅行社代表的影蹤，我們攜着笨重的行李等候着。一位

穿了制服的中年人，大概是站長，很有禮貌地用國語向我說：“月台是供乘客

上落，你們在此不大方便，你可以領你的朋友往火車站前嗎？我辦公室內有電

話，請立即通知旅行社你們已到了大同。”我依言而辦。我首次用國語交談，

其實是文字式的廣東話略變其音而已，說罷一句，早急得滿頭大汗，幸好對方

辨得出我的意思。十五分鐘後，一約三十歲的年青男子在火車站前和我們會

面，他用國語連聲向我道歉：“你們的火車早到了一個鐘頭。”他是大同導遊

景宏寬，跟着很熱情地和我交談起來。我立即停止他：“景先生，我的旅伴全

是歐洲人，你可以用英文嗎？”他用英語說了未夠三句，我為之愕然。原來他

的英語比我的國語差得多。我的國語不夠普通會話的資格，怎能用作翻譯呢？

這次可糟糕了！

  在城南的大同賓館休息了一個小時，用過午膳，景宏寬領我們到城西十六公

里外的雲崗石窟。未到現場，我遠遠便望到那雄偉瑰麗的建築，是依山而鑿，

東西綿延一公里的五十多個大小洞窟，鬼斧神工，嘆為觀止。洞窟內有大小造

像五萬一千餘個。北魏文成帝時（公元前 460-465 年）高僧曇曜在大同郊區武

周山麓，開始挖鑿五所洞穴，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前 494 年）三十四

年來工程未曾中斷。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如此描述這奇景在“水經注”內：

  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

鏡，綴目新眺。



447

  下了汽車，景宏寬向我苦苦哀求，他只學了三年英文，便派上用場，委實不

能勝任，若我幫忙作翻譯補充，他便可過此難關了。此時此地我怎能推辭，只

答應勉為其難，盡力而為罷。他停下來用國語侃侃而談大同的歷史，如數家珍，

拋出一連串的名字，如平城，雲中，北魏文成帝，孝文帝，曇曜和尚…等等。

說了十多分鐘，我還未開口翻譯，團友漸漸散開，自行觀察景物，只有我在西

伯利亞荒原，外蒙古沙漠路上的棋友四位德國人留在我的身邊，凝神靜聽，而

他們的英文，略懂皮毛，可能比景宏寬的還差。於是我滿懷歉意向他說：“景

先生，你很熟悉大同的歷史，尤其是南北朝時期，但這批歐洲人顯然對此沒有

興趣，解釋向我說罷。”他如釋重負。我知會領隊 Jurgen 個半鐘頭後在大門

集合。景宏寬成了我私人導遊，唯一的苦差是四位德國人仍緊跟着我們。我只

好用最簡單的英語，夾雜些德文詞句，向他們略作解說。我的國語不靈光，德

文不通，其狼狽情況，難以形諸筆墨，相信是我一生中，最難渡過的時刻。

　　

  曇曜五窟是最古的，外壁滿雕小佛，各窟平面是橢圓形，沒有後室，純以造

像為主，風格古樸，窟小像大，給人有佛法無邊的感受。各釋迦坐像高者達

十七米，膝上若站了一百二十多人，仍有餘地。各大佛線條粗野，大刀闊斧，

顯得手法嫻熟。最後一窟（編號二十）外牆早已倒塌，大佛露天，端默凝坐，

雙目炯炯有神，形態超逸，不愧是雲崗的代表作。

　　

  石窟中有兩窟上面建了四層木構樓閣，是清順治八年遺物，琉璃瓦頂，雍容

典雅。窟內分前後二室，後室的佛像是雲崗最巨的，窟頂刻有各種騎乘；各壁

雕滿菩薩，羅漢，飛天等像，環繞塔柱四面和東，南，西三壁刻有釋迦牟尼從

誕生到成佛的三十三幅故事浮雕。

  五華洞在石窟群中部，得名於清朝在各佛像上塗以顏色，呈彩華繽紛。特點

是內有各樂伎手持排簫，箜篌，笛，鼓等器材，是研究古代音樂史的重要資料。

兩端石窟有很多佛像風化剝蝕，只剩輪廓，反映出代遠年湮。雲崗石窟蘊藏了

神態各異的宗教人物形像，包括了主題突出的佛像浮雕，精雕細刻的裝飾條

紋，呼之欲出，琳瑯滿目。我獨自沉思，這石窟營建於北魏，是中國大動盪期

間，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印度傳來佛教，南北朝將之發揚光大，使它成為苦

難中黎庶的精神寄託，給他們苟延殘喘於顛沛流離間的力量。雲崗石窟是中國

和印度文化交流後產的麟兒，透射出宗教的深遠影響，同時在中國藝術史中佔

有最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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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恆山懸空寺

  石屏千仞立，古寺半空懸，淨土絕塵境，岑樓綴遠天，

  一灣巖畔月，半壁畫中禪，俯視行人小，飄然意欲仙。

　　

  這是清朝鄧克邵詠懸空寺的五律。景宏寬領着我們，驅車駛離渾源縣城，向

着北嶽恆山邁進。在田野盡頭，景物豁然開朗，我們不期然同聲驚呼，咄咄稱

奇。一列蜃樓，吊掛在懸崖峭壁上，這就是名震天下的懸空寺。怪不得“古寺

懸空”居恆山十八景的首席。我在中國，日本，南洋各地和韓國參觀了寺門數

十，沒有哪處像懸空寺般，在靈魂深處，留下熾熱的烙印。整座建築物面對恆

山天峰嶺石門峪口古棧道，背倚翠屏山，上載危巖，下臨深谷，樓閣壯麗懸空，

結構驚險奇巧。從谷底仰視若斷崖飛虹；隔峽谷遙望似壁間嵌雕，凌雲危掛，

傍崖飛棲。明詩人對這人間奇景有入木三分的繪畫：

  飛閣丹崖上，白雲幾度封；

  蜃樓疑海上，鳥道沒雲中。

  懸空寺共有大小殿閣四十間，外觀參差適度，協調和諧；裏內曲折迴旋，迷

離交錯，有的用棧橋凌空飛渡，有的以暗道小院相通，有的要攀登石級而上，

有的則越壁穿窗進屋。攀懸梯，穿石洞，鑽天窗，爬屋脊，步曲廊，越飛橋，

漫步其中，幾疑置身於天上仙境。整座寺門的建築符合力學原則，據傳營造者

觀摩了蜘蛛結網的技巧，悟出建寺的方法，且配合天然的地理環境，俯瞰溪谷

清流，仰視恆山大水庫平湖如鏡，遙望恆山疊翠，近倚白雲若棉。

  寺內共有各種銅鑄，鐵鑄，泥塑，石刻佛像八十多尊，神堂內有一個高不及

一米的木雕觀音龕，蓮花圍座，飛龍盤頂，百孔千雕，剔透玲瓏，確是藝術珍

品。寺下崖石上刻有斗大二字“壯觀”，是唐詩人李白遊寺後所書的。因風化

嚴重，明代人復刻“壯觀”一碑，立於其旁。

  寺下的唐峪河，是流過金龍峽谷的渾河上游，源於恆山山脈的千溝萬壑。每

當大雨驟降，山洪暴發，唐峪河像一條惡龍，奔騰呼嘯衝出峽口，吞沒良田，

掃蕩村舍，渾源縣城頓成澤國。北魏王室迷信佛教，相信金龍峽內建一佛寺可

以消弭水患，取“安禪制毒龍”之意，於是懸空寺出現在恆山腳下。當然唐峪

河未有因寺的存在停止肆虐。1958 年在寺的上面築了恆山大水庫，將上游來水

全部收納在群峰環繞，碧波蕩漾的人工湖中，然後根據需要，讓河水順着規劃

的渠道，灌溉下游的大片農田。現在“石壁橫天立，高峽出平湖。”泄水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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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終日飛瀉於寺下，水庫與古寺爭奇，瀑布和恆山競秀。古寺懸空，雄視

北嶽：

  蘊畢昂之精，霞蔚雲蒸，萬丈光芒連北極；

  作華夷之限，龍蟠虎踞，千秋保障鎮邊陲。

三．首府太原
  闊別山西十八年，這悠長歲月內，湖海浪跡，半生落拓，一事無成，不覺風

塵滿面，頭髮漸稀落，“朝髭半染霜”。這次參加旅行團，再入三晉之境，實

有點愧對江山。在太原城南武宿機場我們遇到導遊樊麗君。她笑容可掬，服務

周到，使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且熟悉山西歷史，解說本地文物，口若懸河。

我回想到十七年前的大同導遊景宏寬，時勢不同，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他的

客人都是白人，抱着獵奇冒險的態度來中國，而樊麗君的客人是一批回故國鑑

賞神州文化的老華僑；她用的是自己言語，確實幸運得多。我們甫下飛機，便

驅車前往在太原西南二十五公里的晉祠去。

  晉祠處懸甕山下，晉水源頭，是紀念周武王次子姬虞而建的。這奉祀祠至少

有一千五百年歷史，追溯至“剪桐封弟”的故事，西周初年還未滿十歲周成王

姬誦和胞弟姬虞在庭內嬉戲，剪下一塊桐葉給小弟：“這是封給你的。”史官

立即記下且對成王說：“君主無戲言”。後來成王割了古唐國封弟，姬虞施政

以民生為前題，獲得老百姓的愛戴。死後人民紀念他，建祠祭祀，因晉水流經

境內，改國號為“晉”。晉祠山環水繞，古木參天，景色怡人，內有百餘座殿，

堂，樓，閣，亭，台，橋，榭，儼然一龐大古典花園。古建築群基本分為中，北，

南三部分。中部以聖母殿為主體，建於宋朝（1023 年），依山崖而築，是紀念

姬虞之母，姜子牙之女邑姜的。殿堂寬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塑侍女像多尊，

栩栩如生，有老有少，有胖有瘦；神情或幽怨，或慍怒，或哀傷。聖母殿前的

魚沼飛梁，是十字形的石橋，跨越一四方的水塘，通往供奉聖母祭品的享堂“獻

殿”。聖母殿北側有周柏，樹高十餘米，側身向南傾倚；蒼翠的枝葉，披覆在

聖母殿屋背，與地面約成四十五度斜角，前面有一柏樹支撐着它的軀幹。此斜

柏相傳為周朝遺物，構成晉祠八景之“古柏齊年”。歐陽修詩云：

  地靈草木得餘潤，鬱鬱古柏含蒼煙。

  晉祠南部主要景點是難老泉，取詩經中“永錫難老”之意。清泉噴湧，水聲

淙淙，如琴箏和鳴，魚游其中，水底小圓石斑爛繽紛，浮萍青翠欲滴。李白詩

有此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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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寫翠娥。

  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

  泉水出自懸甕山的斷層巖，水溫經常保持在攝氏十七度左右。遊人將難老

泉，聖母祠的侍女和周柏稱為“晉祠三絕”。向南行可見到十方奉聖禪寺，本

是唐朝開國名將尉遲恭的別墅，因他自感殺戮太多，把產業捐為佛寺作贖罪之

舉。寺北浮屠院內有塔一座，為七級八角形，高三十餘公尺，每層四面有門，

飾以琉璃勾欄。若登其上遠眺，定能鳥瞰晉祠全景。北部有最古的建築物是祭

祀姬虞的唐叔祠，建於北魏之前，但比起中，南二區的，規模便相形見拙了。

  我們回到太原市區吃晚飯。這華北歷史文化名城，汾河流經其間，把城市中

分為二，西岸純是工業區，經常噴出化學煙霧，污染了此古城。太原即古時的

晉陽，歷來是邊陲重鎮；唐太宗李世民就以此作軍事基地，“風塵三尺劍，社

稷一戎衣”，平定內亂，統一中國，樹起大唐帝國的旗幟。五代時四方雲擾，

華夏再分，太原屬割據十國中的北漢。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用兩年多時間，

選將士，練精卒，於公元前 979 年發兵數十萬攻打北漢，日夜圍攻太原，逼北

漢主劉繼元投降。宋太宗以太原城郭堅固，恐再出現割據政權，縱火燒太原，

又引汾，晉二水淹城，將古晉陽來一個徹底的破壞，所以現在的太原是北宋以

後重建的。我對宋太宗這歷史人物素無好感，認為他做了三件惡事，除了毀滅

太原外，因為“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用牽機藥毒殺文學天才，“詞中

南面王”後主李煜。還有一滔天罪行是弒兄；宋太祖趙匡胤是被他殺的，事見

“燭光斧影”之疑。宋太宗毀太原，種下遺害兒孫的禍根。太原是中原的屏障，

晉五胡亂華時，并州刺史劉琨便孤軍苦戰，周旋胡，羯，鮮卑間，保衛江東的

舊國衣冠；太原成了華北的堡壘，危局的砥柱。宋的立國，屢受北方遼金所制，

原因之一是太原去甲解戎；敵兵渡黃河，長驅直入開封。宋太宗的愚昧，真自

作孽，且遺禍中國數世不息也。

　　

  我們留宿處是開化寺街的愉園大酒店，離開市柳巷只有一個街口。酒店的前

身是清朝的愉園，名小說“花月痕”的故事現場。我若踏上了法國科幻小說家

Jules Verne 的時光輪車，向後開駛百多年，相信會見到下列景象：“…剛到

菜市街，轉入愉園那條小胡同…轉了一彎，便是愉園…轉過油漆粉紅屏門，便

是五色石砌成彎彎曲曲羊腸小徑。才到了一個水磨磚排的花月亭門…卻是一片

修竹茂林擋住，轉過那竹林，方是個花門。見一所朝南客廳，橫排着一字兒花

牆，從花牆空裏望去，牆內又有幾處亭榭，竹影蕭疏，鳥聲聒噪，影着這邊庭

前罌栗，虞美人等花，和那蒼松，碧梧，愈覺有致…”。晚飯後翁希傑，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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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夫婦，姚慶同和我結伴逛柳巷夜市，街的兩邊擺滿小攤位；中間不太寬闊的

路擠塞着行人，景物大異於“花月痕”描繪的。百年人事幾翻新，滄海桑田，

甚麼花間鳥語，亭榭樓台，“都付與風吹夢香，雨荒雲隔。”

  “五台歸來不看寺”，我們在五台山住了兩夜，觀看廟宇，已達飽和之點，

所以譚惠德兄對我說：“以後旅行，不必再看和尚寺了。”誰知回到太原，樊

麗君帶我們參觀了兩大名寺。市內的崇善寺，原是隋煬帝楊廣的行宮，後來明

太祖第三子晉王朱棡為紀念其母馬皇后，於 1381 年在基礎上擴建成寺。內有

千手千眼十一面觀音和大批宋，元，明版藏經。離開寺門，太原市刮上大風沙，

塵粒滿天，撲面而來。幸好抵達太原標誌，有“雙塔凌霄”的永祚寺，風沙稍

歇。此寺大殿為兩簷樓閣式，前有一牡丹園，五月初牡丹盛放，遊人如鯽，到

此體會這花中之王的神韻。“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我們到時

牡丹季節剛過，殘花零落；“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有些芍藥

還開得很燦爛。永祚寺主要建築是雙塔，位於寺院的東南角，南北對峙，八角

十三層。兩塔均有階梯可盤旋而上。昭社林賢江兄，譚惠德兄，黃秉權，龍基

逸四人不辭勞苦，鼓其餘勇登上塔頂，滿以為太原市區可飽覽無遺；據他們說

只有一洞可向外瞧，類似坐井觀天，他們大失所望。此寺是太原的最高點，從

環繞着雙塔的長廊，亦可臨望那錦繡太原城。樊麗君告訴我們，當年共軍圍城，

國民黨的“太原五百壯士”據此作困獸鬥。毅社陳幹兄嫂和我發現東廂月門內

的書法碑廊，收集有歷代名人的手書碑刻，包括書法家王羲之，張旭，顏真卿，

柳公權，僧懷素，蘇軾，黃庭堅…等。最古的是晉朝索靖和謝安的筆跡。索靖

是西晉名臣，機鑑先識，預知天下將亂，指着洛陽宮門前銅駱駝說：“不久將

見到你在荊棘中。”這是“荊棘銅駝”一成語的出處。果然不久八王之亂爆發，

中原河缺魚爛。跟着五胡亂華，宗廟丘墟，陵邑蒿萊。謝安策劃肥水之戰大勝。

這守衛戰告捷保存了東晉的半壁河山，決定了二百多年南北分裂之局。我慢慢

地閱讀其中一些碑文，大有神交古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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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台山
  我們進入山西，在太原愉園大酒店過了一夜。翌日晨吃罷早餐，乘車往五台

山去。五台山環山周長二百五十公里，範圍很大，由五座山峰環抱而成，五峰

聳峙，高入雲霄，峰頂寬闊坦平，猶如壘土之台。正是

     頂平五里，蒼崖拔地，翠靄浮空，面矚晉陽，背凌沙塞。

東，南，西，北，中五個台頂，各有所長，分別是望雲海，聞芳草，賞明月，

觀穹蒼，看白雲。五台山是太行山脈的一個支脈，其海拔高度居華北群山之冠。

中，北，西，東四台雖然各處一方，但基本上是東北向西南起伏相連的一列山

峰，只有南台孤懸一角，單峰獨秀。我們車子離開忻州，進入崎嶇山區，羊腸

小徑盤旋上山，遙望南台，山峰聳立，煙光凝翠，細草雜花，林麓蓊鬱。在陽

光影照下，山巒起伏，綠野流金。清進士嵇曾筠“五台山詩”內有幾句描寫：

     見山已自開心顏，況復驅車到天間，

     摩霄跨漢何從容，呼吸直與精靈通。

     疑是媧皇此煉石，化作五朵青芙蓉。

  車子又蜿蜒下山，駛入一廣袤的盤谷，但這谷絕對不是平坦，而是一丘陵地

帶，大小山崗拔地而起。觸目處漫山遍野撒滿寺廟塔院；這就是五台山中心腹

地台懷鎮。車子越過一度清溪，水聲潺潺，在銀都山莊前停下來。我們下了車，

環境幽美寧謐，一片青山翠壑，百溪合流，松濤疊疊。清風拂面，涼浸浸的，

掃盡心上塵埃，於是幻化自己成一世外高人，銀都山莊成了枕流漱石之處。

     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蕪野寺連。
　　
  五台山距太原二百三十公里，是文殊菩薩道場，在這二千八百三十七方公里

內，天氣涼爽，風光明媚，寺廟參差其間；有些在山腰間，有些在五台每一台上；

在台懷鎮四周的，肩踵相接，都是依着山形而建，錯落有致。僧尼信士朝山拜

佛和觀光賞景者，絡繹不絕。五台山景色，比起黃山，另有一番韻味，有危峰，

有奇松，亦有雲霧。古松青流，高峰峽谷，點綴着寺廟的殿堂樓閣，塔坊廡舍，

互相輝映，雄壯中有秀麗，繁忙內具清逸。
　　
  在銀都山莊內午餐後，我們乘車到靈鷲峰上的菩薩頂。寺建於北魏孝文帝期

間（471-499），供奉文殊菩薩的真容。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被改為喇嘛廟。

康熙，乾隆二帝幾次朝拜五台山，都在此留宿。他們書匾題銘，撰寫碑文，留

下頗多墨寶；並即興擴建增修，並破格准許部分寺廟覆蓋黃色琉璃瓦，賜予其

與皇家建築同等的規格。我們從後院進寺，見到南房中三口大銅鍋，其中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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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於明朝萬曆年間。用作煮粥施捨給朝台徒眾。這是世上罕見的巨鍋，直徑達

2.04米，深度是1.15米。站在康熙御筆題匾的“靈峰勝境”牌坊下，放眼四望，

展在目前的是一幅散漫着山川靈氣的國畫。星羅棋布於山脊幽谷，河邊崖畔的

台懷群寺，了然入目。山下塔院寺的巍峨大白塔，傲然屹立在穹蒼大地上，金

光四射；於是有“身心塵外遠，歲月坐中忘”，超然物外之感。

  菩薩頂山門“靈峰勝境”牌坊前有一百零八級台階，台階盡頭又有石級下山，

相當陡峭。難為鄺乃良老師持杖蹣跚而行，還要不停手機錄像，真值得敬佩。

途經羅睺寺前的大廣場，內有“魯智深醉臥山門”的銅像，唯妙唯肖，且有他

的照片在旁；相信這是附會水滸傳第四回“魯智深大鬧五台山”而設的。廣場

中有些攤位出售雜物，林賢江嫂曾馥群講價後只花了十五元人民幣買了一木拐

杖，和鄺老師手持的一式一樣，他急不及待在北京京瑞飯店花了三百多元買下

拐杖，原來做了超級笨伯，除了“激狗氣”外，還能說甚麼呢？但給此次旅行

添了些趣談，“值回票價”了。

 離開羅睺寺，沿山坡石路而下，到顯通寺門前。此寺歷史悠久，規模宏大，

佔地約一百二十餘畝，有殿堂樓房四百餘間。各具特色的七重殿宇順着一條中

軸線依次排列。最令人注目的是銅殿，金碧輝煌，上層四面有六扇門，下層四

面有八扇門，門上鑄有各種花卉人物。有銅佛一尊立在殿中央，周圍銅壁上鑄

滿小佛像萬尊。整個銅殿富麗堂皇，花紋精細，冶煉鑄雕之術，可以掄元。

  顯通寺之南是塔院寺，本是前者一部分，明代重修舍利塔時分離獨立。踏進

寺的大門，拾階而上，搶入眼簾的是一座高六十餘米，周圍八十餘米，形如藻

瓶的磚砌大白塔，昂然挺立在寺院中心，襯以周圍四座六角彩繪亭。此是五台

山的標誌，雄偉挺拔，氣勢不凡，塔頂的覆盤上，托着一隻風磨銅大寶瓶，金

光耀眼，覆盤周圍飾有垂帶，塔身上下懸掛了二百五十二枚銅鈴。銅鈴臨風叮

咚作響，聲遍山谷，似乎是佛法綸音，妙韻齊鳴。

  我們在塔下流連時，翁希傑發現團友中少了龍基逸，急忙請領隊胡清業回頭

去找，我明明記得他在離顯通寺路上一小店和一青年女賣貨員搭訕，莫非是美

人大顯神通，把他拴住了。我正在取笑黃秉權不好好看緊同房伴侶，龍基逸突

然在白塔旁出現，“神龍見首不見尾”，五台山佛法好厲害！樊麗君認為我們

眼福未飽，又領我們到塔院寺東南隅的五爺廟去。主要建築物由五龍王殿和文

殊殿組成。五爺本來是黑臉，但文殊菩薩為了廣濟眾生，化成了五龍王，專管

雨露，所以黑臉變成了金臉。因為五龍王喜歡看戲，在殿的對面築了一座古典

舞台；在五台山法會期間，名角在此上演名戲。文殊殿內木閣上，下兩層擺滿

情繫山西六景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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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吋高的泥塑貼金小佛像，姿態各異，雖多達萬尊，無一雷同，所以此廟又名

萬佛閣。陳幹嫂謝孟媛對我說：“若多看一寺，我便吃不消了。”樊麗君見時

近黃昏，領我們回銀都山莊晚飯。

　　

  次日晨我們乘車到清水河畔，青峰腳下，排隊乘索道纜車往黛螺頂。這寺始

建於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當年乾隆皇來五台山，屢欲登台頂進香，

皆被風雨所阻，遂對黛螺頂的青雲和尚說：“五年後重來，我要登台頂，還要

拜五方文殊，你替我想辦法。”青雲和尚果然解決這難題：模仿五個台頂的

五方文殊，合塑於黛螺頂正殿，登黛螺頂等於登五個台頂。乾隆於五十一年

（1786）來此朝拜了五方文殊且題詩留念。我們囿於時間限制，未能上五台的

台頂，只好效法乾隆來此“小朝台”。未有索道前，上黛螺頂並不容易，要行

盡一千零八十級用青石鋪成的大智路，登頂後方見到牌樓，石獅，和山門，現

在仍有很多人選擇步行或騎馬上山。此寺面積不大，陳幹兄在大雄寶殿前請胡

清業替我們拍一全體照。山門內的大庭院向外遠眺，風景奇絕。北台和中台兩

頂的廟宇，在雲霧升騰中，時隱時現，若即若離，台懷鎮的市集離山腳不遠，

瞭如指掌。下山時見山門外石級旁有一耍猴兒的。陳幹兄要和我合拍一照，我

給了弄猴漢子五元人民幣，他把猴兒放在我們二人的掌上，一猴足踏一掌，謝

孟媛持相機，把這怪相攝入鏡頭。黛螺頂在峰頂，頗和外面隔絕，大有“上方

月曉聞僧語，下界林疏見客行”的風味。

　　

  離開台懷鎮沿着青揚掩映北行約二公里半，路旁閃出一座書有“清涼震萃”，

“蘊結靈峰”橫匾的牌樓，穿過一小片嫩綠的楊柳林，便是名聞遐邇的碧山寺。

寺內有天王，毗盧，戒台三殿，均建於北魏。毗盧殿中供奉有一尊一米高的緬

甸玉佛，是鎮寺之寶，亦是五台山的特色。五台山各寺內楹聯甚多，鄺老師的

表妹夫關炎生先生，酷愛中國文學，他和我必細讀嘴嚼。在這裏有一聯：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張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

文雖通俗，意義深長，耐人尋味。

  回銀都山莊午餐後，下午繼續訪寺。幹嫂謝孟媛履行諾言，留在房間休息，

不跟大隊出發。殊像寺是順治妹妹三公主出家處，她的丈夫是吳三桂的兒子吳

應龍。三桂叛清，丈夫和兒子被清廷所誅，她被流放至五台山為尼。寺的殿內

有一尊文殊騎獅的塑像，殿壁上還塑造了五百羅漢渡江的故事。他們在崇山峻

嶺間，或降龍伏虎，或撼山探海，或聆聽講經，或坐船渡海，…各行各素。藝

術家將這些羅漢人性化了。寺旁有一泉水，清冽冰冷，據聞飲之能增智慧，和

情繫山西六景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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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用為供佛淨水，香客爭飲之且用瓶盛滿載回家和親人共享。

  普化寺築於民國十四年（1925），是最晚的一座廟宇，有最長的照壁，正中

嵌石刻福祿壽三星圖案。天王殿背面的檻牆上，形象生動地雕刻着“二十四孝

圖”，可見得中國的儒，佛二文化在此融合。以現代的眼光來看，二十四孝中

的王祥臥冰求鯉，形似虛偽；姜詩親嚐母糞，有類愚蠢，不可以為法的。  

  龍泉寺位於台懷鎮西南五公里的九龍崗山腰，建於宋代，原是北宋名將楊業

父子的家廟。寺前有一百零八級石階層疊展開，上有雕飾精緻的漢白玉牌坊。

牌樓斗拱層疊，挑角飛出，下面刻着一百零八條蛟龍，形勢各異。牌坊上各動

物，人物，花卉，生動逼真。龍泉寺西北山坡上的靈骨塔藏着宋將楊業的骨殖。

楊業乃北宋守邊重將，抗遼屢立奇功，後因主帥不從軍機，配合失誤，業被陷

絕境為敵所擄，拒食而死，後埋骨於此。萋萋芳草，長伴英魂，明代高僧鎮澄

題詩尊崇之：

     山色蒼蒼鎖暮煙，令公遺塔白雲邊。

     將軍忠義乾坤並，千古清標尚凜然。

  五台山現存六十八寺。我們在銀都山莊留宿兩夜，參觀了九所廟宇。蜻蜓點

水，當然不能領會到五台山的神髓。這九所廟宇文物之多，罄竹難書，我只

有擇其特點作簡述。這次有機會涉覽名山，我目睹佛教在中國文化上的巨大影

響，確是給我這門外漢一很好的啟蒙。五台山風景之美，不下五嶽，可擬黃山；

巨剎散落山頭谷底。人為的建築和天然的秀麗渾成一體。氣勢雄偉，組合和諧，

確是神州山水中一奇景。
　　
  回程太原，路經定襄縣河邊鎮。我們訪問了“山西王”閻錫山的舊居。他統

治山西垂四十年，是民國名人。舊居佔地三萬餘平方公尺，有二十七座院落，

八百餘間房室。總體佈局分上下兩大院，前後為東西花園，建築是中國傳統的

宮殿式，飛檐走獸，畫棟雕梁，十分典雅。我們在其中看到很多歷史人物的蠟

像如蔣介石，宋美齡，朱德，邵力子，閻錫山等，將歷史中的幾幕重現觀眾眼

前。牆壁上貼滿和閻錫山有關的民國史料。其中有些房間闢為民俗博物館，陳

列着晉北的民間藝術和生活。舊居有地下室和地道，黑沉沉的，幸好有五六個

八歲至十二歲住在河邊村的曲姓小童持着電筒給我們引路。譚連德姊和蕭沛餛

嫂張小桃，姚慶同嫂李雪雯十分感激他們，立即“打賞”。黃秉權捉着一名“盤

問”：“你們是好學生嗎？”擺出一副惡教授面孔，嚇得小童結舌難言，我靜

靜地塞了一張五元人民幣給他作壓驚。閻錫山治山西，毀譽參半。當共軍攻太

原時，他的部屬“五百壯士”為他死守，可見他是得人心，有類三國時魏將諸

葛誕。他有一堂妹“五妹子”閻慧卿，粗通文墨，時常追隨身邊，謠傳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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姘婦。當他撤出太原，留下這堂妹，隻身飛赴台北。閻慧卿在太原陷落時，服

毒兼自焚以身殉，和危城共存亡，不愧是他的紅顏知己。我在二老太爺府閣樓

閨房內見到閻慧卿的蠟像，桃花命薄，鬱鬱寡歡，不覺為此可憐人滴下些同情

淚。後來閻錫山八十高齡，病逝台北。家鄉河邊村父老給他的輓聯是：

    慘淡經營四十年，督軍兼省長，縱橫捭闔謀天下；

    星移斗轉八十載，春秋復春秋，人去樓空舞斜陽。

 

 五 . 平遙古城
  平遙古城南距太原九十公里，是中國保存得最好的歷史文化古城。城呈方

形，有完整的城牆環繞着，周長六公里。牆身高至十公尺；寬度是五公尺，外

砌青磚，頂部鋪磚排水，外牆每隔五公尺築有瞭敵樓台一個，四角各建角樓一

座。城牆上築垛口三千個，小瞭敵樓七十二座，內有女牆，上有射眼。

  古時太原和雲中（即大同）互為表裏，屏蔽華北。在四野平原內，無河山之

阻，地處南北通衢孔道，城垣成了作為防禦的條件。中國歷史上有數次北兵南

下，晉中諸縣皆被殘破，獨平遙倚仗這堅固的城牆未受其害。牆外還有塹深闊

三丈的城壕，地勢更形險要。

  我們上午十時前抵達平遙，進入城門，翁希傑早餐時吃錯東西，突然拉起肚

子來。我立即給他一粒“老母挑”（Lomotil）解臨時之急。我們沿城樓邊的

馬道登上城垣。我笑對希傑說：“若公事還未辦清，你就在城牆邊解決罷，將

廢物瀉下城壕，正合北方歇後語‘城牆上拉屎…好高的眼’。”陳幹兄聽到，

出了一歇後語給我猜：“坐毛坑，打瞌睡”。答案是：“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因為有一隻眼睛雖然閉了，下面的眼依然開着。女客葉秀瑜和鄺老師的表妹李

詠慈連聲喝彩（即是太髒了，大叫“啋”也！）在城垣臨望一垛口，這是城牆

內一缺口，女牆上掛了很多狼牙板，大石等武器，用來壓死攻入了城門的敵人，

這是守城的第二條防線。我們凝視着古城的西大街，商店沿街而立，在矮矮的

房屋內；街上很多熙來攘往的人。陳幹兄說：“若單車換上馬車，行人全穿古服，

這古城更合理想了。”我們順着城牆行了一段路，見到無數位於小巷內四合院

的住宅。大型建築如店號，衙署，壇廟，寺觀等都在大街兩旁。古城的佈局，

秩序井然。  

  十九世紀中，平遙執全國經濟命脈。彼時全國貨物交流暢通，錢幣周轉問題

是面臨的一大挑戰。山西票號於是應運而興。這是雛型的銀莊，用支票代替銀

幣，相信在世界經濟史上是首創。至清末，平遙城內票號分佈於各條街上，共

有二十餘家，我們參觀的日升昌是其中保存比較完好的一間。日升昌位於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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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誕生於清道光三年（1823），是由財東李大全，經理雷履泰創辦的中國第

一家專營異地匯兌的私人金融機構。票號佔地一千四百平方米。三進院落，臨

街面闊五間，中間為通道，三十多房間錯落其間，高牆深院，門戶森嚴。入門

處會客室掛了做生意的口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傢具陳設，古色古香。

滿牆字畫，書香氣沖淡了銅臭味。掌櫃檯即是經理辦公室。階級分大掌櫃，二

掌櫃，三掌櫃；用現代商業術語說，即是總裁，經理，部長。掛上創始人李大

全，雷履泰和票號健將程大培，李宏齡…等人的畫像和生平。我一目十行，匆

匆一覽，便領略到票號在金融經濟史上的重要性。票號的興起淘汰了保鏢這一

行業，因為商人不必身懷金寶往異地購物。票號支店分佈全中國，他們可以憑

支票就地取財也。內進房間設有藏寶洞和高級職員留宿處，儼然是一小王國。

平遙城牆的鞏固是幫助票號滋生的要素。十九世紀後期，票號漸趨式微，事緣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勢力侵蝕中國，操縱了各大城市經濟樞紐，且銀行的營

建，票號大受排擠。民國初年，票號遂成明日黃花。無論怎樣，這是中華文化

輝煌的一面，是悠長歷史中重要的一頁。

　　

  午餐在“雲錦成”；這是南大街中一富人私邸改建成客棧和餐室。我在此品

嚐了風味菜平遙牛肉。這種熟肉色澤暗紅濕潤，肉絲紋路清晰可辨。吃起來綿

軟鮮嫩，清爽利口。市樓就在“雲錦成”門前，橫跨南大街，樓為二層三簷，

高二十餘米，斗拱滿是雕刻，樓身結構穩重，頂蓬全用黃藍綠三彩琉璃覆蓋，

造型優美悅目，大街舖面臨街而築，多為三開間或五開間，瓦頂，正中開門，

上為木板樓，用來存放貨物，下設櫃台經營買賣，外有板門以保安全。我經過

華北第一鏢局，天吉祥博物館，古民居博覽院，和雲陽驛民俗賓館，可惜時間

不容許我入內瀏覽。

 六 .祁縣喬家大院
  離開平遙古城，我們乘車回太原，中途停於祁縣。參觀了電影大紅燈籠高高

掛的外景現場─喬家大院。這是一佔地八千七百公尺的建築群，平面佈局為雙

“喜”字，建築高低錯落，有樓閣飛簷，也有平房矮屋，院落間相套相連，間

有雅緻小庭園，構思別具匠心。斗拱，飛簷，照壁都有典雅，不同圖案的磚雕

或木刻。房頂上一百四十多個煙囪亦有各異的設計。喬家是清朝晉商巨族，發

跡於乾隆初年。喬致庸離鄉別井，跑到大西北經營豆腐，米麵，錢莊，當舖等

行業，財源滾滾，富甲天下，僅在包頭就有房屋一千餘間。他將大本營設在祁

縣，兩座主樓坐北面南，巍然矗立，傲然俯視，甚有王者之風。現在室內的陳

設保留着當年晉中第一豪宅的奢華。一部分用來展示山西省的風俗，分別以當

地時序節令，奉祀祭祖，婚喪禮儀，生活起居…等為主題。在喪葬室中我們見

到一龐大棺材和巨型壽衣，給超越三百磅的人用，仍綽有餘裕。很多人頗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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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我說：“華北風俗，停靈一個星期以上方下葬。這碩大壽衣是預給屍骸腐

化發脹的。”張小桃作補充：“對啊！有些地方停靈至一個月呢。”葉秀瑜說：

“不要說下去了，太恐怖。”

　　

  回到太原，晚飯後譚連德姊訂了一大蛋糕送給大哥惠德兄生日。我們有口福

分享。這是一美好的尾聲結束山西之旅。我素知山西人傑地靈，出了女皇武則

天，賢相裴度，名將關羽，郭子儀，楊業，文學家元好問，羅貫中，史學家司

馬光。現可加上出色的商人雷履泰和喬致庸。山西的名山秀水，古蹟文物，確

能令遊客依戀徘徊。有人說山西保存中國古代遺物，居諸省之冠。我深信此話

不虛。回家後，山西風景常在夢魂縈繞中。唐詩人崔曙有一名句：“三晉雲山

皆北向”，若將方向的“北”字改為“東”（因為太平洋彼岸在山西之東），

可以表達我情繫山西，再三致意焉！（續完）

　　

  後記：這篇山西遊記可作以前寫的河南遊記“中州鴻爪”的姊妹篇。將來若

有機會寫一篇古都西安遊記，可以完滿地介紹中華文化的源頭。

情繫山西六景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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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五年來，我曾回中國旅遊不下十次。每次歸來，見到故國城市都有長

足邁進，不幸地這過速的發展，帶來嚴重的環境和空氣污染。西寧是一難得的

例外，這在海拔兩千二百多米的高原古城，四周群山環抱，湟水東西穿城而過，

空氣澄鮮，給我一非常美好的印象。仰觀穹蒼、藍天白雲，一股透心涼，穿入

胸中。若要用一形容詞去描繪西寧，「清涼」是最貼切的。正如王安石說：「清

風明月無人管，並作南來一味涼。」

  處於青海省東北部的湟水谷地中的省會西寧是黃河上游地區最大的城市。湟

水是黃河上游的一條重要支流，與流經青海東部的黃河隔拉脊山平行東流，海

拔在兩千米以上。湟水長年地侵蝕深厚的黃土層，在河的兩邊製成了大大小小

的 峽谷和山間盆地，西寧城所在地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寬約三四公里的

沖積平原；祈連山屏障北部，冬季寒流為其所擋，因而有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

溫和氣候。

  很多讀者會很詫異，西寧是一歷史悠久的古城。自秦朝以來，居住在河湟地

區的羌人，生口日繁，漸漸強大起來。他們和北方的匈奴結盟，分別從西方和

北方威脅漢朝的邊緣。元狩二年（121 B.C.），漢武帝派霍去病兩次進軍甘肅

河西地區，驅逐那裡的匈奴人，先後建立了酒泉、張掖、武威 和敦煌等四郡，

切斷了匈奴和羌人間的連繫，因而打通了開 往西域各國的驛道，這就是舉世

知名的絲綢之路了。元鼎六年（111B .C .），漢武帝遣李息率軍十萬進入河

湟地區，趕走了當地反漢的羌人，設置管理羌族事務的官員。在湟水兩岸築一

城名西平亭，就是今日西寧的雛型。從西漢的西亭始建至今，西寧城已有兩千

多年的歷史。

  跟著漢宣帝神爵元年（61B.C.)，將軍趙充國執行屯田政策：留軍士萬人，

每人開荒種田二十畝，耕墾面積達到兩千頃以上，兼興修水利，移民大批中原

人士到河湟地區。這些措施都是鞏固漢帝國的邊防，使西平亭成為軍事要塞。

趙充國還在今西寧一帶修建郵亭、道路和橋樑，使此地區和中原有系統的聯

絡，變成漢帝國的一部份。

  西晉淪亡（316A .D .），五胡雲擾，中國歷史陷入十六國的混亂時期。今

甘肅河西地區群雄割據，絲綢之路為之阻塞，所以一些僧侶、商人就要另謀出

路通往西域。西寧成為這條新路很自然的起點，沿北川河西北行，經由大坂山

和祁連山的扁都口以及甘肅河西到今新疆。東晉時名僧法顯在安帝隆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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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A.D.）就用此通道到西域去。後來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A.D.）西行求

經的法勇也是從西寧往西域的。 

  青海湖「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傳說將波斯出產的母馬放到那裡，產的

小馬日後必成千里駒。這引起了隋煬帝莫大的興趣，於是將青海湖周圍闢為牧

場，將兩千匹母馬放在湖濱一帶的山谷中，以期得到效果，因此西寧一帶的農

牧業也得到相當的發展。

  唐朝初年，新闢的唐蕃古道面世，這條道路以西寧為起點，通往吐蕃（西

藏）、印度等地。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劉元鼎就是從這條道路進入西藏的。

這條道路可以說是今時的青藏鐵路的前驅。文成公主下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

後，唐與吐蕃關係密切，唐蕃古道上友好使者往來絡繹不絕。中原地區的蠶種、

造酒、紙、墨製作等技術也就傳到了吐蕃。吐蕃還聘請漢族文人主管他們的文

書工作，並遣貴族子弟到長 安學習漢族文化，甚至有些留在長安作了大唐王

朝的官。最重要的唐與吐蕃也開始了貿易往來。西寧作為緩衝地帶，受惠最深，

因而「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

  唐朝在八世紀中葉的內亂（安史之亂），中原鼎沸。西北沿邊郡縣的駐軍被

調防入衛京師。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區呈真空狀態。吐蕃乘機掠取之，以西寧為

政治中心。直到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 A.D.），西寧方被光復，重歸漢人

手中。北宋亡，中原陷金，在南宋期間。西寧成為金和西夏爭 奪的獵物，直

至元朝統一，西寧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縱 觀西寧的歷史，無疑地是各族

融合的大洪爐。今天西寧人的 性格和特點，也錯縱著多種民族複合的遺傳，

這給遊客另一 新鮮感。

  9月 8日午後我們一行十三人：翁希傑、葉秀瑜夫婦、李郕材、郭惠珍夫婦、

盧遂業、蔡少鳳夫婦，蕭沛錕、張小桃夫婦、魯德華、霍秀森、黃秉權、李子

厚和我加上全陪 桂林人何杰抵達西寧。西寧導遊鍾琪領我們到市中心東關大

街的馬忠餐館，吃了一頓絲綢之路全程最美好的手抓羊肉。（翌日我們重回馬

忠「翻尋味」，質量比此午餐差得遠）。然後往銀龍賓館領取房間，稍事休息，

浩浩蕩蕩奔向青海藏族 藥物博館去。此建築物頗新穎，相信此館開放的日子

不會太悠久。館內陳設各草藥源流，我是中藥門外漢，看來有若目不識丁。導

遊鍾琪是一位三十多歲的青壯小子，很友善，本是浙江金華人，移居到這邊遠

高原都城謀生，相信對藏藥造詣也不太深，讓我們自由參觀，沒有一言解釋。

我常說旅遊必有充分的準備，方能滿載而歸，我這次可說是「走寶」了。倒是

那七彩繽紛，迷人眼目的「熱貢藝術」大大吸引了我。「熱貢藝術」是一種以

湟中隴上遊 (上 :西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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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筆重彩的佛教繪畫和人物雕塑為主，含濃厚的藏族佛教色彩的民族間傳統藝

術，已有七百年的歷史，標奇立異於整個青藏高原，特別是在藏族佛教藝術領

域中。博物館展示藝術最具代表的繪畫、雕塑和圖案。繪畫中主要是壁畫及少

量木刻畫，技巧上可比美漢族的工筆重彩，內容多為釋迦、菩薩、護法神等佛

像及佛經故事等。雕塑內有泥塑、木刻、磚雕和酥油花等。展覽室後有一大

堂，出售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藏藥。還有三間小小的診症所。有駐守中醫免

費為遊客把脈，李子厚一馬當先，走進其中一所，經過一段很長的聞、問、望、

切，出來買了千多元的藏藥。聽他說遇上一從廣州來到西寧的名醫，數言能指

出 痼疾，如何補救年老退化的身體弱點，說得他佩服到五體投 地。此行大有

斬獲。斬獲者是那青海藏族博物館。也許我說 得不對。這年來子厚生龍活虎，

往世界各地旅行，又開七十大壽慶祝。我本來想約他年底同往越南，他說不能

去，因為捨不得，拋不開一件活東西。相信是藏藥的功效，此交易是互惠而已。

李郕材是藥劑師，只選購了少許。我們這幾位像「黑鬼疴尿」般俗人，在旁作

臨淵羨魚罷。鍾琪帶著我們這一小團，笑逐顏開。

  離開青海藏族博物館，「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驅車前往離西寧北不

過三十千米的互助縣去，這是土族人聚居的地方，是祈連山南麓草木旺盛的山

地。途經一大片原野，種了濃綠的小麥，金黃的油菜花以及藍紫色的胡麻花，

相信夏日的風光是很嫵媚的。關於土族的先祖有二說：（一）是最早牧於大興

安嶺的蒙古人，後來他們隨著成吉思汗的大軍趕著羊群南下陰山，再過賀蘭

山，最後結營於祈連山南北，散落在河湟地區。元朝滅亡，大部份蒙古族人撤

退北走，而留下來的蒙古人在本地和藏、漢人融合，逐漸形成一個新民族，這

便是土族了。（二）是從遼東西遷來的吐谷渾人，也經過了陰山大漠，最後抵

達青海。

  我們蒞臨互助縣看土族的歌舞表演，是青藏高原內出名的民間藝術。「唱花

兒」在土族青年男女中是很普遍的，出外謀生的少年男兒懷念家人時，放開嗓

喉哼幾句，思鄉之苦便會減輕。在山裡割草、鋤地，時常會有男女隔著山溝或

河流遙相對唱，一般都由男子先唱，女子作應答。兩人唱到情濃時，還會引來

周圍的族人一起加入，索性來一個大合唱。舞蹈中最精彩的是「輪子秋」。大

廳上掛了一鞦韆，先是有一少女騎上去，表演各種花式舞姿，配合鼓樂。鞦韆

和少女像吊懸著的輪盤，不斷翻動。跟著男伴也騎上鞦韆，舞姿更複雜了，驚

險處好像有人從空中扔下來般。土族人歌舞表演完畢，轉向客人要求獻技了，

美其名入贅土族。李郕材被聘為「大姑爺」，李子厚被聘為「二姑爺」。時距

中秋佳節纔數天；郕材清唱一首台灣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子厚手舞足蹈

表演單人探戈。他們二人技藝一點不失禮，青海人甚為欣賞。我笑對魯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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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秀森說：「下次再有歌舞表演，便要『大小姐』、『二小姐』出場了。」秀

森大叫「唔製」，德華笑說：「我以為你是好朋友，怎知存心靠害呢！」當晚

是土家農家宴，以蔬菜為主。難得的有雞、魚招特貴賓，但正如台山人說「件

件都是 Good」。青海的雞魚都是很瘦削的，在骨堆中找肉，頗費功夫。無論

怎樣，在西寧這夜氣氛很特 別，留下不能忘懷的情調。

  次日清晨一早起床，收拾好行裝，搬上旅遊汽車，告別銀龍賓館，開往青海

湖去。是日陰霾密佈，天下著微微細雨。西寧在海拔二千米上，天氣從昨日清

涼轉為奇寒，急忙穿上兩件毛衣作抵禦。行經青藏公路中的藥水峽谷，追循著

湟水源頭河之一的藥水，逐漸攀向高處。在煙雨迷濛中出現了一座兩峰相連的

陡山，這就是唐朝大軍和吐蕃血戰爭奪的 險要塞口石堡城。現錄《資治通鑑》

唐玄宗天寶八載（749A .D.）：「上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帥隴右、河西及突厥

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

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檑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

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可

克；如期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此戰役唐用

數萬士卒性命換服取吐蕃四百人和石堡城，可謂代價慘重矣！案自松贊干布和

文成公主相繼逝去。唐和吐蕃關係由淡薄轉交惡，兵戎時在邊境相見。西寧為

邊陲重鎮，石堡城為西寧屏障。此城不得，西寧不可保也。是日我們的節目緊

湊，此古蹟只輕輕略過，未能駐足流連。

  我們從西寧赴青海湖走的路線就是唐蕃古道一微小部份，亦即是當年文成公

主下嫁吐蕃松贊干布入藏時必經之處。文成公主是唐太宗的姪女兒，被封為公

主遠嫁外國。傳說那時有好幾位西域使者在長安各自為他們的國王和王子向唐

朝王廷求婚。太宗只有這位姪女甘願遠嫁，於是太宗下一難題給各使者，能首

先解答的就將公主許給那國。他有一個九孔橄欖核，表皮上雕刻了精緻的山水

圖畫，內有隧道將九 孔接連。而打通九孔的隧道是彎彎曲曲。難題是太宗賜

一條很細的金線，要將金線從右端的孔穿入，左端的孔穿出。各國使者束手無

策，只有吐蕃使者祿東贊聰明絕頂，用膠水沾在一螞蟻身上，使螞蟻背線穿孔。

試了好幾次，終於成功，解決了難題，結果吐蕃國王松贊干布拔頭籌；文成公

主被許配給他。時唐宗室諸女明知遠嫁吐蕃，一生將永遠淹沒在這無邊荒蠻之

中，再無機會重回祖國。太宗亦不想太勉強這些孤立無援的少女，雖然太宗動

以大義訓示她們，只有文成公主挺身而出。寫青海歷史的有如此對文成公主的

美評：「作為一個柔弱的少女，以其宏偉的抱負，非凡的膽識和卓絕的 獻身

精神，毅然離開溫柔富貴之鄉，放棄安樂榮尊的生活，踏上冰封雪裹，峻嶺高

山的天涯險境，來到語言阻隔，荒涼僻壤的雪域高原，充當漢藏文化交流的偉

湟中隴上遊 (上 :西寧 )



463湟中隴上遊 (上 :西寧 )

大使者。文成公主入藏奏響了民族團結的凱歌」。文成公主由江夏郡王李道宗

護送，帶了一大批中原土產和各類技術人才，雜開西寧，經過吐谷渾國境，方

能進入吐蕃。唐太宗先諭吐谷渾國王修道 以方便公主行列的旅程。松贊干布

在緊貼吐谷渾邊境處候駕。

  車子駛離藥水峽谷，轉過一座山包，日月山口赫然在 望。日月山位於湟源

縣和共和縣的交界處，距湟源縣城約 四十公里，是青海東部外流河與內陸河

的分水嶺，也是農業區與牧業區的分界線。西邊是水草茂密，牛羊成群的大草

原，東邊是油菜泛金，麥浪滾滾的農田。山腰間有兩座造型美觀，風格獨特的

亭子，分別名喚日亭和月亭。我們將車子停下，漫步走往月亭遠眺山景。彼時

天濃陰，突然乍雷驟響，傾盆大雨從天而降。雨點灑在面上和手上，有如冰點，

寒氣透骨，月亭成了避雨的場所。放眼處一片混沌，甚麼也看不清楚。幸好大

雨不太持久，鍾琪領我們回旅遊車繼續前行。

  文成公主臨別故鄉之際，唐太宗賜她一日月寶鏡，背後請名匠精細地雕下長

安各勝景。若思家得苦，可以取出寶鏡，聊作慰藉。公主行至日月山，取出寶

鏡，仔細轉念，今後的前途不再是長安，而是拉薩，義不返顧，毅然將寶鏡扔

向山邊。此山本名赤嶺，因為是日月寶鏡埋身處，名字便改為日月山。現在日

月山頂峰矗立著一塊記述文成公主進藏事跡的石碑。

  過日月山再往前走，跨越一條小河，就是聞名遐邇的倒淌河。文成公主在日

月山頂換轎乘馬行走，東望故鄉，雖然棄掉寶鏡，畢竟兒女情長，英雄氣短，

這是和父母永訣了。今生難再見面，悲慟萬分，傳說她的眼淚匯成的小河也隨

著公主的行列向西流去。中國的河流，幾乎全是大江東去，而此河向西流入青

海湖，所以名「倒淌」也。其實這是青藏高原的隆起地勢形成的。文成公主知

道自己將會遠嫁西藏時，理性地接見吐蕃大相祿東贊，詳細瞭解吐蕃的風俗民

情、物產及自然環境。在行裝中準備了吐蕃缺少的農作物種子、藥物、樂器、

日用器皿、綢緞、史書、詩文、佛經和工藝書等。還帶同一批精通各類技巧的

工匠，這樣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藏去，公主的功業永垂青史，不朽後世矣！倒

淌河畔有一小鎮，是青藏公路與青康公路的匯合點。鎮上建有飯店、旅社、商

店、銀行、郵局、學校、運輸站、衛生所等。最重要的市中心立著文成公主的

石像，紀念這堅忍、果毅、有抱負和遠見的古代女子。

  終於抵達此行目的地青海湖，這是中國最大的鹹水湖，面積約四千四百平方

米。環湖周長三百六十千米，湖面的海拔約三千二百米。我見到瀕湖只有一

條街的小村落，有幾間餐室和一些出租船艇給人遊湖的鋪面，一間很簡陋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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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旅店。街的盡頭是那廣袤浩渺的青海湖。那日天氣奇劣，雪花冰片撲面而

來。黝黑的天空蓋覆著湖面上滾滾白浪。改了杜甫詩句一個字作為形容是最適

當的：「湖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且颳著大風，逆風而行，進一

步退兩步，是舉步維艱的相當掙扎。好不容易曳足到湖邊，站了五分鐘，總算

目睹這青海湖了。本來我們有一個鐘頭遊湖節目的，但在風大、雨急、浪湧下，

遊船有相當危險性。鍾琪建 議改參觀湖畔一藏族村落。

  我們租電瓶列車往一小村去。這家庭訪問真是一別開生面的經驗。給我印像

最深的是奇特的服飾。男女均蓄辮。男子獨辮盤頂，女子編辮或獨辮。他們都

穿藏袍。這種衣服的 特點是大襟、長袖、肥腰、無兜。藏袍很長，女式藏袍

比人體還長。穿袍子時，先得用頭頂住衣領，再穿袖束腰，最後放下領子，那

長出身體的一截便鼓在胸前成了口袋，甚麼東西都可以往裡面塞，大的還可以

放進去一隻半大羔羊。女子酷愛裝飾，飾物包括金、銀、銅、鋁、珊瑚、瑪瑙、

螺鈿、玻璃、貝殼…走起路時，鈴叮作響，更饒風趣。剛巧那家庭出售各種手

工藝紀念品，其中有些手指般長藏族服飾的袖珍娃娃。我毫不猶豫地選購了六

個，以備忘記奇異的藏族服飾。那家庭真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亦有追上時

代的設備如電視、電爐…等，有一風姿綽約的少婦，抱著一穿藏服約歲大的男

嬰。嬰孩對我們不停地嘻笑，非常可愛。魯德華和霍秀森出門時塞了些「利是」

錢給那嬰孩。我們沿原路回西寧。過日月山口時，見遍地白雪皚皚，可見得那

天早上是相當冷的。

  中午回到市區內三娛餐館內午膳，這可給我機會欣賞西寧的市容。西寧市區

橫陳於湟水流域中部最開闊的一段河谷裡。現在這富饒的河川再不是種植五穀

的農田，而佈滿了密集的樓房和沖天而起的大廈。蜿蜒的湟水，被埋沒於三合

土的「森林」深處，成了市中心的一條不大為人注目的渠道。市區內處處都是

剛剛落成或還在建築中的高樓大廈，反映近年來這高原山城的長足發展。許多

名車、名錶、名牌服裝、名家電器和名牌化妝品等的廣告在大街通衢的顯眼處

樹立著。還夾雜著無數小店鋪，出售佳餚和地方風味小吃，其中回民開的羊肉

店和麵食店最受本地人歡迎。從大清早起不論男女老少，一人手拿一碗牛肉或

羊肉湯麵，都吃得呼呼作響。西寧是一美麗的城市，它的美蘊藏在它的內涵。

儘管西寧的腳步隨著中國各大城市向前邁進，現代化不能掩蓋了它給人新鮮感

的鄉土氣息。正如川流不息的古湟水仍奔騰在高樓大廈中間。我深切希望這鄉

土氣息和空間新鮮的空氣，不會在西寧泯滅。

  秦漢時，中原人士泛稱湟水流域中部河谷的富庶西平亭地帶（今西寧）為湟

中。今天的湟中是毗鄰西寧一個小縣，離市區不過二十五千米。午餐後鍾琪

湟中隴上遊 (上 :西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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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領我們往青海省最出名的古蹟湟中塔爾寺去。因為先建塔，後修寺，故有

此名。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大師誕生於此地。初建於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A 

.D.），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寺院是一組建築物依山勢而建，都是攙和

了漢藏藝術的精華，佔地六百畝，包括了著名的大金瓦殿、小金瓦殿、祈壽殿、

大經堂、文殊菩薩殿、八寶如意塔等。最宏偉的大經堂，可容納千餘名喇嘛集

體誦經。飾有黃、紅、綠、藍、白五色的幡、幃、幢和傘蓋。加上珍貴的大型

堆繡掛佛、刺繡佛和佛教故事壁畫。棟樑上刻有藏式風格的圖案花紋，殿內大

柱都由龍鳳彩 雲的藏氈包裹，使整個經堂顯得五彩繽紛，富麗堂皇。

  塔爾寺內藝術品以「四絕」馳名於世：一是雕塑，二是壁畫，三是堆繡，四

是酥油花。堆繡是藏族獨創藝術之一。它是用各種色彩艷麗的綢緞剪成各種佛

像、人物、花卉、鳥獸等，然後以羊毛或棉花之類實其中，再繡在布幔上。由

於中間凸，給觀者明顯的立體感。酥油花是用奶油調和各種顏料塑造出來的各

種佛像、人物、禽獸、花木、亭台樓閣和宗教、神話故事等。由於酥油花在天

氣轉暖時會溶化，所以每年冬季製作以供奉佛祖、菩薩諸神。夏天溶化萎縮時

被棄掉，因而每年冬天都重塑，總是推陳出新，高度發揮了塔爾寺僧人的技藝。

  我們在塔爾寺消磨了整個下午。要求重回馬忠餐館吃晚飯。這餐館有兩層

高，有回廊將兩樓宇連接起來。經過一龐大廚房，從玻璃窗向內窺望廚師無暇

精心泡製。我們是乘夜車赴蘭州。這貴賓廳很寬敞，有私家洗手間，我們有綽

有餘 裕的時間慢慢享用。

  這次絲綢之路旅行，我們很欣賞各處的地方導遊，但對全陪何杰非常不滿

意。我給他的評語：腦袋不靈活、看不起人、不懂歷史、無識、懶、貪。蕭沛

錕嫂張小桃對翁希傑說：「下次我們回中國旅行，不要從桂林來的全陪。」我

認為他比前兩次的桂林人李榮根、胡清業差得遠。在西寧火車站內出現一小插

曲。何杰向我們取每人五美元的大行李搬 運（從旅館至火車站）和火車寄存

費。張小桃心軟：「區區小費，給他罷。」希傑和我認為旅行社出發前發出的

條文，明明包括在中國內各式交通費用，包括飛機、火車、輪船、長途汽車，

怎會有這額外加料？黃秉權大聲向何杰質問收費的理由。想不到這文質彬彬的

大學教授，動氣時有「張飛喝斷長坂橋」的威風。何杰噤若寒蟬，不敢再提這

額外費用。

  從西寧到蘭州需要三個鐘頭的火車程。傍晚八時半火車啟程。相信要三更半

夜方能抵達蘭州。外面燈火漸趨黯淡，這美麗的高原山城已漸漸被拋在後。未

知何日有機會作故 地重遊。火車內乘客稀疏，車行了一個鐘頭，李郕材嫂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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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珍行到我身邊說：「我剛結識一對從瑞士來的夫婦，他們旅行經驗很豐富，

你過去和他們交談罷。」我跟著她步各車廂前面。一對退了休的歐洲人笑臉相

迎。他們能找到中國這僻遠的地方，確是難得。原來今天上午他們亦往青海湖

去，提起在日月山遇到大風雨，我順便向他們簡述文成公主過日月山的故事。

那男人說：「這不過是老村婦的囈語罷，不能全信。」我頓起反感。這對夫婦

有中國欺侮少數民族，強佔西藏的成見。我想，不虛心聆聽他國歷史，領略本

地民風，帶著封閉的心靈旅行，就算踏遍天下也是枉然，自己不能有所收穫的。

我立即不再談中國歷史。譯了蘇軾半首詩給他們：

「人生都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他們閱後大受感動。後來在喀什市集內又碰著他們。他們一腔熱情，大有和我

交友之意。我只淡淡地 作禮貌上的寒暄而已。

湟中隴上遊 (上 :西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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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在全世界城市中，蘭州的地形算是非常奇特的。此甘肅省的省會位於省的中

部，黃河上游的河谷中，四周群山環抱，黃河流經其中。蘭州南北狹窄，東

西修長，南有皋蘭山陡峭挺拔，北有白塔山疊嶂層巒，黃河在兩山之間的市中

心穿城而過，形成一條東西長五十多公里，南北最寬不足五公里的狹長河谷盆

地。這帶狀般大城市，除蘭州外，我還未碰見過。這裡地處內蒙古高原、青藏

高原和黃土高原接壤處，可稱為通衢大道的集會點。自漢朝打通河西走廊以

後，蘭州就成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渡口和交通樞紐。唐朝絲綢之路騾馬、駱駝

往來頂熱鬧，經蘭州到長安的西域各國使者甚眾。名僧玄奘、邊塞詩人高適、

岑參，還有唐朝派往吐蕃（西藏）的使者劉元鼎等都是經過蘭州西行。高適寫

了一首七言絕句描寫蘭州的風光：

  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畫中。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

  二十一年前我從倫敦坐火車至西安，為期兩個月，暢遊絲綢之路全程，途經

西歐、東歐、土耳其、高加索半島、中亞細亞，在新疆的霍爾果斯口岸入中國。

曾在蘭州留宿兩晚，寄寓在天水路的金城飯店，離開黃河岸只有幾個街口。

一天清晨在早餐前我沿著黃河漫步，風光旖旎。城區北側的黃河南岸已被闢為

「濱河公園」，有「綠色長廊」的美譽。楊柳依依，亭台樓閣點綴其間，黃河

的白浪滔滔而來，水色波光，令人陶醉。在蘭州我領會到黃河的雄渾氣魄，遠

勝於在鄭州或濟南。今天的濱河公園比二十一年前更華麗。沿著黃河南岸，錯

落矗立著很多雕塑，都是和黃河歷史及文化有關連的，如「西天取經」、「綠

色希望」、「筏客博浪」、「絲路駝鈴」、「平沙落雁」、「黃河母親」…等。

  在陽光大廈住宿了一夜，早餐後，蘭州導遊毛麗瑾領著我們一行十四人去欣

賞那「黃河母親」雕塑。這是一個長六米、寬二點二米、高二點六米的花崗

岩圓雕。一年輕的母親抱著一天真爛漫的男嬰。母親秀髮披肩，用慈愛的目光

注射著孩子。簡潔的構圖隱含著深遠的寓意。這祥和的母親代表黃河，嬰孩代

表中華兒女。母親對孩子的呵護亦即是黃河從未間斷，百折不撓地哺育祖國大

地。雕塑的基座有水波紋或魚紋。黃河流域的悠久歷史文化，生生不息。團友

頻頻拍雕塑照。我很多謝魯德華、霍秀森、郭惠珍三位，回家後贈的絲綢之路

照片多張，留下美好的回憶。

  是日的目的地是炳靈寺石窟。蘭州導遊毛麗瑾是一嬌小、稚氣未消，外型像

一位小學生。她是我們這次旅行最優秀的導遊，真是人不可貌相。旅遊車沿著

黃河西行，毛麗瑾用那純正、動聽的國語解述蘭州歷史文物，口若懸河。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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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固區，內有化學工廠多所，煙囪頻頻噴出黃色或黑色的煙霧。很可惜，這美

麗的城市有這樣嚴重的污點。

  午餐在永靖縣城的銀河餐室。陳設古色古香。用膳的大餐廳在二樓，頗寬敞

舒適，遙眺劉家峽水庫。唯一美中不足處是那洗手間，只有一白瓷毛坑。餐後

我們排隊進去。盧遂業用完後留下些紀念品，水也不能沖掉。我們相繼蓋鼻而

出，掩嘴而笑。李郕材嫂郭惠珍對我說：「他蹲下時用了反方向，所以留下斑

痕。」想不到用毛坑也需要一門學問。

  劉家峽水庫攔腰截斷黃河之水，形成一個景色壯觀的高峽平湖。很可惜絲綢

之路上原有古蹟通青海的鳳林關已被湖水淹沒。水庫是黃河上游的第七個梯

級電站，兼有發電、防洪、灌溉、漁業、航運、旅遊等多種作用。水域闊達

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每年發電量達五十七億度，有足夠的電力供應甘肅、青

海、陝西三省。電站大壩建在群山環抱中，一個十二公里長的陡峭峽谷東段，

靠著小鎮的湖邊停泊著很多遊艇、快艇、機動船。毛麗瑾率領我們一行十四人

登上一電動小艇。登艇可不易啊！那艇的邊緣異常狹窄，只有足夠的方位容納

一鞋。我們要手按船艙的窗，小心翼翼緩走。若有錯步定墮下水中，不良於行

者可免此行了。

  登上快艇向水庫西南端的炳靈寺石窟駛去，如離弦之箭在水面上飛馳，犁出

一條深深的水溝，將那清澈湛藍的湖面分開。兩排潔白的浪花向兩邊跳躍翻捲

而去。船經「黃河三峽」，四周秀挺的群峰像水墨畫般淡淡地展在眼簾，宛若

漓江上的桂林山水，出現在華北的甘肅省，確是難能可貴。個多鐘頭後抵達炳

靈寺的碼頭了，沒有石級，是一很陡峭的崖面。幸好我們還算健碩硬朗，克服

此也不算太困難。

  炳靈寺石窟位於劉家峽大壩西水路五十四公里的大小積石中，是古絲綢之路

要衝。早在西晉建弘元年（420 A.D.)，佛教徒就在炳靈寺開窟，塑造雕刻佛像，

所以此寺已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炳靈」是藏語「十萬佛」的音譯。炳靈寺

即漢語的萬佛洞。

  炳靈寺的風景是很迷人的。寺溝峽口處有無數奇峰怪石突屹水上，挺拔俊

俏。姊妹峰是兩尖峰，互相依偎，守著入炳靈寺的大門，眺望著大寺溝口外的

黃河上下，監護著腳下絡繹不絕的遊人進出。魯德華、霍秀森欣賞得目瞪口呆，

不約而同說：「美極了！謝謝安排這麼好的一景點。」有小徑引導遊人進入峽

谷深處，一路山清水秀，峰險石奇。沿路的崖面都挖鑿了無數大小洞穴，內藏

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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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炳靈寺石窟是絲綢之路上著名的佛教勝地，保存著十六國時西秦、北魏、

北周、隋、唐各代窟龕一百八十三個，有石雕佛六百九十四座、泥塑佛八十二

座。其中一尊摩崖大佛最引人注目。他恬然靜座，面含微笑，雙唇微啟，似在

說教。佛的上身利用天然石柱峰雕成，下身則用泥塑造，高二十七米，是唐代

的精品。我們跨越峽谷的小橋，在彼岸眺望各佛洞，別有風韻。我和翁希傑漫

行，有二位本地人知道我們是華僑，熱情地和我們搭訕。希傑沉默寡言，我用

生硬的國語略作應付，好辛苦也！

  回程時，船夫向我訴說生活艱苦，只有旅遊季節時方有生意，不足擔當一年

的開消，淡季要做些苦役幫補入息。挑起我的同情心，上岸時給他多點「打

賞」。從永靖到蘭州風景怡人，進入市區時已紅日西沉，華燈初上。我們直接

往新大眾餐室去吃晚飯，離寓居處只有幾個街口。飯後蕭沛錕、黃秉權和我結

伴逛蘭州夜市。此古城有文化氣息，書攤有幾檔。秉權買了兩本古書，是夜間

最好的精神伴侶。

  我們還有一整天在蘭州。早餐後跨越黃河大鐵橋。白塔山位於黃河北岸，海

拔一千七百多米，山勢起伏，有拱抱金城之雄姿。層巒如屏，近逼黃河，山下

有氣勢雄偉的金城關、玉疊關、王保保城。毛麗瑾很聰明，知道一口氣登上峰

頂，我們這些老人可吃不消，於是領我們分段而上。白塔山的一、二、三、台

建築物撲面而來，聳立山間。這些建築群把對稱的石階、石壁、亭台、回廊連

貫一起，上下通達，層次分明，結構嚴謹。俯覽黃河，濁浪翻騰，白塔山自古

為軍事要塞，唐岑參有詩云：

  古城倚重險，高樓見五涼，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

 山頂的白塔寺高插雲天。寺前一大石碑刻了一首五言律詩：

  隔水紅塵斷，凌空寶剎幽。龍歸山夕曉，鶴唳海天秋。

  白塔連雲起，黃河帶雨流。倚欄凝望久，煙樹晚悠悠。

  此詩修辭和意境都不錯。我牢牢將它記往且抄下給盧遂業嫂蔡少鳳，因為她

要背誦沿途古蹟文物的題詠。白塔寺始建於元代，毀後明景泰年間重建。白塔

七級八面，高約十七米，下築圓基，上蓋綠頂，各面雕有佛像。檐角繫有鐵馬

鈴，塔外層塗上白油漆，若砌成白玉。白塔詩的頸聯意境超逸：「白塔連雲起，

黃河帶雨流。」我不期然記起抗日戰爭時一首流行歌曲：《怒吼罷！黃河》。

北宋時，白塔山是西夏的國境，與宋代的金城（蘭州）一衣帶水，隔河相望。

冬天黃河結冰時，西夏兵進犯宋國境。白塔山和黃河在中國歷史上可謂飽經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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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歷盡哀傷。中國曾在幾番風雨中，民族精神猶熾。

  在惠豐餐室午餐後，我們往黃河南岸的五泉山去。五泉山是皋蘭山的一部

份，在北麓海拔一千六百多米。我們穿山門沿中間通道攀上，有依山而建的古

建築群，以石階亭廊相連，直到尖峰。據傳，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西征，曾駐

兵於此。因缺水源而人困馬乏，口乾舌躁。霍一怒之下，對山用鞭擊了五次，

頓時山縫開裂，泉水湧出。現在五泉弧形分佈在山麓，如五顆明珠鑲嵌在廟宇

亭閣，綠樹花叢間。每眼泉水都有它的美好傳說。例如摸子泉是一深約五米的

古洞，洞內聚有一汪泉水，內藏花石瓦礫，傳說要想知道生男還是生女，可在

黑暗中伸手向泉水摸索。得石為男，得瓦為女。掬月泉是聚於像井一樣的深洞

裡。每逢月夜，泉水影著月亮，如月掬盤中。

  通常絲綢之路旅行很難避免在火車上渡宿，甚至有兩次，其中一次是蘭州赴

嘉峪關的旅程。我們這團全部用飛機取代了火車。蘭州飛嘉峪關只有一個鐘頭

航程，用的只有廿多人座位的小飛機。機上服務員是一位高瘦男士，他給每人

一杯汽水和一包果仁。然後回後面先用國語解述，快如連珠炮。後用不知甚麼

言語，最後聽到 Thank You ，我方曉得他說的是英文。隴北導遊馮健秋早在機

場等候我們，這年青小伙子國語沒有毛麗瑾的純正，但態度誠懇，給我莫大好

感。他和我們相處了五天四夜，和全陪何杰不大融洽。我總覺得何杰恃勢凌人，

定要佔著上風。嘉峪關市建於 1965 年，地處河西走廊的中部，距酒泉僅十二

公里，因長城終點嘉峪關得名。東緣綠州緊接酒泉市區外的綠州，為農耕地；

中、西部是戈壁灘，為工業地帶。現嘉峪關市已成了新興的鋼鐵工業城市，街

道整齊、潔淨、寬敞，錯落有致的樓宇掩影在綠樹叢中，不愧是荒漠中的甘霖。

馮健秋接著我們，首先到寓居的花苑賓館註冊、領取房間、放下行李，然後到

餐廳去午膳。這賓館是舊式的，令我回憶 1984 年初回中國時的山西大同的賓

館。雖無豪華陳設，窗明几潔，使我感到有親切感。餐後我們被領往嘉峪關市

毗鄰的酒泉，市內泉湖公園去。

  據說，漢武帝元狩二年（121B.C.）霍去病打了勝仗，平定河西，駐兵於此。

武帝遣使賜御酒犒賞。霍愛兵如子，因酒少人多，乃傾酒入泉，眾將士取而共

飲，故名酒泉。進入泉湖公園可以看見右側有一大幅油畫，顯示霍去病在「酒

泉」邊與眾將士開懷暢飲的場面。我對霍秀森說：「這次可瞻仰你的祖先遺跡

了。」離正門不遠有一座大石碑，刻著「西漢酒泉勝跡」六個大字。石碑背後

就是傳聞中傾過御酒的泉池了。泉池圍以白石欄杆，水清澈見底，泉眼是一串

串晶瑩的水泡，湧上水面時結成一圈圈漣漪。此泉稟性特奇：冬暖夏涼，永不

結冰。泉前有一大片石板地，刻著漢朝設立河西四郡：張掖、武威、酒泉、敦

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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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的原委。有酒仙李白飲酒時的雕像，且刻上他的名詩：「天若不愛酒，酒星

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泉旁有一株茂密的「左公柳」，為清代

中興名將左宗棠手植。霍去病和左宗棠是前後和酒泉有密切關係的將軍。泉湖

公園內有一大湖。我們環湖一周漫行，亭台拱橋，林木假山倒影湖中，真是塞

外江南。

  告別泉湖公園，返回酒泉市中心，交通甚為擁塞，車子緩緩而行，穿過鬧市

內鐘鼓樓的卷門。這是有三層檐翹角的城樓，畫柱雕樑，俊秀宏偉，四面都有

卷門，分別題刻了「東迎華嶽」（即陝西華山）、「南望祁連」、「西達伊吾」

（即新疆哈密）、「北通沙漠」，點明了酒泉的地理重要性。鐘鼓樓原建於東

晉永樂二年 （347A.D.）是守城侍衛打更巡邏，報曉鳴鐘，警備防寇的戍樓。

現成了酒泉市的心臟。現存的鐘樓是重修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A.D.）可惜

我們沒有泊車登樓參觀。

  中國旅遊局規定每團遊客都要往指定購物場所消磨一段時間。在酒泉我們被

帶往一夜光杯廠去。夜光杯是用祁連山玉雕琢成的飲皿，質地精緻，紋理自然，

光滑明亮，薄如蛋殼。色澤有翠綠、墨綠、鵝黃、羊脂白等。王翰一首凉州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更令夜光杯名氣不脛而走。祁連玉不及新疆和田玉，惹不起我的興趣。廠內各

玉器不如我在蘭州買到的小玉貔貅。魯德華在酒泉坐失時機，後來在敦煌買到

了一可作漱口用的大夜光杯。是夜回嘉峪關市晚飯，花苑賓館留宿。

  我們早餐後便往遊覽長城終點嘉峪關。關城位於市的西南隅，離市區四公

里。這是長城沿線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雄關，南憑紅山祁連，北依黑山龍首，

四周平沙，墙垣雄偉，樓閣高聳，飛檐凌空，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群體。主要由

外城、內城、瓮城、羅城、城壕等組成。關城上還建有箭樓、敵樓、角樓、閘

門樓十餘座。我們攀上箭樓，庭內有箭術表演處。遊客若付上十元（人民幣）

可以一試膂力。只有李郕材老當益壯，拾起弓，拿上箭，向靶子射去。「廉頗

雖勇，無奈矢已三遺」矣！嘉峪關初建於明洪武五年（1372A.D.），據說有幾

位建城巧匠，除提出精密的設計方案外，還精確計算出所用材料。當嘉峪關建

成後，剩餘的只一塊磚，現留存在西瓮城會極樓的檐台上作永遠紀念。走出關

門。回停車場經過一市集。盧遂業不慎跌了一交，僥幸只損了額皮，沒有傷及

筋骨。帶來好風水，此旅程再沒有其他意外。回到花苑賓館午膳，兼收拾行裝，

又要僕僕風塵西行往敦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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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車抺過安西縣境，此是河西走廊西端的一點，地處甘肅西部浩瀚的戈壁

灘上。安西以風聞名於世。唐邊塞詩人岑參描寫安西：「一川碎石大如斗，隨

風滿地石亂走」。刮起大風時，飛沙走石，拔樹毀屋。安西另一馳名天下的就

是瓜了。白蘭瓜和西瓜給安西以「瓜州」的美名。馮健秋知道我們一行人喜愛

生果，命司機郭師傅將車子停在賣瓜棚前。是日風和日暖，棚內有不下十個賣

瓜檔口，都任由路客試食。魯德華、霍秀森二位女同學豪氣干雲，勝出鬚眉，

買下六個大白蘭瓜供我們沿途解渴和賞月用。車程共兩個多鐘頭，抵達目的地

敦煌山莊。

  

  敦煌，古稱沙州，在安西的西南，是青藏高原北部的邊緣地帶，為甘肅、青

海、新疆交匯處。它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絲綢之路中要站，東西文化在這裡

溶合，形成了燦爛的敦煌文化，留下來眾多的名勝古蹟。我們在敦煌山莊留宿

了三夜。這是一莊園式，面積龐大的古舊旅館，背倚鳴沙山一帶的大沙漠，在

市區南部，離市中心稍遠。時逢中秋佳節，我們在這裡舉行了一連三晚的迎月、

賞月、送月。

    抵達敦煌的那個下午，領取了房間，稍事梳洗休息，往市區的農家樂吃了

晚飯，回山莊便準備迎月這一節目。場地是山莊的天台。這裡甚為寬敞，可

容上百人。馮健秋請侍應生將三套椅桌拍合在一起成了一長桌，可供十三人席

位。桌上放了幾枝搖曳著的蠟燭，李郕材、郭惠珍夫婦作東，供應名酒和果仁

類小食。還有蕭沛錕、張小桃從香港帶來的名牌月餅，魯德華、霍秀森在途中

安西境內買到的白蘭瓜。有足夠的食物供應我們迎月了。天台的一角是一小亭

館，出賣酒水。那夜除了我們十三人外，沒有別的旅客，只有何杰、馮健秋間

斷地走過來看我們有甚麼臨時需要。氣氛異常親切。「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

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我們這些老同學，

多次藉著中國旅行而重聚，時機是何等珍貴。彼時一輪當夜照，涼風浸浸，微

有寒意。遠眺著那鳴沙山，沙峰如澎滾著的浪，連綿起伏，虬龍蜿蜒。月華影

著各人顏面上歡愉的光彩。「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唯一的遺憾

是沒有音樂。何不自己製造呢？李郕材於是引吭高歌，重唱那首《月亮是我

心》。跟著指定要我唱。我從未當眾唱過歌，且身體沒有任何音樂細胞。翁希

傑向我挑戰：「若你肯唱，我亦唱。」這句話我很大鼓舞。唱了幾句《千王之王》

的主題曲。李郕材鼓勵著說：「不錯，不錯。」我凝視著希傑；他無所遁形

了。唱了兩句五零年代梁醒波的《光棍姻緣》：「擔番枝大雪茄，充生晒認經

理。」我笑說：「這道白亦算合格了。」李郕材嫂郭惠珍有很清脆的喉音，她

推辭說：「忘了詞句，怎能開口。」我們望著魯德華，她說：「我只能和別人

和唱，不能獨唱。」我鼓其餘勇，紅著臉子唱了一段《Sunrise, Sunset》。

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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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到“Sunrise, sunset, swiftly flow the years, one season following 

another, laden with happiness and tears.”是我們這群古稀老人寫照，難

免有點傷感。德華真的在旁和唱。迎月之夜，我們回返在校時的童真了。

  次日大清早踏上征途，往玉門關去。玉門關故址位於敦煌市西北約九十公里

處。漢武帝時設關，是西漢以來由中原進入西域的最西隘口。新疆和田玉要

穿過此關方能進入中原。故有玉門之稱。經過二千滄桑留下來的只是一小方盤

城。方形城垣約有六百多平方米，墻高十米，寬約三至五米，西、北各開一門。

城北坡下有一條東西大道，是歷史上中原與西域諸國交通的古道。玉門關的聲

名得唐詩人王之渙的題詠益彰：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可見得亘古以來，玉門關是邊防要塞，甚為荒涼的。又有一首充滿愛國情懷的

七絕：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清代左宗棠帶兵出玉門關，平定回疆紛擾，在公路上廣植柳樹。寫了一首詩，

反駁「春風不渡玉門關」一句：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

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關於玉門關的故事，莫過於東漢定遠侯班超。他年青時投筆從戎，隨將軍竇固

率領大軍西擊匈奴。留居塞外垂三十一年。由於他的機智、勇敢、正義，抵禦

了匈奴的侵擾，促進了西域諸國的團結，且和漢帝國有密切的聯繫。班超晚年，

由於思鄉心切，想回故土。他給東漢和帝上書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

生入玉門關。」皇帝見他言辭懇切，情懷思歸，很受感動，故於永元十四年

（102A.D.）准他回鄉。班超以七十一歲高齡榮歸故里後，第二年就與世長辭

了。唐朝胡曾感嘆班超在風燭殘年請求回鄉寫了一首詩：

 西戎不敢過天山，定遠功成白馬閒。半夜帳中停燭坐，唯思生入玉門關。

戴叔倫持相反的意見：

  漢家旗帳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將此事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

他認為班超立功異域，名垂青史，何必一定要生入玉門關呢？  

  離玉門關不遠有漢長城遺址，是漢武帝於太初四年（101B.C.）在敦煌西北

羅布泊築了一段長城以防西域諸國的侵擾。在現今敦煌西北戈壁上可見到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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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烽燧痕跡。基地寬約三公尺，結構為紫草加砂礫、夯土，厚二十公分，粘

結牢固。長城內側高峻處，烽燧土墩相望。這斷蛇一直延伸至玉門關。我曾踏

上一土墩，掬起一把沙石在掌中，總算和漢代長城發生了切身的關係。

  雅丹地貌，又稱「魔鬼城」，在玉門關西北約八十餘公里的一大片淺紅色地

面上。此區或因在乾旱少雨的自然環境中，粘土質地面受長期風力磨蝕，地質

起了變化，形成無數奇特的土崗土丘。這些高低參差的土丘峰林分佈在東西長

約二十五公里，南北寬約一至二公里的狹長地段上，是鬼斧神工的大規模天然

「建築物」，街道縱橫，屋宇林立。憑想像力可以看到一些像佛寺，一些像金

字塔，又有孔雀開屏，駱駝行列。我們在雅丹地質博物館內午餐後方進入「魔

鬼城」。坐電瓶車在雅丹地貌上作一草草巡禮。馮健秋警告我們：除了跟電瓶

車上導遊下車參觀某「建築物」時，千萬不可離群亂闖。這裡很容易迷路的。

若「蕩失」了，沒有人能尋著，將永遠在這「魔鬼城」作流浪客。遊罷雅丹地貌，

還有時間瀏覽地質博物館，且在戲院內觀看了一錄影片，闡述地貌的形成及其

某些奇景。

  是夜乃八月十五中秋節，賞月節目可精彩了！回到敦煌山莊，處處貼上廣

告。從晚上八時起至半夜有賞月的野烤、歌舞。收費約二十七美元。我們小團

中有九人預備參名。魯德華、霍秀森二人說代我買入場劵。誰知她們堅持不肯

收回票價，我又一次作了她們的嘉賓。六時左右馮健秋先帶我們到大漠風情園

去吃晚飯。飯後也有歌舞節目，只有半小時。主要是飛天舞，舞女穿的七彩長

裙，拖了多條不同顏色的長帶，比裙長上數倍。在表演那婀娜多姿的飛天舞時，

像駕著彩雲，衣裙飄曳，綵帶飛舞，凌空翱翔。這飛天舞是得自莫高窟內的壁

畫。又有男女歌手分別演唱民歌和時代曲。我最欣賞的是一位中年男士楊先生

吹奏羌笛，徐疾轉調處散漫出無限幽怨。想起唐詩的「羌笛何須怨楊柳」，今

晚可領會到羌笛的神韻了。

  七時半回到敦煌山莊，見大堂內熱哄哄的一大堆人。我們急忙分別回到房

間，匆匆漱口、刷牙、洗面、梳頭，回到大堂。早有穿了飛天舞服裝的幾位少

女，派給每人不同顏色的大燈籠和一支六寸長的蠟燭，我還以為晚飯後有中秋

提燈巡行呢。我們一行九人：李郕材、郭惠珍、蕭沛錕、張小桃、魯德華、霍

秀森、黃秉權、李子厚和我跟著一位飛天舞女，迂回曲折穿過敦煌山莊的回廊，

來到後面的一大空曠地，早已紥上了十多個幕。在遠處的嗚沙山成了這中秋晚

會的天然「佈景板」。每一營幕內都有一長桌和十二張椅。我們坐下很覺寬敞

舒適。營幕內四周洞開，無論選甚麼座位，都可以清晰無障礙地看到大場內的

藝術表演。地面上都是細沙，可見得此戲場本是大沙漠一部份。夜涼如水，月

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475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華生輝，玉鏡澄埃，一輪高掛。中秋節目比大漠風情園精彩。有六位男女演唱

家，聲樂造詣不低。飛天舞多達十人。給人印象是：有徐徐降落的踏彩雲者，

有手捧鮮花直衝雲霄者，有雙手張開橫空飄逸者…最使我驚喜的，剛才在大漠

風情園吹羌笛的楊先生，也轉移陣地，來此奏他的如泣如慕，如怨如訴的笛聲。

全陪何杰在隔二營幕和一批從新加坡來的遊客處，大聲談笑，旁若無人。在歌

舞表演節目中，侍者不停供應各類串燒、生果、飲品。我們嫌串燒羊肉太老太

鹹，不知何處投訴，幸好馮健秋過來視察形勢，我們將要求告訴他，不久果然

有一批適合我們口味的串燒羊肉送過來。夾有猜詩詞俗語節目。蕭沛錕猜中了

「笑問客從何處來」，捷足先登。以後我們猜中多條，主持人不再理睬我們這

一席，相信要獎品均勻分配也。壓軸戲是放孔明燈，每人將先前分配的燈籠擴

張，燃點短燭在內，因為火消耗氧氣，使燈籠內的空氣密度比外面的空氣為稀，

燈籠便在這「空氣海洋」內向上浮，裊裊升起來。在這「大漠孤煙直」的月圓

之夜，數十個七彩繽紛的燈籠，向天空的皓月飛奔去，既美麗又神秘。至於燈

籠內氧氣燃盡，燈籠將化為灰燼，殘骸落在何方？污染大沙漠何處？非我們所

知也。是夜有一意外，有一客人置放燒著了的短燭不穩，燈籠未飛離營幕便被

燃著，波及幕頂，發出熊熊火光，幸好山莊職員立即用救火器撲滅，虛驚了一

場。

  莫高窟位於敦煌市東南約二十五公里，開鑿於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沙漠中

最高處，故曰「莫高」也。洞窟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366A.D.）。莫高窟上

下共有五層，參差錯落，鱗次櫛比，由南至北約一千六百多米。1900 年道士王

圓籙發現藏經洞，洞內揭出珍藏近八個朝代的各種文書四、五萬件。時值清朝

末年時局動盪之際，美國、歐洲各考古學家乘機巧取豪奪，將大批文物從莫高

窟運到美、歐博物館，是中國文化遺產一大流失。至今仍保存洞窟四百九十二

個。洞窟的大小一，風格迥異，塑像參差錯落，高矮不齊，有雄渾威猛的巨雕，

亦有精緻細密的小像。手法五色八門，構思深邃，自被發現以來，驚世駭俗，

隱含著無盡的寶藏。其中可分為壁畫、彩塑和藏經洞三大項。我第一次蒞臨莫

高窟是 1987 年。此是我從倫敦乘火車到西安兩個月旅程中一大站。莫高窟環

境雖沒有現在的優美，但全部開放，任由參觀，遺憾的是沒有充裕的時間。現

在洞穴數目的開放視票價的貴賤而定。我相信文景假期給我們購買的票是最便

宜的一種，所以看到的很少。這次看到的有九十六窟的彌勒佛像，高三十三米，

是莫高窟第一大佛像，亦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塑佛像之一。一百三十窟的彌勒佛

像，高二十六米，是第二大佛像，面部英俊清秀，神情莊重肅穆，代表了唐代

雕塑藝術的精華。我們十三人全沒有參觀壁畫。題材大致可分七十類：佛像、

神怪、故事、肖像、經變、佛教史蹟、裝飾圖案。二十一年前我看到迦葉捨身

的壁畫：是一兇鷹要吃一白鴿。迦葉上前攔阻。鷹對他說：「我若不吃白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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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餓死。這樣罷，你若能找到相當鴿子的肉給我，我便饒它一命。」迦葉毫

不猶豫，脫下上裝，在自己體上用刀削下肉片給兇鷹。壁畫繪出迦葉深沉世故

和慈悲為懷。此次沒看到壁畫，我不禁有點失望。後轉念一想，世間事物多於

恆河沙數，能看到些許，聊作典範，已是非常幸運了。

  我們回到市區菜根香午餐。下午還有一大段空白，馮健秋領我們到敦煌市博

物館去。這博物館面積不大。陳設以敦煌歷史為主。它成為西漢河西四郡之一，

已在西寧遊記及前文述酒泉公園時簡略提過，不再贅述。在此館內我増進了三

件事的知識。（一）二十世紀初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凌。莫高窟被這些西方知

識強盜剽劫，例如 1907 年英國斯坦因騙去經卷、文書二十四大箱，繪畫繡品

五大箱；1908 年法國伯希和挑走藏經洞珍貴經卷等數千卷；1921 年白俄軍殘

部數百人侵駐莫高窟，對洞窟佛像、壁畫損壞極大；1924 年美國華爾納用化學

膠布粘走壁畫二十六幅，劫走彩塑數尊。（二）飛天舞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

西域文化匯流後的產品，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也隨著飛天舞而飛升了。（三）

班超在西域的功業，我已在玉門關那段談過了。

  在迎月那夜，馮健秋對我說：「鄭先生，你喜愛讀中國歷史，為什麼不到陽

關去？」我打蛇隨棍上：「現在我們多加此景點，可以嗎？」他回答：「應

該是不成問題的。」在雅丹地貌地質博物館的餐室內，何杰向希傑索取絲綢之

路旅程表借閱。我奇怪他身為全陪，為甚麼不將旅程表常備在身。後來見到他

和司機郭師傅在一角密密細語。在市博物館出來，何杰向我們說：「若每人出

二十五美元，可以往西萬佛洞參觀。」李郕材問我怎樣？我認為已參觀了莫高

窟，不需要畫蛇添足了。本來若馮健秋願意帶我們到陽關去，我會提議每人在

小費上多給他和司機作酬謝。現在看情勢陽關之行頓成泡影。這是我對何杰很

大反感的原因。其實陽關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只留下一烽火台遺址，不太

值得去看，所以我沒有編入我們的旅程。古時它和玉門關出西域分為南北孔

道，它盛名卓著，因為唐大詩人王維的《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時只是下午三點半，沛錕嫂張小桃提議往敦煌市集逛街。郭師傅見賺不到

額外工資，負氣直接帶我們回敦煌山莊。各女士非常不滿，馮健秋處在狹縫中，

手足無措，怪可憐的。回到房間稍事休息，便到樓下餐廳晚飯。這夜是送月，

我們早早便登上天台，等待月出。此夜大大不同迎月那晚，天台有很多其他住

客，且氣候較冷。我們待月出後，聊天了片刻便各自回房休息。

湟中隴上遊（下：甘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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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是在敦煌最後一個上午，剩餘的景點只有鳴沙山和月牙泉。鳴沙山位於敦

煌市區南約五公里處，是由積沙形成的一座沙山。南北寬二十公里，東西長

四十公里，沙峰陡峭，鋒如刀刃；沙嶺起伏，蜿蜒虬龍。如果一群人從峰頂一

齊向下滑動，沙子隨人體下流，會發出隆隆的響聲。這次我們只在鳴沙山腳下

步過，沒有攀登峰頂滑沙。二十一年前我比較年青，爬上頂端，因為鞋在沙堆

上沒有吸力，是非常艱苦的運動。但滑下來像全身從肩背到屁股被按摩著，怪

舒服的。月牙泉處於鳴沙山環抱之中，其形酷似一彎新月而得名。水色蔚藍，

清澄如鏡，宛如沙海中一葉晶瑩閃光的翡翠。泉旁水草叢生，相映成趣。「沙

挾風而飛響，泉影月而無塵。」鳴沙山與月牙泉是一對情侶，依偎相靠，情懷

貼切，允稱天下奇觀。參觀月牙泉旁的寺院後，回到鳴沙山腳下騎駱駝。這是

我第二次的經驗，不覺已過中午，回到菜根香用膳，便赴機場候機往烏魯木齊，

新疆在向我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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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明月在揚州（上）

『兩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樓臺直到山』

  江蘇省境內水網密佈，河流縱橫，湖泊羅列，地勢低平。長江、淮河形成自

西向東兩大水系；太湖和洪澤湖是大江南北二大儲水盤。京杭大運河將江蘇南

北兩大水系，勾連在一處。運河起自杭州，穿過跨江蘇、浙江兩省的太湖，貫

通江蘇南北，奔入洪澤湖，再從洪澤湖內冒出，浩浩蕩蕩指向山東。自鑿成後，

是貨物從江南運輸至華北的大動脈。它宛若一條很名貴的項鍊，太湖、洪澤湖

就是其中兩大晶瑩的玉塊。沿河建了很多首尾相連的商埠，好像在項鍊中鑲了

無數的珍珠寶石，揚州是其中一顆璀璨耀目的鑽石，亘古以來，是一貨運轉接，

商賈雲集的繁華地。公元前 486 年，即春秋時期，吳王夫差準備北上爭霸，逐

鹿中原，在現揚州地域築邗城，利用固有的天然湖泊，鑿了一條貫通長江和淮

河的人工水道，喚作「邗溝」，以便水上輸糧運兵。同時在蘇南大地，太湖平

原，開鑿了「古吳水」穿蘇州，越無錫的古芙蓉湖，北注長江。後來隋煬帝開

大運河，邗溝構成了重要的一部份，揚州的經濟地位更被提高。舟楫頻仍，成

為漕運和鹽運的港口。

  蓬勃商業帶來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笙管處處，多少騷人墨客，放縱聲色，

流連青樓，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章。例如晚唐杜牧在揚州任推官時就寫下：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前兩句是他在揚州時紙醉金迷生活的寫照。在「暖玉溫香抱滿懷」，醇酒美人

中，享盡人間富貴榮華，黃梁夢醒，無限的寂寞在心頭，情懷落宕，感到自己

一無所有，就連在青樓中留下的腳印，只代表薄倖聲名，風流孽債而已，這首

詩以揚州作背景，表達出作者突然對人生的憬悟，但無損揚州是一派奢華的銷

金鍋：穿梭畫舫，繁花蓋地，絲管滿城，正如清代鄭板橋說：

     『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

       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

    杜牧還有一首寫揚州景物的七言絕句：

      『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二十四橋是揚州瘦西湖中景點之一。詩人帶讀者走進揚州景物中，一輪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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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在瘦西湖的清波上。畫舫輕蕩在湖中。仰望著月華漫天，低俯為波光柔

影。突然在二十四橋上出現了一位白衣美女，淡妝素裹，風神出世。手持玉簫，

微啟朱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音樂，散漫在湖的四周，詩情畫意，融匯在

一處。怎不教人迷戀著揚州的秋夜啊！說起這秋夜明月，中唐詩人徐凝最能點

到揚州的精華：

     『蕭娘臉薄難勝淚，桃葉眉長易覺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徐凝給足揚州面子，天下間的月亮，共有三分月色，而揚州竟獨佔了兩分。

配合了佳人的眼淚，美女的愁眉。徐凝是很懂得「缺陷美」這概念。在這幾乎

佔盡天下的月色勝地中，竟蘊藏著幾許人間悲劇。因為有這些「苦情戲」為背

景，這「淮左名都，竹西佳處」更盛名傳千古了。自徐凝贈詩後，「二分明月」

成了揚州的標誌。清曹寅詩：「二分明月揚州夢，一樹垂楊四可橋」。梅花嶺

史可法紀念館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平山堂下聯：「晚

來對酒，二分明月正當頭。」在廣陵路，有一座私家園林，喚「二分明月樓」。

又有一詩人俱樂部叫「二分明月社」。揚州和「二分明月」，已難解難分了。

  瘦西湖的風景執揚州的牛耳。這裡的水顯示著柔情萬縷，散漫出美人幽香。

潺潺流水，蜿蜒曲折地隨著時寬時窄的湖面動蕩著，流經兩岸的扶疏林木，古

樸典雅的樓台，更是清秀有致，超塵脫俗。打動了遊人的心絃，挑起絲絲愁緒，

深深沉思，悠悠懷念，依依眷戀，綿綿幽怨。

  揚州西北郊蜀崗是隋唐故城的所在地。這裡的水積聚成一河道流入大運河，

於是成了瘦西湖的雛形。這城壕與古運河匯流而形成的水道，經過自隋、唐以

來直至清中葉歷代的修建加工，尤其是在兩岸廣植桃花和柳樹，花葉參差，紅

綠交錯，頓成了巧奪天工的湖山勝境。清杭州人汪沅題詩詠此景：「垂楊不斷

接殘蕪，雁齒虹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應喚作瘦西湖。」於是瘦西湖

此名，便不脛而走了。

  瘦西湖的水系只有三至四公里，是從北走南的狹長水體。所有建築物臨湖背

山，組成若干小園，園中小院相套，自成系統，以瘦西湖作共同空間，園外有

園，景外有景，水陸交融，每一景都有歷代名人題詠。名勝古跡，比比皆是，

乃楊州文物薈華凝聚。清朝文人有很中肯的評語：「視野之為蘇州園林所不及，

而相互呼應又較杭州西湖緊湊。」我也認為有好些處比杭州西湖猶勝。

  進入瘦西湖觸目之景是長堤春柳，桃紅柳綠，春意繁鬧。穿過古意盎然的徐

園，便踏進虹橋了，朱欄跨岸，拱形的石橋形似長虹臥波。清初王士禎有詩云：

二分明月在揚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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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橋飛跨水當中，一字欄杆九曲紅，日午畫船橋下過，衣香人影太匆匆。」

不遠處是瘦西湖東岸的「四橋煙雨」。四橋是不同方位，風姿各異的春波橋、

大虹橋、長春橋、和蓮花橋。在此處登樓遠眺，朝煙暮靄，湖上橋亭樓閣如在

雲中。乾隆下江南時曾駐於此，題此景為「趣園」，並贈詩云：「何曾日涉原

成趣，恰值雲開亦覺欣。」

  隔湖相望，便是「梅嶺春深」景點處小金山了。人們將瘦西湖和杭州西湖相

比，有環肥燕瘦之妙。將小金山和鎮江金山相比，有嬌小玲瓏之巧。正是：「借

取西湖一角，堪誇其瘦；移來半點金山，何惜乎小。」小金山是挖掘開蓮花埂

新河時，將剩餘的泥土堆積而成的。建築叢中有風亭、吹台、琴室、月觀，風

亭是瘦西湖的最高點，登臨可鳥瞰全湖。「風月無邊，到此胸懷何似；亭台依

舊，羨他煙水全收。」顧名思義，月觀是賞月的好去處。面臨湖面，旁依桂園，

當中秋之夜，月華滿地，桂子飄香，天下的月亮和湖中反影著的月亮，互相輝

映。「月來滿池水，雲起一天山。」真是人間仙境！

  微波輕蕩，泛舟穿過五亭橋，如入幻界。五亭橋又名蓮花橋，居高臨下望去，

它似一朵燦開的蓮花。因為湖身瘦長，兩端橋墩踏著湖的兩岸，借景取巧處，

超越杭州西湖。這用青條石砌築的橋身總長五十五點三米，兩端為石階。橋身

中孔洞是一跨度七點一三米的拱圓，兩側為半拱孔洞。橋墩下列有三圈的四

翼，可以通連。橋上建有五亭，四翼上分別蓋有四亭，以廊相接。中亭為重檐，

高出四翼亭。五亭橋姿態矯健，有瘦西湖束腰之譽。白石紅柱黃瓦頂，上端飾

有鳥獸，線條和顏色都非常和諧，宛若小型宮殿漂浮於水面。細細數去，五亭

橋共有十五個孔洞。當中秋月圓之夜，每洞各含一月，金波蕩漾，眾月爭輝，

此奇景，若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與之相比，瞠乎其後矣！

  從五亭橋向西眺望，彈丸之地間矗立著蓮性寺白塔。塔高三十多米，塔下築

方形高台，四周圍以石欄，西南兩側可拾級而上，塔台正中入嵌有「白塔晴雲」

石額，為瘦西湖著名風景點之一。

  從長堤春柳出發的遊湖畫舫，終點是二十四橋景區。二十四橋是單孔拱形，

用璞白玉石砌成，在瘦西湖中是最嬌小的，欄柱的根數，欄板的塊數，橋長，

橋寬，兩端台階數目恰巧是二十四。杜牧詩「二十四橋明月夜」是泛指揚州市

的二十四座橋呢？還是這座名喚二十四橋的白玉橋。此橋是新建的，相信原址

一定有一座湮沒了的唐代古橋。二十四橋橋畔有一萬花園圃。揚州在歷史上是

一座花城，所以有鄭板橋的「十里栽花算種田」詩句。到十世紀時，揚州就以

芍藥名冠全國，和洛陽牡丹齊名。還有被稱為「維揚一枝花」的瓊花，是本地

特產。當年隋煬帝要親自鑑賞瓊花的風采，駕幸揚州。樂而忘返，為御林軍侍

二分明月在揚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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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所弒，再回不到中原，結果是埋骨揚州雷塘。景區內有一石屋，有曲橋通入，

裡內有飛瀑流泉。想到歲月欺人，時間像瀑布流水般飛逝。多少文人雅士，英

雄豪傑，都隨著無情的流水，逐波而去，空留這江山勝跡供人憑弔而已。想起

南宋姜白石詞：「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

誰生？」心中難免惆悵黯然。

  二十四橋向北，「望斷天涯路」，便見到大明寺的棲靈塔，聳入雲霄。大明

寺是揚州著名的古剎之一，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始建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

間（457---464A.D.），經歷代兵劫，毀後重建多次。現存建築是清同治時重建。

寺門東側圍牆上刻有「淮東第一觀」五個大字，是清代書法家蔣衡的筆走龍蛇。

現寺內有牌樓、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臥佛殿和棲靈塔。大明寺最值得

遊客流連處是二位歷史人物的遺跡（唐朝的鑑真和尚及北宋的歐陽修）。

  鑑真紀念堂是在大明寺內一彷唐建築。鑑真俗姓淳于，揚州人，生卒年是

（688—763A.D.）。十四歲出家於揚州大靈寺。年青時遊學於洛陽、長安。

他很博學，除精研佛學外，在文學、藝術、醫學、建築上都有很深的造詣。

五十五歲時講學於揚州大明寺。唐天寶十二年（753A.D.）他應日本僧人榮睿、

普照的邀請，抵達日本。除宣揚佛學外，並傳播中國文化，日本人很感激他。

1963 年，鑑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兩國文化界在揚州舉行隆重紀念活動，

為紀念堂奠基，堂前建碑亭，中立白玉橫碑，刻上「唐鑑真大和尚紀念碑」。

堂中央有鑑真雕像，閉目打坐，神態凝重。堂的東西兩側壁上是鑑真東渡事跡

的絹飾畫。  

  在大明寺西側，矗立著北宋慶歷八年（1048A.D.）歐陽修任揚州知州時建的

平山堂。此命名出自歐陽修詞：「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楊

柳，別來幾度春風。」從堂前立著平望，遠處江南諸山拱列欄前，任由攀取。

長江帆檣點點，潤揚大橋橫鎖大江，連接對岸鎮江。金山寺寶剎高塔清晰入目。

所以云：

     『曉起憑欄，六代青山都到眼；

      晚來對酒，二分明月正當頭。』

  七世紀京杭大運河開鑿通航，並不單止大大提高了揚州在中國的經濟地位，

且令它成為帝皇、豪富和名士們遨遊和寓居的佳處。隋煬帝（在位期 605 至

617A.D.）曾三次遊幸揚州，清康熙（在位期 1661 至 1722A.D.），乾隆（在位

期 1736 至 1795A.D.）二帝六次巡遊江南時曾駐蹕揚州。因此帝王行宮，豪門

園宅在市內星羅棋佈。鹽商為逢迎取悅天子，競跨豪富，大興土木。至今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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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奪天工，風格獨特的園林，其實瘦西湖就是一水從大運河逶迤直抵西北郊蜀

崗的龐大園林。蜀崗之上有隋煬帝的行宮迷樓遺址。前文已詳述瘦西湖，我現

在摘其中構思迥異，韻味出神的个園和何園，作為揚州園林的介紹。

  个園是與北京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蘇州拙政園齊名的中國四大名園之

一。園內種各類修竹，竹葉的形狀類似「个」字。主人大鹽商黃至筠生平最愛

竹，所以取「竹」字的一半命名為个園。園的前身本是明朝的壽芝園，設計出

自畫家石濤手筆，此人曾雲遊名山大川，吸取天地的靈氣，腹內奇峰險谷轄出，

所以用砌石的藝術造園，尤其是將四季假山集於一園更名貫遐邇。遊人步移景

換，蔚稱奇觀。

  春山是用很多筍石插在竹林間，挺拔秀勁，代表雨後春筍之意。道旁配以形

款各異的太湖石花台。暮春時紅、白、紫、黃各色芍藥怒放，給人有大地春回

的感受。

  夏山是用瘦、皺、漏、透的太湖可疊成的假山，群峰競秀，裡內各有曲徑通

幽的洞穴。山腳是一泓池水，清澄見底。水池有石橋三曲，太湖石奇形怪狀有

如天上雲層。石面反射陽光，明暗強烈對比，有如夏境。入山洞，洞屋幽邃，

涼風習習，暑氣全消。

  秋山全用紅褐色的黃山石堆砌。拔地而起，氣勢磅礴，石塊都是漫無條理，

切面如削，有絕壁懸崖之勢。山上多植松、楓。當秋日高照時，黃石丹楓，色

彩繽紛。沿山有幾條崎嶇盤道，以便遊客登臨。尖頂是全園最高點，登山路徑

頗險峻，時崖時壁，時洞時天。盤旋曲折亦可行至山底，內有飛樑石室，置石

桌、石椅、石床，供遊人飲酒、對弈、躺臥。如置身深山石林仙境，且雅氣洋溢。

  冬山用純白的雪石疊起，高低錯落，如同冰雪覆蓋。迎光閃亮，背光放白。

遠望之若厚冰瑩瑩，白雪皚皚。西牆透過圓洞漏窗，可窺春山。給人一絲冀望：

嚴冬快過，春天將臨。

  除四季山外，个園還有聽雨軒、抱山樓、拂雲寺、漏風透月廊、桂花巷⋯諸

景，都是假山、水池、喬木、藤蘿、花草⋯互相襯托，掩映作有機性的組合。

例如桂花巷是一條狹長的窄巷，兩旁植有大可合抱的桂樹。沿著石塊砌成的小

徑緩行，盡頭處是一六角形的孔洞石門，可通園內另一景，真是「柳暗花明又

一村」！

  何園在徐凝門街花園巷內，分為大花園「寄嘯山莊」，小花園「片石山房」。

大花園又分為東園、西園，以兩層串樓和複廊與前面住宅連成一體。東園的中

二分明月在揚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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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船廳，恰似一葉輕舟浮臥在浩瀚的海面。廳內掛聯：「月作主人梅作客，

花為四壁船為家。」主人何芷舠，名字有一條裝滿香草小船的含義，而這小船

就永遠泊在園林內，可點出何園的主題。由貼壁山的石階登上船廳後西北角的

讀書樓踏進串樓，可步入一公里半的長廊，貼壁山的石塊沿牆堆疊，水繞山行，

東北巔設小亭。

  「寄嘯山莊」的西園重點是中心的水池，池中建水月亭。此亭四面臨水，有

石板曲橋通車，為納涼拍曲之地，又可充作戲台。黑色亭瓦反映著白色的基座，

與池水和假山相襯，更顯得古典的雅逸情懷。水池四周有兩層複道回廊，方便

賓客欣賞水月亭內的藝術表演。連接西園與東園，花園和住宅的空中走廊，反

覆巡迴，或直或曲，上下兩層，連通花園的任何角落，既方便又美觀。

  池北有主樓七楹，正堂三間突出。因為翹起的屋角，被稱為蝴蝶廳，內有中

式傢俬，名家字畫。池西是一組峰巒峻削的假山，逶迤向南。在古樹掩映的假

山夾道上，漫步行入桂花廳，再向南去，便是小樓一幢，相信是家居處。  「寄

嘯山莊」東南不遠處是「片石山房」。廳後有方池，池上座了太湖石山，高

五六丈，甚奇峭，傳為石濤和尚傑作，現假山雖已殘破，仍保留佈局的氣勢，

可依稀窺閱石濤的藝術天才。

  「小巷走出文化」。揚州舊城區縱橫著很多小巷，鋪有春磚、青瓦、青石板，

是明清時代留下來的，揚州巷子比北京胡同安靜，沒有上海弄堂雜亂。巷子曲

深細長，要慢慢摸索方發現它的別有洞天。有民間住宅，有店舖，亦有花園。

隔牆隱約透出些竹葉，可能就是一座名園。何園就是一很好的例子，深藏在小

巷的隱晦中。

  揚州的大道也十分美麗。我們從鎮江赴揚州入城時經過的文昌路異常寬敞闊

大。街道兩旁滿植柳樹，不負王土禎的名句「綠楊城廓是揚州」。隋煬帝開鑿

大運河時曾下令在河兩岸遍植柳樹，因他姓楊，便賜此樹也姓楊。揚州人似乎

真的愛柳，除名勝之地滿植柳樹外，家家戶戶都喜歡種柳。「街垂千步柳，霞

映兩重城。」是詩人杜牧給揚州的寫照。揚州城如詩如畫，我在前文已抄了很

多詠揚州的詩句。生活在揚州的畫家多如恆河沙數，清代的揚州八怪：鄭板橋、

金農、羅聘 ⋯ 等開一代畫風，名傳後世。古人的人生願望是：「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前句是擁有財富，後句是享受揚州的奢華而羽化登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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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上篇遊記竭力描繪揚州的風景和園林，頗算痛快淋漓，但筆鋒所及，未包英

雄人物，猶有餘憾焉。在廣儲門外梅花嶺畔的史可法衣冠塚是不容忽視的景

點。史可法（生卒年是1601至1645A.D.）字憲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今開封）

人，崇禎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1645 年 5 月，清軍南下，史可法率揚州軍

民與圍城清兵展開浴血奮鬥，終因眾寡懸殊，城破被俘，不屈殉國。後義子史

德威遍尋遺骸，因天熱眾屍蒸變，不可辨認，遂依史可法的遺願，葬其衣冠於

梅花嶺旁，是為衣冠塚。

  梅花嶺不是一山崗，而是明萬曆年間建的一私家花園，重修後異常典雅，松

梅交柯，古木參天，有太湖石砌成的小山圍著小池中一泓清水。外院牆北壁，

左右各辟月門，上嵌「梅花嶺」石額。墓前「史可法紀念館」橫匾為中共元帥

朱德手書。紀念館前的庭院植古槐二株，樹幹蒼勁，枝葉婆娑。堂中央是史可

法石像，正襟端坐，威嚴剛猛，大義凜然。踏進庭院，未入正門便遠遠見到。

使人有「袍笏巍然故宅殘，入門人自肅衣冠。」的感受，肅然起敬。紀念館列

一大名單：揚州死難諸臣。牆壁有述史可法生平的圖畫。我想我應有責任向讀

者作一簡單的介紹。

  史可法在 1601 年明萬曆年間出生在河南開封一小官宦家庭。祖父史應元曾

任黃平知州，父母均出自書香門第。據說誕生前夕，母親夢宋朝忠臣文天祥到

訪。所以父親史從質對此兒子寄予深厚的期望。可法自幼穎悟，喜讀書，孝父

母，為鄉梓誇譽。

  十六歲時進北京應順天府試。因旅費不夠豐裕，只好寄寓一寺廟內溫習備

考，每日讀書通宵達旦。一日清晨，可法因過度疲倦，伏案小睡。時大雪紛飛，

御史左光斗私下出巡，避雪入廟，見廊下一書生伏案而睡，肘下壓著一篇剛寫

好的文章。左好奇拿起一看，擊節嘆賞，文章才華橫溢，且博古通今。見書生

衣著單薄，左憐才之意，油然而生，遂除下自己的披風大衣，輕輕蓋在可法身

上，靜靜地離去。可法全不知情。

  這年考試史可法中了第一名。左光斗非常賞識他的人品和才學，將他帶回家

中，以親子侄待之。閒暇時左、史二人談古說今，有時且秉燭長談，直至天亮。

左光斗常和夫人說：『我們所有兒子都很平庸，將來能繼承我的事業，只有此

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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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可法二十歲那年，左光斗被太監魏忠賢的黨羽陷害入獄，受酷刑，奄奄待

斃。史可法買通獄卒，讓他見恩師一面，獄卒被他精誠所動。讓他扮成清掃牢

房的工人混進去。左、史二人最後一次會面，清代文豪桐城派泰斗方苞的描述，

令人讀後熱淚盈眶：「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

已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鳴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

指撥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來！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眛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

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

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史可法立身行事，

深受恩師左光斗影響，以後為國服務，謹慎小心，全力以赴，常曰：『吾上恐

負朝廷，下愧吾師也。』

  史可法二十七歲中了進士，先後開府陝西西安和安徽六安。任內賑災恤民，

戢奸剿盜，甚有政績，且為官清廉，聲名遠播，崇禎帝也有所聞。四十歲升戶

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大浚南河，慎簡選官，清理漕政，消除積弊，譽動一時。

四十二歲還沒有兒子，繼室楊夫人勸其納妾，時流寇蜂起，天下殘破，可法見

國家大局河決魚爛，遂答夫人曰：「國事未了，何以家為？」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帝自縊煤山。噩耗傳至江南，史可法痛哭致

祭，擁立新君是目前急務。可法與神宗侄潞王朱常淓曾有師生之誼，深曉其為

人，意屬之。朝中奸臣馬士英、阮大鋮為鞏固權勢，勒兵擁立神宗孫福王朱由

崧。福王除庸劣外，酗酒好色。可法曾致書馬士英，羅列不可立福王的理由。

士英素忌可法英名卓著，竟將此信給現今皇帝朱由崧看，乘機排擠可法出外。

面對吳三桂領清兵大舉南下，可法自請督師揚州。滿朝大嘩；貢生盧渭懇切上

書朝廷，留可法在朝輔翼。直言中引宋朝歷史典故：「李綱在外，秦檜在內，

宋終北轅」。明刺馬、阮為秦檜，觸二人大忌。後盧渭被逐出南京，赴揚州依

附可法。揚州城破時和可法一同殉難。此時揚州市面蕭條，哀鴻遍野，處處是

破壁殘垣。可法入揚州，整頓條理工作，千頭萬緒，操勞日以繼夜。

  

  當時揚州是南京外圍的軍事重鎮，兵力全賴江北四鎮拱衛之。四鎮統帥分別

為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原是流寇闖王李自成屬下悍將，和自

成小妾邢氏通姦，畏罪歸降朝廷。可法因高驍勇善戰，率領的多是勁卒，期望

他能統兵北伐，恢復中原失地，所以處處容忍姑息之。高桀驁難馴，要求入駐

揚州，市民大懼，可法多方喻解，命高軍駐瓜州，瓜州離揚州甚近，是揚州在

長江的港口，瓜、揚間郊野之民，紛紛移入揚州避高傑兵鋒。所以後來清兵十

二分明月在揚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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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屠城，死者數倍於揚州原有市民數目。高仍保留流賊作風，近在毗鄰，揚州

時感芒刺在背。黃得功素忠王事，後來戰死沙場，以身殉國，自然看不起這流

賊出身的「番山鷂」。黃、高之間有不能調的矛盾。史可法身處其間，企圖緩

和黃、高二人的衝突，真是心力交瘁。四鎮不和，無論進取，就是保衛大明半

壁河山也成問題，局勢更岌岌瀕危。

  江北粗定，史可法令高傑駐歸德，聯絡河南鎮總兵許定國，以進軍中原。定

國請高入睢州議事，招高飲，伏兵乘醉時殺之，然後率眾北降清軍。高傑死，

諸將無主，大亂，遇中州人無論男女老幼，施以斧鉞，睢州附近二百里，屠殺

無噍類。史可法聞訊嘆曰：「中原不可望矣！」

  黃得功帶兵往揚州，欲掠取高傑地盤。諸將洶洶，史可法不敢身離揚州，憑

己威望，可平息內亂，但守徐州、泗州的高傑餘部，紛紛棄汛地南下，以先佔

黃欲奪取的地盤，使藩籬盡撤，清軍從山東開入，如到無人之境，大局全失矣！

  正當蘇北危如累卵之際，不幸地江南又發生內訌。擁有重兵，鎮守武漢的左

良玉率軍東指要「清君側，除馬阮」。此時馬士英假傳聖旨，調遣史可法部隊

抵禦左兵，那時是可法籌劃抗清兵南下揚州之際。可法不想腹背受敵，士英挾

持弘光帝下詔「切責」；可法無奈只好從命。兵至南京近郊燕子磯時，左良玉

已病卒軍中，其子夢庚為黃得功擊敗，率殘兵投降清軍。可法欲入南京面聖述

職，並擬如何保衛揚州，馬士英矯詔不許，要可法立即回師揚州。可法站在燕

子磯頭，進退失據，回首江北，滿懷悲憤。凝視長江逝水，憂社稷危亡，見不

著皇上，又不能拜別慈母，不覺悲從中來，泫然淚下。

  史可法一日夜內馳回揚州，得到泗州淪陷的消息，清兵已近在眉睫。時城中

廣傳流言，許定國領大軍將至，欲盡殲高傑部隊。於是高兵斬關出走，擁高氏

家屬奔泰州，騾馬舟楫一空，揚城軍力，因而削弱過半。可法以危在旦夕，以

血書檄防河守軍赴援，庶幾加強揚州守衛，多不反應。只有左都督劉肇基、副

總兵乙邦才、莊子固等引所部至，可法知道自己在世時日無多了。清史家羅振

常有動人的記載，現錄下全文：「時北兵勢大，防守力單，外援又絕，公知城

終不可保，決以身殉國。因副將史德威從征有年，忠義可托大事，呼之令前，

相持痛哭，誓死報國。欲以德威為嗣，德威伏地泣曰：『相公為國殺身，義當

從死，何敢偷生；且德威自有宗支，無父母命，安得為人後？』公曰：『我為

國亡，子為我家存，我以父母大事囑子，子可勿辭。』時總兵劉肇基等同侍

側，交口泣勸。公且拜德威曰：『為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忍負我？』

德威始泣拜受命。公乃在西城樓繪遺表上朝廷；又為書五通，一致豫王（即多

二分明月在揚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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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袞），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叔父兄弟，一付德威，屬以譜入宗嗣。」

此段史可法臨危立嗣，寫來情文並茂，撼人心脾。好文章全被史書收盡，此言

誠不虛也，相信各讀者也有同感。

  揚州守兵自死的死，逃的逃，守衛單薄，南京方面仍夜夜笙歌，不理會揚州

的安危。原來守城兵士，加上劉肇基、乙邦才等帶來的部隊，不足五千，面對

如狼似虎的十萬多清兵的攻勢，敵我強弱懸殊之勢，聊若指拳，勝敗存亡，不

待著卜了。部將李棲鳳、高岐鳳變生肘腋間，企圖劫持史可法棄城。可法義正

辭嚴拒之，誓與城共存亡。面對可法浩然正氣，二人不敢妄動，二更時分，帶

了城裡的糧餉，撤營而去。可法為顧全大局，避免劉肇基與他們火併，再傷實

力，任由其去。

  多爾袞再次送上勸降書，且謂「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史可法不為所動，答書曰：「竭股胘之力，繼之以忠貞。可法處今日，鞠躬致命，

克盡臣節，所以報也。」

  弘光元年（1645A.D.），史可法四十四歲，四月二十三日，清軍炮擊西北隅，

劉肇基分守北門，發炮殺清兵無數。清軍調紅夷大炮，彈重十斤四兩，再攻城。

全城人心惶惶，知府任民育知城破在旦夕，身穿吉服端坐府內候清兵攻入，後

任民育合家殉國。

  述史可法的收場，現錄清戴名世的《揚州城守紀略》一段：「俄而城西北崩，

大兵入。公持刀自刎，參將許謹救之，血濺瑾衣，未絕，公大呼曰：『德威何

在？』令德威加刃。德威不忍，泣而退下。謹與德威等數人擁公至小東門。謹

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德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為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

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今忠

義既成，先生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

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既

為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既為爾有，

當待以寬大。而死守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

而死。合城文武官皆殉難死。」

  劉肇基、乙邦才等率親信和清兵巷戰，殺多人，最後慘烈犧牲。多爾袞恨揚

州頑抗，死數千清兵，下令屠城。連續十日斬殺，幾乎雞犬不留。風塵落定，

據清王秀楚寫的統計（記載在《揚州十日記》）：「各寺院僧人焚化積屍，而

寺院中藏匿婦女亦復不少，有驚餓死者。查焚屍簿載數共八十餘萬，其落井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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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被擄者不與焉。」

  應廷吉是史可法的親信，亦是星相學家。他於揚州城破前因事離去，所以未

與屠城之難。後寫《青燐屑》有些關於可法的個人資料。可法身型不算高大，

精悍面黑，雙目炯炯有神。「勾當公事，每至夜分，隆冬盛暑，未嘗暫輟，且

恐勞人，略不設備員役，倦怠獨處府中，參伍有言宜加警備者，公曰：『有命

在天，人為何益。』坦然如故。」且愛兵如子，不先士卒而食；嚴冬時不先士

卒加衣。甚得眾心。所以揚城破時，從死者甚眾。

     「史可法紀念館」前懸刻一副對聯：

     『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

  為清人張爾藎撰。此聯寫得很好，堪稱梅花嶺楹聯冠軍。用兩喻物都含雙關

意味。梅花色紅，放射微香。這亡國淚是血淚，隱含死守揚州的艱苦和亡國的

痛楚。在上篇遊記我已提及「二分明月」是揚州的象徵。此處點出史可法的高

風亮節，及其冰清玉潔的高尚人格，像明月般的皎潔。而此明月只有二分，是

殘缺的，配合故臣心，喻及明朝已亡，勝國遺臣的忠貞，留存後世，不會被人

忘記。又有一聯，略修改張聯，也寫得不錯：

     『幾點梅花，盡是孤臣血淚；一杯黃土，還留上國衣冠。』

在梅花嶺衣冠塚上作文章了。史可法石像旁有一聯：

     『騎鶴樓頭，難忘十日；梅花嶺畔，共仰千秋。』

是郭沬若手筆。我認為筆力不及清俞樾寫的：

     『明月梅花，拜祈連高塚；疾風勁草，識板蕩忠臣。』

和蔣士銓寫的：

     『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

  走廊將紀念館和文物廳連起來，廳內搜集了史可法臨難家書，印章，一些遺

物，和他監造的鐵炮。最寶貴的是史可法遺墨，草書自撰聯：

     『琴書遊戲六千里；詩酒清狂四十年。』

 且掛上清代儒林阮元題的「盡節成仁」和乾隆皇題的「褒慰忠魂」。「一詔

旌忠骨已寒」而史可法屍骨不知在何處，更是可悲。江澤民說：『很能激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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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自尊心和愛

國熱情』。死者已矣，但精神永垂不朽。

  我們往訪日，紀念館講解員米翠玲是一位五十多歲女士。她闡述史可法生

平，聲淚俱下。她的揚州口音甚重。陳翹邦、周榮超和朱樂怡忙於往外面梅花

嶺拍紀念照；只有黃秉權和我留下聽她講解。我雖然聽不懂她所說，但我知史

可法生平甚詳，非常欣賞她的手勢和面部表情。一位年青女子遞一小白手帕給

米女士抹淚。揚州導遊劉慧對秉權和我說：『此女士充紀念館講解員十多年，

每日說三、四次，不知從何處找來這麼多眼淚。』我現在寫這篇遊記，神傷處

亦凄然欲淚。聽講解者有二十多人，有幾位小學生邊聽邊寫筆記。最引人注目

的是十二位穿筆挺黑西裝，白衫紅領帶的男青年，我以為他們是大學生，因為

穿著統一，有如制服。後來李子厚告我，那日有要人從北京蒞臨「史可法紀念

館」。這十二位青年是他的保鏢。米翠玲說畢，每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應該提及史可法義子史德威的結局。可法死時體被肢解，北將宜爾頓殮

之，未暇在棺面上標及姓名。史德威被執，扣留在許定國營，揚言是史可法之

子。清兵未知真偽，嚴問之，備受毒楚，既知是實，豫王命釋放他，以全忠臣

之後。德威入城找尋史可法遺骸，史公已歿十二日。屍積如山，酷暑中腐變不

可辨認。德威奉公衣冠，葬於城外梅花嶺畔，立碣曰：「明大司馬史公可法之

墓」。有聯云：

     『殉社稷只江北孤城，剩水殘山，尚留得風中勁草；

       葬衣冠有淮南抔土，冰心鐵骨，好伴取嶺上梅花。』

  德威既立公墓，繪梅花嶺墓園，徵名流題詠。及歸南京，奉養祖母及母夫人

（即史可法母和妻）。順治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為公禋期，德威為文祭父：「維

我府君授命揚之小東門，慷慨激烈。不孝侍側，肺肝摧裂，非不欲死。方思治

棺，旋復被執。羈紲十有二日，脫身尋骸，山積莫辨，泣葬府君冠帶袍笏。歸

事大母，以承遺訓，恩不可負，心不可欺，非不能死。自茲以還，試閱多艱，

飢寒困窮迫其身，焦勞鬱抑苦其心，孑孑一身，幾與死鄰，非不可死。夫情有

所欲死，力有所能死，勢有所可死，而卒三年如一日，忍死以至於今日，進維

遺言，義不敢決裂以負我府君也。」

  可見得史可法、史德威父子義重如山，肝膽相照。

  史德威原籍山西平陽，安置史可法母妻後，要回鄉探望親生父母，然猶往來

蘇晉間，掃義父史可法墓。康熙九年，復自晉來蘇，即病歿，孫纂方在襁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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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史可法曾孫史纂來揚州拜墓，時墓地為豪猾所佔。史纂訴之於官，

逐豪猾，築垣修墓，並請地方官定春秋祭祀。玄孫史山清輯史可法文集；五世

孫史開純於乾隆四十九年校刊之。咸豐二年，太平軍陷揚州，祠毀於兵。六年，

八世孫史兆霖重加修葺。此皆德威之裔報答史可法也。則史德威不負史可法所

托，即如史可法不負左光斗所托。

  史可法不是完人。他的才幹長於治理州郡，而鐵肩擔國難，便負荷不起了。

明末神童夏完淳給他的評價：「史道鄰清操有餘，才變不足。」這是非常中肯

的至理名言。他處事優柔寡斷，為馬士英制肘。其實當時他掌握江南漕運，大

權在手，搶先立潞王，誰敢異言，他對高傑，失於過慈。傑在揚州殺戮過甚，

聽說史可法召見他，連夜掩埋骸骨。及見可法溫言以待，且及偏將，傑以後便

不甚怕他，且他對傑期望過高，此乃跋扈悍將，出身群盜，無忠義可言。他忽

視了忠肝義膽的黃得功和劉肇基，不可謂知將。初率軍揚州，事本有可為，雖

未能恢復中原，亦可效南宋保存半壁江山。困守危城，坐以待斃，乃計之下者，

比起前代，曹操大軍壓境，魯肅力排眾議，勸孫權召周瑜逆擊之，遂有赤壁之

捷，苻堅統一北方，謝安派謝玄操練北府軍以備敵，終收淝水之效，保留南北

分裂之局。史可法之才，比魯肅、謝安差得遠。甚至不如唐朝的渾瑊和南宋的

虞允文。但他得人心，鼓舞人能為之效死，確是難能可貴，尤其是拔史德威於

行伍，立為哲嗣，可謂目光如炬，精於理家，拙於謀國。「千古艱難唯一死」，

史可法視死如歸，從容就義，擬之文天祥，實無愧色，陳宏謀的聯語是很公平

的蓋棺論定：

     『佩鄂國至言，不受錢，不惜命；與文山比烈，曰取義，曰成仁。』

     『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衣冠復古處，梅世冷艷伴孤忠。』

史可法的自寫聯概括他自己一生和反映自己人格：

     『澗雪壓多松偃蹇；崖泉滴久石玲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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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在八大古都中，我最懷念的是南京，亦即是南唐李煜詞句「故國不堪回首月

明中」的「故國」。城內景物，處處啟 遊人發古幽情，不期然在傷往事，說

興亡。可記的實在太多了，要寫成一本書恐怕還不夠。限於才微志短，我只能

用札記形式將幾處難以忘懷的景點記下來。「留得殘荷聽雨聲」，希望在破壁

殘垣，荒煙衰草中找尋到吳宮花草、晉代衣冠的六代繁華、或火龍蜿蜒、燈船

畢集的明世輝煌；在遺跡內吸取些許歷史點滴。

  從火車站僱計程車赴旅館，繞玄武湖穿玄武門入城，遠遠便見到一座小山，

山勢渾圓，狀似雞籠，故名。山上雞鳴寺大佛閣的九層寶塔聳入雲霄，氣勢磅

礡。雞鳴寺這一帶地區可以說是南朝歷史的精華。寺的前身本是同泰寺，梁武

帝蕭衍曾四次捨身於此。蕭衍是一虔誠的佛教徒，他在江南建築佛院上五百，

所以唐朝杜牧有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也許他做皇帝

太久了，頓生厭倦，所以拋棄寶座，進同泰寺去做和尚。當然這是臣民不能容

許的。搜刮一批巨款給寺門替皇帝贖身。這是蕭衍替同泰寺籌款的好辦法。皇

帝狂熱地信佛至如此昏庸，其政治濁亂可想而知，所以太清三年（549A.D.）

釀成東魏降將侯景的叛變，梁武帝被亂兵困於台城，即南朝的宮城，因糧食供

應斷絕， 以九十多歲的高齡，竟活生生地被餓死。同時同泰寺亦被 毀於兵火，

後經五代南唐和兩宋，寺被重建。明洪武二十年（1387A.D.），修茸一新。題

額為「雞鳴寺」。寺前有「施食台」，本是元朝處決犯人的刑場，明初請西番

僧在此結壇施食，超度幽冥，故名。清咸豐二年（1853 年）太平天國軍攻陷

南京，雞鳴寺遭受嚴重破壞，同治年間又重修過。今日我們見到的雞鳴寺歷盡

滄桑，非梁武帝時的故物了。

  黃秉權、李子厚、周榮超、朱樂怡和我一行五人在四月十三日踏進雞鳴寺，

跨上一連串的台階，穿過山門、施食台、彌勒殿、大雄寶殿、觀音樓…等。我

們沒有南京本 地導遊，只憑着我書本回憶，在寺內亂闖。那時遊人稀少，天

下着微雨。我記起寺的下聯：「雞鳴不已，獨來風雨正懷人。」但我不是獨來，

緬懷的亦不是失落了多年的故人，而是此寺驚濤駭浪般的歷史。我依稀記得民

初文人提及豁蒙樓，是雞鳴寺內遠眺台城和玄武湖的好地方。橫衝直撞，總找

不着。後來見到一間賣素食的餐館，裡內明窗淨几，遙望一泓湖水，我懷疑是

豁蒙樓的舊址了。因為要十五分鐘後回山門外會司機李清，我不敢進入此素菜

館內流連，況且我還要找尋南朝另一古蹟 - 胭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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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收到黃秉權從美國賓州寄來一信，內無一字，只有替我在胭脂井拍的

照片二幅，無形中給我一點壓力：寫這南京遊記，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當日秉權和我到處問人，找尋那胭脂井，他的國語比我的流暢準確。這井藏 

在寺的東側背後，非常隱晦的地方。胭脂井喚起南朝最後一代 - 陳的亡國歷

史。陳最後的君主陳叔寶是沉溺酒色，荒淫放縱之君。他寵愛張、孔、龔三貴

妃，不理政事。據南史記載：「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

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為之，又飾以

珠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 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

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

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

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張貴妃名麗華，乃兵家之女，髮長三尺，髮黑如漆，

光可鑑人。每瞻視眄睞，流水溢彩，照映左右。於閣上盛妝憑欄，宮中遙望，

飄然有若神仙。那時北方隋文帝楊堅，勵精圖治，見南方政教鬆弛，是統一中

國的大好機會，毅然說：『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救百姓於水

火之中。』派三路兵伐陳，直趨建康（即南京）。後主陳叔寶聞兵至，束手無

策，百官奔散。隋軍入宮，遍尋後主不着，見景陽殿後有一枯井。窺井呼喊，

無應聲。說要快搬大石頭來，投入井中。這才聽到井有人叫喚，便放下繩索去

拉。怎麼太重，拉不起來。於是加重人手，拚力去拉；陳叔寶與張麗華、孔貴

嬪三人同乘而上。二貴嬪出井時胭脂口紅擦到井欄上，以帛拭之，有胭脂痕，

故名胭脂井。井在觀音樓東側下沉三十多尺的典雅小花園內。園的四周植有數

株綠葉婆娑的喬木，和一些灌木和花 卉。正中一邊是金字塔形的小石山；另

一邊是兩層翹角的六邊小亭。亭和石山中間就是那井了，旁豎立了「古胭脂井」 

的石碑。井內有鐵絲網封住，防止遊人拋棄垃圾入井。井口甚小，我被困擾着，

古人的體型一定比今人的小得多。井口一人進內，僅堪容身，怎能納了三人？

那張麗華一定是袖珍美人。南史說：『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陳叔寶能讓張貴妃坐在膝上共議國事，她的嬌小玲瓏可比擬能作掌中舞的漢朝

趙飛燕。陳叔寶被捕，解往長安，隋文帝楊堅心存寬厚，以寵臣待之，每有宴

會，多使他跟隨着。有一次楊堅幸駕北邙山，叔寶在側獻媚呈詩一首：「日月

光天德，山川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以一位亡國之君，諛辭托

新朝之主大腳，付人真覺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無限感概。張

麗華的下場可慘了。平陳元帥楊廣的參謀高熲以麗華是亡國尤物，將她押往青

溪橋上斬首。

  胭脂井小花園圍牆外，一馬路之隔，就是台城遺址。魏晉時期，皇帝所居禁

城稱台，故稱台城。晚唐詩人韋莊詩云：「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現雞鳴寺後，確有一段古城牆，俗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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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城。城牆全長 253.15米，外高 20.16 米，西部厚9.8米，東部厚 10.3 米，

以條石為基，巨磚為牆，以石灰糯米汁加拌桐油為粘合劑，異常堅固。頭道瓮

城西側設馬道，供守軍騎馬登城。六朝時宮殿位於城牆之南，梁武帝蕭衍被侯

景所困，餓死於此。城牆北臨玄武湖，異常險要。台城現已成為融山水城林於

一體的勝境。我們沿跑馬道登上台城。上面城樓已改為一小博物館，陳列南京

城牆歷史、地理、建築資料。這是世界最大的城牆（從圍周度數計算），法國

巴黎城牆僅次之。且城牆保存得非常完美，是南京特色之一。從台城回顧雞鳴

寺，廟宇、高塔，美極了！

  玄武湖倚台城，在南京城東北玄門外。三國時孫權定都建業（今南京）後，

引長江水入城，始成湖。三國孫吳時曾在此湖操練水軍。南朝宋文帝（425 - 

453），湖中出現黑龍（鱷魚一類爬蟲動物），故稱為玄武湖。南朝時，此湖

是 帝王遊樂場所，在湖中堆了三座島山，即現在湖中五島中三個島的前身。

隋文帝滅陳（589 年），下令將建康城邑蕩平改作耕地，玄武湖自此消失了兩

百多年。到元至正三年（1343 年），重新疏浚恢復，但湖面已較前大為縮小，

不能回復六朝時外通長江了。現湖中有五島，各擅勝景：環州煙柳（即「依舊

煙籠十里堤」所在地）、櫻州花海、菱州山嵐、梁州秋 菊、翠州雲樹。加上

二百不同品種的四萬餘株樹，使人目不暇接。

  南朝的歷史已凝聚在雞鳴寺、台城、玄武湖這一帶地區內，是研究中國歷史

者絕對不能錯過的。李商隱詠南朝一首七律是很好總結：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敵國軍營漂木秭，前朝神廟鎖煙煤。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這首詩雖以南朝作題目，其實對象是陳叔寶。第一句「玄武湖」說的是南朝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 年）曾在湖北設立上林苑，湖南設樂遊苑、華林苑，

湖中堆了三座島山，正式闢玄武湖為遊樂園地。第二句雞鳴埭指齊武帝蕭道成

駕幸雞籠山視察形勢。這二句亦可泛喻陳叔寶夜夜笙歌，遊無止境，第三句「瓊

樹」即叔寶作「玉樹後庭花」，朝朝令宮人歌之。第四句「金蓮」用南齊潘妃

典故（請參閱『南北齊的亡 國尤物』一文）。第五句「漂木秭」指隋將楊素

沿江順流而下攻襲南京。第六句「神廟」即大焚大皇佛寺，言陳國備受人禍天

災，叔寶無動於中，可謂全無心肝。但在南北朝諸亡國 之君中，叔寶是有文

學天才的，有多首詩流傳後世，其中不乏佳作。他的妃嬪亦曉作詩，「袁大學

士」是其中翹楚。大臣江總不理政事，與諸女學士賦詩，所以江令之才，枉用

了，亡國自有其遠因也。現附說一事：抗戰時汪精衛設組織在南京，總辨事處

是考試院，即台城和胭脂井之間。有懂堪輿學者說：「被餓死鬼和辱國者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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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能長久乎？」可謂知言。

  南京城西的清涼山本稱石頭山，三國吳時沿出築石頭 城作防衛，其時長江

流經山下，江流逼山，城據山上，雄關之險，難以飛渡。赤壁之戰前夕，諸葛

亮出使東吳，經秣陵（南京）赴當時孫權的首都京口（鎮江），見到南京的特

殊地理環境，遂駐馬於清涼山巔，視察山川形勢，看到鍾山像巨龍蜿蜒於東北，

石頭山似猛虎雄踞於西南，不期然嘆曰：『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

也！』遂勸孫權遷都秣陵。諸葛亮的贊語成了南京的千古定評。現清涼山上有

駐馬坡，是當年諸葛亮勒馬指點南京山河的地方。

  公元 280 年，西晉將軍王濬率領樓船隊伍從四川順流直 抵石頭城下，孫皓

自知難敵，遂豎上降旗。唐劉禹錫有名句詠此事：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當然自三國統一後，南京仍有無數的動盪變亂。所以有元薩都拉「登石頭城」

的詞句：『蔽日旌旗，連雲檣櫓，白骨粉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

後來長江航道西徙，五代時楊行密將石頭城南移，山為城隱，石頭城漸漸失去

了虎踞的雄姿。

  南京導遊姚莉帶我們去參觀石頭城的一部份是在清涼山 西麓的鬼險城，是

一段略向外突出的懸崖峭壁，呈赭紅色，中間夾雜着紫色和黑色的岩石，經長

期風化，出現了凹凸不平的崖面。其中一小部份酷似一張耳目口鼻齊全的醜惡

鬼 臉。峭壁下有一池清水，鬼臉反影在水面上，更形恐怖。此「鬼臉照鏡」

是石頭城的名景點。  

  清涼山南麓有掃葉樓，是明末清初南京畫派「金陵八家」之首龔賢隱居處。

龔賢是明遺民，擅長於山水畫。他又是一位擁有強烈民族氣節的詩人，「登清

涼台詩」可作反映：

     『登臨傷心處，台城與可城，雄關迷虎踞，破寺入雞鳴。

       一夕金笳引，無邊秋草生，橐駝爾何物，驅入漢家營。』

  此詩顯露出作者國亡的悲憤，將古蹟台城、石頭城、雞 鳴寺融匯在詩中。

因為山河易主，大好風光也不一樣了。龔賢在掃葉樓終老，着僧服，持帚掃葉，

過其淡薄的一生，始終全其高風亮節。「滿山落葉無根樹，勝國遺民有髮僧」

此聯可作其一生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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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愁湖在南京水西門外，原是秦淮河入江口的河槽，後淤塞成湖。此湖的命

名有多種傳說。古樂府云：

     『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船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但並未點出莫愁的身世，所以有後來的附會。莫愁姓 盧，本是南北朝時洛

陽少女，家貧賣身葬父，遠嫁金陵；不容於舅姑，投湖自盡。我第一次遊莫愁

湖是 25 年前，寄寓在新街口的金陵飯店，出來漫步，清涼山、莫愁湖等勝景

均 距旅館不太遠。我特別欣賞在鬧市中，突然出現這金陵第一名勝莫愁湖。

除了那水光瀲灔的平湖外，尚有蒼松翠竹，荷池水榭… 亭亭玉立用漢白玉雕

成的莫愁女像，矗立在光華亭內，清朝文人湘綺樓主王壬秋寫了一聯給莫愁湖：

     『莫輕他北地胭脂，看畫艇初來，江南兒女無顏色。

       盡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舊，看來桃李又芳菲。』 

  此聯寫得很好，後來卻被南京人竄改了。難道金陵佳麗，真是遠遜那洛陽盧

莫愁嗎？將「無顏色」改為「生顏色」，可以和那「北地胭脂」爭奪選美冠軍。

太平天國敗亡時，曾國荃率領的湘軍湧入南京，到處焚燒搶掠，帶來浩劫，就

將「只青山依舊」改為「只青山無恙」，除了青山外，甚麼也被湘軍破壞無餘。

王壬秋是湖南人，乃曾國藩的老友，用湖南人自打湖南人嘴巴，可謂一字褒

貶！

  莫愁湖就在石頭城南面，清代沈鍠因地理形勢寫下一很 出色的聯：

   『江水東流，浪淘盡千古英雄兒女；石城西峙，依舊是六朝煙雨樓台。』

  在公園內有勝棋樓，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名將徐達經常下棋的地方。徐達和太

祖在棋盤上每戰必北。朱元璋知道徐達棋藝深遠，故意禮讓，要他拿出真本領

來。最後一盤棋。朱元璋仍是險勝。徐達恭身站起來：『陛下請仔細看一看棋

盤。』棋子竟排成「萬歲」二字（當然是簡體字）。朱元璋知道徐達的棋藝已

臻出神入化，便將此樓賜給他。現樓下有明 朝歷代皇帝臘像，樓上陳列文物

和精緻的紅木傢俱，並懸掛朱元璋和徐達畫像。「勝棋樓」匾額是清代狀元梅

啟照手筆。有一對聯是 1883 年長沙張偉堂撰：

     『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煙雨；王侯事業都付一局棋枰。』

  上聯借盧莫愁寫湖山勝景，還可以。下聯雖點出世事如棋，但作於光緒年間，

太頹喪消極暗示清運將終，成不祥預兆。

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496

  南京天然條件優越，崗巒起伏，山環水繞，風光明媚的秦淮河為之冠。河有

南北二源頭：南源發自溧水縣東廬山，北源始於句容縣寶華山。二水在江寧區

方山匯合，直抵南京城下。一分為二，一支由節制閘繞城外，一支由通濟門入

城，長約十里，這便是馳名的「十里秦淮」。歷史上，秦淮河簡直是六朝金粉

的集會處，夜色闌珊時；槳聲燈影中，前朝勝景，依稀在秦淮河重現，今時一

切反變得朦朧起來。唐詩人杜牧的「夜泊秦淮」是千古絕唱：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唱歌的江南小歌女真是不知亡國的慘痛嗎？還是酒樓內 醉生夢死的聽歌

人？

  二十世紀初散文家朱自清寫那秦淮夜景真美麗了：「秦淮河的水卻盡是這樣

冷冷地綠着。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 面幕似的…. 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

恬靜、委婉…等到燈火明時，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

就是夢的眼睛了。」黃秉權和我有兩晚在人聲喧嘩的秦淮河畔徘徊，醉人的燈

火照着保留一世紀前風格的河邊建築物。屋簷下懸掛着火紅明亮的扁圓燈籠，

河的對面「秦淮人家」四個字在夜中更是璀璨。秦淮河已容納了南京歷代的哀

愁。我們這二位海外老歸僑，漫步在夫子廟廣場內、文德橋上、烏衣巷中，彷

彿在看櫥窗偷窺古南京，幻耶？真耶？歷史只留下這少許痕跡。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劉禹錫這首七絕撫今追昔，人事變遷，不勝唏噓。現在烏衣巷重建後古意盎

然，王謝古居座落其中，坐北朝南，形制優美，典雅古樸。朱紅色的大門，入

門處是一大屏風，橫匾刻着「魏晉遺風」四個大字，底下刻着劉禹錫這詩，分

別用篆、階、行、草四字體，重複三次。裡內小院飾以竹石園景，小巧玲瓏，

古色古香，小中見大。裡內陳設全是魏晉六朝文物。我認為最特別的有淝水之

戰立體示意圖。王氏、謝氏從東漢、經三國、至南朝世系表，顯得豪門聲勢喧

赫，世澤綿延。王謝古居樓高二層，主體建築與附屬物的兼融並蓄，外部形式

與內部裝飾和諧渾合，構成一幅完美的藝術整體。

  除烏衣巷內的王謝古居外，秦淮河畔還有（一）桃葉渡，東晉大書法家王獻

之迎接愛妾桃葉於此。（二）吳敬梓故居，是他寫作《儒林外史》的地方，亦

即南朝詩人江總住宅原址。（三）媚香樓，即明末名妓李香君的香閨，亦即血

染桃花扇處。纖織弱質竟散漫了不讓鬚眉的正氣。

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497

  在夫子廟隔秦淮河對岸有一大石壁，雕了很多與秦淮結緣的文人雅士：王羲

之、王獻之、謝安、李白、杜牧、吳敬梓、孔尚任…可見得自東晉以來，這裡

就是秦樓楚館，歌樓舞榭之地。在煙籠寒水的迷霧下，明朝秦淮風月特熾。所

謂「六朝金粉，艷說當年。南都煙花，盛傳明代。」南京的商業、交通、文化

亘古以來就凝聚在秦淮河兩岸，是我訪古的時光隧道。

     『天仙都化美人來，問上界瓊樓，可有六朝新樂府？

       韻事不隨流水去，聽後庭玉樹，依然十里舊秦淮。』 

  明故宮遺址位於中山門內，中山東路南北兩端。故宮是南京歷史上第一個統

一王朝的皇宮，曾作為明初洪武、建文、永樂（明成祖前十九年，後遷北京）

三代和明末弘光南京小朝廷的皇宮，壯麗恢宏，前朝後寢，（即前面是集群臣

議國事的朝廷，後面是帝皇和后妃的宮殿），金璧輝煌，佈局齊整。現在歷盡

六百多年的滄桑，留下來是瘡痍滿目，地面上散佈斷破了石柱基礎。

  午朝門尚算保留當年風貌。主要部份今仍矗立在御道的北端。雖然上部城樓

建築已毀，石柱上雕刻仍清晰可辨。午朝門是傳達皇帝聖旨的地方，也是皇帝

施廷杖於忤旨大臣處。判決斬首死刑一般在太平門外或鬧市中執行，唯一例外

是明成祖朱棣用腰斬酷刑處決建文帝之師方考孺是在午朝門內。相傳丹墀上的

血跡石是放刑後方孝孺的上半身。方甚是硬朗，手沾腰血，在石上寫了十三個

半『篡』字，控訴成祖，方纔氣絕。朱棣殘忍，過於乃父，誅孝孺十族，第十

族是門生，行刑連續七日，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現簡錄明史述其事：「先是

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

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慟聲徹殿陛。成祖

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投筆於地，且哭且駡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孝

孺慨然就死。」血跡石經後人刻成碑，據說天陰時，血跡猶顯。我在午朝門公

園內遍尋血跡石可不獲，後來方知道已被搬往朝天宮南京博物院內。

  黃秉權對明故宮遺址有點失望。我認為憑弔古蹟，除了自身的歷史修養，還

要配上想像力和情感。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聖祖第一次南巡至南京，見

到破敗不堪的明故 宮時，感慨萬分，特行文記之：「…道出故宮，荊棘滿目，

昔者鳳闕之巍峩，今則頹垣殘壁矣！」，「傾過其城市，巷陌 未改舊觀，而

宮闕無一存者。見此興懷，能有不吳宮花草，晉代表衣冠之嘆耶！」

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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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一篇南京遊記該結束了，雖然尚未寫及明孝陵、靈 谷寺、中山陵、

白鷺州、雨花台、瞻園、燕子磯、大屠殺博物館、總統府 … 諸景點。南京是

一個容易挑起懷舊情懷的城市；在漂亮高大的法國梧桐樹下漫步，我不會忘記

南京充塞着古人的足印；豐富的歷史遺產，給我無限依徊。最後我抄下一詩一

詞以結束此長文：

金陵懷古          唐許渾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戌樓空。

楸梧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西河  金陵懷古   宋 周邦彥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

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渡天際。

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

空餘舊跡鬱蒼蒼，霧沉半壘。

夜深月過女牆來，傷心東望淮水。酒樓戲鼓甚處市？

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尋常巷陌人家，

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裡。 

 

南京懷舊訪古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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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貴陽的山水和古鎮

  去年十一月初，黃秉權和我回香港參加校慶，事畢後我們往貴陽和安順作四

天三夜的旅遊。這真是一個意外的驚喜，當我閱歷了桂林、黃山、挪威、瑞士、

黑山… 後，覺得山水的瑰富，人神的壯麗，盡於此矣！見到了雄渾蒼莽，峭

立千仞，怪石嶙峋，層巒疊障的貴州之山；加上狂飆跌落，波湧連天，水拍雲

崖的飛瀑，兼備變幻萬端，鬼斧神工，色彩繽紛，玲瓏晶瑩的溶洞和鐘乳石，

確是嘆為觀止。世間奇景， 能以復加乎 ?

  很多人說，貴州是龍行的地方。溶洞內有很多明河、暗河、明湖、暗湖、明

瀑、暗瀑、峽道、絕壁、天窗、石林、古樹、洞穴 ..... 等景物，錯縱交雜，

蔚成奇觀。蜿蜓盤繞山洞的河流，好似一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旁邊景物就是

它留下的軌跡。所以貴州古時號為「黔中」又喚作「龍標」。這是一很僻遠和

阻隔的地方，古代降職官員，聽說要被貶到貴州，談虎色變。唐朝那寫下名句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的詩人王昌齡，因「不護細行，貶龍

標尉。」他的好友李白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送別：『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

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在這裡李白用了一典故，夜郎

是漢朝時的夜郎國，是當時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建成的比較大的國家。漢使者到

夜郎訪問，國王問使者：「你們的國家，能大得過夜郎嗎?」於是便成了成語「夜

郎自大」的出處。夜郎國是現今貴陽和安順一帶的地方。

  在貴陽機場，導遊小姐章麗和司機接了我們，風馳電擊向市區駛去。貴州首

府貴陽，簡稱「筑」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地處紅土高

原，海拔高達一千零七十一尺，位於群山環繞中。車子在雲貴高原上奔馳，觸

目是大小不同，或孤立，或二、三成群的錐形山。我心中頓生好感；這裡的山

形挺拔奇秀，不讓桂林，卻蘊藏著另一番韻味。時正下午三時，章麗領我們到

貴陽的標誌甲秀樓，樓建於明萬曆二十六年 (1598A.D.)，築在城區之南的南明

河中一超級巨型石，號稱鰲磯石上。此樓屢歷兵劫，屢經修茸或重建。甲秀樓

的命名含科甲挺秀之意，樓下有一浮玉橋，貫通南明河的南北兩岸。橋上又建

一方亭喚涵碧亭。「浮玉」和「涵碧」二詞頂有詩意，可見得貴陽雖處邊遠之

地，也是文化之都。浮玉橋全長為九十尺，有九孔(即橫跨南明河的拱形門)。

很可惜「九眼照沙洲」一景已有了缺憾，因為臨河修公路填埋二孔，現在見到

的只有七個孔。

  甲秀樓是一個三層以紅木為結構的閣樓。屋頂四角攢尖，淡淡隱露出典雅，

比起江南的樓，有迥異的風格。三層每層都有石柱托檐，飛甍刻角，且護以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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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白石欄杆。琉璃筒瓦蓋面，碎瓷鑲砌刻頂，更顯得雍容華貴。我們攀登三樓

遠眺，眾山如黛，群峰環抱，近見河光水色，高樓林立，都被如薄紗般灰霧輕

輕蓋著。這確是欣賞目前美景的些許遺憾，貴陽也不能逃脫中國城市污染的魔

掌。在樓上我可看清楚了，樓的出檐不是斗拱，而是雕出的如鳳尾起翹的翼角，

這曲線奔入我的眼簾，美極了！三樓的廳堂頗闊大，四壁掛上歷代的貴州籍名

人。其中的沈宏富似乎是民國時代名作家沈從文 ( 代表作《邊城》) 的祖父，

不知他的家族從何時移居往湖南省西部的鳳凰鎮。我最熟悉的貴陽名人馬士英

卻不在壁上。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大奸臣(見拙文《二分明月在揚州(下)》 --- 

即專寫史可法篇 )。這和成都昭烈廟沒有後主劉禪塑像同一道理。劉禪的位置

被殉國的北地王劉諶取代了。不收亡國奸庸是中國民間立廟或設堂的慣例。

  可看清楚了，樓的出檐不是斗拱，而是雕出的如鳳尾起翹的翼角，這曲線奔

入我的眼簾，美極了！三樓的廳堂頗闊大，四壁掛上歷代的貴州籍名人。其中

的沈宏富似乎是民國時代名作家沈從文 ( 代表作《邊城》) 的祖父，不知他的

家族從何時移居往湖南省西部的鳳凰鎮。我最熟悉的貴陽名人馬士英卻不在壁

上。他是南明弘光朝的大奸臣 (見拙文《二分明月在揚州 (下 )》 --- 即專寫

史可法篇 )。這和成都昭烈廟沒有後主劉禪塑像同一道理。劉禪的位置被殉國

的北地王劉諶取代了。不收亡國奸庸是中國民間立廟或設堂的慣例。

  甲秀樓前是南明河河水回流的河灣，和亭子同名喚作「涵碧潭」。河中有「芳

杜洲」的一塊小沙洲，毗鄰的風景山明水秀，所以沿河一段路命名為「西湖路」

因為貴陽人以杭州西湖相比也。樓前掛上清代小學家桂馥所撰一聯：『銀漢浮

空星過水，玉虹拖雨雁橫秋』。文人雅士題詠甲秀樓的甚多，最膾灸人口的是

清同治年間進士劉春霖所撰的長聯，是可以向雲南昆明大觀樓長聯挑戰的。(請

參閱雲南遊記 )。此聯字數甚多，現僅錄上下聯的結尾：
  
 『烏蒙菁掃，艱難締造，裝點成錦繡湖山。漫云筑國偏荒，莫與神州爭勝概。

 螺峰雲擁，緩步登臨，領略些畫角煙景。恍覺蓬萊咫尺，擬邀仙侶話行蹤。』

  從甲秀樓行出來，時間仍早，距日落尚遠。章麗提議往黔靈公園去。公園是

在貴陽市西北角，距市區約十五公里的黔靈山內。山的名字有「黔省之靈，集

於此山」的含意。司機為了走捷徑，拋開市區的塵囂，攀上和橫穿彎曲的山坡

小路。地面不平，車子翻騰不已，幾度將我和秉權拋離座位，且魚腸小徑，車

輪有時緊貼山邊，發出磨擦怪聲。沿路零星落索散佈些茅寮，都是很簡陋草率

的，反影出貴陽郊區居民的貧困。我見到一大堆人圍著一野火堆，起初我還以

為他們燒烤肉類，秉權說：「他們在起火取暖啊！」時屬深秋， 貴陽有一股

寒氣透骨，衣著單薄的會吃不消。這捷徑殊不捷也，我們在路上消磨了個多鐘

頭。但能看到民生的一小部份，亦算一意外的收獲。突然一剷泥車擋著去路，

淺談貴陽的山水和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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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得也，哥哥！司機無奈取旁道折回市區。章麗領我們到瑞金北路和威清路

角的麗豪飯店註冊和領取房間。放下行裝，稍作梳洗。步行到路對面的今壹餐

室晚飯，已是日落西山了。

  翠日一早便整頓行裝，奔向黔靈公園去，目的地是弘褔寺。清康熙十一年

(1672 年 ) ，赤松和尚從四川雲遊至此，非常欣賞這裡的山川靈秀，寫下『照

心不待澄波月，鳥語松風趣自生』的詩句。他化緣乞來一大塊地和一批錢財，

在寶塔峰下營建貴州第一大禪林弘褔寺。此寺坐落在杖鉢峰、寶塔峰、象王嶺

相交匯的山谷上，是三面環山，形如馬蹄的平地。寺的建築群背靠三山，坐西

向東，組成一巨大的「甲」字。建築群包括有殿、堂、廡、廊。山門是高大的

三疊式石牌坊，刻了「黔南第一山」五個鎏金大字。山門內的四合院，兩廂與

前殿相連，佈局規整。正殿為大雄寶殿，供奉釋迦牟尼、十八羅漢像。一院落

位於正殿之南， 三面有廊廳相連，院內有桂樹兩株，陣陣飄香，陶醉了坐著

小憩飲茶的遊客。寺院左側有曲尺亭、月池、畫廊等建築。寺外有亭塔池泉佳

景。弘褔寺勝人處是人跡稀少：「松生山壑滿，竹隱寺門深」。河南嵩山的少

林寺、杭州的靈隱寺塞滿熙來攘往的人群，那有佛門清靜的意味。站在這些亭

台上眺望，貴陽市的人煙盡收眼底。在濃霧蒼茫中觀景，頓生人事興亡的蒼涼。

從弘褔寺沿山路向下行，一泓清水如鏡的靈湖赫然在望。清湖岸草木繁茂，綠

樹合抱，靜靜的平湖，怡然地依偎在群峰環抱中。

  車行公路一段時間，已進入安順市區域內，在天星橋景區停留下來。景區位

於黃果樹大瀑布下游七公里處，溪流蜿蜒，石林叢立。有些地方溪水匯積成潭，

石林的下半部份被淹沒了，構成天然大型的山水盤景，反影出石、樹、水的美

妙結合。有一聯可概括這玲瓏秀美風景的神粹：「風刀水劍刻就萬頃盤景；根

筆籐墨繪製千古絕畫』。我們朝著潺潺流水聲走下山坡，突然流水消失了，原

來注入石林中的溶洞，形成暗流，漫步少許，溪水又在地面上冒出，緩慢地流

淌。沿溪都是蒼勁榕樹，翠綠芭蕉，滴滴水珠在葉子上浮動，河灘上散佈著無

數大小亂石，將溪水分割成多股細流。我見到一指路牌寫著「生日石」三字，

於是朝這方向走去，溪水一支流在河心鋪滿序列有次的圓滑石塊，大小不同，

有圓的、有橢圓的、有扁圓的。每一石表皮都刻有一日子，從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我隨著秉權踏著石塊，輕移步伐，他突然在一石上停下來，躊躇

片刻。他不知道我已偷偷記下他的生日。回程時走的是曲徑通幽，除了些小販

出賣當地零食外，沒有別的遊人。這天地是導遊小組章麗和我們三人的。午餐

就在公路旁一布依族人開的小餐館。鄉間野味，不大可口。秉權向我抱怨此行

食用奇差。但此行風景奇絕，秀色可餐，口腹之慾倒不太重要了。

淺談貴陽的山水和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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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下午參觀了此次旅遊的精華 ---- 黃果樹大瀑布。貴州省的地理形貌是

屬於石灰岩溶地 (Karst) 。例如黃果樹一帶從西北一千五百尺降至東南一百尺

左右。這裡廣泛分佈著易溶解於水的石灰岩和白雲岩。岩石在地下水和地表水

的溶蝕作用下，形成了峰林地形、溶洞、地下河等。眾多的瀑布景觀基因於河

流的侵蝕，落水洞的坍塌。以黃果樹大瀑布為中心，分佈著雄、奇、險、秀、

風格各異大小十八條瀑布。黃果樹瀑布距省會貴陽市一百二十八公里。明代旅

行家徐霞客對瀑布有如此描述：

 『搗珠崩玉，飛沫翻湧，如煙霧騰空，勢甚雄偉，所謂「珠簾鈎不捲，匹練

掛遙川」俱不足以擬其壯也。高峻數倍者有之，而從無此闊而大者。』

  黃果樹瀑布入口處是一面積頗大的盤景園，陳設著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盤

景。枝虬幹勁，巧奪天工，單是這園便值得我們流連一個鐘頭作仔細欣賞。囿

於時間限制，我們趕往自動扶梯閘口，每人付上五十元人民幣，乘梯直下瀑布

的下跌處犀牛潭。用扶梯可省卻很多精力，留待瀏覽瀑布景區。未見其景，先

聞其聲，水響隆隆，不絕於耳。扶梯未到盡點，景物豁然開朗，陡崖拔地而起。

咆哮著的跌水浩浩蕩蕩，如猛獸出籠，徐疾有致地穿峽谷，墮深潭，向下直瀉，

水霧迷漫，浪花翻騰，聲震數里。

 十一月時，水量充沛洪厚。瀑布因挾帶泥沙呈黃濁，翻崖直下，破金碎玉，

氣勢甚是雄壯。當瀑布躍進犀牛潭時，湧起數丈水柱，萬朵水花澎湃飛起，雨

霧向四處拋灑，潭內被捲起的漩渦，像沸湯般翻滾，勾人魂魄。我們沿著潭邊

行，被這壯觀吸迷著，心悸神馳。走向斜坡攀上瀑布半腰的水簾洞去。背後有

三位年青人快步迎頭趕上我們：「老爺子們，你們滿意嗎？」 秉權立即矯正：

「不是老爺子，是大哥。」其中一人很知趣，說：「大哥，我們從烏魯木齊來，

你們呢？」稍作搭訕，年青人嫌我們行得太慢，拋離我們，急步奔向水簾洞去。

  水簾洞是在瀑布後面絕壁內一個溶洞。此洞雖大部份是天然，亦有人為的。

兩側絕壁鑿洞連通；遊人可從瀑布左邊走到瀑布右邊。此洞是瀑布鈣華懸掛、

堆積、架空而成。洞內有空缺口多處，可以伸手摸觸那飄拂著的瀑布。甚至若

伸頭出去，那「傾盤大雨」可濯髮。隔著這串珠般的水屏風向前望，煙雨淒迷

內的行人若隱若現。我曾到過非洲南部的維多利亞瀑布、南美洲的以瓜索瀑

布，只有在黃果樹瀑布我能在瀑布後面觀瀑。有詩人詠此瀑布：『晨觀犀潭霓

紅舞，暮賞西山落日暉。』可惜我們沒有留待落日西山便離去。是夜我們留宿

在安順市黃果樹路上的天瀑大酒店。晚飯就在旅館內。餐後出來準備逛夜市，

見到燈光黯淡，行人絕跡，相信離安順市中心甚遠，只好回旅館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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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旅程的第三天，早餐後向天瀑大酒店告別，奔向龍宮去。龍宮位於安順

市西南二十七公里處，距貴陽市一百二十七公里，是一個天然的大型溶洞暗

湖，隱含洞穴瀑布，且和地下暗河神秘地組合。暗河像一條長藤，將一個個像

瓜般大小溶洞串連起來。我們下車後沿著山腰的石子小路繞過山去，一路林蔭

蔽日，突然見到一池碧水躺在山上。這就是龍宮宮門外的龍潭了，此又名天池

的水面甚為開闊。龍宮是在天池旁的高達五十多尺，闊約二十多尺的大溶洞口

門，是橫跨山岩間一拱門。進入龍門，光線漸暗淡，視野全賴洞頂的一線光，

見到洞壁上懸掛著晶瑩的石鐘乳。陣陣水氣撲面而來，夾隨著轟雷般的瀑聲，

愈來愈近，愈來愈大，有如萬馬奔騰。行近洞的深處，耳膜被咆哮噪聲震動著，

眼睛被水霧遮得一片迷濛。舉頭細瞧，在瀰漫水霧中，一條瀑布騰雲駕霧，

像蛟龍般從洞頂斷崖上翻然奔下，發出轟然響音。這是龍宮內的奇景「龍門飛

瀑」。這條游龍高達三十三尺，寬約二十五尺，隨著經過的中間岩石，起伏而

扭曲，在淡弱的光線下，矯騰著的雄姿更顯得神秘。它那震耳欲聾的巨聲不會

使人忘記它的存在。

  在龍宮內有因岩溶發育形成的大小旱洞二十多個。我們參觀了虎穴洞，確實

令人迷惑。這是一個長約四百餘尺的旱洞，裡面鐘乳石琳瑯滿目，發展成的

景物被冠以美名：錦繡中華、鎮宮寶刀、虎牢關、鴛鴦柱、斬斷瀑水、犀牛望

月 .... 等，其中有些非常神似。

  當然從天池划艇進龍門是不可缺少的節目。坐的小鐵殼船有八人座位，撐船

者是一布依族小伙子，用國語把見到的景物略作介紹。船划進第一宮時迎面而

來的是「群龍迎客」十多條石鐘乳從洞頂垂懸下來。有些好似張牙舞爪，宛若

龍的姿勢。龍宮全長三千多尺，由暗河連接五組溶洞而成。河水最寬處三十多

尺；最窄處更堪容一小船出人。用「別有洞天」四字作形容實不為過。鐘乳石

形形款款，有巍然屹立的寶塔，有繁枝直幹的參天古榕，有些鐘乳石從穹頂低

垂，直逼水面。船工頻頻警惕我們把頭放正，肩部微彎，手不可露出船外，以

免被鐘乳石磨傷。近人陳梧山有詩詠龍宮：『陰河水湧聽奔雷，若叩洪鐘見九

垓。舟泊吞天巨口處，登臨四顧復徘徊。』遊罷龍宮出來，已腹如雷鳴。章麗

請我們忍耐多四十五分鐘，車子奔往天龍屯堡，帶我們用飯去。

  在黔中腹地大山深處，距貴陽市五十餘公里的安順市天龍屯堡，生活著被稱

為老漢人的屯堡人。明太祖朱元璋大軍征南和隨後的調北填南形成了屯堡。明

朝廷認為必須穩定貴州方能長久控制西南。於是在通往雲貴的各條驛道，沿線

設衛所，派重兵駐紮。經過六百年來的傳承，發展和演變，產生了獨特的「屯

堡文化」。今天「屯堡人」仍遵循祖制，語言、服飾、民居建築及娛樂方式都

沿襲著明初文化習俗。六百多年來，屯堡人固執地堅守著大明的祖制，仍舊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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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明的長衣大袖，仍舊跳著大明的軍儺戲。這六百年時光就在屯堡中凝固

著。

  在天龍屯堡，當年圍繞天台山的古城牆仍保存得良好，如今正好成為阻欄遊

客的障礙物；要入內必須買票。裡內老街僻巷縱橫；住宅多以三合院和四合院

相套而成。我們就在一所四合院內午膳。時天氣頗冷，要在餐桌旁點起火爐禦

寒。在飢寒交迫下，飯菜格外可口，秉權沒有出怨言。
 
  飯後章麗請了陳小姐帶我們觀光，這塊大地留下了歷代屯兵的歷史遺跡：煙

堆山的明代烽火台殘壘、清朝咸豐年間平內亂時修建的垛口和炮台、龍眼山的

瞭望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石拱門 ..... 這些殘垣尚存。無不顯示出

天龍堡曾受戰火洗禮。我們被領到演戲堂去參觀。裡內剛有儺戲表演，這很像

江南的「跳神」。一班戴著色彩繽紛的演員，頭上插著長長的雉尾，手持木製

的兵器，在鑼鼓聲中亂舞。傳說是當年大明軍營中的消遣，大概是軍隊中的假

面舞會罷，原始、粗獷兼豪邁。我們站著看了不夠五分鐘，音樂刺耳，聽不懂，

弄不出頭緒，便走出來了。倒是店鋪內的女售貨員服飾是很惹人注目的。大開

襟的長袍，一尺來寬的大袖子上有五色彩線繡出各種花紋鑲邊。她們的髮型是

前髮高束，形似鳳凰頭。陳小姐說她們的打扮是保留明初風格，所謂鳳陽漢裝。

明太祖朱元璋是安徽鳳陽人。即民謠所道的：『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是好

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陳小姐在城門外的停車場和我們道別；秉權給她小賬作酬謝。她婉拒了，匆

匆走入城門，這妙齡女郎很惹人好感。時間已不早了，我們要趕回貴陽，再留

宿在麗豪飯店。我去找洗手間時因地滑跌了一跤，幸沒有傷；秉權說：「你若

斷了骨，我們便一身蟻了。」因為秉權對今壹餐館甚不滿意，晚飯改在毗鄰的

雲之南。是夜我們自己點菜，是滇式烹飪，很滿意。飯後一同逛夜市，威清路

上有很多檔口，秉權買了一大批錄影光碟。我亦跟著買了幾隻《紅樓夢》、《水

滸傳》、《三國演義》等，價錢很便宜。秉權在橫街鯉魚巷上買了一大袋龍眼，

請我吃，貪嘴吃多了患上河魚腹疾。

  十二月二日是旅程最後一天，節目非常緊湊。在下午飛回廣州接駁直通車返

香港前，還有三個景點要遊覽兼午餐。首先遊了全用石頭構築的布依族村寨鎮

山村。此村位於貴陽市的花溪區，距市區中心二十一公里。地理形勢是一半島，

三面環水，一面依山，甚為險要和幽雅。鎮山村擁有四百多年歷史。明神宗萬

曆年間 (1582 年 ) 協鎮李仁宇入黔中平番，屯兵於此。李仁宇將軍娶了布依族

女子班氏為妻，下屬亦紛紛和土著聯婚，征南軍於是就地築城案作長駐。經過

四百多年的漫長歲月，繁衍生息，現在的村民全是李仁宇和他的軍旅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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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風已隨布依人的習俗了。我在鎮山村入口處見到李仁宇將軍的石像，巍然凜

立，十分威武。

  鎮山村的特色是房屋頂蓋不是茅草，也不是瓦，而是青灰色的石板。甚至牆

壁、廣場、水井、巷道 .... 全用石板砌成。疊瓦式的排列整齊，錯落有致，

宛若魚鱗獸甲。房舍密密相連，偶中間有空地為石院。狹長的通道是石街、石

巷。細細的屋頂炊煙裊裊。小小的圈子蓄養著一些雞鴨，綠樹不甘寂寞，枝葉

跨過籬笆，延伸到小巷內。芭蕉樹在簷下搖曳著，引陶潛的《桃花源記》文字

作形容，不為過也。『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

交通，雞犬相聞。』步離鎮山村，口中仍呼吸著那田園農村氣味，久而不散。

  天河潭景區距鎮山村不及五公里。司機在山後翠溪側放下我們，章麗率領我

們沿著那條曲折的小溪漫行，兩岸翠竹成排，溪水澄如水晶。魚群嬉戲，「游

若空中無所依」。蘆荻叢中有小路通往一茅寮，是明末黔中詩人吳中蕃隱居處，

可惜我們沒有時間進內參觀。石蚌灘水流湍急，流水沖繫著水車，轉動時發出

吱吱怪聲。積水成池，水面頗遼闊，有九曲橋供行人跨越，但橋甚狹窄，僅容

雙足，若不小心便墮入池中了。

  天河潭是一泓碧水，被如刀削般的懸崖環繞著。絕壁上長滿了草叢和綠樹，

有各式小鳥棲息其上。天河潭有很深的坑穴，和很高的絕壁恰成反對比。絕壁

上露出兩個洞口。我們乘船進入天河洞，長達數千尺。洞內石鐘乳、石筍、石

柱琳瑯滿目。比起安順龍宮，嬌小玲瓏，在光照射下，奇光異彩，詭異萬分。

另一洞喚作龍潭洞，洞長幾乎貫通全山。我們沒有進去。

  此行最後一個景點是青岩古鎮，位於貴陽市的南部，距市中心三十公里。鎮

建於明洪武六年(1373年) ，已有六百多年的歷史。明太祖為了控制西南邊陲，

置貴州衛指揮使，巡戌川、滇、湘、桂諸驛道。

  明熹宗天啟四年至七年 (1624 - 1627) 守備統領班麟貴在離城堡一公里的山

坡建土城，就是現今青岩鎮的雛型。古鎮內多為明清時代的建築，計有九寺、

八廟、五閩、三洞、二祠、一宮、一院共三十七處。其中八座石牌坊現存三

坊。寺廟、樓闊無不畫棟雕樑，飛角重檐相間。雖年久失修，仍存昔年風韻。

舊有的三座四方城門早已坍毀，南門定廣門碩果猶存，老城牆只留著一小段。

這些古建築物默默凝視古鎮外一大片農田及一條驛道殘跡，發出「看盡人問興

廢事」和「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嘆息。章麗領我們在古鎮巡了一周，參觀其中

一些古蹟後，給我們一段自由活動時間，約定在半個鐘頭後在大街一餐館前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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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岩古鎮行人如鯽，店鋪林立，比天龍屯堡和鎮山村熱鬧得多，顯然這是貴

陽一旅遊焦點。我們漫無目的地在市面上遊蕩。空氣瀰漫著玫瑰花的香味，極

目一望，滿街滿巷都是販賣玫瑰糖的攤主。深藏在一小巷裡內是一黃姓糖鋪，

是玫瑰糖的創始人。這祖傳的工藝從清康熙年間傳下來，現已過了十代。玫瑰

糖是用新鮮的玫瑰花瓣加核桃再加上等麥芽糖製作而成。秉權本想買些回餽親

友。當步過一規模較大的糖店，門外有各種玫瑰糖任行人試吃。我們隨便拿起

一粒放在口內，味道怪怪的，不太吸引，立即打消購買念頭。我想嗅覺和味蕾

分別各自品得好的東西，混合起來未必收到預期的後果。也許我們第一次嘗

試，以後便習價了，也許我們嘗不到正宗的黃氏玫瑰糖。

  行過一古井，有幾位村民用小鐵桶汲水。秉權問我：「這比胭脂井如何 ? 」

貴陽是邊遠的地方，遺下的文物遠不如南京的多。若攀上和歷史人物有牽連，

地方便物隨人貴，聲價陡增，即所謂人傑地靈也。民居都是很簡樸的，有一府

第藏在巷子裡頭，算是鶴立雞群。這是趙以炯的故居。他是青岩出過貴州歷史

上唯一的狀元。故居談不上巍峨雄偉，房間掛滿字畫，倒有些書香世家的風味。

回大街後，還有十分鐘，我們進入一袖珍地質博物館，給貴州省的溶岩 Karst 

地貌作一簡單介紹。

  餐室的女主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她略識粵語，給我們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原來她的丈夫在深圳經商，她時常往返深圳、貴陽二地。她幫助我們點些地道

菜式，加上在大街上買了一隻即食的叫化雞。菜館甚為豐富，秉權邀請章麗和

我們共進午餐，還有一半剩餘的給她「打包」帶回家。此餐是這次旅行最精彩

的。我最欣賞的兩道菜是黔腿，有金華火腿的品味，精肉甚為甘芳，和狀元蹄，

是很特別的鹵水豬腳，滑嫩可口，香味雋永。還有青岩豆腐，清水煮白菜，雖

是田家風格，但平庸中顯出特色。餐後時間已差不多了，章麗送我們到機場。

就這樣痛快淋漓地結束此次貴陽山水遊。當然我們只觀貴州山水的皮毛，還有

很多奇景以待日後有機會探索的。

淺談貴陽的山水和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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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盛況空前的『2012 年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後，我參加了珠三角六天遊。

這是一很美妙的餘音繞樑。參觀的景點確實不少；每一地方停留的時間都是很

短暫，導遊成小姐沒有給這些僑鄉作任何介紹。只憑自己的認識和爭奪一剎那

的時空去獵取每一景點的精華。在我旅行經驗中，是很新穎的。珠三角遊給我

最寶貴和銘感難忘的是旅伴相處非常融洽，充份發揮了互相照顧，同舟共濟，

「紅藍精神」不是一抽象的名詞，在這裡有具體的呈現。此旅行團是同學連家

眷組成，共四十一人。憑絕不準確的回憶，寫下參與同學的芳名：偉社梅漢泉，

誠社郭民安，匡社謝鴻基、忠社李根田、林錫衡、陳鈺成，瑩社馮奇彬，輝社

蕭沛錕、李文田、龍基逸、翁希傑、何汝顯、王曦光、黃秉權、鄭國輝，正社

馮立仁，善社李威漢、許惠翠，協社余秀琴，恆社周榮超、朱樂怡、關德深，

仁社雷禮和 ( 領隊 )、唐榮勳，昇社熊健群。從 52 年級到 69 年級，都是年逾

花甲的長者，行遍天下，閱世甚深。

  11 月 26 日上午十時，旅遊車駛離台城碧桂園大酒店。時煙雨凄迷，有點寒

意。南下路上濛濛窗外展示了寬廣的綠野田園，間點綴些竹林和甘蔗叢，在蕭

殺的冬天，顯露着無限生機。台山地處丘陵，公路並不筆直，而有起伏轉彎，

真是一風景怡人，情調幽雅的好地方。半個鐘頭後到了端芬鎮。我們並不入鎮，

而將車子停在田野邊緣一滿佈泥濘的空地上。雷禮和說我們要參觀梅家大院，

我初聽還以為這是有類番禺餘蔭山房的富有人家庭園和豪宅。現場給我很大的

驚異，梅家大院是一碩大的市集，裡內有六十多棟樓宇。它們一間緊貼一間互

相依偎，整齊排列砌成一長方形。中間是一空地，供小販們擺賣熟食和商品，

這簡直是一座小方城。仔細視察一下，東西分地四墩，每墩建二十一間商舖，

北為五墩，南為六墩，每墩有十間商舖。它們圍繞着中間不規則的長方廣場。

每墩之間有寬闊的通道，方便貨物輸運到後面臨大同河的碼頭，有船隻可通香

港、澳門、廣州、佛山、江門等地。

  樓宇都是騎樓式的建築物。騎樓下的行人道鋪設三合土地面，上層可庇護行

人，免受風、雨、烈日的襲擊。此市墟於 1930 年開工營建，投資者一半以上

都是端芬鎮內梅氏鄉親，多是曾在外國生活多年的歸僑。他們喝了洋海水多

年，受歐美文化的影嚮，所以樓宇的上層，都是憑自己的愛好，仿效某一西式

建築，所以梅家大院可稱為中西文化的融匯。樓下小店都從行人道「退避三

尺」，一律是前舖後倉的格局。我見到的很多都是重門深鎖，有年久失修的剝

落破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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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河 ( 又稱汀江 ) 是台山第一大河。上游是大隆洞水庫，流經梅家大院

一段，河面寬闊，水深流緩，大船經此順流而下，通過廣海灣進入南海，是多

年前從台山到香港、澳門主要航道。梅家大院這墟集，是貨品匯流集散地，確

實是商業重要據點。它建於大同河南岸，距端芬鎮有一段路程，在田野間，和

城市相隔，遠離塵囂。大異於有名的古城，如開羅、雅典、君士但丁堡、耶路

撒冷….. 市集都是在鬧市中心。在沉澱回憶中，童年時寄寓在外祖父家，每月

初旬，多隨母親、舅母、表姊們「趁墟」，可見得梅家大院不是唯一被農田包

圍，一面臨河的墟。自上世紀七零年代中國對外開放後，公路網發展神速，現

在從廣州乘長途汽車抵達台城，不需要兩個鐘頭。水路運輸漸趨式微。梅家大

院的商業地位，很自然地被淘汰。加上近年來，移民到美國、加拿大、澳洲的

漸眾，大院內的錢莊茶樓逐漸消失；很多店舖也陸續關門。樓台仍在，人蹤已

渺。望去不勝寂寞蒼涼，中央龐大的長方形市集，只寥落點綴着十多個攤位。

冷清清的，更反映出地方的寬闊空曠。周榮超、朱樂怡在一角攤位，買了二小

盒鹽焗雞。午餐時和同桌團友分享。味道不錯，但煮得太老了。李威漢說，若

改為手撕雞，可以入膳了。我說，何止手撕，簡直要用牙碎。我在另一角攤位，

買了一包藥製檸檬皮，有止咳去痰的作用。

  昔日繁華早成過眼雲煙。樓房經屢年風雨侵蝕，漸成破壁頹垣，但結構仍然

很硬朗，憑想像可以依稀看到昔日的繁華。但在台城的古鎮水步便不能有這評

語。這是一殘破不堪，垃圾滿街的小鎮。最有規模的建築物是一有三層高的小

旅館，樓下大堂已改成為製衣廠，樓上房間相信已被灰塵蛛網滿佈着。去天同

學會辦的台山市遊曾到水步稍駐初程，我剛在數天前參觀了典雅、秀麗的四川

成都黃龍溪古鎮，和此相比，雲泥殊別。我不期然對輝社同學說：「這有參觀

價值嗎？」何汝顯回答一句：「這是原汁原味呀！」一分鐘後在一樓房前見到

一精神飽滿，腰肩挺直的老漢。他滿面笑容用純正的廣府話和我搭訕。他姓袁，

今年75歲 (比我大少許)。他一生就在水步渡過，經歷了日本侵華、國共內戰、

文化大革命這些風浪。短短的三分鐘交談，我領略了袁先生在水步走過了滄海

桑田。突然對這「無甚可觀」的小鎮有不同角度的認識，體驗到「原汁原味」

的深意。  

  從梅家大院出來，踏上遊車，繼續南下，目的地是用午餐處 --- 廣海。領隊

雷禮和請馮立仁追述他在廣海的兒時生活。我覺得隨着別人「尋根」，也蠻有

意思的。車子在近海處停下來，參觀一明朝遺下的古蹟。要攀登一小山崗方達

刻有《海永無波》四大字的石碑。參差不齊的上山小路，在微雨中不大好走，

給步伐不穩的老人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很多團友選擇留在車上。上面有一紀

功碑是明成化時地方警衛剿滅土匪的偉績。我沒有時間細讀，急於攀上更高的

山崗，洗手間的所在地。此處是眺望瀕海的廣海鎮最理想的。可惜在雨中「望

記蜻蜓點水式遊之一 - 江門市



509

殘煙草低迷」，甚麼也看不清楚。跟着赴廣海的海濱，亦無足觀，十多艘漁船

停在沼澤中，是否廣海的港口早已淤塞？回到廣海鎮，雷禮和、馮立仁二人先

下車找餐館。在駿升餐室用膳，有魚、蝦、蟹，頗有地方風味，可能未能滿足

一些飲食專家的期望。

  赤坎古鎮有三百五十年的歷史，位於開平市的中部，建於潭江北岸的紅土台

地帶，故有此名。它本來是潭江一渡口碼頭，後來發展成一貿易小鎮，全是

開平關氏和司徒氏的汗馬功勞。司徒氏來自河北，關氏來自福建，分別徙居在

潭江岸的上、下埠，成為開平的兩大姓，赤坎是他們家族的大本營。他們開始

在渡口擺設貨物攤位，各據一邊，楚河漢界分明，互不侵犯，各自經營發展。

十九世紀後期，光緒年間，兩族的店舖方建成一條相連的街道，組成一座統一

市鎮的雛形，但仍在上、下埠各自聚族而居。關氏據上埠，司徒氏擁有下埠。

  1923 年 ( 民國十二年 ) 司徒氏在潭江邊築圖書館，樓高三層，前為庭院，

樓頂鐘樓的大鐘購自美國波士頓。定時敲起，響徹雲霄，全鎮和附近村落都可

聽到。關氏也不甘後人，1926 年 ( 民國十五年 )，關族圖書館在上埠西邊潭江

岸奠基開工。此亦是三層高的建築物，西式的院門取代了庭院的牌樓。鐵門的

方型立柱有點羅馬式建築風格，頂端鐘樓的大鐘購自德國。這兩座圖書館是赤

坎文化的凝聚。

  嶺南的氣候潮濕多雨。樓宇全建騎樓以方便行人和顧客逛遊購物。騎樓於是

成了嶺南建築的標誌。赤坎的主要街道中華路和臨河的堤西路 (兩條平行的街

道 ) 是廣東省內保存得頗完整的騎樓骨架。幾乎公式化地，這二三層高的騎樓

建築，居室是在樓上，店舖在樓下前面，倉庫在樓下後面。騎樓下面是林立方

形立柱支撐上層組成一長長的步廊。行人在廊內走動，不必為外面的狂風暴雨

所擾。店舖亦借此將行人滯留在舖前，多些機會品評選擇貨品。

  中華路的店舖雖古意盎然，仍鱗次櫛比般迎接滔滔生意，延續了往日的繁

華。堤西路已是零落不堪了，很多店舖早已人去樓空。我們到達時，路面破爛

極了。一起重機車停在路的一邊，顯然堤西路在大大修理中。幾個月後將有新

面孔出現。景輝樓仍開放着，收五元門券。我站在門外向裡一窺，大堂陳設古

色古香，一邊牆懸滿中華民國歷屆總統的玉照。樓上應有很多時光倒流的景

物。愛好歷史的我很想入內參觀，恐怕時候不夠打消了這念頭。堤西路盡頭是

影視場地，有欄杆封閉，不准入內。潭江中心有一小舟，似乎用來點綴的。一

小橋跨越潭江到堤東路，那邊倒有些店舖和攤位，出售各類雜食和紀念品。唐

榮勳買了一包燒餅，我分嘗到一片，香甜可口極了。

記蜻蜓點水式遊之一 - 江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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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一天在碧桂園告別宴前的下午，周榮超、朱樂怡租了一麵包車，和黎秀卿

及夫婿梅先生、劉安乾、關德深、唐榮勳、黃秉權、及我一行九人往開平觀光，

所以此次赤坎是故地重遊。另一景點是南樓，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戰

爭時為國犧牲司徒氏七烈士的陵園。公園內有一碉樓，周榮超等五人登上去觀

景，我漫步到潭江邊，河水清澈，真是「浪花淘盡英雄」。墓園內有文獻記載

七位英雄殉國的事跡，最年長的司徒煦 36 歲，最年幼的司徒丙只有 17 歲。他

們持鎗守着碉樓，保衛鄉梓，日軍屢攻不成，恨之入骨。最後放毒氣將七人迷

倒生擒，用最殘忍的刑處決他們 ---- 是活着受肢解，遺骸丟入潭江內，後被

鄉民撈起。除司徒煦屍骨不知流失在何方外，其餘六人集體葬在墓園內，每人 

( 包括司徒煦 ) 有一小傳記述其生平，且有一七言律詩歌頌其英雄氣概。幾乎

七十年歲月匆匆消逝。浩然正氣，長留人間，而這美麗的墓園，永恆地供人憑

弔，真是「青山有幸埋忠骨」了！

  南樓烈士陵園內的碉樓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碉樓。2007 年開平碉樓被批為世界

文化遺產。碉樓星羅棋佈於開平市境內，有在城鎮內，有在農村中，有些村有

十幾座，有些地方只有一座或二座。如南樓和立園，這是一別具特色的藝術長

廊，又是近代建築的大觀，最重要的，且隱含着深厚的歷史意義。開平的特殊

地理環境和近代歷史促使碉樓的興起。開平市位於河網密佈的低窪地帶，在暴

風雨季節，常被洪澇威脅。一百年前轄境還包括新會、台山、恩平，是軍政權

力鞭長莫及的邊遠地帶。社會秩序頗為混亂；土匪常出入其間。為了抗洪防賊，

清初鄉民已開始建築碉樓。1840年鴉片戰爭後，大批開平人遠赴重洋，到美國、

加拿大修築鐵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很多在海外致富的華僑回到故鄉。時

中國處在軍閥混戰，遍地哀鴻的亂世，於是這些曾經九磨十難的歸僑，將其畢

生積蓄，營建富防衛功能的碉樓，反映了他們落葉歸根的情結。因為主人浸淫

在西方文化中日久，所以建築藝術深受歐美風格的影嚮，各自標奇立異。五花

八門的碉樓，紛紛矗立在大地上，蔚成世界建築史的奇觀。  

  偌大的『立園』，導遊霞姐只給我們半個鐘頭的遊覽時間，這簡直是破天荒

的笑話。那時我的痛風症剛開始發作，在舉步維艱，強忍疼痛下，又沒有指導

給我們講解，選其精華，只憑着自己的直覺，到處亂闖。我的痛風，直至二天

後在中山市，余秀琴的夫婿藥劑師陳國榮先生代我買藥方能紓解。『立園』的

主人謝維立，出自世代書香之家。祖父謝賡華購地建此新村，在開平塘口鎮內，

有傳揚先祖餘蔭和積德的真意。他的兒子謝聖泮 ( 即維立的父親 )，謝聖洲在

美國寫信回鄉，再三叮囑新村要遵守彼此相安，敬老慈幼的祖訓。各房的海外

鄉親紛紛嚮應，陸續匯回建村的資金。聖泮的兒子維立，從美國趕回來，親自

主持建村的事務。我現在見到的『立園』，是賡華村一小部份。因為時間的限

制，我直奔別墅區的二碉樓「泮立」、「泮文」去。這是謝維立、謝維文為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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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父親謝聖泮而建的。

  兩座洋樓有相同的建築風格，基本上容納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樓身為鋼筋

水泥澆鑄，兩根高大的羅馬式立柱樹在正面和側面的門廊，窗門都是寬大法國

式。樓頂是重簷式建築，有綠色琉璃瓦覆頂，很符合中國傳統建築。不像南樓

烈士陵園內的碉樓凌空拔起，「泮立」和「泮文」樓各高三層，「泮立」樓對

外開放。

  室內陳設反映了樓主的多元生活。樓下是款待客人的大廳，兩側各有一歐式

大壁爐，相信只是裝飾，在溫煦的嶺南，沒有多大的用處。二樓和三樓都是主

人和家眷生活起居的地方。當然少不了西式的傢俱。我只上到二耬，二樓廳堂

一邊懸掛上封神榜的「六國大封相」，是燙金木雕，人物刻繪得栩栩如生，呼

之欲出。可見得主人謝維立有着很深的中國文化烙印。二碉樓旁植有濃密的榕

樹和樟樹。後面一片修竹叢林，背後還有一龐大花園，可謂園中有園。可惜我

沒有時間慢慢細嚼欣賞，這是蜻蜓點水式的旅行不能避免的遺憾。

  從開平塘口車往江門市新會區有一大段路程。領隊雷禮和請梅漢泉嫂夫人朱

慧雲女士講述台山風俗。她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後裔。13 歲移民來美，幸好她

的父親沒有虛報她是男孩。當年台山有「買紙」的風俗。即是將女孩虛報為男

孩，賣這身份給別家，好讓他家的男孩能移民來美。她說得很生動和有條理，

牽涉到 1882 年美國排華案。多年前我為三藩市嶺南同學會和培正同學會撰文，

論述此案，造成很多華僑的悲劇。現漢泉嫂的說詞，深深挑動我的心絃，產生

很大的共鳴。是夜晚飯在會城的古井平香，吃的是燒鵝餐，很可口，但上了年

紀的人會稍嫌肥膩過甚。下榻於新會的碧桂園，遠不及台城的碧桂園。我房間

廁所整夜漏水，更加重我的失眠病。早餐時餐堂太狹小，人頭湧湧，很難找到

座位。

  新會是江門市一區，其

他二區為蓬江、江海。台

山、開平、恩平、鶴山四

個縣級市，都歸江門市所

轄。江門享有中國第一僑

鄉的美譽。海外華僑源出

於江門的有四百多萬人。

人文薈萃，名人出自江門

的甚眾，尤其是近代。四

日前我們從深圳福田乘長

途汽車赴台城，途經江

記蜻蜓點水式遊之一 - 江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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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午餐是輝社梁麗雲的堂兄安排在金海灘。餐後往院士路參觀，滿街都是出

自江門的名人石像，大部份是在工程和科學上有卓越成就的。蕭寅定兄向我指

出其中一位是培正斌社學長。江門是五邑僑鄉的標首。這些石像代表了近代和

現今江門出類拔萃的人物。

  我最敬重和熟悉的江門人物有三，都不在石像群內。

( 一 ) 明朝大儒陳白沙，他是唯一入祭孔廟的嶺南哲學家。1279 年 ( 元世祖

至元十五年 )，元將張弘範攻拔南宋最後基地崖山。陸秀夫背負數歲大的小皇

帝趙昺在崖門投海而死，開平最大的河潭江流入崖門水道出南海。張弘範在崖

門刻石紀功：「張弘範滅宋於此」。後人在「張」字頭上刻一「宋」字。「宋

張弘範滅宋於此」。一字褒貶，成了千秋美談。但張弘範是蒙古悍將張柔之子，

世代將門，不是降元的宋將。滅宋不是出賣民族國家的罪行。陳白沙作了一詩

「自是胡兒非漢兒」矯正了這嚴重的歷史錯誤。

( 二 ) 戊戌政變主角之一梁啟超，是才華橫溢的新會人。他學貫中西，博聞廣

記，行文如天馬行空，不受任何拘束，氣勢奔放，傾倒千萬讀者。他叱咤風雲，

左右二十世紀初期的政壇和學術界；幾代的知識份子都受其影嚮。

( 三 ) 學術大師陳垣，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多年，時間之長，為中

國甚至世界大學史上僅見。造就了不可勝計的英才。江門市江海區有陳白沙紀

念館；蓬江區有陳垣故居；新會區有梁啟超故居。可惜都沒有編入我們的旅程

裡內。

  翌日早餐後赴中山，在旅遊車上領隊雷禮和要我說一些故事。我有感現要離

開新會，而五邑人物，不能盡付闕如。便說了陳遇夫詩壓江浙文人的故事。陳

遇夫是台山人，乾隆時進士。那時盡領風騷的是江蘇、浙江二省。屬廣州進士

級的人不多，廣東鄉間的更是鳳毛麟角。陳遇夫國語不靈光，廣府話也帶上很

重的鄉音，只有台山話說得流暢。一天他和蘇、浙文士多人結伴遊西湖，憑弔

岳飛墓。他們商議即景題詠留念。陳遇夫要了紙筆，速寫了開句：「不盡湖光

柏影幡」，眾觀者微笑點頭，細聲說：「不錯，不錯」。白話譯作「在這無邊

湖光山色中，古柏的影子好像軍旅的旗幟」。這「幡」字可謂是一很強的詩眼。

既鋪敘了西湖的景色，又很快點出岳飛作為軍人的身份，在極端節省字眼下入

題。陳續寫第二句：「背痕疑似未曾乾」，眾人悚然動容。在柏樹交义掩影下，

詩人不單止聯想到旗幟，且岳飛受刑被鞭打，背上血痕斑斑。跟着的三、四兩

句：「一坏已掩忠臣骨，三字常摧義士肝」，眾人霍然立正，齊說：「妙極了！」。

一坏黃土，已長埋忠臣的骨骼。「莫須有」三字罪名，卻永恆地傷透了未來的

義士肝腸。陳遇夫寫出了律詩中的頸聯：「天地有盟山色老，英雄無語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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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眾人說：「非此不能給岳飛應有的身份，且點到悲劇的深處。」結句

是：「可憐德祐迎降日，地下還應髮指冠。」。1276年，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

宋君臣迎降蒙古。若岳飛地下之靈有知，一定怒髮沖冠。眾人一致同意：「我

們不用寫了，此已 是壓卷之作。」我也認為這是詠岳飛墓的冠軍，勝出元趙

孟頫的「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多矣！陳遇夫的詩氣勢奔騰，如

脫繮之馬。且結句意境邃遠，啟人深思。

  旅行很多時間是在長途汽車中。雷禮和是一位很有謀略的領導，他創造了一

團友自娛的好方法：請馮奇彬清唱英文歌多首，包括 Love Me Tender，White 

Christmas……，請李根田、龍基逸、李威漢、周榮超這四位會長級的人物先

後追述人生一段小插曲。最有意義的是團友逐一作自我介紹。林錫衡嫂說得最

幽默：「我的名字是許玉娟，因為怕人笑，很快便將名牌收藏起來。錫衡和我

夫妻生活有一默契，大事由他管，小事是我管。中國人的美德是：大事化為小

事，所以…..」。跟着輪到關德深，他站起來轉身向大眾說：「首先我讓你們

看清楚我『好肉酸』的面貌….」，一語將錫衡嫂的含蓄道破。

  離開了江門市，剩餘的五天四夜旅程亦是蜻蜓點水，走馬看花觀光了很多景

點：計有孫中山故居、中山畫廊、東莞虎門海戰博物館、番禺寶墨園、三水森

林公園內的臥佛和孔廟、佛山祖廟內黃飛鴻紀念館的武術表演、順德大良步行

街、增城掛綠廣場、廣州星海音樂廳、濱江路珠江夜景、廣州培正同學日，不

能全部塞在此遊記內，此遊記專寫江門市。但有一件事要鄭重提及，在參觀廣

州星海音樂廳後，香港總會黎藉冠會長踏上旅遊車和我們交談，是夜在頭啖湯

的晚飯，是由他作東，宴請全部團員。那豪氣干雲的慷慨，深深感動我們。

  這遊記主要點是記同學的團體生活，應該在沾滿歡愉氣氛中結束。在旅遊車

上我和雷禮和領隊說了好幾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最後雷禮和說了一個他

認為「鹹鹹地」的「縣官審古廟強暴案。」拳拳到肉，針針見血，連「塞窿」、

「拔出」這些動詞也派上用場。後來謝鴻基、李根田二位大哥對我說：「何止

鹹鹹地，好鹹呀！」大家捧腹大笑。這旅行給各人心靈上的開暢，筆墨難以形

容，這是此旅行的真正意義。

  在廣東省時，吳漢榆編輯、雷禮和前會長頻頻叮囑，要記下珠江三角州遊。

回家後，尚未收拾行裝，本想續寫前蘇聯遊，記起吳、雷二位學長盛意拳拳，

草草寫下此江門遊記，未必合他們的意，也成了七十一篇遊記中別開生面的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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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美食團在佛山孔子學院內合照

   由前會長雷禮和帶隊的珠江三角美食團在中山孫中山故居紀
念館前與忠社孫必勝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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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陵峽

西陵峽之命名
  西陵峽是三峽中最長的一峽，東起湖北宜昌南津關，西止秭歸香溪河口，長

六十六公里。在三峽出口南津關以下三公里處，便是萬里長江第一壩的葛洲壩

工程所在地。壩長四十公里，控制流域面積一百萬平方公里。葛洲壩原址是一

座歷史古城。據南北朝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記載：「江水出峽，東南流，經

故城洲。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

周回略滿。故城洲上城周五里，吳西陵督步闡所築也。」三峽中毗鄰西陵城一

峽，因此名為西陵峽，西陵城實乃步闡之父步騭草創，是守衛夷陵（今宜昌）

的前哨站。三國時的郭洲，是戍保西陵城的先鋒，是附加的城郭。「郭」與「葛」

音相近，衍變成「葛洲壩」。

  三國時代三大戰役之一夷陵之戰，陸遜潰敗劉備率領的蜀軍。宜昌成了屯兵

的重鎮，是東吳的西門鎖鑰。陸遜入相，重臣步騭經營西陵二十年，「鄰敵敬

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步騭病故，相繼領兵

為子步協、步闡。闡尤其威悍，築郭洲（今葛洲壩）於西陵外圍嚴兵困鎖西陵

峽出口處。吳主孫皓之朝野以步氏累世在西陵日久，畏步闡之逼，下令將他移

防。步闡不甘失職，丟棄自父兄以來及自身苦心建築的軍事地盤，於是據西陵

降於晉武帝。武帝泰始八年，即公元二七二年，西陵的大劫運來了。

  東吳聞步闡叛，派陸遜之子陸抗領兵討之。陸遜交步騭守西陵時曾說過：「西

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

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 所以陸抗志在必勝，用閃電戰術翦滅步闡。晉令

楊肇火速救闡；羊祜出江陵作後援。陸抗不愧為名將。一面將西陵重重合圍，

將步闡困於內。一面分兵迎擊赴援晉軍。他的戰略是先退楊肇、羊祜之師，然

後攻拔西陵。他先毀江陵外的堤壩，使羊祜不能用舟楫運兵糧到前線。祜改用

車馬，大費功力，且消耗時日。陸抗出奇兵突襲楊肇之師，肇眾死者相屬，苟

存者連夜遁去。肇、祜見前進無策，只好引軍還。步闡困守危城，從未有機會

和晉軍合師抗敵。陸抗火炮凌厲攻城。城破，抗下令將步闡和同謀將吏數十人，

皆夷三族，步氏因此泯滅。

  陸抗屠西陵。三國志作者陳壽為陸抗諱。只說他陷西陵城，只誅夷步闡族及

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我從別處得知此事的真消息。陸抗的

長子陸晏，二子陸景都戰死於晉遣王濬順流東下，滅吳之役。諸幼子陸機、陸

雲、陸耽於八王之亂時為成都王司馬穎所殺（見拙文「嵇紹血濺帝衣」和「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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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海樓餐館」）。裴松之注三國志，陸遜傳引文有一段：「陸機兄弟既江南

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

傳於世。初，陸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

及機之誅，三族無遺。」晉書陸機傳，唐太宗李世民評曰：「然則三世為將，

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

也，豈人事乎。」按河橋乃陸機兵敗被殺之處。可見得陸抗克西陵，誅夷戮殺

之慘，幾乎步戰國時白起的後塵。時蜀已亡，四川為晉所有，陸抗重入西陵，

修治城圍。在郭洲外更建一城堡，位於峽州遠安縣江北，加重西陵峽之守。且

防反叛死灰復燃，要血洗西陵也，此亦是戰略所需。東吳對待名臣甚為涼薄。

早在十九年前 （公元二五三年）孫峻殺諸葛恪也是很慘酷。恪為諸葛瑾之子，

諸葛亮之侄。他是東吳權臣，氣燄之盛，令人側目，自有取死之道。他死時三

弟諸葛融亦受株連。諸葛瑾子孫皆盡。幸好瑾第二子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早

送往西蜀。喬之子孫撥回作諸葛瑾後裔，因為諸葛亮之子瞻自有子孫也。孫峻

是逆豎小人，殘殺諸葛家不堪效法。步騭亦是吳之名臣。陳壽評他們：「諸葛

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三國志將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寫在

同一卷內，公認他們是吳的第一流人物。陸抗才兼文武，在當時和歷史上聲譽

甚佳，為甚麼不體念步騭在吳的殊勳，網開一面，替步氏留一弱息，存其血食？

一定要「誅及嬰孩」呢 ? 這是我寫西陵峽此文引以為憾的。 

西陵峽之山河變遷
  三峽大壩建成後，水位被提高，三峽均有所改觀，其變動之大，莫過於西陵

峽了。原來的西陵峽比瞿塘峽還險要，充斥着高山、峽谷、險灘、暗礁。峽中

有峽，大峽套小峽﹔灘中有灘，大灘含小灘。灘是急流，淺水，多石地帶，且

有無數的漩渦在江中打圈，船經此要萬分謹慎，步步為營。從前旅行西陵峽的

術語是 ｢ 西陵灘中行舟稠，灘灘都是鬼見愁。｣ 冒險犯難換來秀色可餐。兩岸

怪石嶙峋，險崖峭立。西陵峽多石灰溶岩，形成各種動物畫像，有野獸，有人

物，很多附會了中國歷史，民間傳說，更是饒有趣味。現在這些險灘都沉於江

底，不再作行旅之害。

  

 離開南津關，溯江而上，十公里內峽谷狹窄而直，石灰石垂直，拔地騰空的

石柱形成了陡峭的岸壁及奇峰突起的山頂。加 上凝翠的樹木，潄玉的飛泉。

這就是鬼斧神工的燈影峽了。其得名緣於峽南岸的馬牙山頂上，屹立着四塊奇

石，十分酷似西遊記唐三藏（玄奘大師）師徒四人西行取經後，歸來時滿有歡

愉的生動形像，前行探路者是手持大傘的孫悟空。緊跟着一步三搖，捧着肚皮

的豬八戒和肩承重擔的沙和尚。最後是安然坐騎，合掌緩行的唐僧。當夕陽西

西陵峽



517

照，晚霞透峰時，師徒四人更顯得形像逼真，栩栩如生，宛若民間燈影戲幕上

的劇中人。

  在燈影峽奇石不遠處，流着一清澈晶瑩的小溪龍進溪。出長江口立了一碑，

是紀念一九三九年抗戰時日本陸軍止步地點。沿龍進溪入內行，這是景色秀

麗，別具風情的「三峽人家」風景區。唐僧師徒四石只能在船上方能欣賞到。

我們的遊輪「黃金二號」停在燈影峽上游黃陵廟對面碼頭，平白錯過了。且深

夜開船；西陵峽的景色全部走失。幸好翌晨鬼使神差，我們臨時參加了額外收

費的「三峽人家」遊，庶幾可以目睹一小點西陵形勝。從黃龍廟碼頭到龍進溪

口，有半個鐘頭有多的旅程。公路蜿蜒於重巒疊嶂之中，長江就在此迂迴奔流，

破門而出，直瀉峽口。真是古夷陵的門戶，今楚渝的要塞。我們下車漫步沿龍

進溪行，踏入「三峽人家」河谷。風景秀美極了！借清朝敬德科的詩句去形容：

「萬峰懸鳥道，一徑入雲台。怪石穿林出，飛泉灌頂來。」「獅頭千樹綠，龍

背一峰青。遠水蒼茫處，孤村小若星。」更有些人為的修飾，增添其詩畫意。

在龍進溪入長江口，有三條獨木舟隨意地縛在岸邊，幾位穿了古裝的漁翁在撒

網。頗能繪出野渡舟橫之景。行了二十分鐘，見到田野中立着一翹角小亭，內

坐着一文質彬彬的書生直笛吹奏。向前又行了十多分鐘。一群人圍觀着數棵大

樹，原來此是猴子之家。眾猴在嬉戲，有幾位向路人討吃。頗有小峨眉風采。

但這裡的猴比在峨眉山的斯文得多，不敢強搶遊客的東西。又行了一段路，見

到小屋內一對穿了古裝的青年男女在打情駡俏。前面一稍大的屋內有一群少女

在載歌載舞。路的盡頭是「龍泉飛瀑」一景。旁有一小旅館，這大概就是三峽

人家了。空地上築了一露天劇場，坐滿了遊客。演出是土姑娘出嫁一幕劇。有

年輕小伙子遊客被選作新郎。新娘穿了鳳冠，面幕遮臉，在六位俏丫鬟簇擁下，

羞人答答地出場。在鑼鼓聲中，爆竹火光下，新夫婦被送上二樓新房去。「三

峽人家」是專為遊客設備的新景物。也許這是大壩建成後，對西陵峽變遷的山

河，消逝的景物，多少留點追憶。

  從燈影峽逆流而上，不久見到距宜昌市約四十公里的黃牛峽。群峰高聳，波

濤洶湧，石壁橫空。河道腸迴九曲，沸水翻滾的漩渦隱藏着無數暗礁，水流急

速，這是進入三峽的第一險境。古詩云：「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行

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可見得小心翼翼，舟航很遲緩。過去，船

過黃牛峽時，乘客離船上岸到黃陵廟內燒香禮拜，祈船安然渡過，讓船工們用

高技巧，駛過黃牛峽，然後在峽的另一邊再下船。自大壩建成後，黃牛峽已變

成寬敝的河道。暗礁盡沉江底，且沿江設標導航。北宋歐陽修的詩句：「朝朝

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更高遠望欲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已成了歷

史記錄。今天過黃牛峽不必愁，只是一瞬間的時刻，絕對不會「鬢成絲」。

西陵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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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高了的水位已淹沒了西陵中的鬼門關 —— 崆嶺灘。從前此灘石密佈，流

急水深。礁石中聲名狼藉的有「大珠」、「頭珠」、「二珠」、「三珠」。橫

亘江心的「大珠」將水道切分為南北二槽。輪船要在槽邊擦身而過。犬牙交錯

的大小礁石分佈在二槽中。亂流沸騰翻湧，船流其中，稍有不慎，便船毀人沉。

「大珠」岩壁上刻有「對我來」三大字。船長要朝着「對我來」直駛而去。水

勢的回衝力將船撥開，避礁石安全駛離。假若船長有意避開它，反而不妙，導

致觸礁船破。一九零零德國一艘輪船駛進崆嶺灘，外籍船長自恃技藝高強，見

「大珠」龐然大物阻塞航道。到眼前時驚惶失措，不敢正面衝往「對我來」，

扳舵避開巨石，結果弄巧反拙，輪船觸礁沉沒，大部份乘客成了落水鬼。從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內四十七年間，崆嶺灘江上意外有十七項以上。三峽

工程竣工後。「大珠」等礁石全部消失，崆嶺灘不復存在，變成為康莊大道，

所以「黃金二號」能夠在深夜過西陵峽也。

  船過崆嶺灘，便到了牛肝馬肺峽段。在江北懸崖峭壁上，有多片重疊下垂黃

褐色的岩石，是地下水中碳酸鈣沉澱形成的鐘乳石。一組形似牛肝；另一組形

似馬肺。馬肺有一部份在一九零零被英國軍艦炮轟，飛掉了。因水位提升，牛

肝馬肺都被切割了移入秭歸博物院內。西陵峽之山河變遷最顯著的是沿岸景色

不復存在，令人嗟嘆。跟着有新灘，兵書寶劍峽，香溪…諸景，也是物換星移，

時不我與。

  三峽大壩工程是在西陵峽內的三斗坪、中堡島。距離黃陵廟對面的船泊

碼頭很近，第二天下午我們參加了「黃金二號」辦的壇子嶺遊。登上海拔

一百八十五米高的壩頂，近距離向下俯視泄洪場景，那白浪滔天和遠處平靜江

面成一反對比。遊大壩工程基地涉及很濃的科技性，不宜述在遊記內。                      

 

西陵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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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雨巫山枉斷腸

  唐玄宗天寶七年 (公元七四八年 )興慶宮內沉香亭畔牡丹怒放。這是一很難

得的花團錦簇機緣。明皇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雖年紀懸殊，輩份可作父女，都

是藝術天才，共同追逐純美的人生，可謂志同道合。明皇是作曲家，為此景象

譜了新調﹔貴妃是舞蹈家，特創霓裳羽衣舞，並操練一班宮女作歌舞。缺少的

只是配合此新樂章的歌詞。李白是當時名貫遐邇，首屈一指的詩人，於是被召

入宮作此清平調，這對詩人身份確實有點藐視和委屈。李白才高八斗，並不淪

於六朝文學寫奢華尊貴的官廷生活的臺閣體，援筆立就措詞簡賅，立意清新，

且可以入樂的七絕句三首﹕

     ｢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誰知第二首詩是李白惹禍的根源 !

  從這 ｢清平調 ｣整體來看，李白將牡丹花和美人融化為一體。美人如玉，花

似美女，雲裳和花容互相輝映，無比的嬌艷，何等的華貴，加上帝情愛悅，生

活歡娛已臻極端。明皇和貴妃間神仙般生活，還有甚麼餘憾呢 ? 環繞着他們的

是爭紅吐艷的牡丹。沉香亭畔彷彿就是瑤台仙境。這是彩筆濃墨畫下了的享樂

圖，被李白這詩輕輕點綴，已從畫卷走出來，活生生地顯露着我們的目前。這

詩是文學中的精品。

  李白恃才傲物，意氣風發。入宮時命高力士替他脫鞋斟酒。這是明皇最寵信

的宦官。權勢炙手可熱，環繞着他的人，奉承還不及，怎知卻被李白無意得罪

了。貴妃初讀此詩，心中大喜。她自知天賦傾城之貌，只是稍嫌豐滿點。李白

將他擬作瑤台上的牡丹，且用漢朝大美人趙飛燕相比，豈不是將她的缺點輕輕

抹煞了嗎 ? 飛燕是身段苗條，體態輕盈的少女。高力士候機冷冷對貴妃說：｢

趙飛燕私通燕赤鳳，李白以她相比，對貴妃甚是不敬 ｣ 這句刺中貴妃心病。因

為她和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有曖昧行為。貴妃勃然大怒，對明皇說：｢ 白乃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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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不可大用 ｣於是李白被遣出，永不錄用。

  李白此詩寫了浸淫藝術，放浪形骸的人生，但此逸樂不能持續長久。七年後

天寶十四年 ( 公元七五五年 )，安史之亂爆發，將聲勢煊赫的大唐帝國，扯入

兵連禍結的敗亡路線，也將昇平盛世的中華推進苦難重重的深淵。李白第二首

詩未必蓄意對貴妃私隱有所諷刺。但對變生俄傾的不可避免便隱含在第二句：

｢雲雨巫山枉斷腸 ｣。它似乎暗示着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

  

  李白用了 ｢雲雨巫山 ｣一典，源出於宋玉的高唐賦。宋玉是寫山水的開路先

鋒。他描繪高唐亦即巫峽的風光，和今天遊客見到的，沒有多大異樣 ：巨石

轟天，百谷震雷的雄烈;長江流經處的神奇，｢登巉巖而下望，臨大阺之畜水，

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 濞洶洶其無聲 (水暴至，波浪騰湧情況 )，潰

淡淡而並入 ( 水相交而平滿安然續流 )｣; 松聲虛聞，纖條悲鳴的清幽，( 令我

聯想到 ｢ 空山松子落 ｣ 的靜寂境界。) 木榮葩華，煌熒奪目般松柏植被的明華

亮麗……而這一切山水之神靈，韻味全產生於楚襄王和巫山神女幽會的一夢。

神女有溫潤之玉顏，精朗炯然之雙瞳，聯娟飛揚之蛾眉，丹紅如櫻桃之唇，釀

實素質之身段……這不可抗拒的魅力令楚襄王神魂顛倒。巫峽山水令人心動神

馳全是因為神女現身於空中蕩漾的虛無縹緲中。然而楚襄王會神女全是夢境，

所有依徊懸念也不是真的，於是 ｢ 雲雨巫山枉斷腸 ｣。｢ 枉斷腸 ｣ 乃畫龍點晴

之筆。那牽腸掛肚也是徒然。｢ 巫山雲雨 ｣ 亦即是巫峽風景也成了水月鏡花。

清平調加上 ｢ 雲雨巫山枉斷腸 ｣ 一句是給沉香亭畔的享樂一當頭棒喝。已種下

｢ 春風無限恨 ｣ 的遠因。今日的 ｢ 君王帶笑看 ｣ 也是很短暫的。第二首詩深寓

諷刺的不是 ｢可憐飛燕倚新妝 ｣，乃是 ｢雲雨巫山枉斷腸 ｣。

  巫峽東起湖北省巴東縣官渡口，西至重慶市巫山縣大寧河口，全長四十五公

里。巫山山脈位於鄂渝交界區，北與大巴山相連，呈東北走向西南。長江由

西向東橫切巫山背斜，出現了四十五里巫峽。由於巫山是我國著名暴風雨區之

一，雨量多，又是石灰岩地區，在長期風雨侵蝕和河川深割之下，形成了峽長

谷深，奇峰突屹，層巒叠嶂，雲騰霧繞，風雨凄迷，江流曲折，百轉千回。要

體驗神會這巫山雲雨奇景，定要徒步其中，慢慢地呼吸其清新，目染其秀麗。

任何遊艇，都是 ｢ 輕舟已過萬重山 ｣，巫峽在一瞬間已消失在目前，｢ 雲雨巫

山枉斷腸 ｣，徒乎奈何而已。輝社同學坐的 ｢ 黃金二號 ｣，選擇過三峽的時間

甚差。西陵峽已在深夜全部走失，我和張錦坡相約，在凌晨四時半在船頂甲板

相會。彼時除我們二人外，再沒有別的旅客。冷清清的，加上寒風拂面，幸好

有一檔口免費供應熱咖啡。天尚未亮，船邊景物，隱隱約約地在身邊渡過。我

雲雨巫山枉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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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這是氣勢崢嶸，姿態多彩的巫山十二峰。不知有幾許峰就這樣寂寞地溜

掉。不久，魯德華、霍秀森二位女同學出現了。我們觀景不得，只好改作手持

熱咖啡一杯叙舊。在這巫峽急流中，繁星覆蓋下，月華影照內在撫今追昔，亦

是人生難逢的機會。

  我多麼渴望能看到湖北省和重慶市的分界線神龍溪，這也是三國時代吳和蜀

的邊緣。它就在集仙峰腳下。集仙峰分兩主峰，呈剪刀狀，直插雲天。繞山

而行的巫山棧道有一凹入的山洞，洞上的山壁筆直陡峭，四周的岩石呈黃色，

洞有二十公尺深，不足一百公尺寬，也是從前在此劃分四川和湖北二省的黃崖

窩，是民國時代土匪經常出沒的地方。傳說三國時夷陵大戰，陸遜窮追豕突狼

奔的蜀師曾屯兵於附近。在集仙峰下臨江的絕壁上，有一塊平整光滑的白色凹

形石壁，像一塊巨大的石碑，傳說上面曾有諸葛亮的題刻，所以叫做孔明碑。

東吳大將陸遜至此，讀罷碑文，感動不已，便下令退兵。遣憾地這段奇異，富

歷史意味的景物，在黑夜中消弭於無形。

  船在黎明時過神女峰，這是十二峰中唯一被看得清晰的。神女峰位於巫山縣

城東約十五公里處的大江北岸。在青峰雲霞中一根巨石突屹聳立。好似一亭亭

玉立，默默含情的少女。巫山多雨霧，峰頂常為煙雲繚繞，那人形石柱宛若披

上一層薄紗，嫵媚地迎送朝晚的霞彩，所以此峰又稱望霞峰。神女是仙宮王母

娘的小女兒瑤姬。三峽內本有十二條惡龍興風作浪，遺害農耕。瑤姬率領眾姊

妹下凡，斬掉惡龍，並助大禹疏通三峽河道，消除水患，為民去禍。眾仙女滯

留在長江，化成十二峰分別守護在巫峽兩岸。神女峰是瑤姬幻化。大壩建成，

水位提升，巫峽似乎影響不太大。巫山雲雨，雖被截斷，神女仍無恙。這天真

的神女大異於夢會襄王的風情萬千少婦。

  巫山縣城位於幽深挺秀的巫峽西口，長江與大寧河交匯處的北岸，是重慶市

最東的縣城。城邊江面遼闊，潮汛期在此看水極為壯觀。遊船在縣城停靠有三

小時，並沒有觀光縣城，是轉乘小船遊小三峽和小小三峽。此時此際，巫峽已

全部渡過。杜甫有一七律寫遊巫峽時的感慨叢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深。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雲雨巫山枉斷腸



522

  這次和輝社同學船遊三峽，差強人意。沿江很多景點，我沒有機會一睹或重

見。但和同學們一起生活，是很珍貴的經驗。也許輝社同學感情與時日俱增是

因為多次集體旅行。唐詩人元稹寫了一首過巫峽的七言絕句，庶幾可以表達此

意：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雲雨巫山枉斷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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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

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稿素。高人韻士，何妨撰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裡就

鳳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 : 四圍香稻，萬頃晴沙，

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 ? 

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

珠簾畫楝，捲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 : 幾杵疏

鐘，半江漁火，雨行秋雁，一枕清霜。」

  蒙各前輩和師友的鼓勵，歷年來我寫的遊記從「邊城小故事」起，到這篇雲

南遊記，共二十二篇。他們過譽我的遊記融合了風景，人物，地方色彩，歷史，

和個人感情抒發，組成一獨特的風格。其實「天下文章半是抄」。這手法古

人常用。蘇軾的「前後赤壁賦」，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歐陽修的「醉翁亭

記」﹒ .. 等出色的散文都被我尊為遊記中的圭臬。就以清乾隆時寄籍昆明的

寒士孫髯翁為大觀樓撰的一百人十字長聯而論罷。這是一短少精悍的遊記，上

聯寫昆明滇池四周壯麗，秀美的山川，融合下聯的敘及雲南數千年歷史，情景

交織，氣魄宏大。裡內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慷慨悲壯，不勝蒼涼傷感。老實說，

我寫君士但丁堡，維也納，柏林，華沙，西西里島，威尼斯，日內瓦諸遊記，

都是向孫髯翁作東施效顰的。讓我將這長聯做一簡單的分析作為此遊記的開

端。

     「天氣如常二三月

       花枝不斷四時春」

  上聯劈頭二句寫出滇池的壯闊，好一句「奔來眼底」，形容波濤滾沸如萬馬

奔騰，是力透紙背的文字。繼下描繪昆明四面環山，金馬山馳騁東方，碧雞

山振翅於西，北面群峰起伏，宛若龍蛇豌蜒，南面晉寧縣的鶴山像白鶴翱翔。

昆明的奇山秀水引得無數高人韻士踏勝尋幽了。跟著一連四句寫滇池迷人的景

色，水中的蟹嶼螺洲，好像美人的髮髻。一片碧綠的草樹夾雜些花瓣的緋紅，

「蘋天葦地」亦可喻作美人的秀髮如雲 ; 「翠羽丹霞」亦可喻作美人的面顯挑

花。八九年林英豪校長安排我昆明之行，登大觀樓遠眺西山群峰，好像一美人

在酣睡著，長髮拖落在滇池水中，酥胸微挺，可惜這次旅行沒有時間給我們欣

賞此美景。上聯結尾四句分別寫出滇池四季風光 ; 「萬頃晴沙」是冬日可愛，

黃沙無涯 ;「九夏芙蓉」是夏天芙蓉怒放，丹霞輝燦，「三春楊柳」是春天楊

柳依依，青翠欲滴。隱含了昆明冬無嚴寒，夏不酷暑，是「天氣如常二三月，

花枝不斷四時春」的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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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聯開始四句便發出懷古幽情，可以呼應著蘇軾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

古風流人物」。「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的「注」字令人拍案叫絕，和上聯「奔

來眼底」的「奔」字同有千鈞之力。對仗工整。鍊字神化，當詩人把酒注入口

內，同時將深沉的歷史感觸注上心頭，頓生物在人亡的概嘆。跟下來的四句分

別指雲南歷史四樁大事 :(一):「漢習樓船」漢武帝欲通西域南路，和身毒(即

古印度 ) 接觸，為古滇國越雋所阻，所以先要派兵征服滇國。聞昆明有滇池方

五百里，故在長安近郊挖地灌水作大湖以習水戰 ( 二 ):「唐標鐵柱」唐朝時

御史唐九征提兵討西南夷叛變，屢戰皆捷。立鐵柱紀功於大理點蒼山之精溪。

( 三 ):「宋揮玉斧」宋太宗趙匡胤黃袍加身，登位後「取蜀輿圖觀之，畫大渡

河為界，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所謂無患乃自我安慰之言。宋時雲南是

大理國。宋北有遼夏之憂，無暇南顧，逼與大理和平共處，以金幣賂之。「通

攷」對宋立國之策有此鞭韃 : 「玉斧一揮，遂以域中之地，棄之域外，說者謂

宋之積弱，已肇於此。」( 四 ): 「元跨革囊」元世祖忽必烈減大理，過大渡

河至金沙江，乘革囊作筏以渡。這些輝煌戰績都是，「費盡移山心力」的「偉

烈豐功」。我若吹毛求疵，摘取這中國文學精華之一的弱點，就是「宋揮玉斧」

一句。宋太祖用斧畫河自守，棄雲南於中國境外，此庸策為歷代史家口誅筆伐。

孫髯翁長聯用此典大有斟酌處。

  這些盛極一時戰績做成的奢華蓋世，「畫棟珠簾」經不起時間的沖擊，無數

度「暮雨朝雲」後，所有英雄人物都掩埋在「斷碣殘碑」下。他們的勳業也付

與「蒼煙落照」。於是作者感悟到人間的富貴榮華，只是如煙似幻，黃粱未熟，

一夢已醒。聽到寥落幾聲鐘嚮，凝視遠方，江上漁火明滅，天空秋雁南飛，枕

間留下白露清霜，沁入心脾。「幾杆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十六字肅瑟蒼涼，淒清迷惘，這樣低沉的筆調，多麼哀傷的情懷 ! 作者生於中

國從盛轉衰的乾隆末期，字裡行間注入消沉和失意，使文句字字生棱，躍然飛

起，將遊記帶進「神出境外」之界，確是我寫遊記之師也。   

    

    「輝社西南旅行團

     巧逢雲南十八怪」

  「輝社中國西南旅行團」抵達雲南第二天清早，行裝早備，向世界奇景石林

邁進。導遊陳祥軍是一個彝族少年，口齒靈活，談吐風趣，所以這兩個鐘頭車

程殊不寂寥，因為他介紹雲南二十少數民族一些獨特風情。他和成都的闞波有

很不同的作風，前者注重歷史和文化，而他強調雲南的土俗，如「雲南十人怪」

一類趣談。我覺察到他是此旅程中最受團友歡迎的導遊，我的評價是他和闞波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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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春蘭秋菊，各擅勝場，或可以說，加入張家界的李帆，作三分鼎足，都是導

遊中的上選。從昆明往石林的公路比八九年我見到的改良很多，彼時往返路程

需要一整天，旅客要在石林賓館過夜。當我們在公路上奔馳了一個鐘頭後，我

見到疏落的青灰岩石，一塊塊豎立在公路兩旁，或匍伏在田野間。當車子漸近

目的地時，這些石頭更見高大，距離也密了很多，各形各款，像十八種兵器，

刺入穹蒼。

  石林之遊給我很大的感觸，中國繁榮了 ! 上次遊石林旅客少得可憐，今次人

多得像螞蟻在沙丘堆中盤旋。遊客九成以上都是從中國各地來的。這像森林般

的石峰群，嶙峋崢榮，遠望著有似人的，有如禽獸的，或是面目猙獰的魔鬼，

或是不沾塵世煙火的仙人，高低錯落，疏密分明。我們沿著小徑魚貫而行，探

密曲折，「石出疑無路，雲開復見天」。穿入大石林的縫隙中，彷彿進入了隋

煬帝的迷宮。狹窄處要在石縫中側身而過，放眼四方，一排排巨岩像利劍刺空，

華表矗立。蓮花峰像一朵龐大的石蓮，亭亭玉立在群峰間，可以說是鶴立雞群。

「千鈞一髮」是兩塊岩石隨意地連在一起，危如欲墮，陳祥軍說沒有作虧心事

的行可在下面，我們都是善良好人，所以提心吊膽地穿越而過。岩溶石洞中有

石床，石椅可供遊人小憩，從裡向外望，藍天一線，怪石排空佇立。登上望峰

亭，居高臨下，一片蒼莽的石峰，密密的，遼闊如海洋。我本欲流連多半分鐘，

已被後面人潮推動。翁希傑對我說。「且慢，讓我拍一照留念。」我雙手緊握

著身後的欄杆，把頭從人叢中伸出以入鏡頭。石林並不是絕對乾燥，其中有一

深潭，一泓碧波，水光粼粼，石路成橋，在水中曲折迴旋，潭中劍峰兀立，猶

如一柄利劍直刺青天。

 小石林在大石林的毗鄰，景觀恬靜淡雅，異於大石林，石峰疏落明朗，綠草

如茵。岩石造型遠望近看，一目了然。大草坪面積廣袤，是彝族人民歡渡火把

節的場所。一座石峰聳立在一小湖邊，酷似一瘦削高挑的少女，背著簍，風姿

綽約，婀娜倩影，這就是阿詩瑪的造型。傳說她是撒尼族的少女，為當地土霸

垂青，欲強行收以為妾。哥哥阿黑帶她連夜出走，土霸放洪將她沖掉，阿黑痛

不欲主。阿詩瑪精靈化為石峰，長立在湖邊。有此淒艷動人的故事，當然同學

們不會放過在她身前拍照的機會。

   「日暮先投宿

     雞鳴早看燈」

 陳祥軍只給我們兩個鐘頭的時間觀光石林，其實他亦大有難處。遊人擁塞 ;

小徑錯綜複雜，時而踏級而上峰，失散了很難找尋。我們依依不捨向此天下奇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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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告別。回程停了二大站，一是七彩雲南，是一巨型商場，有四座大樓宇，雲

南土產，百物俱備，是買田七白藥的好地方。二是普洱茶莊，給客人試嘗各式

普洱茶後方決定選購，就在此二地消磨了近三個鐘頭。我覺得很可惜，昆明是

一座美麗的歷史名城，儘可利用這時間多看一景點，如大觀樓，或金殿，或筇

竹寺，或翠湖公園……何汝顯對我解說，團友中有藉此旅行購買名產，不能剝

奪了他們的機會。總領隊鄧桂峰說中國旅遊局規定每一城市導遊必需帶團購物

以增取外匯，那我無話可說了。還是在歐洲的旅行團處理得比較妥善，中午有

兩個鐘頭自由活動給客人午餐和逛商店。幸好昆明是我故地重遊，所有漏掉的

風光我都看過。

  「日暮先投宿，雞鳴早看燈。」這是我們昆明之旅的好形容。當晚居停的海

逸酒店是全程最豪華的，鄰近翠湖公園，大堂內有一鋼琴家奏出蕭邦名曲。翌

日天未光便要起床趕乘清晨七時飛機赴大理。。在餐廳內碰上何汝顯，蔡煒國

夫婦，他們向我抱怨 : 「這樣趕命，輝社太年青了，不適合我們老人家。」這

是旅程最緊湊的一天。我爭取時間，把早餐囫圇吞下，跑回房間漱口刷牙，因

為我知道這是到大理日暮投宿前的唯一機會。

 

 大理是白族人民的家鄉，他們早在三千多年前在此地農牧，漁獵，和中原亦

稍有接觸。從漢武帝至元世祖一段悠長的期間，大理和中國的關係若即若離。

漢武帝於公元前一零九年在洱海地區置葉愉縣，屬盆川郡 ( 四川 ) 唐明皇開元

末 ( 七三九 )，西南夷叛亂，後為白族的皮闇平定，建南詔國，和唐政府依違

其間，時歸時叛，延續至九零二年，南詔滅亡。雲擾了三十五年，白族的通海

節度史段思平建立了地方政權……大理國。段思平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傳」

內南帝段王爺段智興的先祖。宋太祖揮玉斧，摒大渡河以南的疆域於中國境

外，大理遂成一獨立國家，和遼、夏、宋分峙。一二五三年元世祖忽必烈跨革

囊渡金沙江，破大理城，次年破拓東城 ( 昆明 )，大理亡國，於是雲南重歸中

國懷抱。

     蒼山洱海兩相依

     雪景月色互輝映

  我們抵達大理機場是清晨七時半左右。導遊林萍穿了白族姑娘民族服裝迎

賓，行裝甫卸，林小姐便帶我們上「蒼山號」遊輪，作洱海半天遊河。林萍解

說大理景色以風花雪月馳名中外。即是下關風，上關花，蒼山雪，洱海月。下

關是大理市，是洱海區的政治，文化，商業中心。上關是有城樓和城牆的大理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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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建於明初。蒼山又名點蒼山，位於大理西北，有十九峰，峰頂長年積雪。

二峰間夾一溪，像銀練般的潺潺清流，洱海是一高原湖泊，以月影星光，水明

如鏡飲譽於世。蒼山洱海，山水相依。蒼山雪景和洱海月色互相輝映，被稱為

銀蒼玉洱。

 「蒼山號」遊輪有三層高。樓下是劇場，表演白族舞蹈。二樓有賣食物檔口

和一排排的遊客觀景座位。三樓是私家宴會廳。鄧鎮郛嫂鄭惠安提議，我們合

夥出錢租下來，這是一很好的決定。黃秉祥嫂黃蕙馨身體不適，可以在裡內好

好休息。蕭沛錕帶來一大批零食，排列在長檯上給我們共享，且備有名茶葉，

領隊鄧桂峰領取開水沖茶給我們，服務週到。廳內兼有 Karaoke 設備，於是鄧

桂峰和林萍登台獻技娛賓。但他們未受聲樂訓練，離譜走音，在所難免。一曲

「走」天涯，輪船彈丸之地，天涯是咫尺之艙外。我行出艙外遙觀海景，那洱

海湖水融融，在太陽普照下，閃銀耀金。湖邊蒼山，鬱綠高峻，雲氣相連。原

來南帝四弟子「漁、樵、耕、讀。」中的首徒點蒼漁隱就在此撤網為生，不知

大理有甚麼出名的海鮮快人朵頤 ?

  船在金梭島岸，登上碼頭，觸目是熱哄哄的人群。路旁一排排小販，出售各

類海產，一串串竹簽，穿上魚、蝦，或貝殼類海味，有生的，有灼熱或烤熟的，

若不是在昆明早餐吃得腸肥肚滿和恐怕招來腹疾，我一定試下味道如何。此島

是白族漁村。島形兩頭高闊，中部低狹，很像織布的梭子。民居鱗次櫛比，小

巷窄長。因為幾艘遊輪停泊在此，旅客多如過江之鯽，好不容易擠逼到一古廟，

亦用作漁民集合處，所以兼設有戲台。金梭島是一很好觀賞洱海的地方，遙遠

的蒼山奇峰競秀，樹木葱蘢，溪流奔瀉。大理上下二關的城廓民居，田疇阡陌，

湧入眼簾。

  船經小普陀，這是洱海東岸一個石灰岩小島，形似印章。觀音閣建在岩石上，

為枝幹蒼勁的老樹圍繞著，澎湃的波濤，拍岸濺成浪花。遠望之幾疑是海上仙

山。遊河第二站是南詔風情島，在洱海東北部。島上有觀音廣場，南詔避暑行

宮，白族文化藝術廣場等，反映出大理歷史中的南詔國治期。行宮內有很多文

物，可惜我們沒有時間進去參觀。當時天光雲淡，烈日懸空，高原的空氣稀薄，

忘記帽或傘的，被太陽照射得很不舒服。

     一苦二甜三回味

     四時烟雨半山雲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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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詔風情島是洱海的頂端。船要擺回駛向下關。歸程時欣賞了白族歌舞。這

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民歌豐富多彩，風格獨特，或高亢奔放，或委婉悠揚。

節目中插入白族三道茶奉客，這原是唐朝南詔國王宮茶藝，後傳於民間，成為

白族人民待客最熱情，最隆重的傳統禮儀。烹調時茶葉配入核桃片，乳扇，紅

糖，蜂蜜，桂皮，生薑，花椒等十多種佐料，製成「一苦，二甜，三回味」的

茶道，有清熱解暑之效。其實波浪式的人生歷程，何嘗不是一苦，二甜，三回

味。

 

 下關碼頭小販眾多，見到遊客，如蟻附羶。我被小販圍得鐵桶般實。紀念品

刺口觸鼻，只有硬著心腸急步快行。鄺乃良老師面慈心軟，停下來向一老婦購

買了少許。這一回小販像蒼蠅見到了血，向他洶湧而來，我不知道他後來如何

殺出重圍。踏上旅遊車後，關炎生先生問導遊林萍 :「現在段王爺仍在大理

嗎 ?」她回答 : 「大理早沒有王爺，我們現在往段家樓午餐，是段王爺後人開

的餐館。」段家樓給我有點失望。環境雖是古色古香，但給人有些失修破落的

感覺。菜式不見特別，洱海名產白灼蝦仁殼多於肉。草草吃罷，我打點精神，

欣賞歷史文化名城大理的景物。

  蝴蝶泉在蒼山之麓， 離舊城上關北二十四公里。清澈的溪流匯積成潭，潭

旁有大樹， 虬幹蟠枝，非常蒼勁。四圍花草繁密，春天時百花齊放，萬千彩

蝶飛集於此交配，斑爛繽紛。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將此景色有此描繪「泉上大樹，

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蝴蝶，鬚翅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

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煥然。」蒼山高聳入雲，雄渾挺

峻。藍天，白雲，清潭，碧海，老樹，紅花，雪山，彩蝶橫成一幅大自然的水

彩書。「萬樹桃花一潭水 .，四時煙雨半山雲。」博物館內各山水，花卉，禽

獸畫全部用蝴蝶的翅翼砌成，允稱奇觀。

  崇聖寺三塔在大理古城西北蒼山腳下。一大二小，主塔居中，都是唐朝南詔

國遺物 ( 公元八二三年 )。風格是典型唐代建築，類似西安小雁塔和河南嵩嶽

寺。三塔渾然一體，氣勢雄偉，具有古樸的民族風格。崇聖寺本在塔後，毀於

清咸豐，同治問兵革。三塔歷一千多年風雨飄搖和地震的撼動，仍屹立於玉洱

銀蒼間，象徵中華文化的偉大和持久。今天塔頂巨鐘仍洪亮地敲嚮著，聲傳十

里。「萬里雲霄三塔影，諸天風雨一樓鐘。」

  大理古城歷史悠久，是唐朝南詔國和宋朝大理國的政治中心，憑弔古蹟者不

能忽視。現存的古城是明代洪武年間 (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 ) 在唐宋古城舊址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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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修建起來的。現存有南、北城樓及部份古城牆。城內全是白族民宅建築風格。

佈局是「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馬串樓閣，飛簷畫龍凰。」第一句詩是

指一方高房，兩方耳房，一堵照壁。第二句詩是指四方高房，四方耳房，一眼

大天井，四眼小天井，它們連方成套，連貫相通。我們到達大理古城已是「夕

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份。這是漫長和繁忙的一天，很多團友根本沒

有機會梳洗，有人嚷著早些到旅館註冊，所以林萍給我們四十分鐘觀光古城，

當然是不夠的。我走入城門內的大道，商店出售的都是白族民間手藝品。我選

購一布料背簍和一穿民族服裝女娃娃。手工小巧兼價錢便宜。不覺已用足規定

的時間，領隊鄧桂峰進入小店找我，恐怕我迷路，這年青人辦事很有效率且對

我們這些老人家關懷備至。值得誇獎。回到亞星賓館，天將近黑，距離晚飯時

間尚有一個鐘頭。我漫步到洱海之濱，我從未有夢想到在蒼山腳下，洱海邊緣

沉思。感慨之餘想起清詩人蒙春暉一首七絕 : 「暮山倒影入芳塘，碧漾玻璃碎

水光，覽勝渾忘天欲暝，晚來風露濕衣裳。」

  翌晨林萍送我們上了旅遊車，揮手辭別，準備向另一古城麗江邁進。周榮超

昨天在大理石廠見到一塊石，天然石紋構成一近代抽象畫。他是建築家，很有

藝術眼光，愈想愈愛，問鄧桂峰可否出發前停在石廠十分鐘以便他購買。當然

這是不成問題，司機常鐵軍師傅更樂於服務。石廠為我們大清早開門，怎知這

次他們竟做了價值不少的生意。王曦光買了一頗大的石屏風，鄧鎮郛夫婦買了

一很精緻的大理石藝術雕刻，而我只買了一小小的石視台，何汝顯在昆明告我

購物是旅遊不能缺少的環節， 此話是對的。駛往麗江需要三個多鐘頭車程，

在大麗公路旁一大廣場歇息，當然又製造機會給我們購物呀。我見到一套用石

膏粉打摸做的福、祿、壽三星，約八寸高，很精巧，和賣貨員講價，結果用三

份之二的價錢買下來。翁希傑後來給我些寶貴提示 : 「你口中講價，腳不移

動，怎能大幅度削價。」大麗公路景色怡人，經過一山坳，常鐵軍將汽車停下

來。遙望山谷下的農村，「小橋流水人家」寧謐中顯出無限幽美，車行二十分

鐘，「望斷天涯路」、麗江城廓已歷歷在目。

  麗江是我旅行經歷中一很大的驚喜，怎想到在長江上游金沙江深處，在雪

山，冰川，森林，草原，湖泊，江河之間，隱藏著一座古樸，清麗，神秘，典

雅的小城。空氣新鮮，文物薈萃，民風敦厚使麗江不愧它的命名……美麗的金

沙江。因為它是在中國唯一的納西族自治縣內，風格大異於中原古城開封，平

遙。自從大學時讀了英國文學家 James Hilton 的小說 Lost Horizon，我一直

希望遇到世外桃源，張家界有些符合這夢想，但只是遠離塵囂的山川，見到了

麗江，庶幾可近矣 ! 雖然近年來它方為旅遊者注目，卻在它境內發生了三件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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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天動地，劃時代的大事。萬里長江，從青藏高原出發，由北向南至麗江陡然

掉頭東流，形成了 V 字形的「萬里長江第一灣」，就在此處記載著三國時諸葛

亮五月渡瀘，七擒孟獲和元世祖忽必烈革囊過江，滅大理，統一中國的喧赫戰

功。也記下了紅軍從江西瑞金間關艱難到此， 渡江北上往陝西延安駐腳的史

實。所以麗江的歷史重要性，可以望大理之項背。  

   「潛龍在天飛龍在地

     墨玉為體蒼玉為神」

  我們中午在宮房飯店會合導遊丁禮蕙小姐。午餐後她帶我們遊覽在城北的玉

泉公園。園內綠樹婆娑，群花競放，樓台巧佈，疏落有致，比起蘇州各花園，

華麗不及，清逸過之。石橋頭有一弄猴漢子，若給他一元，遊客可和猴兒合照，

那猴子精靈活潑，甚懂人意。可惜我從不帶相機，不然一定和那惹人憐愛的猴

兒拍照。黑龍潭的湖水清澈如鏡，源頭是玉龍雪山的解雪溶冰。黑龍潭碧波漾

雪，晶瑩似玉，所以有玉泉之稱。玉龍山條網百里，巍嵬十三峰，上插雲霄，

下臨麗水，山顛積雪，經夏不消。雪山倒映在潭內，景色極為秀麗。潭中水榭

有一聯詠此景，「龍潭倒映十三峰，潛龍在天，飛龍在地 ; 玉山縱橫半里許，

墨玉為體，蒼玉為神。」黑龍潭之行最大收獲是參觀了納西人的民舍，其中一

室內九十多歲的和開祥老先生用東巴文寫詩。東巴文是納西族兼有表意和表音

成份的圖畫象形文字。和老先生寫完一段後，先用土語朗誦然後國語翻譯，果

然音韻鏗鏘，抑揚處聽來悅耳。我見壁上掛的東巴詩文宛若圖畫，都標出價格。

我低聲問鄧鎮郭嫂鄭惠安 :「怎好意思和這老先生講價，」她回答 :「我教你

一辦法，你出示一張紙幣，是你願意出的價錢，對和先生說『這張作品，我愛

不釋手，我身邊就剩下這點錢，你可以半送給我嗎 ?』或許他是藝術家身份，

不作斤斤計較。」我本來依策而行，後想起蝸居狹窄，已堆滿了世界各地紀念

品，就此作罷。

  晚飯後和一班團友乘出租汽車到大研古城去。古城的閘口是一座高高的牌

坊，上刻著江澤民的題字「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裡內展出一夢幻的仙鄉，

一度清溪穿城流出，水車兩大巨輪不停轉動。溪旁一排楊柳，間植了紅色的杜

鵑，枝條上掛上小小電燈泡，晶瑩的水面泛起清清漣漪，鵝黃蔥綠的嬌嫩柳絲

映著燈光，依依低垂。街邊小店燈火通明，路上行人熙來攘往，絡繹不絕。正

是「四周皆美景，一步一徘徊。」原來古城之水，源於黑龍潭，是玉龍雪山冰

雪溶解而成的泉水，所以這樣冰清玉潔。黑龍潭水分三主溪進城，每溪都有支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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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流水穿街過巷，繞牆圍屋。於是戶戶垂楊，家家流水，街道傍河，跨水築

樓，水邊有屋，屋下有水。通衢處築了些石拱橋，石板橋，木板橋，古意盎然。

城內有很多客棧，都有幽雅的小庭園。我想若能在這裡小住數天，一定不知外

面人間何世。我們步入四方街，這是古城最熱鬧的廣場，充塞了無數小攤檔，

出賣土產和紀念品。我見到一對很小的金童玉女，是石膏粉打摸製的。金童彎

腰站著，玉女爬在地上，形態是廣東人罵人阿諛奉承上司「舐人屁股」。我不

禁莞然失笑，標價四十元。我從翁希傑，葉秀瑜處學來技巧，講價至十五元成

交，自鳴得意。後來我方知道鄺老師的三姊鄺淑英學長在另一檔買了一對金童

玉女，只付十元。強中自有強中手。講價這門學間，我拜女人下風。

  玉龍雪山有北半球離赤道最近的終年積雪的山峰，巍峨雄渾，高拔入雲，在

山內遊客可遇上冰川雪海，疊泉飛瀑，原始森林，莽莽草原。翌日早晨丁禮蕙

領我們乘索道纜車登上雲杉坪，穿過古木參天叢中的小徑，行了大半鐘頭，豁

然開朗，一大草原上一群穿了納西服的姑娘拖了一班從奧國來的遊客，手拉手

組成一大圓圈作群舞。這是不可思議的景象。那些在阿爾卑斯山下的居民來到

中國的玉龍雪山，遙遙萬里作中西文化交流，確是難能可貴。下山後到白沙灣

廟裡參觀壁畫，是東巴文化精華，線條明快精美，著色鮮艷奪目，多含宗教意

味。玉峰寺內有一棵樹齡超五百年的山茶，每年開花十餘批，數目上萬朵，所

以有「萬朵山茶」之稱。我目睹時花事將了，殘脂零落，但可想像到全盛時代

的風姿。晚上在古城東巴宮內欣賞納西族古老的音樂和舞蹈，有些步伐甚似烏

克蘭人屈膝在地上盤旋急舞，難度甚高。遺憾的司儀國語地方口音頗重，我只

聽懂三成。

     「玉龍雪山王者風

       滄海遺珠半日閑」

  麗江之旅第三日，我們尚有大半天，何汝顯，蔡煒國夫婦，鄧鎮郛，鄭惠安

夫婦，王曦光，梁桂培，周榮超和我結伴登獅子山的萬古樓。樓高五層，斗

拱重簷，主柱十六根，全用木結構建築。飛簷翹角之數為十三，比擬玉龍雪山

十三峰也。萬古樓是俯眺古城，仰望雪山很好的觀景點。古城眾屋之頂，密密

麻麻，排列有次。玉龍雪山睥睨臨之，甚有王者風度，如此風光，乃是滄海遺

珠，遊客應該一早發現的，沿小徑下獅子山，在路旁一小店暫歇，何汝顯請我

們飲汽水，淺斟低酌，「偷得浮生半日閒」，在那遙遠的地方共同享受著藝術

性的人生，這樣機緣，何等珍貴啊 ! 下午從麗江飛往近寮國的邊陲鎮景洪。從

祁寒的玉龍雪山跑到酷暑的西雙版納只不過是一很短暫的時刻。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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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上景洪土地，一陣熱風撲面，觸目處蕉風椰雨，彷彿回到馬來西亞的檳

城。接我們機的導遊陳全佳本是中學英文教師，文質彬彬，笑容可掬，導遊是

他的副業而已。他領我們到餐室晚飯。我觀察這西雙版納首府，很有鄉村情調，

沒有公共汽車在街上行走，其他車輛也不多，次天一早起來，乘車赴勐倫的熱

帶植物園，前一段路沿著瀾滄江而行。瀾滄江是流經寮國，高棉，越南的湄公

河上游。、江峽沒有四川岷江的險要，但樹木蔥蘢，花葉茂盛，景色明媚。車

停在橄欖壩作小息，這兒傣家竹樓秀麗精巧，風格獨特。我們登上其中一樓參

觀，女主人奉以清茶一杯款待，大廳闊大，坐上數十人猶有餘裕。女主人兼賣

些衣服和家庭用品。蕭沛銀嫂張小桃買了二雙銀筷子，總算有所交待，不令女

主人失望。此鎮市集出售很多雜物，熱帶生果林林總總，甚為吸引。其中一種

生果形似扁豆，黑漆的皮，裡內的肉如羊脂白玉，我第一吹吃到，味道酸酸的。

用孔雀毛做成的扇子很特別，但不易攜帶。我只買了一個傣族小娃娃聊作紀念

罷。午餐在公路旁的「緣源園」，菜單中有七種野生蔬菜，很適合我的口味。

我們用餐處是一傣式竹樓上的大廳，擺了三桌。餐後我借此機會為輝社社刊約

稿。黃秉權報導美東同學籌備「離校四十五年慶」初步計劃。翁希傑追述此次

遊行小節。這裡空氣通爽，四周洞開，清風徐來，令人精神振奮。

     「四時皆夏一雨成秋

       千尋綠水萬丈蒼崖」

  西雙版納終年常夏，高溫多驟雨。「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勐倫植物

園植物類型多樣，奇花異卉，獨木成林的巨大榕樹，牽延蔓生的青藤，寄生

主人身上最後殺掉主人的絞殺樹，結了碩大無朋，重可墜地的纍纍果實的波蘿

蜜，還有一種結果必成雙的鴛鴦果。沛錕嫂張小桃見到一個落單的，指著我取

笑，「這一定是你孤家寡人。」我苦笑無言。彼時氣溫華氏百多度，在酷暑烈

日下走動，是一折磨，想起宋楊簡詩﹒「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

日長睡起無情事，閒看兒童捉柳花。」真想找一芭蕉樹下飽睡一頓。沛錕好友

林子榮先生，送我青椰子一個，有吸管吸啜取裡面汁液，梁桂培買來石溜汁一

杯，確是解暑妙品，暫紓炎熱。

  跑了一大圈子，又回到昆明來。導遊陳祥軍領我們到餐館飽腹後，還有很充

裕的時間，於是驅車往西山公園去。這是因斷層聳峙在滇池邊的山脈，綿亘數

十公里。雄偉的太華山標出湖面四七零米，山壁如刀削般緊貼著湖邊。「蒼崖

萬丈，綠水千尋，月印澄波，雲橫絕頂。」三清閣內沿山而建，有九層，十二

座毆閣，一座石坊。一段像雲梯般石級，開鑿在蒼崖峭壁間，上達龍門，下通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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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廟。三清閣內有一聯 :「極目太華高，偌大乾坤撐半壁，蕩胸滇海闊，無

邊風月倚層樓。」殿內石洞甚多，中內有一財神，眾人爭著觸摸。但像比人高，

要站在壁上縫隙借力方摸到腳趾。蔡煒國縱身躍起，摸到了財神，但失掉平衡，

幸好平素每晨習太極，不慌不忙，穩定身軀，沒有跌傷。或許何汝顯夫婦財源

廣進，小小身體，不堪負荷。出洞上絕壁，又有石路通雲。隧道險峻，洞內曲

折，僅堪遊人轉身直立，狹窄處要低首彎腰而行。穿過一連串的石洞，抵達天

閣，石坊刻有「龍門」二字。憑欄遠眺，浩淼的滇池，奔來眼底，仰觀太華諸峰，

蒼蒼莽莽。橫望昆明樓字，層層疊疊。明朝狀元楊慎寫了一聯詠滇池風物，情

景俱茂，白描筆法，繪出濃墨的國畫。且思想玄達，讀來使人有超然物外之感，

「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 ; 群峰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

在畫圖中。」

從昆明大觀樓長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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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小駐隨筆

  和輝社同學遊三峽是苦樂參半。當然在秀麗的風景中共渡美好時光確是機會

難逢的樂事。可能遊輪黃金二號的衛生條件未夠水準，傲捷旅行團中有多人

腹患河魚，輝社小團內除了魯德華和張錦波外都中了招。幸好我有錦波在旁照

顧，在觀景時替我拿着手提包，還賜予隨身全部止瀉藥。加上翁希傑嫂葉秀瑜

從香港客中取得喇叭牌日本靈丹，我服食後沉疴稍輟。希傑得悉我應錦波之

請，寫了「白帝城懷古」，他請我續寫武隆天生三橋，恭敬不如從命了。

  船在重慶靠岸，我們踏上朝天門碼頭，離開這舸舟（即周圍去疴也）。比起

三十年前，朝天門面目全非，我記得從碼頭攀登上渝中區的濱江路，要行一陡

峭，狹窄的長長梯級。全部行李和手提包都要挑夫幫忙。那些挑夫像一群螞蟻，

穿插於碼頭上下。現在有三輛電動雙纜滑車，取代了梯級。挑夫隊伍也消失了。

今日的朝天門是一龐大廣場；很多小孩在此放風箏。小販們到處向人招售貨品。

錦波除買了些小玩意兒給孫兒外，買了一張最新的中國大地圖送給我。

  重慶的心臟渝中區是長江和嘉陵江合流間的岬角，朝天門是此岬角的頂端。

亘古以來，千百船隻就在朝天門兩邊碼頭停泊，貨物和旅客都在此上落，成了

鬧市的焦點。隨着人口增加，城市發展，重慶已從渝中區溢出包容了嘉陵江北

岸和長江南岸的地區。現在有橋樑和纜車道，將江北區和渝中區及南岸區和渝

中區連繫起來，融匯在此大都會中，市內山巒起伏。這些崎嶇的山都被打了孔。

在抗日期間這些洞穴曾一度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處所，現在都用作清涼的

餐室和美容、髮型廳。自中國對外開放後，各城市在急劇地蛻變，毫無疑問的

重慶是居於榜首。殘破、欹斜、崩毀的依山而建小樓房全被拆掉，取而代之是

新穎的摩天大廈。沙石砌成的小路也消失了；換上車水馬龍的康莊大道。闊別

多年的重慶全面改觀，現代化，處在潮流極峰，擠進世界第一流城市系列毫無

愧色。尤以一九九七年開始，川渝分治，重慶繼北京、上海、天津後成為中國

第四個直轄市，面積之大，遠勝前者。原本川東瀕臨三峽邊緣各鎮鄉如涪陵、

萬縣等全撥歸重慶轄下。三峽大壩的興建製造了很多就業機會，同時也剝掉了

很多老百姓的居所。大量的鄉民蜂湧擠入重慶，於是人口膨脹的突然給市政府

一個措手不及，所以有頻頻建多層高大廈的必要以安置這些新移民。這山城驟

然變成中國內陸的香港！

  傲捷旅行社的團員在朝天門廣場等候。所有行李從遊輪搬運、齊集後，我們

乘雙纜滑車到濱江路邊，踏上旅遊車，奔向在重慶東南的武隆縣去，離開塵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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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雜的市區，隨着空氣清新得多。武隆在重慶市東南，是離貴州省不遠的山區，

鄉鎮仍保留着濃密的巴渝風情，在市區內不可能見得到。代表這風情的，一是

半邊街。街道的建設一面為民居住宅，另一面為山路崖岩或流水淙淙。路是窄

窄的僅容一汽車通過。這是典型重慶古鎮式的佈局，順其自然地築室，不與環

境爭奪空間。二是吊腳樓，是黔渝邊界土家族人常用的房宇。在陡峭、傾斜的

山邊，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吊腳樓，倔強地、堅持地隨便倚着。它的支柱全

部是強硬的木構材質，是兩三層疊樓，聳高而且分明。地基以油滑光亮的大石

作層壘，從幾米至幾十米，全部是人工砌碼，沒有石屎泥漿灌縫。井然有次序，

穩實如山岳。

  芺蓉江貫穿武隆縣，在江口鎮和長江重要支流之一烏江會合。烏江於涪陵注

入長江，是杜甫詩「眾水會涪萬」其中一水。烏江和芺蓉江都源出於貴州省。

是日中午我們在武隆縣城香榭里用膳，頗有地方風味。下午突降微雨，重慶導

遊唐甜說這是觀光芺蓉洞最好的時機。洞在離江口鎮四千米處的芺蓉江畔，在

一九九三年被發現時世界洞穴協會譽以世界奇觀。這石灰岩洞體積很大，有三

點七萬平方米。專家認定它是地下藝術宮殿和洞穴科學博物館。其中輝煌大

廳，尤見宏偉壯觀。鐘乳石呈黃泥色，我覺得，色彩斑爛，遠遜於桂林蘆笛岩

和杭州桐廬縣的瑤琳仙境。芺蓉洞有點類似東歐 Slovenia 的 Postojna Cave 

。可能那時我腹中隱隱作痛，隨時有後顧之憂，大大影響了我的遊興，沒有到

穴內每一角落作仔細探索，說起這後顧之憂，在中國是一嚴重問題。鄉間公厠

沒有坐的。蹲下來辦事對一老人是異常困難，只好用手指鈎着門鎖的小扣，勉

強借力。否則跌了一交，真正是「沉疴難起」了。寄寓渝珠花園旅館，設備齊

全，追上時代。我深想，武隆縣漸漸發展為重慶外圍鄉間的渡假村，成為一美

好的透氣洞。  

  翌晨早餐後，唐甜領我們去遊覽天生三橋風景區。芺蓉江的支流洋水河流經

此處；水的腐蝕形成一大峽谷。旅遊車在山地一角停下，我們乘升降機下落；

踏腳出來景物豁然開朗。奔入眼簾的是多麼美麗景色。這美麗不同尋常，含蓄

蘊藉，愈看愈奇，愈回味愈引人入勝。大峽谷是一宏大寬敞的平原。遍地樹葉

婆娑，綠草成茵。四周懸崖萬丈，壁立千仞。在兩懸崖間，就有一座天生石拱

橋維繫着。這樣的橋有三座：天龍橋、青龍橋、黑龍橋，錯落地孕育在峽谷四

周山壁上各處。橋的平均高度達二百米以上，橋面寬約一百米，在距離僅一點

二千米的範圍內呈弧形串聯。我問唐甜，橋的上面可以行人嗎。他回答說不能：

橋只能遠觀，不可近觸。天生三橋是世界奇觀，在中國也是罕見，據我所知在

雲南省中甸縣也有一座天生橋。武隆毗鄰貴州省。從地質學上的角度去看，天

重慶小駐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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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橋風景區是和貴州省的奇山異水連成一帶的。三橋是世界最大的橋群。我

們到達時不是天生三橋風景區最美的時候。十一月份下雨不夠充沛。洋水河也

乾涸得成零星的眾點滴小洼。三橋風景區雄奇、蒼勁、神秘、靜幽的原始風貌

就欠乏了飛瀑流泉，未免有點美中不足，這地質奇觀並不止於天生三橋。山內

有二天坑。天坑在地理學上稱為漏斗。因為和貴州省一樣，這裡是石灰溶岩山

區，溶洞的坍陷和地皮水流入深層處溶蝕成了天坑或穴洞。張錦波、翁希傑、

黃秉權和我四人在一天坑前拍了一幅珍貴的照片。三橋風景區可以稱作數字山

水畫卷：基本成份是一峽、二坑、三橋、四洞、五泉。遺憾地我們沒有眼福見

到五泉。

 在這龐大的峽谷內，赫然竟有一驛站，是四合院形式。中庭是一空曠方場。

可繫馬匹，停車輛和野火燒烤。四周都是供旅客歇宿的房間。古時旅行不是享

受。北宋秦觀的詞，就深入描繪了羈旅行役之苦：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

    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我對此詞的詳盡分析，曾登在幾年前昕社馮啟異會長任期內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通訊。

  南宋辛棄疾寄寓條件更差，投宿於博山王氏家廟內。且讀他的寫作：

   「繞床飢鼠，蝙蝠翻燈舞。

     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

     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我非常欣賞詞的下半截「華髮蒼顏」、「萬里江山」二警句。很顯然，我們現

在旅行幸運得多了。除了些舟車勞頓，水土不合，偶染小恙外，憩息地方是頂

舒適的。話又說回來，天生三橋風景區位於武縣東南二千米處。峽谷不是通衢

十字路口。有必要迂迴步下此處歇宿嗎？我的結論是住客都是遊山玩水的遣閒

者，相信居住條件沒有秦觀、辛棄疾寫得這樣恐怖。

  從武隆縣返回重慶市區有兩個鐘頭車程。唐甜借此機會向我們介紹山區居民

的情況。他們都是一貧如洗。孩子要步行個多小時進學校。多數長成後唯一的

重慶小駐隨筆



537

前途是到市區去加入挑夫的行列。他們沒有專業的訓練，和識字不多，只能靠

出賣「牛力」謀生。挑夫被本地人戲呼為「棒棒軍」。他們肩膊上擔了長長的

竹棒，兩端繫了貨物的包裹，這樣他們可以糊口養家。作為一「棒棒軍」不是

容易。碼頭有很多公會，為｢大阿哥｣們操縱。混進去需要人事和自身的手段。

這還好了。底下層是沒有身份的無業遊民。他們在山區居無定所，到處流浪，

偷雞剝狗。政府對他們愛莫能助，不知用甚麼方法施以援手。重慶成了直轄市

後，商業、經濟被刺激得蓬勃起來，同時亦出現了百孔千瘡，尤其是交通擁塞，

空氣污染，有待政府處理改善。我們回到市區，寄寓於重慶蘇菲特。觀光了好

幾個景點：洪崖洞、解放碑、人民大會堂、三峽博物館…等，但不包括在我這

重慶二十四時的速記隨筆內。   

重慶小駐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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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侯霸的徬徨

  三國是戰事頻繁，鐵馬金戈，烽火燎原時代。亂世出英雄，很多人物，陸續

踏上歷史舞台，留下勳業，彪炳後世，但有些本質是英雄，因缺乏機緣際會，

沉屈下僚，被時代洪流淹沒。夏侯霸是其中之一。

   夏侯霸乃曹魏名將夏侯淵次子，曹操父曹嵩本夏侯氏子，為東漢宦官曹騰

撫養，遂改姓曹，所以夏侯氏亦是曹魏王室本家。劉備和曹操爭奪漢中，夏侯

淵為漢中留守。定軍山之戰，淵為蜀將黃忠陣斬，夏侯霸因父歿於王事，常切

齒痛恨，誓報父仇，年少從戎，魏文帝曹丕黃初時為偏將軍。

  公元二三零年魏第一次興師入侵蜀國，統帥是曹真。兵分二路，從子午谷和

武威進。司馬懿另領一師，沿漢水由西城入，與真在漢中會合，時諸葛亮仍健

在。嚴兵於成固赤坂 ( 即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 ) 以待魏兵，並召李嚴率二萬兵

從江州 ( 即重慶 ) 赴援漢中。曹真用夏侯霸作前鋒，進至興勢山外圍，安營於

曲谷中。蜀人久聞霸驍勇善戰，果敢向前，且矢志復仇，重兵圍之。霸苦戰防

禦線鹿角間，不能脫身，曹真遙知，輕兵前往解圍。蜀魏在膠着狀態，殺得難

解難分。忽天降霖雨，連續三十餘日，棧道斷絕，漢江暴漲，泛濫成災。魏兵

補給線出現困難。曹真無奈只好班師。夏侯霸也因此役軍功升為右將軍，屯隴

西。

  隴西即甘肅西部，內有很多邊疆民族。夏侯霸部羌、胡兵甚眾，他很得軍心，

養士和戎，相處甚為融洽。魏明帝崩歿，以司馬懿和曹真子爽為託孤大臣，輔

佐幼主。曹爽提拔表弟夏侯玄為征西將軍，玄是霸的侄輩，所以此是霸一生最

快意的時間。曹爽新執魏政，要樹立威信，於二四四年命夏侯玄督雍、涼諸軍

事作第二次入侵蜀國。時蜀的漢中太守王平是一很傑出的戰將。他執行的是自

魏延以來實兵諸圍，重門深守的防邊戰略，把魏兵擋於境外。夏侯玄自駱口入

漢中。他是文人，用兵非其所長，自然不是王平的對手。王平先遣劉敏據興勢

山，阻魏兵前進。蜀大將軍費褘督諸路軍救漢中。魏兵在興勢成膠着狀態。關

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司馬懿本不同意此次伐

蜀，於是去信夏侯玄，勸他退兵，以免全軍覆沒。玄懼，言於爽，引軍還。費

褘進據三嶺以截魏退兵。「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為之虛

耗。」夏侯霸是隨軍戰將，因主帥戰略錯誤，不能有所表現。

  自興勢役後，曹爽在朝野聲望大降。司馬懿謀廢除之，奪其權柄，竊取魏政。

二四九年有高平陵事件。曹爽兄弟陪同小皇帝曹芳拜謁高平陵，魏明帝墓地。

懿長子司馬師早已陰養死士三千，侯機而發，於是關閉城門，據武庫，兵屯洛

水浮橋，聲討曹爽。爽本可挾帝赴許昌，召集天下兵還討司馬懿。懿命朝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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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爽，只要放下兵權，必能保全家族富貴，並指洛水為誓。爽信以為真，兄弟

解甲歸家。不久宗族被拘禁。和同黨八姓被夷三族，死五千多人。在這大悲劇

中有一感人小節，爽堂弟婦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她割掉

兩耳自誓為曹家守節。爽被族滅前，夏侯氏迎女歸娘家以避此劫，夏侯文寧勸

她再嫁，她入睡房，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揭被視之，血

流滿床席，合家驚惶。父哭對之:「人生世間，若輕塵棲弱草，何至辛苦如此。

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為誰 ?」令女答曰 :「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

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可見夏侯氏之

「硬漢」，有此巾幗鬚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父子在歷史上的形象很

差。脫不開陰險、狠毒、欺詐、濫殺……等形容詞。司馬懿本人就有鷹視狼顧

相。曹操常夢見三馬同槽，暗示他三父子終於侵蝕曹家。高平陵政變大開殺戒

早有前例。司馬懿行兵千里征伐遼東公孫淵，克服襄平，除族誅公孫一家外，

屠殺城中官員百姓三千多人，將屍體堆積城外作高塔，謂之「京觀」。有必要

殺這麼多人嗎 ? 他開了一惡例，南北朝君主爭相效尤，摧滅前朝王室，不遺餘

力。晉朝開國至滅亡，全染滿鮮血。

  司馬懿掌權後，趕盡殺絕。撤消曹爽表弟夏侯玄征西將軍一職，調他回京師

洛陽。用郭淮取代之。夏侯霸為西陲戰將，素與郭淮不和，知此舉是針對自己，

心甚恐懼，知禍必轉相及，便思逃亡。往那裡去呢 ? 揚州刺史毋丘儉是夏侯玄

摯交，與夏侯家有密切關係。棄職南逃，路途遙遠，要經過淮河北岸地帶，昔

鄧艾曾駐守此開築運河，廣通漕運，完成曹魏屯田富國之功。鄧艾是魏名將，

現充南安太守，穿過他的地盤往楊州，大不易也。且毋丘儉亦為司馬家所忌，

後來果然作淮南二叛被司馬師夷滅。夏侯霸甚受困擾，徬徨無路。

  他突然想起，有一堂妹，遠適蜀國。事緣東漢建安四年 ( 一九九 )，張飛隨

劉備駐徐州，出巡郊區，兵士捉得一年僅十四歲少女。她正在森林拾取枯木作

柴用來起火烹調。詢之為曹操部將夏侯淵侄女。因父母早亡為淵撫養，亦是他

的義女。張飛見她面目姣好，且出身名門，時他尚未有妻室，於是納她為婦。

時曹操和劉備同事漢室，尚未交惡，很容易得到曹操首肯。張飛不是三國演義

描寫得粗暴無文，其實他是一儒將，工於書法，有字跡流傳後世。婚後夫婦琴

瑟和諧，育有二子二女。後二女都被後主劉禪納為皇后。夏侯霸和這義妹一同

長大，情誼密切。他即是劉禪后的大舅。霸於魏是皇室，於蜀是國舅。時魏政

權已為司馬氏架空。家族的仇遠勝於私人殺父之恨，助蜀攻魏是幫甥婿討伐司

馬氏，於是他毅然奔蜀，義無反顧。況且此外甥女有葬父之恩。定軍山戰後，

時張飛妻稟劉備，在戰場上收得義父夏侯淵身首異處遺駭入殮，並代諸兄盡

孝。

夏侯霸的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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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侯霸先遣親信入蜀告知逃亡消息，他駐防隴西多年，熟諸四川、甘肅邊界

地理。陰平(即甘肅文縣)有小徑景谷道，盤山、穿林、越嶺可抵蜀國的江油。

夏侯霸匹馬而行，備極艱辛。入窮谷中，糧盡，殺馬充飢。步行足破，臥巖石

下，不知所在。幸好劉禪早有預聞，派人沿路尋找他，在傷臥處會見。於是多

人護送他入成都。多年後，魏第三次入侵蜀國。鍾會佔據漢中，鄧艾偷渡陰平，

從後門入攻成都，行的就是此小徑。因夏侯霸開荊斬棘先行，鄧艾早知此路可

通。霸無意作了亡蜀的開路先鋒。

  劉禪會見夏侯霸，極熱烈歡迎，釋之日 :「卿父自遇害於行問耳，非我先人

之手刃也。」並命諸子拜見大舅公，曰 :「此夏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封

他為車騎大將軍。夏侯霸終於明白戰爭的殘酷性。遠勝龐德子龐會於成都大亂

於姜維死後，私自入關羽府邸，盡滅其族，以報水淹七軍時，其父被關羽斬之

仇。

  夏侯霸入蜀是三國後期一大事。他曾約堂侄夏侯玄同行。玄嚴詞拒之 :「我

不能羈旅仇敵之國以求存。」夏侯玄被司馬懿召回洛陽後，不久懿病故。許允

對他說 :「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他答道 :「你怎麼不懂時勢。此人還能

以通家後輩視我。他兩位兒子不會容我的。」果然不久，司馬師以疑似罪名拘

捕他。師還是他的姐夫呢。夏侯霸的長姐夏侯徽嫁給司馬師，替他生了五位女

兒。師陰養三千死士，與父同謀傾覆魏室，怕此陰謀被妻子洩漏給其弟夏侯玄，

下毒鳩殺其妻，心腸狠辣，不遜乃父。夏侯玄是一了不起人物，他是魏晉玄學

宗師，亦是一卓越政治家，有很長治國改善時弊篇章留於後世。他入獄時司馬

昭曾流淚向哥哥代他說情。師回應 :「你忘記趙司空會葬時情景嗎 ?」趙儼喪

禮時，群賢畢集。夏侯玄遲來，眾賓客紛紛起立越座向他致意。可見他很得時

望。司馬師甚惡之。在獄時鍾會的哥哥鍾毓是主審官。要他招認，玄說 :「我

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罪，隨便你寫罷。」於是鍾毓羅織些罪給他看。玄點頭

默認，他是一頂端哲學家。步上刑場，談笑自若，顏色不變，可見生死早置於

度外。這崇高風範，流傳史冊。南北朝宋時范曄犯謀逆罪入獄。他是後漢書作

者，在獄中完成巨著。絕命詩有兩句 :「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上句指的

是嵇康臨刑，奏廣陵散一曲，還喟然嘆曰 :「廣陵散，從斯絕矣 !」下句是說

夏侯玄被斬前，神情鎮定，不異常人。但當范曄受刑時和愛妾辭行，竟涕淚交

流，見者譏之 :「夏侯色果如是乎 ?」司馬師狼狠如父，下令誅夏侯玄、張緝、

李豐……三族。夏侯氏之禍，夏侯霸早見到了。司馬氏摧殘學術界。司馬懿殺

何晏 ; 司馬師殺夏侯玄 ;司馬昭殺嵇康。這三人代表三國時魏末思想家巔峰。

這三人遇害給司馬氏在歷史上留下一大污點。

夏侯霸的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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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侯霸入蜀後，竟成了姜維得力助手。姜維問他司馬懿對吳、蜀有何企圖 ?

他答 :「彼方營建家門，未暇外顧。朝中有鍾士季者，年方少，若執軍政，必

為吳蜀大患。」鍾士季即鍾會，為第三次伐蜀的主帥，這次蜀便亡國了。夏侯

霸說此話時，在淮南二叛毋丘儉、淮南三叛諸葛誕前，鍾會尚未塹露頭角，可

見他的機鑒先識，和預知夏侯家遭害般。

  公元二五五年姜維第五次九伐中原，率征西大將軍張翼，車騎大將軍夏侯霸

同進。洮西大會戰是蜀立國來最大的勝利。「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

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若此次姜維和夏侯霸能攻下狄道，

便能取魏雍、涼二州，遠懾長安。此時出現了姜維的死對頭鄧艾，他與陳泰并

力拒維，解狄道圍，維功敗垂成，只好退守鍾提。

  此後正史上再沒有夏侯霸消息。三國演義述姜維最後一次兵伐中原時，派夏

侯霸攻打洮陽，不慎中伏陣亡。但通鑑和三國志都沒有記此事。霸投蜀時已是

戎馬大半生的老將。病死行間是一很大的可能。鄧艾偷渡陰平，滅蜀之戰時，

他顯然已不在人間。不然，鄧艾行軍小徑是他熟悉的潛逃故道。他能堵住鄧艾，

非難事也。夏侯霸是三國時一尷尬人物。三國志作者陳壽沒有替他立專傳。只

在魏書夏侯淵傳後數句提到他。倒是裴松之注引魏略對他有頗詳細記述。入蜀

後事零零碎碎散見於蜀書姜維傳和張翼傳中。他是一幾乎被讀史者忘掉的英

雄。

  司馬氏建立的晉朝在歷史上的評價塵下。五胡亂華時，羯人後趙主石勒曾當

眾宣言 :「大丈夫行事磊落，終不效司馬懿以狐媚手段，取天下於寡婦孤兒之

手。」東晉明帝司馬紹請宰相王導講述先祖歷史，導耿直，毫無保留詳叙司馬

懿殺曹爽，司馬師廢曹芳，司馬昭弒曹髦及剿滅淮南三叛事。晉明帝聽王導述

說後，羞得以被掩面。對導說 :「如君言，晉的國運安得長久。」唐太宗對司

馬懿有此評 :「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 ; 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夏侯霸

出走，肯定是司馬氏的逼害。他的青雲直上，留傳史冊的機會，也被司馬氏奪

去了。

  

夏侯霸的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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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

  清代台山人陳遇夫詠岳飛墓一詩，結句為「可憐德祐迎降日，地下還應髮指

冠。」這是震鑠千古的神來之筆，但對德祐帝降元的指控，溢於言表，德祐帝

是否一個雙手將漢人江山獻給蒙古，全無骨氣懦怯之徒呢？我們要客觀地對當

時的史實作一仔細分析。

  德祐帝趙⋯即是南宋恭帝，德祐是他登位改元後的年號。咸淳十年 

( 一二七四 )，宋度宗病逝，他以嫡子身份登上寶座，年僅四歲，謝太皇太后

垂簾輔政，當時南宋政局已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中，經理宗、度宗二朝，奸

相賈似道當權，只顧驕奢淫逸，不理國事，襄陽已被蒙古軍合圍多年，朝廷不

發一兵一卒去支援解圍，賈似道虛報軍情，將昏庸的宋度宗蒙在鼓裡，時局河

決魚爛。德祐帝上場時，拾到的是一無可救藥的爛攤子，蒙古兵已攻陷襄陽，

長驅直進，勢如破竹，兵臨首都臨安(現在杭州)城下，時在一二七六年正月。

宰相陳宜中見國勢危如纍卵，城破在旦夕，逃之夭夭，遁回老家去了，剩下來

的老婦謝太后無計可施，將傳國玉璽送往蒙古營中，並附降表給元軍統帥伯

顏，希望能保留小皇帝的性命，時德祐帝年方六歲，那裡知道甚麼國家存亡，

民族大節。

  伯顏心狠手辣，不理降表，繼續用兵，很快臨安陷落，生擒德祐帝和他的母

親全太后。元世祖忽必烈下詔，將德裕帝母子解往大都 ( 現在北京 )，謝太皇

太后因病留在南方，只有四位宮女隨行照顧他們的生活。

  元世祖尚算仁慈，只將這對寡母孤兒軟禁在深宮內，和外界完全斷絕。守護

他們的蒙古軍人，因為國亡不能殉節，頗鄙視他們，全太后感激元世祖不殺之

恩，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四位宮女飽受欺凌，在蒙古軍人頻頻施暴肆虐下，

她們受不了，不到十天，全部自縊死了。蒙古人更露出猙獰面孔，把她們的頭

割下來，懸掛在全太后的宮門，六歲的德祐帝目睹這些血腥場面，小小心靈，

大受震撼，可想而知了。

  在南方，宋的遺臣立了德祐帝的庶兄趙昰，以延宋祚，即是宋端宗，元世祖

封德祐帝為瀛國公，並賜以官爵，以號召未歸降的宋將和南方分庭抗禮。

  一二八二年，瀛國公十二歲，被遷往上都(今內蒙正藍旗東邊閃電河北岸)，

全太后到大都的正智寺削髮為尼，不久病故，從此母子永遠分離。他被遷的原

因是當時有一流言，居住大都的宋遺臣和遺民要劫走在獄中的文天祥，重立德

祐帝，久囚的文天祥終於從容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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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 公元一二八八 )，瀛國公十八歲，元世祖賜他很多財

寶，送他到吐蕃 ( 現在西藏 ) 學佛，他改名為合尊大師，居於隆迦大寺。他天

資聰敏，很快便學得藏文和藏語，童年時屢經大變，他已將紅塵看破，從來沒

有令他留戀依徊的事物，於是心無雜念，鑽研佛經，苦行修煉，竟成了一代宗

師，且將很多佛教典籍，從漢文翻譯成藏文。想不到在政治史上，他是一令人

非議的亡國之君，在宗教史上，卻留下不朽的軌跡。

  元英宗至治三年 ( 公元一三二三 )，合尊大師 ( 即瀛國公、德祐帝 ) 渡過

五十三歲生辰，他本已忘掉那災難重重的前半生。夜闌人靜，不能入寐，孩提

時江南的景色，依稀地在腦海中一絲閃過。感懷身世，他提筆寫下一首五言絕

句：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

     黃金台下客，應是不歸來。」

短短一首詩，一連用了兩個歷史典故：

（一）林和靖是北宋隱士林逋，他沒有家室，隱居在杭州西湖內孤山上，遍植

梅花，和養了很多白鶴作伴，有「梅妻鶴子」的美譽，他不問世事，作詩畫都

是他的精神生活，渡過了高風亮節的一生。

（二）戰國時燕昭王在北京朝陽門外築了一高台，招集天下賢士，且報以重聘。

此詩輾轉傳到元英宗手上，元英宗以至尊大師煽動天下人心，下詔就地將他處

決。他正在甘肅臨夏一佛寺中，刑後流出的血是乳白色的。合尊大師死得很冤

枉，此詩純粹是自詠。他深深知道，第一故鄉杭州，此生不會重臨了。第二故

鄉北京也很難歸來。林逋以梅為友，他以佛經作伴，同樣心如槁灰渡過此生。

合尊是很自負的，他的才智有資格充任燕昭王台下的黃金客，但他已與北京無

緣，所以不會歸來的。

  
  元英宗碩德八剌和父親元仁宗愛育黎拔力於漢文頗有造詣，任內推廣漢族文

化，怎會誤解此詩。十四世紀上半，元代政治為權臣操縱，前有鐵木迭兒，後

有鐵失。我想此是鐵失假傳聖旨，殺害合尊大師，說他有燕昭王野心，要杜絕

後患。英宗同年在南坡之變被弒，是殺害高僧的報應。

  德祐帝以孩童繼位，一切不由自主，註定是一悲劇人物。生不逢時，心中苦

楚，不足為人道也，他一生是寂寞的。在人控制和支配下，他找到一發揮他的

天才和創意的境地，可謂超世之傑，沒有枉渡此生，不會被歷史洪流淹沒。

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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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祐得惡名，源於一句話。現錄宋史紀事本末一段：「陸秀夫因帝（趙昺）

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

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

者甚眾。」

  陳遇夫「岳飛墓」一詩，有雷霆之勢，千鈞之力，結句用德祐迎降一事，並

不是一公平的蓋棺論定，是被宋史誤導產生下的錯印象，所以我撰此文替德祐

帝辨正之，且還此偉大人物的真面目。

  德祐帝還有一事為世人詬病，是企圖勸文天祥投降元朝。事情真相是這樣

的，文天祥為元軍所擒，元世祖很賞識這人才，極欲羅致之，命滅宋的元帥張

弘範勸他投降，天祥回答：「身為宋狀元兼丞相，貴已極矣，所欠者唯一死」

並抄了「過零丁洋」一詩給他看。張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默然點頭離去。世祖又出動降元宋相留夢炎去勸他，天祥大義凜然，將

夢炎駡得狗血淋頭，夢炎滿險羞慚離座。世祖遇此鐵漢，最後命八歲小童德祐

帝去勸他，心想：「你的君主已投降了，你還有甚麼保留呢？」天祥見一瘦小

身軀出現在目前，不等小童開口，便迎上去，跪拜在地上：「臣文天祥參見聖

駕。」跟着號啕大哭不止。德祐帝年紀雖小，念到國亡家破，（時祖母已故，

庶兄和庶弟在臨安陷落前早送往南方，）孑然一身，像飄蓬浮萍般羈旅異邦，

命運難料，受人擺佈，再也控制不住澎湃的感情，悲從中來，淚流滿面。文天

祥見比收淚說：聖駕請回，並自珍重，微臣不能隨侍左右照顧了。」德祐帝沒

有說一句話，君臣最後會面，只不過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

君臣二人合演一人間悲劇，結局是二人先後在鋒刃下，與塵埃同歸於盡。

附 : 陳遇夫詩「詠岳飛墳」  

不盡湖光柏影幡，背痕疑似未曾乾。

一抔已掩忠臣骨，三字常摧義士肝。

天地有盟山色老，英雄無語水聲寒，

可憐德祐迎降日，地下還應髮指冠。

江門遊記內有此詩分析。

         

悲劇人物南宋德祐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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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德祐帝的野史傳聞

  南宋德祐帝趙⋯是一了不起人物。他固然是一哲學天才，以一代高僧終，同

時在文學上亦有很湛深的修養。身為方外人，這是不容許感情流露的。他一生

被記載洩漏真情的只有二次。第一次是八歲那年，元世祖忽必烈命他勸文天祥

投降。會面時天祥跪着號啕大哭。這是天祥的故意做作。他能寫出「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流血不流淚的鐵漢。他就是找機會不讓德祐帝

開口。誰知這卻挑動了德祐帝的感懷身世，報以淚流滿面。天祥見童子動了真

情，立即收淚轉而安慰他，第二次是渡過五十三歲生辰，依稀記起童年光景，

在他孤寂的一生已是很遙遠的現實。他寫下了一首五言絕句，這是他唯一留在

世上的文學創作 :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台下客，應是不歸來。」此乃文學價值很高

的作品。在此二十個字中，作者連用兩典故，都是和自己童年生活攸關且很貼

切的，第一典故是在杭州，德祐帝出生地，牽涉到林逋梅妻鶴子的故事。德祐

從少年至成長期間，從沒有享受着家庭的溫暖，伴着青燈古佛，年華虛渡，潮

生潮落，花謝花開，歲月漸逝，自己亦慢慢地步入老年。以佛經為伴，雖出於

自己的選擇，亦為時勢所逼，生活比林逋更淒清，更冷漠，真是極人生無可如

何之遇了。這十個字，用了林逋的事跡，很含蓄地隱寓了一生的悲劇。第二典

故是在北京，德祐帝成長的地方。點出了燕昭王在朝陽門外築台重聘天下賢士

的歷史。他幻想到如果自己長成在戰國時期，以才智不難奪取「黃金客」的一

席位。然而這不過是幻想，現在流放在西藏，萬里迢遙，不會歸來的，已經和

北京作永遠的訣別。這是德祐帝第二次流露真情。但和尚是六根清淨，不容許

在腦海中牽留着一絲情感。這詩卻給他帶來殺身之禍。見微識著，一葉知秋，

若德祐帝能自由發揮文學天才，其成就不難步遠叔祖宋徽宗趙佶之後塵。（按

宋徽宗是宋太宗趙光義之後；德祐帝是宋太祖趙匡胤之後）。

  德祐帝作蒙古俘虜時年僅六歲。這挑起一很有興趣的問題。誰供給他良好的

教育，鍛煉得如此優秀的漢文學問？答案很顯然，是元世祖忽必烈！元世祖

雄才大略，兼資文武。他本人精通漢文，常聘請當代大儒如郝經、許衡、竇默

入宮講學，且和道教元首長春真人丘處機有深厚的交誼。德祐帝童年時冰雪聰

明，脫穎而出，元世祖非常鍾愛此小孩，於是自幼便延師教他誦讀。諸子百家，

經史眾集，無不精研。德祐帝博聞強記，一一吸取。元世祖並不以亡國之君對

待他，是以自己孫輩般呵護他。他從內蒙古長途跋涉，進入西藏為僧，元世祖

便賜他很多珠寶隨行，這是有歷史記載的。在中國帝皇中，元世祖可與唐太宗、

清聖祖同列，是第一流人物。但他胸懷闊大，可能遠勝其他帝皇。德祐帝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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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雖受惡評，但民間聲譽甚佳，遂產生了些野史傳聞，繫上了他和元朝的微

妙關係。

  據傳聞，德祐帝十七歲那年，元世祖將一曾孫女賜給他為妻。翌年有流言說

宋遺民有復國企圖。方士且預言宋朝人終於取回元朝天下；元朝會敗亡在宋朝

人手中。時德祐帝在上都（今內蒙古閃電河北岸）。方士見到異象，上都宮廷

內有金龍繞柱，這正是世祖巡視時，德祐朝見站立之處。德祐頓入危險境地。

郡主愛惜丈夫，一方面上書曾祖父，闡明丈夫並無異志。一方面和丈夫商量，

只有出家為僧方能逃過此劫。當時朝野上下都主張賜德祐死以息流言。元世祖

實在不忍殺他。德祐聽郡主言，求往西藏為僧以明心跡。世祖見此是兩全之策，

立即批准，並賜車馬財寶護送他入藏。這是德祐做和尚的原因。

  和尚是不能有家室之累的。他和郡主的姻緣也了結。時郡主已有孕。德祐臨

行時將妻託付給好友和世竦。和世竦亦是世祖的曾孫，即郡主的堂兄。和世竦

是世祖嫡子真金的孫。郡主誕一麟兒，取名妥懽帖睦爾。郡主產後便夭亡。和

世竦夫婦索性將此孤兒，即德祐帝的血肉，認作己子，撫養成人。

  元朝自仁宗愛育黎拔力（公元一三一二至一三二零）後，君主不永其年，皇

位更換頻仍。一三二九年和世竦為弟圖帖睦爾讓立為帝，即元明宗。即位一年

後便暴卒，疑為弟圖帖睦爾毒害。其弟繼位，即元文宗，六年後駕崩。元明宗

小兒子懿璘質班被立為帝，即元寧宗，因為朝臣皆知明宗的大兒子妥懽帖睦爾

是義子，不是蒙古人血裔。寧宗亦是短命種，在位只有五十天病故。於是妥懽

帖睦爾被擁立，即是元朝最後一個皇帝元順帝，且臨朝近四十年。一三七零年

（元順帝至正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將徐達攻陷北京，將元順帝逐回漠北。

元亡。若此野史傳聞有準確性的話，元順帝實是南宋德祐帝之子。方士的預言

已實現了。元朝天下終歸於宋朝人手上，是被宋朝人毀滅的。傳說是很渺茫。

最少民間意願是有這希望。元順帝雖再不能是中華之主，其子孫仍稱雄塞外數

百年，無論他是宋太祖之後或是元世祖之後，作為一失國皇帝得到好收場，是

無疑問，而宋太祖和元世祖在帝皇中是最仁慈的，這是天道好還罷。

南宋德祐帝的野史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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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帝城懷古

  最近收到張錦波同學寄來一束照片，是幾個月前和多位輝社同學遊武漢、三

峽、重慶、峨眉山、成都拍的。錦波和我闊別多年，值翡翠禧重聚，恍如隔世、

相談甚歡。在這廿多幅照片中，我認為最有氣勢的是張錦波、黃秉權和我三人

坐在矮矮的石欄杆上，在迂迴登白帝城的沿山小路旁，遠處背景是守着挺拔險

峻瞿塘峽的夔門，赤甲山巍峩在江北，白塩山聳峙在江南。瞿塘峽是三峽中最

短的，只有八公里長，東起巫山大溪鎮，西止奉節白帝城。峽中河谷狹窄如走

廊、崖壁刀削如城垣，山勢雄偉，岌岌欲墜，峰巒起伏，連綿相錯。在江中仰

窺峰顛，藍天一線，俯視長江，雲水蒼茫。江流湍急，驚濤拍岸。杜甫詩云：「眾

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即是說長江匯合了支流各水，在三峽的上游涪陵，

萬縣齊集，都在這門（即夔門）爭搶入瞿塘峽。這「爭」字神氣極了。將那滔

滔江水，滾滾濁浪的情景，描寫得躍然紙上，所以瞿塘峽有「西控巴渝收萬壑，

東連荊楚壓群山」的讚嘆。是百川擁入一杯也。

  更有甚者，五十年前在白帝城所在地白帝山腳下有一巨大礁石名灧澦堆（長

三十米，闊二十米，高四十米即一百三十二尺）。阻塞着流水，水流衝擊此礁，

激瀑出千層浪，百萬點雨花，造成灧澦回瀾的奇景，同時亦沉沒了不可勝計的

船隻。南宋范成大的入蜀記：「…至瞿塘口…觸灧澦之側…舟指其旁而過，搖

櫓者汗手死心，皆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

驚。」 民謠曰：「灧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灧澦大如象，瞿塘不能上；灧

澦大如牛，瞿塘不要留。」一九五九年暢通三峽水利工程隊花了七整天時間將

這大礁石爆碎，清理河道，灧澦堆成了一歷史名詞。

  自三峽大壩竣工，長江水位提高，瞿塘峽的險峻，今非昔比，長江水平如鏡，

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和我不期然嗟嘆，山河變動，有如

斯耶。但錦波、秉權和我在白帝城口的照片，仍可目睹夾江對峙，赤甲山、白

塩山拔地而起，壁立如牆，高聳入雲，巍峩崢嶸的景象。「夔門天下雄」仍在，

這是進入白帝城一很好序幕。

  白帝城離奉節城東僅八公里，處長江北岸，三面環水，一面倚山，背憑高峽，

前臨大江，氣勢雄渾，景物壯觀，歷史悠久，是名貫遐邇的三峽景點。王莽篡

漢，建立新朝，各地豪雄紛紛起義討逆。中原局面陷入河決魚爛。王莽署立的

臨邛太守公孫述擁兵自重，圖謀割據四川。他騎馬見到瞿塘峽口難攻易守的地

勢，便蓄意在此建一穩固的城堡，屯兵嚴守。城築成後，公孫述聽說內有一白

鶴井，長年冲出一股白色的霧氣，像一條飛躍的龍。他借此為祥瑞，說是白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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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井，於是應天順人，公元二十五年即帝位，自稱為「白帝」，所築的城為白

帝城，城上的山為白帝山，史稱這一段故事為「躍馬稱帝」。公元三十六年，

東漢光武帝劉秀謀一統天下，遣大將吳漢入蜀，和公孫述兵戎相見。在成都守

衛戰中，公孫述臨陣為吳漢先鋒高午長槍洞胸重創，是夜卒於軍中。成都遂破，

吳漢夷滅公孫氏一族。白帝城亦毀於戰火。王莽新朝末期，天下大亂，戰爭頻

繁，而瞿塘峽口白帝城一帶在公孫述治下比較穩定，不受外來紛擾。老百姓頗

懷念他，重建白帝城並建一白帝廟紀念他，且塑像供祀，直至明朝。明太祖朱

元璋以公孫述為一割據僭偽之主，且不善其終，死於非命，不配享受萬世香火，

下令將公孫述塑像遷出，換上蜀漢昭烈帝劉備，配以諸葛亮、關羽、張飛等塑

像。白帝廟一名不改，一直沿用至今。

  白帝城系列是明、清兩朝建築，包括明良殿、武侯祠、觀星亭、望江樓、托

孤堂等。明良殿是白帝廟的主殿，正中是劉備塑像，左翼為紅面關羽、黑面張

飛，右輔為白面諸葛亮。觀星亭是諸葛亮視察天文星象而決定行軍佈陣以天時

制勝處。武侯祠專祀諸葛亮和為國犧牲，戰死綿竹的兒子諸葛瞻，孫兒諸葛尚。

托孤堂純粹是民間藝術構思，離開史實甚遠。在劉備病榻前立着諸葛亮，二小

兒劉理、劉永向他跪拜。後主劉禪往那裡去了？老百姓以後主是降魏的亡國之

君，不屑為他造像，這和成都武侯祠內不見劉禪像同一道理。最荒謬的在外圍

立着諸臣給彌留時劉備送終的竟赫然有諸葛亮岳丈黃承彥在內。黃是隱者，從

未出仕。按年齡算，劉備病逝時，黃未必仍存在世上。劉備是在夔州城內永安

宮去世的，所以杜甫詩有「蜀主征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二句。永安宮

應是劉備託孤場地。據考古學家証實，永安宮遺址是在現今奉節縣城一師範學

校內。因建大壩奉節縣城已遷移高地。遺址可能已淹沒在江中。無論如何，白

帝城不應包含托孤堂。

  若說白帝城的主角是劉備，不如說是諸葛亮更適當。自三峽灌水後，白帝城

頓成孤島。為方便遊覽，旅遊局築了一長堤從奉節直抵白帝山下。長堤畫頭的

大廣場矗立着諸葛亮的石像。同遊的輝社同學張錦波、翁希傑、魯德華、霍秀

森、黃秉權、鄭國輝就在像下拍照留念。白帝城處處諸葛亮的石像和故事遠勝

劉備的。就看白帝廟的門聯罷：  

   「萬國衣冠拜冕旒，僭號稱尊，豈容公孫躍馬；

     三分鼎足紆籌策，托孤寄命，賴有諸葛卧龍。」 

   
  寫得很工整，嵌入杜甫詩的名句，隱含着白帝廟的主人，前有僭偽稱尊的公

孫述，後有受遣託孤的諸葛亮。遊白帝城激發出懷古幽情，情不自禁，唸起杜

白帝城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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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另二名句：「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即是說：想從前的臥龍

先生諸葛亮，和躍馬稱帝的公孫述，雖算得一時英雄豪傑，結果總不免埋葬在

黃土裡。可見世間一切人事和音訊一樣，徒然覺得寂寞罷了。

  白帝廟內展列文物、工藝品眾多，有歷代詩文、字畫碑刻。最出奇立異的應

是「竹葉碑」。驟然看來是三枝翠竹。仔細分辨，竹葉全部是字，組成一首五

言詩：「不謝東篁意，丹青獨自名。莫嫌孤葉淡，經久不凋零。」這亦字亦畫

亦詩的藝術品更表達一深重意義：劉備、關羽、張飛三結義兄弟的義薄雲天，

生死不渝。這在文學或史學或美術上都是很珍貴的。收藏品中有兩件很令我注

目。( 一 ) 瞿塘峽中風箱峽的懸棺。春秋時此地屬巴國。國人習俗死後的棺木

懸掛在崇山洞穴的壁上。 從江中舟上看好像樂器中的風箱。故瞿塘峽懸棺而

葬這段路被稱為風箱峽。我第一次船經瞿塘峽時看到「風箱峽」三字刻在山壁

上，這次不見了，可能被升高的水位淹沒。( 二 ) 古巴國銅劍，形如柳葉，工

藝精湛。

  白帝城的題詠都是中國文學的拔萃。我最欣賞的是唐朝陳子昂的。這是以寫

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傳誦千古的

作者。我現錄了他的五言長律「白帝城懷古」於下：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

      城臨巴子國，台沒漢王宮。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

      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

      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開詩二句是停船拜訪時正是黃昏，三、四句點出白帝城的遠古史。城本巴國舊

土，這是毫無疑問的。唐朝仍祀公孫述，怎會是漢王宮呢？莫非陳子昂有朱元

璋的念頭，只有漢王劉備方配作白帝城的主人。這確耐人尋味了。第五句說白

帝城雖處邊遠荒蠻之地，仍在周朝版圖之內。跟着說夏禹治水鑿山疏通河道，

功業長留在崇山中，七、八兩句描繪瞿塘峽景色。大江流過夾江對立，岩壁與

水面成垂直的高山。九、十兩句繼續寫景。瞿塘峽雲霧繚繞，古樹衝雲破天，

歸帆在霧中航行。結句是入四川的旅程仍是很遙遠。旅客的感觸也是很深邃

的。

  隨着水位的提高，攀登白帝城的石級比從前的減少了過半。我們一行人踏入

那白牆，正中是一異常威猛黃色龍頭的城門。暢覽各文物古蹟，雖然很多是近

白帝城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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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飾。文化革命時紅衛兵割掉大多數石像的頭，現身軀是明代古物，頭是新

塑。我亦有「客思坐何窮」的無限感觸。錄下另一白帝城楹聯作此遊記的結束：

     「風景古城頭，喜爽氣西來，萬山遠抱岷峨秀；

       煙巒環峽口，看大江東去，十里頻回灧澦瀾。」 

當然灧澦回瀾這景象只能存在我的幻想中。             

白帝城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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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蘭亭集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褉事也。群賢畢

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

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

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

骸之外。雖趨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

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

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

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

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

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集序”．王羲之

  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是一篇非常典雅的小品文，當我們讀到“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

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不自覺沉醉於這幽美文字的

詩情畫意中。閉目靜思這圖畫：在茂盛的樹林，修長的竹叢中，一度灣灣清水

急流繞過，眾詩人就在小溪兩旁，依次而坐，且設了酒筵，把酒杯投於水的上

游，任其隨波而下，流至某人面前，其人取而飲之，跟着詠詩一首，多麼幽邃

的情意，這樣曠達的胸懷！

　 然此少年時的雅趣，在悠長的人生路上像浮光掠影。經過人生挫折，悲歡

離合，昔日的詩人雅興，如過眼雲煙，一晃而逝，心靈間存着只是些依戀惆悵。

我們讀到“…情隨事遷，感慨繫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

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青年熾熱，純真的感情，一去不復返。

　　想到人生有涯，壽命的長短早有神的安排，我們終不能將時間挽留下來，

把光陰的一剎那冰藏着。有甚麼藥能治療這心中無可奈何之感的酸楚呢？王羲

之深受兩晉玄學的薰陶，明徹了解人生的真諦，且用生動的文筆傳達和感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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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親筆寫的蘭亭集序，不僅是文學的精華，且是書法的瑰寶。

　“蘭亭集序”共有三百二十七字。其中有很多字是重見的，如“感”，“懷”，

“暢”，“會”…等，尤其是“不”字有七個，“之”字有二十個。他寫這些

重見的字，每個花樣不同。筆畫多的字還容易處理。而“之”，“不”二字，

每字不過四筆。“之”字多有二十個，仔細分析下，每一個“之”字有結構上

的變化，筆法上的更換，讓人一眼辨出不同。難怪北宋書畫大家米芾譽“蘭亭

帖”為“之字最多無一似”。後人很欣賞王羲之精心苦構，出奇制勝的功力，

所以“蘭亭帖”是行書藝術成就的頂峰，在筆法和結構中，創下很多法門。

唐太宗李世民才華絕世。他除了是光輝史冊的大唐帝國的創始人外，（華僑被

稱為唐人，也拜他之賜）他本人亦是詩文書法大家。他寫的“溫泉銘”在書

法史上佔重要一席。唐太宗命房玄齡等編撰晉書，他親筆寫了四篇，即“宣帝

（司馬懿）紀”，“武帝（司馬炎）紀”，“陸機傳”，“王羲之傳”。他給

予王羲之最高的評價：“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

已。”唐太宗酷愛“蘭亭帖”，千方百計從王羲之後代一和尚騙取到手上。死

後命“蘭亭帖”陪葬於昭陵內。幸好太宗死前“蘭亭帖”已被刻上石碑。王羲

之筆跡不至埋沒於塵土中。

　　 是否“蘭亭帖”從此就不見天日呢？我們且讀歐陽修寫的新五代史“溫

韜傳”：

溫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

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

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但以後的史冊再沒有提及“蘭亭帖”了。是否得而復失呢？這是人間一

大憾事啊！劫陵賊溫韜從唐太宗墳墓中盜取得“蘭亭帖”，不好好的珍惜保存，

又讓它輕輕地失掉，確是歷史罪人。

王羲之“蘭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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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完淳的絕命詩

 夏完淳是明末神童，未足十歲便能詩文，十五歲時他參加抗清義師，十七歲

被捕不屈殉節。他從故鄉松江（現上海）起解，寫了一首“別雲間”的五言律詩：

（雲間是松江的另稱）

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

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

　　字裏行間透露出臨危受命，從容赴義的精神，然青年捨命，對人間有無限

的留戀，這依依之情，令讀者黯然神傷，不覺熱淚盈眶。完淳留下一懷了孕的

妻子，他寫了一首“別妻詩”：

憶昔結褵日，正當擐甲時。

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

問枕談忠孝，同袍習唱隨。

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完淳的岳父錢彥林，飽讀詩書，執當代文壇牛耳，和女婿同囚一室，寫了

一首七言絕句：

泣對南冠渡綺霄，江鄉千里客愁遙。

雙星若識人間恨，也便淒然罷鵲橋。

　　洪承疇入獄室勸降，花言巧語，錢彥林有點動容，完淳在旁視察到，厲聲

說：“今日失節，奈千秋後世何？”岳父受此當頭棒喝，遂拒絕洪承疇，於是

翁婿一同遇害。

　　完淳殉國時作的絕命詩“別雲間”，頷聯二句“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

寬？”有排山倒海之氣勢。1965 年，好萊塢將俄國文學名著 Doctor Zhivago

搬上銀幕，台灣文藝界將片名譯作“山河淚”，我拍案叫絕。此譯名便源出夏

完淳的詩句。非此不足以畫出那波瀾壯闊的俄國革命大場面，亦難刻下那驚濤

駭浪的悲歡離合。夏完淳青年遇害，確是中國文學史上莫大的損失。他詩文的

特點是用淺白的文字，不事雕琢，流露出撼人心脾的真摯感情。我們讀他兵敗

後寫的一首五言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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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苦難酬國，仇深敢憶家。

一身存漢臘，滿目盡胡沙。

落月翻旗影，清霜冷劍花。

六軍渾散盡，半夜起悲笳。

　　此詩道出他獻身於明朝，雖屢戰屢敗，永不氣餒。因為關係祖國的存亡，

丟下家庭，絕不反顧。“漢臘”是明朝正朔，亦可解作漢人傳統風俗文化。

“滿目盡胡沙”是遍地清兵。形勢這樣孤單，旗幟倒翻是兵敗後的狼藉。“落

月”“清霜”寫出情況的抑鬱蒼涼。“六軍散盡”道及義師潰敗，淪於絕望之境。

半夜悲笳頗有“李陵答蘇武書”中的“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的淒清。從這首

詩看出，夏完淳已立下必死之志，心理上早有準備了。

　　 夏完淳的文章也很出色，他給夫人錢秦篆的訣別信，一字一淚，任何人

讀了，定會熱淚盈眶，現節錄前段：

三月結褵，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 雖

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

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妹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

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煙；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

青年喪偶，才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理盡矣！

嗚呼！言至此，肝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

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己亂。平生為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為夫人一思

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

　　我們從此信隱隱看出人間一大悲劇。夏完淳身後蕭條。嫡母，生母，夫人

和遺腹子，靠甚麼作生計呢？但此關係民族存亡的意識，完淳明知此悽慘結局

也不回頭，所謂“仇深敢憶家”也。年僅十七歲的文學天才，就這樣地被斬殺，

此亦是文學史的悲劇，寫至此，我不禁投筆長嘆！

夏完淳的絕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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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三國人物的詩和聯

  鑽研三國史，兼及歷代評述三國人物的詩文，獲益良多。現選我印象最深的

幾篇淺談一下。

山河百戰鼎終分。歎息漳南日暮雲。

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詞賦最憐君。

銅臺未散吹笙伎。石馬先傳出水文。

七十二墳秋草遍。更無人表漢將軍。

這是明朝詩人陳恭尹過鄴中（今河南安陽市）之作。此乃給曹操最公允的蓋棺

論定，表揚他的勳業和文才，但仍要“誅奸雄之已死”，首二句說他身經百戰，

方能鼎定中原，成三分之業和篡漢之基。辛苦得來留給子孫的基業，亦不長久，

像“日暮雲”一樣的散去了。“漳南”指鄴城，在漳水之南，是曹操軍事中心。

三四兩句就是全詩褒貶所在了。曹操遺令死後妃妾仍留居建在漳河上的銅雀

臺，繼續吹笙作樂娛賓，可見得奸雄亦是多情人也。據晉干寶作的“搜神記”，

早在西漢元帝時，有人發現在河中石馬上刻有曹魏代漢的讖文了。冥冥曆數，

早已天定。暗示諸葛亮欲以人力勝天，徒勞無功罷。曹操起兵之初，未必有取

漢代之的企圖，他曾對他的幕僚說：“孤始舉孝廉，後為都尉，意遂更欲為國

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言‘漢故征西將軍之墓’，此其

志也。”，後來功高震主，已成騎虎之勢，便為兒孫謀了。自知獲罪天下，於

是建七十二疑塚，使後人莫知其埋骨之所也。結句頗含譏諷，若早知“採得百

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忙？”以“漢將軍”終，便清名永垂青史了。全詩結

構嚴謹，給曹操一公平的歷史評價。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篷過此墳。

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

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

莫怪臨風倍惆悵。願將書劍學從軍。

　　中唐詩人溫庭筠身世坎坷，屢試不第，空負超世文才，終未有機會一顯身

手。當他零落飄泊，經過荒涼的陳琳墓時，我們可以了解他那抑鬱，蒼涼的情

緒。開句便謂讀了陳琳遺作，從嚮往而生共鳴，因而感懷身世，若他地下之靈

有知，一定說我際遇相同了。四句指出陳琳所托非人，委身袁紹，憐君亦自憐

也。塚上石麟已埋沒於春草，即魏武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只留下那銅雀荒臺，

在暮雲深鎖中。陳琳後事曹操，轉瞬間，君臣同歸塵土，是耶非耶？盡是鏡花

水月，漳水無情，依然是濁浪奔騰，又何必當日嘵嘵呢？結句言獨立蒼茫，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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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惆悵，我將飄零書劍，投筆從戎，世人未必知我的苦心，異代蕭條，惟有向

墓門一訴罷。

一坏土尚巍然，問他銅雀荒臺，何處尋漳河疑塚？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官儀。

　成都劉備墓一聯筆法雄渾，意境深遠，劉備戎馬一生，處處被曹操佔盡上風。

徼幸找到諸葛亮，方能在天涯一角的西蜀，作一枝之棲，結束了顛沛流離的亡

命生涯。後病逝白帝城，尚有墓地供後人憑弔。縱然三分鼎足早已過去了，墓

前的石麟古道，令人依稀記起蜀漢文物。而曹操的七十二塚，早已無存。那銅

雀臺也埋沒在蔓草荒煙中，漳河的浪花，淘盡千古英雄人物。劉備，曹操這兩

死敵，究竟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乃千古絕唱。首二句氣勢磅礡，“如黃鵠高舉，見

天地方圓。”一開頭便點出東吳之亡了。三四句道出鐵鎖橫江，也不能攔阻那

排山倒海的兵勢，長江之險，不足恃也。詩前四句言王濬平吳事，有千鈞之力。

五六兩句便充滿人生哲學韻味了。無論人物浮沉，世事變遷，西塞山和粱山夾

江對峙的形勢是不會改變的。“枕”字是此句的詩眼，頗能描繪出二山對鎖長

江，山形平臥而非突兀，確是神來之筆。結句是承平不用防江，西塞山的險要

再無軍事價值，當年的堡壘，漸漸因失修成為破壁殘垣，消逝蘆荻中了。

  當然論三國史的詩文充塞典籍。囿於篇幅有限，不能全載，只摘以上四篇，

都是寄寓國家興亡，力透紙背的好文章，和各位分享。

有關三國人物的詩和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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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齊的亡國尤物

(一 ) 《周秦行紀》中一字困擾

  我非常喜歡讀唐人傳奇短篇，尤其是《周秦行紀〉和《開河記〉。雖然故事

頗為詭異、怪誕，但想像力豐富離奇，情節引人入勝，讀罷掩卷猶餘音繞樑，

回味無窮。《周秦行紀》記作者牛僧儒在唐德宗貞元年間 (約公元800年左右)

首次考進士落第回故里，夜行迷路於伊闕南道，遇一豪宅，主人是漢文帝劉恆

(179 -141 B.C.) 的生母薄太后。牛被邀請入內，蒙盛情款待。太后並約請五

位絕色美人奉陪。她們是漢高祖劉邦 (206 -195 B.C.) 的戚夫人、漢元帝劉奭 

(48 - 33B.C.) 時被遣往匈奴和親的王昭君、南北朝南齊東昏侯蕭寶卷 (499 - 

500) 的貴妃潘玉兒、唐玄宗李隆基 (712 -755) 的貴妃楊玉環、晉惠帝司馬衷 

(290 - 306) 時首富石崇寵姬綠珠。

  薄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年少女子。後戚夫人鼓琴，音調甚淒怨。太后命

各美人賦詩抒情，皆感懷身世，撫今追昔，不勝唏噓。牛僧儒亦應教作詩為總

結：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宴罷太后要推一女伴牛氏宿，諸人皆不願意，找藉口推辭。於是太后指定王

昭君為入幕之客，因為她初嫁呼韓邪單于，後嫁其子，反正貞節觀念己很淡薄。

昭君滿面含羞，只好從命。牛僧孺天明離去，餘香滿衣，十餘日不散。後回顧

尋舊址，見破廟在荒草叢中，頹毀不可入，問當地居民，答曰：「此乃薄后廟

也！」

  拙文要談的是故事中南齊東昏侯蕭寶卷的愛妃潘玉兒。寶卷在南北朝昏君中

最為差勁。他為潘妃建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以金為牆壁。玉壽殿中作飛

仙帳，四面繡綺，窗間盡畫神仙。橡角之端，悉垂鈴佩，又鑿金為蓮花貼地，

令潘妃在地面上往復漫行。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唐朝詩人李商隱有一首

七律《詠南朝》，其中一句是「不及金蓮步步來」就是指此事。

  又改閱武堂為芳樂苑。花園窮奇極麗。盛暑中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

卒無一生者。於是在民間取樹，毀牆破屋，移置入花園中。大樹合抱，亦皆移

掘。不夠茂密的大樹，插葉繫花以補充之。挖取細草，遍植階庭，烈日之中，

至便焦枯。如此紛耘往還，勞民甚矣。且園中山石都塗上彩色。建閣跨池，壁

上繪畫各類春宮圖。

  潘妃放恣，威行遠近。妃父潘寶慶恃勢誣富人以罪，取其田宅財寶。一家被

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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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昏侯在花園內設店肆，諸貨物皆日遊民間市中搜刮得來的。以潘妃為店

主，親主持買賣，自己則為屠夫，在後面操刀切肉作分配。

  東昏侯稟性兇殘，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及迴避，入其家，問：『為

何獨在 ?』答曰：『孩子快要出世，不能去。』東昏因而剖腹看嬰兒性別；產

婦立斃當場。

  蕭衍兵起 (即後來的梁武帝 ) ，東昏為閣人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直後張

齊斬其首送蕭衍。潘妃和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等頓成階下囚。潘妃有國色，

蕭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國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

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法珍等。這是潘玉兒悲慘下場，時維南齊和帝蕭寶融中

興初年，即公元五零一年。

《周秦行紀》中杜撰潘妃詩曰：

   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拖金縷衣。

此詩寫來蕩氣迴腸，特別針對步步生蓮的故事。若干年後，潘玉兒地下之靈未

知有否悔恨當日縱情恣慾，亡人家國呢？此詩第二句的『鄴』字曾給我很大的

困擾。按鄴城乃北齊的首都，如何移作南齊的宮殿 ? 六朝包括南齊的首都是金

陵，又稱台城。『江山猶是鄴宮非』應稱作吳宮或台宮方妥。但『吳』或『台』

字是平聲。這裡要用一上聲的『鄴』字纔合平仄。《周秦行紀》的作者牛僧儒

是進士出身，且曾充集賢館學士，不會張冠李戴，將北齊的首都認作南齊。有

人說《周秦行紀》真正作者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作此小說是給牛僧儒嫁禍，

但也不會弄錯南北。後細想一下，金陵古時稱「建康」或「建鄴」，這『鄴』

字確混淆了讀者視聽。

(二 ) 李商隱的兩首諷刺詩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主獵一圍。

  這兩首七言絕句是唐朝詩人李商隱詠北齊滅亡的諷刺詩。公元五零零年南齊

昏君蕭寶卷在南京被殺，76年後北方鄴都城又出了一位亡國之主，北齊後主高

緯。他十歲登位 (565 A.D.)，二十歲危亡之際遜位給幼兒 (576 A.D.)。次年

為周軍所俘，不久被殺，卒年二十二歲。

  高緯有寵妃馮小憐，本穆皇后之侍牌，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為她所

惑，坐則同席，出則並馬，形影不離，且共誓願同死在一處。

南北齊的亡國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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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齊雖都鄴城 (今河北臨漳縣西南)，晉陽(山西太原)實是其王朝基業處，

且為軍事重鎮。時北方分為齊、周二國。周的大軍在攻打晉陽的外圍屏障平陽

( 山西臨汾 ) ，危在旦夕。高緯與馮小憐獵於天池，告急文書，自旦至午，驛

馬三至。齊主欲回歸統軍禦攻平陽的周師。小憐正玩得興起，意猶未盡，說：

「再殺一圍罷！」齊主竟從之，等到獵罷趕往前線時，平陽己被周師攻陷了。

這是馮小憐第一次誤失軍機。

  齊師反攻平陽，合圍，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牆皆盡。再作地道攻城，平

陽將陷，將士乘勢欲入，高緯攔住軍隊：『且慢進城。』原來他要馮淑妃到戰

場，觀看這激烈戰鬥場面。小憐要妝點打扮妥當，方肯出來，姍姍遲到。周師

利用這喘息機會，用木柜修補諸被破壞的城牆。齊師坐失良機，平陽不可得也，

悻悻離去。這是馮小憐第二次誤失軍機。

  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遺跡，小憐欲往觀之。高緯恐敵人弩箭及身，

命人抽取攻城用的木頭在遠處搭橋，監工者若不在短時期內速成必受處分。齊

主和淑妃向往觀古蹟，至夜乃還，周師大軍壓境矣。這是馮小憐第三次誤失軍

機。

  齊在潰亡邊緣，高緯揚言淑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命人往取皇后服御，

周師攻晉陽，高緯與淑妃並騎觀戰。齊師東翼稍退，淑妃怖曰：『軍敗矣。』

高緯便棄晉陽奔回鄴城，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倉卒間，與齊主同走。這是馮小

憐第四次誤失軍機。小憐臨戎，齊全軍盡墨，所以李商隱有「傾城最在着戎衣」

句也。

  周滅齊，高緯被俘解赴長安，請求周武帝將馮小憐賜還給他。577 A.D 周人

誣高緯謀反 ; 周武帝賜他死。小憐並沒有和高緯共死，被賜給代王宇文達為侍

妾，達甚嬖愛之。達元配李妃為小憐所譖，幾致於死。多年後宇文達病故，時

隋文帝楊堅代周，將小憐賜給李妃之兄李詢。詢母為女兒報仇，命小憐洗盡鉛

華，穿布裙舂米，最後迫她自殺。馮小憐的下場，和潘玉兒同樣淒慘。

  同是亡國之君，北齊的高緯勝於南齊的蕭寶卷。北史載他：『頗學綴文，置

文林館，引諸文士焉 ... 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

數。』他是有點藝術天才的，他和馮小憐同樣有追求藝術的愛好，小憐除彈琵

琶，能歌善舞，亦能作詩。她有一首詩流傳後世，那是她在宇文達府中， 一

次彈琵琶時，絲絃斷了，她口占一絕 :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南北齊的亡國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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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詩令我們對馮小憐刮目另看。這是一文學品味很高的五言詩。小憐被人

像貨品般，送來送去。當她服侍新主人宇文達時，重抱琵琶，想到當年和「無

愁天子」高緯彈奏的情景，不禁悲從中出來，聲高調急，把絃弄斷了。可見得

她不是一見異思遷的水性楊花。這紅顏禍水也有真情的一面。

  馮小憐的短詩被唐朝的詩畫名家王維套用了。《唐詩本事》記述了一篇動人

的典故：寧王李憲街坊東面有一餅舖。做餅的妻子亭亭玉立，冰肌玉骨，朱唇

皓齒，雙瞳剪水，呵氣如蘭。李憲一見鍾情，傾慕不己。遂給做餅者一筆錢，

將他的妻子買下作為侍妾。此女子雖獨擅專房，寵冠後室，但整天默默無言，

鬱鬱寡歡。一日李憲大宴文人雅士，二十多人中年青的詩人王維〈時年僅二十

歲 ) 亦列席座中。寵妾出來款待賓客。前夫餅師送來一盤燒餅，她驟然見到，

珠淚垂粉頸，低頭不語。李憲大受感動，命餅師帶前妻回家，破鏡重圓，並請

在座文士賦詩記其事。王維不加思索。寫下 :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眾人閱此詩，無不悽然欲淚，乃擱筆不作，因為此詩己是冠軍也。

  很顯然此詩是王維改了馮小憐的短詩，配上平仄和韻腳以適合五言絕句的體

裁而成，但王維有意避開北齊馮小憐的故事，而另用一典故。春秋時息國的夫

人息媯，艷冠群芳，譽動一時。楚文王聞之，出兵滅息國，獲取息媯，並強迫

她為妃，生了兩個兒子。息媯雖蒙寵愛，可是始終不跟楚王談話。唐朝杜牧卻

責怪她不能國亡死節，赧顏事新君：「至竟息亡緣底事 ? 可憐金谷墮樓人」大

不如為石崇跳樓自殺的綠珠。

  古時的婦女，大多數沒有自主權。是丈夫或君王的私有屬品，可以隨便送贈

給他人。馮小憐只不過是一個十多歲的年青女子，出身微賤，憑自己的聰明敏

慧，學會歌舞，彈琵琶，並稍通文墨成為一女藝人。遇著北齊後主高緯，因為

興趣相投而成為知音。國亡後備受顛沛流離，落宕挫節之苦。雖然為淑妃時，

因得寵放恣任性，有誤戎機，但她沒有南齊潘玉兒大興土木，弄至民不聊生，

縱父貪污害民的劣行。古代史家如編北史的李延壽將她比作烽火戲諸侯的褒

似。詩人李商隱寫了二首諷刺詩針對著她。以現代人眼光去看，這是過苛的批

評。仔細玩味她留下來「欲知心斷絕」的短詩，此小女子是頂可憐的。

南北齊的亡國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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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立傳有欠平允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浩繁，但評價不高。自清朝至民國諸學者都認為宋

史在諸史中，最稱蕪穢。四庫全書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宗，餘事不

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不錯，宋朝理學（又稱道學）是中國思想史中的

奇峰，足以為中國文化發一異彩，所以宋史將各理學家從儒林傳中拆出，另成

一卷道學傳，這未可厚非。但因提倡道學而忽視其他，構成一大通病。

　　清初大儒顏元以南宋寧宗開禧（1205 年）時韓侘冑執政，能仗義復仇，慷

慨北伐。韓本北宋名相韓琦之五世孫，誓師討金欲報岳飛之仇，是南渡以來第

一位有生人之氣者；宋人竟無罪殺之，且送其首級於敵廷。顏元說宋人誅韓侘

冑取媚金朝，實狗彘不如。而宋史以他入奸臣傳，徒以其得罪於講學諸君子如

朱熹等之故耳云云。

　　清代學者朱垞，王漁洋皆論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張浚經略關陝，

以私怨殺名將曲端，誤國之罪無異於秦檜殺岳飛。宋史因張浚子張栻是理學

家，且為朱熹師事，遂崇張浚為名臣，而深文周內，羅織曲端有可殺之罪。這

樣曲筆矇真，怎能成為取信後代的良史。從此二條觀之，宋史顛倒黑白，不分

是非處，彼彼皆是。以王安石傳尤甚。

　　企圖在簡短的篇幅內，一鱗半爪地闡述王安石的時代，是不可能的。我希

望能洗滌宋史的塵埃，把王安石的輪廓描畫出來，點出他在中國歷史上重要的

地位，只好以螳臂擋車的勇氣，知其不可為而為。失敗之處要預請讀者多多包

涵。

　　在中國統一王朝中，宋代是最弱的。自立國以來，飽受外族的欺凌；最後

亡於外族。宋自開國時，東北的遼和西北的夏已是頗具規模的強國。五代後晉

石敬塘將燕雲十六州（現河北省和山西北部）割讓給契丹族的遼國，燕山，太

行山，長城的險要盡失。敵兵渡黃河，便可長驅直入首都開封。在無險可守的

情況立國，宋朝始終沒法擺脫這沉重的歷史擔子，所以外族予宋的逼害屈辱，

只好默默承受，且年輸貨幣給遼夏買取和平作苟安一時之計。宋沒有長遠國策

拱衛邊防，一向處在捱打的地位。

　　這積弱不振的原因是和宋的國策息息相關。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

加身，登上皇帝寶座。為了消除自中唐以來，藩鎮跋扈割據之局，杯酒釋兵權，

解除諸鎮節度使責任，皇室直攬軍，政，財，法等權。在這“強幹弱枝”的政

策下，各地節度使形存實亡，事事稟命中央。一旦邊防有警，藩鎮無力自禦，

因為兵權操在首都禁軍手上。宋太祖消弭五代時軍人亂政的弊病，提倡文人政

治；嚴禁武將干政。每一節度使上京朝見，必被調遷他處，弄成群龍無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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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兵。主帥脫離原有的地盤憑藉，中唐以後的藩鎮之禍無從產生了。這樣矯

枉過正，節度使情同虛設，怎能有力抵抗胡人的侵犯呢？後來宋太宗趙匡義親

統京城禁軍伐遼，兩次全軍盡墨。全國遂無可用之兵，頓成虛脫狀態，外患更

深。太宗以後的真宗，仁宗，英宗仍堅守“強幹弱枝”的國策，不斷擴充禁軍，

滿以為數目可以代表強盛，而不注重改良軍隊的質素，漸至中央與邊防俱弱。

王安石執政前，宋朝的軍事已奄奄待斃了。

　　宋代無對外之策，只知納幣餌敵。內部的經濟危機，隨時日加重，漸至無

法支持，並非是皇室奢華，而是入不敷出。最大原因除輸錢外國買和外，軍費

和官俸浪費鉅大。從太祖到仁，英時代百年間，兵額增加三倍以上。宋朝採取

募兵制，兵源來自無業游民和亡命之徒，並未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素質低劣

自不待言。王安石執政前的軍費約佔中央政府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但這些冗

兵給國家的用處不大。

　　財政隱憂的另一環便是冗官了。因為宋朝重文輕武，科舉錄士名額遠較唐

為多。宋給入第者待遇也較唐為優，宋破格待士人還有恩蔭一項。即一人任大

官，其子孫，親屬，門客均可獲得官祿。宋禮遇讀書人，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

二的，所以宋代的思想史，文學史，藝術史異常發達。因此官吏多，俸祿厚，

財政負荷更重。宋外受制於敵，內被困於財，一定要找尋殺出此危局的途經，

所以有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也。

　　宋神宗趙頊登位於熙寧元年（1068）。他當太子時已感應到政治積弊的危

機，留意王安石的言論，深入他的肺腑。因此即位後重用安石，商討變法。安

石（1021-1086）江西臨川人，文章學問，思想德行，譽動當時。宋神宗和他，

君臣契合，極盡魚水之歡。他相神宗前五年間推行的新法，要點大致可分為三

項：（一）開闢財源，（二）實行國民軍事訓練，（三）推廣教育。希望藉此

紓解宋朝痼疾，達成兵農合一，公私兼顧，民生改善的理想。

  我沒有能力在此小文內對新法作深入研究和詳細分析，只略略介紹青苗法的

措施。此法是將各地倉庫貯存穀米，變錢借給貧困的農民，秋收時加息二分收

回。這樣他們便可避免受富豪的高利盤剝。因為這錢是每年禾苗方青時發出，

故號“青苗錢”。我們不妨掩卷閉目沉思，這青苗法不就是現在銀行儲蓄貸款

會施行的。而十一世紀的中國就有此驚人經濟學發現，我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

目光遠大。

宋史立傳有欠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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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石的新法的確是對症良藥，但執行時未臻妥善，主要是他以法家面孔行

事，和當時屬儒家的元老格格不入。王安石本人又是自視甚高，極端固執，不

能虛懷若谷地聽取別人意見。反對派如司馬光，韓琦，富弼等都是他的好友，

思想比較保守，操行為時人推重的君子。有些人本來也贊同變法，因為安石狷

介性急，都不願和他合作。加上文人互攻，是宋立國來的陋習，抨擊新法成了

對人不對事的意氣之爭。他們持論是新法擾民，祖法不可廢，但沒有其他改革

政治的辦法。安石既不能得到舊臣的首肯，只好提拔新進。這批新進良莠不齊，

有些品格本有問題，藉此進身，更將新法弄得聲名狼藉。加上天時大旱，不利

耕種，農田頻頻失收，貧民本錢盡傾，又怎能有二分青苗利錢還給政府。而催

債惡吏，如狼似虎。難免飢民載道，流離失所了。這使安石信譽大受影響，在

四面楚歌下，他不能不引退。

　　王安石執政開始於熙寧二年（1069），至七年（1074）四月罷政，次年復

出為相，與助手呂惠卿發生意見，九年辭官隱居江寧（即現在南京），從此淡

泊渡過餘生。他前後為相將近七年。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若按部就班，小心翼翼

地執行的確可以導致國富民強。例如青苗法在南宋時被朱熹局部引用（號為社

倉），收到莫大的功效。安石本人學識淵博和操守廉潔是不容置疑的。宋神宗

對他推心置腹，始終無懈，並不是宋史本傳內的誣詞“上亦厭之”。宋神宗亦

是一很了不起的人物；是中國歷史上稀有的開明君主。他的時代客觀條件太惡

劣，不容許新法順利通行。所以除了中央政府入息較前豐裕外，收不到預期的

效果，主要原因是元老重臣袖手旁觀，新進分子擁權懷私。最不幸的因新法掀

起比以前更劇烈的黨爭。反對新法的士人，聯合一致組成“舊黨”，和以安石

為首的“新黨”對壘。這黨爭把宋朝政局陷入不能自拔的旋渦，逐漸走向亡國

的道路。宋史將後來靖康之禍，金亡北宋追本窮源，以王安石變法為禍首，是

很不公平的。

　　宋史王安石傳內說宣仁太后（神宗母）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這

又是無稽之談。宣仁高太后是歷史上寥寥可數的賢太后，她輔助宋哲宗執權八

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寧病逝，宣仁高太后敕贈太傅，並請蘇

軾行文輓弔他：

  …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

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進退之際，雍容可觀…究觀規模，想見風

采…

宋史立傳有欠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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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慕之情，悼念之意，溢於言表。按蘇軾是王安石生前政敵之一，能排除政

見之歧異，寫下這由衷珠璣之文，給王安石作一蓋棺論定，確是難得。

　　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第一對手司馬光在他死後寫了一信給同僚呂公著：

介甫（安石字）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

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

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為朝廷宜特加優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讀此文，司馬光比宋史王安石傳原作者蘇，程門人和編者元朝的托克托厚道得

多。而王安石高風亮節的偉大人格，不但可見於友，且可見於敵也。

　　王安石文學的成就，可以上追唐朝的李白，杜甫，韓愈，下凌宋代的蘇軾，

黃庭堅。現我抄下他辭政歸隱時寫的兩首詩以見一斑：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祇蒼然。

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天雨蕭蕭滯茅屋，冷猿秋雁不勝悲。

床床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驚人事業，已隨流水。垂老歸里，感世道多艱，大志未遂，即“床床屋漏

無乾處”，蒼茫獨立，回首前塵，不勝噓唏。這不僅是王安石個人悲劇，亦是

宋朝悲劇，最後是中國歷史悲劇！

宋史立傳有欠平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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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元詩述懷

  輝社金禧前夕，我撰述一文「故舊重逢的詩境」，借三首唐詩闡說分析再會

隔別多年的好友。如梭歲月，無情地流逝，十年又過去了。故舊重逢的情懷依

舊。只是體力和精神已趨遲暮。對有些人而言，恐怕再沒有重逢的機會，能夠

重逢，彌足珍貴萬分。

  元朝畫家王冕寫了一首感懷詩。頗能道出年逾古稀者心境。

  「對鏡添惆悵，憑誰論古今？

    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

    每念蒼生苦，能憐蕩子吟。

    晚來愁更切，青草落花深。」

「對鏡添惆悵」寫出殘酷的現實。影照出皺紋佈面，白髮稀疏。不能掩飾身體

逐漸衰殘。這非人力能挽回的，徒增惆悵而已。同輩的好友，有些已返天家。

有些身有缺陷，行動不靈。剩下來的亦俗務纏身，不能時常聚首。

「憑誰論古今」蘊藉着幾許寂寞與蒼涼。年事已高，社交圈子也隨着縮小了。

縱有滿胸牢騷，向誰訴說呢 ?

  我最欣賞的此詩頸聯二句「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人雖老去，心仍熾

熱着。「山河」是泛指社會、國家、世界。「風雨」是動盪的局面。所有大

事仍切膚相關着。有人說唐以後很難找到好詩，因為所有詩情意境都被唐人用

盡。這話我不大同意。就以「山河」、「風雨」二詞，本是自然現象，被歷代

詩人嵌入詩句，產生出超越的意境：

「夢裡山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 金•施宜生

「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南宋•文天祥

「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   明•夏完淳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北宋•黃山谷

「臥眠夜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南宋•陸游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明•顧憲成

「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 清•蒲松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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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山河頻入夢，風雨獨關心」不僅有唐詩餘韻，且有青出於藍之勢呢 !

王冕以畫荷花名噪一時，傳聞後世。且以元遺民的高風亮節以終。「每念蒼生

苦」一句反映出他深切關懷民間疾苦。「能憐蕩子吟」道出因戰亂失散的流民

呻吟，他深表同情。

「晚來愁更切，青草落花深」隱含着詩人的傷感。「落花深」表示花樣的年華，

已一去不復返。青草是他的靈魂常青。雖然年紀已「晚來」了，憂國憂民之心，

反而增加。這愁是天下戰亂頻仍之愁。呼應到前句「風雨獨關心」。這真是一

首出類拔萃的好詩 !

我們且讀另一元朝詩人劉因的感懷詩。

「相逢相飲莫相違，往事紛紛何足悲。

  別後幾經滄海淺，歸來豈止昔人非。

  此山變滅終如我，後會登臨知與誰。

  今古區區等如此，不須辛苦嘆斜暉。」

老同學重逢，可喜可賀，值得浮一大白，不可因意見不同生糾紛。往事如煙，

是非成敗，榮辱得失，都付流水。不足悲悼和遺憾。自分手後大家都涉歷世事

之多，如滄海般遼闊。重返故地見面未免有桃花人面之感。生物和自然風景都

隨時變動着，亦有盡頭的時候，正如我的身體和此山一樣。後會雖有期，但共

同登臨的伴侶可能已有變動。我認為「登臨」一詞有憑高望遠，撫今追昔之意，

即杜甫詩句「花近高樓傷客深，萬方多難此登臨」。人生如歷史般，有興盛和

衰亡的期限。「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不必為了日落而嘆息。這正面反

駁了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劉因此詩對人生看法很灑脫達觀。但讀起來我總覺得有點辛棄疾的「世事一

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的味道。我覺得神賜予健康的身心。行動不受故障。

經濟稍有充裕。應爭取和享受重逢的機遇。人與人間的重逢，我在「輝社重聚

點滴」一文已說得很詳盡。人與地的重逢，也是很重要的。這所謂故地重遊也。

  我對馬來西亞的小島檳城的依戀和懷念已在遊記「尋夢重到檳城」描繪得淋

漓盡致及感情流露無遺。十一月有參加香港同學日兼星、馬、泰之遊。我囑咐

旅遊經理在吉隆坡散團後代我買一張機票飛赴檳城。居停五天，預訂東方文華

賓館 Eastern and Oriental Hotel。這是英國殖民地風格的旅店，與香港的半

島，新加坡的萊佛 Raffles，和非洲 Zimbabwe 的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

同級。後三間我曾寄寓過。我要在桑榆晚景時再享受一下十九世紀英國殖民地

借元詩述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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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的生活。況且四年前我在東方文華品嚐過下午茶。見微知著，一葉知秋，

服務一定是第一流。

  十一月三十日從馬來半島中部的雲頂高原下來，回到吉隆坡晚餐。託馬來西

亞導遊葉保民，打電話往檳城，聯絡四年前領我到各處觀光的司機沈劍文 ( 見

前檳城遊記 )。他聽到我的聲音很興奮，對我的印象記憶猶鮮，並解說十二月

一日他要服務一客人，不能親自在中午時到機場迎接。但他委託他的好友李先

生代勞。李先生將手持我的名牌，屆時我跟他上車入城。

  我的寄寓處在東方文華賓館舊翼二樓。房間有廣袤的空間，簡直是大都市內

居室一單位 apartment unit。大廳右角設有書座。椅桌齊備，可供客人用電腦

或處理文件。傢具、地氈、簾幕都是英國維多利亞式。高高的天花板下懸着一

座電風扇。左邊旁一列法國玻璃窗。近觀泳池、花園、草坪，和指向海的大炮。

有些泳客就躺在安樂椅內作太陽浴。遠眺馬六甲海峽淘浪滾滾。遼遠的北海市

Butterworth 依稀在望。入夜後那明滅的燈火在薄霧內透露出人煙。寢室也是

很龐大。一張大牀，鋪滿各式各型的枕頭。兩旁都有大型的衣櫥和衣櫃。浴室

亦出奇巨得驚人。雲石砌成的地台、浴缸、兩個洗面盤。一角是玻璃門圍繞着

的沙漏場。左隱晦的一角是坐厠，有小門封閉着。除了那巨大的電視螢幕外，

一切陳設都是古色古香。這居停處勝於半島，萊佛，維多利亞瀑布三處。萊佛

可眺望大花園。維多利亞瀑布可看到雨花煙霧。半島只能領會着彌敦道的車水

馬龍。怎能及得檳城東方文華的奢華典雅，幽深寧謐，大海倚着園林。大窗外

樓邊的棕櫚樹，在微風拂掃下，婀娜多姿般搖曳。後來和樓下大堂的經理閒談，

方知道我這房間在一百年前英國名作家毛娒 Somerset Maugham 曾住過。次日

晨司機沈劍文到旅館找我。他說我真是幸運兒。通常北美洲、澳洲、和亞洲的

客人，賓館都安排住在新翼十四層高的大樓。舊翼最適合我這愛好歷史者。

  放下行裝，步過兩條大馬路，沿檳城大道行。廚香撲鼻。就在一小型印度餐

室要了一碟咖哩雞飯作裹腹午餐。回到房間淋浴。見到咖啡枱上擺滿一碟生果: 

芒果、蘋果、無花果、奇異果和香蕉。五彩繽紛，好看極了 ! 旁有一白餐巾，

包着刀叉。並有一華美精緻的請柬。拆開一看，原來是夜六時開始，大堂有燃

點聖誕樹燈大會。請我參與，我初時以為生果是歡迎禮物，誰知每天下午都有

新鮮生果送來。

  行到電梯旁，正是下午六時十五分，便聽到樓下人聲嘈雜，聲浪夾着笑語。

大堂正中的火樹銀花，輝煌奪目，艷光四射。圓周和直徑有多尺，高度可達天

花板。男女老幼，一堆堆的圍繞在旁。每人手持一水晶杯，內載香檳，葡萄酒，

借元詩述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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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酒或雜果汁。我隨便地行到人叢中。有一中年男子操着牛津口音的英語向我

賀節，他自我介紹是英國南部 Sussex 人。現旅居泰國南部布吉小島已有二十

多年。每逢聖誕節都來檳城訪友。在人群中穿插着很多穿了黑式制服的侍者，

手捧着銀盤，內有各式小點和袖珍蛋糕給客人享用。他們川流不息地在大堂巡

迴打圈。這是英國式的活動下午茶 high tea 啊 ! 那英國人對一侍者說 : 「這

位男士還未有飲品。」不久，他拿來一杯雜果汁結我。不久，一隊穿了棗紅制

服，帶了綠帽的少年男女。押尾的是一同穿了黑西裝的小提琴手帶着樂器和音

樂指揮，魚貫地走向大堂一角的臨時小台。隨着琴音聖誕歌聲開始了。唱到熱

門的歌時，賓客也跟着合唱起來。時光倒流，整個賓館洋溢着十九世紀倫敦渡

維多利亞式聖誕節氣氛。我環目一掃，賓客以歐洲人居多。在百份之九十白種

人內夾雜少許亞洲人，尤其是印度人。非裔不見一人。

  在檳城旅館內的早餐是一額外享受。四年前商貿賓館 Traders Hotel 內品種

繁多，不勝枚舉(見前檳城遊記)，東方文華的早餐是全西餐式。也林林總總，

看得眼花瞭亂。最值得一提的是餐堂的環境，它緊貼着狹長形的花園，有長廊

直通新舊兩翼樓宇。相隔花園是一溫室式的玻璃屋。餐室和玻璃屋都排滿椅

桌。從玻璃屋步出去就是花園了。倚圍牆觀海景是清晨之樂事也。

  東方文華附近有一食肆。就在第一天，我用`午膳的印度餐室對面停車場後。

下了少許石級便是紅園，內有很多小小食店。有中國南、北風味小食，又有印

度、馬來式的烹飪，真是價廉物美。三美元下便足夠一餐 ( 如果不太餓 )，中

間是大膳堂，擺滿了桌椅，部份是露天，無片瓦遮身以便涼風吹入，驅除暑氣。

  翌日會到司機沈劍文，他是我居停檳城時私人司機。他給我舊價錢，因馬幣

轉弱，反而比四年前便宜了。我交給他「尋夢重到檳城」一文，使他知道如何

給我發掘新景點。這段時期除了蛇廟故地重遊外，都是新天地如香草園，時光

隧道 ( 檳城歷史文物館 )，邱氏家族龍山堂，鄭和廟……等。最辛苦的一天是

往馬來半島中的金馬倫高原 Cameron Highland。早出晚歸，他收我二百美元服

務費，很值得 ! 可以彌補昔年的遺漏。此文主旨不是寫遊記。各地風光留待有

機會寫東南亞遊時再詳述，我破例詳述東方文華賓館的原因，是強調人地重逢

的重要性。十二月五日清晨沈劍文送我機。代我將行李拿到出口檢閱處，緊握

着我的手:「請珍重，保持健康的身體，我們後會一定有期。」令我非常感動。

  再回到人與人的重逢。在香港時見到張錦波，他是我輝社深交之一，他請我

在旺角的海港茶樓品精美點心，嫂夫人趙羅珊有要事在九龍，亦遲些趕來和我

會面。他們剛從東馬來亞的沙勞越 Sarawak 古晉市 Kuching 訪友回港。又計劃

借元詩述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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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兒一同赴緬甸旅行。我極力遊說他們參加四月一日遊輪下墨西哥。他有點

怦然心動。但要聖誕後方能決定。輝社鑽禧第一炮是由三藩市同學發動。

  二零一七年是鑽禧年，是重逢的一大好機會，自金禧後十年間已凋謝了好幾

位同學如蔣中寬、梁果行、黃起常、黃佑民、王曦光、李文田……悲歡離合，

人生難免。若有機會人地重逢，不論是廣州、澳門或四川九寨溝，緬懷他們的

足跡，這故地重逢，更餘味無窮了。

  此文開卷引用了兩首元詩，對老人心境，揭隱摘微。但總有點歲月銷磨，年

華漸老的傷感。我認為要正面一點，把持機會和能力，享用現有的時光，所以

要鄭重介紹檳城東方文華賓館也。我現抄下元朝首席詩人薩都拉一詩作結束 :

「我從京口去，君入浙東遊。

  風雨孤舟夜，關河兩鬢秋。

  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

  明日相思處，唯登北固樓。」

北固樓在鎮江，是薩都拉和友人的同遊處，人雖分手了，作人地重逢，地是大

家一同曾到之處，也是挺有意義的。

  蒙孫必興同學委託，撰一文作為代鑽禧班輝社報効。十年前引用了三首唐詩

寫下故舊重逢的詩境作為金禧紀念，現引用三首元詩寫下區區心態作為鑽禧紀

念。雖然人和地大異於元朝詩人。我相信心靈是相通的，這篇拙作別開生面，

希望能為同學們接受。

借元詩述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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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悼亡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對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十年雖不算短，因生死相隔而引起的朝思暮想，這時間似乎被拉得更漫長。

杜甫詩云：“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兩茫茫”點出陽關，陰府歧路，

生死互不相通的悲哀。正面去看，“不思量”和“自難忘”意義似乎是相反的，

其實對死者的憶戀，已到了揮之不去，欲罷不能的地步。這苦思的悽婉，用“不

思量，自難忘”六個字表達，是最貼切的。而“兩茫茫”也不是真的，還有在

夢中見到的機會啊！但不能忘懷的現實是“千里孤墳”。“千里”道出空間內

何等遙遠！“孤墳”說出在感情上何等寂寞！這生死暌隔產生的淒涼，又從何

處說起呢？作者悼念亡妻之情，躍然紙上。

　　作者在這裏姑且作一假設。縱使和縈繞夢魂的她，偶然會面。十年的歲月

飛逝，自己為俗務奔馳，風塵滿面，蒼老得多，年華早逝，鬢髮變白。愛妻又

怎能認得出這漸趨遲暮，久歷風霜，煙塵遍蓋的人啊！

　　於是神魂隨縹緲的夢，追回到新婚時的旖旎風光。“忽還鄉”的“忽”字

現出無限的驚喜，是意想不到的。“小軒窗，正梳妝”顯露出魚水之歡的溫柔

和甜蜜。回憶起來，恍如隔世了。“相對無言”已隱含着往事不堪回首之意。

“惟有淚千行”已取代了千頭萬緒，不能盡說的淒涼。這是可以和蘇軾另一首

詞中兩句相照着：“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死者有知，當然了解作

者蒼涼，落寞的心境。

　　幽夢醒了，回到殘酷的現實：是千里之外，“十年露冷松林月”長照着這

靜寂的山崗。十年來，日日夜夜，怎能不教人思之腸斷。而以後的悠悠歲月也

是如此，直至作者本人同歸於這蒼茫大地而罷。此詞寫作手法，不是賭物思人，

而是觸景生情，無處不真實，無處不自然，寫生離死別之痛，淋漓盡致。

　　蘇軾精於詩，詞，文三絕，是中國文壇巨星。坊間“蘇小妹三難新郎”一

類通俗小說，有所謂他作的文字遊戲，是近人杜撰，有失他的身分，只可供販

夫走卒，婢女傭婦自娛。我們要引他的文句，自有宋史，東坡文集在，不必旁

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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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故舊重逢的詩境

  中國民間相傳的人生四大驚喜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

金榜掛名時。」唐詩人重友誼，於第二件事尤為珍貴。感懷贈別，故舊重逢之

作，屢見篇章。語重心長，情意真切，傳誦千古。

其中韋應物〈淮上喜會梓川故人〉一詩是詠重逢詩的翹楚 :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蕭疏髮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

劈頭二句，道出少年時同客長江、漢水間，放歌縱酒，作浮一大白，真是豪氣

干雲。無奈彈指光陰，匆匆已過十年。羈旅之身，相逢淮上，雖笑話風情依舊，

但鬢髮染霜，漸趨遲暮矣 ! 回憶當年作客楚江兩少年，恍如隔世。依然棲遲海

角，留滯天涯，何日還鄉呢 ?寥寥數句，已濃縮了整個人生的影子了。

唐五律中述重逢佳作還有李益的《喜見外弟又言別》: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 ;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夭鐘。明白巴陵道，秋山又幾重。

詩人生逢安史之亂，藩鎮割據的紛擾。離亂長達十年，親友下落不明。驟然見

面，相對已成陌生人 ; 要問姓氏，方驚知是童年時的舊識。在沉澱的回憶中，

苦苦追索，纔尋出依稀當年的容貌。短短四句，已蘊藉著無恨悲傷。十年的滄

海桑田，說不盡的話兒，整整一夜是不夠的，不覺已是雞啼天亮，又要分手話

別，仍在離亂中各為生計奔馳。整個人生何嘗不是如此，數十年披星戴月，為

糊口而奔波，待得功成名遂，也到漏盡鐘鳴了，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

司空曙的《雲陽館韓紳宿別》亦是情文相生，壓卷之筆 :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別離使人腸斷心摧。久別重逢的驚喜是人生樂事。然而乍遇又要分手，又令

人喜中生愁，歡愉中產出惆悵，不覺唏噓悲嘆。這樣複雜感情，在此詩表露無

遺。我很欣賞「乍見翻疑夢」一句。在意想不到時重逢，委實太好了!太難得了!

反而懷疑到目前的現實不是真的，彷彿在夢中。宛似南唐李煜詞 :「往事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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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還如一夢中。」在這真幻難分際，更顯得情意誠摯了。「相悲各問年」說

出歲月流逝，彼此垂垂老矣。接下來詩人描繪驛棧孤燈影著夜雨，深竹浮著煙

霧。這寒瑟幽靜的氣氛也渲染了讀者的心境，和詩人豫感到偶然聚首，明朝又

要分手的哀傷發生共鳴。讀者也隨詩人從悲至喜，又再回到悲的波浪式感情，

起伏飄蕩。

  上述三首詩將故舊重逢時的複雜心境，澎湃感情寫得淋漓盡致，無可復加。

後來讀到北宋謝師厚寫的二句 :「倒披衣裳迎戶外，遍呼兒女拜燈前。」不覺

拍案叫絕。若一詩有詩眼的話，就在這「倒披」二字。知故友到訪，那急不及

待迎見的心情，用「倒披衣裳」去形容，躍然紙上。「披」是道出主人見友的

迫切。沒有充裕時間整衣以待，只能隨便將衣服披在身上，便出門迎客了，而

且還穿錯了，是「倒披」呀，其見友的急不及待，可想而知。將友人迎入廳內，

命令眾兒女拜見世叔。已隱含著杜甫的「惜別君未婚，兒女今成行。怡然敬父

執，問我來何方。」的詩意。這兩句宋詩，將故舊重逢的境界，再提升一級。

可以說把上述三首唐詩，作畫龍點睛啊 ! 我不期然陶醉在中國文學純美的意境

中。

淺談故舊重逢的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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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隱寺詩拉雜談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凍輕葉未凋。夙齡尚遐異，披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

  這首初唐時寫的五言長律，作者一云是宋之問，一說是駱賓王。駱賓王在中國文

學史上佔一重要的席位，是初唐四傑之一，文采斐然，尤工於五言詩。他是謎一般

的傳奇人物。少年時不務正業，落魄無行，與賭友博徒為伍，曾因債務被拘入獄，

他一生坎呵，坐牢次數不可勝計。有「在獄詠蟬」的五言律詩，是譽動一時，傳誦

千古的佳作。頷聯二句 :「不堪玄鬢影，來到白頭吟」，說自己兩鬢玄黑猶如蟬翼，

但不知不覺頭髮已轉白了。正是從壯年轉入中年的階段，可見得他年紀已不輕了。

  武則天臨朝稱制，光宅元年 (684A.D.)，唐開國功臣李勣之孫眉州刺史英公李敬業

起兵討武則天，以匡復被廢的廬陵王 ( 即唐中宗 ) 為辭，駱賓王年青時結識了敬業

之弟李敬猷，雙雙出入於賭場間，頗有交情，於是被引為充任起義軍的文書，軍中

筆墨，多出其手。那震鑠千古的『為李敬業討武曌檄』，筆鋒凌厲，揭武后的私隱，

毫不容惰。如「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待，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

陰圖後房之嬖 .... 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最後一旬，異常惡毒，揭出武

則天已為唐太宗收用，又侍唐高宗枕席，父子 ( 太宗和高宗 ) 都和她有性關係，如

群鹿雜交。跟著又說 :「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指

則天的狼狠本懷，刃及至親，則天讀檄文，一笑置之，但讀到「一抔之土未乾，六

尺之孤安在。」矍然曰:「有如是才，使其淪落不偶者，宰相之過也!」後李敬業兵敗，

據舊唐書記戴，駱賓王也被誅。資治通鑑的記載卻比較詳盡:「乙丑，敬業至海陵界，

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駱賓王的收場是身首異處。

  很多年後，宋之問遊杭州靈隱寺，寄寓在寶剎內。一夜中宵靜立，一輪高照，月

華滿地，之問細思，如此好景色，豈能無詩，於是朗誦了「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

寥。」有一老僧在宋的身後續上兩句 :「樓觀滄海日，門枕前江潮。」這四句開章點

出靈隱寺的地理環境。老僧續吟的二句，詩境美極了 ! 尤其是「門枕浙江潮」中的

「枕」字，繪出錢塘江入海時的怒浪，滾滾而來，驚濤裂岸的景象。宋之問有了老

僧的神助，文思暢通，毫不猶豫地一氣呵成了這首靈隱寺五言長律。回首一看，老

僧己失了影縱。宋之問多方查詢，方知道位老僧是在傳聞中死於李敬業起兵之役的

駱賓王。賓王之死和他的一生同樣令人疑惑端詳。所以新唐書對駱賓王的結局有不

同的寫法 :「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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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秋，我單人匹馬遊杭州，欲往憑弔明代忠臣于謙的墳墓，去問本地人的杭

州公共汽車路線。因為我的國語太差，「于謙」被誤為「玉泉」。既來之則安之，

遊罷玉泉，順便去路程不太遠的靈隱寺去。寺建在北高峰下的密林中，清幽深邃，

不愧為江南名剎。有康熙皇帝的親筆題匾「雲林禪寺」，當年御駕至此，主持僧要

得皇帝墨寶，因為康熙的書法是出名的，玉手一揮，「雨」字寫得太大，已佔了一

半空間，如何安置三「口」一「巫」呢 ?才子紀曉嵐不動聲色，在手掌中寫了「雲」

字遞給皇帝看，康熙「親灑宸翰」，賜名為「雲林禪寺」，解除了這尷尬局面。清

人王緯有詩題現在的靈隱寺景色前四句 :「古剎岧嶢起碧空，四山蒼翠夾煙叢，松連

絕嶂當門迥，竹引流泉繞院通」。這是很貼切的題詠。但我心中念念不忘駱賓王的「樓

觀滄海日，門枕淅江潮。」在這「四山蒼翠夾煙叢」中既見不到滄海，更無論錢塘

江了。

  我在沈德潛編的「唐詩別裁」中找到了解釋 :「此即今之韜光寺也。後移靈隱於山

下。若今之靈隱，能觀海日，對江潮乎 ? ! 韜光寺位於北高峰的半山腰，距靈隱寺

約三里之遙，一路古木幽深，蒼翠茂密。「韜光觀海」是西湖十八景之一。寺內知

客廳掛上一聯「樓觀滄海日，門對淅江潮」在觀海亭內極目遠眺，西湖如鏡。錢塘

江宛若天邊一條白線，風動叢林，嵐氣蒸騰。請注意「門枕淅江潮」的「枕」字已

改為「對字」。我認為筆力大弱。近人黃文中寫此觀海景為「湖光塔影連三竺，海

日江潮共一樓」也是非常中肯的描繪。

  要符合「門枕淅江潮」一景似乎可在錢塘江邊，龍山月輪峰上的六和塔找到。在

水滸傳「魯智深浙江坐化」一回，寫了魯智深聽錢塘江秋潮後而戛然而逝。傷殘的

武松在六和寺出家守著魯智深的骨灰，寫此二好漢的結局，蕩氣迴腸，確是神來之

筆。現在六和塔內有碑文紀其事，塔外有魯、武二人的石像。漫江沸滾，波濤萬頃，

眾為奔騰，潮高丈餘，這些都是淅江秋潮的奇景，方不辜負了「門枕淅江潮」這句

好詩。隨著歲月消磨，地理變遷，江流改道，從明朝開始，觀潮地點已逐漸外移，

現今海寧鹽官成了觀潮第一勝地。雖然「門枕淅江潮」已不再是靈隱寺地理特色，

這句詩的靈魂神粹永留人間。五代詩人羅隱寫的「錢塘江潮」一詩庶幾可以回應之 :

『怒濤洶洶勢悠悠，羅剎江邊地欲浮。

  漫道往來存大信，也知反覆向平流。

  狂拋巨浸疑傾底，猛過西陵只有頭。

    至竟朝昏誰主掌 ?好騎亦鯉問舊侯。』

靈隱寺詩拉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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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宋徽宗詞

宋徽宗詞 -燕山亭

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作　

　　 裁剪冰綃，輕迭數重，淡着胭脂勻注。

　　 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

　　 愁苦，問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

　　 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宋神宗第九子宋徽宗趙佶是亡國之君，同時是一藝術家。當金兵犯土，城

池陷落之際，他還在宮內建大晟樂府，搜集和創作音樂。他的字，畫，詞是中

國藝術史三絕。這首詞是靖康事變後，他被金人擄去，作囚犯時途中見杏花而

作。

　　 開段連用五句繪畫杏花：

　　 “裁剪”說其工巧；

　　 “冰綃”說其一塵不染；

　　 “輕迭數重”說其花蕊重疊；

　　 “胭脂勻注”說其神韻。

　　 “艷溢”驚人視覺，

　　 “香融”刺人嗅覺。

不是天生畫家，不能這樣給杏花添盡身分。筆鋒轉入好景不常，不久杏花將要

凋謝。不期然產生對自然生物的珍惜，痛恨外界的摧殘：“更多少無情風雨”。

杏花謝後難免庭院冷落，春暮凄涼。因物寓己，寄情之厚，想像之深，宋徽宗

的文學造詣，不容置疑。跟着由杏花想到自己亡國後，飄零無所。可以媲美李

後主的“數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他期望在杏花中迴翔的雙燕能體會

他的心境。但燕子又怎能明白他“離恨重重”呢？故宮已在萬水千山外，希冀

能在夢中去到。但“夢也新來不做”，這妄想是徒然。自己的身世，切合杏花

的凋零，情物相融，詠花還是自詠呢？無怪傳說宋徽宗是李後主轉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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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詞 -眼兒媚

   宋徽宗在北行路上寫了另一首詞「眼兒媚」，其洩露家國淪亡之痛，沁人

心脾。

  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 ; 瓊樹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

首句的「憶」字，是此詞的眼睛。帶動了二十六年帝王生活的奢華。「瓊樹玉

殿」反影出他的皇宮和花園。園內廣植世間珍有的花樹。山石也是奇形怪狀，

是從全國各地徵取運來。「水滸傳」用幾筆寫花石綱的擾民。青面獸楊志本來

職責監運花石。花是異種樹 ; 石是怪石。不幸在黃河翻了船，貨品丟失了。他

怕回去受責，從此流落江湖，結果為盜。

  宋徽宗亦是一音樂家。當金兵南下，宋國土被侵蝕之際。他還設立大晟樂府，

搜集和創作音樂。「絃管」「笙琶」 都是樂器，道出夜夜笙歌，絃歌不絕。

身為帝皇，竟沉醉在藝術境地，國事可知了。一切都悔之莫及。玉京 ( 國都 )

繁華的帝王家已在路程遙遠，萬里之外。這些都成為回憶中的事物。謳歌仍在

腦海中迴旋着。

  「花城」是在回憶中的繁華京城。北宋靖康之變，京城淪陷，大部份人民亡

於兵災，剩餘的流離失所。「人去今蕭索」。繁華盡頭，難免蕭索景象。而自

己呢 ?「春夢繞胡沙」。「胡沙」是金人國土，反襯着自己的家鄉「玉京」。

不幸的「胡沙」是己身所在地。此「春夢」其實是惡夢，也許亦是對昔日繁華

生活的追憶。「繞」字暗示不是永久的長駐，身為俘虜像浮萍在水中飄蕩。故

鄉在那裡呢 ? 呼應着前句「萬里帝王家」。突然聽到金人的樂器 ( 羌管 )，奏

出古時樂曲「梅花」這調子，不禁吹斷了「春夢」，加強了「家山何處」的自問。  

   宋徽宗此詞寫出回憶的酸楚。從「舊繁華」到「人去今蕭索」。從「帝王家」

到「胡沙」，從「絃管」「笙琶」到「忍聽羌管」，現實和憶昔都有強烈的反襯。

宋徽宗不是凝着血淚，字字生輝，寫成此詞嗎 ?

釋宋徽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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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首含諷喻意味的唐詩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金昌緒這首五言絕句，構思非常特別。四句組成一連串的問答，一環扣一

環。那美麗且唱出嘹亮歌聲的黃鶯，好好的在樹枝上，為甚麼要打它。第二句

答就是不想它唱歌。這不是反常了嗎？第三句答是鶯啼驚醒了那女人的曉夢。

為甚麼對這夢有如此珍惜呢？第四句答沉酣的夢還未把女人帶到邊疆遼西和丈

夫會面呢？這首詩點出殘酷，痛苦的現實。唐朝戍邊頻仍。兵士可能一去不返。

年青夫婦除了夢中相會外再不能見面了。多麼悲慘啊！我們且讀陳陶的七絕：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在深閨內的少婦和丈夫夢中共敘幽情，互訴衷曲，她哪裏知道愛婿拚命和

匈奴交兵，早為國犧牲，命喪疆場了。無定河邊的纍纍白骨，有多少是深閨夢

中對象。白骨紅顏，綺夢碧血，這強烈的反比，諷刺了大唐帝國的光輝是用血

淚凝成的。夢醒了，對着那殘燈一點，空牆四面，孑然一身，注定寂寞地渡過

一生，不知夫婿已逝，更覺可憐。

  上兩首唐詩寫丈夫邊疆拼命報國，獨守空房少婦，可能今生鴛夢再難圓，其

命運夠悲慘。唐詩又寫了一批紅顏薄命女子，我們且讀下面三首宮詞 :

( 一 ) 元稹的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宫女在，閒坐說玄宗。

此詩作於唐憲宗元和年間 ( 公元八零六至八二零 )，記幾位風燭殘年宮娥在追

述唐明皇天寶七年 ( 公元七四八 ) 楊玉環得寵，三姊被封為國夫人。楊家富貴

一時，賣官納賄，門庭若市。這是唐朝繁華到達巔峯時代。不久安史之亂爆發

( 公元七五五至七六三 )。兵荒馬亂，國殘家破。唐朝到憲宗時，已歷肅宗、

代宗、德宗三世。國家已非玄宗開元盛世可比。當年明皇出巡所駐的宮殿，也

荒蕪寥落。只有這幾位老宮女守着，在追憶天寶當年，明皇韻事。伴着她們的

是開得姹紫嫣紅的宮花。其實她們入宮時也是紅粉滿面，嬌滴滴的嫩花朵。一

生就這樣寂寞地渡過，正如這些紅花也在寂寞地開着。昔日紅粉佳人已變為白

頭老嫗。詩中「紅」「白」二字，反襯也反映着歲月無情。她們一生意義，似

乎在見證着時代變遷。歷盡戰亂，幸存當世，消逝了的青春，只能在回味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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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戀。「閒坐說玄宗」其實是說自己此生虛度無限哀思、傷感。

(二 )張祜的何滿子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

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少女被選入宮，遠離家鄉三千里。一入宮門深似海，就這樣被囚二十年，青春

消磨凈盡。詩開句用「三千」、「二十」數字，顯示了「空」和「時」。「空」

是遙遠的，和親人分隔，很難再見面。「時」是悠久的，二十年過去，大半生

也輕輕溜走。詩用了何滿子的典故。何滿子是唐玄宗開元年間 ( 公元七一三至

七四一年 ) 在滄州一歌唱家，犯了死罪入獄。臨刑前唱一曲冀望贖死。後竟不

能免。此曲竟流傳下來成經典名曲。老去宮娥重唱何滿子一曲，禁不住兩行珠

淚沿頰流下。對着的「君」是當朝皇帝嗎 ? 我相信不是。他有後宮佳麗三千，

何必會光顧這老宮女。「君」應是一老太監，他能體會和同情這遲暮美人的悲

慘遭遇。上一首對唐明皇舊事，不置褒貶，只含蓄婉述。而此首連用四數字 :

「三千里」、「二十年」、「一聲」、「雙淚」對這廣蓄妃嬪，誤盡無數少女

一生，以填帝皇私慾，發出凌厲抗議。

(三 )白居易的宮詞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

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

宮女在芸芸眾佳麗中能得到皇帝青睞的或然率相當低。絕大多數終生未睹皇帝

一面。詩中的宮女是被「幸」過的，即是曾侍寢席，和皇帝有性關係。然就僅

此一次。皇帝不可能鍾情於她。甚至皇后，貴妃也未能專寵，更何況等次微賤

的婢僕呢。當她獨守空房，聽到前殿的歌聲，顯示皇帝正和新歡在作樂，妬恨

之餘，悲傷從中而來，羅巾盡被熱淚濕透。她無法安然下睡入夢。感悟到雖然

青春仍在，恩愛卻永遠斷絕。只能倚着散出香氣的暖爐坐到天明。這悲戚和哀

怨是永恆的。

  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一四三五)鳳陽才女郭善理被收入宮。只過了十八天，

未有機會見帝，明宣宗朱瞻基病故。朱元璋恢復殉葬惡俗。沒有子嗣的要陪大

行皇帝入陵。郭善理也在其列。死前寫下一詞，情辭悽惋，不忍卒讀。她是否

比唐詩所述的宮人幸運呢 ?此殉葬的殘忍是被宣宗兒子英宗朱祁鎮廢除。

兩首含諷喻意味的唐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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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明皇李隆基一生寵愛過三位女人。第三位是眾所皆知中國四大美女之

一楊玉環。第一是他的表妹武則天的姪孫女武惠妃，武攸止女，為玄宗育二子

一女。武惠妃病逝，玄宗傷悼不已。後寵梅妃江釆蘋，精詩文，喜愛梅花。玄

宗納媳婦楊玉環，寵冠後宮。梅妃被冷落了。有一天帝賠楊妃遊御花園，遠遠

見到梅妃。他恐怕楊妃嫉妒，不敢上前會面。當夜他頓生愛憐，派宮女送一大

顆珍珠給她。她黯然神傷，托宮女退回珍珠給帝，並附上七絕一首 :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燈和淚泣紅宵。

長門自是無梳洗，何用珍珠慰寂寥 ?

安祿山兵陷長安時，梅妃投井自殺。這是曾被寵一時的妃子悲劇。更無論那些

寂寂無聞的宮女了。

註 : 漢武帝廢陳皇后於長門宮

兩首含諷喻意味的唐詩



580

一首寫旅行之苦的好詞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夢破鼠窺燈，霜送曉寒侵被。

                      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

  北宋秦觀這首詞，描寫羈旅行役苦況，和唐詩溫庭筠的“雞聲茅店月，人跡

板橋霜”有同等功力。開句像千鈞萬鼎，壓在讀者心頭。“遙夜”寫出一很漫

長的時間，“沉沉”是黑漆漆，不僅是寫天色，在抒情處，也是一片蒼茫，無

限孤單。“水”是冷清，寂靜的。作者用簡短六個字挑出獨行者的沉鬱，落寞；

鋪出環境的淒清，蒼涼；因而將感情推得很泛遠。驛亭是古時官辦的招待所。

供旅人休息住宿。外面括着猛風，這簡陋的居所，牢牢關着大門。時和空都濃

縮在一剎那和咫尺的地面，更顯得在風雨凄其時，困在裏內的旅客孤立無援。

在這鮮明筆墨描繪下，讀者也被感染到這寂寞難以抵受了。

  在這惡劣環境內，當然不能一覺闖進黑甜之鄉，所以有“夢破”二字。旅客

雖困倦欲睡，但卻被燈下影影幢幢活躍着的鼠群驚醒了。我們可聯想到這草率

建成的驛舍，蕭條，破爛，骯髒到甚麼程度！接近天明時，雖是風停雨歇。但

一陣寒霜侵入被窩，旅者更不能有一好好的休息了。究竟夜風吹過後，會不會

有曉霜降落呢？這是氣象學問題，文學家可以不必深入研究。但用“霜”作為

這飄泊奔馳不定的生涯的襯托，是很有文學韻味的。

  這晚驛亭歇息結果是“無寐，無寐”。疊用“無寐”一詞，強調失眠之苦。

反應開句“長夜”二字。這不是夜長夢多了，而是長夜漫漫，難以入寐，在床

上輾轉反側。又遙遙掛着未來旅程的跌宕挫折，前路茫茫。“門外馬嘶人起”

又催着匆匆起來，整頓行裝。究竟天涯何處是吾家呢？溫詩“雞聲茅店月”用

雞啼作警訊，秦詞“門外馬嘶人起”用馬嘶作警訊，都是催着旅客起步的號角。

所以清代王九齡來一個總結：“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啼。”寫盡旅

行者的無奈徬徨。

  作者秦觀 (一零四九至一一零零 )生活於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期間，

國家尚算承平。他做過國史館編修官，曾因小過貶到杭州，後又被削職，流到

湖南郴州，詞的風格凄婉，深為蘇軾賞識，稱他有屈原、宋玉之才。曾流連於

蘇軾門下，為蘇門四學士之首。



581

  我因而聯想到另一首關於旅行的宋詞，是南宋辛棄疾的清平樂。

                  繞床饑鼠，蝙蝠翻燈舞。

                  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 

                  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

                  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

居室環境同樣惡劣，作者辛棄疾是南宋一大詞人 ( 一一四零至一二零七 )，比

秦觀晚生一百年有多。他是山東濟南人，在南宋高宗紹興十年出世，那時故

鄉歷城已淪為金國土地。二十一歲時參加山東耿京起義抗金隊伍，不成功，

二十三歲隻身奔杭州，歸南宋，官安撫史職位，在任上創立過抗金的飛虎隊，

向朝廷上抗金萬言書。那時宋高宗苟安半壁河山，不事進取，辛棄疾為主和派

壓抑，壯志未酬。一一八一年他遭彈劾丟掉官職，以後長年居住於信州 ( 江西

上饒 )。落得清閒，經常遊山玩水，足跡遍及附近名勝。這詞是作於他在有一

年秋天，來到博山，晚上借宿於一王姓破陋茅寮。詞的上半闋寫這夜甚為恐怖，

風雨交加，屋頂為松樹擊打，破裂的糊窗紙在嗚嗚作響，饑餓的鼠群繞牀而行，

比秦觀「夢破鼠窺燈」猖獗得多 ! 蝙蝠居然也到室內圍燈翻飛。這旅行是享受

嗎 ?跟着在詞的下半闋讀到辛棄疾的感慨。

  這風雨夜，當然不能安睡，回顧自己一生，年青時曾走遍大江南北，遠達塞

外，本以為一刀一鎗，馬上逞威，恢復大好河山，將國都遷回開封。但時不我

與，無奈隱居山林，滿懷報國熱忱，盡付流水，歲月消磨，自己亦白髮蒼顏，

垂垂老矣 ! 屋外狂風暴雨，打着「眼前萬里江山」，情何以堪。這是一遲暮英

雄深深嘆息。比起秦觀的「無寐無寐，門外馬嘶人起」有更深一層思想，挑起

讀者無限同情。

一首寫旅行之苦的好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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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味陳與義一首詞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

              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閒登小閣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此詞「臨江仙」作者陳與義，生於一零九零年，卒於一一三八年，四十八年生

命中處在驚濤駭浪時代。他少年時以詩受知於宋徽宗趙佶，官至翰林學士，且

進參知政事，一一二六年 ( 北宋欽宗靖康一年 )，金兵攻陷汴京，次年將宋徽

宗、欽宗父子、皇室貴族和高官，甚至平民百姓中的藝員工匠，大幫擄去北地，

將開封、洛陽二城洗劫一空，這是慘絕人寰的靖康之變。陳與義幸脫魔掌，輾

轉流離南渡至杭州。

  在中國文學史上，陳與義詩名甚嗓，詞倒是他次要作品，且傳世不多，僅

十八首。這「臨江仙」意境超逸，比起蘇軾、辛棄疾作品，絕無愧色。寫作時

間應是他寄寓杭州時期，經逃亡顛沛，極盡飄零憔悴。生命之火仍繼續熱熾地

燃燒着。「憶昔」二字揭開對往事的依懷，有歡愉、有悔恨、有驚喜、有惋惜、

有哀傷……總不能避免胸襟上留下些惆悵。

  午橋是當年洛陽的俊彥豪英聚首飲宴之處，那杯酒言歡，曠達豪放的時日，

正是國破家亡，親朋分散的前夕。現時追憶，寧謐的生活和當年國家歷盡慘痛，

今昔對比得更鮮明。這些都像長溝流月般，無聲地消逝。

  「憶昔」自然挑起惆悵，作者是在疏落的杏花影下，長笛高歌中，耳目之娛，

令他陶醉。人在畫圖音樂內，藝術生活沖淡了「長溝流月」的惋惜。這難能可

貴的奔放，也蒙蓋着那無可奈何的惆悵。

  詞的下闋開句「二十餘年如一夢」將時候從昔日拉回到今天，空間亦從洛陽

遷移到杭州。「夢」字隱含可深邃了。二十餘年是很悠長的歲月，國事陵替，

故舊凋零是鐵般事實。自己仍僥幸健在。「此身雖在堪驚」傳達了詞人對高齡

數字感到的壓力。其實那時陳與義只不過是四十許中年，因為他生在離亂時

代，很多好友都隨風而去。自己仍存在世間，確有些偷生的慚愧。此兩句反應

着時代變易，人事代謝，作者似乎在默默旁觀着，確是「堪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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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餘年流逝，作者昔日豪情，已逐漸消磨，所剩無幾，可能他再沒有「午

橋橋上飲」的興緻和機會。曠達的情懷依然，他在雨後太陽初出時，登上閣樓，

眺望那無邊田園，景物何等開朗，跟着心情也舒暢得多，坐中豪英消失後帶來

的寂寥似乎也暫時逝去，古今多少事，也煙消雲散，只有那漁父高唱，在夜闌

人靜時，縈繞着腦海，在心底下低徊不已。從漁歌樵唱中體悟人生，非飽歷滄

桑者，不能出此令人咀嚼再三，餘味無窮之言。

  我的年紀已倍於陳與義填寫「臨江仙」當年。很幸運未歷過靖康之變的撼搖

世局。新冠狀病毒全球蔓延也是驚天大事。禁足出外製成無可避免的隔離和寂

寞，只用頻頻寫作消弭點煩惱，在這期間內驚聞幾位有相當交情的辭世，都是

曾和我往中國旅行的遊伴。追懷同遊共樂的時光，俯仰之間，已成陳跡。在這

隔離時期，好友只能電話交通，不可會晤，難免有「故交零落散如雲」之感。

在回憶中，逝者如斯，未嘗往也，二十多年的交情，常溫馨在懷。慢慢品味陳

與義的名句 : 「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不覺惆悵惘然。

再回味陳與義一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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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詩作時間上的旅行

  自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在二十世紀初創相對論後，時間成了第四度空

間。若我們能在時間上向前或往後走，雖足不出戶，一定閱歷到陌生的景物，

不同的世界。所謂滄海桑田，地理上的變遷，非人所知也。唐朝詩人李商隱寫

了一首七言絕句「夜雨寄北」給遠在故鄉的妻子王氏，在時間上的旅行這概念

中，抒發了他那迴環往復的纏綿情韻。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 卻話巴山夜下時。』

    白話的譯法是 :「你問我回家的日期，我還未曾確定著。現在我這巴山地

方，正逢著夜雨，這雨水漲滿了秋天的池塘，不知甚麼時候，能夠和你一起在

西窗下剪燭談心，回憶巴山夜雨的情景呢 ?」

  詩的開句含著一問帶一答。第二句是詩人現今處境的景物，時問是今夜，第

三句是說到將來了。即他日重逢，窗下剪燭時，( 第四句 ) 回憶到今夜雨漲秋

池的情景。短短的時間上的旅行是很顯然的。「歸期」是整篇的靈魂。「巴山

夜雨」重迭再寫，一是襯托今夜自己羈旅異鄉的寂寞淒清。再是重聚時，共剪

燭西窗，談起今夕之巴山夜雨，樂也融融也。很多好詩追懷往事，回味無窮。

此詩的特點是寄寓於將來，而追懷現在，情意更濃郁了。重逢時剪燭花，訴衷

曲。到那時，我一定會把今夜的孤零、蕭索、對家的懸念、企盼之情，慢慢、

細細向你訴說。想不到生在唐朝，一千一百五十年前的李商隱 ( 卒於唐宣宗大

中十二年，即公元八五八 ) 能融匯了這簇新的時間上旅行概念在詩內，發揮了

深邃的感情。

 

  唐文宗開成三年 (公元八三八 )李商隱娶涇原節度王茂元小女為妻，李是一

風格高雅文士，從未倚仗岳父的權勢在宧遊上有所進取。而王氏賢慧淑德，從

未因自己是出名門自傲，甘與夫婿過簡樸清貧生活，五年後 ( 公元八四三年 )

岳父王茂元病逝，李商隱為着功名與生計，頻頻離家遠走他鄉。伉儷情篤，李

時常懸念留在家的愛妻，他赴四川上任一小官在途中寫了一首五絕 :「劍外從

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相思之情，溢於言表。婚姻

生活，聚少離多，確是他一生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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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宣宗大中五年 ( 公元八五一 )，李商隱辭官歸故里。本打算和妻子好好過

一段較長時間，就在未及見上一面前王氏病故，李傷心欲絕。寫了一首悼念亡

妻的七律，情辭悽惋，絕不遜於元稹的「遣悲懷」。

密鎖重關掩綠苔，廊深閣迥此徘徊。先知風起月含暈，尚自露寒花未開。

蝙拂簾旌終展轉，鼠翻窗網小驚猜。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

  「密鎖重關」含人去樓空，只有苔蘚遍佈綠色，獨自在深廊迥閣中徘徊沉思，

微風拂起，月的周圍出現光環模糊色彩。在白露冷寒中花仍含苞未放，蝙蝠在

簾幕邊打圈，老鼠穿過窗網入屋，驚動家人。依稀記得背着燈細細共話情景，

恍惚嗅到妻子的餘香，不知不覺在夜深人靜時候，起來高歌，追懷往昔。這是

痛徹心脾之懸念。令人想起李商隱二名句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此

乾。」雖然李後來和其他女子也有特殊關係，他和妻子纏綿悱惻，是不容置疑

的。

李商隱詩作時間上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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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元曲中張養浩的「北邙山懷古」

  『悲風成陣，荒煙埋根，碑銘殘缺應難認。

   知他是漢朝君，晉朝臣 ? 把風雲慶會消磨盡，都做邙山下塵，便是君也喚

不應 ;便是臣，也喚不應。』

  元曲大家張養浩寫這支「山坡羊」，蘊藏了很深的人生哲學。中國風俗處置

遺骸的態度是最嚴肅的。「死無葬身之地」是一很惡毒的罵人語。反之，「風

光大葬」是一生修來的福祉。北邙山地近「千古帝王都」的洛陽，是一般帝王

公卿，達官貴人埋骨所。作者登臨，極目處一片荒涼，斷碑殘銘，彼彼皆是。

字跡經風雨侵蝕，已模糊到不能辨認，遑論指出墓的主人是誰 ? 在人世享盡榮

華富貴，不過是霎眼煙雲。到頭來盡變成北邙山下的塵土。當年帝王權貴的奢

華，手握天下權，現在算得了甚麼?這支曲警世意義的濃郁，強烈，力透紙背。

因為元曲這文學的形式，容許作者用最淺白的字眼，最俚俗的詞句，寫出深邃

的思想。比起唐詩中杜甫的名句「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和金

詞中的元好問名句『千古北邙山下路，黃塵老盡英雄』，更撼人心靈，更入骨

三分。元曲確有勝詩詞之處，不容欣賞中國文學者忽視也。

  公元四九四年北魏孝文帝從平城(山西大同)遷都洛陽，開始修建龍門石窟，

禁胡服，全面漢化。這是融合鮮卑族和漢族一大壯舉 ; 皇室也從「拓跋」改姓

「元」。直至公元五三四年，高歡發動政變，北魏孝武帝逃往長安，依宇文泰。

高歡改立元善見為帝，並將首都從洛陽搬到鄴城，後宇文泰弒孝武帝，魏遂分

東西。洛陽曾為北魏首都四十年，極盡繁華，佛寺逾千，見羊衒之著「洛陽伽

藍記」。達官貴人，生活糜爛，令人咋舌。

通鑑記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五一九 )

「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官室園圃，侔於禁

苑，僮僕六千，伎女八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

萬……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

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碗，制作精巧，皆中國

所無……」他們為身後營建墓穴，當然也是瑰麗宏偉，世間難匹。生於八百年

後元代詩人張養浩，憑弔北邙山，見到纍纍古墳，盡是斷碣殘碑，不堪入目。

多是北魏四十年都洛陽的遺物。何處是元雍、元琛埋骨之所，已殊不重要，他

們已走完人生路，化作塵土多年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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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養浩是一情感充沛的詩人，他在元仁宗時作一小官。在賑災路上經潼關時

目睹饑民相食慘狀，殘酷的現實激起他對歷史感懷。寫下「山坡羊」

「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裡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他傷心處，不是亡失了的宮殿，而是在統治階級鐵蹄下的老百姓。他撫今追昔，

緬懷逝去的情操是很深邃的。

「驪山四顧，阿房一炬，當時奢侈今何處？只見草蕭疏，水縈紆。至今遺恨迷

煙樹。」

  在「北邙山懷古」一曲中，張養浩指出那些難辨主人的破落古墳，生前雖喧

赫一時，現今和那些「死無葬身之地」被詛咒之人，其實沒有分別。在兩首懷

古 ( 潼關和驪山 ) 的「山坡羊」中，他對那些不再存在的宮殿雖有感慨，但點

出在盛衰興亡之際，老百姓受苦是持續不斷的。

  張養浩的歸宿是辭官退隱。他那敏銳觸覺陶醉他在大自然中，我們且讀他的

「雁兒落」。

  「雲來山更佳，雲去山如畫，山因雲晦明，雲共山高下。 倚仗立雲沙，回

首見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戲野花。 雲霞，我愛山無價，看時行踏，雲山

也愛咱。」

在他筆下，巍峨的高山和飄蕩的白雲竟溶化了。雲霧繚繞着時隱時現的峰頂，

山和雲在競爭着高低，他手持拐杖，立在雲中，見到野鹿臥在草叢上，山狼在

野花旁進出。大自然總不能缺少動物呀 ! 於是勃勃生機，溢然紙上，此曲更有

畫龍點睛之筆。不錯，他深愛着大自然，而大自然的回應，也深愛着他，因為

他和那些野鹿、山猿，同是大自然內的生物。張養浩的家居很樸素 :

「俺住雲水三間，風月竹千竿。一任傀儡棚中鬧，且向崑崙頂上看。身安，倒

大來無憂患；遊觀，壺中天地寬。」

他的環境雖簡陋，卻清淡，儼然是崑崙山頂的仙居。「倒大來無憂患」給他的

安寧，是超越塵世外。在這「壺」中的狹小空間，因為遠離外界紛擾，心無牽

掛，倒覺得「天地寬」起來。這點出辭官歸隱的真正原因。至於他離開世界，

身後安排，倒不用操心。他在北邙山見到墓穴殘破，古碑零落，就給他無限啟

示。

略談元曲中張養浩的「北邙山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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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湘雲菊花詩暗伏「白首雙星」

  清代筆記「續閱微草堂」有如此一段記載 :「紅樓夢 ... 自八十回以後，脫

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有人曾見一舊時真本，後數十回文字皆與今本絕異。

榮寧(賈府)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為家，至淪為擊柝之流;

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

言也 ....」近代紅學家周汝昌據此大做文章，索隱摘微，推出賈寶玉，史湘

雲屢遭離亂，皓首重逢，恍如隔世，貧困中草草共諧連理。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寫史湘雲在薔薇架下檢拾得一金麒麟，是賈寶玉日常佩戴的，所以此回回目是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點出賈史二人「白頭偕老」也。我是同意周汝昌推論

的。史湘雲是紅樓夢僅次於林黛玉，薛寶釵的第三女主角，是寶玉另一表妹，

胸懷坦蕩，天真爛漫，行事光明磊落，比起林薛二人，心無城府，好似霽月光

風，是另一種性格，且詩才出眾，俊逸處直逼林薛。寶玉賞識此表妹，不下黛

玉，前八十回說她配公子衛若蘭，但嫁後夫早卒。這好姻緣終是「雲散高唐，

水涸湘江」。不久夫家母家因政治因素破敗，湘雲輾轉流離湖海間，胼手胝足

為生，久經磨煉後，形容憔悴，苦難中偶遇寶玉，時寶玉元配寶釵已病逝，於

是順水推舟，二人遂成眷屬。我認為這樣的故事佈局極盡盪氣迴腸，沒有浪費

前八十回細筆寫湘雲的墨汁。

  湘雲晚年嫁寶玉，在她寫三首菊花詩內可找到點線索。

供菊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

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

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這詩開始便說琴酒是雅事，若桌上供著一枝菊花在瓶內，真是錦上添花了。那

幽香隱約地傳入鼻蕾，好像將園中小徑上的露珠灑在座中，頭三句輕易地描出

供菊的意境。大嫂李紈雖將此詩評為第八，林黛玉非常推重此詩:「據我看來，

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敷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

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道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

其實頸聯上句也是很精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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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清紙帳來新夢」的「霜」字出自陶淵明詩 :「芳菊開林間，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和蘇軾詩句 :「菊殘還有傲霜枝。」真是添盡菊花

身份。從霜清的園圃移入紙帳內的書室，確是給菊花簇新的環境。最後點出菊

花開在桃李之後，春風已逝，秋氣肅殺之際，這孤標傲世，確實和詩人氣味相

通。「供菊」亦隱藏著湘雲和寶玉的關係，開首兩句輕寫少年時期在大觀園內

花團錦簇的琴酒生涯。「隔座香分三徑露」說寶玉先有意中人黛玉，境中人寶

釵，輪到湘雲，分香露的是第三徑了。「拋書人」是湘雲 ;「一枝秋」是寶玉，

重聚的境地是「霜清紙帳」，以紙為帳的床席當然不能抵禦那清霜寒氣。「來

新夢」是二人終成夫婦，踏上另一境界也。「圃冷斜陽憶舊遊」，在貧困的晚

年共同回憶青梅竹馬的生活，往事不堪回首矣 !「春風桃李未淹留」即是「三

春去後諸芳盡」，大觀園裙釵，死的死，去的去，風流雲散，只剩下他們二人

牛衣對泣，(傲世同氣味亦隱含為世俗不容之意 )「樹倒猢猻散」，言猶在耳，

屈指已三十多年矣 !

對菊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

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李紈評此詩為第五，因為她很欣賞「科頭坐」，「抱膝吟」兩詞。「竟一時也

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的確這兩詞不僅是對仗工整，且把「對

菊」的情景，刻畫得淋漓盡緻。「科頭」是開科取士的榜首，捧菊花為花中之

王也。「抱膝吟」寫書生的酸腐氣，躍然紙上，其實此詩遠不及「供菊」的含蓄，

頸聯兩句引菊花為知己，同是遺世獨立，出塵不染，意境非常超逸。此詩暗寫

湘雲重會寶玉，機緣難得，貴比金也。時二人在人海浮沉，歷盡風霜，所以「一

叢淺淡一叢深」，二人皆一貧如洗，只能在「蕭疏籬畔」，「清冷香中」互相

慰藉罷。「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君」是寶玉;「我」是湘雲，

湘雲是寶玉的紅顏知己，是不容置疑的。大半生已靜靜地渡過，不能再辜負荏

苒秋光，彼時「故交零落散如雲」，剩得他們二人相依為命，要好好地珍惜這

夕陽的餘暉了。

史湘雲菊花詩暗伏「白首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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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影
秋光疊疊複重重，潛度偷移三徑中。

窗隔疏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不知何故，此詩竟不上榜。寫菊花的影子很貼切傳神，尤其是頷聯上句的窗

外花影，被那微弱的燈光照射著，遠近依稀可分。下句的東籬月色，隔了笆的

木板，將圓月破了，花影鎖在虛無飄渺中，跟著頸聯說 : 這影子留下了花的靈

魂，而這「霜印」(即花影)終不可以永恆地刻下來。這即和離，虛與實的詩意，

美極了，使我聯想到後來湘雲，黛玉中秋節聯句:「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

凄清極了 ! 和「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憑此

二句，便可和此次作詩競賽的冠軍，黛玉「詠菊」的頷聯「毫端蘊秀臨霜寫，

口角噙香對月吟」一較高下。請注意自陶淵明後，在詩人眼中，霜和菊花已難

解難分了。現實是殘酷的，菊花也有暗香踏碎的地方，只好推作半醉半醒的龍

鍾步伐罷。此首詩暗示寶玉，湘雲最終的關係。曹雪芹對賈寶玉最後的安排是

「貧窮難耐凄涼」受不了生活煎熬，毅然「懸崖撒手」拋下妻婢，出家為僧，「寒

芳留照魂應駐」是湘雲對寶玉的永遠懷念，「霜印傳神夢也空」是湘雲對他們

夕照餘情的恆久嘆息，應了她寫白海棠詩二句識語 :「自是霜娥偏耐冷，非關

倩女欲離魂。」湘雲和當年怡紅院婢女麝月是跟隨寶玉最後二人，麝月在寶玉

華誕時抽到「開到荼蘼花事了」一簽，這義婢在繁華事散，諸芳去盡後仍跟隨

著舊主人，晨昏照顧，甘於食貧，確是難得，所以熟諳紅樓舊事的脂硯齋寫下

「雲自飄飄月自明」的評句。林黛玉「菊夢」一詩開句是「籬畔秋酣一覺清，

和雲伴月不分明」，點出「雲」「月」二人，此時已是暗香踏碎，花無全軀了。

人生一切都是醉眼朦朧中一幻覺罷 ! 湘雲和寶玉晚年短暫的姻緣，終是「白首

雙星」，「雙星」是牛郎，織女二星，永隔銀河，遙遙相對。寶玉為僧，湘雲

滯留塵世，仙凡永隔，好比牛郎，織女二星，所以「紅樓夢」以大悲劇收場也。

史湘雲菊花詩暗伏「白首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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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另三首梅花詩

  「紅樓夢」記載了四首梅花詩。邢岫煙，李紋，薛寶琴各寫了一首。賈寶玉

作了「訪妙玉乞紅梅」一首。這四首詩都有很高的藝街價值，且語帶相關，隱

示了八十回後的故事情節。我已詳細分析了薛寶琴的詩，現再略談其他三首。

(一 ) 邢岫煙 (用「紅」字韻腳 )

桃未芳菲杏未紅，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妝融寶炬，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濃淡由他冰雪中。

此詩開句便點出梅花不畏嚴寒的特性，桃杏仍噤伏在冰天雪地間時，紅梅冲寒

綻開 ; 東風拂過時，花枝招展，笑臉迎人，確是不同凡響的奇花。律詩作者在

頷聯用了千鈞之力破題，技巧之一就是用典。讀者若明白典故的來源，更能欣

賞頷聯雕琢磨練之功。「魂飛庾嶺春難辨」用了一地理典。大庾山界於江西，

廣東二省之間，是五嶺之一。山上遍植紅梅花。當華北仍處千仞冰封，萬里雪

飄的冬天，位於南中國的大庾山已有春暖之徵，紅梅怒放，所以大庾山有「梅

嶺」的俗稱。當詩人吟詠梅花時，不期然魂魄飛到大庾山。眼下一片燦爛的紅

海，還錯認春天降臨，但細想一下，北京仍籠罩在隆冬的苦寒內，於是詩人迷

惘了。「春難辨」三字描寫梅花冲寒早開，入木三分，非工於律詩，不能有此

功力。「霞隔羅浮夢未通」用了一神話典。隋朝趙師雄夢遊羅浮山 ( 在廣東博

羅縣增城郊區 )，晚上共一美人飲酒交談，不覺醉倒，醒來時身在紅梅樹下，

方悟到遇上了梅仙。霞是黃昏時紅色雲彩，用來喻茂盛的梅花。這梅花燦若晚

霞，穩蔽了女仙人，雖有夢難通，頷聯上句點到梅花的特性，下句囊括了梅花

的氣勢。跟著頸聯兩句貼寫梅花的形象。「綠萼添妝融寶炬」的文詞畫面臻上

選，綠萼是緊觸花下面的葉托。寶炬是寶貴的蠟燭。整句的意思是紅梅在葉托

上開放宛若在綠萼上燃燒著的蠟燭。美極了 ! 比起薛寶琴的「遊仙香泛絳河

槎」，另創一境界，不惶多讓。詩人給梅花創了這詩情畫意，似乎未盡其才，

接着寫下「縞仙扶醉跨殘虹」。縞是白色的絹。詩人用縞仙 ( 即身穿白衣的仙

子)去代表梅枝上疏落的積雪。因為這些雪是隨意地，雜亂無章地附在枝條上，

可以說醉不經意，朦朧酩酊的。虹有七彩，梅枝是以紅為主色，所以是「殘虹」

也。「縞仙扶醉跨殘虹」完成了梅的圖畫。頸聯兩句創下美麗的梅花形象，深

得律詩手法精華。結尾兩句給梅花一總評價，是輕描淡寫。詩人了解到頷、頸

二聯，大創新意，極盡奇麗。若尾句寫得太累贅，便畫蛇添足了。



592

  作者邢岫煙是賈寶玉大伯母邢夫人的姪女，家境寒素，跟隨父母上京投靠姑

媽，希望能在京城覓得金龜婿，多少有點待價而沽的企圖。她雖然貧窮，自幼

精通詩書，立身淡泊，隨份知足，是一蓬門碧玉的典範。果然不負所望，為薛

寶琴的大哥薛蝌娶為妻室，改善了自家經濟環境。依曹雪芹的本例，邢岫煙的

梅花詩亦暗示她的一生。邢岫煙在窮人隊伍的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正是詩的

首二句。凁寒笑東風，其喜可知，同儕的桃杏，當然追不上她的大紅大紫了。

她嫁入薛家後，享受了很短的富豪生活，薛家便遭大變 ( 請參閱薛寶琴梅花詩

一文)。庾嶺，羅浮山都是中原人士被貶南下所經之地。薛家人口瑯璫入獄後，

都被流放到嶺南不毛之地。似乎此時薛寶琴下嫁給南海一土人賺取些許金錢接

濟母家。岫煙也隨夫南下，見到庾嶺景色，冬春難辨。亦可以說她嫁入薛家滿

以為春天到臨，誰料到薛家犯了罪，家產被抄，仍被打回到嚴寒的冬天。他們

到了增城羅浮山地帶，薛蝌得病一命嗚呼。趙師雄和梅仙相遇的美夢，永不再

出現了。所以「霞隔羅浮夢未通」也。「綠萼添妝」即是貧女加衣。「融寶炬」，

不祥極了 ! 燃燒著的蠟燭，雖然發射了些光芒，終有油盡燈枯的時候。這榮華

只是曇花一現罷。縞仙是全身縞素着了孝的人，必定家有喪事。「扶醉跨殘虹」

是在神搖魂潰中處理剩餘的家當。邢岫煙幼經憂患，畢竟是強者，不會效賈寶

玉，賈惜春兄妹逃禪避世。雖在冰雪侵襲中，仍屹立不倒，發奮圖強。

(二 )李紋 (用「梅」字韻腳 )

白梅懶賦賦紅梅，逞豔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偷下瑤臺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寄言蜂蝶漫疑猜。

  作者從另一角度去看紅梅花。她首先告人在白梅，紅梅間，選擇了後者。「逞

艷」二字寫出紅梅的先聲奪人。醉眼寫出欲開欲閉的眼睛，喻梅花微開時嬌麗

之姿，是在含苞待放和花心怒開間一過程，是梅花最惹人憐愛的階段，頷帶兩

句是作者嘔心嚦血出來的傑作，給梅枝新闢一形象，大異薛，邢二才女的作品，

「凍臉有痕皆是血」是凍紅上斑斑血潰，但這血在冰寒天氣中已凝結，像枝條

上負着纍纍花蕊。詩的形象取之不盡，有天才詩人順手拈來，七字砌合了令讀

者掩卷閉眼默思，沉醉於這極美的境界。接下來詩人想深一層，這纍纍花蕊終

變成纍纍果實。梅子是酸梅湯的主要材料。那時鮮紅的梅花換了色澤灰暗的梅

子，這是大自然應有的循環，沒有甚麼遺憾，所以「酸心無恨亦成灰」了。寫

梅花至此，已到高峰，筆勢一轉，頸聯連用二神話典，再深入描畫梅花。梅花

本是白色，因錯服奇藥便將色澤變紅了，點出白梅紅梅實是同類，除了顏色外，

花瓣結構都是相同的，下句說本來居於西方王母瑤池邊的碧桃，不甘寂寞，偷

「紅樓夢」另三首梅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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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凡間，「脫胎換骨」，幻變成紅梅。寫出梅花具有桃花的鮮紅和馥香。作者

簡直在頸聯內作植物學上的比較了。才女之冠林黛玉也精通此意。她的白海棠

詩內有「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二句。律詩變化無窮，並不是隨

便將七個字拼合草草了事。的確這二典故深入地寫出梅花的形態。至此作者意

猶未盡，結句是大地上梅花一片嫣紅斑爛，那些狂蜂浪蝶還以為春天已到，紛

紛出動呢。這便回到邢岫煙的「春難辦」詩意。此詩寫梅花可算痛快淋灕。

  作者李紋是賈寶玉大嫂李紈的堂妹，也是紅樓副十二釵之一。她跟隨寡母投

奔李紈，居於大觀園內的稻香村。「紅樓夢」前八十回未有機會給比才女多加

筆墨。除了此詩外她在蘆雪亭即景聯句內報效了「陽回斗轉杓」一句，反映出

她精通天文，可覓得她是很博學的。當然此詩也暗示了她的結局。因為原書資

料不夠，我無從揣測。我要點出「凍臉有痕皆是血，酸心無恨亦成灰」二句，

似乎她曾被人鞭打過，面土留下血痕，雖然心酸淚下，不敢怨恨，但對未來的

展望，已是心灰意冷。她的命運也是很慘的，所以入薄命司也。

(三 )賈寶玉 (訪櫳翠菴向妙玉乞紅梅 )

酒未開樽句未裁，尋春問臘到蓬萊。

不求大士瓶中露，爲乞孀娥檻外梅。

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衣上猶沾佛院苔。

  眾才女在蘆雪亭作即景聯句。賈寶玉居榜尾，社長李紈罰他往櫳翠菴折一枝

紅梅供於室內。菴內住着另一位才女妙玉，是一帶髮修行的道姑，儀容脫俗，

文采斐然，是寶玉極端看重的。妙玉塵緣未了，對這貴介公子，頓生情愫，他

們的關係，可說是非常微妙。寶玉雖受此罰，並不引以為苦，因為他時常渴望

找機會和妙玉接近。這首詩便直言寶玉的心態。開句說他接受命令時的驚喜心

情。還未開樽飲一杯酒禦風寒和仔細推敲詩句呢，便匆匆走向蓬萊仙境了。尋

春的「春」在那兒 ? 不就是那「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的妙玉嗎 ? 頷聯用

了佛教的典故，大士是觀音菩薩，她瓶中盛有甘露，可普渡眾生。寶玉此來不

是求比甘露免災難，而是向嫦娥 ( 即妙玉〉乞取欄杆外的一枝紅梅。將妙玉比

作嫦娥，仰慕之情，溢於言表。頸聯兩句用「紅雪」和「紫雲」喻梅花，頗有

新意。將梅花從月中 ( 櫳翠菴 ) 遷到世間 ( 蘆雪亭 )，只是下句重覆了上句的

涵義，筆力弱了，比起邢，李，薛三位才女的梅花詩，大為遜色，「紅樓夢」

開卷自白 : 「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

覺其行止見識，皆由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父釵，我實愧則有餘，

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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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並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

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書中主人翁賈寶玉就是作者曹雪芹。詩才大遜正十二釵中的林黛玉，薛寶釵，

史湘雲，賈採春，妙玉諸人。比起副十二釵中的邢岫煙，李紋，薛寶琴仍有所

未及。此梅花詩就是很好的例子。結尾兩句倒寫出折梅時的辛苦。「搓枒」是

骨格嶙峋之意，彼時寶玉冷得雙肩聳起。採花時身上沾滿了園中的青苔。「衣

上猶沾佛院苔」很有詩意，且含着餘音未盡。整首詩重點是折梅，梅的形象只

用了「紅雪」，「紫雲」，不能和薛詩的「紅袖笛」，「絳河槎」，邢詩的「綠

萼融寶矩」，「縞仙跨殘虹」，或李詩的「凍臉血痕」，「酸心成灰」等生動

的形象相比。作梅花詩競賽，賈寶玉又落第了。

  此詩穩寓了寶玉的結局。他的心中人林黛玉患了最後期肺病，青年夭折，早

回仙鄉。家庭壓力逼他和自己志趣不投合的薛寶釵成婚。「空對着山中高士晶

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黛玉已成了蓬萊仙境的人。寶釵雖才德兼備，

在寶玉眼中只是一可敬而不可親的高士而已。他捨棄了這大士的瓶中露，而冀

望尋春問臘到蓬萊，向這世外仙姝乞取一枝檻外梅。心境何等落寞，情意如此

淒涼。頸聯兩句，正面解去顯出此詩的毛病 ; 暗面解去托出結構的工整。「紅

雪」即紅薛。「入世冷挑紅雪去」。從世俗眼光來看，賈家為他挑選的夫人是

花中之王，「任是無情也動人」的紅牡丹薛寶釵。因人生哲學的基本衝突，在

世時夫婦是冷冰冰的。寶釵貧困中病逝。寶玉續娶湘愛 ( 請參閱「菊花詩」一

文 )。結果是「離塵香割紫雲來」。史湘雲比薛寶釵了解寶玉多矣 ! 是黛玉後

寶玉的唯一知己。寶玉拋棄湘雲出家，有很大的割愛。寶玉脫離塵世前貧窮潦

倒，過了一段很長「蓬牖茅椽，繩牀瓦竈」，「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的

歲月，餓得骨瘦如柴。「槎枒誰惜詩肩瘦」，茫茫人海中有誰對此落難天才寄

予同情呢 ? 「衣上猶沾佛院苔」點明他為僧的結局。此詩寫了寶玉和三釵的關

係，纏綿悱惻，和最後懸崖撒手，感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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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寶琴的梅花詩

「疏是枝條艷是花，春妝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臺種，無復相疑色相差。」

  年僅十五歲的薛寶琴，是曹雪芹筆下大觀園內眾多才女最年輕的。她才思敏

捷，詩品超逸，明艷照人，是「琉璃世界白雪紅梅」。這首以「花」作韻的梅

花詩開句便入題，寫出那疏影橫斜，迎春早發，像開歲時的小兒女穿了新裝爭

妍鬥艷般燦爛的梅花。律詩最考功力的是頷，頸二聯，不單止平仄，韻腳合格，

對仗工整，還要深入詩情畫意，讓讀者慢慢嘴嚼，回味無窮。「閒庭曲檻無餘

雪」已寫到春暖雪消，花到濃時花欲謝，晚霞紅透天邊，以暗示花事將了。奏

一曲流水空山，高人雅調也。頷聯上句兼隱作者之姓，下句兼括作者之名。頸

聯用「紅袖笛」和「絳河槎」作梅枝的形像，美極了 ! 「幽夢冷隨紅袖笛」

一句除呼應著「流水空山」外，亦道出夢醒西樓，人琴俱杳的寂寞，惆悵。北

宋林逋的詠梅絕唱「暗香浮動月黃昏」也被頸聯下句說破。槎是木筏，雲遊的

仙子乘此沿著紅色的天河而去 ; 空餘一縷清香在人間。於是讀者產生無限依戀

和懷念。頷，頸二聯雕工之細，意境之高，令我拍案叫絕 ! 結尾二句形容出春

殘花落，但仍提醒讀者比花是瑤臺品種，勿以現時的凋零而輕視之也。八句

五十六字寫盡梅花的始終，筆力直透紙背，不愧是才女擲地有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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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寶琴詩暗示自身結局

  薛寶琴是寶釵的堂妹，紅樓副十二釵之一，同屬「薄命司」。紅樓諸女都有

詩，詞，歌，或謎語暗示終身，薛寶琴也不例外，她的梅花詩就是她的結局預

言。此詩寫梅花由盛而衰就是她一生的反映，她出自高門望族，青年時享盡榮

華富貴，錦衣玉食。不幸地晚景凄涼，歷盡人間冷暖滄桑。「閒庭曲檻無餘雪」

的「雪」是指「薛」。薛家驟經巨變，舊業盡失，朱門綺戶，庭院林園，曲檻

迴廊已沒有姓薛的份兒。寶琴的母家完了 ! 「紅樓夢」前八十回提到寶琴已許

配給都中梅翰林之子，似乎這婚姻並不如意。「流水空山有落霞」使我想到王

勃的文句「落霞與孤騖齊飛」。這孤騖徘徊於流水空山間，可見得寶琴下半生

是極盡飄零憔悴的。昔日繁華已隨紅袖笛的餘音而去。美景好運也像絳河槎一

去不復返了。人老珠黃，形神交瘁，昔年色相已付流水，只能以系也名門的瑤

臺種作解嘲和聊以自慰罷。何以嫁後遽致此呢 ? 我們從她的一首「真真國女兒

詩」看出些端倪。

「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古今，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

  似乎寶琴晚年居留在南海一島上，是佈滿雨林的瘴氣烏煙之鄉。所謂「島雲

蒸大海，嵐氣接叢林」也。這是和中原文化絕對隔絕的。風月依然，人事變遷。

「情緣自淺深」的「自」字頗耐人尋味。是否寶琴的丈夫梅翰林之子早夭，寶

琴逼於生計或紓解母家大難，遂嫁給南海一土生王 ? 她與前夫梅同氣相投，恩

愛彌篤。她與後夫婚姻是買賣性的，所以情緣有各自深淺之別也。雖然萬里投

荒，故國之思，家鄉之惰，常縈腦海，自嘆紅顏薄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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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戰略

  一九九一年二月廿七日，以美國為首的七國聯軍，用雷霆閃電攻勢，光復科

特威全土，並將伊拉克陸軍中的精銳部隊 Republican Guard 陷入重圍。任他

有通天本領，也難逃出袋形圍攻外，結果全軍盡墨，波斯灣戰事遂告結束。

  當天聯軍統帥 General Norman Schwarzkopf 接受記者群訪問，把聯軍戰略

告示世人。他先在一日內毀掉了伊拉克的空軍，取得了絕對的制空權，然後五

星期內在伊國本土和科威特戰場作晝夜不息的疲勞轟炸，除攻擊所有軍事目

標外，並摧殘了在戰場中的伊軍士氣。在這空襲期間中，派數師，包括美、

英、法三國的部隊，向西移防百多里，一旦陸戰爆發，此支兵可向伊拉克作懸

軍深入，直指向其心臟，果然不出統帥所料，此西行軍在二月廿五日，抵達

Euphrates 河岸，堵塞 Republican Guard 的歸路，完成了包抄的任務，且在

伊國內銜枚疾走，如入無人之境，在離伊都巴格達一百五十里處紮營，必要時

取伊都如探囊取物。

  另一方面統帥在科威特海面虛張聲勢，派艦隊深入波斯灣，故佈海軍登陸的

疑陣，並嚴兵陳於蘇地和科威特接壤處，給伊軍有隨時攻堅的感覺，此陸戰在

一百小時內結束，主因是伊軍毫無表現，不堪一擊。但統帥所定的戰略，雖遇

強敵，奏效的成率甚高，因為西行軍可作犁庭搗穴之舉，震撼前線軍心。縱使

伊軍有敵愾同仇的士氣，也難免腹背受敵。而此西行軍的行動，全出於伊軍意

料之外，我們目睹伊軍倒油入海，火燒油田，便知道他們的注意力在東不在西

也。

  無論如何，此戰略是卓越的，據聞 Schwarskopf 將軍熟讀孫子兵法，且涉

獵中國歷史，我頗懷疑他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前車之鑑，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就曾

有一個卓越的，但未被用於實際的戰略，此戰略詳細記載在「資治通鑑」卷

二百一十九，唐紀三十五，肅宗至德元載 (即公元七五六年 )內。

  公元七五五年，安祿山自北京起兵，越黃河攻陷洛陽，勢如破竹，長安危在

旦夕，唐明皇逃入四川避其兵鋒，他的兒子李亨在寧夏自立為帝(即唐肅宗)，

興勤王之師，企圖恢復洛陽、長安，謀士李泌代他擬一偉大的戰略 : 以一支軍

屯太原，一支軍屯馮翊 ( 陝西省北部 )，如此駐防在洛陽和長安的賊軍必受牽

制，不敢妄動，勤王軍隊在洛陽，長安通道，到處擾亂，虛張聲勢，使賊軍疲

於奔命。然後以一支疾行奇兵，繞道潛經內蒙古，越居庸關南下北京，取其巢

穴，先解決賊兵的根據地，使他們退無歸路，再以西域胡兵在邊境處處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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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剿滅流竄的賊兵。

  仔細研究一下，Schwarzkopf 的戰略和李泌的戰略不是頗相似嗎 ? 從內蒙

拊、北京之背一軍不是西行入伊拉克一軍的前師嗎 ? 直接攻長安和洛陽的疑軍

不是在蘇地設防和駛入波斯灣的艦隊同樣有釘死敵方大軍的作用嗎 ?

  假若當時唐肅宗用李泌計，安史餘黨便不可能盤踞河北，做成日後藩鎮之禍

了。中國歷史在唐肅宗後定改觀了，但肅宗因廢父自立，內疚在心，要立功以

示國人，故捨李泌之策而急於收復兩京，明末史評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感

慨地論此事 : 「肅宗已至鳳翔，諸軍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並塞以取

幽，燕，使其計行，則終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禍永消 ; 而肅宗不從，急用回紇

疾收長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同樣地，Schwarzkopf 將軍礙國際形

勢，及美國的諾言，其西行軍只能用作圍堵，不能長驅入巴格達作直搗黃龍之

舉。

                                                         

  可惜啊 ! 李泌奇謀不用，河北遂在政治，經濟，和軍備上脫離了中央政府，

而文化上，亦漸漸胡化了。此點近代史家陳寅恪論之甚詳，直至五代石敬瑭時，

桑維翰建議索性把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的耶律德光，因為彼時河北在文化上已

形同異邦，其向心力倒傾向遼了，所以人民也沒有作起義反抗屬遼。王夫之再

用沉重的筆調論此中古史的轉捩點 :「故肅宗之失，在不聽鄴侯 ( 李泌封位 )

之策，並塞以攻幽，燕，使諸賊失可據之穴，魂銷於奔竄，而後受其歸命之忱，

薄錄其將，解散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綏其亂，失此不圖，遽欲挽狂瀾以歸壑，

庸可得哉 ? 鄴侯去國，兵無謀主，郭李之威，盡於一戰，思明再叛，河北終不

歸唐。」在君主專制時代，有天下奇才如李泌，也不能展其謀略，讀史至此，

令人掩捲低徊不已，Schwarzkopf 將軍幸運得多了，Bush 總統對他可說是言聽

計從，維限於政策，未能入伊都生擒這罪首元魁正法，可能遺將來之患，此非

將軍籌劃內能做到的。

卓越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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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論

前言
  李泌是我國中古史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在前文「卓越的戰略」中，我已詳

細分析他「直取范陽」之策如何能改變歷史，此文論李泌的人生哲學和心理，

指出他的戰略不能被執行的真正原因。

  唐自漁陽亂後，一蹶不振，外有驕兵之藩鎮，內有弄權之宦官，雖有憲宗，

武宗之英武，裴度，李德裕之宏量，不能挽已潰之狂瀾，豈安史之餘毒，能綿

延數世而不息哉 ? 考唐政之失，在玄宗之任李林甫以啟禍源也，然肅宗雖云中

興，固苟安之主耳，未能蕩六合以起頹風也。

  李林甫雖姦，不知秦檜之翦夷善類，楊國忠雖邪，未若賈似道之荒淫蔽君，

范陽兵甲雖起，天下雖殘，而唐室數世之教養，玄肅之世，人才固林立也，非

若南宋之無人以待蒙古之吞噬焉，內有郭子儀，李光弼之將，以建藩籬之守，

外有顏真卿，張巡之臣，以躡賊兵之後，安史之敗，固指日可待也，奈何安史

甫亡，藩鎮旋興，田承嗣，李寶臣以亂賊之餘，擁甲連兵，河北遂非唐有，肅

宗失策，無間言矣 !

  以李，郭強兵絆史思明之眾於常山，長安，用西域胡兵堵塞東北以絕賊之歸

路。而潛使建寧王自雲，朔，越歸，檀，南取范陽直搗其巢穴，李泌之奇策也，

倘肅宗能用其謀，賊有內顧之憂，唐有圍攻之勢，必無僕固懷恩樹置河北諸帥

之禍矣。肅宗急於成功，借回紇以復兩京，計莫下於此者，夷狄，狼子之心也，

引其兵殘中土，賊未平而我先受害矣。

  嗚呼 ! 泌之一言，蓋能變數百年之局者，其言棄，燕雲數州，歷五代，遼，

金元淪沒四世紀不能歸中國有也，然肅宗不能用泌耶 ? 乃泌不能用肅宗耳，當

肅宗跳身靈武，泌以東宮舊友，追隨左右，其親嫟之情，群臣莫與之倫，君臣

魚水，毋遜於劉先主與諸葛孔明，肅宗欲寵以高位，授之以大權，而泌固辭曰:

「為天子之友，貴已極矣，陛下何必屈其志。」嗟乎 ! 泌誤矣，名位，紀網之

所繫也，泌誠淡泊，然此心豈肅宗所能辨之耶，終肅宗能體泌之心，張后，李

輔國，魚朝恩能敬憚之乎 ? 在彼傖眼中，泌乃一無權無勢之山人而己，故能置

建寧王於死地，幽太上皇於南宮，收李，郭之兵權而坦然無忌也，泌之失，在

辭肅宗之相也，君臣相得之情，為群小所隔，迨至建寧王因詘讒而死，泌遂岌

岌憂身不保而辭歸衡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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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抱經綸材，實千古稀見。觀其志，非嚴光，陳搏之操也，奈何避名位如畏

虎蛇，豈其欲假清高以養望，效謝安石東山絲竹故智耶?若此，泌用非其時也，

泌幼以令聞，為張說賞識於童蒙，及其輔肅宗也，天下拭目以待焉，其望早成，

奚用養為 ? 此其曠落豁達之度累之耳，泌負濟世之才，而修黃老之衛，於功名

之際，本無可否，故其力辭肅宗之相，為元載所抑而處之泰然，睹盧杞誤國而

不置一語，不與人爭一日短長也。

  肅宗急功近利，李輔國持之耳，倘李泌以儒家當仁不讓而立身，責無旁貸，

導肅宗於正軌，李輔國邪言焉能入哉? 肅宗，中才之主也，可以與之立功名也，

以泌之得君猶勝武侯，可盡言無隱也，不然，始則以布衣入輔，終則於事甫成

而退隱，且以軍國鑰契付李輔國，唐世宦寺之禍，實兆於此，肅宗未嘗負泌也，

泌妄疑之而自疏也，及後泌經代，德之朝，以風燭之年，始相德宗，事無可為

矣，乘安史亂後，唐室外經河北叛臣，回紇，吐蕃之兵革，內有李輔國，程元

振，魚朝恩之弄權，復加以元載，盧杞之姦，摧折之餘，元氣所剩無幾，雖有

裴度，李德裕之才，終不復振也，其關鍵在李泌之去，而泌失之也。

李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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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維最後一計

  公元二六三年八月魏大將軍司馬昭兵分三路伐蜀漢。時姜維屯田於沓中，這

是距離前線漢中頗遙遠的羌中之地。漢中守衛微弱，鍾會統十餘萬攻之。企圖

神速陷漢中全境，然後奪取劍閤，直逼成都。鄧艾率三萬餘西路軍從狄道趨沓

中，釘死姜維，使他不能回師東行援救漢中。諸葛緒的中路軍佔陰平橋頭，切

斷蜀軍東西聯絡線。這是定要滅蜀的卓越戰略，內有三國後期最厲害的軍事人

材鄧艾與鍾會。監軍事的是衛瓘，兼充鎮西軍司，即行軍總參謀，亦是一翹然

獨立角色。

  姜維早覺察魏蠢蠢欲動，上表朝廷，急派師增陽安關之守，並速佔陰平橋頭

以保留聯絡漢中的咽喉。時宦官黃皓用事，後主劉禪躭於飲宴，前方告急，充

耳未聞，失掉棋先一著的機會。鍾會入漢中，勢如破竹，陽安關守將蔣舒獻城

投降，於是含枚疾走，直奔劍閣。

  姜維知情勢危殆，若劍閣有失，成都難保。此時只能棄車保帥，放棄漢中，

回守劍閣。但此時兵困於鄧艾，為其將牽弘，楊欣所攻，好不容易擺脫了他們

的糾纏。時陰平橋已為諸葛緒霸佔。姜維不與諸葛緒交鋒，北行三十餘里佯攻

雍州，即諸葛緒任所。緒恐失了自己地盤，罪莫大焉，立即發兵追姜維，維借

此機會回師越陰平橋頭，聞知陽安關已淪陷，退歸白水，和廖化、張翼合兵，

共同堅守劍閣以拒鍾會。

  劍閣是一座雄關夾在陡削難登，高逾嵩華兩崇山間，前面是羊腸小徑，兵行

不易也，後面是一頗廣袤平原，可儲備軍馬糧草。西晉文學家張載說劍閣「壁

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李白詩的描繪:「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就憑此優越地理條件，姜維以二萬眾頂住了鍾會十餘萬大軍。維列營

守險，會攻之不能克。補給線路長，軍漸缺糧，會準備退兵。就在此際，變故

生於俄傾。

  鄧艾頓生奇謀偷渡陰平 ( 今甘肅文縣 )。從小徑出劍閣四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奇兵攻其腹心，出其不意取重鎮涪關。劍閣之守必還救涪，鍾會便可方

軌長驅而進，奪劍閣，向成都。「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

造作橋閣。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

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那時鄧艾已屆六十六歲高齡。他膽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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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先士卒，不愧為有數的名將，其偷渡陰平，突襲成都也成了中國軍事史

上奇兵的典範。

  降江油守將馬邈，鄧艾順利獵取進入成都平原的橋頭堡。諸葛亮之子，即後

主女婿諸葛瞻領成都守衛精銳至涪迎敵。尚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據險要，勿讓

魏兵深入。瞻猶豫不決。崇再三苦告，至於淚流。鄧艾通行無阻，直抵綿竹。

副將鄧忠 ( 艾長子 )，師纂驍勇善戰，大破蜀軍，諸葛瞻和黃崇皆戰死。瞻子

尚歎曰:「父子荷國厚恩，用生何為」帶甲出馬，亦歿於陣中，諸葛亮病逝時，

瞻僅八歲。十七歲尚公主，三十七歲殉國。諸葛滿門英烈，使後世讚嘆。但是

瞻忠有餘，謀不足，非軍事人才，後主用錯了人，成都兵力，被他虛耗幾盡。

  鄧艾兵臨城下，城中震怖，百姓擾嚷，很多逃往山澤以避干戈，不可禁制。

光祿大夫譙周勸後主投降以保黎庶。後主聽之，遣張飛之子張紹見鄧艾於涪，

後主子北地王劉諶怒曰 :「若勢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後主不聽，是日，諶哭於劉備廟，先

殺妻子然後自殺。成都人憐之而痛哭，鄧艾兵不多，成都雖孱弱，仍可勉强自

守。東吳已派丁奉出師救漢，姜維亦回兵攻涪。鄧艾腹背受敵，若成都死抗，

前路未可預卜。鄧艾聞後主降，大喜，入成都相見，命蜀各官仍操舊業，使牽

弘統領之，以副將師纂為益州刺史 ( 即成都市長 )。後主遣蔣琬子蔣顯往見姜

維，速使降魏。

  時姜維仍在劍閣苦拒鍾會，聞諸葛瞻敗，未知成都安危，遂引軍退至巴中。

鍾會進軍迫維於廣漢。維接後主命降魏敕命。將士咸怒，拔刀斫石，皆曰:「吾

等死戰，奈何先降耶 !」姜維見人心思漢，心生一計。而此際兵未敗，先被鄧

艾抽後腳，心實不甘，欲求勝於己敗中。聲明只降鍾會，不降鄧艾。鍾會素敬

重姜維，相見甚歡 :「伯約來何遲也 ?」姜維以鍾會世代簪纓，名家之子，且

年少英俊，甘心歸降。而鄧艾乃粗人，出身低微，年幼時為富家牧童，戰至最

後一卒，亦不會降他。按當時鄧艾六十六歲，姜維六十三歲，鍾會方三十九歲，

實乃鄧、姜二人後輩。

  其實姜維、鍾會二人，於兵車戎馬外，有共同興趣。姜維自年青時代便鑽研

東漢鄭玄經學，後雖居上將之位，仍手不釋卷。卻正評他：「……宅舍弊薄，

資財無餘……飲食節制，不奢不約……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

也。」鍾會是書法名家，能寫各種字體。且工餘著書立說，有「道論」二十篇，

與當時哲學家王弼並知名於世。堪稱三國時代的儒將。姜、鍾二人互相敬慕，

姜維最後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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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如故。鍾會對親近說：「以姜伯約比中土名士，太初(夏侯玄)、公休(諸

葛誕 )不及也。」於是二人情好甚密，臥則同席，出則同車。

  鍾會以鋒銳所及，席捲漢中，是當年曹操苦心經營而未遂的。已立不世之功，

沾沾自喜。突然鄧艾攻拔成都，收降劉禪，功遠蓋己上。對鄧艾因妬而生恨。

姜維冷眼旁觀，加上維很了解司馬家族涼薄、猜疑、殘忍……的習性。可以施

展驅虎吞狼，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己仇。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自封劉禪為扶風王。蜀的軍政諸事，自作主張，並

未稟命於司馬昭，並上表說：「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司馬昭頓生疑忌，鄧艾有尾大不掉，據蜀自立的野心。司馬昭使監軍衛瓘喻鄧

艾，「事當須報，不宜便行」。

  姜維故意挑激鍾會，譽他自淮南以來 (助司馬氏夷滅毋丘儉和諸葛誕二次報

效魏室反司馬之活動 )，算無遺策，現定蜀，聲名遠播，威德振世，何不效陶

朱公 ( 即范蠡 ) 泛舟歸隱，全功保身。鍾會在司馬氏門下服務多年，亦知道司

馬昭反面無情，心狠手辣。想自全之策，因功高震主，遂生異志。姜維知之，

欲構成擾亂，勸他先除鄧艾，去此絆腳石，鍾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

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是截取鄧艾章表、白事，效艾筆跡，重寫用悖傲、

矜伐筆法。又毀司馬昭回信，效昭筆跡多用責備詞句以離間鄧艾。司馬昭閱鄧

艾章表，勃然大怒，使鍾會兵向成都，將鄧艾收監送往長安。姜維見狀大喜，

提議何不派衛瓘去捕捉鄧艾。瓘兵少，若鄧艾拒捕而殺了衛瓘，可證實鄧艾一

定作反。衛瓘亦是智者，知道自己是鍾會陰謀下的犧牲品，但職位是監軍，不

能推辭此責。於是傳檄鄧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

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於是雞鳴前，諸將紛紛赴衛瓘，清晨，

鄧艾仍臥牀未起，衛瓘很容易執鄧艾父子，囚入檻車。瓘又假作表章代鄧艾申

理以防艾屬下中途劫取。

  鍾會至成都，送鄧艾赴京師，不出他所料，收到司馬昭來書，恐鄧艾拒捕，

命賈充步騎萬人入斜谷，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大驚，對姜維說：「但

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今大軍壓後，是疑我也，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

不成退保四川，不失作劉備也。」鍾會原意使姜維領蜀兵五萬出斜谷為前驅，

自將大眾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水入黃河，

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天下可定也。現接司馬昭之信，不得不改變初

衷。於是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

矯太后詔，使會起兵討司馬昭，正南闕弒君之罪。逼諸魏將簽字同意此兵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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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宮門，城門封閉，不准出入。只有衛瓘飲瀉藥，導至嘔吐肚瀉諸症狀，求

就外舍，鍾會信之。這是他第一個疏忽。

姜維勸鍾會盡殺北來諸將，然自己候機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

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盡誅諸

魏將，牽涉甚廣，鍾會猶豫未決。姜維最後一計，陰毒狼狠，未能如意執行，

唯一的漏洞是鍾會的遲疑。此出於鍾會的內心矛盾，不是姜維能控制的。鍾會

有親信丘建，本是魏將胡烈屬下，會愛信之聽其意見，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

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這是鍾會第二個疏忽。

  胡烈私告親兵，取飲食時通知在外兒子胡淵，丘建已洩漏一消息：鍾會已作

一大坑，準備杖殺諸魏將掩埋在內。一夜輾轉相告，裡外諸兵都曉此事。衛瓘

在外部署諸將，準備攻入宮內。胡淵率兵雷鼓出門，諸軍皆鼓譟而出，斫門不

能破。片刻後，兵士倚梯登城，燒城屋，如螞蟻般，從各方向湧入，矢下如雨。

姜維、鍾會措手不及，姜維手殺五、六人，被斬殺。魏兵爭前殺鍾會。大亂，

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投靠鍾會，蔣琬二兒蔣斌，蔣顯也遭受池魚之禍。姜維死

事甚為慘烈。魏兵恨他為此次亂事作俑者。遺體被分割解剖，發現膽如斗大(可

能患了嚴重的膽結石 )。兵士守旁，不許下葬，任由在日曬雨淋下腐化。後他

的部將，偷取他的戰袍，運回故鄉 (凉州冀縣 )歸葬。他的妻子也被夷滅。

  鄧艾本營將士劫囚，追及檻車，迎還艾父子，衛瓘自以曾拘捕艾，恐他記仇，

派田續將兵除艾。語之曰：「可報江油之辱矣」，按艾入江油時，田續支吾不進，

艾執軍令欲斬之，同袍求饒，艾遂捨之。續懷恨，遇鄧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

餘子在洛陽者皆被司馬昭下令處決。妻子及孫流放西域。鄧艾建驚世之功，如

此收場，乃天下奇寃。成都大亂，出現大屠殺局面。軍眾鈔略，死傷狼藉。龎

德子龎會入關羽府第，盡滅其族，悍將師纂亦被殺，因治軍嚴厲，待下少恩，

死之日，體無完皮，衛瓘部份諸將鎮亂，數日乃定。

  鄧艾是姜維戰場上的死敵，九伐中原，維受挫於艾，最顯著的有三次，(一 )

洮西大戰，是蜀立國以來最大的勝利，殲魏兵數萬，圍王經於狄道。若攻陷狄

道，拿下雍凉二州，指日可待。突來鄧艾救兵，解狄道之圍。姜維功敗垂成。(見

「夏侯霸的徬徨」一文 )。( 二 ) 段谷之役，姜維準備與胡濟會攻上邽，濟失

期不至。維孤軍為鄧艾擊敗，士卒星散，死者甚眾，蜀人由是怨維。( 三 ) 最

後一次，姜維捨祁山，改攻洮陽，冀望能取一以後攻防戰能立足之地。鄧艾與

戰於侯和，大破之，維只好退還沓中。當然鄧艾偷渡陰平的突襲，姜維滿局全

輸。維對艾有刻骨之仇，切齒之恨，誓與他同歸於盡，設此平生最後一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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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刀殺人毒計，借鍾會之手除掉鄧艾。鍾會借司馬昭之手 ; 司馬昭借衛瓘之

手 ; 衛瓘借田續之手。如此輾轉相借，結果鄧艾人頭落地，而姜維、鍾會早已

命歸黃泉。姜維最後一計，陰毒狼狠，一箭三鵰，賠上自己性命，而不能復國，

構成三國落幕大悲劇。姜維九伐中原，是繼承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戰略。如此面

對強敵，弱國方能在戰中圖存。劍閣縣建姜維廟，內有一聯可總括他凄凉，奮

鬥的一生：

「九伐總無成，心師武侯，能繼祁山六出志；

   三分不可恃，計誅鄧艾，終復陰平一敗仇。」

姜維最後一計，算得很準，是有兩層面。淺的一層是誅鄧艾以復屢敗之仇。深

的一層是驅逐魏兵，恢復蜀國。淺的一層做到了。深的一層終不能實踐，壞在

鍾會猶豫不決，當斷不斷，導致將士嘩變。而他放出衛瓘，誤信丘建是此舉致

命傷。鍾會叛變，事起倉卒，本未有圖謀多時。他曾對所親說：「我自淮南以

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可見他功高自疑。近睹司

馬昭弒曹髦，殺王經，自己難免鳥盡弓藏。所以鋌而走險，庶幾可以自存。軍

內沒有志同道合的心腹，與姜維雖談得投機，終究是敵人。丘建只不過目前茶

水服役，且他對故主胡烈深情維繫，他是深知的。鍾會本以文士從戎，對知識

份子有無限尊敬，尤其是他的前輩。在訪問獄中夏侯玄冀望得到他的友誼便是

一例。不僅在本國，在敵國也是如此。在漢城他寫給蔣琬兒子蔣斌的信：「巴

蜀賢智之士多矣，至於足下。比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

在漢中陽安口祭諸葛亮墓和在涪掃蔣琬墳塋便是他對蜀國先賢的尊敬。一方面

他是想做一追求崇高品格的文人，另一方面是追逐塵世功業，步上青雲的大俗

人，弱冠便投靠司馬氏門下同時著書立說表達自己的玄思，反映出這矛盾的雙

重人格。當時真名士夏侯玄和嵇康看他不起。陷害嵇康是鍾會人生一大污點。

他以裘馬鮮明，僕從甚眾貴公子往訪，原意是虛心問學。嵇康報以冷淡的視若

無睹。這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日後向司馬昭進讒，借藉口殺掉嵇康。此事輿

論大傷，當時人如司馬昭妻子王夫人、劉實、邵悌、賈充都置疑鍾會的為人。

甚至親兄鍾毓也認為會「挾術難保」。未舉大事便已眾叛親離。現試猜鍾會和

衛瓘的關憬。會父繇和瓘父覬共事關中。鍾、衛兩家都以筆走龍蛇享譽於世。

書聖王羲之老師衛夫人是衛瓘的後代。他們應有通家之誼。姜維勸鍾會送衛瓘

往鄧艾營，希望兩虎鬥，能除去衛瓘，他認為上策。後來衛瓘詐病要外出是他

有意放一馬。姜維要盡殺魏將，鍾會便躊躇起來，因為諸魏將多是功臣之後，

身份和自己一般，不忍痛下殺手。六年前（公元二五七）司馬昭討諸葛誕，鍾

會為軍中謀主，設計何等明快狠毒。現身為首領，頓徬徨難定。他墮姜維術中

而不自覺。他珍惜這突然而來的友誼，聊解一生的寂寥，他似乎沒有一知己可

以談心事的。順便一提，鍾會無家室，帶著兩位姪兒從軍，若說他有改朝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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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王野心，真是不可思議。編訂三國演義的毛宗崗有詩評鍾會：

髫年稱早慧，曾作秘書郎。

妙計傾司馬，當時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劍閣顯鷹揚。

不學陶朱隱，遊魂悲故鄉。

  我們讀三國史，對姜維有無限同情，愛護和敬重。基於傳統章回俠義小說概

念，不期然視他的對手鄧艾為十惡不赦的奸人，其實鄧艾也是很可敬和可憐

的。他的人生路很坎坷，身世寒微，家境貧困，自幼有口吃毛病，只能充任典

農綱紀小吏。他有軍事天才，每見高山大澤，規度指導軍營處所，旁人見狀以

「瘋漢」笑之。有一次作農務報告，面見司馬懿。懿很欣賞他條理分明，提拔

他為尚書郎。前半生的奮鬥掙扎，終於撥雲見天。

  鄧艾任軍事初期是在對抗孫吳的東戰場上。他有一石破天驚的建議：「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潛之道。」

司馬懿驚為奇策，果然數年後陳蔡之間，淮北淮南，稻田滿野，黍麥相望，使

魏國經濟猛走上坡，這是鄧艾在偷渡陰平亡蜀前立的一大功勞。

  後被調防，與宿將郭淮並馬比肩，拒蜀兵於西陲，現改正三國演義一歷史錯

誤。夏侯霸入蜀，姜維問他魏國後起之秀，答以鄧艾、鍾會。據正史記載，夏

侯霸只答鍾會一人。鄧艾比姜維大三歲。已是久歷戎行，甚有名氣的大將。

 

  平蜀後，鄧艾志得意滿，深自矝伐。當然，以他的出身家世，有如此成就，

絕非始料所及。他還以為可以如在年青時代在淮南屯田興水利，司馬懿放手任

他去幹，後果是強兵富國。成都於戰亂後，百廢待興，他有很多安反側，平四

方主見，不稟命擅自執行，且告司馬昭：「承制拜假，以安初附…宜早鎮定。

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

家，專之可也。」他不明白司馬昭多疑、凉薄、殘忍遠勝乃父。這看事的眼光，

比不上鍾會。果然司馬昭大忌鄧艾的專制，再加上鍾會從中構害，鄧艾已陷入

必死之局。據後來段灼申理鄧艾語：「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

滅之誅。」「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

者嘆息。」比起南宋岳飛，功業勝之，冤獄過之。毛宗崗詩詠鄧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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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能籌劃，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

馬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魂繞漢江雲。

  姜維是凉州天水郡冀人（今甘肅甘谷縣）。父姜冏為郡將，羌、戎叛亂時沒

於戰場。他承父蔭任參軍一職。隨天水太守馬遵出巡，值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

攻陷天水。太守亡奔上邽。倉卒中，姜維和幾位同事追往。上邽守城者以為他

們已降蜀，緊閉城門。他們無奈折還家鄉冀。冀亦拒之於外。維等只好詣諸葛

亮投誠。現我補充一句，東漢自董卓亂政，天下紛爭，諸鎮角立，凉州屬軍閥

馬騰、韓遂勢力範圍。曹操在渭水破馬超後，方歸中原，與魏君臣羈繫實很微

弱。姜維本無叛魏之心。後家鄉冀縣官員亦體諒，沒有難為他的老母。母致書

給他，令求當歸。當歸乃藥物名，隱含要他回家之意。維那時已被諸葛亮寵信

重用，回答母親：「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遠志亦是

藥物名，療病功效，可比得上當歸。有雙關之意。

　　諸葛亮自知年紀漸邁，苦求一衣砵傳人，現有一異國少年（二十七歲）從

天而降，驚喜莫名，立即封他為奉義將軍，對蔣琬說：「姜伯約甚敏於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此後姜維隨

侍諸葛亮左右，備極劬勞。亮亦將平生所學，傾盤授之。

　　公元二三四年，諸葛亮病逝五丈原，遺命蔣琬執蜀政，費禕繼之。蔣、費

二人都是清廉不阿，秉公忠國的出色人物。蔣執政十二年，費執政八年。這

二十年基本是保國安民，休養生息，沒有對外發動大規模的戰事。曹魏自鄧艾

策動淮南屯田後，經濟躍飛。

  司馬氏漸漸剿滅各政敵，對付吳蜀，再無後顧之憂。蜀地小人稀，國力絕不

能和魏相比。若沒有蔣琬、費禕這二十年太平宰相，國運更快下降。我們要看

清一點，在這期間魏、吳兩國都出現了權臣干政，或外藩叛變的問題，而蜀境

國泰民安。我們更欣賞諸葛亮目光如炬，後繼有人。蔣琬、費禕厥盡職守。後

主劉禪擇善如流，不負所託。二人皆知姜維是諸葛亮看重的人物，沒有將他投

閒置散，封他為凉州刺史，帶兵撫羌、胡部落，騷擾魏的邊界，使它不敢南侵。

唯一有規模的一次，是曹爽率領，被王平、費禕撃退（見「夏侯霸的徬徨」一

文）。費禕深知姜維有繼承諸葛亮六出祁山之志，給他兵不過萬人以制裁他的

行動。三國演義給讀者一錯覺，九伐中原緊跟六出祁山。將蔣琬、費禕這二偉

大人物全部抺殺。他們主政二十年也消弭於無形。

姜維最後一計



608

　　公元二五三年費禕為魏降將郭循刺殺。姜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出石

營，圍狄道，是第一次兵伐中原。他謹記諸葛亮說的「才弱敵強」，「不伐賊，

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杜甫哀詠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

長使英雄淚滿襟。」真正的悲劇不是此師未捷，而是此師不可能捷。第一次出

祁山，全出魏意料之外，若沒有街亭之失，此賭博或然率可能有半數。姜維出

師更慘淡，更勞苦，更凄凉。他沒有像蔣琬「足食足兵，以相供給」的後勤人

才援助。蜀國才力有限，常見捉襟見肘。蜀國本土有三派人士，其中的鄉土派

是四川土著，對劉備沒有懷念，甚至懷疑他的正統性，有資格承繼漢室嗎？給

司馬氏統治，可能更利於自己前途。譙周的「仇國論」滿有這思想。陽安關守

將蔣舒，江油城守將馬邈不戰而降，更是具體的行動。姜維的同僚戰將如張翼、

廖化也反對頻頻出師，廖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

力小於寇，用心無厭，將何以存！」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就想方法阻姜維出師。

段谷之戰，敗於鄧艾後，民怨甚深，姜維已盡失人心。後期宦官黃皓干擾朝政，

與後主商議，用大將軍閻宇取代他。在這些惡劣形勢圍繞下，姜維仍堅持北伐。

何苦呢？師恩不能忘也。

　　我不能在這小文內給九伐中原作詳細報導。姜維和鄧艾交鋒數次，前文已

有簡述。很多歷史評家認為姜維改變了防衛漢中的戰略是蜀國滅亡的主因。自

劉備留魏延鎮守漢中，用的是實兵諸圍，即堵塞各缺口，敵若來攻，不得入。

後曹爽入寇，興勢之役，王平用此法抗拒魏兵。姜維認為此法只能禦敵，不能

大勝。他建議撤棄諸圍之守，回兵漢、樂二城。斂兵聚穀，讓敵進來然後游軍

伺其虛，盡力搏之，敵攻關不克，荒野無食，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候其引退

時，漢、樂二城兵力並出，會合游軍，必能殄敵。殊不知鍾會赴漢中，地不設

防，如入無人之境，直趨陽安關，傅僉戰死，蔣舒開門投降。漢、樂二城被鍾

會分兵圍住，軍不能外出。陽安關破，漢中門戶洞開，全境很快在魏的掌握中，

其實姜維有不得已的苦衷。蜀國失掉了很多人口，比魏延、王平時，不及一半。

沒有足夠的兵力作「實兵諸圍」。若能穩守陽安關，姜維斂兵聚穀之計，未必

不可行。後來他嚴守第二防線劍閣，鍾會便沒有辦法，謀退兵了。當然陽安關

陷落，漢中全境已被魏吞下。退往沓中屯田。救援漢中已成鞭長莫及。那時姜

維體會到因黃皓離間，後主生疑，自己地位岌岌可危，甚至生命難保。毛宗崗

詩詠姜維：

　　天水誇英俊，凉州產異才。

　　系從尚父出，術奉武侯來。

　　大膽應無懼，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漢將有餘哀。

姜維最後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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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甘肅甘谷縣設姜維紀念館，記他生平事蹟和三國時代的歷史和文物，衣

冠塚就在館後。劍門關附近有姜維廟，誌他和鍾會苦戰的地點。他和蜀國沒有

任何淵源。士為知己者死，他花了自己一生，甚至奉獻自己和全家性命，報諸

葛亮知遇之恩。廿多年前中視拍三國演義劇集，老牌性格演員樊志啟飾姜維，

演技爐火純青。我最難忘那蒼老，端嚴，堅毅的面孔，蘊藏着永恆的無奈與哀

傷。蒼茫獨立於劍門關前，默默嘆息。數年前三國演義重聚，樊老師已不在人

世。姜維的誓不回顧，以身殉師譜成一悲壯的史詩。腦海浮現這一幕，九原下

諸葛亮重會姜維，眼前不再是那二十七歲，意氣風發，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而

是一雞皮鶴髮，風燭殘年，身段微彎的老者。

姜維：「老師，我對不起你，你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完成，但我已盡了全力

了。」

諸葛亮：「徒兒，早知你要付出這沉重的代價，我不會讓你去做的。」

近人王允廷寫了一首七律：

　　瀟瀟風雨劍門秋，伯約祠堂亘古留。

　　中原有土皆歸魏，左袒無人更為劉。

　　生尚設謀誅鄧艾，死當為厲殺譙周。

　　斗膽盡輸亡國恨，九原應訴武鄉侯。

潮生潮落，花謝花開，是非成敗，榮辱得失，轉瞬即空。三國在中國歷史長河

中只是一小段，但塑造了姜維這可敬可愛英雄，永垂千古，寫完這三國落幕大

悲劇長文，不覺熱淚盈眶。

姜維最後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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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中寫人物生動兼詼諧

  因新冠狀病毒蔓延防阻被禁足出外，對獨居老人有很大的威脅。尤其是頻頻

聽到不愉快消息，很容易導致意志消沉。幸好寒舍歷年來收藏了很多古籍。翻

閱書卷，神交古人，是消遣這既無聊又無奈很健康的方法。借此機會重新涉獵

元曲，果然有新的發現。

  元曲是從宋詞蛻變出來，都是配合，協調聲和樂的文學，但其風格和作法，

大大不同。詞是叙述情景，而曲則代人物表達其行動和感情。詞用婉約，纏綿

發揮其含蓄，蘊藉，其間偶然加些俚俗，基本上是文雅的。曲雖有雅，以俗語

甚至粗語為多。元曲含有相當彼時北方 ( 包括蒙古族 ) 土談，給我有一定的欣

賞難度，若沒有詮釋，很難領會其中神韻。

  元曲基本分為軒輊難辨的豪放和清麗二派。最容易琅琅上口的是小令。豪放

派馬致遠的「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清麗派張可久的「一村庵有客分茶。

春色無多，開到薔薇，落盡梨花」。讀起來，和宋詞全無異樣。古人說韓愈以

文入詩，蘇軾以詩入詞，我也武斷說馬、張二人在此處以詞入曲罷。

  然而元曲主流之一是雜劇，我要談的是杜仁傑的「耍孩兒」。此很短劇本描

繪一從未見世面，「一腳牛屎」務農為生的人首次入城的遭遇。開場白二句「風

順雨調民安樂，都不似俺莊家快活」。這莊家很滿足他單純、簡樸的生涯。他

進城目的為買香、買紙。

  「不似那答兒鬧穰穰人多」大大吸引了他。他行到劇場門前。守門人「高聲

叫『請請』，道『遲來的滿了無處停坐』」。這油腔滑調騙取了鄉下佬二百錢，

他稀里糊塗交出進入戲場，早忘掉進城的動機。

  他甚麼也不懂，「見幾個婦女向臺兒上坐。又不是迎神賽社，不住的擂鼓篩

鑼。」這幾個婦女其實是演員藝人，跟着小丑出場，「滿險石灰更着些黑道兒

抹」。這是莊家看到的人物造型。這小丑「念了會詩共詞，說了會賦與歌，無

差錯。唇天口地無高下，巧語花言記許多。」

  於是劇情展開 :「一個裝做張太公，他改做小二哥。行行行說向城中過。見

個年少的婦女向簾兒下立，那老子用意鋪謀待取做老婆……」在似懂非懂間，

開始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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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生理上需求掃了興，「則被一胞尿爆得我沒奈何，剛捱剛忍更待看些兒

個，枉被這驢頹笑殺我。」這「一胞尿」逼鄉下佬悻悻然離開出外。那劇場沒

有公共洗手間。他已盡量捱，盡量忍，到頭來難免改姓「賴」，是這「驢頹笑

殺我」的時候。「驢頹」是他的話兒，即水滸傳李逵口中的「鳥」。外面空地

大放水喉，解決了燃眉之急，再進場看戲便要多付二百錢，這額外開消，不是

這鄉下佬能負擔的，他還要買紙買香呢。這短劇寫此莊家栩栩如生，他的憨呆

氣，鄉油味，躍然紙上。元曲用最俚俗的句語，最粗劣的字眼，平添了真實感。

元曲中寫人物生動兼詼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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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幾首五言絕句

  五言絕句是詩的形式之一，限有四句，每句五個字，全詩僅有二十個字。在

這短章內要繪出一清新或具色彩的畫面，或沁出一超越的意境，或隱含真切的

感情，言簡意賅，是其特色。

  嶺外音書絕，經冬復歷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作者是唐朝宋之問，宋是武后時出名詩人，因罪貶嶺南，這比起中原文化之都

洛陽、長安，是相當荒涼的。在這與世隔絕過了好幾年，冬去春來，家鄉音訊

全無，他遇赦返北，渡過漢江接近家鄉時寫下此詩。其心情怔忡可知。這別離

的一段長時間，鄉中有甚麼變故，家人還健在否 ? 長期的盼望、懸念、掛心做

成了惶恐與不安，見到從故鄉來的人，本想打聽家中消息，但怕聽到噩耗，竟

不敢開口相問。前些時收到胡露施電訊，她問候安好短短幾句用了「近鄉情怯」

一典，的確貼切。在這禁足出外，避免病毒期間，外面變化頻仍，非我所知。

在前文「再回味陳與義一首詞」中，我曾提到幾位朋友辭世消息。解禁後再相

逢，以我們的年紀，敢問近況嗎 ? 正如宋之問「近鄉情更怯」一般。這微妙的

心理，亦在不言中。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這是唐朝王維的「雜詩」，心情大異於宋之問的，他飄泊江湖多年，滯留在江

南，記掛着留在故鄉孟津的妻子。驟然見到鄉親，千言萬語，太瑣碎了。就問

妻子窗前那棵梅樹，仍綻出清香沁鼻的花朵否?若是的話，妻子的忍耐，懷念，

和堅貞也傳達了。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

  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這是唐朝韋應物寫的「秋夜寄丘員外」，在天涼氣清的秋夜，不能入寐，索

性起來散步於林蔭中，想念着在深山學道的「幽人」丘丹員外。這是絕對寂靜

的境界。空山中一切植物和動物都沉默起來，很清晰聽到松子在樹椏跌到地上

的聲響，幽極了 ! 聯想到在空山深處的幽人，是同等秋夜無眠嗎 ? 雖分兩地，

共鳴之情仍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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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唐朝劉長卿的「逢雪宿芙蓉山」描繪冬天景色美極了。日落時遠遠的山是鬱蒼

蒼的，這「蒼」字點得很到家。令我想起南北朝時南齊謝眺的名句 :「寒城一

以眺，平楚正蒼然」。天氣很冷，屋頂也被那皚皚白雪蓋滿。冒着風雪回家，

就在木門內，聽到犬吠聲。多寂寞、寒冷、凄清的境界。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

  坡長留積水，川闊盡斜陽。

五言絕句是唐人將之發揚光大，至金代元好問寫秋山景色，保留着唐人餘韻。

元好問用二動物鷺和蟬開章描寫秋靜晚涼。跟着補了長坡、積水、闊川、斜陽，

在讀者眼前，展開一幅鮮明圖畫。

  月黑見漁燈，孤光一點螢。

  微微風逐浪，散作滿河星。

餘勢未盡，五言絕句在清朝仍佳作頻現。我很欣賞查慎行這舟中所見，江中漁

火在月黑風高夜，像一點螢火蟲的明滅閃耀。刮起微風，捲起小浪，這螢光一

點在反影下，化成滿河星斗，寫得很生動，使讀者覺得身處其景。浙江海寧查

家，自明末清初的查伊璜以來，代出文人。直至近代武俠小說名家查良鏞 ( 金

庸 )。

  五言絕句是中國文學重要體裁之一，唐朝時，日本派留學生和僧人來中國，

將五絕傳回日本，成了日本文學的俳句 haiku，我希望五言絕句不會成為廣陵

絕唱，永遠傳下去。

欣賞幾首五言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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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漢卿寫離悲

元曲名家關漢卿（1240?-1310?）胸懷曠達，狂放不羈，落筆處瀟灑略似野馬

奔馳，例如他兩篇“四塊玉”寫生活的閒適，反映出逍遙自在的人生觀。但離

愁別恨這類細緻的感情，他能用大刀闊斧式的筆法去描刻之，我不能不佩服他

文學的功力，我們且讀他的“沈醉東風”：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着餞行杯，眼閣着別離淚。剛道得聲

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捨不得。好去者望程萬里！

頭一句便道出今時的咫尺會變成將來的天南地北。別離把空間由咫尺間的密切

展開成遙遠到天涯各一方。作者沒有點明曲中二主角的身分：是情侶，夫妻，

兄弟，或知己朋友？但從別離一剎那起，圓月有缺，鮮花也零落；生命不再是

美好的了。餞行杯和別離淚這兩句寫實已將黯然魂銷的情景繪得很深刻。宋詞

中柳永的“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和秦觀的“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

空惹啼痕。”比較來，宋詞累贅點。在中國文學體裁中，詞比詩詳，曲比詞白。

在這裏，似乎曲詞換位。“手執着餞行杯，眼閣着別離淚。”關曲走回唐詩溫

庭筠名句“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的形象化去。

  別離挑起的情緒是“痛煞煞”和“教人捨不得”送行者以“保重將息”頻頻

叮囑。“望前程萬里”作未來的希冀和祝福。在時局動盪，戰亂頻仍的元末，

遠行人真能“保重將息”嗎？他是否奔向錦繡前程呢？倒不如唐詩中杜甫的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切實得多。關漢卿深知這離別可能是永訣的。他

故意用“保重將息”和“望前程萬里”這兩句通俗語去敷衍。正如十九世紀中

華僑涉重洋赴金山謀生和家人話別，很多是身亡異域，魂返故鄉。“保重將息”

亦是事與願違。“望前程萬里”亦難免成虛話了。但在這“天涯共此時”的分

手之際，送行者叮嚀珍重，祝福將來。遠行者姑且洗耳恭聽。事實上有此可能

嗎？或然率微矣！有此似是而非這兩句白話，更顯得“痛煞煞教人捨不得”這

句情感真摯和深刻了。清曹雪芹將關漢卿的意境作畫龍點晴，索性在紅樓夢曲

子中寫出“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關漢卿此曲寫離別之痛，淋漓酣暢，令人下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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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柳永寫離情

  北宋婉約派詞家柳永 (一零四五左右在世 )生平未詳，潦倒坎坷，傳下來的

作品洋溢着纏綿難斷。他雖吐語濃艷，筆墨卻平易近白，很容易挑起讀者共鳴。

「雨霖鈴」中的離愁便是一例。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 ; 執

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 : 念此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

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今宵酒醒何處? —— 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

應是良辰好景虛設 ; 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

  開句用「寒蟬」點明時令，且佈下整首詞的氣氛。成語「噤若寒蟬」形容閉

口結舌，不敢開聲的人，蟬是默默蜇伏，但在秋天卻發出剌人心脾的鳴叫。初

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因在獄中聽

到蟬聲而挑起囚犯的哀思。「晚」便寫出分手的鐘點了。「驟雨初歇」說及天

氣，本來遠行者還要早點起程的，因為突然降下大雨延遲了。現在雨歇雲消，

再不能等待。設帳幕於野外餞別，是南朝江淹賦別「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情

景。「長亭」是送別時觸目傷情的景物，當然依依不捨中飲下這別離酒是毫無

情緒的，在蘭舟上的駕駛員，無情地催着起程。多麼留戀這臨別小聚啊 !「執

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

  行人對前景渺茫激發內心虛寂。柳永用了一連串形容詞:「千里煙波」、「暮

靄沉沉」、「楚天闊」。這遠行到遙遠的天涯有那些動機 ? 是為了生計 ? 離愁

別緒更深沉難定。而在這清秋冷落時節，情感依繫太濃，別離的痛苦更難抵受。

  詞急轉入下闋，遠行的終點是「今宵酒醒何處 ?」已在「都門帳飲無緒」時

的假設。蘭舟經過「千里煙波」，到達楚地 (湖北省 ?) 暮氣沉沉中海闊天空。

這「楊柳岸，曉風殘月」，心境何等冷漠淒涼! 這一跌宕，正如關漢卿說的「痛

煞煞教人捨不得」。這離別顯得纏綿難捨。

  這一別是年復一年的過去，重會期未可知。縱有良辰美景，不能共渡，等同

虛設，隱含着千種風情，也沒有傾訢的對象，「此去經年」的時日是獨自在外

謀生，是很難渡過，這離別是多麼凄切 !
  
  中國文學蛻變從宋詞到元曲，同一題目，柳永和關漢卿處理手法各異，卻反

影出各自的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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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立藩鎮傳之得失

  唐朝自玄宗開元〈720A.D.〉後，設節度使統兵於邊疆諸鎮如范陽、朔方、

隴右、河東、河西……等。土地、人民、甲兵、財賦皆屬之。本是重用邊將權

宜之計，不用事事稟命中央政府，若有烽燧之警，胡兵犯邊之急，節度使可自

行出兵抵禦，拱衛邊防，於是方鎮之權愈大，勢日強。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起

兵入犯，幾覆天下，玄宗倉皇入蜀避其兵鋒。史思明繼之，四海鼎沸，遂成河

決魚爛之局。後安史亂平，餘黨仍盤踞河北，擁兵自重，自置文武諸官，未曾

請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形成尾大不掉，且賦稅自飽，不朝獻於廷，更和鄰

鎮連結，唇齒相依，以土地傳子孫，百姓為叛將悍卒所脅，名為中國人民，實

無異於胡狄。叛亂相繼，直至唐亡，百餘年終非王土。例如河北魏博一鎮，為

安祿山將田承嗣劫持，至曾孫田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後再為懷諫下屬史憲

誠霸佔，正是一賊死，一寇生，餘燼不息也。田懷諫任魏帥，寵信家奴，措置

不平，為部卒所廢，田承嗣姪兒田弘正被擁立為主。弘正與眾約，效忠朝廷，

舉六州版籍獻 • 此是中唐一大事也 • 通鑑紀事本末設「魏博歸朝」一章特書

之。蓋自安史亂後，河北民風暴戾，驕將割據，勢同敵國。田弘正推心唐王朝，

欲變河北叛亂之風，確是難得。唐憲宗仍任弘正為魏博節度使，後唐穆宗立，

朝臣欲拔除田氏在魏勢力，移田弘正帥鄰鎮成德，弘正曾替朝廷討平成德叛

亂，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朝臣以成德自有軍，不肯供養追隨

田弘正的魏兵。弘正不得已歸衛卒於魏。月內成德軍亂，弘正為亂軍所殺，魏

博自田弘正撤離後，群龍無首，兵變，朝議魏人素德弘正，派弘正長子田布入

魏，安撫亂兵。魏悍卒以軍容威脅田布，行河朔舊事，即宣佈獨立。布不從引

刀刺心殉國。牙將史憲誠乘虛而入，霸魏抗拒朝廷。田弘正父子之功，終成塵

土。時當穆宗長慶二年，即公元八二二年。

  新唐書立藩鎮傳以記這些時與王室聯衡，時與叛將通款的方鎮，確是卓見，

分鎮敘述，眉目分明，讀者看中唐後藩鎮之亂了然入目。然既分鎮立傳，順次

序列在任諸帥，一一寫去，則逆順各分，賢奸自見。新唐書以田弘正，王承元

等輸誠於國，忠心王室，恪守臣節，提出來置諸臣列傳中。其桀驁不馴者仍留

在藩鎮傳中。於是敘事突然中斷。此乃新唐書義例太嚴的病端也。新唐書作者

北宋名臣宋祁素重操守，把那些弄權誤國的入奸臣傳。毫無忌憚，公然稱帝的

入逆臣傳，起兵與國為敵的入叛臣傳。藩鎮傳記的是擁兵割據，時順時逆各方

鎮主帥。我們研究中唐歷史，新唐書藩鎮傳時斷時續，要補閱資治通鑑，方能

清楚事情的脈絡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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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王粲七哀詩第一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老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王粲 ( 公元一七七 --- 二一七年 ) 山陽高平 ( 今山東鄒縣 ) 人，生於東漢

末期。出身門第顯赫，曾祖父和祖父皆當朝大官。他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病

逝，三年後 ( 公元二二零 ) 曹丕篡漢建立魏朝。他的大半生服務於曹氏政權，

所以三國志魏志立王粲傳。他年少成名，經歷東漢亂離，軍閥混戰，目睹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他筆下記載社會動盪中的痛苦民生，沉鬱蒼凉，悲惋哀傷。

此七哀詩就記述他逃避中原戰禍，移遷到湖北荊州，沿途景象，是當時情況影

照。

  東漢有兩首都 : 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大軍閥凉州董卓入洛陽，把握朝政，

劫持獻帝，強將皇帝從洛陽遷往長安。董卓驕橫亂政，濫殺朝臣，結果為王允

所誅。允未能善後，董卓部將李傕、郭氾起兵，劫皇帝，毀長安，即是詩開頭

二句豺虎成禍患，導致西京體制淪亡，在無政府狀態。

  詩人無可奈何中拋棄中原，逃往荊州。比起中土文化，湖北仍被稱蠻夷之鄉。

離別時和親戚父老依依不捨，朋友們追逐拉扯，安知此別不是永訣 ?

  甫出門便見到遭兵禍殉難者遺骸纍纍，塞滿原野，沒有人收拾掩埋。路上見

到有一飢餓到奄奄待斃的婦人，抱着孤兒，被遺棄在野草叢中。頻頻聽到飲泣

聲，我也揮着淚獨自默默離去。我只能說 :「我也不知道此去，未卜生死，怎

能共作保全呢 ?」策馬快走，不忍多流連此慘狀。

  抵達霸陵，漢文帝長眠之地，我登上高坡，回頭遙觀故都長安，依戀之情，

油然而生。我悟到那批已進入地下泉水的人，知道現時悲凄，亦會痛徹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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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解釋 : 下泉人應是逝去的人。黃泉是埋在地下的代名詞。明夏完淳絕命詩

句「早知泉路近」，自知命不久矣。王粲詩聯想到，早期因戰亂枉死的人，知

道現在情況未有改善，生者會步他們後塵，同歸於盡，亦傷心欲絕。王粲確是

文學天才，引用下泉人的傷心肝作結尾，真乃神來之筆。

  此詩寫戰的殘酷，淋漓盡致。對人民痛苦，流露深切同情。對社會的紛亂，

雖備極關懷，而無救援之方。字裡行間，頗能挑發讀者共鳴，具極大感染力。

  王粲尚未成年，便被當代大儒蔡邕賞識。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唯獨

對這青年加以青睞，自嘆不如，將家中藏書，盡贈送給他。據魏志本傳 :「年

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魏

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

東漢入三國，在文學史上最有成就有七人，號稱「建安七子」。王粲文筆鋒銳，

居七子之冠。他英年早逝，年僅四十，在文學史上留下不朽軌跡。

  

讀王粲七哀詩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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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謙遜

  詩仙李白作品雄奇縱放，如江浪奔滾，俊逸飄發處如皓月當空。穩居中國文

學史的泰山北斗地位。當他遊黃鶴樓時見到浩蕩的長江，意欲題詠。驀然抬首，

見壁上已寫上崔顥的黃鶴樓詩。開句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這樣氣沖斗牛，鵬搏九霄的魄力，李白自忖縱搜索枯腸，不能越崔詩之上。遂

頹然作罷，寫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二句。李白平生最欽佩

的詩人是南北朝時南齊宣城太守謝眺。謝詩已開唐朝音韻先河，排偶處頗見功

力，意境超逸，給李白無限啟發。謝詩中「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和「寒

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畫圖之秀麗，境界之清發，唐詩未能出其右也。李

白景仰之餘，寫下多首懷念謝眺之詩 ; 如「誰念北樓上，臨風懷謝公」; 「明

發新林浦，空吟謝眺詩」; 「解道澄江靜似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李白的謙

遜，給後人一很好的典範。莫以為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大才如李白，也服膺

前人的成就。清人王士禛論詩，說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一點也沒有錯。

  謝眺任官時在宣城建一高樓 ( 約在公元五百年 )，留至唐朝，成了安徽宣城

一名勝。李白在此餞別叔父李雲，寫下一首詩 :

棄我 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

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

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宴飲酒酣時，感慨良多。逝者已去，不能挽回。而現在惱人事故仍在，擾亂

心靈。別者如秋雁長風萬里飛去。在高樓上舉杯作浮一大白。叔父李雲在秘書

省任秘書郎一職，現升官離去，留下些蓬萊文章。因而聯想到古時才俊之士。

漢末建安風骨 : 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及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陳琳等。直

至南朝劉宋謝靈運，蕭齊謝眺二位山水詩人。( 按謝眺年代稍後於謝靈運，故

被稱為「小謝」)。這些人作品激起清逸胸懷，壯思飛躍，直上雲霄，與明月

共舞。驀然想到目前際遇，不覺黯然。愁絲如流水，揮刀不斷。這裡有後主南

唐李煜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同等品味。借酒澆愁，未能解決。人

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期待將來，能解開塵世鎖鏈，乘舟泛蕩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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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借離別散漫出飄逸，浪漫的情思還有一首「送友人」七律。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首聯二句點出青山、白水。已走了一段路程，遠離市區，抵達郊外。然終要

分手，就在此地，握手道別。此去行程萬里，像斷了根的蓬草，枯後隨風飄去。

此後行蹤莫測，像浮雲般。再見面期間難料，可能這已是永訣。如那冉冉落日，

在天際盤桓，不肯驟然隱沒。詩的結句，馬兒也解此離別滋味，發生哀鳴。馬

猶如此，人何以堪 ? 離別的傷感，也在強行壓制着。纏綿悱惻，表達於字裡行

間。按班馬說的是離群之馬，不是斑馬 Zebra。

  李白 (701-762) 之才有「氣冲斗牛，鵬搏九霄的魄力」，重引開段說「黃鶴

樓」詩二句。述「餞別叔雲」和「送友人」二詩闡明。

李白的謙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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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一首出色的五言律詩

寄洛中諸妹    元淳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書憑雁翼，望月想蛾眉。

白髮愁先覺，歸心夢獨知。誰堪離亂處，灑淚向南枝。

  唐朝詩風之盛及於方外和閨閣 ; 和尚和女子多有吟詠能者。元淳出自洛陽高

門大族，遠嫁河北，一年後懷念家中諸妹，寫下此詩。元家本是北魏皇族拓跋

氏，孝文帝從山西大同遷都河南洛陽，改姓為元氏。宗族繁衍，至唐朝穩居名

門之冠，出了元載，元結，元稹……等大人物。中唐自安史亂後，河北盧龍〈今

北京 ) ，成德 ( 今石家莊 ) ，魏博 ( 今大名 ) 三鎮為軍閥盤踞，不受唐朝皇

室節制，已成獨立地區。三鎮時離時合，抗衡中央政府，兵戎不息。河北民風

逐漸胡化，養成暴戾之氣。元淳身為大家閨秀，委身這不毛之地，其精神折磨

可知。此詩除抒發作者內心感懷外，透視時代背景，不用典故，純出於真樸，

誠摯的情操，只將「鴻雁傳簡」和「螓首蛾眉」二成語融化在內。詩的結構嚴

謹，對仗工整，聲調抑揚鏗鏘，確是出色的傑作 !

附上官婉兒的「剪綵花」

密葉因裁吐，新花逐剪舒。

攀條雖不謬，摘蕊詎知虛。

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疏。

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

  論唐代才女，居首位的無疑是武則天時的上官婉兒。唐高宗李治深忌武后之

強勢，想廢掉她，委婉兒祖父上官儀撰寫詔文。後高宗反悔。武后遷怒懷恨，

誅上官儀一家，子庭芝也遇害，媳鄭十三娘被收入宮廷作奴役。婉兒時年幼稚，

隨母入宮。母鄭氏系出名門，在北朝時已是望族。她私授愛女良好教育。婉兒

聰慧過人，儼然一神童。武后驚嘆其才，特別提拔她。於是婉兒成了武則天得

力助手，協理政事，有「宮闈宰相」的雅譽。

  武則天年邁，被迫退位，還政給兒子唐中宗李顯。然武家勢力仍存，中宗的

韋皇后私通武三思，頗能左右朝政。上官婉兒仍攀附武氏。她的表兄王昱勸姨

母鄭十三娘 :「武氏已不可興，昭容附於武三思，將來總有滅族的一天。」按

中宗當時已納婉兒為妃，封她為昭容。婉兒不聽，仍和三思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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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太子李重俊起兵誅武三思，並指名索取上官昭容。很快這反叛被平息。上

官婉兒雖免於禍。深深懼怕起來，細思表兄王昱之言，便結交武則天女兒太平

公主，與中宗女兒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培植自己勢力。

  唐中宗被妻子韋后和女兒安樂公主合謀毒殺。婉兒與太平公主共草遺詔立溫

王重茂，以相王 ( 後來的唐睿宗李旦 ) 輔政。她總算洗心革面，心向唐室了。

相王子臨淄王李隆基 ( 後來的唐玄宗明皇 ) 突發政變，斬韋后和安樂公主，正

其弒君之罪。上官婉兒滿以為不會波及己身，執燭率宮人迎李隆基入宮，並將

她自己手寫的遺詔給隆基部將劉幽求看，證明她是效忠李家的人。劉請命於隆

基，請赦婉兒。隆基以上官婉兒是一心存反覆的政治人物，不可留，命斬於旗

下，時年四十四歲。

  上官婉兒這首五律「剪綵花」，詠假花很貼切。字面清簡，不需詮釋。似隱

喻她自己一生。開句「密葉因裁吐」說她是武則天刻意栽培，方有濃盛的綠葉。

跟着「新花逐剪舒」，憑着武氏的意志，手執天下權，這新開的花朵，是隨着

剪刀而舒展起來。第三句說的「攀條」是婉兒依附當時政治勢力，保留着自己

的榮華富貴，並沒有行錯路。但得到的花朵，實是虛假的，所以難免悲慘結局。

頸聯兩句說無論春或秋，這假花仍存在着。不等春來，假花已盛放。秋末了，

假花亦沒有疏落的跡像，暗喻婉兒的政治生涯也是長青，這是她深切的期望。

結句一聯，她雖不是皇族，在高位上亦可相混相亂。正宗的桃和李，奈何得我

嗎 ?

  上官婉兒是曠世文學天才。唐玄宗深悔草率地殺了她。他命宰相張說編上官

昭容文集並作序。序文讚揚褒稱 :「獨使溫柔之教漸於生人，風雅之聲流於來

葉。」公開承認婉兒開創一代詩風。唐詩鼎盛期間在上官婉兒後。李白生於武

后長安元年 ( 公元七零一年 )，時婉兒三十五歲。杜甫生於唐玄宗初即位之年

( 公元七一二年 )，是婉兒死後三年。上官婉兒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和地位，遠

勝於在政治史上的。

中唐一首出色的五言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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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右軍祠聯

  我多麼懷念這三十七年來中國旅遊經歷，足跡曾踏遍大江南北。遠至塞外的

內蒙古和新疆。中國的偉大包括遼闊的幅員，壯麗的河山，悠久的歷史，優秀

的文化。因歲月消磨，在腦海中各地名勝古跡景象漸漸脫色。在沉澱記憶中，

很多被掘出來，回味無窮。浙江紹興紀念書聖王羲之祠中一楹聯是其中之一。

陵邑久蒿萊，緬江左衣冠，

尚有文章傳遠勝；

登臨餘感慨，望中原戎馬，

莫教人物負溪山。

  此聯用句典雅，修辭優美。且聲韻激昂沉鬱，讀來慷慨蒼涼兼備，令人難以

忘懷。聯的重點，不是歌頌王羲之在書法上的豐功偉業，而是反影出他所處時

代，波瀾壯闊的動盪局面。

  王羲之生於公元三零三年，卒於三六一年，壽考五十九。出生地點是瑯琊，

即山東臨沂，那時正是西晉八王之亂，皇室混戰如火如荼之際。他八歲那年，

即公元三一一，劉淵率領的匈奴軍攻佔洛陽，俘晉懷帝，「五胡亂華」正式開

始。五年後，匈奴軍攻佔長安，擄晉愍帝，西晉亡。兩京遭匈奴兵蹂躪，都城

和帝墓已成蔓草荒煙，這是聯開句「陵邑久蒿萊」之含意。蒿萊乃野草。粵火

煱 ( 即廣東人打邊爐 ) 用的蔬菜是塘蒿，隱含野味，頗能配合海鮮、牛肉。開

句道出城郭被破壞後，雜草在碎壁殘垣中叢生，人群惋惜中無限悲傷。

  公元三一三年，王羲之十歲。黃河南北大塊土地淪於異族。大批士大夫南遷。

王羲之跟隨父親別離故鄉瑯琊，移居至會稽山陰 ( 浙江紹興 )。他的伯父王導

是當時駐守江左的瑯琊王司馬睿得力助手。導聯緊到江南顧、陸、周、賀、庾

諸望族於三一七年擁立司馬睿登位，續西晉司馬氏遺統，即東晉元帝。「江左

衣冠」指的是從中原流亡到江左的豪門貴族，智識份子。這些江左衣冠群中以

王、謝兩姓為首。唐詩中劉禹錫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很顯然，王、謝兩姓並非「尋常百姓」。王有二支派 : 太原王氏和瑯琊王氏。

謝是陳郡謝氏。太原即現今山西省會太原。瑯琊即現今山東臨沂 ( 是王羲之本

家 )。陳郡即河南太康。在五胡亂華期間中，曾被較長時間統治的，瑯琊陷於

鮮卑前燕慕容氏 ; 太原陷於鮮卑代 ( 即後來北魏 ) 拓跋氏 ; 陳郡陷於氐族前

秦苻氏。中原失陷，中華文化賴南渡「江左衣冠」保存，維持着。

  對聯沒有隻字提及王羲之登峰造極，不可超越的書法造詣。憑「蘭亭集序」

這篇，他在文學史上據有崇高地位。前半段寫情寫景，貼切入微，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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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段融匯了道家的哲學，更醒人耳目: (現抄的白話翻譯)「想那人生在世，

過了一生，有的將他一生的懷抱，和朋友在一室內，高談闊論。有的因為有寄

託於一件事情，故意放浪形骸。雖說是有積極和消極兩樣，安靜和浮躁的不同。

但是當他得意的時候，自己很是滿足，何曾知道老的將要到來。到了所做的事

情，已經疲倦，情意跟了事體變化，那感慨便要生出來了。從前的所謂快活，

頃刻間已經變了陳跡，還不能夠拿來放開他的心意。況且壽命長短，隨天地的

變化，人留在世間多久，總要同歸於盡的。」這真是字字珠璣，擲地有聲，能

傳萬世之作。無愧「尚有文章傳遠勝」的評語。

  公元三一九年，王羲之十八歲。羯族石勒建立後趙政權，直至三五零年。羯

族對漢族甚殘酷。屠殺中原漢人幾盡。三五零漢人冉閔滅後趙，頒「殺胡令」，

誅滅羯族作報復。入南北朝時，剩餘羯人甚少。在王羲之有生年內，目睹東晉

北伐四次 : 祖逖、庾亮、殷浩、桓溫。祖逖擊楫中流，渡江入河南，和石勒分

界而治，頗有建樹。桓溫兵入洛陽，初見成功後為前燕慕容垂大敗於枋頭。兵

敗垂成，只好退守江東。庾亮、殷浩兩次，準備不足，計劃欠周，都是慘淡收

場。「手揮五絃，目送歸鴻」。用兵成為笑柄。這些都是王羲之能看到的「中

原戎馬」。

  王羲之二十一歲成婚，娶的是尚書郗鑒之女郗璿。鑒對此掌上明珠甚為寵

愛。因為她是才女，工書法。鑒向王導找佳婿。導命他派人到東堂選擇。時王

家子弟都衣冠楚楚，道貌岸然列於東堂以備入選。只有王羲之毫不在意。時天

氣轉熱，羲之穿短衣，打開肚皮納涼，坐在牀上吃餅。使者遵命回報郗鑒，細

述王家諸少年形態。鑒大喜:「這坦腹東牀的正是我的好女婿。」這是成語「坦

腹東牀」的出處。

  這婚姻很完滿，夫妻恩愛三十八年，育有七子一女。諸子女都繼承了父母的

藝術天才。尤其是第七子王獻之，成就可望乃父項背。王羲之甚以家世自豪。

先祖是王覽，是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的王祥同父異母弟。代出名人，尤其是東

晉建國初，王導和眾兄弟，斬荊開路，輔助晉元帝，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

他認為瑯琊王氏方是正宗，甚看不起出自太原王氏的王述。怎知王述兒子王坦

之是一出類拔萃青年，回顧自己七子，雖工書法，全無治國安邦之才。頓自慚

形穢。大駡諸子。我可不同意王羲之看法。王獻之在書法史上甚有名氣。書家

以他的作品和乃父的連在一起，美譽「二壬」。羲之女兒王孟姜嫁給謝玄之子

謝渙，生子謝靈運，是執南朝文壇牛耳的山水詩人。謝家在淝水之戰後，軍政

二局，都出偉人。真是「莫教人物負溪山」。

王右軍祠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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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心事濃如酒

  一九五七年我剛進大學，課餘讀了一本梁羽生作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

故事情節平平而已，但文字秀麗灑脫，其中一聯 :「中年心事濃如酒，少女情

懷總是詩。」讀起來聲韻鏗鏘，意思亦頗耐人尋味，當時若問我此聯佳處是甚

麼 ? 我卻說不出，可能是一知半解罷。少年時代有抱負，幻想，和幹勁，入世

未深，怎能了解到中年人的心事呢 ? 三十年是一段很漫長的時間，昔日詩樣的

情懷，早已被無情的歲月銷磨凈盡。現在已是「塵滿面，鬢如霜」了，當年的

幻想，很多被現實打破，夢醒神清，秉筆中年，好像飲了幾口醇酒，「別是一

番滋味在心頭」了。

  人到中年，首先觸覺到的，便是生理漸漸有了變化，眼睛昏花，記憶力減退，

頭髮開始禿脫或變為斑白，肚皮兒漲大了，腰肢粗起來，額前眼梢的皺紋也加

增，體力大不如前，甚至各種機能大小毛病也會出現了，怎樣的打扮和修飾也

挽不住逝去的年華，掩不了面上的滄桑。最現實和客觀的就是 :「去日兒童皆

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一九八四年七月母親病逝是我一生中的一大分水線。

她已是久病之人，辭世是一意中事了，她的去世除了因鳥私之情帶來的傷痛

外，在我的思潮上，也給予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她的眼中，我仍是一個乳臭未

乾的人 (可能在父母眼中，每一個人仍滯留在孩提時代 ) 。除了她外，在任何

人眼中，我是一個中年人，偶然帶點稚氣罷。現她已不在人世了，和青少年時

代的唯一連繫，也被毀掉了。同年十一月，我回到香港，有一表姪女到來探望

我，手抱著一個幾個月大的白胖男嬰，想不到當年的黃毛丫頭，已變為一慈母

了。她對嬰兒說 :「俊兒，叫叔公呀 !」「叔公」這稱謂使我的心一沉，歲月

畢竟是不饒人的，無論我怎樣漠視外界的環境，生理的變化，到此際也不能不

認老了。我的心境總不能停留在某一階段，正如地球不能終止旋轉一樣，也許

這就是中年人的悲哀罷。

  中年和少年人的心境顯著不同處就是對人少了一份熱情，對事少了一份衝

勁。少年人朝著人生理想進發，不計成敗利鈍，錯了重頭再來，反正有的是青

春。金錢用盡了，時間浪費了亦無所謂，中年人便不能這樣的任性，因為顧慮

太多了。第一是「家室之累」，有了責任，再不是閒雲野鶴了，最要緊的是心

理上的負荷，雖然在事業上有多少成就，經濟上也有了基礎，但總不能作孤注

一擲，因為顧慮到「好景不常，盛筵難再」，尤其是像美國這般崇拜年青的社

會心理，就不容許中年人在職業上作移星換步。儘管很多人都有「做這行，厭

這行」的念頭，希望能在餘生做點更有意義的事，但一想到「夕陽無限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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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黃昏」便膽怯了。只好咬著牙關幹下去，以期望退休年齡的來臨，這樣的

生活又有甚麼意義 ?

  中年人很多時會感覺到難以明言的寂寞，雖然相識的人是隨着年齡而增加

了，但普通社交和真摯的友誼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的。像對事的顧慮一樣，對

人的顧慮更大了。中年時所交的朋友多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的，利害關係便沖

淡了純真的感情，入世既深，做事要三思而後行，說話也要三緘其口。絕不如

對總角之交和竹馬之友般口無禁忌，這絕不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家都設

了極深的城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許在這比較下，更顯得童年時代的交情

可貴了。但是大家都忙於披星戴月，找尋生計，同學們聚首的機會也不多，「人

生能得幾回醉」? 雖然很多人都在家庭中找尋溫暖，但快樂的家庭並不是僥倖

得來的，同床異夢，代溝比比皆是。當年我和父親在思想上便有很大的鴻溝，

我記得他臨去世前一年，時常獨自一人在公園中漫步、徘徊，向遠方凝視，若

有所思，想不到二十多年後，這寂宴的心境，我也體會到了，真是像酒一樣，

在苦辣中傳出了芬芳，並帶一絲涼意。這就是通曉世故換來的代價罷 !

  對中年人最困擾的還是人生哲學的一大問題，生命之路已行了過半，究竟有

何成就呢 ? 難道真是與草木同朽嗎 ? 除了小部份人外，幾乎全部是寂寂無名

的。在歷史的巨輪上，能留下腳印的，少之又少，我是一個凡庸的人，當然不

敢奢望能在社會上有所建樹以留芳了。但對這人生問題，避而不答嗎 ? 絕不 ! 

每人有不同的答案，因為這是有關自己生存的意義的。

下面要簡述的就是我的人生哲學。

  我對於往事有強烈的懷念，當然包括有歡樂和衷愁。時間就是一具清濾器，

辛酸的事好像渣滓般留在後面，只有值得回味的事物方能通行無阻地出現在

我的回憶中。我深切地知道過份的緬懷過去是無補計劃將來的，但我這樣執迷

全基於我在思想上打破時間概念的企圖。若時間概念模糊了，就沒有童年、青

年、少年、中年，或老年之分界了，但當我一聽到親友去世的消息，殘酷的現

實便吹散了我天真的幻想，於是記起高中時讀的一首英文詩，是 Sir Robert 

Howard 在懷念他的士友 :

Twas but just now he went away:

I have not since had time to shed a tear;

And yet the distance does the same appear

中年心事濃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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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f he had been a thousand years from me.

Time takes no measure in Eternity.

對 ! 在永恆的光陰中，時間是沒有量度的作用的。父親已去世二十三年 ; 母親

去世也快三年了。正如蘇軾詞中所說:「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在我腦海回憶中，他們音容宛在，笑語彷若平生。去世年份多久倒不大相關了，

這打破時間概念的企圖亦可解釋我酷愛歷史的原因。左宗棠有云:「讀萬卷書，

神交古人」。若對史實認識諗熟了，古人的面貌性格便清晰得多。任何學間都

會隨時日有所變更，只有歷史是永不改變的，所以歷史是我最喜愛的學科，打

破時間概念就是我對「中年悲劇」回擊的最利武器。

  當然我不能忽視現在世界存在的客觀因素，歷史可以解釋很多人為的因素以

做成今天的世界。另一半是自然的因素，科學的演進是和我們的世界息息相關

的，假若科學能延長人的壽命一倍的話，少年、中年、老年的劃分線便要重新

估定了，此文也變為無的放矢了。科學是掌握揭開這宇宙奧秘的密碼，而物理

是科學之母，所以物理在我喜愛的學科中排第四。

  旅行是可以排除空間的縛束，把我從熟習的環境帶到一陌生環境中。「行萬

里路勝讀萬卷書」這雖是老生常談，但不能否認廣開眼界的裨益是無限量的。

當我目睹在秘魯首都利馬露宿街頭的乞丐和在馬來西亞檳城港口蝸居在小船上

的漁民時，便感覺到自己得天獨厚，過着非常幸福的生活了，當三餐不能溫飽

和無片瓦遮身之際，人只是一動物而己，還有何閒情發「心事濃如酒」的牢騷

呢 ? 能說此話的已是世界中的「人上人」了，寫此文不無慚愧嗎 ? 但我所希

冀的人生不是朝不保夕，顛沛流離的生活，而是我現在享受到的昇平生活，在

國泰民安中找尋些生命的真諦，我們的父執輩都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亂離，

苟存性命於槍林彈雨中，很多未到中年便夭折了，還有何機會談中年的悲哀

呢，所以我覺得這「悲哀」也是幸福的，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罷 !

  得朧望蜀乃是人的無窮慾望，我也不能例外。我深知自己已是「天之驕子」，

寓居於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內，在合理的情況下，有適當的物質享受了，但我

不甘心於生活從絢爛轉歸於平淡，這是從少年步入中年不可避免的趨勢，所以

時常想在平凡生活中找一點刺激。除旅行外，我很喜歡聽歌劇，這是綜合了戲

劇和音樂的藝術，聲、色、藝的表達已臻上乘，這是我每年中的大節目。

  能與老同學挑燈話舊也是意味深長的，話題多是青年時代的往事，這是符合

我打破時空概念的原則。重溫舊夢，就會聯想到很多消逝了的事情，失踪了的

中年心事濃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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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好像自己亦回歸到青年時代去，但我的心情既感溫暖，亦感惆悵，因而

有點傷感，好像看到多年前的生活紀錄電影一般。「輝社離校三十年慶會」給

我的感受就是這樣。芳甜中有少許辛辣，正如濃酒一樣，回味無窮。

  也許有人批評我這樣的人生觀太沒出息了，對國家社會有何裨益 ? 但我早說

過，除了少數有雄才大略的，其他的人不是寂靜地渡過一生 ? 我不同意桓溫

說 :「大丈夫不留芳百世，定當遺臭萬年」，為了個人名利，使萬姓蒙災是最

自私的行為。像我這樣雖無濟於世，但亦不損於人，有何不對呢 ? 歷史上的隱

逸如嚴光、管寧、林逋，其高風亮節不是很受後人的景仰嗎 ? 誠然我不敢和這

些賢者相比，但我甘於當一平凡人，在太平盛世中過着幸福生活的平凡人。無

可疑問的，「門前騎木馬，巷口玩泥沙」的童年已一去不復返了，已是「如今

成長大，心事亂如麻」的中年了。中年不一定是悲哀的，醇酒辛辣的味不是頗

雋永嗎 ?

中年心事濃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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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社鑽禧加二簡記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渾疑夢，相逢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

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故舊重逢，挑燈夜話，窗外雨聲，竹間煙霧未足以妨好友暢懷的胸襟。而離

別後相見宛然似夢，各問年紀已有幾歲了，想到明朝又要分手了，大家應要珍

重此時刻，乾了此臨別依依這酒杯罷。司空曙這首「雲陽館與韓紳宿別」五律，

是唐詩絕品。挪用來描述覺社八位老大哥:余裕舜，梁宗恆，邱錦智，陳振祥，

沈瀾，李克品，伍煥堂，吳式勤金門重聚的心境是頗適合的。自二年前鑽禧後，

覺社每年在同學日後都有盛會，且邀請同學會職員和耆宿參與。今年出席者竟

有八人之多，可齊三藩市同學會的鑽禧紀錄的奮社和藝群社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上午，林英豪校長，雁社吳維國學長，和我冒着滂沱

大雨，漫步唐人街頭，當我們踏上萬壽宮二樓，傳出一片笑語聲。余裕舜，李

克品，吳式勤三兄早站在樓梯頂端迎賓並指示客人入席。林校長和我被編在一

號檯。座中一位身型頎長，風神俊逸，舉止溫文的長者起立歡迎。原來是一別

兩年的梁宗恆兄。寒喧片刻，同席的離校七十年會仁社老大哥黃汝光伉儷，孫

乾伉儷，奮社鄺文熾兄，副會長李君聰伉儷相繼而至。還有主人之一從溫哥華

來的沈瀾兄。恰滿十人。此席都是同學會最有名望的前輩。而我真是承恩偉餞，

叨陪末座了。

  席間我聽到了老大哥們零碎的話舊。孫乾伯和沈瀾兄一剎六十二年，今日再

會，其喜可知。昔年在校時中國為強鄰欺侮，老大哥們抱凌雲壯志，準備投入

這大時代的洪爐，衛國保家。「萬事雲煙忽過」，一晃便六十年了。海外重逢，

恍如隔世。孫伯和沈兄都是身型偉碩，虎背熊腰，緊握着雙手，不勝唏噓，無

限情懷，都溶化在這笑聲中。

  梁宗恆兄向我出示他珍藏了六十二年的同學留言紀念小冊，每頁都有一位同

學親筆寫下他的抱負和即將離別的感受，一角還貼上當年的小照，我慢慢仔細

閱讀，欽佩老大哥們的國文造詣，反映出三十年代母校的國文水準是很高的。

其中一頁是沈瀾兄的題字，玉照是為翩翩少年也，沈兄後學業有成，是中國有

名的化學工程師，服務祖國多年，目睹國家的動亂，歷盡人世的滄桑。退休後

移民溫哥華，接近其千金也。近幾年鑽研於攝影藝術，作生活的點綴，竟成了

攝影器材專家。

   紀念冊另一頁是孫乾伯船上留言。宗恆兄畢業便赴法國留學，孫乾伯亦買

棹往歐洲，船上盤桓了個多月，要在威尼斯分手了。「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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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於是在紀念冊上寫下數語。我雖然未歷其境，亦可想像到梁兄和孫伯

六十年前船中的生活，引用了元朝詩人薩都拉名句二 :「風雨孤舟夜，關河兩

鬢秋。」相信不會太僣妄罷。六十年來，二位前輩遍歷萬里江山，經過人生多

少關口，歲月不饒人，不覺鬢染秋霜了。此小小紀念冊，宗恆兄從中國帶往巴

黎，再從巴黎帶來舊金山，超越了三大洲，經過了六十年，時和空的數字，都

是很鉅大的，可見得此冊子的寶貴了。

  席中各前輩我都以「兄」稱之，但其中二人絕對不敢冠以「兄」字，林英豪

校長是我的數學啟蒙老師，經他開了茅塞，我在數學科從中學到大學都考得優

異的成績。數十年來，他和我亦師亦友，非普通師生之情可比。孫乾伯是輝社

同學孫必典的尊翁。孫夫人笑對我說 :「乾伯倒希望你稱他為『兄』呢」，但

我若高攀了，以後如何對必興交待?豈不是以世侄輩視之?所以絕不敢從命了。

  觥籌交錯，杯盤狼籍時，余裕舜兄致歡迎詞和介紹其他七位覺社同學，跟着

請黃汝光兄說話，汝光兄是前校監，亦是同學會的泰斗。他回憶十多年前他充

任世界浸信聯會主席，因 ' 公往南美洲，途經秘魯首府利馬，裕舜兄是當地僑

領，班集培正校友給汝光兄盛大的歡迎。儘管時空變易，裕舜兄豪邁熱誠的性

格，始終如一。這一點我可以証實的，十二月六日同學日前一星期，裕舜兄的

府土權充宿舍，款待數位覺社同學，他和嫂夫人照顧同學的起居，無微不至，

定使賓至如歸。

  覺社同學主動邀請來賓講話這一環節，確是創舉，令人耳目一新。一馬當先

的是梁宗恆兄請孫乾伯，宗恆兄在校時已和乾伯有相當交惰，畢業後第一次重

逢是在赴歐洲的船中。第二次重逢就是在舊金山覺社鑽禧加二的慶會了，兩次

相逢都是意料之外，人生遇合，有時是很偶然的，但在這偶然，卻帶來了無限

的驚喜，乾伯談的是當年代表培正出席校運和省運的典故，使我這後輩獲益良

多。跟着沈瀾兄請鄺文熾兄說話，他言出幽默，趣語連珠，他首先指出美饌佳

餚，是他出席社團宴會罕見的，更頌揚覺社的凝聚力和主辦人余裕舜的魄力，

不如此又怎能舉辦這些一而再，再而三從所未聞的「加一」和「加二」慶會呢?

這是他社望塵莫及的。結尾是吉祥的預祝，年年有今日。

  邱錦智兄是國際貿易專家兼會計師。工餘好以詩詞古文作消遣，他開場白是

此次西行，是獵奇冒險的老殘遊記，是以老弱殘軀，冒著病發的危險，參加三

藩市的盛會。謙遜的語言發人深省，使我升起了「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

涼」的慨嘆。他邀請盛會的策劃人李君聰副會長說一下他的心聲，君聰兄縷述

他和覺社的淵源，他夫人的家庭醫生就是已故的覺社前社長林樹基醫生，提到

他大名夫人總有點悲戚。他的英文老師李寶榮也曾教過會仁社和覺社。少年時

讀了李寶榮老師教授 Dickens 的 David Copperfield，即林琴南譯為「塊肉餘

覺社鑽禧加二簡記



631

生述」，銘感於心，去世了的唐馬可老師 ( 覺社同學 ) 亦是他在香港培正初中

時代的監學。

  以後講話的二位都是很灰諧的，林校長回憶一九三三年高三是奮社，高一是

覺社，小六是鵬社。奮社級夕演出舞台劇，所有入場券都給了女校同學，他好

不容易在高伯處弄到一張，言下有點佯責奮社諸兄。鄺伯喃喃地在我耳畔辯白:

「細佬仔，不懂事，何必給他們浪費了座位。」前會長譚振德兄用台山土語說

辦校笑話，可能在老大哥前不敢放肆，全沒有落味，比起廣州台山公路上斷車

鍊，爆輪胎的笑話大大遜色，難得他細心，帶了二枚鑽禧章，補掛在二年前缺

席的邱錦智，吳式勤二兄襟上，余光源立即拍照留念。

  主人中還有從波士頓來的陳振祥兄，他頻於往返美國東西岸，熱心社團活

動，兩岸的培正同學會他總是撥冗參加。李克昌兄是從廣州新移民到三藩市定

居，在穗時是建築工程師。伍煥堂兄是老華僑，在本地有兒孫滿堂。吳式勤兄

從多倫多來，雖旅居加拿大多年，亦未能忘懷在廣州時的青年生活。他們相繼

邀請的談話來賓有曾翠巧，區次嫻，吳維國，趙善強，李伯豪，周榮超諸學長。

談話中多有語重情長的警句，限於篇幅，不能逐一轉載。

  當輪到我這「小子」說話時，倉皇中讀了預先寫好的詞 (是重寫南宋張孝祥

的「西江月」)作賀 :

  「共享堂前歡宴，重來又是一年。

    舊時情意尚牽連，淡淡笑容上面。

    世路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

    休言往事逝如煙，更待他朝再見。」

  補說覺社諸兄，渡過了六十二年的春秋，人間悲歡離合，早已司空見慣，但

無論此身在巴黎，或多倫多，或溫哥華，或波士頓，或舊金山，都抱着達觀，

悠然的心態，欣然和舊同學會面，暢談往事。同學日晚曾把草稿示藝群社謝文

濟兄，竟蒙他的青睞，收在他的大作內，所以再戲改蘇軾一詩賀各位老大哥 :

  「海外相逢情意厚，歲寒猶有傲霜枝，

    人生好景應須記，最是開懷敘舊時。」

覺社八位老大哥，我將翹首企望明年「加三」的慶會 !

覺社鑽禧加二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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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追述三藩市輝社金禧

  2007 年 12 月 1 日對輝社同學而言，是意義深長的另一好日子，期待經年的

三藩市慶典終於蒞臨。外面寒風料峭，刮面刺骨。華埠康年酒樓，甫及下午四

時，輝社同學絡繹而來，雲集樓頭。大多數在香港金禧時，已有兩個星期的

聚首，但有多位是闊別多年，藉此三藩市金禧重逢。是日參加慶典的同學有

二十六人，僅次於十三年前的 1944 年級昭社。香港輝社金禧辦得委實太傑出

了，不然，會有更多人參加三藩市慶典，可能破昭社四十人的紀錄。除了數位

外，各同學都穿上在香港領取到的風衣，純白綑紅領，紅藍邊，襟頭繡上社徽。

清一色的制服，確能一新觀者耳目，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創舉。雖然街上天

氣奇冷，室內同學們燈前話舊，一股暖氣，溫在心頭，正如清代詞人鄭板橋說:

『多年湖海曾為客，都付與風吹夢香，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裡，一種溫情

猶昔。』

  同學會節目開始了。同學會司儀戚嘉慧、曹婉荷宣佈請鑽禧班 1947 年級虹

社、金禧班 1957 年級輝社進場。電腦播出英國歌手男中音 Roger Whitaker 唱

的 I'll Be Seeing You，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名歌。先是理事 79 年榮社張

智輝的千金，十歲大的小妹妹手持虹社社牌，率領虹社七位學長入場。輝社牌

手王曦光高舉社牌，後面是各執社旗一角的黃開旺和應義勇，緊跟著的嫂夫人

葉秀瑜推著丈夫翁希傑，然後梁果行、孫必興社長 ...... 押後是輝社司儀鄭

國輝隨著虹社學長魚貫而行。所經之處，迎來的是夾道的熱烈掌聲。鄭國輝在

三藩市同學會服務了二十多年，人面廣，頻頻向在座各社同學打招呼，作為輝

社的龍尾是最合適的。男中音的雄渾歌聲，唱出 :『I'll be seeing you in 

al1 these old familiar places....』喚起了無限溫馨的回憶。五十年的前

塵往事，湧上心頭，一幕幕的隨著歌聲的音調和旋律，有歡愉、有哀傷、有驚

喜、有悔恨，無論怎樣，今晚同聚一堂的都是半世紀以上的舊交，可見得這時

刻的珍貴。虹社七位學長在舞池中心的椅子上坐下，歌聲還未終止，王曦光率

領輝社同學繞舞池一周，直至男中音唱完最後一音符，輝社二十六位同學方環

繞虹社七位學長背後站著。善社余光源理事率領全體同學唱校歌，真是聲震全

堂，響徹雲霄。

  輝社金禧被安排在晚飯的尾聲，杯盤狼藉之際。鄭國輝從同學會司儀曹婉荷

手上接過話筒，先唸了金禧頌聯 :

   「輝煌事業，五十載刻苦經營，念母校劬勞，聊幸今日，立身庶幾無愧。

     社友情誼，十二秋同窗共樂，憶黌宮絃唱，閒話當年，回首往事依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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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播出輝社同學男中音江達信唱的 He11o，在這滿有磁性吸引的穩重沉實

歌聲中，同學會工作人員在講台前舞池擺上二十七張椅，輝社同學紛紛步向樓

梯口排隊。在這擾嚷期間中，在座各同學都沉醉於江達信優美的歌聲，不感覺

沉悶。

  突然堂後燈光暗下來，舞池燈光全熄，響起 Rachmaninoff 的鋼琴音樂軍樂

前奏 Prelude in G minor，Militaire 。在操兵的旋律中，每一位輝社同學，

揮動七彩的熒光捧，放出各不同的款色，在牌手王曦光率領下，漫步進場，龍

尾是全部女同學。在黑暗中一條長長火龍蠕動著，煞是好看。突然火龍中分，

第二隊隊長何汝顯率領胡露施、魯德華…各女同學向左面邊緣的席位走去，火

龍脫尾，博取各處掌聲，王曦光停步等待何汝顯一隊抵達左端。長短陰陽兩條

火龍向舞池源源而來，在講台前兩條龍合併列成「一字長蛇陣」，熒光捧不停

地揮動著，令觀者眼花瞭亂，目迷五色。司儀聲如洪鐘：「各地同學，我向你

們介紹，這是金禧班 1957 年級輝社。」於是全堂掌聲雷動。

  燈重亮。司儀開始唱名，特別第一個介紹財政翁希傑。他為金禧服務，辛勞

素著，聯絡世界各地同學，不遺餘力，不幸在起程前跌傷了，不能成行，今晚

在家人協助下，坐輪椅參加慶典，這樣服務精神贏得全體同學肅然起敬。梁果

行感激之餘，在台前翻了一大跟斗，在希傑面前停下來和他熱烈握手。跟著介

紹了陳巨光、陳國英、梁燕珍、陳少銘、賈士元、朱敢鵬、朱伯衡、何錫正、

何汝顯、梁果行、胡露施、廖洪偉、魯德華、孫必興、歐陽壁姿、蔡孟佳、黃

開旺、黃笑珍、王曦光、黃佑、羅愛碧、王景昭、應義勇、鄭國輝。從洛杉磯

來的吳回因為要趕飛機，餐未完早離場了。被點名者均揮手向在座各社同學和

嘉賓致意。

  接下來的梁果行、梁健行昆仲才藝表演可精彩了。健行是果行的幼弟，1966

年級皓社同學。他引吭高歌一曲「上海灘」，功力深厚，唱到「浪花淘盡世間

事」很切合我們離校五十年的寫照。果行大演身手，是自創的五形醉拳，一副

醉昏昏的扮相，疑假似真，不負「半醒老人」之名 (這是他的筆名 )。

  司儀再執話筒，讀了他對金禧感受速寫一聯 :

    「展歡容，異地重逢，敢問白髮幾根，青春何許 ?

      還記起，同袍習唱，莫道前塵似夢，往事如煙。」

  且補說五十年前我們同窗共硯的歡樂情景，是寶貴的經歷，難忘的回憶，絕

司儀追述三藩市輝社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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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能用「前塵似夢，往事如煙」八字輕輕驅走。現在雖是頭髮稀疏，兩鬢斑

白，但友誼仍在，這應是不渝無變的。社長孫必興讀金禧詞並用 Aloha Hi 的

調子清唱出來，沒有配樂，純用自己的聲線，若缺乏音樂天才是很難的。必興

雖患傷風，但仍勝任愉快，大獲在座各同學的欣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是明朝才子楊慎填的詞，後來成了羅貫中作的文學名著三國演義的開場

白。不錯 ! 五十年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潮生潮落，花謝花開，很多事情都在

這期間內發生。人生變幻無常，世事如白雲蒼狗。儘管世界在變動，我們輝社

有一永恆因素，就是我們的數學啟蒙老師林英豪校長，輝社的恩師。我們很榮

幸，請得他遠道從多倫多駕到，替輝社主持授章典禮 ; 並請馮啟異、戚嘉慧協

助配合這儀式。林英豪老師和兩位會長步向舞池中心，配樂是男中音楊洪基主

唱的「浪花淘盡英雄」。林老師替輝社同學戴上釘了金禧章的紅藍帽。馮會長

給每人掛上胸前的金禧大章，從第一位王景昭至最後一位鄭國輝，「浪花淘盡

英雄」連續奏了三次。再加上拍攝團體照片，全部儀式莊嚴，肅穆，兼隆重，

全場目光凝神注視。

  授章儀式告成。林英豪老師向輝社同學致詞，真摯誠懇。重心是自他執教鞭

至今天，長達幾乎六十年，和輝社同學特別有緣份，亦師亦友，和其中很多同

學有深厚的交誼。輝社人才濟濟，有很多能獨當一面有大將之才的千里馬。最

可貴的，輝社同學對前輩的尊敬，同學間的友愛早已名播遐邇，聲譽四起，他

恭祝輝社同學有美好的將來，十年後再回同學會慶祝鑽禧。他本人年已八十七

歲，十年後情況如何，真是世事茫茫難料矣。無論怎樣，他的心，向輝社祝福。

我們聆聽此一席話，良師的呵護和勉勵，深受感動。

  孫必興社長向同學會精簡地介紹輝社和致謝詞。他的演詞可析為三主要部

份 : ( 一 ) 輝社人材很平均，除出了一物理諾貝爾得獎人崔琦外，其他學科也

有出類拔萃，成就頗高的人材，堪稱一「博」字。( 二 ) 輝社團結的原因是基

於五十年甚至六十年來的交情，辦事精神全合符清朝中興名將左宗棠的格言 :

『處事以忠，待人以誠。』辦事抱著一腔熱誠，全力以赴，務求達到最佳的效

果。同學間真誠以待，懷赤子之心，絕無城府。他特別多謝三藩市區居功尤偉

的二位同學 : 翁希傑主理財政，打了無數長途電話，尤其是和香港金禧籌委會

合作，幾經艱難，方能安排柬埔寨旅行 ; 王曦光是網站掌門人，立即播出籌委

會動態和計劃，身處邊遠的同學，也能迅速歸隊，所以有雲集香港參加金禧

司儀追述三藩市輝社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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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七人的成績。( 三 ) 三藩市輝社金禧不是香港輝社金禧的餘波，而是

迭起高潮。他很多謝林英豪老師遠道而來為輝社主持授章儀式。他請黃開旺送

紀念品給林老師。開旺踏上講台執話筒，引聖經金句關於愛心，林老師對輝

社洋溢著愛。他除了代表三藩市輝社致送紀念品外，更代表香港輝社送上紀念

品。( 註 : 三藩市輝社紀念品內有一百美元現款，是梁果行特意送出的 ) 林老

師和開旺拍照留念。孫必興社長繼續多謝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分割一段寶貴時

間給輝社金禧 ( 註 : 今年沒有 1982 年級駿社同學參加慶祝銀禧。同學會特別

垂注輝社，給我們一個鐘頭有多做節目。) 他請王曦光代表輝社致送禮金給三

藩市同學會，由馮啟異會長接收，馮啟異和曦光、必興拍照留念。孫必興繼續

多謝協助金禧幾位別社的同學 : 弘社趙善強學長 ( 控制燈光 )，毅社陳雲柱學

長 ( 製作輝社金禧電影 )，善社余光源同學 ( 處理配樂 )，恆社周榮超，朱樂

怡同學 (管理和分派熒光捧 )。

  司儀要孫必興留步，為同學們清唱國語曲「何日君再來」。香港王世榮認為

此歌應改為「願君常再來」。但我認為保留原歌詞有一好處，我們萬水千山，

為金禧重聚於此，畢竟是難得的機緣。必興用純歌喉清唱此曲，因為訓練有素，

唱此歌比方纔唱金禧歌，成就處似乎更上一層樓，唱罷餘音繞樑，裊裊不絕。

  是壓軸戲大巡遊的時候了。司儀宣佈輝社同學在舞池中心再擺長蛇陣，面對

在座各人。左端第一位是牌手王曦光，第二、第三位是旗手黃開旺、應義勇，

第四位是梁果行，第五位是孫必興，其他同學可隨便排列。恰巧蔡孟佳排在最

右端作押後，翁希傑坐在輪椅上不在龍內。司儀要長龍於音樂升起時在舞池外

席位中作繞場一用，然後進入舞池再繞一周，在舞池內翁希傑由夫人葉秀瑜推

動方附龍尾，緊跟蔡孟佳之後。司儀發號令 :「長龍作『向右看』」。電腦播

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紅軍進行曲「行軍路上」，音調雄壯悅耳，旋律急速，

節奏分明，且夾雜著鼓聲和腳步聲。電腦播出「行軍路上」第一組音符，司儀

再發號令 :「曦光，起步罷 !」，王曦光高舉社牌，漫步鑽入席位間，人叢中。

黃開旺、應義勇各執社旗一角，緊跟在後。輝社人龍向左邊席位蠕動，只有翁

希傑坐輪椅留在舞池。歌聲逐漸從遠至近，由柔和趨雄壯，各輝社同學昂首而

行，所到處，別社的同學和家眷報以歡迎掌聲。我相信輝社同學心潮也隨著軍

隊的歌聲起伏翻騰，前進罷 ! 多少歲月已在後面流失了，不知不覺已近古稀之

年。前後夾著的都是童年或少年時代的好友，前進罷!正如金禧歌詞最後一句:

「願後桑榆，前景亦是長青。」和好友們共渡桑榆美景，是人生樂事也。音樂

和行軍歌聲，愈顯雄偉和渾厚，前進罷 ! 人生路也是如此，不要猶豫了。腦海

仍縈繞著林英豪老師給輝社的祝福，前進罷 ! 有十年後的鑽禧目標可望，輝社

長龍在牌手王曦光率領下已在外圍繞了一周，漫步踏入舞池。司儀再發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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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翁希傑參加長龍行列。」嫂夫人葉秀瑜推動輪椅，緊跟著蔡孟佳背後。「行

軍路上」再奏一次，輝社人龍在舞池內繞小圈，直至音樂停止方停頓下來。司

儀宣佈輝社金禧正式結束，梁果行執話筒，大叫好 !

  輝社金禧終於結束了，相信此節目令人難以忘懷。我抄了漢朝蘇武「贈別」

後半段作本文

結束 :

  「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

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司儀追述三藩市輝社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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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古稀重聚

  八月九日下午五時半我踏入在溢哥華南部小鎮 Richmond 的旅館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大堂側會議室，見到熱哄哄的一大堆人頭，笑語洋溢。從香港來

的蕭沛錕、張小桃夫婦將我拉往一角 :「你剛乘飛機到，肚子一定空著，快吃

點東西。」從 Phoenix 來的黃婉嫻的掌珠 Pauline 從盒內取出一塊老婆餅，放

在一紙巾上遞給我，我小心翼翼接過。婉嫻夫婿鄧先生最近辭世，我匆匆說了

兩句慰問說話。翁希傑嫂葉秀瑜倒了一杯清水給我，我非常謹慎吃這老婆餅，

因為旅館規則不准在這會議室內吃東西的，我避免餅皮屑末跌在地土留下犯罪

證據。匆匆囫圇吞下，不要給旅館工作人員瞧到。

  坐在希傑旁是一對溫文爾雅的夫婦，希傑對我說 :「你記得她嗎 ? 她是我們

的小學同學關德禎，這是她的丈夫 Philip 馬先生。」關德禎是小四信和我同

班，我說起此事，她說 :「年代太湮遠了，印象實有點模糊。」我提起當時輝

社之花王秀芳，她說 :「是啊，她是我當年的好友。」跟著從手袋取出她和王

秀芳在小學時的合照給我看，又取出輝社小學畢業照。照片上各人皆童真未

泯，稚氣仍存。歲月無情，年華飛渡，一晃便是六十年。剛巧桌上放著一本香

港社長王忠椏帶來「新出爐」的輝社金禧刊，我翻到我小傳內離港時拍的照給

德禎看，德禎查了她自傳內小學照給我，我們不約而同說 :「對啊，依稀記起

來了。」我想，此次溫哥華古稀重逢的意義己凝聚在這句簡單的話語中。

  在另一角和王曦光、何汝顯密密交談的「中年人」頭髮有少許斑白，身型健

碩，精神矍鑠，意氣飽滿，設笑風生。他是初三時田徑短跑健將張錦波。後來

我方知道他曾和我的好友江達信、黃佑先後同過班。錦波高中時轉讀德明，升

台灣中興大學，攻修農林化學系，畢業後往婆羅洲工作二年，後回香港開工廠

製造鐘錶，一九七七年移民往加拿大，寓居溫哥華直至今天。一九七八年在地

產市場上大顯身手，五年前方退休，是在事業一帆風順，日升月恆之際。我當

夜晚宴後和錦波漫步行回旅館，他簡單闡述他在加拿大時的生活，笑語如珠，

使聽者如沐春風。可惜我們不在同一地方生活，因為相處得頂投機，孫必興在

開會那天方和他聯絡上。

  又有一位西裝筆挺，文質彬彬的同學，甚是靠容華貴，他是小學畢業後便轉

讀皇仁書院的鄭煒國。當年小六時他和梁泳標因為成績卓越被派往參加小學會

考，結果有優異的分數可以選讀皇仁，畢業後考入香港大學醫學院。一九六四

年取得醫學博士名銜，曾在香港政府內充任醫務人員四年。一九六九年移民加

拿大溫哥華。在溫哥華有私人醫務所，專長於小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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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在半退休狀態，準備明年全面退休。煒國容光煥發，端默凝坐，若有同學

向他問寒喧，總是很有禮貌地回應。

  我特別速寫張錦波、鄭煒國二人的生平，因為他們最近方歸回輝社大本營，

沒有交上小傳給金禧刊。陳偉才是寓居溫哥華郊區 Vancouver Island 上小鎮 

Nanaimo，他見到我一腔熱情，送給我私人名片一張，並要我寫下地址和電話，

以便日後聯絡。他有女兒和孫女在 San Diego，每年都南下和家人團聚五個

月。他是退了休的電器材導師，在香港特曾在王忠椏工廠內服務了一段時間。

後他回來加拿大執教鞭。忠椏社長從香港帶來了二本金禧特刊。除了他自己

一本要出席溫哥華各同學簽名在底頁外，另一本贈給陳偉才，不負當年主客的

情誼。偉才真幸運，比我們先收到金禧刊。後二天我和偉才同遊 Victoria 和

Vancouver 各地，變得非常熟絡。這溫哥華重遊，意義深長，和溫哥華區的同

學闊別半世紀以上，古稀之年再能握手言歡，這時刻是何等寶貴啊 ! 此情懷可

借清朝學者趙翼半首詩作形容 :

       「不曾識面早相知，

         良會真成意外奇 ;

         才可必傳能有幾 ?

         老猶得見未嫌遲。」

陳圓英、梁燕珍夫婦走進會議室，他們是此次集會溫哥華區的聯絡兼充任地

主。他們先付了錢購買明天的 Victoria 一日遊和後日的 Vancouver 一日遊，

我欠下他們一百六十美元，於是排隊還債。在會議室內還有單瓊珠、李澤洲、

周劍虹、黃婉嫻的弟弟黃寬樑〈六六年級皓社〉、王端嫻、孫必興、吳冰明等

人。

日落西沉，華燈已上，不覺六時半，我們離開會議室，結隊往附近餐室玉庭軒

去。彼時夜涼如水，微風拂衣，溫哥華夜色迷人，步上餐館二樓，見到筵開

三席，一堆人早在那裡恭候。王忠椏社長和嫂夫人笑臉相迎，請我們入座。

李郕材、郭惠珍夫婦拉著我坐在他們的身邊。我最近和他們共有四次海外旅

行 :( 一〉金禧前廣州、中山 ( 二〉金禧後東埔寨〈三〉去年秋中國絲網之路

〈四〉今年四月河南、山泉，和他們有長時間相處，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他

們從 Edmonton 飛來此地。鄰席有林文鑛、lisa 夫婦，他們是我在二零零零

年遊蘇杭、黃山、張家界 .... 等地的旅伴，急忙過去和他們小聚舊。嫂夫人

lisa 很喜歡讀我的遊記，我特別帶了一份最近寫好的揚州兩篇、鎮江一篇給

她。還有伍綱常和嫂夫人 Elsie，也是金禧旅行時混得相當熟的一對夫婦。方

德權和嫂夫人 Eva 坐在席內深處，我們只遙遠地打了招呼，他對我說 :「我有

莫伯豪最近消息。」我還以為可以再見著他，慢慢詳談，怎知就在當晚驚鴻一

溫哥華古稀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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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以後便消失了。

  這晚菜餚異常精美，包括我最喜愛的大蟹。每席坐上十二人，遺憾的若不同

席很難溝通，只好在等候出菜時一剎那間步向鄰席去。我就這樣地爭取機會過

去第三席和鄭煒國、梁泳標交談。我問泳標，三藩市有一六二年級旭社梁泳強，

和他是怎樣關係，回答是 :「那是舍弟，他已撤回香港居住了。」何汝顯、蔡

煒國夫婦，王曦光、徐玫夫婦也坐在第三席。我久未見徐玫了，起程前在翁希

傑府上的燒烤晚宴她無暇參加，可見得她是工作纏身的女強人，當夜很高興見

著她。

  轉眼間已是杯盤狼藉。我們很興奮，喋喋不休彼此交談，竟忘了拍集體照片。

但想到能有這樣忘掉俗務，回復兒時的機會究竟不多，歡愉中難免夾雜著點惆

悵。南宋詩人陸游的名句 :「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確是很好的

寫照。回到旅館時人差不多已散清，只有李澤洲、周劍虹夫婦，蕭沛錕、張小

桃夫婦留在大堂內作餘音繞樑的依依道剔。張小桃的妹妹來接他們夫婦離去，

澤洲夫婦和我跟著上樓各自回房休息。我還要準備明天一早起來參加 Victoria 

的一日遊呢 !

  因為見著了闊別六十年的舊同學，心情特別興奮，通宵不寐。八月十日天未

光便起床，六時往旅館外視察，天正下著微雨，環境在薄霧濃雲中，萬籟俱寂，

只有名都餅鋪裡內燈光輝煌，我買了三塊老婆餅帶回房間，用來裹腹。去在晚

飯時陳國英告訴準備旅行各人，不必忙於在旅館用早餐，船上有很豐富的早餐

出售。未到七時半，和我們往 Victoria 去旅遊的單瓊珠、陳國英、梁燕珍、

伍綱常、Elsie、陳偉才已齊集在大堂內。黃婉嫻、黃寬樑、Pauline 鄧住在離

此有好幾個街口的 Hilton，遲些時方到。我們又要會齊那批從越南來

的團友，所以車子遲了二十分鐘方駛離旅館。

  雨下得很大，沿途的植物和草坪被雨水潤透，放射出耀眼的光彩。我想起馮

延己詞中五字「細雨濕流光」真能攝取雨中青草的靈魂。導遊兼司機夏世文很

健談，口才甚佳，他不斷解釋加拿大的風俗人惰，和上船時的規則。他說船上

有三個餐廳，其中一餐廳，可以用取巧方法領取免費牛奶，如何繞過付錢的閘

口。船上有一貴賓室，入去要付五元的，若充唐山亞伯亞姆冒然進去，若有人

詢問索錢，不要說一句英文，走出來，但已享用了一段時間，單瓊珠大不以為

然，在旁細聲對我說 :「這樣做不大好罷。」我回答 :「對 ! 基督徒不宜有此

鬼鼠行為。」夏世文作為導遊很夠資格，我嫌他油腔滑調太多，有欠誠懇。

  往 Victoria 的渡輪面積頗大。旅行食慾特別好，覺得腹如雷鳴。陳偉才在

本地居住，是識途老馬，帶我們往一出售自助餐處，我點了一綠島早餐，色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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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香腸，煙肉，蜜糖汁淋薄餅 .... 找到一近窗桌子，和陳偉才、伍綱常

夫婦共坐。陳偉才和陳國英、梁燕珍夫婦此次旅遊，是「陪太子讀書」式，他

們在本地居住，往 Victoria 去不下十多次，可惜參加旅遊人數只有十一人，

有負他們的美意。吃罷可口的早餐，飲完濃香的咖啡，真是口角噙香，猶有餘

味焉。陳偉才和我往船外甲板處繞了一週，風很大，海峽諸島在煙雨迷濛中，

別有一番詩意。時覺奇寒刺骨，我們步回船艙裡內，繼續我們的懷舊。我領悟

到共同旅遊方是重燃友誼之火的好辦法，遠勝在餐館內寥寥兩個鐘頭。

  Victoria 市內遊的「例牌菜」:參觀國會，遨遊碼頭和從前三次一般，沒有

甚麼特別，但遊唐人埠卻是大開眼界。首先經過一紅樓〈外牆漆上紅色的樓宇) 

, 夏世文說他曾在裡內作客一個月。這是一收留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夏說他倒

霉時入住，總勝在街頭露宿。伍綱常覺得他可信成份只有二成，「姑妄言之姑

聽之」罷。

  Victoria 華埠是加拿大最古舊的，一八五八年很多中國僑民從三藩市揚帆

北土，滯留此地，就在維域開荒建新家園。現在華埠正街矗立著一古色古香的

牌樓，頂端有一葫蘆，象徵式保護華埠，預防邪魔入侵。牌樓前的一對石獅子，

是中國蘇州贈送的，蘇州是 Victoria 的姊妹市。

  我們被帶往比地面水平下沉二十多尺的一大廣場。原本是十九世紀拍賣牛馬

的鬧市，現在成了華埠商業中心。我們沿樓梯步行下去參觀，全部走出售各式

紀念物的精品店或海味、藥材的雜貨店。貨品並不是清一色來自中國，我見到

一商店櫥窗上放了一海盜裝束的小娃娃，手工精緻，我進裡詢問價格，超過百

元，為之咋舌。本來我搜集這些國際人物，不大計較高價。但仔細觀察，海盜

的白衣染了少許塵埃，本想問店主有沒有簇新的，但見團友們已行得遠遠的，

不敢落後，匆匆離店追上他們。

  「番攤巷」最有特別的風格。事緣一八八零年時，British Columbia 盛產鴉

片運往美國，是皮草、煤塊後的第三產品。很多鴉片是在磚屋後的小工場提煉。

一九零八年鴉片被嚴禁，這些小工場空地也被新建的樓宇填滿了，只留得一條

小巷通往外面大街。新的罪孽代鴉片而興，沿巷最少有八間名謂俱樂部實是玩

番攤的賭館。有時警察入巷巡查，賭館主人索性將巷的兩端封閉，命「看風者」

嚴詢入巷者的身份。今日在近 Fisgard 路的入口處，我們依稀見到「看風者」

視察巷外的窗洞遺跡。當然今天巷的兩旁已不是賭館，而是各式精品店。巷的

缺口處，高牆上掛了「番攤里」三字，此巷甚窄，僅堪容身，若有迎面行人，

便要側身閃避了，所以有「北美洲最窄的商業街」雅號。

溫哥華古稀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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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唐人埠的街道都刻有中文名，例如 Government 是「加富民街」

Herald 是「喜報街」大概是譯音了，但未必盡然，中文的含義頗耐人尋味。

Government 路行人道上滿砌了「壽」字的圖案。Fisgard 路行人道上滿砌了

「中」字的圖案。一方面是含長壽之意，另一方面是緬懷中國，以示 Victoria 

的華僑不忘本，心念故國。我對陳國英說 :「三年前我們乘船經 Victoria，

江達信夫婦、梁果行夫婦和我來唐人埠吃牛腩雲吞麵，怎曉得唐人埠別有洞天

呢 !」他回答 :「你上次是報到，今次方是正式旅遊。」莫怪單瓊珠說 :「跟朋

友來，只隨便行行企企，不知看了些甚麼，參加旅行團，方能深入民間。」

  旅行團在唐人埠的大世界吃罷午餐，便驅車往 The Butchart Gardens 去。

雨點下得很大，黃婉嫻和弟弟、女兒及老友王端嫻留在咖啡室內淺斟低酌，只

有伍綱常、Elsie、陳偉才、單瓊珠、陳國英、梁燕珍和我持傘在花園漫步。

花園確是名不虛傳，喬木、灌木、綠葉植物和花卉都精心地安排，組成美麗的

圖案，正是:「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且在雨中看花，別饒韻味，

大有「望殘煙草淒迷」的感受。遊罷花園，已屆黃昏，匆忙趕回車上，首程回

溫哥華。

  在船上陳偉才買了兩杯香濃咖啡，我們二人在欣賞海峽群島的景色。彼時雨

歇雲收，在日落餘暉內欣賞美景，比來船時清晰得多。抵達溫哥華，下午在工

時已過。我們十一人一同往沾仔記吃雲吞麵、水餃、牛筋、油菜去。溫哥華的

雲吞麵，有香港的風味，三藩市望塵莫及。

  八月十一目的溫哥華市內遊參加者只有八人 : 單瓊珠、黃婉嫻、黃寬樑、

Pauline 鄧、伍綱常、EIsie、陳偉才和我。上午八時半出發，司機兼導遊是

一老華僑卓亞倫，看來他的年紀比我們還大，他的口才大遜於夏世文，但人很

老實。單瓊珠擔心他有點老糊塗。上午遊了三個景點 :Stanley Park，Gastown 

和唐人埠。很多人說溫哥華真正的唐人埠是我們寓居的南面小鎮 Richmond。

十九世紀華僑在溫哥華有一段艱辛慘痛的血淚史。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五年

間有過一萬一千中國人乘船抵此地，他們遠涉重洋的動機是加拿大太平洋鐵

路僱請大幫華工建築鐵路。他們受的待遇很差，每天賺一塊錢，這工資是白

人的一半，他們的選舉權被剝掉，中國女人不准居留除非她的丈夫是白人。

一八八七年在 False Creek 附近的中國人大本營全部被燒毀，這是響應美國最

新通過的排華案。一九零七年唐人埠大大被亂民組成的大暴動摧殘，現在唐人

埠的規模頗大，孫逸仙公園是仿蘇州園林而建的 ; 建築者是蘇州市派來的藝街

家。我們中午時到花園飯店去，伍綱常突感患有河魚腹疾，要回旅館房間休息。

午餐後有半個鐘頭給我們在唐人埠流連。我走入 East Pender 路的三聯書局，

買了兩本關於水滸傳的書。此行大有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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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又遊三個景點 :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Granville Island，

Queen Elizabeth Park。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是在浪花滾滾上橫渡

Capilano 峽谷的吊橋，行在上面，橋不斷地搖曳著，給人有驚險的感受。橋

的彼岸有一組連接起來的小橋，從一棵大樹走向另一棵大樹，像松鼠般在茂密

枝葉的森林中心上空瀏覽，非常有趣，又有懸崖棧道，上接高山，下通峽谷，

是觀景的好去處。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位於溫哥華北的小鎮 North Vancouver

內，很多市內遊不包含，只有在唐人埠的翠明旅遊帶客人去，值得推薦。

Granville Island 是市南一小島，風格很似三藩市北的 Sausalito 小鎮。裡

面出售各式各類的藝術品，鎮內有一巨型農產市場，我在裡面買了一磅龍眼，

價格像其他各物般，比三藩市貴。Queen Elizabeth Park 簡直是 Butchart 

Gardens 的縮影，非常典雅。女士們要趕回旅館換衫化粧赴今晚的告別宴，

所以將最後的景點逗留時間縮短了。

  告別宴設在新瑞華。夏世文貶此餐館很厲害，是出名「捉水魚」的地方。我

笑對伍綱常說 :「我們可能在告別宴中成了水魚」，他回答 :「此人信口開河，

我不信他。」是夜筵開二席，一席十五人，另一席十四人，菜式中有龍蝦。晚

宴前我們在餐室外面拍輝社同學全體照。吃罷晚飯，各人對新瑞華很滿意，證

明夏世文挾私彈劾，有欠公允。於是大家握手道別。我和蕭沛錕一同行回旅館。

夜間風露頗冷，頓感衣著單薄。沛錕再一次叮嚀 :「記得

十一月回香港，參加校慶，我們又可重聚了。」我支吾以答，暫時對年底旅行

未有計劃。又一次美滿地結束了輝社集會 :「回首住期恨多少，夜闌霜露又沾

衣。」

溫哥華古稀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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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六社聯歡慶社禧

  同學日已在九月二十七日南灣區 Cupertino 市的皇朝餐館成功地完成了。午

宴的重點是六社同慶祝畢業週年。即四四年昭社的金鑽禧，四九年熹社和堅社

的藍星禧，五四年匡社的鑽禧，五九年光社的翡翠禧，六四年協社的金禧，和

六九年昇社的藍寶石禧。火爆場面雖稍遜於三年前的一條龍十社同慶祝 ----- 

從金鑽禧至離校二十年的瓷器禧，但溫馨的情懷，歡愉喜悅的氣氛絕不減退。

且環節緊湊，高潮迭起，主要原因是得力於輝社的金牌司儀單瓊珠。她雍容華

貴，神態閒雅，口吐珠璣，聲韻鏗鏘，節拍悠緩，莊諧兼備。將節目程序駕駛

掌握得恰到好處，絕無冷場。司儀是大會靈魂，此話誠不虛也。

  節目開始是由低音歌王忠社劉粵琛領唱校歌，有此深厚沉實的男聲作主線，

就算混了些 ｢男無音 ｣｢ 女蚊喉 ｣，校歌也顯得娓娓動聽。周榮超會長致詞更是

意味深長。主題有三：( 一 ) 褒揚已屆九十三高齡的鵬社李兆康學長，雖不能

躬臨盛會，也親筆寫信道賀，並附上會費。對同學會的熱愛，溢於言表。(二 )

匡社籌備鑽禧的活動和計劃，都寄一份給他，使他覺得來勢洶湧，非等閒也，

一定要嚴陣以待，庶幾可報盛情。( 三 ) 慶祝地點離三藩市很遠，很多同學需

要｢順風車｣，有多位熱心校友，尤其是堅社黃汝炘夫人，不辭勞苦，載運他們。

  戚嘉慧副會長介紹嘉賓，除嶺南的潘占培會長和培道的余潔芳會長外，還有

從各地來的培正同學會首長和代表，如檀香山、洛杉磯、波士頓、多倫多…等

地。今年且有一特色。每介紹一位嘉賓，我們必有一份小禮物送出以作紀念。

跟着孫必興介紹現場的理事，尤其是新任的四位，即耀社關仕清、真社陳訓勤、

廣州勤社周雄耀、何愛文。

  跟着是由鄭國輝主持昭社金鑽禧。他唱名請八位學長個別陸續出場，由三位

會長作陪，即盧廣瀚、鄒幗瑛、張瑞燕、鄺乃良、張美瑤、周素蟾、齊鴻雪、

趙國權。他對認識的幾位稍作介紹。盧廣瀚學長在年初時函致同學會，說昭社

會有多人參加金鑽禧，希望同學會稍備儀式。歷來三藩市禧慶的紀錄。都是給

昭社破了，即金禧、鑽禧，和這次的金鑽禧。鄒幗瑛學長是每月毅社月初聚餐

的伙伴，大家交談得很投機。鄺乃良老師是輝社的數學啟蒙老師，師生情緣甚

佳，且和輝社往中國大陸旅行多次。參加輝社旅行還有昭社林賢江、譚惠德二

位學長，很遺憾地他們年前先後遽返天家，不能再和我們歡聚一堂。我藉此機

會表達哀悼和懷念。昭社畢業之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他們經過滿

地瘡痍，哀鴻遍野。七十年後同學間情誼老而彌篤，不為歲月有所冲淡。引用

近代詩人張華山的名句。他們有過 ｢ 一段火紅燦爛的青春歲月。一曲激情燃燒

人生之歌 ｣ 這七十年後的重聚何等珍貴啊 ! 同學會由周榮超會長，談雲衢副會



644

長、戚嘉慧副會長，何愛文贈送晶瑩的水晶球。背景音樂是男中音廖昌永主唱

｢莫斯科有我的愛 ｣歌詞如下。

         ｢ 莫斯科河畔，列寧山上。

          美麗校園，令人神往。

          我們擕手並肩，追求心中理想。

          莫斯科有我的愛，你永遠在我心上。

   

          白樺樹下，林蔭道旁。

          青春歲月，怎能遺忘。

          我們風華正茂，共渡美好時光。｣

鄭國輝補說 : 將 ｢ 莫斯科河畔 ｣ 改作「珠江河畔」，｢ 列寧山上 ｣ 改作 ｢ 東山

上 ｣，｢ 莫斯科有我的愛 ｣ 改作 ｢ 廣州有我的愛 ｣，｢ 白樺樹下 ｣ 改作 ｢ 青松樹

下 ｣。情景則很吻合貼切，有助各學長作時光倒流，緬懷在校就讀時純真之情

和 ｢十年窗下影，一點案頭心 ｣之景。

  緊接着堅社的藍星禧。參與的六位學長是劉德潤、林學穎、殷榮振、曹敬儒、

黃汝炘夫人、王保羅、鄭國輝唱名，由三位會長請他們個別出來，就座於場中。

曹敬儒學長是鄭國輝的輝社好友翁希傑舅父。王保羅學長長途跋涉，從東灣遠

道而來，是很難得的。堅社畢業之年是國共內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年，

亦在動盪的時局中離開母校，踏上人生奮鬥之路。不期然想到已去世多年的堅

社許榮基和熹社楊延壽，他們都是當年同學會的中堅份子。物換星移，時不我

與。五年前周榮超邀請到二位遺孀嫂夫人參加堅社鑽禧的大巡遊，今次可能因

路程太遠，不方便參加。陳文蔚學長也沒有出場，確是一缺憾。禮成後，同學

會贈送藍水晶球，重播 ｢ 莫斯科有我的愛 ｣。在金鑽禧時，播音出現故障，歌

聲很微弱，現重播此曲，可稍作彌補。回憶和善社余光源合作多年，音樂方面

從未出現任何過失。

  李錦定牧師作謝飯祈禱。他和筆者在療傷院認識。他探訪鄰房的教會執事歐

陽善騰先生，得悉我是培正老大哥，順便過來探訪。為同學會網羅人才，正值

去年是勤社紅寶石禧，於是力勸他返回同學會。吳宣倫頌獎學金。今年得獎人

士有毅社譚連德學長的謫孫。太好了 !賢者必有英才繼其後也。

 午宴開始了，孫必興立即舉行匡社鑽禧。早在大半年前常廣原學兄投紀念文

章。因為匡社是輝社兄班。兒時憶舊深深挑動孫必興的心絃，引起莫大的共

鳴，在校回憶有很多相通處也。他首先多謝廣原兄和楊東權兄賜以寶貴的懷舊

文稿。梁錦琪兄辭世，嫂夫人施明玉女士捐贈巨款給同學會紀念夫君，遂設乒

三藩市培正同學日六社聯歡慶社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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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球會作永久性的活動。匡社鑽禧活動頻仍。三藩市的鑽禧只不過是前奏曲。

十一月中旬有台灣之遊，然後香港同學日中的鑽禧慶典，跟着是廣州、惠州之

行，參加鑽禧的有 : 梁錦琪夫人、區智、羅根合、鄧合義，楊東權、余則誠、

馬愛華、潘錫鑾、崔家祥、常廣原、關維明、章以洵、何榮新、麥家龍，堅社

曹敬儒學長授章給他們。

  緊接着的是光社翡翠禧。孫必興唱名出場。分兩班，廣州的馬時敏、盧詠慈、

譚務強、曹翠琴、趙鏡珩、何平略、黃維廉、湯娥容、葉文雅、廖袞燕、譚婷茵。

香港的張侃、黃雄耀、陳炳璋、趙中和、余濟林、黃耀華、陳文端。無分涇渭，

他們都推在一塊兒行禮拍照。匡社楊東權學長授章給他們。筆者和香港光社，

廣州光社的黃維廉頗有交誼，我預早通知他們每班派二人替協社同學配章。協

社人多勢眾，可用得上四人。依三藩市慣例，授章的是高五級的學兄或學姊。

情序之下是一小插曲。周榮超會長替藍寶石禧蔡助山、寇懷信二人掛章。

  協社金禧是全場的壓軸戲。同學共三十人，從外埠來的有十人，由

Wisconsin 來的李振威主持典禮，負責唱名。他們在香港有很豐富的節目，包

括往韓國濟州旅行。最特別的是宋允鵬同學為小學籌款開的鋼琴演奏會，兩年

前他在三藩市開了一音樂會，何汝顯、孫必興和我前往欣賞。他的確在音樂上

很有造詣和成就，是國際知名的音樂家。很高興見到洛杉磯前會長陳文珠和夫

婿建社謝華銑學兄。她和我有多年文字神交。協社同學合唱 ｢ 朋友 ｣ 一歌以結

束此欣喜滿堂的同學日。在此向協社李曉蓬、范更生二位同學表達衷心謝忱。

他們替我製作影唱小碟作金鑽禧、藍星禧背景音樂。二十五年前即一九八九年

我以三藩市同學會會長身份主持了協社銀禧。光陰如白駒過隙潮生潮落，花謝

花開，二十五年匆匆消逝。想不到今天我為協社金禧寫報導。這也是緣份罷。

杜甫詩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

鬢髮各已蒼 ｣ 細味此語能不愴然涕下。人生雖有限，友誼是永恆的。謹祝禧慶

六社，邁步人生路，發揮純真情摰的友情。這應是同學會存在的意義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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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雙五七」標題是在郵輪上澳校女同學歐陽壁芝、賀秀英提供的。我覺得

很有意思，便毫不猶豫地引用了。這次重聚是從舊金山乘「公主號」到溫哥華

去。在船上住宿了四晚，上岸後在溫哥華住宿三晚。一同乘船的有二十七人；

參加溫哥華大公宴的有四十四人，是翡翠禧後盛況一時之會。皓首重逢是人生

難得的驚喜，金禧是年近古稀的慶祝；翡翠禧是年逾古稀的慶祝，而這次呢？

是我們在桑榆美景中，仍擁有青春活力和心情的不停繼續慶祝。

  五月十三日是上船的那天，是日舊金山在驕陽烈日籠罩下，流金鑠石，火傘

高張，船在下午啟航。這 Grand Princess 有很大的容量，包括多層樓宇。黃

顯中，胡露施夫婦和我結伴同行，在船頂的甲板上蹓躂，遙觀海景。舊金山令

人心醉神迷的風景線，在目前展示無遺：市中心 Transamerica 金字塔，電報

山的 Coit Tower，海旁的漁人碼頭和海洋公園，甚至我的蜗居，雖然肉眼不可

能分辨，也隱蔽在「白雲深處有人家」的 Nob Hill 內重重疊疊樓房中。我在

初三讀了一個段考，便離開了輝社，和露施就讀時緣慳一面，但在銀禧時結識，

直至現在，已有三十二年交誼。多年來蒙她在植字和各方面上多有幫忙。她的

夫婿黃顯中先生和我談得很投契，在賭城 Las Vegas 的吃角子老虎機大堂內曾

共闖幸運之門。我們在吃飯前船的頂樓三層流連個多鐘頭，拍了很多照片，後

來又碰上從洛杉磯來的黃煥慶，黃新芳夫婦。那時紅日西斜，涼浸浸的海風將

暑氣驅走，給人帶來清新舒暢。輝社同學間有密切的情誼，經常組團往各地

旅行，從壯年到老年，從未沖

淡這共同遊山玩水的情趣和雅

緻。正是人生路匆匆步過，回

首已是黃昏。目前的景象多麼

美好，不久便是黃昏夕照，李

商隱詩云：「夕陽無限好，只

是近黃昏。」我們雖對這美景

有依依情繫，也要回房準備晚餐。李商隱詩雖是很情真貼切，總有點傷感頹喪，

還是每句加 兩個字，將它變成七言詩方妥：「既道夕陽無限好，何必惆悵念

黃昏」。我們很珍惜這同堂聚首的歡愉，又何必想到這已是人生的黃昏呢？如

這黃昏是永恆的，這享受也不是無窮盡了嗎？ 

  最高一層的餐室是自助快餐店，有二十四小時的食物供應。這是半露天的，

店分靠海的兩邊，中間面對四面洞開的戲院劇場，店名 Horizon Court，頗有

深義，因為可望到遙遠的海平線上。第一次在此享用是剛踏進郵輪，在房中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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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梳洗，約了賀秀英，單瓊珠前往。取了食物後，秀英和我坐在一角，久候不

見瓊珠到來。而不久孫必興，吳冰明和何汝顯，蔡煒國兩對夫婦出現了。於是

同桌閒談，半個鐘頭後，瓊珠突然在我身邊抱怨我「甩底」，拋開了她。我想

我們分別坐在 Horizon Court 的兩邊，這因地理環境陌生造成的尷尬場面，不

容我多所解釋，只好連聲道歉。Horizon Court也是我在看戲後享用西點之處。

「黑森林」蛋糕水準之高，可以追上三年前在福州賈士元生日時，嫂夫人郭詩

玲特別訂購的，那時總有幾位同學在此敘舊。賈士元對我說，他很懷念我們一

同旅行的快樂時光。現在見到我車禍後行動如常，大概已全部復原了，祈望我

再編一次中國遊覽的旅程表。我立即答應他，回家後編洞庭湖，鄱陽湖，南京，

鎮江，揚州之旅。士元嫂郭詩玲發表此偉論：「士元和我結髮多年，感情彌篤，

已是老夫妻了。我知道他非常喜歡和兒時同學相敘，我希望每年總有一次一、

兩星期集體旅行製造此機會。」這番話太意義深長了。所以我記下來作為此報

導的主題。也許是我們輝社在平淡生活中屢攀奇峰，迭起高潮的原因。

  每夜晚餐都被安排在八樓的 Botticelli 餐室一角內，筵開四席，我與黃秉

權，陳瑞君夫婦及方鋒培，Cecilia 夫婦同座，這是聯絡人孫必興給我非常愜

意的安排。我和黃、方二位同學時有電話聯繫，此次溫哥華之行是我傷愈後第

一次遠出，我對右腿還沒有足夠的信心，未知能支持頻頻步行，上落樓梯的運

作否？自恃船上有黃秉權，上岸後有張錦波照應著，大可放心了。去年八月一

日被車撞傷，裂了右脛骨三處，被逼困在輪椅中，在療傷院住了個半多月。蒙

輝社同學密切關懷，遠自美東、加拿大、澳洲、香港各地。尤其是翁希傑，葉

秀瑜夫婦，黃漢超，林波夫婦多次到院探望。外地的趙文權、黃秉權、盧遂業、

譚偉贊、江達信、龍基逸的電話垂詢病情，張錦波遙寄食物。隆情厚意，銘感

於心。所以這星期內，我和黃秉權，方鋒培結伴同行，無論是早、午餐，看歌

舞表演和魔術，下午茶中室內管絃樂隊演奏，都是形影不離，兩位嫂夫人自己

結伴他往。孫必興笑說：別人很難攻入這堅強的鐵三角。船上設有小型賭館，

方鋒培取代了二年前在 Las Vegas 的張錦波，陳偉才，陪我玩吃角子老虎機。

下場後不足二分鐘，初試啼聲，便知英物，竟中了一小 Jack Pot。贏了二十塊

錢。在旁觀戰的郭詩玲說，可以收手了，鋒培和我覺得再塞角幣，已是畫蛇添

足。第一夜見到了魯德華，匆匆將巫峽，西陵峽兩篇遊記給她，是未在香港培

正同學會刊物上登出，因為她是遊三峽團員之一。同時結識了在澳校畢業的黃

振邦，頂健談喜交客的。晚飯時碰到王曦光，徐玫夫婦。曦光精神奕奕，自他

在療傷院探病後，首次見到他。徐玫是一位很能幹的經理級人物，經常風塵僕

僕，往返於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各地，見到她真是一個驚喜。

五七年級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



649五七年級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

  孫必興夫婦，何汝顯夫婦，陳國英，梁燕珍夫婦是公主號郵輪的常客，憑他

們的情面，和業務經理商榷，下午借得餐堂一角，開了兩次座談。第一次在 Da 

Vinci 餐堂，第二次在 Botticelli 餐堂，都是下午二時開始，每次參加人數有

近二十人，這是挺有意義的。秉權和我都準時參加。藉此機緣，我和澳校畢業

現居檀香山的林淑明和夫君 Raymond  Ma 先生詳談；後來同遊 Nanaimo，更顯

得熟落了。有人說：「你們見面就訴說幾十年前舊事，已說過很多次了，令聽

者頗感厭煩。」說這話的真不懂人情世故。往事不單只能回味，且值得慢慢細

嚼，就算不堪回首的，事過情遷，也成了歷史的寶貴殘骸。譬如三國故事，經

南北朝史評家，唐宋說書人，明末小說作者，直至清朝京劇，粵曲，崑曲及很

多地方戲和歌唱，現在的電影，連續電視片集，莫不推陳出新，翻覆渲染，就

被演繹了上百次。我現在準備執筆闡述三國收場時的大悲劇「假投降巧計成虛

話」，一箭三雕，姜維、鍾會、鄧艾同歸於盡的慘痛事跡。我們敘首時每談舊

事，何嘗不是如此。故交如醇酒，其韻味隨時日更演變得濃香撲鼻。我們很珍

惜相見的機會，共同陶醉於已消逝流失的歲月中，將這鬢髮斑斑的黃昏時期推

回到遍地青翠，朝氣蓬勃的少年。

  船擬停第一站是 Astoria,Oregon，這是界於 Washington 州的小鎮，瀕

Columbia 河岸，是河水注入太平洋的出口港。船公司在 Astoria 有火山 St. 

Helens 半日遊，索價每人二百七十元。我知道岸上遊都是很昂貴的，是船公

司斬乘客一頸血的機會。秉權，鋒培和我三人討論此事，認為此乃畢生難逢的

機會，決定明早往上岸處報名付錢。奈何次晨六時左右，在房中聽到播音：

Columbia 河急流洶湧，白浪滔天。輪船泊岸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臨時取消了

此站，輪船直接駛入加拿大境，往 Nanaimo 去。當然給予我們多半天聚舊。喜

聞最近鋒培夫婦移居洛杉磯，靠近兒媳，生活甚為舒暢，每日享受著含飴弄孫

的生涯。

  船在Nanaimo停靠了一整天。Nanaimo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第三大城市。

一衣帶水，隔離了遼闊的 Georgia 海峽，和 Vancouver 遙遙相對。一八五一

年此地發現了蘊藏豐富的煤礦，跟著海面上運煤船隻頻繁，Nanaimo 很自然被

發展為頗具規模的商業小鎮。一九四九年存煤幾乎被取竭，林業和漁業起而

代之。Nanaimo 地位屹立不動，直至今天，仍然是一深海漁船停泊港口。五月

十六日從朝到晚，公主號船供應觀光車運送乘客到市中心四景點蹓躂去。早餐

後我和黃秉權、方鋒培、賈士元、林淑明四對夫婦結伴同遊 Nanaimo，市中心

面積不大，像一個向港口傾斜著的大盤口。樓宇林立，戶盈羅綺，市列珠璣。

尤其是沿 Commercial Street 角落中餐館和精品店甚多。方鋒培陪我到一商店

內買了一些紀念品，不遠處小山崗上有一漢字紀念碑，銘刻了華人幫忙發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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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即 Nanaimo〉事跡。沿崗步下鬧市的石級喚作唐人梯級，有告示說將來會

在此處重建中國城。看來 Nanaimo 要步 Vancouver 和 Victoria 後，蛻變成一

旅遊城市呢！因為時間不夠充裕，我們只能驚鴻一瞥了兩景點：〈一〉博物館

在一簇新的樓宇內，陳列市的歷史文物，尤注重身為煤城時期。〈二〉圓筒形

的稜堡 The Bastion，建於一八五三年，Hud-son’s Bay Compay 為保護屬下

員工，免受土人襲擊築的炮台。現在建築物很

新潁，原來是二零一零年重修的。每逢夏季中

午六月至八月期間，穿了制服的炮手，緊隨著

吹大笛的樂者，操至稜堡前放炮。可惜我們不

適逢其會，稜堡附近有一典雅小公園，陳瑞君

坐下憩息，因她膝蓋手術後不宜作持久步行。

公園裡面有一小廣場，出賣本地民間工藝品和

快餐，我們稍作流連，便走往在火車站毗鄰的

King’s Cross Sta-tion，吃了一甚為可口，愛爾蘭式烹飪的海鮮餐。

  五月十七日清晨，船已在 Van-couover 港靠岸，孫必興未雨綢繆，早約定本

地一旅行社送我們到 Richmond 鎮的 La Quinta 旅館，這是 Vancouver 會的大

本營。想不到第一班車子壞了，我們在碼頭等待了一個鐘頭，好不容易方抵達

La Quinta。翁希傑，葉秀瑜夫婦早在客廳中。他們沒有隨船到 Vancouver，自

行早達，以便尋覓物色當晚大聚餐的適當

菜館。他們辦事一向心細如髮，明智果斷。

我在希傑手中接過他代我兌換足夠四天開

銷的加拿大幣。加拿大同學中只有陳國英，

梁燕珍和我們一同在舊金山出發乘船；其

他同學都選擇今晚在大會中見面。片刻，

陳偉才，李郕材和郭慧珍夫婦、林文鑛和

Lisa 夫婦、張錦波和趙羅珊夫婦陸續來到
旅館大堂。 

  這是我第四次和陳偉才見面，五年前我們同遊 Victoria 和 Vancouver 有幾

許快樂時光〈詳情已記在前遊記內〉。他的家在Nanaimo；聞知船在那裡靠站，

準備往碼頭迎接我們，怎料到公主號已有私家碼頭，不再用公共碼頭了。他出

示船泊在港口照片作証據。這是很可惜的。遊Nanaimo時，有識途老馬作領導，

總勝於我們在街上亂闖多矣。李郕材夫婦也有參加兩年前的 Las Vegas 會，曾

和我到中國旅行多次，包括絲綢之路、內蒙古、寧夏、河北、天津等地。林文

鑛和 Lisa 也在十五年前和我一同旅行，我還保留著和他們在蘇州攝政園的照

片。自金禧重逢後便沒有機會見到他們。張錦波，趙羅珊更不用說了，是我在

女士們自得其樂

又見面了

五七年級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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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在 Las Vegas 玩吃角子老虎機的賭伴，二零一二年三峽、重慶、四川之

行，不幸中了食物毒，一連數天患上河魚之疾，幸得錦波在旁照料，已見前諸

遊記。自車禍受傷後，錦波恐怕我不能獨立生活，遙寄罐頭三文魚，並頻頻電

話慰問，且給我此次參加重聚無限的鼓勵，令我勇氣陡增，毅然作傷後第一次

遠行。擾嚷了整個上午，頓覺腹如雷鳴，是午餐的時間了。因小兒子和媳婦當

天從香港回家，錦波夫婦有要事和他們磋商，暫時離去，下午再來聚舊。這次

重聚熱鬧極了，別來滄海事，真是說不完，欲罷還休。確引證了賈士元嫂郭詩

玲在船上一番話，以年齡計，我們應踏入人生的黃昏，但我們將這美好的夕陽

無限期的延長，在一狹窄的空間，短暫的時期共同生活，同舟共濟，彼此關懷

之情，油然而生，而這狹窄的空間隨旅行不斷的移動，接觸著外界的景物，呼

吸著新鮮的空氣，心靈常有新的啟發，這就是能履行「既道夕陽無限好，何必

惆悵念黃昏」的秘訣。

  La Quinta 環境幽靜，位於「掘頭路」Alexandria 的尾端。Alexandria 外通

Hazelbridge Way，轉右便是香港仔購物中心。黃秉權夫婦，方鋒培夫婦和我

到附近Four Point Sheraton對面的麥奀記吃雲吞麵。門前出現人龍，王曦光，

徐玫夫婦早在座中大快朵頤。二十分鐘後方有座位給我們。方鋒培認為雲吞麵

很夠水準，可望香港的項背。Richmond 有稠密的中國人口，中華美食，譽滿天

下。Alexandria 有食街之稱，餐館鱗次櫛比，南北山珍海錯兼備。午餐後回到

旅館大堂，等候房間門匙，並繼續我們的不了情。

  下午出現了幾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方德權從 Philadelphia 來，姚慶同，李

雪雯夫婦從 Florida 來，他們都是沒有報名，臨時參加的不速之客。在主人錦

波嫂趙羅珊鼓舞下，姚慶同捐了二百美元，方德權捐了一百加幣以補晚宴加

人和日後輝社運作的經費。這即席揮毫的豪情，我們甚為感激。晚宴是在金

粵軒，這皇帝蟹三食的豪華大餐，是三日前翁希傑，葉秀瑜夫婦精心為我們

選購的。屆六時，要到餐館去，可以步行朝香港仔廣場方向抵達。陳偉才從

Nanaimo 駕了車來，請我上車，這可好極

了，我拉了黃秉權，陳瑞君夫婦一同，這

可免了秉權嫂一段步行路程。偉才為了見

同學，刻意在 La Quinta 租兩晚房間，當

然飯後也是偉才送我們回旅館。是夜筵開

四席，見到了本地居住的梁泳標，五年前

的 Vancouver 會時見過。還有金禧年的社

長王忠椏，陸潔貞夫婦，都是久違了。席

上我右邊是張錦波，趙羅珊，左邊是陳偉
不速之客，使人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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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對面是黃秉權夫婦和方鋒培夫婦，還有方德權和第一次見面的麥翠玲，有

她的公子陪著，確是美食良朋，大快平生。我有機會往鄰桌和王忠椏夫婦稍道

寒暄，他們奔走香港，Vancouver 兩地間，聞知有此大會，立即報名參加。 

  五月十八日晨早餐時有幸和麥翠玲母子同桌，她也是從 Philadelphia 來，

和方德權是多年舊交。在初中時肄業輝社，因為夫婿身體不適，要照顧他，很

少出外，去年夫婿辭世，決定回見舊同學。她寓居費城多年，若將來在彼處開

會，她可以盡力幫忙，她記得初三望班時，陳偉才坐在她的後面，我驚訝說，

去夜偉才和她同席，怎麼當面錯過了。我深切祈望在偉才返家前能見到她，能

有「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客」的場面。

  五月十八日是旅遊日，全部旅遊節目由張錦波安排。兵分四路；魯德華，黃

振邦作市內遊。黃煥慶，黃新芳和麥翠玲母子往 Victoria 去。歐陽壁芝、賀

秀英，張錦波夫婦、黃秉權夫婦，方鋒培夫婦，賈士元夫婦和我，一共十一人，

浩浩蕩蕩往 Whistler 去。這是我故地重遊，此行目的，不在觀光，而是和錦

波夫婦同敘舊情。攀上那北上的海天公路，左依太平洋，右倚群山，迂迴盤旋，

湖光山色，車移景異。在 Shannon 瀑布小歇，未見其景，先聽如雷的水聲。行

到密林深處，只見一條白練，從高峰上潺潺降下，界破了墨綠的樹葉，「疑是

銀河落九天」，此話誠不虛也。Whistler 小鎮為了籌備二零一零年冬運，大有

發展。增加了奧運廣場。我們就在奧運標誌五大圓環的雕刻前拍了團體照。午

餐在 Old Spaghetti Factory，是一頗有歐洲風情的地牢內吃了一意大利餐。

回程時經過 Lost Lake，這失落了的湖泊隱蔽在山林內，似乎是世外桃園。回

Vancouver 在勝意吃了紅燒白鴿餐，齒頰留香，餘味依迴在喉舌中。

  

把臂同遊，一樂也

五七年級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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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張錦波夫婦陪我一整天，早上接了我，先送賀秀英到Seattle車站，

然後請我到鏞記吃那馳名的蝦腸粉。下午到他府上飲茶，並赴 Steveston 漁

人碼頭。船艇都泊在岸邊，並開放出售各種海鮮。錦波嫂買了一條大魚，是夜

醃製了送給葉秀瑜的二姊葉秀屏，因為她次日請我們在他的渡假別墅吃午餐。

二十日錦波送我機，行前在葉秀屏家午餐，客人還有賈士元夫婦。最大的收獲

見到了希傑，秀瑜女兒芷茵，和只有幾個月大的外孫女李迪珊。嬰孩有靈活的

眼睛，天真爛漫，很惹人愛。

  此次重聚令我太滿意了，感謝神賜給我們有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靈，真摯

的情誼，無限期地享受那永不落日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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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社重聚點滴

  清詩人丁冠有二名句 :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是說天地這

樣的遼闊，人生在世，又有何處不會相逢呢 ? 我認為第一次的陌路碰頭，是或

然率很高的偶然。是否能談得投機而成為好友，那或然率便驟降了過半。至於

分手後能有機會重逢否?那就很難說了。杜甫的「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韋莊的「一曲離歌兩行淚，不知何地再逢君。及溫庭筠的「何當重相見，樽酒

慰離顏」倒是很貼切現實的描繪。重逢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雙方努力的實踐。

  人像浮萍一般，在滄茫大海中飄泊，一生中遇到各式各類的人物。輝社社友

以求學機緣，髫年同聚一處，早結下車笠之盟，此後數十年中，情誼從未中斷，

銀禧後更顯濃郁，重逢的次數不可勝計。大大違反了開段說的相逢偶然重逢不

易的規律。這是奇蹟嗎 ? 絕不 ! 全是出於同學們的自覺，總設法找機會見面。

我認為近十多年來，製造重逢居功甚偉的有二人 : 一是翁希傑，屢次辦中國大

陸的集體旅行，讓同學間有共同生活的經驗，彼此認識了解更深切。二是孫必

興，總是找藉口集會，在他府上已舉辦了好幾次。二月二十二日舊曆年初四是

最近的一次。

  必興寓居在離舊金山近二十哩的小城 San Mateo ，如何到他府上呢 ? 我已

不駕駛汽車近二十年，這確是一大困擾。會前一星期黃佑來電話，他可以陪同

我赴約。二十二日下午三時，黃佑的第四千金玉蓮載了父親和我，他的第三千

金玉蘭載了霍秀森和胡露施及嫂夫人余惠慈，兩輛車分道揚鑣疾馳往目的地，

黃佑兄嫂古道熱腸，經常照顧幫忙同學。他們有二男四女，多次充任我們的駕

駛員。汽車停在一小山上的奢華住居大廈前。必興的豪宅是其中一單位。他租

了地下室的友誼大廳供我們當日的飲宴。我們在電梯前遇到久違多時的陳巨

光，踏入大廳，早見到熙攘熱鬧的一群人。

  廳堂是很廣袤的，包括一大廚房，背後有一運動場，外出是游泳池可近觀沿

山景色。正堂書架排滿典籍，豎了一巨型電視銀幕。安排了三大桌，每檯可坐

十人以上。主人早備了茶點小食如花生、餅乾、乳酪、葡萄、.......... 等，

給我們淺斟低酌。從外地來的趙文權、方鋒培， Cecilia 夫婦、姚慶同，李

雪雯夫婦、賈士元，郭詩玲夫婦，已赫然在座。我當然選擇先和他們稍作寒喧。

不久見到翁希傑，葉秀瑜夫婦進來，我有私事和他們商量，他們剛從台灣旅遊

歸來，僕僕風塵。現任三藩市同學會會長七七年傑社戚嘉慧，上屆會長六七年

恆社周榮超和夫人朱樂怡接受邀請也到了，單瓊珠謙遜地對周榮超說自己年

邁，充同學會司儀很不稱職，於是我說，寫報導時用最美好的成語和詞稱譽她，

怎能辭其責。歐陽壁芝手持一大信封，在各處打圈，忙於收每人二十元的餐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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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見到蔡孟佳， Amy 夫婦，他們剛升級為外祖父母。王曦光從香港回家，

都是百忙中抽空蒞此「重逢」。座位擺設得很寬敞舒適，方便我們頻頻作星移

斗轉，機會難逢，我向應義勇、陳麗蘋夫婦、陳維龍、羅愛碧和夫婿 Wilson 

胡作「別來滄海事」後的閒話家常。

  孫必興，吳冰明夫婦出現了，帶回多種美食，是他們往山下市中心的祥興、

大排檔、.....等唐餐室採購的。廚房邊界的櫃台擺滿了一碟碟佳餚，有燒肉、

白切雞、鼓油雞、火鴨、齋、牛腩、..... 等。三十多人擺了一條長龍，斯文

淡定地取食物大碟中。臨時添了三味，是吳冰明精製的京醬大蝦，何汝顯夫人

蔡煒國的清妙油菜和霍秀森帶來一大盒煎堆作殿後甜品。葉秀瑜、朱樂怡、吳

冰明在廚房大顯身手，準備茶水。尤其是京醬大蝦，太珍貴了，葉秀瑜分派每

人一隻，以免後來者徒呼荷荷，空手而回。在大快朵頤之際，當然忘不了談不

完各類話題的敘舊。是夜是電影節奧斯卡頒獎儀式，有幾位影迷對大熒幕凝

視，全神貫注。我已十多年不知電影動態，所以視若無睹，只在聆聽同學們的

交談。飯後戚嘉慧會長贈送一束鮮花給女主人吳冰明，輝社同學沾了三藩市培

正同學會的光。歡娛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夜幕深垂，已到了依依道別的剎那。

向孫必興表達衷誠的謝忱，令我們又有一次珍重的「重逢」。翌日八位同學還

有跨雪山往尼華達州雷諾市 Reno 三日二夜遊的精彩節目。

  三星期前方鋒培、趙文權和我在電話交談，他們對這次重聚甚感興趣，但覺

得遠道而來，吃了一頓晚飯，一掃屁股便行，總有點「到喉不到胃」，提議再

加多些節目。於是我和胡露施、何汝顯磋商，會後加此節目。消費方面是非常

合理的。於是約同姚慶同夫婦，一行八人連袂赴 Reno 。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時

當我抵達舊金山灰狗長途汽車站時，胡露施、何汝顯二人已在候車室座中。片

刻姚慶同夫婦、方鋒培夫婦和趙文權也抵達。準時我們八人魚貫進入長途汽

車，浩浩蕩蕩向東行。在省會 Sacramento 小駐初程，有半小時可吃一快餐作

裹腹，便繼續奔向尼華達州，過小鎮 Colfax 後，山勢漸顯。入目的都是密密

的松林，樹身挺直，高達百尺以上，它們不怕霜雪，風吹時發出松濤的聲響。

地勢如蒼龍一般，遠處聳然與白雲連接。青天與青松的顏色互分，各顯輝煌。

山景美極了。我拙劣的文筆，無從寫起，躲懶處抄下清朝劉爵湛一首五律: 「曲

徑隨流水，飛泉隱綠煙。有山皆入畫，無樹不參天。亭廢饑鳥集，台空夜月懸。

春風苔草碧，人立白雲邊。」坐的汽車，只有一半乘客，眺雪山景，甚為清晰。

從遠處望，高大的山脈終日白雲繚繞，汽車行近一看，那映著山色的霧氣卻又

不見了。愈攀愈高了，斜坡上，樹腳旁，堆著很多林巒積雪。這已是加、尼

二州交界 Sierra Mountain 的最高峰， Truckee Summit 的 Donner Pass ，

十九世紀在此地有一哀傷動人的史實，已記在孫必興前遊記內，不再贅述。

輝社重聚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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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狗汽車經過幾個小鎮，都是很嫵媚，頗具風情的。除了讓乘客上落外，車

子停得很短暫，不讓我們下車瀏覽， Truckee 是唯一的例外。這鎮只有一條

商業街，地處高峰上，空氣異常清新，我們進入一中國餐館去稍作方便，洗

手間的舊中華風味很濃。大概主人很久沒有打掃了。我對 Truckee 有無限的

依迴，是基於年青時讀 EarJ Derr Biggers 作的陳查禮探案之一 Keeper of 

the Keys ，Truckee 是謀殺案的現場。作者對一中國老工人，年已過八十(他

已在那白人家庭服役了祖孫三代〉的行動和心理繪畫，抉隱擇微。他犧牲自己，

保護少主人，情節感人，令我澘然淚下。翌晨胡露施、趙文權和我在 Harrah's 

賭館一小食店內吃中式牛腩麵，閒談起我們都出自華僑家庭，他們的祖父備極

艱辛，那時交通很不便，經濟條件又惡劣， 「重逢」難於登天。「慰情尚有

丹青在，寫出湖山認故邦。」只有在畫卷，書籍找尋回鄉的慰藉。那探索中的

老工人，是陳查禮網開一面，買車票給他往舊金山，再買船票給他回唐山，好

讓他埋骨故鄉，不會留在美國被繩之於法。他們轉用中文的一段對白，情文並

茂，深入讀者肺腑，至今仍在我腦海縈迴。

  在 Reno 車站下車，寒風撲面，觸目處，無限蕭條冷清。闊別多年的 Reno，

「繁華事散逐輕塵」，已沒有昔年的熱鬧。事緣現在加州各地賭館林立，居民

不必要長途跋涉，往 Reno 去試運氣。此情此景，我不期然發出金代施宜生的

嘆息 : 「夢裡山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

  是夜在 Harrah’s 的自助晚餐，菜式類別很多，且豐富精美。我們約定居留

期間是自由活動，餐期必定集合在一處，我不是賭客，但對玩吃角子老虎有莫

大的興趣。玩了一天半，只輸了四十五元，運氣也算差強人意。趙文權本不好

此道，陪著我也輸了些錢。他本來運氣甚佳，中了幾次小 Jack Pot ，及時收

手，本可撈一筆。但「不到輸光誓不休」，結果是全軍盡墨了。文權是和家母

有交情三位社友之一，其二是翁希傑和王祖良，家母去世已三十年有多。為了

爭取和我談話的機會，只好賠本了。他要步三年前在 Las Vegas 時張錦波的後

塵。最有紀念性的第二夜我們步往 El Dorado 享用羊年中國菜大宴，飯後我要

找一俄式輪盤，我從未玩過也不知輪盤是何樣子，一「鬼友」給我二十美元，

買一數字—— 黑十，文權陪著，開盤時，竟中了，獲彩七百美元。回到房間，

借文權手機電話告知友人，他很高興，是意料不到的。原本意是給我「增慶」，

丟了便算。他很豪爽，用此錢請我吃很多甚有水準的西餐。這是文權一路陪著

我，給我帶來好運。

  回程時我們乘 Amtrak 火車，比長途汽車舒適得多。尾卡樓下有賣食店，餐

廳是觀景的好去處，尤其是過雪山時，重溫細味嘴嚼那崇山峻嶺，白雪皚皚，

何必遠渡重洋，好景就在近鄰。在 Richmond 站時，和趙文權依依道別，改乘

輝社重聚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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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到舊金山 Montgomery 站時，又和方鋒培夫婦，姚慶同夫婦依依道別。

此重聚太有意義了，我用一明詩，一清詩作為結束。明何景明 : 「四海交遊今

始半，幾人風雨對床眠。」清何闌庭: 「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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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禧三部曲 - 旅行緬甸剪影

  慶祝鑽禧，國外旅行選擇緬甸是四月時在南下墨西哥遊船上決定的。初響應

甚眾，後基於某種原因，報名者陸續退出，成行時只有十四人，計有馬文達、

葉秀雯夫婦、翁希傑、葉秀瑜夫婦、何汝顯、蔡煒幗夫婦、魯德華、霍秀森、

朱一美、黃秉權、趙文權、鄭國輝、麥翠玲、李健權母子。多是兩年前參加世

界同學日，遊澳洲的班底。

  十一月八日下午，一行十五人 (包括領隊傲捷旅行社的老板李志安先生 )飛

離香港，三小時後在仰光機場會見導遊楊福。這是一年青小伙子，緬甸土生，

先祖是中國人，能說流利國語。只怪我的國語太差，初聽明只一小部份，後習

慣他的口音，可聽到百份七十左右。阿福是一虔誠佛教徒，述說解釋很詳盡。

緬甸是一佛教國家，佛塔和寺廟琳瑯滿目。所以此行也是觀摩塔寺為主，增進

我對佛教的認識，收獲甚豐。每到一處，阿福不厭其煩，述出其歷史和特點。

但有一令人非常困擾的，每入一勝地，要作「赤腳大仙」。在旅遊車內便先除

鞋脫襪，換上拖鞋。未到目的地，也要將拖鞋寄存一處，有時要踏着滿沙泥碎

石的小徑，方能進內，腳板非常不舒服，且有疼痛感覺。結果出現了小意外 : 

( 一 ) 朱一美腳趾被沙石擦傷流血，幸好有抗生素膏，塗在傷處以免沾着污地

上的細菌發炎， ( 二 ) 在一塔出來時麥翠玲找不着拖鞋。後兒子李健權幫她

尋覓，原來放錯了小籃，若找不着定狼狽萬分。有過來人告訴我們，高齡人士

不宜往緬甸旅行。也許這是多人作「臨崖勒馬」的原因。我們成功地旅遊緬甸，

確是非常幸運。

  緬甸沉醉於佛教，舉國若狂。剛成年的男丁要出家當和尚一段小時間。達官

貴人建築巍峨宏偉的佛塔，稍為富裕的人家也建小型佛塔以表達心意，因此遍

地都是佛塔。貧苦大眾也積點餘錢買些金箔薄片裹在佛像身上以祈福。這樣一

個狂熱的佛國自有其客觀條件。

  緬甸的民生窮瘠，歷史充斥着天災人禍的沖擊，我在街上見到乞丐之多，為

亞洲國家之冠，且有不少從事勞動的老人、婦女及兒童。自解脫英國殖民魔掌

變成獨立國家以來，軍人掌政，以鐵手腕控制老百姓的生活，摧毀自由思想，

封鎖對外溝通渠道和殘忍鎮壓從言論或行動評議和抵抗政府的團體。在此虐政

下，現代發生了兩件驚心動魄大事，分別是人禍與天災。

  六條八慘案，事發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早上八點八分，反對軍政府極權下

的壓迫，學生發動全國性抗議遊行。僧侶、市民……也參加，士兵在街頭用機

關槍向遊行隊伍掃射，搶救傷亡的醫師和護士也遭池魚之禍，白色制服染滿鮮

血。單在仰光鬧市內，有二千以上受難者被射殺或以棍棒杖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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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五月，氣旋風暴 Cyclone Nargis 襲擊伊洛瓦底河 Irrawaddy 三

角洲，估計有十三萬八千人在氣旋肆暴下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露宿原野，

嗷嗷待哺。國際機構準備伸出救援之手。軍政府斷然拒絕物資進口，更封鎖災

區消息，於是哀鴻遍野，死傷枕藉。

  由此見得，亙古以來，緬甸人民生活得很苦，隨時有滅頂之殃。宗教是唯一

解脫災難的法門，希望輪迴後有一較好的生命，或積善能直接踏進極樂世界，

不再回塵俗中浮沉，備受折磨。這樣悲觀的人生哲學，我在印度恆河遊記已有

詳細的闡述，在緬甸境內，奔入眼簾的都是寺廟和佛塔，欣賞這些宏偉建築竟

成了遊緬甸的主題。

　古城蒲甘 (Bagan) 觀光首當其衝。現存仍有四千多座佛塔使此小城名貫遐

邇，創造了世上獨一無二的色彩。蒲甘築在一望無際，有點沙漠化地質的平原

上。在大小馬路旁邊，零星點着高矮巨細的佛塔，尖頂、圓筒蓋、方地基，夾

離些灌木樹叢，尤其是在夕陽斜照時，這些棕塔綠葉，都鋪上一面薄薄金紗，

絢艷亮麗極了！佛塔繁多，令人目不暇給。阿福選擇了多處領我們入內，羅列

了最輝煌的、最古的、最高的、最大的、和最漂亮的。

　雪貢佛塔 (Shwezigon Paya) 建築耗時三十一年，一一一三年全部完成。造

型簡樸，以三層方形平台為基座，上面再接一個八角型平台連接鐘型塔。此建

築藍圖成了後來許多蒲甘平原佛塔的範本。整座塔都包以金箔，金碧輝煌，在

烈日照射下，十分刺眼。塔腳旁有一泓池水，跪在地面上，可看到圓頂端刺入

雲霄的尖針倒影。我因三年前被汽車撞裂脛骨三處，絕不能跪。領隊李志安跪

下用手機拍了速照給我看，蔚為奇觀。圍繞着高塔是守護寺廟，門楣雕了很多

手舞足蹈的人像，雖是千年古物，仍栩栩如生，反映古蒲甘人物生活情況。阿

福告訴我們此塔藏有釋迦牟尼的骨塊，崇拜者求之甚為靈驗，被國人視為聖

塔。

　阿南達佛塔 (Ananda Temple) 被譽為「最美麗的佛塔」，也是最大的。有三

層塔基，每層塔基四周再加立小塔的設計。牆壁嵌上許多雕像，工藝精美，述

說佛祖生平。四尊立佛供奉在寺中間，各面對東、南、西、北。參拜者就圍着

這四尊立佛繞圈。立佛製作巧奪天工，遠看他，佛在微笑着歡迎你。近觀之，

則變得道貌岸然，尊嚴莊重。此寺曾蒙大火，南北二佛被毀，重修的幾可亂真，

但面容不會因觀者遠近而變易了。馬文達因四處獵取景物拍照離群走失了。阿

福要到各處找他。我們緊隨着李志安站在指定一旁等候。導遊和領隊沒有手機

聯絡。幸好十多分鐘後阿福找到了他。這是寺內尋人，若是仰光或曼德勒市內

便相當困難。這也是旅遊緬甸一危險性。

鑽禧三部曲 - 旅行緬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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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膳在皇帝餐室 Si Thu，這是伊洛瓦底河畔一間很有園林風味的雅緻餐館。

我們的座位在河邊，要從入門處經過廣植各式蘭花、紅掌、林林總總的如蕨類

的熱帶綠葉小徑方抵達。座位高臨緬甸的母親河，此河上抵曼德勒，下通仰光。

在未有火車、飛機時代，此河是貫通南北的大動脈。數年前緬甸開放部份地區

作旅遊事業，要建設很多旅館、餐室、機場、通道‥‥‥雷厲風行，動用無數

勞工，其中有像我們年逾古稀的老人、有纖弱的婦女、有十歲左右稚氣未消的

孩童。在軍政府凌厲的政令下，誰敢遲緩步伐。現在旅館和餐室很有國際水準。

我坐在河邊享用着，聯想到三年前在意大利五村落 (Cinque Terre) 地中海旁

懸崖上用膳，只是東西情調大異而已。口嘴嚼着菜餚，目掃射着河面遼闊，白

浪滔滔，湧上心頭的是「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無限感觸。

　在蒲甘的居停處名喚「隱匿渡假村」Sanctuary Resort。我依稀記起南非克

魯格國家公園 (Kruger National Park) 和秘魯南部納斯本 (Nazca) 沙漠內夏

令營式的渡假村。在廣袤大地上矗立着二十多座茅舍。每舍有兩號房間。茅舍

間樹木扶疏，鳥語花香。伊洛瓦底河在園地邊流過。房門距總部註冊處有一段

步行路程，所以行李要用車子運送到房間。膳堂在註冊處後面，旁有一大草坪，

圍繞着各款石像。草坪中有一頗具規模的噴水池。沿遙遠一邊有石級可步行下

達河邊碼頭。因蒲甘氣候，酷暑殷雷，阿福給我們三小時在房內休息。待紅日

西斜，稍紓減熱氣，下午四時再出發。

　我們參觀了大比奴佛塔 (That Byin hyu)。有別於其他用土磚建造的，此塔

用大量石頭和磚塊砌成。內原有一白石佛像，在一九七五年大地震中破裂，被

移往蒲甘博物館內保存。此塔我們只能在外面欣賞其建築藝術，因已被禁止入

內。在附近山坡上去看落日景象。要耐性等候。這「鹹蛋黃」初被雲層掩蓋了。

「千呼萬喚始出來」，嶄露頭角，我們也緩緩走下山坡，重登旅遊車。

　晚飯在新城 Nanda 餐館。菜式奇劣。只有椰汁飯僅堪入口。麥翠玲說咖哩雞

的胸肉，是煲完湯剩下的渣滓，然後在上面灌些咖哩汁。蔬菜煮到熟爛，入

口即溶，牛肉塊宛如乾柴。魯德華對阿福說：「我們以後不想再吃緬甸式烹飪

了。」倒是飯後的木偶戲很有瞄頭。武打功夫純熟，扯線木偶跳動像真人般。

遠勝越南河內的水上木偶戲。其實說是木偶是不當的，人物都是穿了花式七彩

的傀儡。這是蒲甘獨特的藝術。路邊街頭都有這些五花八門的「公仔」出售，

後來我也買了一個給我的國際友人收藏。

　我們有兩晚在蒲甘，留宿於隱匿渡假村是一難得的經驗。翌日晨阿福邀請我

們往一佛塔頂看伊洛瓦底河的日出。只有領隊李志安單身匹馬跟他去，我們都

婉拒了。我的睡眠時間很少，六時出門對我不成問題。本想和李志安作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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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爬佛塔石級，手持小電筒照路，恐怕危險性很大。且十多年前我曾在印度恆

河上看過日出，不外如是，倒留在旅館享用精美的早餐，以補去夜的遺憾。餐

後徘徊於樹蔭花影中，在此匆忙旅程內稍作休閒。

 達瑪央吉佛塔 (Dhamayangyi Temple) 是座雙層佛塔，入口面向北方。

塔內有小樓梯，非常陡削。尤其是赤腳踏着砌級的石板，冰凍光滑，若在此跌

交，後果不堪設想。我小心翼翼，在那僅容一人的狹窄梯級，慢慢移動身軀，

雙手摸着黑暗的牆壁以作穩定。登上二樓，真是別有洞天。圍繞着佛塔四周有

一條六尺寬的行人道，藉此可眺望四周景色。美極了！放眼數里，是無際的平

原，疏疏落落地豎立着大小形款不同的建築物，都是佛塔，遊客頻頻拍照。我

相信照片也不能吸盡此奇景，大地是墨綠色的植被，捧起了咖啡色的佛塔群，

這色調在和諧中突出反襯。我在此流連忘返。希望腦海能吸進照片不能獵取的

奇景。奈於時間的限制，依依不捨地下樓。趙文權和我在佛塔旁的小賣物店叢

中，物色了好幾件玉石小動物，以作此行的留念。接續下來，阿福領我們參觀

有壁畫的佛塔。這些作品年代久遠。有些已呈褪色或剝落。內沒有電燈，地面

凹凸不平。何汝顯用手機微弱的光線照亮着，我緊跟着他夫婦二人以防意外。

　翌日乘國內航機從蒲甘飛曼特勒，二城相距路程不遙，但行車要經蜿蜒山

路，需五小時，乘機快捷點。年青時讀了英國詩人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十九世紀末寫的一首詩 On the Road to Mandalay。美國音樂家 Oley Speaks

立即將此詩譜成藝術歌曲，配以明快的行軍旋律，抑揚頓挫的節拍，悅耳及哼

哼易上口的音調。「棕櫚樹的風與寺院的鐘，它們說：『回來罷，英國兵，回

到曼德勒』」頓成了膾炙人口的名句。曼德勒是緬甸殖民時代英國行政中心和

駐軍總部。這首詩是描寫一退伍英國軍人回倫敦後對從戎時在緬甸的生涯深切

懷念。尤其倫敦陰暗的雨天令此軍人緬懷到運河以東的亞洲明媚燥熱的陽光。

詩中除了棕櫚樹間的風聲，佛塔上的鈴響，還有癡情的緬甸女郎、從仰光駛往

曼德勒的蒸汽船隊、從海灣彼岸像響雷般來到的晨曦‥‥‥處處流露着緬甸的

風情。在英國人寫的有關緬甸的文字中，引起最大回響的莫過於此詩了。我也

因此詩產生了對緬甸的希冀和憧憬。

　我們抵達曼德勒國際機場後，並不立即入城，而是向東車行二小時往山區小

鎮眉苗 (Maymyo) 去。此鎮海拔比蒲甘和曼德勒高很多，天氣涼爽，很多英國

將軍和高級行政人員都遷移此處辦公。旅遊車在市中心轉了一彎，觸目有很多

英國式建築物，是他們當年的寓所。樓宇失修已久，處處油漆剝落和牆壁破裂

也掩蓋不住昔日風華，可見得殖民時代的英國人，高高在上，享受着奢侈生活。

　中午已過，阿福領我們進入 Pau Taw Win 餐室。鐵閘內有一頗具規模的熱帶

植物花園。餐堂四處擺滿不同顏色的蘭花和品種各異的綠葉植物，簡直是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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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續。用膳處是一寬敞密室。大長桌旁擺了十四座位。在旁一連串大窗洞開，

涼風吹入，甚為舒暢。「書成蕉葉文猶綠，睡足荼蘼夢亦香」，這是清幽，滿

有詩情的好去處呀！菜式以蔬菜為主，每一道菜都擺成一精美畫圖，令我不忍

下著以破壞了圖案，這是我進入緬甸最滿意的餐館。

　餐後女同學們要求買些水果。公路旁有很多小攤檔。魯德華、霍秀森、朱一

美採購很多香蕉，和團友分享，她們豪邁慷慨，聲名卓著。何汝顯懇求李志安

查閱谷歌，此公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滇緬公路。抗戰時日本兵霸據中國沿

海。廣州灣（湛江）的淪陷，中國再沒有出外的港口。滇緬公路將昆明和曼德

勒連接，是中國唯一的透氣洞和生命線。時日本兵攻陷了仰光，目的是切斷滇

緬公路，將中國堵死。孫立人將軍率遠征隊入緬，和日軍浴血。在仁安羌解被

困的英軍出重圍。（後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在紐約找到一隱居的遠征隊老軍人，

親自向他獻花致謝）戴安瀾師長堅守同古以拱衛曼德勒，後馳援邊城臘戍，受

日軍伏擊失救殉難於毛邦村。這風景如畫的滇緬公路曾灑下很多熱血男兒的血

汗和淚水。流連此路，何汝顯和我有無限的感慨。( 編按：文中所指遠征隊老

軍人是孫將軍麾下新 38 師 113 團團長劉放吾 )

　眉苗還有兩個景點值得一記。杯告瀑布 (Phaychit) 有點像四川九寨溝，但

規模小得多了。瀑布頂頭有一金色佛塔。翁希傑、趙文權和我在瀑布前拍照留

念。背後有人在戲水、沐足。這瀑布差強人意。遊客太多破壞了寧謐氣氛。坎

陀巨公園 (Kandawgyi) 有一大湖，水面清澈，「游若空中無所依」一角是白天

鵝家族，另一角是黑天鵝家族。它們劃界分治，互不侵犯。步過橫湖大橋，穿

過森林，有一蘭圃。花的品種，搜羅淨盡，各自爭妍鬥艷。內有一蝴蝶室，壁

上貼滿蝴蝶標本，唯大遜於馬來西亞檳城的蝴蝶園，彼處有各類蝴蝶，在網底

空間，花卉叢中飛舞。是夜留宿在 Aureum Palace Hotel，也是夏令營式，佔

地比蒲甘的隱匿渡假村還大。要坐車從註冊中心到房間，房內面積也很大，下

兩級方踏入浴室。在深夜對老人實是危險。李志安整夜不敢入睡，恐怕接到電

話有人跌倒求救。老人旅行緬甸還有一大難處，便是在外間找洗手間。所有佛

塔都沒有此設備。要在外圍賣物小店群背後，都是沙石泥濘小徑上行很遠處。

穿了拖鞋行走，甚不方便，赤足更不可能。門外女士收些碎幣作入場劵，若沒

有便「閒人免進」，有幸的旅伴在旁代付，不然要臨時改姓「賴」了。眉苗的

坎陀巨公園內外表頗具規模的公廁。裡內除地面全濕，方便處是一大洞，不能

坐下，個中乾坤，慘不忍睹，和其他公廁無異。我剛用罷，見翁希傑進來，我

對他說：「若你功力能忍到餐室，別進來，你的眼睛可受不了。」

　次日晨早餐後回程曼德勒市。途經愛國寺。阿福說裡內大佛原先塑造好準備

送給越南的，但搬運時大佛異常沉重，費盡人力馬力，不能移動半寸。神靈暗

鑽禧三部曲 - 旅行緬甸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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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佛愛國，不願他往，只好留在這裡。時值冬季，此佛竟披上禦寒大衣，其

實曼德勒溫煦如春。寺內有很多陳年歷史照片，如緬甸最後一位國王和王后，

二人被英國人廢黜後，徙往印度以終餘年。我雖熱愛歷史，但時間不容許我仔

細閱讀那些英文解釋。

 庫特多 (Kuthodaw) 佛塔中央是座金色大佛塔，旁邊有七百二十九座小白

塔，列成一條長蛇，陣容聳人視聽。每座白塔內都有一塊刻滿緬甸古老經文的

石碑，美譽為「世界最大的書」。曼德勒皇宮已毀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的

是重建。重重疊疊，可以說是緬甸金字塔。我們隔着護城河遙觀，它在水上的

倒影，構成一幅藝術畫。老實說，蒲甘之後，所有佛塔已成反高潮，我的凝聚

力已到強弩之末。阿福的解述成了耳邊風，看到的有如走馬看花，稍縱即逝。

　午餐在中餐館金鴨子，烹飪很夠水準，招牌菜掛爐鴨脆皮肉嫩。跟着阿福領

我們到曼德勒的 Eastern Palace Hotel，領取房間，放下行李，稍作休息。我

已在房看電視了，突然李志安敲門進來，解說旅館客滿。他和阿福共房，這是

唯一剩下來有兩牀的房，可否將這房讓給他們。我說我是單身客，住在那處無

所謂。李志安請我到樓下櫃面領鎖匙，旅館另有地方給我。我以為像在多年前

英國的天空島 (Island of Skye)，住的是衣櫃改成的單人房，沒有淋浴。怎料

打開房門，是一大套房，有廳、睡房、兩間浴室、辦公室，簡直是城市內一居

室單位。是夜觀光完畢後，我請何汝顯夫婦、黃秉權、趙文權入內聊天。幸運

之神在曼德勒降臨在我身上，我對此城更情有獨鍾了。

　吳炳橋 (U Bein) 是在曼德勒最後一景點，我們在黃昏時抵達。這是橫跨東

塔曼湖 (Thaungdamun Lake) 的柚木橋，是世界最長的柚木橋。橋身已被水泥

修補過。在這裡看落日是緬甸名景。橋全長一點二公里，由一千條柚木柱搭建

而成。那時來人甚多，異常擁塞。橋上沒有欄杆，很容易被人擠下湖去。阿福

見情勢不妙，想召我們回頭不要上橋，但人流已湧走十一人。他只截回魯德華、

朱一美、黃秉權和我。我們看不到落日，但在茶館內遙觀如蟻般的人群，別饒

情趣。曼德勒沒有出租汽車，街上行人不懂英語或中國話，我們於緬甸文目不

識丁，又沒有手機連繫，那時不知道旅館名字和阿福所屬旅遊機構名稱，走失

了便成流浪漢，很險啊！回旅館前觀光了翡翠寶塔，此佛塔全部用翡翠、紅寶

石、藍寶石‥‥‥砌成的。在夜晚電燈照射下，珠光寶氣，輝煌奪目。緬甸民

生這樣窮困，而建這價值連城的佛塔，是不是人間一大諷刺？

　茵麗湖 (Inle Lake) 是緬甸第二大淡水湖，在曼德勒東南，是人間仙境，世

外桃源。從曼德勒到希赫機場要半個鐘頭機程，再半個鐘頭車程抵達湖濱別

墅。我們的住處是一組弧形環湖建築物。每一房號都是一座矮屋，錐形屋頂，

每一面都是山形牆。屋在湖上，為高腳撐起。屋塗上深棕色，古意盎然。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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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設備一小陽台，可從房間拉開玻璃門出去。在陽台半臥在「懶佬椅」，遠

眺高山，近觀湖水，超塵脫俗。不知人間何世。在碼頭等候房間鎖匙時出了一

小意外。阿福站在邊緣，不知何故，馬失前蹄，「撲通」一聲，跌下湖去，弄

到龍基（緬甸男子穿的長袍）全濕，急忙找房換掉。

　進房休息少許，時未及午，遊湖節目開始了，四人一組分派一柳葉艇。三女

將朱一美、魯德華、霍秀森在我前面。後面的是掌舵人，控制着電動機。首站

是長頸族的村落，一中年婦人率領兩位年輕女兒迎賓。此族人認為長頸女性最

美，所以每個女性少女時代開始，每年需要套帶一銅頸圈，年復一年，直到無

法增加而止。這三位女士頸上也套上纍纍的銅圈。此廳牆上掛滿此族人的生活

照片。後面禮品店出售的多是他們的手藝品。

　蓮藕絲織布坊也是停站之一，湖邊居民發現將藕絲抽出來打成毛絲可以織成

各種衣著，冬暖夏涼。賣物店可以選購這類產品，全世界只有這裡方能買到。

午餐在湖畔一小鎮的小餐館內。食物倒是平常，但臨湖用膳，「別有一番滋味

在心頭」。下午去觀光一水上人家。屋宇都是像我們別墅房間的高腳屋，建在

湖面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村內包括學校、醫院、郵局‥‥‥最特別的是

居民的水上農場，蕃茄、馬鈴薯、玉米等農作物都種在浮萍上。如何將浮萍用

作泥壤，確是一門學問。

 最精彩的是鑑賞漁夫釣魚，那單腳划船的獨特技巧，令我嘆為觀止。因

為雙手划船實在不方便撒網捕魚，當地人練就一腳踏在船頭，再利用單腳和單

手划槳，另一隻手便可空出來撒網、收網捕魚。我們的柳葉艇駛近漁艇時，驚

險鏡頭突然出現。三位女同學同時側身向右獵取拍攝漁夫捕魚動作，令小艇也

向右傾斜，我急向左傾，希望肥胖身軀可稍作平穩，但小艇已入水了，她們的

衣袖也沾濕，椅子也向右翻。漁夫見狀，立即過來幫我們將椅子和小艇復原。

女同學也驚魂方定坐正。霍秀森取出一張五千元緬幣（值約四美元）給漁夫作

酬謝。漁夫以為她要買魚，從竹籃取出一條活魚給她。秀森後來說，此柳葉艇

有毛病，當快走時力道平均，停下來或慢行時，平衡便出了大問題。最後小艇

駛回別墅，要入閘門。那藍天白雲，青山碧水，綠野棕屋確實令人陶醉。湖邊

野生的布袋蓮，繁殖甚廣，形成一大片綠氈。

　晚餐在山上大街旁的大膳堂。熱哄哄一大堆人，可反映出茵麗湖是一熱門旅

遊景點。飯後要走一大段陡斜石級，回到湖上房間。晚間沒有節目，不能早睡，

只好看電視。澳門蓮花台播出電影「教父」。半個鐘頭後，連那熒幕上矇矓影

像也消失。不久房間沒有電源，全部黑了。那小電筒在蒲甘沒有用來看日出，

現倒派上用場，十五分鐘後，房間再亮，電視仍黑，索性揭開蚊帳，躺在牀上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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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倒數第二天，我們從希赫機場飛回仰光。自一八五二年以來，英國

取得所有海岸線地區主權，仰光成了英屬緬甸首都，且被美化為東方花園。英

人蓄意將仰光變成為殖民地示範城市，歡迎從各地來的移民。我們只有半天時

間遊覽仰光。喬達基塔 (Chaukhtatgyi) 的臥佛是緬甸最大的。比人還高的佛

腳底板有一百零八個圖案，每個圖案代表人的一次輪迴。皇家湖是一座人工

湖，湖上有艘皇家船已改為高級餐廳，我們在此吃了最後一頓緬甸餐。晚間有

傳統舞蹈表演。唐人街除了有華人開設的商店級雕飾精美的廟宇，也雜有緬甸

人和其他民族的商家，外貌遠比不上馬來西亞、越南等國華埠，蘇雷金佛塔

(Sule) 在市中心，很近我們住的香格里拉大飯店，巍峩宏偉，是市內的壯觀建

築。

　緬甸是多元民族，其間糾紛難免。最近出現孟加拉國和緬甸邊界上羅興亞族

Rohingya 被驅逐和屠殺事件，曾令我們掛慮此旅行的安全。緬甸是否一好的選

擇？多謝神，我們安然渡過。翁山蘇姬雖被釋放，她是緬甸人的精神領袖，但

實權仍被軍人牢牢掌握着，他們視人命如草芥，從「六條八慘案」得知，對待

羅興亞人和自己緬甸同胞是同出一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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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社慶鑽禧遊輪南下墨西哥            

  清晨六時許，大公主號遊輪第十四層甲板上的「水平線」庭院 Horizon 

Court 自助餐廳食客稀疏。我捧了一盤滿載橙汁、香腸、雞蛋、水果……坐在

玻璃窗旁。湧入眼簾的是白浪滔滔，隨着船的奔馳，作反方向滾滾而來。晨曦

內薄霧掩蓋天空。陽光微弱地透射大海，這是一幅雄偉壯闊，氣勢恢宏，橫波

萬里的畫卷。浩蕩的海洋掀起了我澎湃的思潮。歷史的浩蕩和人生的浩蕩不也

如這大海一般嗎 ? 畢業已六十年了。這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包容了數不盡的

事故。又彷彿一剎那間便渡過了，面對着這水光接天，白露橫海。我深深感受

到自己委實太渺小，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成就，寄存在大地中，像螻蟻般，江

山永恆，人生短暫，值輝社鑽禧機緣，對生命來一反覆斟酌，能不慚愧乎 ! 蘇

軾的文句，很自然地浮現在心頭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

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剛用完早餐，趙文權施施然地步來，放下食盤，坐在我的對面，我和他有半

世紀以上的交情。六十年代初，他在 Stockton 攻讀化學博士學位，每月至少

有一次出來舊金山，總有聚首的機會，他和家母交談如沐春風。直至今天仍能

數出和家母相處的趣聞。後來他在東岸教學，便不能時常見面了。我還記得他

新婚帶着夫人蔡靜靜 ( 也是化學博士 ) 路過舊金山。王祖良、黃景輝、他們夫

婦二人、和我一同在金龍聚餐。一愰又十多年。珊瑚禧在多倫多重逢。以後便

和他們斷斷續續會面。我們曾經結伴同遊黃山、張家界、高棉等地，五年前輝

社在賭城 Las Vegas 慶祝翡翠禧。文權、靜靜攜同女兒 Joyce 及小孫女 Kylie

參加。Kylie尚未夠一歲，坐在我的身旁，很依徊親切。三年前靜靜不幸辭世，

文權每年總來舊金山探訪女兒、女婿。Kylie 見到我便認得我。第一次見面，

她還在襁褓中。可見得這小女孩確實冰雪聰明。如此道來，我們有四代交誼，

這的確是緣份了。文權於是成了遊輪內我的忠實遊伴。當然在船內經常見面的

還有江達信、黃秉權和陳瑞君夫婦、方鋒培和馬良卿夫婦。當我見到深交多人

都在船上，不覺聊以自慰。這不是少許成就嗎 ? 塵世中的功名利祿，倒算不得

甚麼了。

  四月二日是在船上的第二天，領隊孫必興召集近五十人於上午九時半聚集於

第五層甲板上的 Michelangelo 餐室作見面禮，我見到一批新面孔，是從芝加

哥來的陳滇生班來的好友十一人。三年前大公主號遊輪上溫哥華，滇生因原居

地天氣惡劣，飛機停航，未能如約。此次加倍補償。她帶來的小團內有忠社梅

松沛夫婦，何營夫婦，瑩社李偉方夫婦。我只有機會和梅松沛交談，是遊第一

站 Santa Barbara 回程時。他是頂友善健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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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必興請我們作自我介紹。有說他的職業，有說他的家庭兒孫，有說他的居

室環境。輪到我時，沒有甚麼好說的，只好拉雜說幾位和我相識六十多年的同

學作塞責。

  孫必興在小學時和我一同寄宿，淋浴後一同排隊站在女舍監楊望生前接受檢

閱，制服是腰圍一條毛巾。如她發現身上仍存有「老泥」，她必用間尺敲擊手

背作懲戒。說到此處，哄堂大笑。

   我初三讀了第一段考便移民到舊金山。初三信江達信和我同班。五年後在

柏克萊 Berkeley 大學一學生宿舍碰到他，因為他的表弟同住一處，他是我輝

社中交情最深之一。數十年如一日，我曾在他 New Jersey 府上和 Wisconsin

農場作客。逝去的嫂夫人陳御蓮對我關懷備至。望風懷念，不勝噓唏。達信因

商務到舊金山頻仍。我們有很多見面的機會。

  因為劉紹貽作引線。一九五七年時我重見翁希傑，那時他在 Sacramento 讀

大學，後來他服務於舊金山灣區一大化學工廠。住在我的隣近，更作通家之好，

我外出旅行時，家母常蒙他的照顧。葉秀瑜下嫁給他時，我有幸作他伴郎。說

起劉紹貽，沒有音訊五十年。四年前在台山遇到他當年在洛杉磯 Cal Tech 的

同房，告訴我他已去世多年了。

  一九五八年在物理課 Physics 4A 的講堂內，見到二似曾相識，熟口熟面，

原來是何汝顯和王曦光。他們都是很喜歡旅行的，曾多次結伴同遊。半年前曦

光病逝，他去世前作了一非常好的事。有一位老大哥 ( 和我一同遊波羅的海三

小國 ) 患上鼻咽癌，也是曦光的宿疾。一年前吞吃食物有困難，詢問曦光，因

為曦光介紹自己的醫生給他，他安慰這老大哥，說他自己的身體轉弱，是其他

疾病導致，與幅射手術無關，放心治療，自然會好的，其實他們都是幅射破壞

了喉頭的纖維，成肌肉鈣化，吞食自然成問題。

  我最大的驚喜是見到李佐明、高美葆夫婦，他們住在多倫多，輝社金禧同遊

柬埔寨。「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高美葆畢業於廣州銳社，是已故前香

港培正同學會總編輯高雁雲學長的掌上明珠。高伯與我作忘年交。我在舊金山

讀完全部高中課程，大學時修英國文學，所以寫作全用英文。見到了高伯，他

鼓勵我用中文寫文章，於是寫下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是述我從蒙古入中

國，在蒙古邊城札門烏德的經歷。一九八四年我乘火車從倫敦，經巴黎、柏林、

華沙、入俄國的列寧格勒、莫斯科，再渡中亞細亞的布哈拉 Bukhara、撒馬爾

罕 Samarqand、塔什干 Toshkent。最後穿西伯利亞的 Irkutsk 抵達外蒙古的烏

蘭巴托 Ulan Bator。佐明的身段很標準，原來他每日晨泳一小時，他們的大公

子現居舊金山，我囑咐他們和灣區同學作密切聯繫。

輝社慶鑽禧遊輪南下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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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二次坐大公主號遊輪了，有八日在船上渡過。船上有很多節目，除

了頭三晚和各同學忙於聚舊外，我選擇參與一些，男高音 Louis Gazzara 是

一位很年青的歌手，他的演唱會包括了各類音樂。我最欣賞的是他唱 Puccini

歌劇 Turandot 的插曲 Nessun Dorma，音符高處響徹雲霄，直逼 Pavarotti

的項背。謝幕曲是 Unchained Melody，用兩種唱法，先用古典式，令我記

起一九五七年在舊金山 Lowell High School 時，美國歷史同班同學 Bill 

Williams 在中午小息時喜歡唱此歌，已是六十年前塵往事，未知故人無恙否 ?

後用搖擺式，大有 Elvis Presley 的遺風。

  Princess Theatre 的歌舞劇 Born to Dance 非常轟動，座無虛席。它容納了

從四零年代到現今的百老匯名劇，從 Oklahoma 至 Hamilton，用歌唱和舞蹈演

繹出來，每一劇只有一小節，當我被吸引到難解難分之際。場面、服裝、歌舞

者突然換了，舊的仍在餘音繞樑，新的在笑臉迎人了。

  魔術表演亦很出色，表演者說「攔腰斬斷」有三種技巧，( 一 ) 是鋸柔軟可

隨意轉角度 ( 二 ) 是受刑女郎有輕功和內功，身體可超尋常擺動，魔術師說他

用的第三種，但不闡明其方式，只見他用簡單的「金鐘罩」蓋着女助手，用鋸

將罩連女子切為兩段，使觀眾瞠目結舌，嘆為觀止。

  我看了二場電影，一是兒童電影 Monster Truck，那電腦製成的墨魚很生動

可愛。老頑童黃秉權看得津津有味，二是現在的熱門貨 La La Land。使我很失

望，離開 Vista Lounge 時見到霍秀森出來，她也不明白為何這沒有故事情節

的電影如此膾炙人口。

  遊輪亦設備大賭場，當然不能和 Las Vegas 相比。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江

達信告我在此大有斬獲，幾乎可撈回船票。要明白他是很靈活精明賭客。上岸

前夕，文權和我在下午稍試運氣，玩吃角子老虎。秉權和鋒培站在旁邊觀戰。

吃角子機不是我熟悉的。只有輸入，很少回餽，突然達信行過，將一隻龍蝦頭

塞在我手中。「祝好運」。有了新的火藥，稍有起色。片刻王祖良的二哥祖棠

行到身邊，詢問戰績。機內五犬齊吠。連環扣轉動七次，打出贏了七元。此乃

Penny 機。是很好的成績，這是祖棠給我帶來運氣。收手時只輸了二十元。供

給我娛樂個多小時，頗為滿足。

  最精彩的消磨時間是在第十四層甲板上的水平線庭院內品下午茶。黃開旺和

黃笑珍夫婦、何汝顯和蔡煒幗夫婦、應義勇和陳麗蘋夫婦、姚慶同和李雪雯夫

婦都是此間常客。我們懷舊說今。談及同學們近況。得悉有幾位同學因病很難

外出，自翡翠禧後有幾位已離開了我們。喜訊是他們的兒孫也陸續長大。用唐



670

朝竇叔向二句詩作總結 :「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令人感慨萬

分。

  最令我黯然神傷的，余定邦從香港傳來電訊，社長蕭沛錕嫂夫人張小桃女士

已於四月四日辭世，她比我們年青十多年，想不到快步走下人生列車，沛錕夫

婦和我們在中國旅遊不下六次。共同生活給我對小桃有深切的認識。還記得那

年準備從成都沿岷江北上九寨溝，她堅持要用一部比較新的汽車以應付崎嶇難

行的山路。在長春時導遊葉長青帶我們到一油漆未乾的餐室。她拒絕進內，我

們剛從吉林趕回，天色已晚，腹如雷鳴，饑不擇食，只有她站在外面等候，沛

錕只好出外相陪。她從澳洲帶來各式小食，在旅遊車上分餉各團友。她的熱情、

明朗、堅強、豪邁的個性時常在腦海縈迴。「三姑娘，你安祥地躺在主懷，我

們永遠不會忘記你」。回家後立即電話香港培正同學會，和代我植字的幸小姐

詳談，得悉小桃已纏綿枕席多時，彌留時的景象很是可怕，雖然這是人生不能

避免的。

  朱一美剛從香港回來，說起鑽禧事宜傅偉華擔起大旗。她辦事能幹妥捷。金

禧時已眾目共睹。呂華焰負責召集廣州同學。魯德華、朱一美提議在香港同學

日輝社鑽禧典禮前往緬甸旅遊。霍秀森、翁希傑和我深表同意。魯德華、霍秀

森款待同學，豪氣干雲，遠勝鬚眉，我深表敬佩。方鋒培說 :「大概這是輝社

最後一次慶祝罷。」我回答:「不!以後還有藍星禧、金鑽禧、鉑銀禧、橡樹禧、

至尊禧。只要青山仍在，壽星常照，何愁沒有見面之期。」

 遊輪沿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岸線南行，共停四站，首站聖地巴巴拉 Santa 

Barbara。加州海岸線在 Santa Barbara 北部郊區 Point Conception 像肘 (臂

彎 ) 一樣闖靠近入太平洋，朝西的海岸突轉朝南，涼浸浸的北水和暖溫溫的

南水在此融匯。北加州崎嶇粗獷的山林區突變為多平野海灘的南加州。Santa 

Barbara 地處南北加州分界上。

  船在海心拋錨，要用接駁小艇運送乘客到岸上。四月三日星期一上午，我和

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胡露施、霍秀森踏進第五層甲板上 Michelangelo

餐廳，早見到黑壓壓、沉甸甸一大堆人在等候。有服務員分派每人一張登艇票，

一瞥下是頗高的號碼，原來要往 Santa Barbara 的乘客很多，接駁小艇客量有

限，要憑號碼分批登艇，二十分鐘後，江達信和劉湛平到來。達信要我照顧他

的越南兒時好友一同離船。達信娶媳婦時，我曾和湛平在波士頓同房三天，也

是很熟落的。幾年前他有一小中風，影響了他的行動和說話。我一看他的票號，

比我們的高近一百，絕不可能同艇，露施對我說 :「你帶着湛平，若稽查員審

問再解說。」好不容易輪到我們一批號碼，湛平緊跟着我，登上接駁小艇，沒

有人詳細檢閱票號。

輝社慶鑽禧遊輪南下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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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ichelangelo 等候時，孫必興、吳冰明給我們一很好的「貼士」。若時

間不夠充裕，只能看一景點，絕不可錯過 Court House，登高塔可鳥瞰全城風

光。在小艇碼頭踏入每人只收二毫半的公共汽車，駛進 Santa Barbara 市區。

Santa Barbara 是一非常美麗的小城，依山臨海。奶白色的樓宇都點綴些一捲

捲，一束束的小紅花 bougainvillea，配以些牽藤引蔓的長青葉，真是紅香綠

玉，崇光泛彩。海灘旁一列高高的棕櫚樹，溫煦的春風拂過，略呈顫動。白石

海岸下洶湧着藍寶石般的太平洋，很多房屋顯示出西班牙和摩爾 Moorish 風

格。幾疑法國南和意大利西北瀕地中海的 Riviera 移植到南加州來。車子在

康莊大道 State Street 緩緩前進。兩旁是闊綽的行人道在高大的棕櫚樹蔭下，

燈柱旁吊着植滿五彩的花籃，濃添了歐洲地中海情調，兩旁都是些時裝店、旅

遊紀念品店、酒吧、餐室、小戲院和旅館，爭妍鬥艷，各呈異姿吸引行人視線。

其中 Santa Barbara Museum of Art 和 Granada Theatre 最為醒目。

   我們在 Court House 站下車。劉湛平是旅行家。曾獨自闖中東 United Arab 

Emirates。喜歡往各處拍照，我叮嚀他牢記汽車站地點，汽車顏色和號碼，要

在四時半前回碼頭乘小艇，他離我而去。

  Santa Barbara County Court House 是一九二九年的建築物。四座建築物

連在一起佔地一個街口，是一出類拔萃的地中海風格。裡內有高高的天花板，

瓷磚砌的地台，懸掛了很多水晶分枝燭台，牆邊畫滿了宗教主題的壁畫。El 

Mirada 是高達八十五尺的石塔。我們乘電梯上頂。遙望巍峨的 Santa Ynez 

Mountain 和太平洋的清波濁浪。密密麻麻的雅緻樓房，佈滿其中。孫必興行到

我的身邊，向其中方向一指，賈士元、郭詩玲府上就在那裡。遺憾地他們因士

元突然身體感覺不適取消遊河。

  四月四日清晨船在長灘市 Long Beach 靠岸。Long Beach 是南面緊依偎着

洛杉磯的外港。這是一舟楫頻繁的港口，有優良的碼頭供給世界各地商船停

泊，成為加州第七大城市。曾在海上稱霸多年 ( 一九三六至一九六七 ) 的遊輪

Queen Mary永久留在Long Beach，就在大公主號的毗鄰，現蛻變為餐室、旅館、

娛樂場地和博物館。大公主號的乘客受特別優待，入場劵減收為十元。Queen 

Mary 有悠長深厚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徵用為運兵船，無數叱吒風雲

的名人曾寓居於此。當然目睹了很多人世滄桑和悲劇，在船上亡身的人物陰魂

不散，經常在晚間出現，晚上有「訪鬼遊」，無奈大公主號已於五時半啟航南

下，剝奪我參加的機會。我一生中曾參加二次恐怖夜遊 :一是倫敦的 Jack the 

Ripper Night Tour，蒞臨一八八七年殺人王將五位妓女開膛剖腹的場地。二

是賭城 Las Vegas 的鬼屋墳場遊，都是講解員說得有聲有色，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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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了碼頭，在汽車站等了近四十分鐘，方踏上 Passport 線汽車。經過馳

名美國的水族館，在 Long Beach 的鬧市 Pine and Third 站下車。我們在街頭

蹓躂了大半個鐘頭，行到集會中心 Long Beach Area Convention & Visitor 

Center，牆邊掛滿色彩繽紛的旗幟，能遙望繁忙的海港。方鋒培在此拍了些紀

念照。我心想水族館站下車會多點瞄頭。回船午餐後鋒培嫂提議下二站買票參

加岸上城市遊。晚飯前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和我四人到 Shore Excursion 

Desk買到了San Diego市遊的票。墨西哥Ensenada 遊已客滿。鋒培很有耐力，

等了一段時間，僥幸也購下。

  四月五日船泊聖地牙哥 San Diego，這是 California 的發源地。一五四二

年探險家 Juan Rodriguez Cabrillo 在此登陸。二百年後傳道人，軍人，西班

牙殖民在 Presidio Hill 草創一村落，一七六九年已成為一頗有規模的小鎮，

即現在舊城的地點，屬西班牙王國的旗下。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脫離西班牙獨

立。San Diego 被頒予 Pueblo 身份，與其他印第安人建的小鎮同級。一八五零

年美國擊敗墨西哥，吞併了California，San Diego正式成了美國西岸的名城，

有長足進展，成了南加州的海上明珠。

  個半鐘頭的市內遊認真是蜻蜓點水，但點不到此城的精華，給我執筆無限

困擾。首站 Balboa Park，是一千二百公頃 acre 的公園，堪稱美國市內公園

面積最廣袤的。內藏十五間博物院，幾座遍植琪花瑤草的雅麗小園，還有收

羅搜集世間珍禽異獸的大動物園。車子停在訪問中心小歇。在鬱蒼喬木，高

瘦棕櫚旁，矗立些淡黃色的 Spanish Revival 風格建築物，以圓拱門，方形

牆，圓筒塔最為顯著。橫越大馬路是蔥翠的草坪。在一棵棕櫚樹前，築有一四

方黃石台，上有一人一馬青銅雕刻像，這是西班牙探險家 Vasco Nunez de 

Balboa(1475-1519)，立馬山林，憑高眺望，手揮長旗，威風凜凜。一五一三

年他跨過巴拿馬地峽 Isthmus of Panama，從大西洋岸走到太平洋岸，成為第

一個領探險隊伍抵達和見到太平洋的歐洲人。公園是紀念他命名。龐大和宏偉

的 Balboa Park，我見到的就是這滄海一粟。至於園內蜚聲國際的大動物園，

不是望門投止，而是過門不入呢 !

  以後是「遊車河」式的走馬看花，再沒有停站。駛進小意大利，除了餐館和

酒吧用意大利文作招牌外，和美國大城市內任何一區無異。多年前遊天津的

小意大利，就有很獨特情調，因很多建築物都是仿威尼斯，類似 Las Vegas 的

Hotel Venezia。導遊告訴我們，San Diego 的小意大利是美國最大的，人口之

多，勝於舊金山的加紐約的總和。我認為若有機會能在小意大利流連，和本區

人接觸，在其餐館內用膳，定會領會到意大利的風貌。舊城 Old Town 又稱煤

燈區Gaslamp Quarter。這是加州的起源，第一批西班牙殖民在這裡建家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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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樓房。上世紀中曾一度淪為紅燈區，色情泛濫，藏污

納垢之地。三十年前來一大革新，舊城面目全非，充斥着簇新的戲院，餐室，

劇場，大小商店。蛻變為「戶盈羅綺，市列珠璣，競豪奢。」

  旅遊車越長橋抵達 Coronado 島，讓我們對一八八八年開幕的 Hotel del 

Coronado 外貌作驚鴻一瞥。此龐然大物白牆，紅屋頂板，佔地兩個街口，曾被

譽為世界最豪華宏偉的賓館，寓居客包有多任前總統和難以計數的電影明星。

它亦是很多電影拍攝外景的場地，最著名為 Marilyn Monroe 的 Some Like It 

Hot。可惜我沒有機會進內憑弔，追懷它昔日的光榮。

　　四月六日晨遊輪已進入墨西哥海域。Ensenada 是最後的一站。Ensenada

雖算是一五四二年為西班牙人建的古城，沉寂了二百三十年，直至一八七二年

在附近發現金礦方被人注目。一八四八年墨西哥兵敗，一大塊北門土壤被逼割

給美國，重要港口舊金山和聖地牙哥也隨之淪陷。Ensenada 躍起成為墨西哥北

部最重要的太平洋海港。二十世紀初期此城是紙醉金迷之地，美國豪富名人蜂

湧而來，如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Bing Crosby, Lana Turner。芳齡尚

未足二十的 Rita Hayworth 曾在此表演熱情脫衣舞。今天的 Ensenada，既是

墨西哥重要商港，又是旅遊大站，憑多色彩的街道，俏麗怡然的風景，令人薰

醉的葡萄園，耐人尋味的歷史吸引着很多遊輪在此駐足。

　　碼頭上早排滿一列巨型旅遊汽車。趙文權、方鋒培、馬良卿和我被領往其

中一座。除從南美洲回家，曾在Mexico City International Airport小停外，

這是我第一次涉獵墨西哥，心情雀躍興奮，可想而知，遺憾地導遊英文不流暢，

經驗又不夠，車子一開，奔馳了個多鐘頭，也不知目的地在何處。一路農村景

色，且一新耳目，比美國的疏落簡樸得多，只有 Subway 招牌是熟悉的，原來

這快食連鎖店竟南下至此。

　　車子停在一空曠地，我隨着人羣向前走，兩邊都是賣紀念品，衣裳，熟

食的檔口，我猜想已到了 Punta Banda 半島，目標是觀光「粗暴的鼻息」La 

Bufadora。步着小徑，穿過宛若長長手套般兩邊擠擁的小販群，行到盡頭，

便是那噴泉了，浪花灑濕了地面和觀光者的衣襟。參差峋嶙的石崖底有一小洞

穴。風、浪花、回潮激湧入此小洞穴。突然而來的壓力逼海水滾入穴背頂一通

氣孔，向上升騰，高達三十公尺的噴泉像快箭般向天空急射，蔚成奇觀。民間

傳說有一鯨魚被困在小洞穴，時而發出粗暴的鼻息。回程行入一小店，購買

一小娃娃給我的國際人物搜集珍藏。文權三人拋離我回停車場。出來時見黃秉

權、魯德華，朱一美三人緩緩行前。我隨他們進入一白色小屋，裡內有不下十

個嬰孩小虎，小豹，非常趣怪可愛。這是我們的導遊沒有提及的意外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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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市區觀光另一景點 Riviera del Pacifica，這是一九三零年建的

Spanish Revival 風格的豪華旅店和賭館。見到一雪白建築物，大門旁欄杆的

小斜坡，盤景式種了很多植被，鶴立雞群般的紫藤花 Wisteria 開得燦爛的一

大叢為主角，鮮艷奪目。裡內有很多大廳。天花板是彩色木雕幾何圖案，懸掛

了長長分枝鐵燭台。牆壁弧形陷入的地帶都有一幅圖畫，顯示出當年的聲色犬

馬。例如一裸女躺在一裸男膝上。醇酒、美人加上賭博。這是人間天堂或人間

地獄？現在的 Ensenada，禁販賣色情和公開賭博。當年的賭館改為博物館，展

覽 Baja California 歷史，包括早年的本土文化，十八世紀西班牙傳教史，及

從歐洲帶來的傳染病對原居民的殘酷摧殘，附有陳年照片，英文和西班牙文的

詮釋。

　　七晚遊輪內的晚餐都在船尾第六層甲板 Botticelli 餐廳。我被編在六號

桌，和趙文權、江達信、黃秉權和陳瑞君夫婦一起。以後同檯進膳多是此四人。

有一晚黃煥慶、黃新芳夫婦坐在身旁。他們是我四月一日上船首先見到的。後

來因為進出時間不同，很少會面。我不能忘懷他們嫁女時在莎士比亞園（金門

公園內）設的典雅婚禮和羊城餐室的夜宴，席設噴水池旁。遊輪每晚有不同烹

飪，國際菜式。早餐和午餐，文權與我上十四層高的甲板內 Horizon Court。

晚飯時見到手飾藝術設計家歐陽璧芝。她很有天才，作品在名店 Gump’s 和

Orientation都有出售。曾在舊金山華埠文化中心開展覽會。我亦有前往欣賞。

有一次她用的古玉牽連到南北朝時北周名將獨孤信，我說及他的歷史，璧芝聽

得很投入，羅愛碧是我小學時同學。她和丈夫 Wilson Woo 及外孫兒 Drake 同

來。我也只能在晚飯前略道寒暄。江達信向我跨說第五層甲板內的 Alfredo’s 

Pizzeria 意大利薄餅熱脆可口，齒頰留香。文權和我在一天午餐時破例往彼一

嚐，果然名不虛傳。離席時朱啟鵬和嫂夫人蘇昭熹步入。知音者不乏，信然也。

啟鵬是輝社網站復興後的掌門人，歡迎同學們投稿。

  分手時臨別依依，希望十一月香港再會，這鑽禧第一炮非常成功。其實還有

一前奏和一尾聲。前奏是王祖良豪宅家宴。十年前金禧時他已辦過一次。三月

三十一日晚他宴請輝社同學，包括灣區的翁希傑、孫必興、胡露施、霍秀森……

外地的江達信、趙文權、魯德華、朱一美……。他和二哥祖棠請廚師到會府上

烹飪名菜。並邀請音樂家多人飯後演出節目娛賓。其中有一鋼琴名家，一菲裔

女高音，曾在紐約參加「國王與我」演出。江達信也客串登場。他有渾厚的男

中音，唱 My Way 不讓 Frank Sinatra 鰲首獨佔。十年前舊金山輝社金禧時我

用他唱的 Hello 錄音作輝社同學金禧出場的音樂。祖良家居海崖區。大廳充滿

古物，有龐大的郭子儀像。玻璃窗外遠眺金門橋。室外倚山園沿山坡而建。淙

淙流水從天然小溪瀉入大金魚池，廿多尾疊彩游魚在享受着魚水之歡。樓下大

飯堂筵開五席。四角和桌上擺滿鮮花。祖棠、祖良很有故人情。如此盛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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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再，是很難得的機緣。我在遊輪上驟見到他們兄弟，是第二個驚喜。尾聲是

翁希傑邀請朱一美、魯德華、胡露施、霍秀森、趙文權、黃秉權和我往幽森密

地 Yosemite 去作四日三夜遊。後來魯德華因家事趕回紐約，我因船上食用導

致我血糖突升，急於回家慢慢降低數目，只好多謝翁希傑、葉秀瑜夫婦的盛意

拳拳。順便一提，這本是灣區同學預設的節目，後來因二位司機另有他約取消

了。希傑大車只能載八人，所以約經常同旅行的幾位。此行的山明水秀，有待

黃秉權執筆報導。

  從幾次報導中，讀者定覺得輝社同學間的情繫非比尋常。友誼這東西，我借

哲學家柏拉圖 Plato 的偉論作解說。他說現實的形象是隨時變動的，只有超越

的概念是永恆的。我們曾經是好友，或是生理和地理的因素，或是桑榆晚景，

志趣分岐而漸趨疏遠，甚至陌生。我要強調「曾經」二字。蘇軾曰 :「客亦知

水與月乎 ?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 盈虛者若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

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 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儘管朋友不能再聚首，只是形象的變動。曾經好友的關係，永不能磨滅，這是

概念的永恆。友誼如水和月般，雖似逝而未去。雖似虛其實仍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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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禧三部曲 -重聚三藩市剪影

  三藩市同學日於十一月四日在 Millbrae 市舉行，內含輝社鑽禧，很高興此

次同學日遷回香滿樓，其菜餚烹飪是灣區有口皆碑的，但容量不能超廿二席。

是日十六席恰到好處，留有餘裕空間給節日運作。三藩市同學日老成逐漸凋

零，晚輩裹足不前，六、七十席的盛況不會再重現，香滿樓是一很理想的選擇

地點。

  輝社有十二人參加盛會，男生七：孫必興、黃開旺、黃煥慶、陳巨光、朱伯

衡、羅柏泉、鄭國輝。女生五：胡露施、黃笑珍、單瓊珠、羅愛碧、王景昭。

黃開旺是省會沙加緬度前會長，和夫人笑珍長途跋涉，真是難得，他和我初二

愛時同班，運動場上名聲藉甚，他和笑珍青梅竹馬，共諧連理，是輝社佳話之

一。還記起他初移民來美時，翁希傑和我與他會面，驚喜莫名，後他們寓居沙

加緬度，從事土木工程，他和省政府服務多年 , 任考試出題閱卷官。工餘時為

輝社服務，不遺餘力，五年前翡翠禧時安排在賭城Las Vegas食宿，參與者眾，

甚為讚賞，席間我和他說，二零一八年，何不再來一手，他說可以考慮。

  一年前華埠邊碰到羅柏泉，他活躍於三藩市僑務，自翡翠禧後便音訊全無。

我再三叮嚀，要參加將要來臨的鑽禧，果然他不食言，和夫人織雲嫂同來。

  單瓊珠牧師對我說，年前不慎扭傷了腿，尚未全部復原，且最近喬遷新居，

忙於整理家中雜務，本來打算回香港參加鑽禧的，只好打消了計劃，請我代她

問候在港見到的同學，是日她作謝飯禱告。

  王景昭和我初一愛時同班，我印象還有那冰雪聰明，文靜婉秀的小女孩，她

是當年的優異生，與另一女同學黃慧貞並駕齊驅，共登金榜。十年前她和夫婿

瑩社吳民企回港，數年前民企兄辭世，他是一很富幽默感的人，他的離去留下

輝社集會一份空白。

  我也沒有忘記五十多年前在加州大學圖書館一角孜孜好學，埋首課本的陳巨

光，年前他再續鸞膠，是日他沒有帶新夫人出席，這遺憾在香港得到補償，在

香港鑽禧大會時我認識了她，巨光多年前兼營一印務所，我們出了幾本刊物，

都是他承辦的。

  黃煥慶、黃新芳夫婦從洛杉磯喬遷至灣區，在南三藩市購得美輪美奐的新

居，在山坡上，可遙觀海景，遠眺公路和機場，夫婦熱情好客，入伙時請我們

在香滿樓「飲茶」，後往新居聚舊，自到此後，他們從不缺席三藩市同學會的

活動。今年春節的講者是黃煥慶，乃他對三藩市同學會初試啼聲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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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伯衡、陳碧娟夫婦都居於三藩市，和我是很熟落的，但在同學會是稀客，

因為他們的千金遠適檀香山，經常不在家往檀島享受食飴弄孫之樂。伯衡見到

我和開旺便笑說：「你們從裡甜到外。」開旺和我都有血糖過高的問題，餘胡

露施、羅愛碧、孫必興三人曾和我參加遊船南下墨西哥，已見前報，不再重述。

  同學日儀式簡單而莊嚴，沒有會長，兩位副會長只好擔大旗了。司儀是副會

長騰社女同學江苑絳，她斯文淡定，聲線嘹亮，笑容可掬，是很理想的司儀人

才，且在老氣橫秋的三藩市同學會注入些青春的新血，寄予未來的展望。另一

副會長協社范更生主持金鑽禧虹社、藍星禧偉社、翡翠禧旭社的授章典禮，領

唱校歌的是低音歌王忠社劉粵琛。

  輝社鑽禧授章由偉社梅漢泉學長主持，孫必興唱名，十二位同學依次到台中

備好的椅子坐下，漢泉兄對我也不陌生，他曾和我在參加台山世界同學日後一

同往珠江三角洲各地旅行，五年前翡翠禧時掛章的是明社譚振德學兄。十年前

金禧時掛章的是鵬社林英豪老師。

  輝社人數有一席多，溢出來的孫必興、黃煥慶夫婦和我與Sandy葉小姐同席，

Sandy 是已故毓社葉兆光學長的千金，每年都捐贈獎學金，每席每人面前的柑

都是她送出的。還有善社曾妙珍，她曾在百年校慶時和我一同往澳門、中山、

珠海各地旅行，她從未忘記我說的笑話「跑馬跑出閘」。她和翁希傑嫂葉秀瑜

亦很有交情。善社李威漢、許惠翠夫婦坐在我的對面，他們亦是同學締結鴛盟

的紅藍佳話，順便一提，他社和我最有交情除善社外有忠社和光社。此次和輝

社捧場的，忠社有鄧國謀、劉粵琛、周興文、梁錦濤等人。光社有陳文端、陳

炳璋、吳錦鍚三人。紅寶石禧傑社在前會長戚嘉慧號召下有六人參加，嘉慧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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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會長職，對繁雜的會務，鐵肩擔道義，仍不辭辛勞去幹。在沒有會長情況下，

會務運作圓滿，她居功甚偉。在會中見到從銀行行長改充傳道人的剛社吳淼垚

是一大驚喜。他為教會事，奔波世界各地，包括以色列，去年在多倫多拜訪林

英豪校長，我們會面時話題甚多。我再三叮嚀旭社的吳靄悌，不要等待禧慶時

出現，多些參加同學會。

  三藩市大會及輝社鑽禧留下漫遠的懷念追憶，

自金禧後，無論是浪跡天涯或牢守原地，見到同

窗故舊，總有談不盡的歡愉，說不完的感慨。“十

年蹤跡渾無定，莫更逢人問故鄉。”

   後記:校對此文時，林英豪老師、朱伯衡同學、

Sandy 葉小姐先後辭世，生離死別，人生難免，空

留下永久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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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罷緬甸，風塵僕僕，心力交瘁。「風塵三客」黃秉權、趙文權、鄭國輝重

回香港，整頓精神，蒞臨離校六十年的鑽石禧盛會。十一月十八日是一陽光普

照，惠風和暢的好日子。我們抱着興奮心情，步入富臨的餐堂，見到黑壓壓的

一大堆人，傅偉華、陳鈞賢、梁麗雲忙於分派鑽禧制服，我領取藍背心，立即

穿上，並扣上名牌。

  陸續赴此午餐慶重逢之會甚眾，多是我認識的，很高興見到「平生風義兼師

友」的林龍鈞和嫂夫人張寶梅。每次回港，都蒙他們熱情款待。我們雖遠處天

涯各一方，兩情常繫，很珍惜聚首的機緣。長千金雪怡和我們拍照，她是騰社

同學，妹妹雪忻是勇社同學，都渡過了銀禧。目睹晚輩長成，深嘆時光流逝，

歲月不饒人也。陳鈞賢是此次慶會台柱之一。三十五年前，她到三藩市招兵買

馬回港慶祝銀禧，首先和我聯絡，屈指一算，日子宛如白駒過隙，能不感慨萬

分乎 ? 林淑明和夫婿馬任遠見面時也友情洋溢。還記起三年前同船北上溫哥

華，在一深秋下午，結伴同遊有園林之勝的港口小城，加拿大的Nanaimo。「圃

冷斜陽憶舊遊」，留下多麼甜美寶貴的回憶。社長蕭沛錕別來無恙，他四月時

有鼓盤之痛。甚為記掛他的近況。我行近他的身旁，跟他細談，他是我童年遊

伴，初一歷史段考前夕，同到鑽石山小澗拾取圓滑小石，結果黃喜亭老師派卷

時我們同吃圓滑大蛋。今見到他談笑風生，甚是快慰。

  統籌總司令傅偉華囑咐我們下午一時在校園大石級前齊集拍紀念照。我有充

裕時間回房略作梳洗，怎料到在旅館樓下碰上一批從美東來的翡翠禧旭社同

學。他們見到我襟上的名牌，立即過來和我寒暄，說在刊物上讀過我的報導。

這是意想不到的文字緣。後匆匆步入校門，陳鈞賢笑臉相迎，指點集會地點。

這團體聲威轟動，男生穿上藍背心，女生穿上紅背心，胸前是社徽，長方弧角，

白底紅字，甚是醒目。女生在前，男生在後，依偎擠擁沿石級而立，形成一片

紅藍人海。不速之客王世榮趕來，插入人叢。他是一蜚聲亞洲，甚有成就的商

人，百忙中抽空到此拍照。就這樣曇花一現，再沒有他的影蹤。

  下午二時許，輝社同學穿了制服，魚貫步入禮堂，早預留七十多席位分數行

在前座中。禮堂容量有限，入席所限下及金禧班恆社。儀式分兩段，低級的禧

社在下半場入席。銀禧班義社近二百人。紅寶石禧班傑社近一百人，輪到輝社

上台時，廣州同學梁麗雲氣宇軒昂地率領人眾上台。嘉賓老瑞麒老師被邀請坐

在台中心，澳門同學趙榮光代表致謝詞。跟着在台上拍團體照，學校銀樂隊奏

校旗歌助慶，禮成後我們要立即離場，騰空席位給藍寶石、紅寶石、銀禧等弟

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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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五時，同學會預備數輛大型房車送金禧班和以上的同學往九龍灣的貿易中

心。熙熙攘攘，筵開百席。大膳堂前有地圖列出社名和座位號碼以便按圖索驥，

儘管如此，當席號收起，坐滿了人，茫茫人海，落足何方。我曾找尋善社社長

陳志成而不成功。這大宴會有一優點，可和他社同學溝通。我藉此機緣見到誠

社吳漢榆、旭社唐逸堯、恆社關德深、勤社田鈞祥、昕社徐兆敏……。悉尼會

長徐兆敏坐在貴賓席，他介紹夫人和我認識。墨爾本會長唐逸堯到我身邊聊

天。鄭重介紹湖北恩施風景秀麗，確是世間奇景。

  輝社有六席，嘉賓老瑞麒老師坐在廣州同學席上，林學廉在旁，學廉對老師

說我是輝社第一筆，老師已在刊物讀了拙作遊記多篇，神交已久。我順便道及

何不和他的學生叙舊，學廉說：「我將老師交給你，巡迴各席，你要好好照顧

他。」老師已屆九十三，腰肩挺直，精神奕奕，遠勝我們。女同學袁少丹起立，

緊扶着老師移步往各席見他的學生們，由我充介紹，老師授課生物，以嚴厲著

稱。我在初三時便移民美國，沒有緣份聆聽老師訓誨。我在三藩市讀高中，生

物成績卓越，後在柏克萊加州大學選修 Zoology 1A，與眾多預修醫科的學生

「比武」亦聊可追其驥尾，且自幼記憶力算強，相信過老師這關不會成大問題。

  席間和嚴銘求同坐，兩年多前同遊澳洲維多利亞省的海洋南岸線，在觥籌交

錯際，稍作叙舊。遺憾的是翌日他便赴昆明，我們見面就只有此一刻。散會後

可狼狽了，幸虧陳鈞賢領我們往地鐵站。李澤洲、余日健、龍基逸三對夫婦、

秉權、文權和我一同結伴回旅館，時近子夜了。

  十一月二十日這天可精彩了。晨八時半旅遊車便在九龍維景旅館大門前接了

我們，風馳電掣，直駛往大埔火車站，在彼稍候，等待一批廣州同學上車，姚

霞姑說：「這麼老，難道還要睡這麼久嗎 ?」片刻，呂華焰領多位廣州同學踏

入旅遊車，原來他們的來車誤了班點，目的地是新建的大埔慈山寺。我一見這

形勢，便深深愛上這現代「古剎」了，背倚群山，遠眺大海，矮矮的佛舍，掩

蔽花木蔭影中。「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白玉佛像，高聳入雲，在佛舍

叢中平地拔起，宛若鶴立雞群。導遊譚先生是天主教徙，但對佛教頗有認識，

他領我們踏上十多石級，進入「解門」，並說，「進此門甚麼煩惱怨恨都要消

除，不然，要回到原地，解脫後，重新再登石級」，龍基逸後問我：「到底『解

門』有何意義 ?」我跟他開玩笑：「旅行時，水土不合，多天腸胃鬱結，突然

要進洗手間，作痛快淋漓的大解放，那時你的肛門感受如何 ?」他忍俊不禁，

我順便告知他上海明珠樓男廁小解處前寫上一絕妙好句：「國家未來的展望，

在你掌握中。」他軒渠大笑。我說：「且莫笑，我們的年紀，未必能產生國家

的未來。」

鑽禧三部曲 -重聚香港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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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慈山寺出來，海闊天空，心曠神怡，不期然念着王羲之的文句 :「仰觀宇

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傅偉華帶部份同學到太子道的牛一火鍋打邊爐去。肉類只有猪肉和牛肉，蔬

菜品種之多，令人目迷五色，在大快朵頤，杯盤狼藉之時，黃秉權離席，護送

麥翠玲到門外女洗手間，為同學體貼入微，值得誇獎。

  輝社晚宴席設富臨酒樓小餐堂內，是夜場地菜式都是梁麗雲安排，「風塵三

客」未及五時便赴宴了。很高興見到當年鑽石山街坊遊伴馮戩雲，和宿生黎

偉庸及嫂夫人。五年前在從深圳往台城的路上，黎嫂頻頻供應小食如鹹乾花生

類。隆情厚意，銘感於心，當然和他們個別拍照留念。

  嘉賓席上有同學會會長何浩元 ( 勁社 )、中學校長譚日旭 ( 捷社 )、小學校

長張廣德 ( 敏社 )、同學會總幹事蕭寅定 ( 忠社 )，和他們有數面之緣，尤其

是寅定兄，是數十年舊交，還有老瑞麒老師 (斌社 ) 。我忙和他們閒談，霍秀

森行過 :「你莫這樣喋喋不休，擾亂他們的清靜。」我反唇 :「還好說，我代

你招呼客人呢。」她立即回敬 :「你也是主人之一呀 !」有幸和金禧年社長王

忠椏及夫人陸潔貞同席，溫哥華別後，流水匆匆，已過三年，然情誼未減也。

  晚宴開始了，司儀是傅偉華和陳鈞賢，她們亦莊亦諧，使此程序風生水起，

高潮迭出，妙趣橫生。傅偉華介紹自己，因為數理成績攀不上，就讀文組信班，

並謙說文也不見出色，遠遜陳鈞賢，是典型的「簡靜美」小姐。聽此演詞文采

斐然，確是文中翹楚，她過謙了。陳鈞賢的開場白引用了莫言散文詩幾句，挑

起我的沉思，垂暮之年，能重逢聚首，確實不易，不覺悲喜交集，熱淚盈眶。

  佳餚精美，我們十分滿意，節目是傅偉華的精心設計，她在午餐前對我說：

「你要在晚宴後方可動筆。」果然期待沒有令我失望，餘慶節目是我們合唱三

首歌：英文的 Getting to Know You、國語是「何日君再來」、粵語的是「萬

水千山總是情」。輝社名喉江達信、黎偉庸夫婦、姚慶同夫人李雪雯在台前領

唱，跟着黎偉庸夫婦對唱廣東時代曲，袁少丹等廣州同學作和音，都是娓娓動

聽，餘音繞樑。

  「收買佬」猜謎遊戲獎品繁多，嘉賓席先拔頭籌，果然後生可畏。「執輸」

的亦領取到安慰獎，真是人人有份，皆大歡喜。當然拍團體照是不能缺少的，

分兩組：本港同學和海外同學，盧遂業走出來發言，介紹輝社網站，希望同學

熱烈支持。

  參與金禧者百多人，十年人事幾翻身，好幾位已辭世，有些不良於行，人數

頓減，何汝顯對我說：「能長途跋涉回到香港，已很了不起了。」我很期望見

鑽禧三部曲 -重聚香港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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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漢的龔懷京和麗江的洪道光，但消息渺然。懷念中夾雜着惆悵，這鑽禧異

常成功，要多謝蕭沛錕社長和傅偉華、陳鈞賢、梁麗雲、余定邦嫂幾位女將，

藍星禧再會罷 !

  後記 :校對此文時，向已返天家的趙榮光同學致敬，他於會後數月病故，曾

任輝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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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海峽的水

  髫年時很愛在尖沙嘴天星碼頭毗鄰的釣魚台上流連。那蔚藍的海敦厚深沉，

委婉含蓄。微波盪漾，衝擊着台下的木柱，泛起白浪，輕輕地撫摩岸邊。此水

帶走雙親往太平洋彼岸，「猶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我對遠方有無限的依

徊和憧憬。此水也變得深情款款了。

  後移民到美國求學就業，回香港不下十次。雖隨時日山河變遷，我總到海峽

旁獨自徘徊，悄然沉思，凝視着海面。後浪逐前浪，那顫動着的節拍及旋律迎

來和送走幾許歡樂與哀愁，也流逝了悠長歲月。不覺告別了中年，踏入桑榆晚

景。

  值鑽禧之期和黃秉權、趙文權二位同學在觀景台上眺望海港，舟楫頻繁。對

面港島已密密麻麻佈滿摩天大樓。此水依然，絕不會海枯石爛，正如同學的情

誼也是永恆的，任他人生的悲歡離合罷。

(子夜執筆，短文交卷，呈傅偉華同學。對不起，情不自已，已超五十字 )

我的電郵地址 : schwaet@gmail.com

國輝同學 :

很高興收到你是第一份“鴻爪留痕”的作品，拜讀之餘，不期也勾起了我對香

港的情意結。以後經過或看到維多利亞港時，我會以深情的眼光去欣賞它，能

夠生長在這個美麗的海港是何等幸福。同時希望收到你的相片一張，以配合製

作電子相冊，謝謝！

祝好！

偉華

201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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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情懷

記輝社鑽禧加二賭城重聚

  輝社鑽禧加二賭城 Las Vegas 之會，參與者五十人。見到闊別多年的同學，

緊握着手，驚喜到熱淚盈眶，霎時說不出適當話語。正如宋詞所云 : 「執手相

看淚眼，竟無語凝咽。」情懷太熱熾 ! 場面太震憾 !已有胡露施情文並茂，字

字珠璣報導其盛況。無奈思潮澎湃，塊壘壓胸，要一吐而後快，不能理會畫蛇

添足了。

  分手前夕，在新光餐室告別宴中，賈士元嫂郭詩玲演唱英文歌「往日情懷」

The Way We Were。她那清脆嘹亮，繞樑三日女高音，配合真摰誠懇，情深款

款的聲線，將那簡單而美麗的詞句演繹出來，深深扣動我的心絃，我現在將歌

詞抄下來 :

Memories light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ed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 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ies may be beautiful and yet

What's too painful to remember

We simply choose to forget

So it's the laughter we will remember

Whenever we remember the way we were

The way we were

  言簡意賅，每一句的含義鑽入聽者的靈魂深處。我們多麼珍惜久別重逢，異

地聚首，緬懷往事，共慶桑榆的一夕。此時此地，這歌何等貼切道出我們的心

境。

  追憶照亮了心靈的深角。追憶是水彩幾筆，畫出我們的多彩多姿的情景，因

時間的冲淡，總有點迷濛。散落的舊照片留下當年的笑容，這是互相給予的臉

孔，反影出昔日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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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真是這麼簡單，是時間重寫每一件事物，這回憶也走樣了，如果我們有

機會重來一次，你告訴我，我們會嗎 ?我們能嗎 ?

  追憶往事是很純美的，若鈎起沉痛的經歷，我們就簡單地選擇將它忘掉。縈

迴在腦海中是綿長的笑語。這無限的歡愉就是我們往日情懷，昔年氣勢。

  David Hume 是 十 九 世 紀 享 譽 盛 名 的 英 國 體 驗 哲 學 家 empirical 
philosopher。他認為真實只不過是給旁人的一束感應罷 ! (a bundle of 

perceptions) 我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別人感覺我從前做過甚麼 ? 現在做着甚麼 ? 

及將來預備做甚麼 ? 若沒有這些給別人的感覺，就無異於與草木同朽，在世上

過眼雲煙的動物了，所以我參加每五年的輝社社慶和往世界各地和輝社同學的

集體旅行。留下散落的照片群像就是我曾存在世上的有力證據。

  從 Las Vegas 機場乘車赴 California Hotel 至同往新光餐館參加告別宴，

常在我身畔的是趙文權，他是我一生中淵源最深的輝社同學之一。五十多年前

他在 Stockton 太平洋學院攻讀化學博士，每月總出來三藩市一、兩次，沒有

錯過和我聚首的機會。記得一次是端午節，母親包了很多裹蒸粽，她知道文權

蒞臨在本市，命我駕車接他來共享，那時他寓居在 Midtown Terrace 黃景輝

家。我的車子要飛越 Nob Hill 和 Twin Peak 二山，外面刮着大風，見到了文

權，多年友情溫暖足以抵抗外面風寒有餘。後來他在美國東岸成家，嫂夫人蔡

靜靜和我談得很投機，雖然我不懂國語。二零零零年張家界遊，靜靜剛讀罷我

寫意大利第三篇遊記「亞西西尋幽訪聖」，在欣賞張家界嵯峨奇峰路上靜靜

和我大談地球彼方聖城 Assisi。七年前翡翠禧我們寓居同一旅館 California 

Hotel，靜靜已惡疾纏身。她仍面露歡容，擕同女兒 Joyce 和未足一歲小孫女

Kylie 和文權參加盛會。會後文權執筆報導盛況，一年後靜靜辭世，我們很懷

念她，她的嘉言懿行，給我們的感覺是不能磨滅的，這次 Las Vegas 重聚，無

論在街上漫步，玩吃角子老虎機，在閣樓喝咖啡……文權都和我在一起，他儼

然取代了七年前翡翠禧時的張錦波，錦波是我多次旅遊時忠實伙伴 ( 見四川遊

記「蜀有重山之險-續」和「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嫂夫人趙羅珊年初病逝，

我們經常在電話交談，本來他準備來 Las Vegas 和我見面。終因嫂嫂離去後要

辦很多俗務，未能成行。

  每晨八時文權和我步上 California Hotel 閣樓喝咖啡，有一張可坐十多人

的大枱，是多位輝社同學集會處。常見到的有朱一美、方德權、黃煥慶和夫

人黃新芳、盧遂業和夫人蔡少鳳、何汝顯和夫人蔡煒幗、應義勇和夫人陳麗

蘋……忠社江心敏也到了，心敏兄和我是文字之交。二十年前他約我在三藩市

嶺南小館會面，請我吃午餐，他的大哥也在座，江大哥是舞文弄墨好手，他借

給我看自傳內一章「名伶千里駒之死」。他從一十歲孩子見聞為角度，寫得很

往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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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我對千里駒並不陌生，雖然我們是不同時代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前在

省、港、澳紅透半天的粵劇演員，父親遺物中留下很多七十八速旋舊唱片，其

中有千里駒的作品。我有機會欣賞到他的藝術造詣。何汝顯和心敏兄大談生物

科課室趣事，他影印了輝社珊瑚禧紀念刊中他的傑作「劏貓記」給心敏兄看，

他們真是劫後餘灰的難兄難弟。我們在這咖啡座聊天到午餐時間，第二天的午

餐是心敏兄請我們到Main Street Station。客人有趙文權、江達信、朱一美、

方德權和我。這是我第二次受心敏兄邀請，他真是豪氣干雲。我們二十年未見

面，世間已發生了無數大小事，見面後總在回味，重說那往日情懷。世間事，

由它去罷 ! 「南來征雁北歸鴻，再相逢，展歡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

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

  第二早的茶座，江達信姍姍來遲。我和他淵源更深，告別培正前夕初三信同

班，在美國重逢純屬偶然。五零年代末我就讀 Berkeley 的加州大學，在中國

學生宿舍碰上他，原來他的表弟也寄寓在同一宿舍。意外的碰頭驚喜莫名，就

在這月白風清晚上，漫步這洋溢文化氣味的大學城街頭近兩個鐘頭。這短短的

剎那異常寶貴，讓我了解他的個性和人格，發現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濃厚的興

趣。「李陵答蘇武書」、「李密陳情表」、和一些唐詩宋詞能背誦如流，就此

鐵定了我們六十年的友誼。後他寓居 New Jersey，經營美國人參生意，長袖

善舞，甚有成就，我曾在他府上作客三次，拜見了伯母江景英老夫人，嫂夫人

陳御蓮關懷備至，最難忘一次是往訪 Wisconsin 人參農場他的別墅，一同作客

的還有趙文權和蔡靜靜夫婦、梁果行和 Rose 夫婦、莫伯豪和鍾佩娟夫婦。我

們一行九人到寮國移民的賣物會流連及在田野割取紫苜蓿 Alfalfa，晚飯時御

蓮嫂用作炒蝦球配菜。倏忽已過了二十年。老成凋謝，陳御蓮、梁果行、蔡靜

靜、鍾佩娟四人已先後返天家。達信為商業奔波，一年來三藩市三次，留宿在

Royal Pacific，離舍下只有十分鐘步行路程，我們見面頻仍，常到意大利埠

品濃咖啡、華埠吃海鮮粥、越南埠食火車牛肉粉。他樂善好施，常給友好甚至

陌生人作經濟上的紓解，在金禧刊我代他撰的小傳已有詳述。伉儷情篤，御蓮

嫂已離去十年。我們在Las Vegas時追懷往事依稀。我唸了蘇軾的悼亡詞: 「十

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他頓

時黯然神傷，泫然欲淚。江心敏兄問我在輝社內有多少和我特別好的，我說和

我交情深厚的有六、七位，達信是其中之一。於是介紹他們認識，他們氣味相

投，很有緣份，餐期坐在一起，我在旁作陪，達信退休已有三年，且有腰背酸

痛毛病，不再來三藩市了。我們見面機會頓減。這次 Las Vegas 大會，我約了

江達信和張錦波，二中其一，成績總算差強人意。

往日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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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社鑽禧加二大會，客人除了忠社江心敏兄外，還有女同學善社曾妙珍，她

曾和翁希傑嫂葉秀瑜的大姊葉秀雯同在一醫院服務作護士。一九八九我以三藩

市會長身份參加香港培正同學會辦的建校百年校慶中山、廣州、澳門五日四夜

遊，曾妙珍和夫婿一同參加。我們混得很熟落，二年前即一九八七年我作絲綢

之路全程遊，從倫敦坐火車抵達西安，沿路停站一夜至三夜 ( 見遊記「鐵馬冰

河入夢來」) 我曾向妙珍述說一些旅遊經歷。訪莫哥窟時，在柳園下了火車，

改乘長途汽車赴敦煌。時公路很原始，凹凸不平。車子顛撲得很厲害，拋上拋

下，乘客像跑馬般，車內有一九十多歲老翁，身體看似仍很健碩。突然臭氣薰

天，那老翁忍不住了，索性來個大解放，妙珍聽罷忍俊不禁 :「豈不是跑馬跑

出閘」。告別宴在新光餐室，我和妙珍同席，我問她 :「還記得跑馬跑出閘嗎 ?

這回可輪到我在跑馬呢 !」她報以會心微笑。

  告別宴後，是分手話別之期，真是依依難捨，望後會有期。「自古窮通皆有

定，離合豈無緣 ? 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每人珍重身體為要，五年前我

們乘遊輪上溫哥華，在甲板上欣賞日落景色。深感人生路匆匆步過，回首已是

黃昏。李商隱詩云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雖情真貼切，總有點傷感

頹喪，還是每句加兩個字，將它變成七言詩方妥 :「既道夕陽無限好，何必惆

悵念黃昏」。我們很珍惜這同堂聚首的歡愉，又何必想到這已是人生的黃昏呢?

如這黃昏是永恆的，這享受也不是無窮盡了嗎 ?

  輝社鑽禧加二賭城重聚太轟動了，各赴會者都烙下不能磨滅的印記在心頭，

散落的照片刻上每人的笑容以供多年後「往日情懷」的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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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隨筆速寫

曾經歷場面波瀾壯闊

留下些難滅鴻爪泥痕

  對人生有這一個隱喻，它彷彿是一奔馳不止的列車，我只不過是車內芸芸眾

生中一小人物。在混沌中踏上了車，亦不知道我要下離車子的站頭，亦即是我

浮生的終點。車內有形形式式的人物，在每一段路程中，總有一班和我甚為親

切的陪伴着我，但到某些站頭，都要下車離我而去，另一批上車和我親近。結

論是沒有一個旅伴自始至終陪伴着我。當一位摯愛的人離我而去，總不免傷逝

之情，苦惱和哀傷。但當我想到，他可能已到了他旅程的終點，或許他要轉上

另一列車，走不同方向的人生路。樂觀的看法，這分離是不永久的，在將來的

站，此人會再踏上列車重回到我的身邊。油然頓生此意，冲淡了苦苦懷念，默

默哀思。離別是人生常態，倒要勉強處之泰然了。

  培正同學會是列車的客座駕駛員，臨時開往一勝地，那裡有多輛列車在集

會。於是我見到了流逝失落多年的人物，勾起了積聚沉澱的回憶。雖然這歡娛

是異常短暫，綻開的曇花，在平凡的畫面上照耀了奪目的輝煌。

  培正同學會組織精密穩固，素為其他學校欽羨。其凝聚力基於傳統各級社鐵

腕支持。級社制度是培正頗特別且優秀的傳統，自小學五年級成立級社，培植

了彼此關懷，同舟共濟的德行，終生不渝。一九二四年級群社是首屆有社名的，

直至現在，已近百年。這「群」字挺有意義，賦予級社系列的靈魂，以後的級

社，莫不以此「群」字，作馬首是瞻，總不能忘懷群策群力作前題。同學會是

突破了班級的圈子，將群策群力發揮到校友（包括所有曾在培正肄業的人物）

園地內。這是很必然從級社基礎中的蛻變。二零零三年溫哥華培正同學會章子

惠會長目光如炬，首創加拿大培正同學日。其實參與者不局限僑居加拿大的，

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同學。二零零六年洛杉磯潘其平會長，鼓其勇力接棒，改為

世界培正同學日。這是同學會的一大躍進。從此，這三年一度的大會，分別在

世界各地舉行。希望能綿延不息地繼續下去，像四年一次奧林匹克世界運動會

般。世界培正同學日將我乘坐的人生列車駛到一迢遞遙遠，但山明水秀，鳥語

花香的好去處。見到的無論是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都一同沐浴在溫煦的紅藍友

情內，渡過幾天欣悅的時光。

  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是我第三次參與全球性的集會。遠在二零零六年現任徐

兆敏會長代表悉尼參加洛杉磯世界同學日，席中坐在潘其平會長毗鄰，受到潘

會長熱誠感染，便有企圖將此盛會帶到南半球去。三年前在台山世界同學日中

我認識了徐會長，他那魁梧偉岸的身型，穿插在人叢中，那鮮麗配上悉尼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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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標誌的運動衣，吸引了場中的視線。他不遺餘力地向各地同學遊說，撥冗參

加二零一五年在澳洲和紐西蘭的世界同學日。以後三年中，在培正同學通訊

上，經常閱到徐兆敏明朗，樸直，詳盡的文章，或報導悉尼同學會的近況，或

為未來的世界同學日作鼓吹。他為了此盛會，作了極大的努力。

  二零一五年初翁希傑嫂夫人葉秀瑜大姊葉秀雯女士和夫婿馬文達先生準備組

一小團作全澳洲遊。希傑向我提議，何不配合世界同學日。輝社對同學會活動，

一向鼎力支持，況且悉尼和墨爾本二地同學會，有輝社同學作支柱。一聲號召，

黃秉權、趙文權二人報名參加。魯德華、霍秀森兩位女同學，從香港遠道而來，

在悉尼和我們會合。因為旅行路線，不便赴紐西蘭奧克蘭去，尾會只好放棄了。

於是這遊澳輝社九人團成立了。

  十月二十日中午我們一行七人，長途跋涉後安然抵達墨爾本 Melbourne。是

日驕陽似火，流金鑠石。我們精神飽滿，亳無倦容。在 Jollimont 站附近的

Yarra 公園蹓躂三個多鐘頭，然後乘環繞老城區的免費電車作市內遊。黃昏時

候踏進殖民地車餐室 Colonial Tramcar Restaurant 享受燭光晚餐。這是別開

生面式的用膳。車子不停地慢慢在墨爾本市區移動。在酒紅菜熱，杯盤狼藉時，

欣賞了墨城夕陽普下，華燈初上時街頭景色，總算好好利用時間，給墨爾本作

一個走馬看花式的巡禮。

  翌日墨爾本同學會辦的 Dandenong Ranges 和 Yarra Valley 一日遊揭開了

世界同學日的繽紛序幕。同遊者只有二十多人。曾相識的有香港總會會長黎

藉冠。前會長雷禮和，顧明珠夫婦。悉尼會長徐兆敏，墨爾本前會長王端兒

( 剛社 )。新知比我高年級的有美京前會長莫國治 ( 堅社 )，墨爾本前會長李

昭雄 ( 瑩社 )。去日炎夏酷暑殷雷，而是日烏雲密佈，風雨凄其。當旅遊車駛

入Ｂ elgrave 站時，竟涼風習習，雨灑絲絲。此情景令我憶起詩句「最難風雨

故人來」。雷禮和與我闊別三年。昔日台山之遊，歷歷在目。（請參閱江門市

遊記）。別來無恙，情懷依舊。近年來母校事故頗多。他是局中人，趁此機會

向我闡述甚多。黎藉冠會長已有多次見面機會。他以後輩對我甚為尊敬。徐兆

敏會長更不用說了。去年香港同學日時便頻頻邀請我赴會並遺下些墨水報導盛

況。我曾為此次世界同學日撰了一賀聯，就地交他。

   「新金山紅藍旗高舉，尚有精神傳海外；

     舊家風手足情遠播，定教豪傑耀江山。」

按下聯脫胎於蘇軾詞：「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徐兆敏、唐逸堯等同學鐵肩擔道義。在這大好河山的南半球辦這波瀾壯闊的同

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隨筆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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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日，真可謂一時豪傑矣！

  我們踏上蒸汽火車 Puffing Billy。兩邊洞開，二行座列，面朝風景。車子

緩慢地蜿蜒盤旋，向頂峰駛去，經過一片茂密叢林。時瀟瀟微雨。「潤物細無

聲」，綠葉蒼枝都沾滿了晶瑩的水珠。一縷煙靄，圍繞着樹幹。環境幽雅寂寥。

我想能下車漫步在枝椏樹葉中，享受着「林深無人鳥相呼」的詩情畫意，一定

將世間的煙塵，拋諸腦後。難怪 Dandenong Ranges 密林景區是墨爾本居民的

透氣洞。時欠缺的是淙淙流水。據聞終站有一翡翠湖 Emerald Lake，但我未見

到。因為未到尾點我們便轉乘旅遊車奔赴餐室午膳去。

  Cuckoo 餐館隱蔽在綠樹婆娑，花團錦簇中。名義上屬 Lilydale 小鎮，但

遠離塵囂，給人有「深山何處鐘」的感受。入門的巷口植滿型款各異，顏色

品種不同的杜鵑花。間雜了些黃水仙和鬱金香，爭妍鬥艷。何來此世外桃源 ? 

此是以德國烹飪作標榜的美食處。室內有濃濃的德國黑森林風情，角落擺上

Bavaria 的 Cuckoo 時鐘。穿了醒目制服的三人樂隊在奏着德國和奧國的音樂和

民歌。一支熟悉的調子在耳邊響起。是「維也納，我夢幻中的城市。」宛然時

光倒流，回到多年前的音樂之都去。這午餐是自助式。長桌上擺滿琳瑯滿目。

當然有德國風味的各類香腸和鹵水圓蹄。各類甜品色彩奪目。遺憾的身患夙

疾，不能逐一品嘗。

  鄰座是前校監昕社何建宗、馮劍勵伉儷。此次徐兆敏首創澳紐同學日，振臂

一呼，同級響應甚眾。多是夫婦班，青梅竹馬，共結鴛盟，確是紅藍佳話，計

有鄺錦宏和鍾少蘭，王知健和王麗瑛，余俊傑和尹玉美，柏志海和陳靜儀。加

上獨行俠陳焱。昕社同學和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鄺錦宏見着我，便說兩

年多前，讀了我的檳城遊記，便動了馬來西亞行之思。這是低我級同學引為知

音的，頓時老懷大暢。

  餐後雨歇雲消，晴空如洗，呼吸着新鮮的氣息，精神為之一爽。司機驅車往

Yarra Valley 去。到一葡萄園去品酒和一巧克力製作廠去嘗糖。可惜二者對我

沒有緣份。倒是見到了綠草如茵，望無邊際的大草原。「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見牛羊」。北朝斛律金說得對，這是我想像中澳洲應有的景色，確不虛

此行。

  是夜歡迎宴設在唐人埠中食為先酒家。席設二樓。電梯門甫開，一人奪目而

來，似是舊時相識。細看一下，是墨爾本前會長善社陳秉麟。二零零三年在溫

哥華有一面之緣，他當時以副會長身份參加大會。後同遊Victoria，相處甚歡。

十二年匆匆渡過。我們緊握着手。興奮到說不出話。「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

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髮已斑」。一切盡在不言中。若不是藉澳紐同學日機緣。

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隨筆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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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重逢於萬里外嗎 ? 筵開十多席，每席十二人，小小餐堂已達飽和狀態。

輝社席就在講台前面。除我們七人外，有坎培拉會長龍基逸。墨爾本前會長嚴

銘求。女同學李國潔。社嫂朱光第夫人黃敏才。姑爺陳若敏。光第已返天家多

年。嫂夫人聞知我們遠道而至，趕來聚首。畢慧瑤同學半年前去世。若敏有鼓

盆之痛，深居簡出。慧瑤妹妹慧平勸他，今次有多位輝社社友赴會，不可錯過

此見面機會，於是他撥冗到來。席間談笑風生，歡若平生。距金禧相聚時已有

八年。

  遙見到蕭寅定和林學廉在旭社席上，要過去和他們寒暄幾句，但不容易。人

太擠了，要走迂迴曲折路線。在高雁雲學長任香港同學會主編時我已結識了蕭

寅定，交誼已上四十年。近幾年因文稿和他有密切的聯繫。林學廉是廣州輝社

同學，曾當香港同學會文書。最近二次回港輝社聚餐見不到他。據聞患足疾很

少出外。非常記掛。這次見到他甚是高興。談話未及五分鐘，身後有一清脆聲

音:「國輝兄，還記得我嗎?」回頭一望，原來是協社余秀琴和夫婿陳國榮先生。

三年前參加台山世界同學日後，一同結伴珠江三角州遊。現細說下她是參加旭

社團旅行的。後來在十二門徒石景點又見到她。旭社還留在景點附近過一夜。

當天寅定和學廉參加學生團往金礦場去。是夜林英豪的女兒翠微告訴我，敏社

是參加另一旅行團組合的澳洲遊。金禧班耀社亦另有一旅行團，後來在 Cairns

碰上鍾信明名譽會長，他們的團包括大堡礁 Great Barrier Reef。我有點疑惑

起來，為甚麼不統一齊集旅行，可多點叙舊機會。

  食為先沒有講壇。節目就在正中邊緣進行，緊貼着輝社席。講者在我的背後，

音容難辨。我只全神貫注獵取墨爾本會長唐逸堯致歡迎詞和悉尼會長徐兆敏闡

述同學日目的的內容，其他從略。幸好不是撰寫此小文動機。報導大會程序自

有澳洲同學執筆。席面上有華人報紙一頁，褒譽正社冒懷慶發明澳洲新紙幣，

不知冒同學是否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後人。這是紅藍兒女揚威海外一偉業。

正社席中我只認識黃文輝，遙遠地和他揚手招呼。旭社出席者有兩席以上，和

唐逸堯會長兼社友打氣也。昕社慶祝紅寶石禧，全部人馬包括徐兆敏會長穿了

藍色外衣，整齊悅目，時發出歡呼聲。喜慶洋洋，不在話下。未畢業的創、愛、

臻、君、奕、盛、潔等社有三十多人。証明培正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也。

  食為先歡迎宴後我們留在墨爾本還有兩整天，都是參加本地同學會的旅行。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我們在美輪美奐，富大不列顛帝國形態的國會大

廈前候車，對面是古色古香，以英國式下午茶 high tea 馳名澳洲的 Hotel 

Windsor。在車站結識了從 Seattle 來的葉怡音和夫婿 Roger Wong。她說沒有

人通知她九月三藩市有耀社金禧慶祝，否則她定會來參加。踏上免費環城電

車，沿途見到些古建築物，洋溢着舊英倫風味。在城南水族館站下車。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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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rra 河，到 Crown Entertainment Complex 賭館頂樓午餐。廳堂華麗龐大，

四周鑲着透明窗子，可遠眺臨望墨爾本城景色。自助餐選擇豐富，大蝦和貽背

(淡菜 )份外新鮮。最令我高興的，三藩市會長戚嘉慧和我們同遊。

  下午驅車前往墨爾本南瀕太平洋的 Phillip Island 觀光。澳洲地廣人稀，

每看一景點，都要在車子花兩三個鐘頭時間，後來在北域，南澳，西澳尤甚。

首先蜻蜓點水式看了樹熊原居地。文物廳有很多有關樹熊生態的說明，圖文並

茂，若有時候細閱，必增加生物學常識。在園內只見到三件灰色的龐然大物，

那是樹熊了。它們高高蹲在樹枝上，毫無動態，倒是後來我在南澳的袋鼠島和

西澳的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瞧樹熊，清晰得多，可補此遺憾。

  Phillip Island 觀企鵝回歸是宣傳上最著名的景色。那時黃昏日落。坐在海

旁露天木柵排椅上，熬着寒風。等候了四十分鐘。我抵不住冷，走向旁邊有遮

擋處坐下，一群群企鵝就在不遠處上岸，比坐在露台中間的遊客看得清楚。後

來索性步回文獻室。企鵝在身旁行走，大搖大擺，姿勢甚有幽默感。早知如此，

何必到海邊冒此風寒。

  十月二十三日一早便往唐人埠會合徐兆敏會長和一班昕社同學。登上旅遊

車，沿大海洋公路 Great Ocean Drive 西行。這條公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

伍軍人開山鑿石營建的。沿着太平洋蜿蜒曲折，經過些叢林、海灣、沙灘……

起伏穿山而過。風景佳處，可比美洛杉磯上舊金山的美國加州一號公路。此行

最大收獲是和墨爾本前會長一叙舊情。嚴銘求是澳門輝社同學。二十六年前我

應高伯之邀，寫了第一篇遊記「邊城小故事」，銘求便成了我的忠實讀者。他

的筆墨很出色，作品常登在輝社刊和同學會刊上。在旅遊車內，趙文權、嚴銘

求和我一排坐着。三人都熱愛中國文學，於是大談唐詩宋詞，前面的老大哥堅

社莫國治和嫂夫人鄭惠貞聽到我們的談話，回頭讚許:「你們的記憶力真好。」

  「十二門徒石」給我有點失望。是散落在海旁，從山腐蝕出來的大小礁石，

零丁落索般屹立在海中。有四塊已湮沒了，只剩下八塊。華僑改稱之為「八仙

過海」。比起越南北的下龍灣和葡萄牙南的 Algarve 海岸，差得遠了 !

  十月二十四日晨飛抵悉尼 Sydney，寓居於紅燈區 Kings Cross，此次是我第

三次留宿此處。甫卸上行裝，我們便匆步往市中心的 Sydney Tower Eye，要會

從香港來的魯德華、霍秀森和從波士頓來的余日健夫婦。沿着 William Street

下斜坡，在 Hyde Park 左下角掠過。三十六年前曾和母親行經此徑。風景依稀

似往年，但已物是人非了。輝社同學如約在 Tower Eye 的頂樓相聚，享受自助

午餐。其中有澳洲的特別野味 : 袋鼠、鱷魚、Emu 等肉。最值得回味的，在旋

轉餐廳內，樓下悉尼名景 : Darling 港、Circular 碼頭、歌劇院、跨港大橋、

市政府、中央車站……盡收眼底。

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隨筆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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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參加本地的藍山遊覽團。藍山也是故地重遊，現在多了些新玩

意。( 一 ) 坐空中吊車從一個山頭越過峽谷到另一山頭。臨望懸崖下的谷底，

目眩心跳。( 二 ) 坐傾斜度高近平臥的有軌電車，鑽入黑漆一片的深洞，抵達

雨林基地。(三 )漫步於高可攀天的叢林中，曲徑通幽，綠陰蔽日。(四 ) 

乘纜車沿山行，遙觀三姊妹，孤兒石等怪異的天然結構。回市區經小鎮 Black 

Town，在Featherdale Wildlife Park流連近一小時，看到很多澳洲土產動物:

袋鼠、樹熊、Emu 最嚇人的是那面目猙獰的 Tasmanian Devil。

  是夜大公宴設在 Sydney Tower Eye 六樓的天鳳餐室。入門處悉尼副會長張

淑明、區尚勇熱情迎賓。我被編在主席位和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譚日旭，廣州中

學校長呂超，廣州小學校長張淑華同席，他們都很和靄健談，令我有賓至如歸。

輝社就在毗鄰。廳堂呈十字型。三百多人，座無虛席，有爆棚現象。坐主席位

有一好處，看魔術師二零零六年禧社葉望風同學表演最為清楚。他還在觥籌交

錯，大快朵頤之際到我們席間親臨示範。坐在遠處的在校學生湧趕前來在我們

身後圍觀。葉望風技巧出神入化，年紀輕輕，有如此造詣，確實難得。還有學

生輪流唱校歌的餘慶節目。至於常規節目，待澳洲同學執筆報導罷。

  十月二十六日一整天是往澳洲首都坎培拉 Canberra 去。參觀主要景點有三 : 

( 一 ) 藝術畫廊。除收羅西洋名畫外，有很多澳洲土人作品，有些像抽象派，

我不懂得欣賞。( 二 ) 戰爭紀念館。這是最引人入勝的。入門處氣魄恢宏，有

一長燃火炬，兩旁閣樓場壁上刻着陣亡戰士，一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邊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和希傑嫂葉秀瑜在後者壁上仔細查閱，看有沒有中國人

在內。她找到一個名喚 Zee Ng Ling，我妄譯此名為謝午齡。我想那時盛行白

澳政策。中國人在兵營內只能充任廚師或雜役。殉難後能青史留名，也算澳洲

政府有良心。室內分澳洲參與的各役戰爭，直至最近的越南之戰。在二次大戰

場所內陳列了最高榮譽的 Victoria Cross 及幾位領獎者。其中一位 William 

Harvey，是駕駛軍車的司機，年紀四十二歲。一九五二年由其妹妹代領此獎。

我想此人一生戎馬，沒有遺屬。參觀時一定要「個人化」，不然只有一大串陌

生名字，不能表達悼念和哀思。(三)國會。循例參觀了上下議員的會議室…..

出來時見到坎培拉會長龍基逸。他要拉着我們一班輝社同學在入門大堂拍照留

念。然後匆匆率領一班人包括我認識的昕社同學進內去。

  十月二十七日是在悉尼最後的一天，亦是此旅程最難忘的一天。龍基逸送給

我們每人一張當天長者通行証。憑此証可在悉尼免費乘坐公共汽車。電車、

或輪船。於是我們憑此可以作自由遊覽此澳洲最美麗的城市。上午十一時在

Circular Quay 輪渡碼頭會見了輝社同學鍾明生，潘文熙和他的夫人 Dora。他

們盡地主之誼陪我們作一整天市內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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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鍾明生闊別了六十多年。他是誕生於 Fiji 島的混血兒。和我同以華僑

子弟身份在香港培正寄宿。異地重逢，恍如隔世。在往海港對面 Manly 小鎮的

半個鐘頭的輪渡，他坐在我身旁，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別來滄海事，人生

遇合是太偶然了。他簡短介紹他的家庭，並在懷中取出嫂夫人的照片給我看。

宛若要將這六十多年的分別濃縮為一剎那。我要再一次感謝徐兆敏會長的壯

舉，使我有機會在我眼前見到了失落了半世紀以上的好同學。

  遠在一九五三年，是我離開培正赴美國和父母親相聚那年，初三信班課室

內，我座位的後面是潘文熙。他和我分手的時間不像與鍾明生的悠長。輝社紅

寶石禧在舊金山和金禧在香港也有見面。今年年初，翁希傑和孫必興分別收到

文熙的電子郵訊，詢問輝社參加澳洲同學日的人數名單。他是捐助悉尼同學會

辦世界同學日的龍首，款項遠超第二名的三倍以上 ( 這消息得自特刊，文熙從

來未提起 )，可能因此在歡迎宴和大公宴內輝社取得優越的席位。是日悉尼市

內遊的尾聲，文熙夫婦在唐人埠預訂一酒席作款待。Sydney 的 Marigold 酒家

的龍蝦、蠔、帶子、大蝦、石班……等菜式令我們齒頰留香，餘味無窮，亦反

影出文熙夫婦對同學們的熱情和豪邁。明生、文熙二人和輝社舊同學相逢，大

有宋朝謝師厚詩的兩句情懷 :「倒披衣裳迎戶外，遍呼兒女拜燈前。」

  輪船啟離悉尼的 Circular Quay 港口，我又一次欣賞了此城的美景，湧入眼

簾的歌劇院，建築風格像用幾隻大貝殼堆砌而成。此世界馳名的建築物，我有

幸瀏覽過三次。兩日前在 Sydney Eye Tower 頂樓旋轉餐廳午膳後，我們輝社

一行人漫步到歌劇院，在那裡流連了大半個鐘頭。我是一戀舊甚濃的浪漫客。

一天晚上，約了趙文權、黃秉權二人從旅館徒步到 Fitzroy Gardens 去，在那

裡坐了好一陣子。他們不知道三十六年前母親和我亦居停在 Kings Cross，曾

在這公園內憩息，我在找尋當年的腳印。

  和悉尼市區一衣帶水隔着海港遙遙相對的 Manly 是它的衛星小城鎮。街上商

店出售的貨品很顯然展示出又是一遊客區。上岸後鍾明生率領我們到海邊一小

店Fiasco，專營Fish and Chips，名貫悉尼。午餐的魚片和薯條甚是香脆可口，

有日本天婦羅的烹飪風格。且份量頗大，雖然我們匆匆出門沒有吃早餐，可裹

腹充飢有餘。我們此行是不花錢欣賞悉尼海景，不在乎觀光 Manly。餐後在海

邊草坪上散步少許，便乘船返回 Circular Quay 的三號碼頭。

  跟着立即乘公共汽車三百八十號往 Bondi Beach 去。此海灘是公認為悉尼居

民的遊樂場。泳客雲集。抵達時鍾明生囑咐我們不要下車，因為我們各人從前

都遊過，繼續乘車往總站。那是別有洞天的 Watsons Bay。有險峻的懸崖，有

澎湃的巨浪，看到那「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奇景，有翠綠的草坪，有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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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的老樹，有雅緻的茶室…最重要的可遙觀悉尼市區那高樓林立的風景線。我

們就在 Watsons Bay 流連到黃昏方乘船回悉尼市區，趕赴唐人埠享用潘文熙夫

婦替我們準備的精美豐富夜宴。

  澳洲雙城記到此可收筆了。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將我坐的人生列車開到滿富

溫馨，洋溢熱情的好地方。在那裡見着很多紅藍舊友，尤其是闊別多年的輝社

同學 :嚴銘求、龍基逸、李國潔、余日健、林學廉、鍾明生、潘文熙、朱光第

嫂黃敏才、畢慧瑤姑爺陳若敏。這是很難得的皓首重逢，大家都留下了些鴻爪

泥痕。相聚須臾。又要分手道別了。何日再相逢 ?「人生到處知何似 ? 恰似飛

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我的人生列車，終要回到常

軌，邁奔前路，不知終點在何處。對這澳洲世界同學日帶我到的好地方，無限

徘徊，再三回望。而這停留畢竟是短暫，只留下甜美的回憶，永遠縈迴於腦海。



698 澳洲世界培正同學日隨筆速寫



699

行蹤飄忽的蝙蝠

  蝙蝠是哺乳類動物中唯一能在空中任意飛翔的。蝙蝠屬翼手目

（Chiroptera），這是源於希臘文─“手”和“翼”二詞的合併，此命名非常

適當。它的手蛻變成一張薄膜，除姆指外的四指延長了成了膜的支柱，這成了

蝙蝠的翼。翼外姆指的尖端是鋒銳的爪，二足比較小，各有五趾，趾上均備有

利爪，這些爪是它擒拿食物的武器。翼膜的肌肉纖維堅韌而富彈性，和尾巴及

二足相連，很多血管集聚其中，所以能在空間運動自如。展開兩翼各有從一寸

半至一尺三的長度。蝙蝠繁衍在熱帶和亞熱帶，是夜間生活的動物。白日時它

們愛聚居在巖穴或建築物的縫隙中。身小的愛藏在大葉如蕉葉或椰葉內。

  蝙蝠分 Megachiroptera 和 Microchiroptera 二科。前者食糧以花粉，果實

為主；後者食糧以小動物如蛙，魚，鼠，和其他蝙蝠及各種昆蟲為主。蝙蝠對

人類有兩大貢獻。（一）它充任花粉播送的傳媒，因而促進植物的繁殖，專

吃花果的蝙蝠嘴鼻也蛻改成修長如矛形，以便鑽入花心用長舌吸取液汁。而

很多熱帶花開成管形以便迎取蝙蝠的嘴舌。這是一頗饒趣味的生物共生問題

（Symbiosis）。蝙蝠和花各自蛻變成互相配合，真是“郎情妾意”了。（二）

它是傷害農作物和傳播疾病的害蟲撲滅者。沒有蝙蝠的控制，昆蟲無限地滋生

可以危害人類的生存。吃蟲的蝙蝠有時寄寓在樓宇中。主人不必魯莽地將它們

消滅，因為它們幫助主人消滅在樓宇內或毗鄰的蛇蟲鼠蟻。有些國家如英國對

濫殺蝙蝠者施以重罰。

  蝙蝠在夜間神出鬼沒，行蹤飄忽。亘古以來給人一詭異和不祥的形像。很多

神話把它作為魔鬼的化身，邪惡的象徵。尤其是十九世紀文學家 Bram Stoker

在他的名著 Dracula 渲染後，人們對蝙蝠真有“恨之不欲其生”之感。蝙蝠中

有三屬（species）是吸血鬼（vampire bats）。它們盛產於中美洲和南美洲。

它們齒內的門牙（incisors）和虎牙（canine teeth）鋒利如小匕首，可以刺

破牛羊的厚皮以便吸取血液。這些吸血鬼有附帶狂犬病毒（rabies）的可能性，

予人不治之症，這是蝙蝠中唯一敗類。蝙蝠因為長相不雅，形態醜惡，數千年

來蒙受惡名，其實是很冤枉的。

  蝙蝠的聽覺異常靈敏。它們在飛行時從口鼻發出聲音，這些聲音震動頻率之

高非人類耳朵能聽到。它們藉此可以約同伴侶作統一進退。任何聲浪的回音難

逃蝙蝠的耳朵。所以憑這回聲測距（echolocation）的本領，它可準確地認清

昆蟲的飛行方位以便獵獲。同時亦使它避免任何固體障礙。有此天賦異稟，眼

睛倒成了不重要的附屬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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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踏入二零二零年，新冠狀病毒 COVID 19 從武漢起，蔓播全球，時至今天，

美國似乎已在失控狀態，官方未有統一政策，阻止病毒擴散。因為蝙蝠中的馬

蹄種 Rhinolophus 身上帶有病毒 SARS-Cov-2，與 COVID 19 同源，於是蝙蝠再

蒙惡名，被指為藏污納垢之所。

  馬蹄蝙蝠得名於馬蹄形的薄皮，蓋在鼻子上，可以感應到附近的空氣震動，

幫助聽覺確定昆蟲的位置。這器官學名是鼻葉 noseleaf，像一塊葉蓋在鼻

上。二零零三年在華南爆發沙士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和 二 零 零 九 年 在 Saudi Arabia 爆 發 的 MERS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始祖都寄存在馬蹄蝙蝠體內。它們和 COVID 19 同屬一毒系。蝙蝠

本身並沒有遭遇病毒危害，動物學家認為蝙蝠的免疫系統夠強，能制住病毒，

不容許繁殖，所以蝙蝠不會直接將病毒傳染給人類。但當蝙蝠生態環境受擾，

其生存機會受壓，病毒便無限制地分裂，向外洋溢，同困在一處的動物難免池

魚之禍了。食客染沙士，得自果子狸 civet，沙漠旅行者染 MERS，得自駱駝，

並不是蝙蝠直接給他們的恩物。馬蹄蝙蝠可活到二十六歲，在動物界中，算是

長壽的，冠狀病毒找到能久居之所，可謂樂不思蜀。至於蝙蝠在這惡房客上能

得到甚麼好處 ?至今仍是一個謎。

  在非洲、東南亞、太平洋群島的土人有把蝙蝠作為食糧之一。他們捕捉的是

Pteropod 屬的蝙蝠，是生活在花葉叢中，用果實、花蕊充飢。那專吃昆蟲的馬

蹄蝙蝠，不值土人一顧。我曾到桂林旅行，也品過少許野味，在街市中見到果

子狸、山雞、穿山甲、salamander、lynx ……未見蝙蝠。不知中國人有沒有

吃蝙蝠習慣。倒記得多年前看一電影 Mondo Cane，專記各地奇風異俗。巴黎有

一餐館出售蝙蝠翼，相信亦是吃花果的 Pteropod.

 COVID 19 凌厲肆虐，毒流四海，患病日增，死亡者眾。專家苦苦追本窮源，

在雲南壽山和廣西南寧捕捉到的穿山甲，發現身上含有 SARS-COV-2，是 COVID 

19 同類。穿山甲 pangolin 在哺乳動物中自成一目 Pholidota，生理頗似屬於

Edentata 一目的食蟻獸，穿山甲的確是怪物。除了腹部和四肢內圍，頭尾披

甲，尾比身長至二倍，四肢短小，頭呈錐形，外型似爬蟲多於哺乳動物。生活

在熱帶或亞熱帶，食物多以螞蟻和白蟻為主。它們多在叢林出沒，和巢居巖穴

的蝙蝠有不同的生態環境，其鱗甲為中醫視為珍品。若說它的病毒是馬蹄蝙蝠

傳染，可能性是被捕後同困在一籠內。穿山甲習慣炎熱，不可能在冬天苦寒的

湖北出現。很多美國人硬指中國是 COVID 19 的禍首，若此症爆於昆明或南寧，

中國難辭其咎。但出現在武漢，其華南海味市場根本沒有出售蝙蝠或穿山甲。

況且第一批 (零號 )病人有些從未涉足華南市場，顯明此病得自他處。武漢是

行蹤飄忽的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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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源一說，令人疑惑參詳。況且蝙蝠和穿山甲，盛產處還有中國的毗鄰 : 老撾

和緬甸。

  病源第二說是生物化學實驗室疏忽下泄出。此說出於中美二國互相誣控，大

概是空穴來風。第三說是 COVID 19 本就潛伏在大自然各角落中。是啟示錄中

的灰馬 ? 武漢只不過是首禍城市而已，所以各地輪流爆發，如江河下瀉，不可

收拾。若說蝙蝠是行蹤飄忽的話，那走出來的新冠狀病毒 COVID 19 更詭異、

更陰毒、更兇殘。根據第三說，COVID 19 未必是從蝙蝠身上走出來。我衷心祈

望解藥早點降臨，以使黎庶脫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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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在維也納出生，童年時隨父母移民來美國的近百歲人瑞說 :「我在此渡

過了一生，經歷過好幾個大風浪 : 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中東戰、金

融崩潰和股票狂瀉、禽流感、SARS 肺炎…從未有如現在新冠狀病毒 COVID-19

無限制全球性蔓延受到切膚威脅。」我比這老先生年輕近二十年，也是年逾古

稀了。很幸運，除了尚未啟蒙的嬰孩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外，總算在太平盛世

渡過。現在病毒肆虐的陰影下，生命實是脆弱，老先生的說話，深有同感。

  一個月前市長發出 shelter in place「牢守在家」命令，沒有要事如採購生

活必需品和領取藥物外，切不可出外。和民生無關的商業，全部停頓。甚至餐

室只能作外賣，不許有堂客。此禁令有一假設，遵行的人必要有家可守。我在

印度見到很多流浪街頭，與野牛和猴子為伍的人群，他們的家只是街邊一角。

舊金山市內就有很多露宿市集，結幕為營，無家可歸的人。後來這批人被市政

府驅入多所旅館空房內。初步檢驗，染病毒的多達百人。當然家愈寬敞，走動

的空間愈大。寒舍是三層狹窄居處，有些友人關懷我，上上落落，平增了些危

險性。

  軟禁在家，時間會在無聊、沉悶中消磨。定要打出此僵局。我是有收集、珍

藏嗜好的人，當然我的經濟能力不容許我搜購名貴的物件。家中塞滿了別人認

為很平凡，我卻視如珠寶的東西。現困守家中時間多了，倒給這些在凌亂、塵

封中的物件視察深入多。

  兩所小小書座四角擺滿了各類長青植物。多年前我寫了「生機」一文簡述我

培養室內植物的經驗。這些植物有大有小，葉有不同形款 : 細長的、心形的、

齒狀的、扁圓的…且有不同的顏色，我揀了幾顆略說。pothos 是心形，其色澤

像翡翠般，綠得令人透心涼，這植物在一小盤內長得很濃密。caladium 是盾

牌形，有不同顏色品種出售。我的一盤是淡綠，葉上有細長的斑紋。擺在樓梯

一角的 ficus benjamina( 細葉榕 )因爭取陽光，一枝獨秀斜斜地從旁生出來，

枝葉挺向天花板。我從前曾擺了七尺高的細葉榕樹，日子久了，枝葉零丁落索。

想不到這一小盤，長得如此茂密，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

因為每年都出外作兩星期旅行，行前淋水過多，弄死了兩棵大的，橡膠樹和有

孔洞大葉的 Monstera，非常心痛。好友韋先生送了幾枝「水球」方解決水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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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這是一玻璃球體貯水器，通一長長的圓條管，將管底端插在泥中，植物

泥土依量向「水球」索取水份，現有一棵橡膠樹在一角內作取代。雖高度不及

閒居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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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但旁生數枝，虬幹粗葉。底下擺了多盤不同種類的長青葉，頗具園林

風味。當然植物叢中有幾株蝴蝶蘭和一盤 bromeliad，圍着層層綠葉的是挺拔

紅心白頂一枝花。這些盤花是我按時往花市購取，現在疫症時期，花市關門。

我擔心的，花市會復原嗎 ? 每天清晨，我坐在這色彩繽紛，繁花綠葉中品味咖

啡，也是人生中一小小享受罷。況且吸着從植物呼出來的新鮮氧氣，不單止清

潔了心肺，且洗滌了靈魂呢 !

  既備了少許植物，還需要些動物方能完成一袖珍生物園。孩童時曾擁有一小

猫，白毛帶黑條紋，甚是可愛，現家居環境不宜豢養任何寵物，只能代以藝術

品，聊勝於無。半世紀前行經舊金山名店 Gump’s，玻璃窗前陳列了一水晶北

極熊，身型小可供桌上作壓紙用，非常吸引，於是購下來。跟着獲得了一水晶

蟹，水陸動物都有了，除了那些晶瑩剔透水晶外，還有瓷、陶、木、瓦、鐵、

青銅、玉石…的，五十多年搜集已有一百零八種，一百二十件。在小小外書座

中，植物叢邊，擺了一大狐狸。另一組植物叢內，擺了一大野豬。小小內書座

有一直徑三尺的玻璃圓枱，上面擺了三十多陸上動物，圍以六件水晶心塊和一

多種玉石砌成的樹。枱底地氈上擺了三十多海洋動物，森林動物象、獅、虎、

豹、狼、犀牛、猩猩、獵豹…均具備了。還有在澳洲買到的水晶袋鼠、瑞士買

到的瓷器河狸 Beaver、奧國買到的水晶眼鏡蛇…海洋動物特別的有鮨刺、法螺

貝、刺蠔、海牛…當然較普通的鯨、鯊、蝦、蚌、海馬、八爪魚、美人魚、水獺、

閒居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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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蝦…亦齊會在此。衫櫃上和橢圓枱上擺了些非哺乳動物如火蛇 Salamander、

變色龍Chameleon、紅主教鳥cardinal bird、蜥蝪、企鵝(在智利買的)…等。

現在居家時間很多，仔細欣賞每件動物的形款和生態。

  旅行中在異國搜得的紀念品多是穿了民族服裝，洋溢本地風情的小娃娃。現

舉例多項 : 以色列 Tel Aviv 的士師 rabbi 和 Akko( 即中世紀堡壘 Acre) 的十

字軍豎戰旗的兵士、日本的將軍 Shogun、尼泊爾的象神、泰國的面具舞者、

加拿大的騎警、墨西哥持鎗土霸、阿根廷的女牛郎 gaucho girl、 Bolivia

的巫醫、復活節島的 Moai 頭、布拉格的劍客 Muskateer、西班牙的 Flamenco 

Dancers、Patmos Island 的手持聖約翰畫像的神父、瑞士吹長笛的樂師、法

國 Avignon 教皇宮守衛、希臘的海盜、比利時的縫製精緻絲條女郎、Kiev 的

Father Christmas、澳洲的流浪漢 Swagman、大溪地的沙灘熱情舞女郎、南非

的武士……積年屢月，林林總總已有二百多個，都陳列在一國際樹上 ( 是七尺

多高假聖誕松樹 )，斑爛色彩紛呈，看得令人目不暇給。這國際樹設在外書座

中央，是全室的焦點。

  小小外書座的近窗一角設了一株六尺多高的細葉榕，掛滿萬靈節飾物，除了

巫婦、燈籠、幽靈、化裝舞會各式人物、鬼、枯骨…等普通的外。還有些很

特別的 : 木乃伊、狼人、吸血鬼、Dr Frankenstein 的怪物、Pied Piper( 傳

說中世紀時一吹笛魔術師，引導數百兒童失蹤 )、希臘神話中人頭馬身怪物、

Hawthorne 筆下的無頭騎師……這些都是我的收羅品，錯落在凌亂、塵封中，

因為我是最差的家庭清理收拾者。

  在局部封城，禁足出外初期，除了往唐人埠買蔬菜、熟食外，每星期三和星

期日出外兩次往訪韋先生。他在下埠一政府津貼老人 ( 退了休和低收入的 ) 的

旅館租了一大房，裡內有很多高科技器材。我在寒舍附近乘十號或十二號車往

Market 街，改乘三十八號車抵達他寓居的旅館，他近越南埠，在金蓮餐室買了

些午餐，我們共同享用，然後電傳校對好的文稿回香港。要將文稿掃瞄方能電

傳。他房中有一巨大熒光幕，比得上小電影院的，通常辦事後流連看一或二場

大戲方回家。這些電影都是三零年代至七零年代的經典傳世作。兩星期前，疫

情轉趨嚴重，單在市內染病人過千，本來有八十五線公共汽車，只留十七線行

走主要幹線，十號和十二號也停駛了。我要行往唐人埠乘八號車在 Geary 街轉

三十八號車往旅館去。回程時乘十九號車在 Clay 街轉一號車，這可避免乘八

號車，下車後要徒步上山。一號車站離家有四個街口，數天前又有嚴峻令下，

旅館不准外客。韋先生要買了越南餐駕臨寒舍，餐後我將文稿交他傳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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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期間口罩、濯手的消毒液、衛生紙卷都被搶購一空。韋先生人很好，他

亦是江湖人物，這三件東西都是他弄來給我。十號和十二號車停駛，我往唐人

埠舉步維艱，行山路很吃力。

  這期間內切勿生病，惹上病毒是最不幸的，就是稍微染恙也很難找醫生，我

四月初本有一洗牙約，也取消了。五月十五日本來起程赴高加索旅行的，相信

亦告吹。飛 Tbilisi 要經 Amsterdam 轉機，荷蘭亦是疾區，沒有飛機通行。輝

社同學只能電話聯絡，最密切的是張錦波和翁希傑。草草寫下此文，報導的不

是一鱗半爪，而是這簡單生活的全豹。

閒居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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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堂滴翠

  很多家庭都培植些室內植物，在特殊情況像現在因病毒被禁足出外期間，有

這些室內植物作伴時候會從枯槁變為快意。它們吸入我們呼出的二氧化碳，將

室內滿佈清新的氧氣，且在二十四小時內能將空氣中百份之八十七毒素消除。

綠葉可濕潤乾燥的空氣，它們不單止對健康有裨益的物件，且是甚為悅目活生

生的東西。室內植物可以改良我們的情緒，從沉悶變為愉快。加強注意的集中，

因而增進工作產生的能量。

  上世紀六零年代我用了不少時間流連於 Nob Hill 腳下的 Sutter 街，有兩

間專賣舊書的店舖，那時我對歐西文學有極濃厚興趣。購下 Victor Hugo 的

Toilers of the Sea 和 Eugene Sue 的 Wandering Jew，都是在普通書局和市

立圖書館不能找到的七百多頁的長篇小說。Sutter 街有一王牌景點 : 綠屋餐

館 Green House Restaurant。這餐館面積不算大，座位也不多，全部佈滿花

草植物。四周都是高及天花板的大樹，懸空掛着很多牽藤引蔓如各種蕨、蜘蛛

草、常春藤、「流浪猶太人」……牆邊和客座間都是熱帶花，像色彩繽紛的

蘭花、秋海棠、coleus、caladium、african violet……夾雜些綠葉 ficus、

philodendron、Hawaiian ti。座位擺得很疏落，入座後全被植物圍繞，見不

到其他客人，就在這枝柯錯落、樹葉婆娑、青翠欲滴中，客人未品嘗美味，已

先陶醉在這大自然園林中。每月總有兩三次，我和母親或兩三好友光顧這綠屋

餐館。有一次陳啟潛先生大生日，我特別私人請他到此慶祝，他是前香港培正

中學歷史老師和訓導主任，他和我雖沒有師生緣份，但在同學會內認識，一見

投緣，竟成莫逆之交，座中他向我傾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應被成為非牟利機

構，未能享用免入息稅利益，因為沒有會章。他知我在美國完成高中三年學業，

且在大學修讀了英國文學、歐西哲學、世界歷史。有基本英文寫作技巧。請求

我為三藩市同學會撰寫會章。然寫此類公文式作品，非我所長，但在長輩誠懇

叮嚀下，只好勉為其難，完成任務。「物換星移幾度秋」。今天行經Sutter街，

已是人面桃花，綠屋餐館和兩間舊書店，不知何時已結業了，陳啟潛先生也墓

木已拱多年，和我共餐的兩三友人早已遷往他處。自己的墨綠年華，也隨着這

些人與物，默默地消逝在煙雨中，不勝唏噓惆悵 !

  綠屋餐館的室內佈置給我一啟示，寒舍三樓有二小小書座，何不用植物充滿

四角，在英國的律師 Dr. Bailie 也用這手法 (見「生機」一文 )，於是東施效

顰起來，父親留下一盤 dieffenbachia，粗大橢圓頂端稍尖的葉，綠底上滿佈

奶白色斑爛條紋，擺在三樓外書座樓梯入口一角，有好多年了，我可能看得倦

了，且要除舊佈新，把它搬落二樓用膳處，其實它是長得差強人意。每隔一段

時間有新葉芽爆出，在新地點可能吸取陽光不夠充份，兩星期後，它便委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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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了，我是一不合格的室內園丁，我已弄死了好幾盤，頻頻買新的換掉，也許

是新陳代謝思想在作祟罷。

  在前文「閒居雜記」中，我已簡述用植物佈置書座四角，不再重覆，我在此

略略談下和幾種植物的經驗。首選當然是花葉並茂那種，蝴蝶蘭 phalaenopsis 

orchid 花朵多色彩，夠驕艷。但葉是一硬塊，死板板的，花全謝後，它沒有資

格再被陳列在室中，aphelandra 花和葉都很吸引人視線。葉是盾牌形，發光深

綠色，一條雪白主幹線從近泥或莖的底部延伸到頂尖，幹線旁左右有分支。開

的花是橙黃，宛若吸取了陽光後放射出來，據我的「花草百科書」說，它開完

了花便會漸漸凋謝，但有新芽在旁長生。我的沒有凋謝，只是近泥處的葉全部

失落，新葉頻頻出於頂端，如高腳鶴，和環境漸不相襯，它還開了第二次花，

今年十月有三天，三藩市熱得厲害，高至華氏近百度，aphelandra 跌了四份三

葉，我只好將它移走，用一盤栽作取代。

  要仿傚綠屋餐館園林風味，一定要一些高達六尺的，細葉榕 ficus 

Benjamina 是理想的選擇。它有一主幹，多分枝，頗為硬朗，可以懸掛飾物，

葉是細細蛋形，稍微彎曲，像柳葉般低低垂下，它有一綽號「流淚的無花果」。

我培養細葉榕不算成功，買了一雌性，結果實前沁出黏液，染上地氈或窗布，

污痕難洗濯。時日久了，落葉甚多，新生的不足量補上，變成光禿禿的，索性

買了一棵假的，中國製造，手工精緻，幾可亂真，掛滿了萬靈節飾物，數天前

在 Gump’s 買了一德國惡魔，有二黑角，長長的紅舌，手持白掃把，高高放在

Irving 短篇 Sleepy Hollow 的「無頭騎士」上，非常適合。

  橡膠樹是細葉榕同科植物，葉可長達六寸，蛋形，高達天花板，我本來有一

株在一角，長得好好的，後來因外出旅行，多淋了水，葉全部跌落，原來水太

多了，和泥混合成漿，將根全部堵塞住，氧氣不能進樹幹，就這樣枯乾，多下

肥料也會導致亡失所有葉，這是滲透作用 osmosis 的運行，此作用是液體滲過

半浸潤膜 semipermeable membrane 稀向濃流。肥料太濃，樹的水份被流出外，

樹也乾死 (醃死 )。後來我用球體貯水器解決此淋水難題 (見「閒居雜記」)。

  Aglaonema 有很多品種，最流行的是中國萬年青 Chinese evergreen。可高

至三尺，葉似牛皮，呈長心形狀，有十至十二寸長，最闊處四至五寸，淺綠色，

葉正中有像肋骨斑紋，這萬年青挑起童年早期一些回憶，那時寄寓在鄉間外祖

父家，印象已甚朦朧，只記起三件事，( 一 ) 他有一老爺唱機，要用手攪動唱

盤，每唱一碟，要換取新唱針。這唱機放在一株葉莖茂密的萬年青旁，我訪他

時，他播出白駒榮的南音「客途秋恨」。(二 )六歲時就在這大廳內玉表姊(大

舅父次女 ) 教我下鬥獸棋，故意讓我的獅子跳過大湖，吃掉她的猫和狗，哄我

歡喜。(三)也是六歲時在萬年青旁京哥(大姨媽的大女婿)教我唸「木蘭辭」，

滿堂滴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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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不漏。很感激他訓練我自幼有好的記憶力，這萬年青是外祖父家族集會

處，有此情感維繫，我總會在植物搜集中包括萬年青，但寒舍不適合它的生長，

可能太乾燥，近泥部份的葉全跌失，只有長莖頂端留着數塊一枝獨秀，我不忍

丟棄它，將它夾在 philodendron 叢中，我擁有另一盤不同品種的 aglaonema

倒長得不錯，因為葉中斑紋略染紅色，有「爆竹」的雅號，今年夏天有數天太

陽很猛，忘記在下午時關閉窗幕，放在內小書座近窗楕形台上的「爆竹」，

有兩塊大葉，頂端小部份被陽光燒黃了。我在曼谷花市，見到很多不同品種的

aglaonema，各類綑紅的、綑黃的，這是熱帶有得天獨厚條件。

  要仿傚綠屋餐館園林，不能缺乏鮮花。我有車代步期間，往花市購買些

cymbidium orchids，現坐公共汽車，不宜攜帶大盤笨重的蘭花，換上蝴蝶

蘭，有不同的形款和色彩，還有紅掌 anthurium，數朵紅、粉紅、或白的心形

花在綠葉叢中冒出。Bromeliads ( 有人稱為火把花 ) 亦是我喜愛的，一枝濃

艷紅色直幹在玫瑰花形的葉群中標出。Phalaenopsis orchids、anthuriums、

bromeliads……勝於 cybidium orchids 處是體形纖巧得多，容易安放在綠葉

植物叢中，anthurium 和 bromeliads 的葉也富藝術化，它們開花時間亦很持

久。

世界上沒有甚麼是永恆的，家中植物要按時間更換以保存新鮮感，我們的年

紀，逐漸流失了很多朋友，情勢不容我們結交多新的，這是植物稍勝於動物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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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晶白鸚鵡

  我的動物搜集品種多了一隻紫晶白鸚鵡 amethyst cockatoo，冠和尾是兩塊

綠玉 ; 身是一大塊黃玉 ; 啄和眼珠是黑玉。工藝精緻，神彩飛揚，遜於奧國

Swarovski 製藍水晶金剛鸚鵡和法國 Baccarat 製紅水晶主教鳥。它豪邁粗獷地

站在一石頭上，石頭一面是墨綠和淺綠二色分隔，滿參差的表皮，另一面被割

開，露出碎石嶙峋，冰塊嵯峨的紫水晶 amethyst 滿佈。此紫晶白鸚鵡被放在

圓玻璃桌上一羣水晶和瓷器動物一旁，彷彿俯視這些動物在原野奔馳。

  

  紫晶是石英 quartz 一種，化學分子為二氧化硅 silicon dioxide SiO2。

石英是地殼上常見的礦物。石頭三大類的火煉石 igneous rock、變形石

metamorphic rock、沉澱沙粒 sedimentary rock 都有它的含質。石英固體很

堅硬，本是透明的水晶。但當它混和小雜質，如微量的鐵或鋁，便呈紫或深紅

色，這是紫晶形成的原因。紫晶是石英中為收藏家的珍品。在巴西發現有大量

產品前，可與翡翠 emerald、紅寶石 ruby，藍寶石 sapphire 同列。\

  首先說紫晶英文一詞的來源，amethyst 出自希臘文 amethystos，意思是

「反沉醉」，a 是「反」，methystos 是「沉醉」，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相信

amethyst 能抗拒醺然大醉的。他們用的酒杯是用紫晶作原料。詞云 :「勸君今

夜多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借酒消愁，希望進入黑甜之鄉，令人忘記不愉

快的現實。絕不能用紫晶杯。在今天，很多假日大慶會場合常用紫晶杯載酒，

以防止有客人喝得酩酊大醉失儀。

  Amethyst命名還有一美麗的希臘神話。酒神Bacchus戲遊人間，被凡人侮辱，

他勃然大怒，要用非常手段報復。他在一世間通衢大道上伏下一猛虎，走在道

上的人必被虎生吞活剝。剛巧第一位上路的是一美貌純真少女 Amethyst，她準

備往朝拜女神 Diana。Diana 知此，少女已在路上，她未能勸她回頭，Diana 急

不及待將她變成一水晶石英像，避過猛虎爪牙。Bacchus 亦知道受害者是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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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無知少女，深悔自己孟浪作孽，灑下滴滴淚珠，都是葡萄美酒，滴在那惹人

憐愛，美麗絕倫的石英水晶像上。身體染上了香噴噴的酒珠，透明體呈現紫色，

就是世間寶石 amethyst 了。

  古埃及人將紫晶和黃道帶的 Libra(Zodiac sign) 連繫在一起。Libra 屬山羊

體。葡萄的果和葉是山羊喜愛的食糧。它在葡萄園內亂闖，後果是枝葉披離，

果實殘破，當然不夠充分的原料釀酒。所以古埃及人也相信紫晶和酒有勢不兩

立，可以防止沉醉。

  在悠長西洋歷史中，紫晶是高居權勢地位者選擇的裝飾品。埃及貴族和英國

皇室在冠冕上鑲上數塊紫晶。尤其是沙俄時代的女皇 Catherine the Great，

她派人往西伯利亞發掘質料最優的紫晶，Siberian amethyst是紫晶中的絕品。

  文藝復興巨星 Leonardo da Vinci 寫下紫晶可驅走邪惡雜念和刺激智慧並磨

鍊選擇眼光，中世紀的教堂裝飾不能缺乏紫晶，因為它能摒除慾念，有助清靜

的修道。時至今天很多主教仍經常佩戴着紫晶。紫晶也是二月降生的人生日石;

它也是黃道帶中魚座 Pisces 的寶石。

  紫晶藝術品吸引我的眼光始於瀏覽精品店。見到的多是一塊略呈拱形的大

石，一面是頗光滑的平面，另一面被割開，露出那紫面獠牙，玲瓏剔透的水晶。

這只能給我就地欣賞，不能取回家。寒舍地方有限，不能安置。且甚為笨重，

沒有私家車很難搬運。最大的理由是價值不菲，非我的經濟條件能承當。

  舊金山在華埠和商業中心交界處有一間精品店名喚 Michael。是我常光顧購

買各式小動物地方。在前文「閒居雜記」中，我提到韋先生在這病毒禁足外

出時期給我多方面的幫忙，特別是郵寄手稿回香港給幸小姐植字。我要酬謝

他。他有搜集小藝術動物及蝴蝶蘭的嗜好，所以我經常往 Michael 去選擇，

和老板 Joseph Ritz 談得很投機。他是從意大利來的移民。在這病毒禁足時

期，Michael 也停止營業。聖誕前偶然行過，見大門開了，我驚喜萬分，步入

向 Joseph 作寒暄問候。他和叔父 Alberto 在點理貨品，Alberto 因逃避那時在

北意大利肆虐的冠狀病毒，從米蘭到此。他只能說幾句英文，我曾到米蘭二次

(請參閱遊記「北意大利湖山攬勝」)。由 Joseph作傳譯，我回憶米蘭的風光。

Alberto 非常感覺親切，和我一見如故。他和 Joseph 領我往商店土庫的藏寶

穴，裡內都是精緻藝術品，琳瑯滿目，Alberto開了一櫃，取出一紫晶白鸚鵡，

在這病毒關門時期，三份之一原價，半贈送給我罷。我毫不猶豫買下來。以後

Michael 已重門深鎖，我衷心希望，它不會像華埠很多小餐館和賣紀念品的小

紫晶白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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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被迫停業。

  Sausalito是 Marin縣瀕海小鎮，背倚青山，風景秀麗，與舊金山一衣帶水，

隔海相望。它既是灣區的高尚住它區，亦是旅遊勝地。我曾租汽車，委託韋先

生駕駛作一日遊。停留Sausalito少許。商業大街本有好幾間甚負盛名的餐館，

和很多精品店，出售水晶、玉石……工藝品。現在觸目處，市集蕭條，商店停

業，遊客絕跡。與舊金山的輪渡，在禁足期間，早已停航。它是舊金山外圍的

名鎮，是靠遊客生意而蓬勃。最大的商店 Paris，經營巨型水晶動物，已閉門

謝客，搬清一室。我感慨萬千，病毒遺害至此，這山明水秀的小城，亦狼藉不

堪。

  寫作是我在禁出外一很好精神寄託，已一連串寫了近三十篇小品文。發掘題

材漸感困難。很多謝數位同學後面屢作鼓舞。張錦波認為我博覽群書，筆落似

蠶聲，想到的便動手好了，這談何容易。我要顧及讀者的反應，不能作曲高和

寡，自我陶醉。翁希傑認為讀者對文章喜愛或漠視，各有不同，不能一一顧及，

只要寫自己熟悉的，寫來定得心應手。這確是很切實的建議。盧遂業更客氣，

說我有很強的悟性和記憶力，一書在手，閱後必能寫出文章。他對我誇張太甚。

四年前輝社鑽禧時，他便請我用佛教作題材。我沒有踏進對自己全陌生地域的

勇氣。寫南宋德佑帝為僧兩篇。遂業閱後甚為欣賞，我總算在佛教邊緣涉足。

聊可以塞責交卷，我更多謝香港幸麗秋小姐，不辭勞苦，代我植字，方有這蚊

負徒勞的建樹。

紫晶白鸚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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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四月以來，三藩市灣區新冠狀病毒擴散率減低，進入橙色地帶。這是病毒

嚴重性最低的第二級。灣區跟着開放了很多，餐館也准許百份之五十室內堂

容客量。根據 CDC(Center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即「疾病預

防和控制中心」的指示，已接受疫苗注射的老人可以恢復些社交活動，室內不

用帶口罩會面，只要人數不超過二十五。趁此時機孫必興召集部份同學於四月

十六日星期五中午會見於三藩市何汝顯府上。赴約共十五人。

  何府在下埠一摩天大廈第十四層有一龐大的豪華單位。室內四角擺滿嫂夫人

蔡煒幗各式手製藝術品，不同姿態的泥塑人物雕刻，都是何夫人別出心栽的創

作。大廳內擺了二盤高及天花板的植物 : 細葉榕 ficus Benjamina 和提琴葉橡

膠 ficus lyrata，綠葉婆娑，生機盎然。大廳外是一廣袤天台，遍植各類花草

植物，多盤不同顏色的蝴蝶蘭，花枝招展。圍着一大桌有很多座位。遠眺三藩

市海港，舟楫頻仍。近望通東灣的大橋Bay Bridge，車水馬龍。彼時風和日麗，

涼氣拂面。在這病毒肆虐期間，能享受這人間仙境，世外桃源，確是難得機緣。

  我於十二時十五分踏進何府，早有多位同學在場。食物是孫必興、吳冰明夫

婦從 Millbrae 的祥興購下帶到。祥興是輝社常光顧的餐室，炒河、咖哩米粉、

义燒、火鴨……等都很有水平，不會遜色於三藩市華埠。第一位笑面迎來的姚

心聲，自十年前崔琦到訪時見過面後再沒有機會聚首。日前他給我電話，是在

輝社網站讀了「山本五十六的金牙」，無限感觸。事緣他尊父於第二次大戰時

服務於美空軍，任翻譯官。他很健談。說起兒時舊事，滔滔不絕。我們都曾在

香港培正寄宿。

  趙文權也在位中，是女兒 Joyce 安排 Uber 專車送他來。他和我數十年交

誼，已在前文多次叙述。Joyce 非常孝順，照顧老父，無微不至。年半前 Los 

Vegas 大會，也是她辦妥，不用文權操心，他在電話常補加一句 :「國輝和我

在一起」，更令她放心。

  孫必興見到我，問:「還記得蟹佬嗎?」我沒有在培正讀高中，和國文老師「蟹

佬」緣慳一面。相信他剛讀完拙作「螃蟹雜談」。他說從耶加達乘機可往聖誕

島。我補說從澳洲西部大城市 Perth 往的機比較密點。他提起一九五七年會考

前「蟹佬」通水，要愛班、光班學生牢記歐陽修「瀧岡阡表」內容。果然是試

題之一。會考中文輕易渡過。霍秀森聽到妬念頓發 :「為甚麼不將這『水』送

給望班 ?我們準備國文花了很多時間。」



714

  我和賈士元、郭詩玲是 Las Vegas 大會後首次重逢。他們家在 Santa 

Barbara。難得解禁後上來三藩市。詩玲嫂首先多謝我撰文「往日情懷」內誇

耀她的歌唱。說及在禁足期間只能和小女兒一家會面。大女兒和女婿都是醫

生，常見病人，不准他們見面，減低將病毒傳給他們的機會。

  霍秀森是旅行家，一年出外數次，這次因病毒被囚在家。我取笑她被迫修心

養性。她回答 :「近來走路多了，腿有點酸痛，可能以後旅行要嚴加選擇。」

她不信中國人推拿按摩功效。

  胡露施是輝社功臣。拙作全部給她放上網站。大有霸佔場地之嫌。我向她訴

說因為沒有家室，「牢守寒窗空寂寞」只有神交古人，方能解決禁足後的無聊。

若找不到古人，神交動物、植物也好，所以寫了很多篇有關生物的文稿。生物

以下，只能找礦物了，見「紫晶」文。

  翁希傑、葉秀瑜夫婦姍姍來遲。希傑是我在病毒期間見到的唯一同學，且經

常有電話聯絡。若年尾一切恢復正常，他還想組輝社團參加十一月在台北的世

界同學日。秀森訴說腿開始有小問題，我自己覺得也不能站得太久。在廚準備

晚餐切菜，站上二十分鐘，腰頂不住，要坐下來休息片刻。正如在溫哥華的張

錦波說 :「病毒剝奪了我們最後的黃金時刻。等到一切正常，可能身體不能容

許我們旅行了。」我去年本買了高加索遊。來回 Tbilisi 要經歐洲轉機，因病

毒歐洲大城市封了，且美國病毒失控，世界各地不歡迎美國客。此旅行一再拖

延至今年九月三十日起程。成行否亦是一大疑問。秀瑜告我小孫女已開始牙牙

學語。我感到時光流逝，邁步無情生命路，不容否認我們已進入老年。

  黃煥慶、黃新芳夫婦比我早到何府。他們和我亦很投機。新芳很喜歡讀我的

文稿。她中學時讀英文書院。中文全是自修，煥慶笑說，妻子常向他請教中文，

其實她的中文修養高得多。知音難遇，我立即將未出爐新作「王粲七哀詩」的

硬皮版交給他們。

  曹丕有言 :「昔年疾疫，親故多蒙其災，一時俱逝。」輝社幸運得很，在禁

足期間，相熟者安然無恙。只聽到在香港林學廉病逝，不是和新冠狀病毒有關，

學廉是廣州輝社同學。對我無涇渭之分。最後見他是二零一七年鑽禧在香港。

他特別備了一份在旺角、油麻地所有書局地址，以便我睱時往瀏覽。賈士元亦

告我他胞弟士群兩年前已去世。士群曾和我們多年前中國沿海遊，從浙江嘉

興、舟山群島、雁蕩山、溫州經武夷山、福州、廈門抵達潮州。聽到他溘然長

解禁後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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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不覺淒惋傷懷。我亦告知必興他的芳鄰陳幹、謝孟媛夫婦最近先後辭世。

陳幹是毅社老大哥。我第一次見他們是在波羅的海三小國遊 ( 見遊記「立陶宛

重拾舊山河」)。是我引領他回毅社及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陳幹是陳公博的

公子，他在自己逝去三年前編撰了父親遺作詩文集，總算了結自己當年的心事

孝思。他送了親筆提名一本給我，是寶貴的留念。

  最後要多謝各嫂夫人擺設各美味在餐枱上，尤其是蔡煒幗、吳冰明二位頻頻

向各位與會者遞上生果，朱古力糖。必興要我寫一報導，我已霸佔輝社網站，

想待他人動筆。會後希傑勸我，趁記憶猶鮮，立即寫下會詳細點。

   相信各位同學很珍惜解禁後重聚，生涯有限，寓世如寄居，能有機會聚首

一堂，多麼難逢。很高興見到各位同學及嫂夫人精神飽滿。我且抄下李白名句

以結束此小文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

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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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三藩市灣區輝社同學在何汝顯府上再重聚。個多月前收到孫必興電

訊，李澤洲、周劍虹夫婦將在八月初到訪，他預約一批和他們相熟同學再來一

次午餐以表歡迎。那時 COVID-19 穩受控制。市區染病者數目每日多是零，總

在二十以下。傳媒界還誇說三藩市將成為美國第一個群體免疫大城市。言猶在

耳，印度變種Delta洶湧而來。世界很多地方也被這浪潮淹沒，美國亦蒙其災。

三藩市北百里外的小縣 Lake County 本來一年來相安無事，病毒突然飆升。三

藩市市區也沉淪了，每日感染者上二百，甚至七、八百，重聚前二天，數目竟

達一千以上。Delta 來勢兇狠，已接受兩劑注射的人亦感染了。輝社同學在這

陰影籠罩下，仍如約赴會，真是「冒天下大不韙」，可見得友誼的持久和真摯。

  準正午，我帶上口罩，踏進何府，赫然見到李澤洲已在廳中。「故人江海別，

幾度隔山川」，四年前在香港鑽禧見面後，這是首次。不覺樂極忘形，和他熱

烈握手。周劍虹趕過來說 :「你們不能太親切，不要忘記社交距離啊。」澤洲

是我小四信同學，和他談起當年班主任周堯書老師，數年前近百歲高齡逝世。

他是外科醫生，退休後移居 Houston, Texas。六零年代中，他服役美軍，隨伍

出師越南，多次經過三藩市，和我有多次機會聚首。這次來三藩市灣區，寓居

於 Walnut Creek 劍虹姊姊府上，和趙文權幾乎是鄰居。文權女兒 Joyce 一車

載他們三人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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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露台上見到單瓊珠，單倫理老師掌珠。一年前 Las Vegas 大會前曾見面。

她很注意老人健康。於是再交談些關於血壓的學問。她是和羅愛碧夫婦同來

的。我好幾年沒見到愛碧了。她錯過了三藩市鑽禧和Las Vegas鑽禧加二大會，

因為那時夫婿 Wilson Wu 先生微恙不適。愛碧和澤洲都是小學時同學。七十多

年後翡翠禧在 Las Vegas 首次見面。浮雲一別，流水已是大半生。談起小學時

另二位女同學 : 王秀芳和胡平，全無音訊。我想，憑輝社的存在，我見着很多

同學，是難得機緣。三藩市的高中番鬼同學，畢業後各散東西，有如石沉大海。
 
 寒暄未及半小時，應義勇、陳麗蘋夫婦踏進餐廳。義勇中學時是優異生。我

認識他時是在一九五三年，我離開香港的前夕，我在信班，劉容福和他在愛班，

是劉容福介紹我識他。一九六四年容福在東京因飛機失事去世，倏忽已過了半

世紀有多。我重逢義勇，甚是偶然。九一年善社袁慶祥參加香港留美同學大慶

會，認識了他，慶祥告知我他現居灣區。時他在一保險公司任高職。我立即取

了他的電話，託孫必興和他聯絡上。以後輝社頻頻活動，義勇鮮有缺席。嫂夫

人陳麗蘋家慈居於三藩市多年，他們很孝順，常來探問照顧，總有機會約我聚

首。所以我們混得很熟落。

  翁希傑、葉秀瑜也到了。車載同來的有霍秀森和黃煥慶、黃新芳夫婦。希傑

夫婦不久前到Dominican Republic 渡假，和兒孫們共享天倫之樂。他告訴我，

再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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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外回來，登機前要作 COVID -19 試驗，呈陰性方許登機。這是對美國公民

的「優待」，外國人踏足此必要受隔離，加拿大也不例外。

  霍秀森本有事務想回美京 Washington D.C.，令弟勸她在病毒重起期間不宜

遠行。她非常熱情好客，宴請同學多次。Las Vegas大會，她因早有赴倫敦約，

不能參加，先在穗香請我們午餐作「補償」。我提起此事，她說早忘掉了。她

常作孟嘗君，真是貴人事忘。

  黃煥慶夫婦幾年前從洛衫磯搬來。府上在南三藩市。風景絕佳，可比美何府，

遙觀國際機場，遠眺航機起降，能不挑動遊子之心 ? 千金出閣時，席設三藩市

羊城餐館，菜餚之美，猶有餘甘。

  孫必興、吳冰明夫婦、賈士元、郭詩玲夫婦在三藩市嶺南小館購買了午餐。

這是譽滿灣區的餐館。飯後有何汝顯嫂蔡煒國安排的龍眼、蜜瓜、青葡萄子。

孫必興嫂吳冰明特製的檸檬蛋糕。吃得腸肥肚滿，回家時晚飯可免。唯一憾事

沒有請賈士元嫂郭詩玲獻技，因為沒有鋼琴伴奏。她那清脆女高音。我們在

Las Vegas 時已欣賞過。(見「往日情懷」一文 )，我們各人本帶有口罩，用餐

時索性除下。

  老同學聚首，總不免說些兒時舊事，雖然已是重演故調好多次。霍秀森對「補

習」一事，頗有微詞。我解說當年教師薪酬不很豐裕，這是學校眼開眼閉，給

職員賺些「外快」。孫必興和我談起「加餸」和「開餅櫃」。宿生伙食奇劣。

允許家人在外買菜作補充。必興跟着王劍輝 ( 馮惠馨老師兒子 )，每餐他開罐

頭，必興可分一杯羹，我更高攀，「傍」的是陳維揚、陳維浩兄弟，他們是陳

濟棠孫輩。「加餸」有臘腸、鹵味。何汝顯和我說起在平房象棋枱間「踢波子」，

陳明也參與戰事，陳明已故，是「大炮蕭」告知的，去年「大炮蕭」也辭世。

  下午有一特別精彩節目，何汝顯的精心製作。放影畢業後直至現在歷屆輝社

聚會照片。包括 Sunnyvale 王曦光府上瓷器禧、香港銀禧、屋崙銀禧、太浩湖

珍珠禧、多倫多珊瑚禧、三藩市紅寶石禧、New Jersey 藍寶石禧、香港金禧、

三藩市金禧、Las Vegas 翡翠禧、香港鑽禧、三藩市鑽禧……還有紐約慶崔琦

得諾貝爾獎大會，溫哥華加拿大同學日。我們要認出照片中的人物。這也是自

己從年青到年邁的寫照。多年前的照片，自己未必能指出自己，有一部份人物

遽返天家，後會無期，我曾參加本地四位同學喪禮 : 廖春柳、黃佑、王曦光、

朱伯衡。生離死別，人生不能避免。這些聚會照片，展示着自己一生的歷程。

見面時間的歡愉，雖是短暫，總是斷斷續續，也是漫步人生路，從黑髮到皓首。

不期然想起南宋詞人劉過的警句:「人生行樂，何事催彼鬢毛斑。」放下筆尖，

迷惘黯然。

再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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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聚 

 一簑煙雨任平生

   在 Covid 19 陰影籠罩下，三藩市輝社第三次集會於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四在

離三藩市三十多里的小鎮 Burlingame 帝國酒家 Grand Harbor 舉行。地點對我

甚是陌生。韋先生影印了一份三藩市到南灣地區火車時間表及 Burlingame 市

地圖給我。細觀下，餐館在海邊，近國際機場，距離火車站甚遠。正在為難際，

收到孫必興電郵。安排好早上十一時十分在 Millbrae 的祥興餐館門前等黃煥

慶、黃新芳夫婦私家車接我。但我仍覺得旅程稍迂迴曲折。正要向韋先生請教

如何用手機召喚 Uber，何汝顯傳來電訊，他和蔡煒幗嫂參加。好極了 ! 我於

當日十一時前乘十二號車抵達何府。

  上午準十一時到餐館的停車場。尚未下車，已見到羅愛碧和夫婿 Wilson Wu

先生陪同單瓊珠漫步走來。我們在車內打個招呼，寒暄幾句。用培正名義訂下

的客房在二樓入門處側。一張大圓桌擺上十四席位。地方寬敞，玻璃大窗外是

三藩市海灣。這輝社集會環境甚愜人意。早有多人在內。王端嫻、翁希傑嫂葉

秀瑜、孫必興嫂吳冰明都是美食專家，亦是帝國的常客，她們負責點各式佳餚，

包括馳名遠近的醉雞湯、义燒包、招牌煎麵……令我們大快朵頤，腸肥肚滿。

餐後很多剩的給部份同學「打包」回家。

  非常高興見到趙文權。他從美京搬來，寓東灣的 Walnut Creek，離

Burlingame 甚遠。他本來赴會有點猶豫。我和他通了三次電話，盡力遊說。

在病毒禁足時期，加上我們已是高齡，見面可不容易，非常珍惜聚首的機緣。

他的女兒 Joyce 照顧老父，無微不至，加上家務繁雜，要料理二小兒女。結果

在百忙中送文權到來。文權坐在我和黃煥慶中間。他記憶很清晰，數十年前往

事，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年青時居住在美東，兒子、女兒尚在童蒙，曾請煥

慶回家。少年同遊，異地再重逢，其喜可知。一九六八年和六九年，他在加州

Stockton 攻讀化學博士。每月總會出來三藩市，寄寓黃景輝家。每次都來寒

舍找我。和家母談得很投契。他很欣賞母親的烹飪。直至現在他仍在說，那時

他正在天涯流浪，無家可歸。母親待他如子侄，給予他羈旅時無限溫暖。所以

他和我有多次出外旅行。相聚時總有些莫名的親切。

  大圓桌面積甚廣，很難與對面坐者交談。我們找機會在餐前、餐後、小息時

溝通。驀然記起蘇軾「定風波」一詞。現錄下配合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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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

               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

               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

               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據蘇軾此詞前言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

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按此詞有雙關意味，亦可以喻人生。Covid 19病毒突然而來，震憾遺禍全球，

有若穿林打葉的狂風暴雨。單瓊珠告我，她和香港的姚霞姑頻通消息。在過去

兩年，香港防範病毒很謹慎，守得甚緊。最近一星期，染病者數目突然飆升，

幾乎每日上萬。有全民檢閱命令。且病房不夠，要效武漢當年，建臨時醫院。

霞姑甚擔心，不敢多出街。香港有七百萬人口 ; 而三藩市是人口不足九十萬小

城。Omicron 高峰期間，每日染病者達七、八千。韋先生亦中招了。他是替我

傳達手稿回香港同學會植字的。希傑勸我要停頓寫作，將視線轉移。所以加濃

了我培養植物和閱讀興趣。幸好韋先生已全部復原，我亦能重執筆墨。Covid 

19 不止是穿林打葉，簡直是將樹木連根拔起。

  詞的第二句是「吟嘯且徐行」。詞人告訴我們不要聽這穿林打葉聲音，漠視

這暴雨。吹着口哨，吟着詩句，氣定神閒慢慢踏步。在這病毒肆虐期間，在些

同學依然出外，盡量回到正常生活。在會中得悉數項 : 何汝顯，蔡煒幗夫婦南

下墨西哥 Ensenada，在海上渡過五日歡愉。翁希傑，葉秀瑜夫婦聖誕時和兒孫

乘遊船赴檀香山共享天倫之樂。孫必興，吳冰明夫婦往 Palm Spring，每日好

酒好吃，回家必興患了病，不是 Covid 19，而是痛風，行走頓覺困難，何汝顯

說他得了富貴症。趙文權和女兒一家飛紐約，和兒子一家同聚兩星期。而我呢?

飛 Tbilisi 班期取銷了三次 ; 高加索遊己成泡影。每月一次陽光明媚時給租

車錢韋先生，請他駕駛，遊金門橋對岸的 Marin 縣和 Sonoma 縣，發現很多絕

美風景在海濱和山林間。如從 Fairfax 往 Bolinas 山間的高山湖 Alpine Lake 

和 Tamales 國立公園內的 Heart’s Desire Beach。水光山色，絕不遜瑞士。

  漫步人生路，拿着竹杖作扶持，穿的是草鞋助足，不需要裘馬輕肥。知足常

樂，不必奢求。遇到挫折困難，不能避免，「一簑煙雨任平生」。穿的是草本

三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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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製成防雨衣，「任」是「放任」之意，飛來煙塵，撲面風雨，由它罷 ! 有

最樸實，最簡單的防避工具，一生可以安然渡過。抱着豁達心境，通透態度，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就這樣輕輕的過去嗎 ?有甚麼可怕的 ?

  成語中有「料峭春寒」。沉醉在酒中，即夢幻在奇想內。不現實的構思，被

春寒喚醒，不是不愉快事。身邊有好的同學在提醒着應走的路徑，這「微冷」

確對身心有益。

  況且暴雨過後，「山頭斜照卻相迎」。二零二二年是輝社藍星禧，孫必興和

我在席間談起，盧遂業從 Florida 來電話，提議在三藩市慶祝，像二十五年前

紅寶石禧。必興有很好的胚胎計劃 : 十一月慶祝，可湊合三藩市培正同學日。

傳統上有一精緻的藍水晶小座贈給藍星禧每人。他附近有一旅館，十一月週末

大減價，每晚租金一百一十元，他會在住所樓下租大客廳一天至二天給我們聚

舊。其中節目可伸縮自如。希望十一月時 Covid 19 已成歷史陳跡。輝社藍星

禧是迎來的山頭斜照。

  老年的好處是經歷了很多事故。回憶起來，甜在嘴邊，美在心頭。當然

榮辱得失，很難傾向一邊。不愉快的是人生考驗，處世教訓。「回首向來

蕭瑟處」，我們要效法趙文權，多多懷念往事。終點是「歸去」，「也無

風雨也無晴」回到無動於衷，一切都歸於平淡的，無驚無喜的自我。「晚

年」、「黃昏」等詞也可以去掉。



722 三重聚



723

1882 年的排華案

1882 年五月六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排華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將進入美國的鐵門緊緊關閉起來：美國不接受中國移民。

　　十九世紀的英國殖民地遍佈天下，國旗飄揚在地球每一角落，於是有“英

國無日落”的自誇。其實“中國人無日落”此口號，從十九世紀延至今天，

比英國切實得多。在我旅行閱歷中，遠自烏斯壁（Uzbekistan） 的塔什干

（Tashkent）和立陶宛（Lithuania）的維爾納斯（Vilnius），我都見到中國

餐館。先僑離鄉別井，遠涉重洋，到異地披荊斬棘，過着茹苦含辛，披星戴月

的生活，以求一枝棲，希望積聚一點餘錢回故里。這堅忍刻苦精神，贏得我無

上的景仰。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家馬可吐溫（Mark Twain）筆下記載是：“中國

人是沉默，愛和平，逆來順受的民族。他們勤於工作，不會酗酒。我很少見到

一個放浪形骸的中國人。一個懶惰的中國人，不會存在這社會中。”此話雖然

有溢美之處，但可以反映出早期美國文人對華僑的尊敬。

　　 十九世紀，加州（California）的淘金熱，吸引了很多來自南中國，尤

其是台山縣的農民，蜂湧赴金山。那時，清政府對海外移民處罰很凌厲，私自

逃離國境被捕回的，必處以斬首極刑。這些農民大多數因為故鄉土地多在山

區，太貧瘠，不宜耕種，所以鋌而走險，謀生於重洋外。憑着日以繼夜的勞力

和節儉到食則僅堪糊口，居則環堵蕭然（多是幾個單身漢同居一陋室），總有

點餘錢寄回故鄉養家，甚至辦取兄弟近親相繼來美謀生的。清政府見海外華僑

不斷匯錢回國，也改轅換轍，任由國民出外了。那時的移民，乘的卻是簡單的

貨船大艙，未踏足美國本土，已飽嘗太平洋風浪之苦。

  淘金已近尾聲。大批勞工湧進沿海大城市如舊金山。中華商會的前身六工會

已稍具雛型，這是早期代表華僑的組織。1864 年，六工會接到美國聯邦政府

的通知，要僱用大批勞工，協助建築橫貫美國東西的鐵路，由 Union Pacific

和 Central Pacific 兩大公司營辦。Union Pacific 負責從 Missouri 河開始向

西延伸的地段。Central Pacific 負責從太平洋海岸開始，跨越洛磯山 Rocky 

Mountains 的地段。這些淘金過後，在舊金山閒居無聊的單身漢聽到鐵路局請

人的消息，確是在青黃不接期間一大解決，紛紛應徵在 Central Pacific 旗

下。初期 Central Pacific 對這近萬的中國勞工，抱存疑態度，用最便宜的

工價，給他們最低下的工作。當路軌建至 Sierra Nevada 山腳時，面對巍巍高

山，束手無策。Central Pacific 四巨頭之一 Charles Crocker 建議，提升中

國人爆石開山，沿崖穿洞築路。大多數高層人物，相信中國人不能負此重責。

Crocker冷然回答：“這有何難，他們築了萬里長城，有甚麼不能迎刃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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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這些“Crocker's pets”（時人戲稱中國工人）不負眾望，使這橫貫東西

大鐵路西段，於 1866 年在洛磯山之東和東段接軌。這大鐵路成了美國的經濟

命脈，推進了美國的長足發展。

  1876 年開礦公司 Comstock Lode 破產，導致很多老百姓一生的積蓄蕩然無

存，甚至負債纍纍，房宇被抵押，贖回無期。失業人數日漸上升。加州一暴民

Dennis Kearny 應運而起。他本是一愛爾蘭藉船員，經營小生意有少許成就，

後誤聽友人說，將全部財產投資在開採銀礦上，血本無歸。他整天在建築地盤

內指控鐵路公司和地產公司壟斷商場；且遷怒中國人賤價效勞，剝削了白種勞

工的機會。開始時只有些流浪漢，匪類，聆聽他的惡毒咒詛。後來暢銷舊金山

二大報之一的 Chronicle 為了壓倒對手 Morning Call 以廣銷路，派專欄作家

將Dennis Kearny俚俗的演詞，改用優秀的文筆，每日載在“社會動態”頁上。

他終是成了被欺壓老百姓的代言人，替貧苦大眾吐氣的英雄。當加州勞工協會

成立時，Kearny 便被順水推舟地擁上領袖的座位。另一名報 Morning Call 不

甘後人，後來居上，替 Kearny 寫下激烈，火爆，煽動的政論。於是 Kearny 成

了加州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中國人遂成為待宰羔羊。後來 Kearny 的演詞

結尾總是這句：“中國人，滾吧！”在這期間內，很多中國人被投以石塊，被

洗劫一空，甚至被謀害。1876 年春天中國人在鐵路旁的小鎮和營幕集體地被

逐。單在 Truckee 一鎮，所有中國人都遭殃。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些被害

華僑完全沒有人權保障的。

　　1882 年五月六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排華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將進入美國的鐵門緊緊關閉起來：美國不接受中國移民。

  1882 年以前中國移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男性。比起來女性移民只不過是

點滴而已。排華案鐵定後，唐人埠和華人聚居處，簡直成了單身漢的社會。美

國掌權人嫌排華案不夠凌厲，於是有 1888 年的 Scott Act 作補充。這案指明

中國勞工不能進入美國，只有政府官員，教師，學生，商人和旅客可例外，甚

至後者過關時，在邊境接受嚴格的盤問，令他們覺自己是不受歡迎的人物，知

難而退。Scott Act強調中國人並不限於中國籍的，且包括來自歐洲，南美洲，

或太平洋各地的中國人，也在排斥之列。在美國境內寓居多年的中國勞工，回

中國訪親後，不能重踏上美國國土。

　　這排華案的補充的惡毒含意是很顯明的。離鄉別井，拋妻棄子的中國人不

敢妄想回鄉作家庭小聚，因為他不肯冒這一去不能回的險。留居美國的單身男

子漢被注定孤獨，寂寞地度過一生。只能遺囑託友人死後將骸骨運回故鄉入土

1882 年的排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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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安，和家人重聚。這人間悲劇是 Scott Act 製成的。美國是人種的大洪爐，

在二百多年歷史中只有中國人受到這不人道的待遇。舊金山的上海樓餐館（現

已不存在）曾掛下一上海人寫的七言絕句，道盡華僑的哀傷：

　　飲罷歸來月滿窗，夢魂萬里繞申江。

　　慰情尚有丹青在，寫出湖山認故邦。

　排華案在 1942 年始被廢除，長長六十年中，有多少無主孤魂客死異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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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詩人淚灑台灣

  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甲午戰爭後中日馬關條約簽訂，該

條約主要內容為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諸島與日本，並賠

償款二萬萬兩等等。該約簽訂後，俄，法，德三國強制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日

本出兵強佔台灣，台灣人民在徐驤，劉永福等率領下掀起抗日武裝鬥爭。居民

丘逢甲不肯身陷泥中，赧顏事敵，毅然拋棄家園，涉海回中原，臨別時寫下這

詩：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痛心疾首責怪大臣李鴻章和日本簽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

台灣的愛國志士雖然有心保衛鄉土，卻無力挽回這悲慘的命運。其實中日甲午

戰爭時，中國北洋海軍失敗，旅順，大連等地失陷，中國太阿倒特，受制於人，

清政府為几上肉，有待宰割，李鴻章無奈出此棄車保將計，放棄台灣，出動外

交，保存遼東半島，避免北京心腹長期受威脅也。

　　丘逢甲在絕境中稍存一絲微望，給友人的五律透露出他的希冀：

     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台。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

     棄地原非策，呼天儻見哀。十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

　　他料錯了！神州陸沉不止十年。台灣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方

被光復。四十年魔掌治下的漫漫長夜，故國衣冠，仍存幾許呢？今日台灣醞釀

着獨立運動，丘逢甲上天之靈有知，定怒髮衝冠啊！

丘逢甲遷回大陸，一年後登山向海峽彼岸遙望，滿懷悲恨，無從排解，不禁涕

淚縱橫，感慨下寫了：

    春愁難遣強登山，往事驚心淚欲潸。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

　　不錯，台灣是祖國不能支解的身軀一部分。這首詩可以代表全部中國人民

的心聲，丘逢甲雖然對目前國事悲觀，但他寄望將來有偉人出來能義旗東指，

還我河山！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聖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台灣幾經艱難，方重回祖國懷抱，那些要將台灣分裂出去的人，身後有何面

目向丘逢甲作交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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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雞起舞的故事

聞雞起舞此典故出於晉書．祖逖傳。現節錄其事於下：

  祖逖，范陽人，為北州舊姓。性豁蕩，不修儀檢。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

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司空劉琨俱為

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

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

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

 祖逖劉琨二人生逢亂世，值西晉八王之亂，五胡亂華之期。後二人皆捐身許

國。劉琨親率精兵恢復太原，被晉愍帝委任為并州刺史。雄據一方，以重兵擾

石勒之後，太原遂成華北的中流砥柱。石勒每為琨制肘，不能飲馬長江，南下

金陵。江東舊國衣冠賴此得存。後東晉權臣王敦心懷異志，暗指使鮮卑族幽州

刺史執琨囚殺之。卒年四十八。琨自知必死，神色不變，遺下絕命詩句有云：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千載之下，猶有生氣。

　祖逖自組義師，孤軍北伐，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

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嘆。逖盡恢復黃河以南之土地。與石勒隔河對壘。

王敦忌其成功，派戴淵為都督。逖以淵為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而自

己翦荊棘，收河南地，一旦被統於人，意甚怏怏。且聞王敦有不臣之心，排除

異己，朝廷內亂將發，大功終不遂也，悲憤發病。東晉元帝大興四年（公元

321 年）祖逖在雍丘病逝，年五十六。

　聞雞起舞此成語是用來喻人慷慨勵志，發奮圖強。劉琨祖逖聞雞啼，凌晨起

床舞劍，互相勉勵，後來在功業上各樹一幟，雖然都是悲劇收場，但同是彪炳

史冊，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在二十四史中，我對晉書特別喜愛，因為

它收集了很多有色彩的故事。聞雞起舞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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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書編者唐朝開國名相房玄齡對聞雞起舞有不同的看法。現錄下他的史評：

  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

耳！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

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

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

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

  按房氏此言，對劉祖二人生平先貶後褒。劉琨少年時身污權貴賈謐府中，且

為逆臣司馬倫羅致，確實有損清議。祖逖自幼磊落英多，疏財仗義，並無瑕疵，

房氏以聞雞起舞誣為貪亂者，未免是書生酸腐之見，不能使讀史者心悅誠服

也。

聞雞起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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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故事 -雞鳴狗盜

  雞鳴狗盜一般指蠅營狗苟，略具雕蟲小技之徒。這成語出處是史記孟嘗君列

傳。孟嘗君原名田文，是戰國七雄之一的齊國宗室，以庶子得父親丞相田嬰寵

愛，後繼父位，被封於薛縣。孟嘗君在薛，招納賓客，甚至亡命罪犯，食客達

數千人，勢力坐大，頗遭齊君主湣王之忌。

　時秦昭王聞孟嘗君之名，如雷貫耳，求見之。時秦國的涇陽君出使齊國，昭

王指定孟嘗君為回報使者。孟嘗君整頓行裝，準備西向。門下賓客認為秦國是

虎狼之邦，此行甚危，諫止之，孟嘗君義不能辭。說客蘇秦之弟蘇代恰在幕下，

對孟嘗君說：“我聽到木偶和土偶的對白，木偶說：‘天下雨，你將全身潰

散。’，土偶說：‘我本是泥做的，潰散後仍為泥團，大雨後氾濫成渠，你隨

波逐流，不知最後棲身何處。’”。蘇代的暗喻，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

嘗君，以涇陽君本是齊人，羈旅秦國，充任秦使回齊。孟嘗君明白蘇代言中之

物，於是終止秦廷之行。

　齊湣王見有此大好良機拔除眼中釘，遂以官方下令派孟嘗君入秦。初秦昭王

聞孟嘗君的本領，大大重用之。秦人嫉妒，向昭王進讒：“孟嘗君雖賢，是齊

國王族也。今相秦，盡知我國虛實，通款曲於齊，秦危矣。”昭王便將孟嘗君

軟禁，且打算將他殺掉。孟嘗君知其陰謀，派門客向昭王的寵姬求解，姬索取

狐白裘作報，因為這裘價值千金，天下無雙。奈何初入秦時，此裘已作禮品送

給昭王，他再沒有同等級的狐白裘了。

　　在苦思每計之際，隨從中一人挺身而出：“我本是小偷出身，黑夜可扮狗，

竄入秦宮，盜回此裘。”果然此人在月黑風高時，跳牆攀樑，潛入秦昭王室，

取狐白裘還給孟嘗君；他立即轉送寵姬。姬得裘後，向昭王告“枕頭狀”。孟

嘗君是齊國王族，殺之結怨於齊。囚之養此無用之人，徒浪費秦國米飯，不如

放他走罷。昭王同意，釋放孟嘗君。

　　孟嘗君從囹圄出來，改姓名，易容貌，含枚疾走。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

放掉孟嘗君，頓生悔意，傳令使人馳馬追捕，急如星火。孟嘗君至關，見重門

深鎖，行不得也。秦法有例，破曉時方開關放出行人。孟嘗君知道追者將至，

如熱鍋上螞蟻，幸好隨從中有一人能效雞啼，引起關內眾雞齊鳴。守關者以為

天明，依例開關，孟嘗君一行人魚貫而出。果然秦馬隊接踵而來，間不容髮，

秦迫兵抵達關口，孟嘗君已遠遁，真是“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了。孟嘗君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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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鳴狗盜者脫離險境，初諸賓客以此二人出身下賤，恥與為伍，經此事後對此

二人方刮目相看。

　　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對雞鳴狗盜有獨特的看法。他寫了一小品文論此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

君特得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

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

也。

　　王安石此文短小精悍，咄咄逼人，的確是絕妙好辭。他看重“一士”，當

然是像他一樣經綸濟世之才，可以強齊制秦，根本用不著雞鳴狗盜般的小人。

我認為他忽視了現實的歷史背景。孟嘗君和齊湣王有很深的芥蒂，不似他得君

於宋神宗，在忌主身前有自全之計已成了一大問題。孟嘗君不執齊國之政，有

尋找這“一士”的必要嗎？王安石放手行新法，元老重臣如司馬光等都不和他

合作。左右如呂惠卿等都是小有才的小人。他的人際關係頗遭物議。結果在他

執意孤行下，新政一敗塗地，求有雞鳴狗盜者幫忙亦不可得也。王安石的政治

手腕大大低於後來明神宗時的張居正，以文而論，王安石的個性和文采，躍然

紙上。

　　我認為孟嘗君只宜充任黑社會或江湖幫會的領袖，不是國家棟樑宰相的材

料。現列舉二事證明之：

　　孟嘗君經過趙國，趙平原君待他如上賓。趙人素聞他大名，出外圍睹之。

見他個子矮短，相笑曰：“我以為他是彪形大漢，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而已。” 

孟嘗君聽此語大怒，驅使隨從斫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丞相肚裏可撐

船”，他毫無容量，因一絮語而屠一縣，不仁甚矣！

　　孟嘗君嫉齊王重用秦亡將呂禮，寫信給秦相穰候，命秦兵攻齊索取呂禮。

果然秦昭王伐齊，呂禮再度逃亡他去。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惜引敵兵攻打家

國，其人格卑劣可見。所以孟嘗君只能作雞鳴狗盜者的首領，為何王安石對他

有如許高的期望呢？

　　太史公司馬遷對孟嘗君有比較公允的評價：“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

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以疏財仗義，浪得

虛名。司馬遷微言大義，點出他為社會毒害，若生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定為黑

手黨領袖無疑。

成語故事 -雞鳴狗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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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故事 -打線剖雞

  打線剖雞這故事源於南齊書“傅琰傳”。傅琰生在中國歷史大變亂時代南北

朝南方閥閱世家，曾先後當諸暨，吳興，山陰各縣的縣令，以判獄明察著名，

是一位拯民於水火的好官。他身跨南宋，南齊二朝。齊太祖蕭道成以山陰獄訟

煩積，命傅琰重作馮婦，再為山陰縣長。

　　有賣針賣糖兩老婦爭團絲，各操文詞，紛紜難定，傅琰一語不發，繞團絲

縛在庭內圓柱上，取鞭打之。然後仔細察視。他見內有鐵屑，心中了然，乃罰

賣糖者。又有二野父爭雞。傅琰各問雞的飼料是甚麼？一人答是黍米；一人答

是黃豆。於是他破雞腹，見胃內尚有黍米的殘餘。於是他命言豆者除賠還一雞

給言黍者外，且向縣政府交罰金。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後齊太祖提升

他為益州刺史，宋寧太守等獨當一面的地方官，所在都很有政績。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傅琰早年遭母喪，居家守孝。鄰家失火，延繞琰屋，

他抱着靈柩，不敢離開。鄰居等競來赴救；傅琰和母親遺體僥幸俱全，但股髀

之間，已被煙火灼傷。

　　打線剖雞此事在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場面中不過是一小水花而已。南朝劉

宋末期，骨肉相殘，內亂不已。右衛將軍蕭道成助宋皇朝討平逆亂，因功成勢，

有取而代之的篡位野心。道成先後撲滅當時的軍事勢力沈攸之和袁粲，朝中再

沒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對手，遂順利篡宋，且大舉殘殺前朝皇族。蕭道成於民無

功，冷手執個熱煎堆，三代後齊皇室又發生巨變，遠宗蕭鸞篡位，是齊明帝，

殘殺蕭道成直系子孫，手段毒辣，前所未有。南朝皇室上頭的動盪，有如山洪

暴發，一瀉萬里。清明官吏傅琰只不過是補缺堤一小孔，維護部分的良田罷。

我們讀史，絕不可看輕打線剖雞芝麻般小事。明遺臣大儒王夫之說得對：“唯

縣令之卑也而近於民，可以達民之甘苦而悉其情偽。”不幸生在大動亂的時代，

賴有像傅琰秦鏡高懸的父母官庇護，老百姓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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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大地震嚇走歌王

  Enrico Caruso(1873 - 1921) 出生於意大利奈波里 (Naples) 的貧民窟區

內。他以肥矮的身型雄霸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和美國歌壇垂二十多年。雖然他是

歐、美各大歌劇院爭取且用重金聘請的首席男高音，他的蓬勃事業發展多在

北美洲 ; 在此處將他出神入化的歌聲灌碟，風行全世界。他的歌藝已臻登峰造

極，別人難望其項背。1894 年他在 Naples 歌劇院演出 Morelli 的 L’Amico 

Francesco 一劇中的男主角首次和觀眾露臉，便鐵定了在舞台上泰山北斗的

地位。早期他的演技尚未入流，但隨時日漸鍛練得精湛，尤其是歌劇中的喜

劇。Donizetti 的 The Elixir of Love 演出，Nemorino 一角被歌劇評家公

認為 Caruso 將此角色塑造完美到後人不能有所修改。他晚年時曾動過喉部的

外科手術，聲線變得更深沉穩重。他的音域可降到男中音的境地，他雖沒有

像後來 Pavarotti 的本領把嗓子提到最高的音符 high C。他總巧妙避開用稍

低的音符取代，給聽眾是顯赫滑浪的高音。他是轉動調子 legato 和改變音節

portamento 的能手，聽來多麼圓滑自然。避免演出歌劇如 The Daughter of 

Regiment 是他明智的決定，因為男高音長、短曲內隱藏着很多高音符 high C。

「小丑情淚」Pagliacci 的男主角被演繹得栩栩如生，聲淚俱下，動人心脾。

他於 1921 年染上嚴重支氣管炎演變成肺炎，病逝在故鄉 Naples。因他在去世

之日，歌聲從未有衰退徵兆，仍保留著全盛時代的雄渾。聽眾和觀眾永久地懷

念著他。

  作家 Giacomo Puccini 非常欣賞 Caruso 的技藝，Puccini 初會 Caruso，聽

到他的聲藝，拍案叫絕 :「這是神給我送來的歌手」。號定 Caruso 是新劇 La 

Boheme 的男主角，後來 Puccini 以舊金山和 Sierra Nevada 山脈作背景撰寫歌

劇「西部牛女」La Fanciulla del West。Caruso 被指定是男角 Dick Johnson 

的理想人選。1906 年 4 月 18 日舊金山大地震前夕，Caruso 就在舊金山演出

「西部牛女」。他寓居在 Market Street 的 Palace Hotel。清晨地震後他從

旅館倉皇逃出，衣冠不整，滿面于思，神色驚惶，找人帶他到輪渡碼頭僱船赴

Oakland，匆匆往火車站去。他踏上火車時說了一句話 :「此城太可怕了，我永

遠不會再回來。」於是掉頭而去，永不回顧。在舊金山大地震一百一十五週年

之際，我寫這小小趣聞軼事，聊作紀念罷。



733

初試啼聲與牝雞司晨

  雞是古時中國農村不能缺少的動物。晨曦時雞擾人清夢；農夫急於起床赴田

野操作。早行者更賴雞啼作起步的訊號。唐溫庭筠（約812-約 870）用兩句詩：

“雞聲茅屋月，人跡板橋霜…”十個實字刻劃出旅行之辛苦，客思之蒼涼。清

王九齡的“世間何物催人老？半是雞聲半馬蹄！”寫了雞叫和馬蹄聲常伴着旅

客；一生的光陰不覺流失了。絃外之音，令人回味，念年華漸逝，歲月催人，

確使人心酸淚落。當然雄雞中啼聲最嘹亮動聽的乃是雞中極品。所以成語中

“初試啼聲，便知英物”形容一鳴驚人的處女作。

  此成語出處是晉書“桓溫傳”。桓溫（312-373）出世不久，父親桓彝的好

友東晉名臣溫嶠往探視之，見他骨格異於常嬰，故意拍打他，嬰孩大哭，聲震

四座，溫嶠對桓彝說：“真英物也！”彝以孩子為嶠賞識，故遂名之曰溫。桓

溫長成後相貌堂堂，身型魁偉，被晉明帝選為女兒南康公主的附馬。晉永和三

年（347），桓溫率兵入蜀，一舉滅成漢，擒蜀主李勢解送南京，威望鵲起。

以李勢妹為妾，寵冠後室。南康公主妒念大發，率數十婢佩白刃將襲之，正值

李氏梳頭，長髮委地，膚色玉曜，卓立亭亭，見數十婦女持刀洶洶而入，神色

鎮靜，不為動容，徐徐泫然謂南康公主曰：“國破家亡，身不由己，今日無奈

至此，內心酸楚，若能見殺，乃是本懷，成全之意，感激不盡。”慢慢地用手

捲起長髮，引頸就戮，神情甚是凄惋。南康公主頓生憐愛之心，趨前抱着她：

“妹子我見猶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如親妹。

  桓溫小有才而心術不正，意欲先立功異域然後取代東晉江山，自登皇帝寶

座。晉穆帝永和十年（345），水陸兩路征關中，大敗前秦苻健，軍臨灞上，

三秦父老持牛酒迎溫於路上，對他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桓溫聞王

猛名重一時，是三秦豪傑之首，召見之，猛衣衫襤褸而詣之。溫問當世之事，

猛侃侃而談，捫蝨而言，儼若無人，冷然諷溫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

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未知公真正用心何在？”一言挑出桓溫擁寇自重，兵威

朝廷的私心，溫滿面羞慚，無以酬之，只好支吾應答。後溫回師江東，邀王猛

俱南，猛和老師諮商，終以溫擁權懷私，非國家棟樑也，婉辭之，留在關中。

後王猛佐秦王苻堅，東征西討，在北方創一小康之局。這幕捫蝨談兵，終成一

歷史佳語。王猛是當時的天下奇材，桓溫竟失諸交臂，當面錯過，所以文學家

毛宗崗在評註三國演義時有“桓溫不能識王猛”一句評語。

　桓溫回江東後，植黨營私，經理門戶，志在適時篡晉。時謝安棲遲東土，放

情丘壑，絲竹自娛，屢辭朝廷爵命。桓溫時聞“安石（謝安字）不出，如蒼生

何！”的輿論。強徵謝安入仕，安不得辭，見桓溫，歡若平生。然桓溫能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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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而不能用謝安。安乃晉的世臣，政治抱負和桓溫背道而馳，在桓溫幕下依違

其間，陽奉陰背，數沮溫篡位之謀。王猛（325-375），謝安（320-385）是東

晉和五胡十六國期間的第一流人物，是中國文學家和史學家公認的。所謂“中

原人物思王猛，江左風流愧謝安。”桓溫不能和他們合作，大遜劉備對諸葛亮

的“如魚得水”，有負孩提時溫嶠“初試啼聲，便知英物”的期望。

　東晉海西公太和四年（369），桓溫自兗州伐前燕，欲成功後便回來篡位。

誰知天不從人願，被燕將慕容垂大敗於枋頭。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

立功河朔，還受帝位，既逢覆敗，名實頓減。回朝廷後廢海西公立簡文帝，多

所廢徙誅殺以掩羞慚。晉室存亡之勢有如累卵。簡文帝病篤，謝安入受顧命。

端默凝靜，以應巨變，謂同僚王坦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見桓溫，

從容就席。時溫威震內外，人情洶洶，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幼主

孝武帝，終能輯穆。桓溫患重病，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

之，由是歷旬不就。桓溫病亡，篡位之事，也胎死腹中了。謝安用緩兵之計和

虛與委蛇之策，終於使東晉皇室渡過危機。桓溫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曾

肆言：“大丈夫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歲耶！”此起同期人物王猛，

謝安，中駟之才而已。王猛不屑與之同伍，自願滯留北方，立功氐庭，另起爐

灶，謝安陽似同流，潛伏幕內，進行阻撓傾覆工作。保晉室於垂危，玩桓氏於

股掌，確實了不起。晉書將桓溫傳編在各列傳之後，以逆臣處之，實其“遺臭

萬歲”之語。傳內記一趣事挖苦他：“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即司馬懿），

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

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

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

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

不怡者數日。”雛雞啼叫，終不成鳳鳴之音，初試啼聲，溫嶠失耳甚矣！

　雄雞曉啼，警人早起，勤於耕耘，是職分所在。若換了母雞作晨啼，便是咄

咄怪事。成語中“牝雞司晨”是喻女人當權的。古時中國社會以男性為中心；

牝雞司晨多少含有貶意。在中國歷史上，牝雞司晨的事件多得很。耳熟能詳的

如此魏胡太后和清代慈禧太后寵任群小，弄權誤國，是史評者鞭韃對象。能幹

的女人如武則天，改唐為周，登九五之尊，用名相狄仁傑將天下治理得井井有

條。如北宋哲宗祖母宣仁高太后，越兩代垂簾聽政，任老臣司馬光，革除新政

各弊端。武高二人在歷史的建樹，功多於過，也難免道學家口誅筆伐，因為牝

雞司晨的不祥。我在此小文要談的是明憲宗和萬貴妃的母子情結，這是中國歷

史上鮮為人知而很富色彩的畸形戀。

初試啼聲與牝雞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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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貴妃山東諸城人，四歲選入掖庭，為明宣宗孫皇后（即憲宗祖母）宮女。

及長侍憲宗於東宮。憲宗年十六即位，妃已三十有五，機警善迎帝意，和吳后

爭寵，纔廢皇后。自是萬妃獨擅專房，六宮希得進御。成化二年正月（1466）

生皇第一子；帝大喜，派使者祭祀各地山川慶賀之，冊封萬妃為貴妃。不久，

皇子夭折，妃自此亦不復有孕矣。當時廷內諸臣以帝未有內嗣為憂，每請帝廣

施恩澤以製造繼承人。帝寵貴妃，不暇他顧，推辭諸臣曰：“此家事也，朕自

有主。”貴妃聞此語益驕橫。中宮用事者，一忤意立見斥逐。其餘妃嬪偶被御

幸有娠者，萬貴妃必使人以藥灌之墮其胎。寵任宦官汪直，梁芳等，苛歛民財

以供貴妃奇技淫巧恣慾。且命汪直設西廠偵察朝臣動態，若知有微詞不利己

者，必設法貶逐之。牝雞司晨，橫流禍溢甚矣！

　為何明憲宗迷戀一個比自己年長十九年，徐娘半老的女人？這是一歷史謎。

用近代心理學分析之，明憲宗和萬貴妃關係有類子母。憲宗朱見深童年時經歷

過驚濤駭浪。父親明英宗聽宦官王振邪說。邊疆啟禍，為也先族人擒獲，遂至

乘輿播遷，國中無主，大臣于謙赤手挽銀河，果斷擁立叔父明景帝。太子朱見

深也跟着被廢為沂王。英宗被贖回國，居太上皇之位，後不甘寂寞，和石亨，

徐有貞及宦官曹吉祥策動奪門之變，廢景帝復辟。殺于謙；朱見深復立為太子。

在這動盪期間內，孫太后命萬妃呵護撫育太子，這是明憲宗童年時唯一穩定因

素。須知道明朝宮廷內鬥，兄弟鬩牆的事件是很殘酷的。明成祖以燕王奪嫡，

慘害建文帝子孫和諸臣便是前車之鑑。明憲宗得以保存，對萬妃感激莫名，這

戀母情結在他童年時代便牢牢打實。明朝皇室還有一惡例，是皇帝駕崩，宮妃

殉葬（此例後被明英宗廢除）。從萬妃立場來看，一線生機是產生皇子。當孫

太后命萬妃照料護衛太子時，這天大機會跌落在她手上。萬妃可以說是明憲宗

性教育的啟蒙導師。

  明憲宗是具有矛盾性格的人。他對萬貴妃除敬畏迷戀外，是有真正愛情依繫

的。同時亦難免貴為帝皇的陋習，沾花惹草。紀淑妃本是廣西賀縣蠻土官女。

成化中被俘入掖庭，封為女史。憲宗見她敏慧而警通文字，應對稱旨，悅而臨

幸之，因而有孕。萬貴妃聞知大怒，命心腹宮人往害之。紀妃素有人緣，宮人

偽報她臨產病危。萬貴妃謫紀妃居安樂堂，任由她自斃。後紀妃生明孝宗，不

敢留，使門監張敏溺之。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私自哺育之；帝

和萬貴妃不知也。成化十一年（1475），帝召張敏理髮，照鏡見髮開始斑白，

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

在？敏道其實。帝大喜，即日遣使往迎皇子。使至；紀妃抱皇子泣曰：“兒去

吾不得生，兒見萬袍有鬚者，即兒父也。”皇子長髮披地走投帝懷。群臣皆大

喜。明日入賀帝；帝頒詔天下，移紀淑妃居永壽宮。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群

初試啼聲與牝雞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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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誤我。”其年六月，紀妃暴斃，傳聞實萬貴妃害之。太監張敏懼，亦吞金自

殺。周太后（英宗皇后）語帝曰：“以兒付我。”孝宗遂和周太后同居仁壽宮。

一日萬貴妃宴請太子，周太后謂太子曰：“兒可去，但不可進食也”。太子至，

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曰：“疑有毒。”萬貴妃大恚曰：“是兒數歲

即如此，他日魚肉我矣！”

  成化二十三年春（1487），萬貴妃暴疾薨，年五十八歲。明通鑑考異曰：“萬

貴妃為謀易東宮，憤事不成，他日恐受魚肉之禍，因自殺耳。”我認為此言太

武斷。孝宗被立為太子是十二年前事，萬貴妃養尊處優，心廣體胖。以當時醫

學水平，她已是一垂暮老婦，惹來心臟血管惡疾是很尋常的。她是一剛烈女子，

何必待太子立後十二年方畏禍自殺？明憲宗對萬貴妃之愛情，生死不渝。他聽

到死訊，淒然曰：“萬貴妃死，我亦不久人世矣！”果然，四個月後，憲宗駕崩。

有些攀龍附鳳的人要求明孝宗重翻紀妃暴斃疑案，治罪萬貴妃外家。孝宗以萬

貴妃是先帝寵愛之人，不忍重違父意，對這些“拍馬屁”者，置諸不理。明朝

多庸劣皇帝，明憲宗登位後，上景帝尊號，雪于謙之冤，任用商輅，減賦省刑，

閭里充足，恢恢有人君之度。獨迷戀萬貴妃，寵信宦官汪直，西廠橫恣，盜竊

威柄。明代宦官之禍，流毒不息，是他最大的政治污點。

  這兩個和雞有關的成語典故中，桓溫和萬貴妃是二位反面人物。桓溫是死於

蘇峻之難的忠臣桓彝之子。本是東晉世臣兼晉明帝的女婿。處高位而有覬覦非

分之思，碰上謝安棋高一着，事事制裁之，終於身敗名裂，貽笑後世。萬貴妃

處明代暴虐頻仍之朝，獲求生之機，手段雖然狠辣點，勉強可說是情有可原。

她和明憲宗的母子戀情，比起南北朝時劉宋孝武帝上烝生母路太后，純真得

多。

初試啼聲與牝雞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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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洵論英明領袖的條件

  宋蘇洵（1009-1066）論人主須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方

能駕馭英才，成就偉業。時至今天，此話仍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遑論一邦或

一國之主，就是一小小的社團首領，也應具有此三條件方能推進業務，將會所

發揚光大。

　　會中人才濟濟，各有所長，作為首領的定要明察秋毫，將每項任務託付給

最有資歷負責的人，他方能勝任愉快，將事件處理得井井有條，速奏奇功。若

首領具有知人之明的眼光，會中必用無遺才了。然此話談何容易，知人之明隱

含着深湛的才智學識，忍耐的細心觀察，和果斷的明確選拔。

　　單有知人之明是不夠的。領袖本身亦要有才德足以服人的條件。經綸濟世

之才不是蠅營狗苟之徒，可以呼之必來，揮之則去的。這可以解釋中國歷史

上有很多楚材晉用的例子。最為人知曉的三國時姜維本是魏將，後為諸葛亮降

伏，在西蜀度過戎馬一生，蜀亡後為劉禪效死。清初名臣范文程，家世顯赫，

是北宋抗擊西夏，拱護邊陲的儒將范仲淹十八世裔孫。故鄉撫順淪陷後金（即

清末入關前稱號），後被清太宗提拔，參與軍政。運籌帷幄，用反間計殺掉明

將袁崇煥，用陰柔策勸守邊大將洪承疇歸順。清兵順利入關，定鼎江山，范文

程居功甚偉。很顯然，姜維和范文程同是楚才晉用，彪炳史策。蜀相諸葛亮和

清太宗皇太極發揮用人之才到極端。

　　最後一條“容人之量”是人主最難做到的。人總是有缺點，天下奇才也不

例外。用人能取其長而包含其短便需要有汪洪大量了。唐太宗李世民最懂其中

三昧。開國名將尉遲敬德恃功生驕，凌侮同僚。唐太宗多方容忍他而在背後訓

勸他。所以君臣能全始終。太宗乃歷史上難得的明主也。用人能“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忌仇”方能做到盡善盡美，前句只不過是“知人之明”罷，後句能用仇

敵便需要“容人之量”了。三國時曹操有此本領。我們且讀資治通鑑漢獻帝建

安十年（公元 205 年）的記載：

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

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所撰的檄文，文筆鋒銳，是中國文學史上五大檄

文之一。數曹操父為宦官曹騰養子，騰與其他宦官“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

化害人”。又揭發操“殘賢害善，專制朝政，發掘墳陵”之罪。三國演義對此

事有戲劇性的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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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琳反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刀斧手滿以為他犯了瀰天大罪，將他

押出，準備推去斬首。操命釋其縛，用為記室，管理文書。

　　明毛宗崗極力推崇曹操此優點：“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又似乎寬；不

追關羽，而全其節，則又似乎義。”

　　能全部符合蘇洵三條件的，似乎只有水滸傳中的梁山頭子及時雨宋江。現

抄下民國小說家張恨水論水滸人物中矮腳虎王英一段：

  若以此論宋江，則幾乎能兼之矣。試觀水滸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齊，性情各

異，而或重情義，宋即以情義動之；或愛禮貌，宋即亦禮貌加之；或貪嗜好，

宋即以嗜好足之。於是指揮若定，一一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

輕生死，宋即處心積慮，覓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僅予之而已，且使扈

拜宋太公為父，以增高其身分，儼然周公瑾所謂：“內託骨肉之親，外結君臣

之義焉。”宋之用人手腕，真無孔不入也哉！謂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則矮腳夫

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順之殺卻劉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與之火拼，重色如此，

薄義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武夫，卒滿足其慾望而別用之，以後

下山細作，常常差遣此一長一矮之夫婦。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

對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猶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滸何嘗寫王英，寫宋

江也！

　　 我們企圖在中國歷史領袖叢中求全才，只能在小說內得之。世間多有自

以為了不起，滿有領袖慾之人。未知他們有否反躬自問，考慮到蘇洵三條件

否？

蘇洵論英明領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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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上海樓餐館

  在都板街（Grant Avenue）的上海樓（Shanghai Low）是我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第一間踏進的餐館，在我剛滿十五歲那年，移民到美國，甫下飛

機，辦妥入境手續，父親便帶我到上海樓吃午餐。那棗紅色的地氈，雕花的樑

柱，用紅木和雲石製成的檯椅，穿了民初服飾的侍者，都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

印象。這是父親有意的安排罷。雖遠漂重洋，故國宛然在目，使環境的轉換來

得不太突然，於是上海樓在我的心底下繫了不可解的情意結。

　　父親去世後，每月總有一次到上海樓用膳，都是和母親去的，我們喜歡坐

在後面靠窗的位置，臨望着聖瑪利公園（St. Mary's Square）的景色。一列

高直婆娑的樹，孫中山銅像的背後就在枝葉掩映中，有悠閒的老人坐在椅上閱

報或憩息，有白鴿群在地面上嬉戲，有孩子們在草坪上捉迷藏，多麼寧謐的景

象，和正門外都板街熱哄哄的鬧市對比，簡直是世外和人間相照。

  最難忘的是館內天花板吊滿了不同款式和形狀的宮燈，二樓到三樓的大樓梯

的頂端站着幾位穿粵劇戲服的人像，似乎包括了關羽，周倉。掛了一幅龐大的

杭州西湖全景，旁邊是兩首七言絕句。一首是：

       飲罷歸來月滿窗，夢魂萬里繞申江，

       慰情尚有丹青在，寫出湖山認故邦。

作者不署名。“申江”二字微露端倪，這作者是上海人，從褪了色的詩畫猜測

詩成的年份，一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要知道當時交通頗不方便，從美國回

唐山要乘輪船的。海外華僑的生活很艱苦，忙於覓食和養重洋萬里外的家，那

有餘裕的金錢和時間重返故國，這首詩顯露出作者內心的煎熬，思家情懷，躍

然紙上了。

　　可惜我沒有把另一首詩記下來，是用“蒪鱸之思”的典故的。西晉八王之

亂時（西曆290-311），司馬氏自相殘殺，局勢河泱魚爛。有一位文學家張翰，

籍貫松江，即現在上海市一部分，在齊王司馬冏幕僚下任職，見天下大亂，因

秋風起，憶及吳中菰菜，蒪羹，鱸魚膾等美味，遂嘆說：“人生貴得適志，何

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毅然辭官回鄉。所以作者因餐館名號是上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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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海人的故事，寄寓而懷念自己遠在上海的家。此情此景，是何等貼切啊！

　

  另一位生逢八王之亂上海籍（華亭）文學家下場就慘了。陸機（261-303）

祖父陸遜，父親陸抗是三國時東吳名將。吳亡後，他和兩位弟弟陸雲，陸耽到

洛陽謀差事，宦海浮沉，竟淪為趙王司馬倫門下作文書。陸機文名遠播，唐太

宗李世民評他的文學成就是：

     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同舒，若重巖之積秀。

     千條析理，則電圻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

  司馬倫篡位後被誅，司馬冏懷疑九錫文和禪詔是陸機的手筆，就定了他的死

刑。成都王司馬穎代他申理說情，方減為徒刑。後遇赦被放，當時中州多故，

他的兩好友顧榮，戴淵勸他不如趁此回鄉罷。陸機感激司馬穎全濟之恩，決定

留下來替他服務以作報答。長沙王司馬乂兵起，穎竟違眾提拔陸機作統帥，當

時北土宿將因妒忌不和他合作。他在河橋七里澗打了敗仗，幾乎全軍覆沒。司

馬穎聽了讒言，說機有通敵之心，勃然大怒，下令在軍中處斬。陸機聞訊，卸

戎裝，換上白袍，遺牋給司馬穎，情詞凄惋，臨刑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

乎？”想到故鄉上海鶴鳴之聲，不能再聽得到了。但已太遲了，兩位弟弟也受

到株連，一同遇害。

  上海樓亦是我款宴友人的場所。孫甄陶先生是我的父執輩，因為我初中三讀

了一個月便移民來美，中文根基很弱，所以在工餘時鑽研古籍，遇到疑難處便

請教於他，他總傾懷以授。我告訴他上海樓有兩首好詩，請他吃晚飯後欣賞，

他讀過後也認為然，並說“故鄉”一詞比“故邦”好，但作者為韻腳，被逼用

了“邦”字，順便解說舊詩平仄，韻的規律，並要我試撰一首給他看，我自忖

沒有作詩的天分。但長者有命不敢辭，於是搜索枯腸，仿效毛宗崗詠三國人物

的手法，寫下我生平唯一的詩，是七言絕句一首，題目是“詠陸機”：

     且將餘命付新知，羈旅飄零帥虎師。

     河橋兵敗臨刑日，猶嘆華亭鶴唳時。

  呈給孫先生，他閱時點頭微笑，並說出很客氣的鼓勵的話：“不錯，不錯。

初試啼聲，有如此成績，已是很難得了，平仄和韻腳也沒有出錯。在詞藻修飾

懷念上海樓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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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多用點功夫，找不同的題材，放膽寫下去，定有進步的。”言猶在耳，屈

指一算，倏忽已過了三十年。只是我以後再不敢作詩，寧可在歷史科寫些文章，

有負孫伯的期望。

  三十年來物換星移，上海樓餐館，也像市內名勝如狐狸大戲院（Fox 

Theatre），巴黎城百貨公司（City of Paris Department Store），和海濱

遊樂場（Play Land），受着時間潮流的沖擊，在舊金山地圖上消失了，舊址

已改為道教的青松觀和蓮香素菜館。一日從市中心漫步回華埠，遇上了狂風暴

雨，走上了蓮香素菜館稍避，順便吃午餐。室內佈置，大異於當年的上海樓，

那些雕樑畫棟，古意盎然，早已蕩然無存。唯獨後窗外聖馬利公園的景物，依

稀彷彿昔年。“往事依稀渾似夢，都隨風雨到心頭。”一幕幕前塵往事，湧上

心頭。父母親，孫伯墓木已拱多年，而自己呢？雖不能說飽經憂患但面上也滿

蓋了塵世風霜，頭髮稀疏，兩鬢斑白了，正是風月依然，人物安在，心底下不

勝唏噓惆悵。

  也許上海樓不是我回憶中那麼美好，我真正惋惜的，不是它的消失，而是自

己一去不復返的墨綠年華，我不期然記起了孫伯詩中的兩句：“銀燈隨水逝，

金縷與時消。”青年，中年，老年都是人生的過程，每一期間都有他的高潮和

低落處，只願時間是一大清濾器，把不愉快的渣滓滯留在後面，只有甜蜜的情

懷，通行無阻地浮現在腦海。想到此處，澎湃的思潮，也平靜下來，如麻的心

境，亦處之泰然了。

懷念上海樓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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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人，人狼，狼與人

  英文字彙有兩個字，lycanthrope 和 werewolf，所有字典都歸納為同義字

（synonyms）。其實從字源學（etymology）的角度去看，此二字有絲微之別的。

Lycanthrope 源出希臘文，lycan 是狼，thrope 是人，即狼人也。Werewolf 源

出古英文，were 是人，即人狼也。嚴格地說，狼人和人狼是兩個不同的動物。

　上古時代，地廣人稀，猛獸出沒於叢林和原野間，和人雜居共處，人就不期

然產生了錯覺和幻想，有一種動物具有人的智慧，但性格像猛獸般狡猾和兇

殘，即中國民間傳說的動物成了精，古埃及就有獅精，現留傳在尼羅河畔的人

首獅身（sphinx）石像是證據，中非洲有豹精，印度有虎精，中國有狐狸精，

當然歐洲有狼人了，在古希臘神話中，有一怪物，人首狼身，守着非比（Thebe）

河邊。當行人要渡河時，此怪物出一謎語問難，能解答的，便供應小舟給他渡

河，不能的，便一口將他吃掉了。英法百年之戰時（1337-1453），死傷狼籍，

暴屍曠野。陣亡的戰士遺骸，一夕間便變成一具白骨，據聞就是狼人吃掉的。

傳說紛紜，不能辨其是非也。有關狼人的故事，充斥西洋文學，不能在此小文

逐一枚舉。

  人狼基本就是人，因為受不了現實的折磨，負荷不了心理的壓力。幻覺自己

變成了狼，擁有超自然的威力。患此心理病的人，輕則只穿上了狼的皮革仿

傚狼嗥，重則模擬野獸的舉動，做出種種越法行為，甚至將人或畜咬破喉嚨致

死。從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期間，歐洲出現了不可勝計的人狼，多是和鬼巫，魔

術師或吸血鬼連繫在一起，尤其是在降靈會的晚上，有些鬼巫便變成了人狼，

四出覓食吸血了，1520 至 1630 間的一百一十年，單在法國中部就記載了三萬

宗人狼肆惡之事。1598 年在法國的 Jura 地區有一十六歲的少年 Benoit Bidel

被人狼咬得重傷，不治逝世，他彌留時的話語，指控 Gandillon 一家是狼族，

全家在酷刑迫供下，自認都是人狼。於是全家被活焚了。究竟他們是否苦打成

招呢？無論如何這故事對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於是有關人狼的文學便如汗牛

充棟了，其中有很多篇寫得很傳神，可以執恐怖文學的牛耳，但總保留着一個

值得商榷的疑問：究竟人狼是精神病者的幻覺，或盲塞的社會找來的“代罪羔

羊”，掩飾當權人士無法無天的罪行，抑或是一超自然動物的現身呢？真耶

幻耶？讀後掩卷回味無窮，有餘音繞樑的韻味，所以這些人狼恐怖小說能擠入

文學創作之林也。數十年來荷李活將一部分人狼故事拍成電影。其中最負盛

名的如 Lon Chaney Jr. 主演的 Wolf Man（1941），Oliver Reed 主演的 The 

Curse of a Werewolf （1961）。和 George Hamilton 主演的 An American 

Werewolf in London（1981）。可惜這些電影為了達到聲響，化裝，和視覺能

震驚觀眾的效果，把原著含蓄，雙關之意，荼毒淨盡，剩下來的只有一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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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而已。文學的雋永，全被洗掉。

  中外社會對狼的印象很差。狼人和人狼都不是好東西。聊齋誌異寫了四篇有

關狼的故事：“夢狼”是用狼來諷刺虎狼之邦的貪官污吏，其他三篇寫狼的狡

黠，貪婪，兇惡，淋漓盡致。俗語中的色狼是蹂躪女子的敗類，中山狼是忘恩

負義，以強凌弱的惡霸。“狼戾”，“狼吞”，“狼心狗肺”，“狼子野心”，

“蜂目豺聲”，“豺狼當道”，“狼多肉少”，“狼披羊皮”，“狼貪鼠竊”，

“狼猛蜂毒”，“鷹視狼顧”…等一連串詞和成語都是來形容歹人的。其實作

為一動物而受到這些惡評是非常冤枉的，為甚麼人在芸芸動物中，單挑出狼作

口誅筆伐呢？

  狼在動物中的位置是哺乳綱，食肉目，犬科。和為人馴養的狗同屬，所以狼

和狗可以交配混種了。在社會組織而言，狼在野獸中，最類似人，甚至比和人

同屬靈長目的猿，猴更接近。狼的社會組織是非常嚴密的。在高層之頂是甲狼

（alpha wolf），雄性（male），它是群狼（wolf pack）的統帥。依次是乙

狼（beta wolf）。最低級的是亥狼（omega wolf）。甲狼的元配夫人是雌甲狼。

只有他們方能產子傳宗，雖然興起時甲狼可以和低級的雌狼交配，但其他雌狼

懷孕機會很微，除非雄雌甲狼都默許某一雌狼能懷孕了。吃捕得獵物時是要分

班次的，絕對不容許越位。一年一次決定甲狼的位置，好似武林高手論劍以分

高下，多在和平之下決定，有時也有傷殘，甚至原來的甲狼或乙狼會因重傷倒

斃。當位置已定，群狼在一年內和平共處，互相尊重對方地位。幼孩在狼群中

最受珍視。每一狼都有撫育幼孩的責任，不分雄雌。當雌甲狼被殺，雌乙狼立

即補上空缺。若全部雌狼都死了，雄狼要依次負起養育幼孩的責任。

  和其他食肉目動物一般，狼的牙除了二對尖銳的犬齒外，一對大牙（molars）

和最深入的二對副大牙（premolars）是經過修改變成食肉牙（carnassials），

以便撕裂肉類食糧。這是食肉目（carnivora）的特徵。雖然熊貓的食糧不是

肉而是竹，但也有carnassials，只不過再經修改罷。狼沒有獅，虎，豹的神力，

一下子將獵物破腦穿喉。有人見到鹿，豬，或羊被狼吃去一腿，倒在地上輾轉

呻吟，奄奄一息，便認為狼相當殘忍了。狼只捕殺足夠的食糧，不會濫殺，不

像豹的未雨綢繆，狼是有陣勢捕獵，各狼有牠的崗位。

  十多年前，我很喜歡黎小田作的粵語流行曲“大地恩情”。歌詞是：

河水彎又彎，冷然說憂患，別我鄉里時，眼淚一串濕衣衫。人於天地中，似螻

蟻千萬，獨我苦笑離群，當日抑憤鬱心間。若有輕舟強渡，有朝必定再返，水

漲水退，難免起落數番。大地倚在河畔，水聲輕說變幻，夢裏依稀滿地青翠，

但我鬢上已斑斑。

狼人，人狼，狼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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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歌音樂十分悅耳，歌詞更撥動我的心絃，升起無限感觸。先父年青時離鄉

別井，負笈重洋外。在異國白手興家。年老時回鄉，已是風燭殘年，生命已到

油盡燈枯了。此歌詞就是他的一生寫照。而狼群中必有一二離群狼（dispersing 

wolf），其遭際和先父有驚人的相似。狼是合群動物，進退如一，活動範圍只

不過方圓數十里，只有離群狼遠走他鄉，離故土數百一千里外，另覓新天地。

是不是牠在本土不得志？甲狼位置早定，雖胸有大志而無用武之地，於是毅然

出走，不甘沉屈下僚也。唯一不吻合歌詞的，是此狼義無反顧，若不能建立新

家庭，寧願流浪天涯，也不會重返家園的。

　　上述狼的生態，最能反映出達爾文進化論“優者生存，劣者淘汰”。甲狼

位置的爭奪戰，流浪狼的出走謀生，用行軍擺陣的戰略去捕殺獵物，以義不容

辭的態度去撫育幼兒，這是多麼類似人的社會啊。尤其是隨時逃避其他動物：

人，獅，虎，豹…的威脅。生態環境真是危機四伏，險象環生。這世界絕對不

是樂土天堂，稍一不慎便有亡身大禍了。人的濫殺狼是不是全出於妒忌呢？因

為狼的社會就是人的縮影。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政府下令殺狼，時至今天，除阿拉斯加外，其他各州再

見不到狼的影蹤。Jack London 描寫的原野呼號（Call of the Wild）－狼

嗥，在 Lower Fortyeight 也不能聽到了。狼的滅種破壞了生物的平衡，糜鹿

（David's deer），野狼（coyotes），美洲豹（cougars）便蔓衍滋生了。連

鎖反應，因而影響了小生物的生存。黃石公園管理者企圖將狼重引入公園內，

但遭到附近牧場的主人激烈反對，業餘獵人也在附和着，恐怕狼會傷害了農牧

動物和麋鹿，此案仍在討論中。

  童話故事如小紅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將狼描寫成 Old Bad Wolf，

給人從小就有一不可磨滅的印象，厭惡之甚於封豕長蛇。但人忘記了我們最親

密的動物朋友─狗是從狼蛻變出來的。狼有避人的天性，若不是從孩提時便受

人撫養，他是見人而遠之的。從小就和人生活在一起的狼，對人也異常忠心。

但不同於狗的，狼只能保護人免野獸的侵犯，但當有陌生人闖進，狼不會維護

主人的，所以狼不是理想的寵物。有人將狼狗混種，以為混血兒有了野性，比

狗兇猛得多了。殊不知一萬二千多年前，第一批狗根本就是狼，隨着環境變易，

狗種和狼種便有很大的分歧。若狼狗混種了，這一萬二千年來的功豈不是白費

嗎？

狼人，人狼，狼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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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立雞群—嵇紹血濺帝衣

  “鶴立雞群”這成語通常比喻一才華出眾的人，原來含義是形容身型修長，

出人頭地者。出處是晉書．忠義．嵇紹傳。紹軀幹高大，初到洛陽時，便聳人

視聽。觀者奔告當時的名人王戎：“昨天見到嵇紹在人叢中，昂昂然如野鶴在

雞群。”王戎答：“你未見過其父嵇康呢？他比嵇紹還高。”世說新語用這樣

的文字描寫嵇康的丰采：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資自然。

正爾在群形之中，便知非常之器。山濤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

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嵇康（223-263）是三國時魏末期的哲學家。他的思想主流是對儒學本身

發起直接，猛烈，正面的攻擊。他認為“仁義”，“名分”…等名詞是統治者

的藉口來禁錮人的思想，綁着人的手腳。仁，禮，刑，教都是封建君主“宰割

天下，以奉其私”而偽造出來的。君主的權愈大，禍害更烈。他極烈反對君為

臣之綱，是予儒學理論的核心致命一擊，潰散封建專制主義的靈魂。他的政治

哲學是“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他泛濫着民主性，共產本質的

思想在當代雖不合時宜，卻是非常先進的。所以他給人的印象是心慕老莊，行

為怪誕了。他的好友山濤（205-283）升官，薦嵇康補他的舊職。嵇康毫不猶

疑地寫一封信和山濤絕交，自說不堪流俗，非湯，武而薄周，孔。魏國當權者

司馬昭（211-265）聞之十分惱怒，因為湯武革命影射他企圖代魏，加上心腹

鍾會（225-264）讒言構害，不久借故把他殺了。嵇康至死不肯妥協，不肯放

棄自己的觀點和改變自己的立場，所以他給山濤的絕交書成了自己的絕命書。

　　嵇康招殺身之禍直接原因是這樣的。鍾會為司馬昭的親信，慕康之大名往

訪。會乃名公子也，以才能貴幸，裘馬衣鮮，賓從如雲。時大熱天，嵇康赤着

上身在柳樹下鍛鐵。會至旁立觀之。康視若無睹，箕踞繼續鍛鐵。鍾會站久無

聊，掉頭而去，嵇康方放下工作問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冷然曰：

“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冷諷康浪得虛名，遂深銜之。時司馬昭着力經

營家門，蓄意取曹魏帝業而代之。鍾會體驗昭私心，屢進言：“嵇康，臥龍也，

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故除之，以淳風俗。”司馬昭寵信鍾會，言聽計從，遂斬嵇康於洛陽的牛

馬市場。康臨刑鎮定，顧視日影，神色不變，索琴彈之，一曲奏罷，坦然曰：“昔

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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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康終於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四十，兒子嵇紹（253-304）剛滿十歲。

他赴刑場前將兒子付託山濤，對嵇紹曰：“有山巨源在，汝不孤矣！”清學者

王鳴盛（1722-1797）非常欣賞山濤代友育子，義薄雲天：“山濤遷選，薦嵇

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難堪，而其後康被刑，託子於濤…以康之詭激而濤

能始終之，何友誼之篤也，君子哉！”山濤亦屬竹林七賢。資治通鑑說他們“崇

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其實七賢的人生哲學並不一致的。

七賢中的山濤，王戎（234-305），向秀（227-272）代表魏晉之交時豪門世族

的立場，將儒，道兩派合流，認為老莊明自然（指精神本體），孔孟貴名教（指

君臣父子的分位），旨意沒有多大歧異，這正是魏晉時統治階級“清談”的基

本內容。他們的私生活儘管“縱酒昏酣”，並不妨礙在官場上力求進展。這樣

矛盾的人生觀傳至後來當權的王衍（256-311），既據高位，又無宦情；既求

聞達，又思隱遯。這樣的政治怪象誤盡蒼生。八王之亂後，把西晉的政局陷入

五胡亂華的大動盪，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三百二十多年的紛擾。嵇紹自幼受山濤

的薰陶，接受儒家重名分（即忠君）的教育，其人生哲學，政治抱負是和父親

嵇康的背道而馳。他名是嵇康的兒子，實是山濤的傳人。

　　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山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祕書郎。時嵇紹

二十二歲，因父親無罪被殺，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

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為秘書丞，開始他的

官宦生涯。司馬光（1019-1086）評嵇紹出山：“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

至公也，嵇康死不以其罪，嵇紹不仕晉室可也；苟無蕩陰之忠（即後來護衛乘

輿，血濺帝衣之死節），殆不免於君子譏乎！”胡三省（1230-1302）也說：“余

謂蕩陰之難，君子以嵇紹為忠於所事可也，然未足以塞天性之傷也。”他們二

人認為紹父嵇康無故被司馬昭殺害，紹母是魏沛穆王曹林之女。魏國為晉武帝

司馬炎篡奪。家仇國恨，紹不宜事大仇人司馬氏。但此二史評者不考慮嵇紹十

歲喪父，與父相處時日甚短，與山濤相處時日甚長，山濤以儒家處世之道勸之，

不可與草木同朽虛度此生。紹自幼受此儒家教育，一定要留名青史。

　　晉書．忠義．嵇紹傳評：“…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搉言之，未為篤論。

夫君，天也，天可仇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何以立人！嵇生之殞身全

節，用此道也。”愚見以這些史評，都淪於迂腐。紹受山濤教誨之恩，在他一

生中，山濤畢竟比死去的父親嵇康重要得多。

  晉武帝司馬炎秉承祖（司馬懿），伯（司馬師），和父（司馬昭）的餘蔭，

受家業踏上皇帝寶座，成了晉朝開國之君。但他絕對沒有建立一新王朝之主

的氣象恢宏，虎虎生風。反之他的紈袴驕習很重，淫逸怠懶的習性導致全國上

鶴立雞群—嵇紹血濺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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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都浸潤在一種奢侈腐敗的暮氣中。他的後宮妃嬪達萬人，將他的精力消磨淨

盡。他本人對國家沒有遠圖，宴見大臣，總是閒話家常，沒有覺察到目前各處

都埋伏着嚴重的危機。最厲害的是繼承人問題，他的太子司馬衷是朝野皆知不

堪負荷的白癡。

　　曹操恣意摧殘自東漢以來，以經學傳家，重視節行的大士族；他提用才不

講德，朝中已少節義之士。三國時魏注重人才，政治上究竟還出過好幾個能幹

之士，如何晏，夏侯玄…等。司馬三父子陰謀攘奪，手段極盡狠毒，殘忍。這

批有政治才識的人，被司馬氏剷除淨盡。到晉武帝立國時，剩下來的多是些無

德而又無才之人。像山濤的雖無大功，也不顯巨惡，已算是賢者，是當時上上

之選。嵇紹在這樣的時代背景踏入仕途，怎能避免被歷史洪流淹沒，成為千古

悲劇人物。

　　太熙元年（290）晉武帝死，太子衷繼位，是為惠帝。一聲平地春雷，大

難跟着爆發，受遺輔政的武帝后父楊駿為人剛愎小器。他多樹親黨，以之統領

禁兵，主旨是鞏固自己勢力，頗招領兵宗室諸王之忌；後者是當時的政治實力，

晉武帝有魏宗室微弱，成權臣得勢的前車之鑑，大封同姓宗族，遣諸王到各州

去都督軍事，因此諸王都擁有自己的軍隊，原則上這些強藩可以拱衛皇室中央

政府。惠帝本人賦性低能，每事為妻子賈后（賈南風，256-300）鉗制。她是

一既陰險又毒辣的婦人，隨時要干預朝政，蠢蠢欲動，只礙於楊駿這絆腳石。

惠帝登位時，楊駿，賈后，與諸王成了三大水火不相容的勢力，巨變將爆發於

俄頃。

　　賈后暗示鎮許昌的汝南王司馬亮（武帝叔）起兵討楊駿。亮恐怕事後局面

難以收拾，不敢從，賈后改與都督荊州的楚王司馬瑋（武帝第五子）謀商，瑋

欣然承諾，勒兵誅駿及其黨羽，死者數千人，楊太后同時也遇害。朝中大亂，

司馬亮入朝和太保衛瓘（230-291）穩定大局。賈后欲專制恣慾，命司馬瑋殺

亮及瓘，又以“專誅”罪名，斬瑋於宮門外。瑋臨刑時說：“幸託體於先帝，

而受枉乃如此乎！”可見得賈后借刀殺人，過橋抽板的心狠手辣。

　　本來局面就此河決魚爛的，幸好繼執朝政的是出自寒門的元老重臣張華

（232-300），和賈后的堂兄賈模，及中表之親裴頠。張華足智多謀，有儒者

之風。裴頠，賈模雖后黨，但深明大義，外與張華共濟時艱，內盡言規諫，約

束賈后。這三人是西晉稀有的賢材，賴他們朝野晏安達七八年之久。賈后漸漸

抵受不住賈模冷雪嚴霜的訓誡，對他疏遠，委任日衰，元康九年（299）賈模

憂憤病死。堤壩暴崩，從此洪流一瀉不可收拾。賈后益無忌憚，日肆淫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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姪兒賈謐朋比為奸。謐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

選極一時，且羅致洛中文士，潘岳，陸機，左思，劉琨等均出入其門，號為

二十四友。嵇紹亦被招引，但他冷峻拒絕。後賈氏敗，賈謐被誅，嵇紹因不阿

附奸族，被封為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

　　永康元年（300），賈后陰謀巧計，以“謀反”罪名廢掉太子遹（是惠帝

的獨生子，和謝妃所生），徙置他於許昌；太子無罪被廢，舉國上下，咸知賈

后所為，義憤填胸。后黨趙王司馬倫（武帝叔）見有機可乘，用心腹孫秀計，

慫恿賈后早除太子，然後本人以為太子復仇作號召，起兵誅后。賈后固然中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毒計，派人往許昌毒殺太子。趙王倫立即派齊王司

馬冏（武帝姪）入宮收后，並盡滅賈謐家族；張華，裴頠亦遭池魚之殃，慘被

斬首。不久，賈后被灌毒酒，結束罪惡的一生。倫大權獨握，謀廢掉這木偶皇

帝，登上寶座。因他素性庸愚，而致大權旁落，受制於孫秀。秀貪財無識，任

意誅殺，朝臣朝不保夕，潘岳，石崇或因私仇或是家富被送上刑場。政治益壞，

夷滅者千餘人。

　　永寧元年（301）趙王倫廢惠帝即位，孫秀秉政。當時有齊王冏鎮許昌，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鎮鄴，和河間王顒（武帝堂弟）鎮長安。三個雄藩

虎視眈眈。就在那時，嵇紹被委任侍中，按晉書．職官志，侍中一職是護衛皇

帝，背負玉璽，駕出陪乘，儐贊威儀的。嵇紹前拒賈謐拉攏，而甘為司馬倫服

役，確是不可思議。大概他自幼被山濤灌輸狹窄的忠君概念。王業是司馬家的，

只要姓司馬的人作皇帝，不管是誰，也沒有多大關係，西晉因為皇位不穩定，

人人得而爭之，爆出八王之亂的滔天大禍。同年三月齊王司馬冏首先發難討趙

王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和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等同時響應，進逼洛陽。

趙王倫節節敗退。諸王會師京城，誅倫及其黨羽，總計此役雙方戰死的士卒近

十萬。四王迎惠帝於金墉城復位，仍以嵇紹為侍中。申理趙王倫時死難諸臣，

以張華有功於國而枉死，欲復其爵。嵇紹大大反對，認為華助賈后為虐，無能

保衛太子，兆禍始亂，不能辭其咎。清王鳴盛評擊嵇紹：“趙王倫篡位，紹為

其侍中，身污偽命，乃反坐華以始亂，毋乃責人重以周，責己輕以約乎！”

　　惠帝復位後，齊王冏留中書執政，成都，河間二王歸本鎮崗位。冏是武帝

同母弟司馬攸的兒子。攸“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

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是當時理想的皇位繼承人。無奈武帝終不能捨

子立弟；攸為奸臣陷害，憤慨嘔血死於三十六歲的盛年。晉書寄以無限的惋惜，

司馬攸若在，必能“光輔嗣君，允釐邦政…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

哉！”如晉書言，必無以後三百多年之大動亂，中國歷史定改觀了。冏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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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情人望所歸，老百姓寄予很大的期望。可事與願違，司馬冏不是父親的材

料，擅權驕奢，大興第舍。嵇紹上書勸諫：“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覆

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冏雖謙順回答，而卒不能用也。當時惠

帝已絕後，成都王穎有繼位之勢。冏欲久專朝政，乃於太安元年（302）立武

帝孫清河王覃為皇太子。司馬穎大怒，暗與河間王顒勾結，謀傾覆冏。同年顒

上表陳冏罪狀，主張廢冏以穎取代之，派部將進軍洛陽，並邀近在京畿的長沙

王司馬乂討冏，以乂兵少，必為冏所殺，然後以殺乂罪誅冏。長沙王乂徑入宮，

嵇紹以職位所在，奔赴帝所，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殿中衛將蕭隆見紹

身型高大，疑非凡人，趣前從弩手的弓上拔箭，紹因此逃出死亡關。是夕，城

內大戰，飛箭雨集，火光屬天，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次晨，乂擒

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

諸黨屬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

　　司馬乂用挾天子作賭注計，以少勝多，順利擒斬齊王冏，破壞了司馬顒一

箭雙鵰的毒計。成都王司馬穎於是遙執朝政，事無大小，他必過問，但他比司

馬冏更驕恣，政事愈廢弛了。長沙王乂是八王中最有才略的，且事惠帝甚盡臣

節。他在京師，是成都王穎的眼中釘。穎和顒再相結盟，謀早去乂。太安二年

（303），河間王顒以張方率兵七萬，東趨洛陽；穎亦率軍二十餘萬南下，以

聲討乂罪為出師之名。乂遣皇甫商拒張方，自挾惠帝拒穎，皇甫商為張方所敗，

洛陽陷落。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並還討張方，恢復洛陽。穎與張方

合圍洛陽，乂堅守不屈。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

死。時東海王司馬越（惠帝堂弟）在城中，慮事不濟，潛和殿中將囚下乂，開

門迎外兵入。乂自知死期將至，遺表惠帝：“…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

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

耳。”司馬乂落在張方手上，張方在營中用慢火灸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

三軍莫不為之垂淚。晉書在八王列傳中，對長沙王乂頗有恕詞，寄予無限同情

和感慨：

長沙材力絕人，忠慨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凜凜懷烈

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

　　當司馬乂拒成都，河間二王聯軍時，六軍擁嵇紹為都督，拜平西將軍。乂

被執，紹復為侍中。司馬穎入洛，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愚意認為嵇紹

應在此時引退，回歸故里。但若沒有後來轟烈的殉難，又怎能名垂竹帛呢？是

耶？非耶？

鶴立雞群—嵇紹血濺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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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乂死，惠帝被逼廢太子覃，改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兼領丞相，並以

河間王顒為太宰。穎得志後，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群小，大失眾望。

穎班師返鄴，顒將張方縱兵大掠，洛陽殘破，劫官私奴婢萬餘人向西。軍中乏

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永興元年（304）東海王司馬越與禁軍將領及長沙王

乂故將北征討成都王穎，效乂故智，挾惠帝同行，復太子覃位。徵前侍中嵇紹

詣行所。時紹放廢在家，同僚秦準知此行甚危，謂曰：“今往，安危難測，卿

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護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可見得嵇

紹此時已懷拚命殉帝之心了。

　　越軍北進，敗績於蕩陰。兵交御輦，箭如雨下，惠帝頰中三矢，百官及侍

衛莫不潰散。嵇紹身穿朝服，下馬登車，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人引紹於轅

中斫之，帝阻曰：“此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

耳。”就在帝身旁白刃劈紹，鮮血飛濺，龍袍也被染污。帝墮於草中，亡失六

璽。司馬穎派人迎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嵇

紹遇害時五十二歲。

　　自中學時讀了文天祥“正氣歌”中“為嵇侍中血”一句，我便非常迷惑於

這怖厲，慘烈，動人的故事。晉書異常欣賞嵇紹血濺帝衣的忠貞。“志烈秋霜，

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

明遺臣大儒王夫之（1619-1692）卻對嵇紹有很凌厲的批評：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也！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

人之志節以殉仇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詔而任

之乎？司馬越召之耳。冏也，乂也，穎也，顒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為至不仁，

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土木偶人之孱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

紹曰：“臣子護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與司馬越之廝役而忘其死也，

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腰領以從，非刑戮之民而誰

耶？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

斃而已矣。

　　我認為王夫之此論失持平。嵇紹職責是陪駕外出，照顧皇帝。他除了逃職

外，便只有殉節了。他選擇了後者，發揮了儒家成仁取義的精神。後來宋靖康

二年（1127）宋欽宗被金人擄去，吏部侍郎李若水陪駕北狩，因主辱而死難，

金人也為之嘆息，亦是儒家為主亡身的氣節。王夫之責難嵇紹，不應以死而不

得其所，而是應否赧顏事仇。關於此點，我在拙文前段，嵇紹和山濤的關係，

已論述過了。我覺得可惜的，嵇紹之死，太輕於鴻毛。文天祥正氣歌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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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

裂。”除了嚴顏結果投降劉備，保全首領外。張巡，顏皋卿，管寧，諸葛亮，

祖逖，段秀實等六人之死，都重如泰山，能轉換時局，影響後世。以晉惠帝之

戇愚，能知嵇紹是忠臣，其節義定有過人之處。他死後，惠帝不肯洗濯血染的

御服，反映出他對紹的哀思。可見得“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不是全

對的。後來東海王越屯許昌，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紹門人故吏思慕

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東晉君臣以紹死節事重，恩禮屢加。東

晉末羅企生死於桓玄之亂，引嵇紹血濺帝衣故事，含笑就刑，可見得紹感人之

深。但嵇紹之死，未能扭轉逆流，終止司馬氏骨肉相殘的血腥，且將中國歷史

推入一更大的浪頭…五胡亂華…去。似乎嵇紹之死對中國歷史毫無影響，只是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而已。

　　司馬穎獵取惠帝這寶貝，得不着任何政治甜頭。幽州都督王浚，並州刺史

東贏公司馬騰（越弟）聯兵討穎，進逼鄴城；穎拒之不勝，乃挾惠帝南奔，時

河間王顒將張方已佔洛陽，顒乘機劫穎和惠帝赴長安。於是中央主政的又再換

人，司馬顒在長安獨攬大權，廢穎，改立豫章王熾為太弟，熾乃武帝第二十五

子也。

　　光熙元年（306），東海王越，范陽王虓（惠帝堂弟）幽州都督王浚等舉

兵討河間王顒，兵勢甚盛，顒殺張方乞和，越不許。大軍西進，克洛陽，長安，

顒逃走，越下屬乃奉帝回洛陽。成都王司馬穎自被廢後，欲輾轉回鄴，途中被

范陽王虓部下拘捕，幽禁之。不久虓暴病卒，部下恐夜長夢多，縊殺穎並其二

子。另一幼子年十餘歲，流離開封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河間王顒的關

中地盤全部被東海王越奪去，只剩長安孤城。光熙元年（306）十一月，惠帝

食麵中毒而死，太弟熾繼位，是為懷帝。東海王司馬越以太傅輔政，徵河間王

顒為司徒，而以南陽王模（越弟）入長安代鎮關中，顒在途中被司馬模部將在

車上扼殺；三子一同遇害。至此西晉諸王相殺慘劇方算落幕。從晉惠帝元康元

年（291）起，到光熙元年（306），骨肉互屠的慘劇演出，前後達十六年之久。

史稱這段期間為“八王之亂”。八王是：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

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和東海王越。嵇紹是八王之亂時的犧牲品。

後司馬越病死在討石勒的征途中。

  嵇紹這人物在中國歷史上殊不重要，但他所處的時代卻異常重要。在八王之

亂的後期，胡族的劉淵，和羯族的石勒已趁着中原殘破，綱紀蕩然之際，起兵

割據，揭開五胡亂華的序幕。中國歷史陷進苦難的深淵垂三百二十多年。東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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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干寶在晉紀總論中寫了一篇很長，很精闢的史論說西晉之亡。我現在錄

下最後幾句作本文的結束：

  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材，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

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

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此命世之雄材是誰？唐太宗李世民是也。

鶴立雞群—嵇紹血濺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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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代人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偉大的戰爭”。他們滿以為六個月後便可完場，

滿以為這是結束所有糾紛的大戰，滿以為這是使地球變成安全的民主世界的

大戰。誰料到這大戰延續有四年之久，戰後的歐洲墮入獨裁霸主權的控制下，

這是和民主社會背道而馳的政體，漸漸將歐洲推向水深火熱中—更兇殘，更可

怕，毀滅性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護衛民主”這口令是 1917 年美國參戰時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喊出的。大戰爆發的前夕，聯盟國中的法國和英國並不

比德國和奧國民主得多。聯盟國和中央霸權（Central Powers）對壘的第三要

角是沙皇治下最極權，最不民主的俄國。所以“護衛民主”這口號並不為時人

心悅誠服。從歷史角度來看，這口號是欠公允的。

  點燃着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炸彈的藥引子是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內民族主義的沸騰，尤其是塞爾維亞（Serbia），多方設計擺脫

奧匈大帝國（Austria-Hungary）對巴爾幹地區的羈繫。雖然後者至十九世紀

尾期已成強弩之末了，奧匈大帝國是一種族多元合併成的國家。奧國的日耳曼

族和匈牙利的馬扎爾族（Magyar）是執政者，高高在上，君臨其他各族。境內

的斯拉夫族（Slavs）不甘沉屈下僚已有多年，同時土耳其裔的奧圖曼大帝國

（Ottoman Empire）已瀕臨瓦解邊緣。斯拉夫族內雖有分歧，但基本上屬同一

語系，企圖乘危而起，自建一獨立國家於奧匈大帝國和奧圖曼大帝國的境內。

十九世紀尾期至二十世紀的初期，巴爾幹半島已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治危機，幸

好當事者均能懸崖勒馬，祥和地化解了爭執。1914 年的糾紛，可惜沒有用盡外

交手腕。山洪暴發，河決魚爛，世局遂至不可收拾。

  英國，法國，德國被捲入這漩渦自有其遠因。十九世紀的殖民政策為了海外

通商利益和地盤驅使他們針鋒相對，競爭尖銳化。再加上德國企圖掠取英國的

海霸權，十多年來兩國各自建造最大，最佳的戰艦；他們早處於劍拔弩張的狀

況，各自找尋盟友。從1880年代開始，歐洲已分為二敵對陣營：三協約（Triple 

Entente）對三同盟（Triple Alliance）。可以說在 1914 年，歐洲列強心理

上已作準備，大戰是不能避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前所未有的“全面戰爭”。最現代化的工業和科技的器械

也被取用了。戰事開始時，敵對雙方，無論在人力，工業物力，和武器上都

可說是旗鼓相當，很難預測這戰事是如何和怎樣收場。這是慢慢消耗對方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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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戰；這是寸土必爭之戰，這也是戰壕拉鋸戰—一尺地方悲痛地失去；這一尺

地方用血淚收回。除了無謂犧牲寶貴的年青生命外，看不出對戰事有絲毫的影

響，這更反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可悲，可怕。從 1914 年至 1916 年，戰爭在膠

着狀態中，任何一方沒有決定性的一擊。1917 年美國參戰，才在這戰爭天秤上

加上重注，將贏的趨勢傾向英法同盟。就在同年俄國發生內亂，八百萬軍人陣

亡或被擄於疆場。全國陷於饑荒中，在這極端疲倦下，沙皇被逼退位。幾度擾

攘，1917 年十月，列寧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登上政壇，俄國變色了，於是偃旗息

鼓，退出戰場。三盟國從英、法、俄改為英、法、美。

  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國簽約停戰，軍隊自法國至黑海，仍漫遍歐洲大陸。

名義上德國是投降了，但嚴格來說，德國沒有在戰場上打輸，而是它終於看清

楚，它實在找不到打贏這場仗的方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但勝利何價呢？至少喪失了千萬青年的性命得不到

適當的賠償，更無論這戰事給歐洲的經濟創傷。不錯，歐洲地圖有了新面目，

法國從德國手中奪回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二郡，復了半

世紀的宿仇。奧圖曼帝國和奧匈大帝國在歷史舞台上絕跡。飽嘗亡國之痛近

一百五十年的波蘭終於復國。捷克，南斯拉夫這些新國家矗立在奧匈大帝國的

故境內。正是“萬里山河非舊國，一川戎俗是新知”。戰勝者英，法二國，被

人牽着鼻子走，糊里糊塗打了此仗，戰爭的目標還未弄清楚，更莫論勝利的成

果了。無可勝計的物力，人力浪費在戰事西線疆場上。雪恨的意念濃，對戰敗

國德國的賠償索取異常苛刻，甚至不切合實際情況。一連串條約重修，再修，

亦難避免種下禍根，將歐洲和西亞細亞陷入將來戰雲密布中。第一次世界大戰

並不是結束所有糾紛之戰，而是開啟無窮禍患之罪首。

漫談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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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1. 開戰前後
  1914 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大帝國的皇儲費迪南（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 1863-1914）和妃子在波斯尼亞（Bosnia）的首都薩拉熱窩

（Sarajevo）街頭被行刺；他們正坐在開篷車上。兇手是一位年青的革命黨

人；他是塞爾維亞裔（Serbian），隸屬於祕密組織“黑手黨”。這暴力行動

是被塞爾維亞（Serbia）官方默許的。二十世紀初期奧匈大帝國被南斯拉夫族

國民盟釀着的獨立運動困擾。皇帝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 

1830-1916）企圖改革政體，提升南斯拉夫的國民地位，給南方獨立來個釜底

抽薪，且派姪兒費迪南往波斯尼亞作官方安撫訪問。這和推動斯拉夫族脫離奧

國的罪魁塞爾維亞的陰謀大有衝突，於是便執行這暗殺毒計了。奧匈大帝國洞

悉塞爾維亞的陰謀，決定出兵撲滅這禍胎，事前詢問德國，是否願意支持到底，

德國的回答：“放手去幹罷！”塞爾維亞已應許奧國嚴查暗殺案作交代。

　奧匈大帝國得到德國壯膽色，態度轉硬，要派官員帶同軍隊入塞爾維亞協查

此案，當然是塞爾維亞不能容許的。後者轉向大阿哥俄國求援，俄國恐怕從此

失去了在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力，且恃着有法國作後台，在奧匈大帝國向塞爾維

亞宣戰的前夕，開兵到奧國邊境，同時也調動大批軍隊往德國邊境。

　德國見俄國軍事大動員，便發出緊急警告。若俄國不在二十四小時內停止行

軍，德國定向俄國宣戰。彼時已有百萬以上的俄國兵士在列車上，奔向俄德邊

界。火車的班期，不能臨時更改。軌道上的鐵輪，不能立即停止。於是大戰有

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德國政府見限期已過，俄國沒有撤消軍事行動的徵

象，遂於八月一日向俄宣戰。

　法國自 1870 年的普法戰爭戰敗後，舉國上下都存有“畏德症”。且在這近

半世紀內，無論在人口，商業，工業，軍事的進展，法國比德國遲緩得多，恐

怕和德國再有紛爭，法國陷入孤立無助之局，所以這“畏德症”的心理，驅使

法國和俄國結盟，在外交上共浮沉了。德國見法，俄二國，情意投契，大大不

安，有“被圍困”的威脅。他便和南方的奧匈大帝國結盟，求紓展危局；奧國

乘機開出支持德國的條件。德俄戰爭已開端，料想法國定不會袖手旁觀，跟着

八月三日向法國宣戰。德國同時有一錯誤的估計，英國會置身事外於歐洲大陸

的糾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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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英國和法國早已暗中結為唇齒之邦了！法國和英國的海軍已有北海，地

中海互相協防的契約。戰事開始，德軍準備速戰速決。大批陸軍借道比利時驅

進法國，比利時抗議無效。此舉大大違反了 1839 年立的尊重中立國主權的條

約。所以八月四日英國基於道義，向德國宣戰，二十世紀初歐洲造成同盟系統，

導致連鎖反應，戰火燎原！

2. 馬恩河攻防戰
  德國早知一旦戰火爆發，定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局。入侵比利時是籌劃好的

戰略。德法北面邊界滿布崗巒叢林，行軍大不易也。戰略“施里芬計畫”

（Schlieffen Plan）要取道比利時平原，直趨法國心臟，若大軍迅速攻陷巴黎，

解決法國，然後回師東線，可以從容地應付俄國，是鉗形對壘中的弱臂。所以

若能嚴守東線，閃電火爆式在西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偉大的戰爭”定會

在六個星期內結束。1914 年八月三日德國開出七十八師陸軍部隊瘋狂撲入比利

時。八月四日攻陷比利時國都布魯塞爾（Brussels）。面對着七十二師法軍，

五師英軍，六師比利時軍的頑抗，德軍仍徐徐保持攻勢；“施里芬計畫”似乎

奏效。誰知平地一聲雷，俄國採取人海戰術。數百萬大軍湧入東普魯士，大大

威脅德國東部的防禦。在西線的德國統帥毛奇（Moltke the Younger, 1848-

1916）有點着急了，倉卒中取回已開入法國的部分陸軍，回師調防東線，應付

俄國的攻勢。這給西線上的法，英，比聯軍有了喘息的機會，重整旗鼓，在近

法國，比利時邊界的馬恩河（Marne）畔列營守險。和德軍展開攻防戰。九月

五日至十二日的惡鬥決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本質。德國要迅速逼法國作城下

之盟的美夢頓成泡影。德國企圖改變戰略，矛頭轉向沿英倫海峽的法國港口以

求切斷英，法的聯絡命脈。英，法聯軍早料到德軍會出此計，嚴密布防，不許

德軍越雷池半步。雖然德國在東線上重創俄軍，俘虜了 225,000 兵士，在長遠

軍事計畫中，只不過是大海中的小波瀾而已。俄國雖然在戰場上打了敗仗，但

在戰略上給“施里芬計畫”致命一擊。德國再沒有機會“一戰定江山”，和英，

法成了膠着狀態，好像雙方展開流血競賽，將手臂大動脈割開，看哪方血盡先

亡，這就是馬恩河攻防戰的可怕本質。  

  馬恩河攻防戰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慘烈惡鬥。雙方掘下深深的戰壕，高

度超過站着的人首。敵對戰壕中間是滿布鐵絲網的“無人地帶”，若敵方出戰

壕攻擊，身體會被鐵絲網釘住，然後被人用鎗彈或刀劍了結餘生。所以防守者

比攻擊者處於較有利的形勢。攻擊者多用火炮轟炸敵方戰壕，但並不擔保全部

毀滅對手的防守地盤。攻擊者離開自己的戰壕，很容易成了敵方鎗殺的目標。

偶然攻陷對方的戰壕，行軍不及一里，又被對方補充部隊的第二線戰壕阻住

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陸軍就在戰壕內生活，和糞便，鼠群，死人同伍，這

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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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直是人間地獄呀！這樣的戰壕，不單止是在馬恩河畔，後來挖於從北海至瑞

士邊界，延伸至百里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在西線上傷亡的數目，遠比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為多。這樣掘地守土真是慘絕人寰的戰術。謝天謝地，後來有了飛

機助戰，如此“人肉磨坊”方成了絕響，不再出現於人間。戰壕拉鋸終成了第

一次世界大戰在歷史上的特色。

3. 法國凡爾登守衛戰
  1916 年春，四百萬陸軍陷困在西線戰壕中，雙方經過十八個月的苦鬥，毫無

進展。1915 年，德軍在東戰場上取得勝利，驅逐俄軍退出波蘭，二百萬俄國兵

士命喪疆場。但並不能根本消滅俄國陸軍的戰鬥力。德國元帥法金漢（General 

Falkenhayn, 1861-1922）想再謀韜略，另闢蹊徑，在西戰場上找一攻擊焦點，

希望能突破聯軍在法國守勢。

　凡爾登鎮（Verdun）在法國東部平原上，是西線上突出的堡壘，法國的北門

鎖鑰。為保障首都巴黎安全，這是法軍必守之地。德軍猛撲凡爾登，並不期望

一舉攻下堅城，或改變西線的戰事從膠着成為游動，給這場大戰下一個肯定。

法金漢只想將法國兵力漸漸引入凡爾登，徐徐殲滅之，就算用兩個德國兵性命

換取五個法國兵，也是值得的。這戰略是慢慢消耗法國兵力，使它虛脫而亡，

更加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性。

  凡爾登的守將是法國元帥貝當（General Petain, 1856-1951），他深知德

國的詭計。他保留實力，只用足夠的軍隊守城。這困守危城的有限軍隊，在舉

世注目下，顯出無限的勇敢。凡爾登守衛戰持續了半年，守城士卒用他們的鮮

血換取祖國一日的苟安。德軍的傷亡數目幾乎可追及守城的法軍—330,000 對

350,000。德國軍人對總司令法金漢的戰略開始置疑了，這是兩敗俱傷，值得

嗎？直至大戰結束，凡爾登仍屹立着成了中流砥柱。須知，凡爾登守衛戰，法

國付出很大的代價，數十萬青年投入戰場上，國之精華，幾乎傾於此戰。凡爾

登守衛戰潰散了法國軍隊的靈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軍隊不堪一擊，當年

勇守凡爾登的英雄貝當降給希特勒，成了他的傀儡，這是凡爾登守衛戰留下的

餘波惡果。

  1916 年七月一日，英國渡海陸軍已有足夠的數目在法國北部近英倫海峽處的

森姆河（Somme）流域向德軍發動攻勢。同時俄國陸軍作死灰復燃，重在東戰

場上活躍，德軍不得已抽回三師陸軍對抗俄國。這給守衛凡爾登的法軍有很大

的紓緩。這顯出法國元帥貝當預留實力的先見之明了。英法聯軍運輸大批炮火

轟打森姆。德軍堅守，第一天英軍便犧牲六萬士兵。在森姆地區的苦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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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內聯軍僅取得兩里半的土地。從七月至十月的戰事，德國失了五十萬兵；英

國失了四十萬；法國失了二十萬。凡爾登和森姆二戰場明白指出形勢利守不利

攻。攻者徒勞無功，只白賠了無數青年的生命。

  1916 年中央霸權（Central Powers）在東戰場上稍見成果。德奧聯軍佔據了

塞爾維亞，擊敗了協防的英，法軍隊。跟着羅馬尼亞（Romania）被蹂躪。俄

國再失了一百萬兵。雖然德，奧本土沒有戰事，但是軍隊被俄國，意大利，法

國，和英國的兵力重重圍困，已沒有通達海岸的能力了。1916 年尾，歐洲大陸

出現的是多處大屠殺，局勢是陰霾滿天。沒有人能指出何去何從，這戰爭是怎

樣收科。

4. 英國在土耳其敗北
  俄國謀出黑海入地中海已有多年。它感覺到困在歐洲最深遠角落，很難和歐

洲列強爭一日的短長。它要找出地中海的透氣洞；君士但丁堡（即土耳其的

Istanbul）是最理想的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格於

形勢，一定要站在德國和奧匈大帝國那邊，況且和俄國的宿怨，很難避免兵戎

相見。

  西戰場膠着狀態，英國朝野甚為焦急憂慮。1915 年正月，海軍第一部長

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認為英國擁有全部制海權，何

不自己選擇最佳地盤另闢戰場？從地中海進入君士但丁堡的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應是戰略重點。他估計海軍實力足夠有餘，不用分薄在法國

戰場上的兵力。戰艦可以轟毀海峽沿岸的炮台，然後從這不足一里寬的狹窄水

道長驅入君士但丁堡。如此可以解決在法國的困局。先亡土耳其，又可快捷支

援在苦戰中的俄國和塞爾維亞。甚至在巴爾幹半島被控制後，可從後門入奧匈

大帝國。但這如意算盤打得不太響，實際上事與願違。

　行動開始時，法國激烈反對。原因是西線情形危險，不容英國旁騖。英國高

層海軍官員對此計畫很冷漠。土耳其的防衛比邱吉爾想像中強得多。戰艦已駛

進達達尼爾海峽，向岸上防禦設備瘋狂地轟炸。但這鎗林彈雨令土耳其守軍敵

愾同仇。英軍方知道若不登陸掃洗土耳其守軍，很難安全進入君士但丁堡。於

是派了四師（多是澳洲，紐西蘭部隊）登陸加里波利半島（Gallipoli）。岸

上早有德國高層軍事人材協助土耳其守軍作以逸待勞。英軍的登陸隊伍有的

450,000，雖然不是全軍盡墨，傷亡的兵士是 145,000。經過一年的戰鬥，英國

了解此是失策，黯然退出土耳其。這戰略從開始便注定失敗。除英，法為此事

口角外，英國本身的海軍和陸軍也不合作。徒勞無功，犧牲了很多士兵和物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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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俄國崩潰
  俄羅斯帝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件祭品。沙皇合府慘遭滅族之禍；長達

三百年的羅曼諾夫皇朝（House of Romanov）就此悲劇收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德，奧兵士日以繼夜生活在骯髒的戰壕內，真是

苦不堪言。俄國軍人的命運更悲慘。他們大多數是沒受過教育的農民。莫論足

夠的軍備，沒有乾糧和禦寒衣服的配給，他們便被送上前線。當然他們也從未

受過軍訓，甚至很多連長鎗也沒有，只能空手上陣作肉搏，和有普魯士優良軍

事傳統的德國軍人相鬥，宛若驅羊入虎口。戰爭初期俄國軍人還有戮力疆場，

效命祖國的愚忠。但經歷四年攙和着血與淚的苦戰，喪失了數百萬同僚，這戰

似乎是毫無保障下讓他們送死！戰爭目的是甚麼？俄國軍人感覺茫然了。

  1914 年八月，俄軍用人海戰術湧入普魯士（Prussia），開始時令德國防守

東線軍節節敗退，震憾在西線上和英，法爭奪地盤的德國大軍。逼部分軍隊回

師開往東線應付俄國。結果在普魯士的坦能堡（Tannenberg）德國大獲全勝；

戰俘十萬。跟着馬蘇里亞恩（Masurian）湖畔的惡鬥，德國再生擒十二萬五千

俄兵。雖然在南方和奧匈大帝作戰的俄軍在利沃夫（Lviv, Lemberg）奏凱，

但坦能堡之戰大傷俄軍元氣，以後再沒有能力踏入德國本土。我們讀歷史，切

不可看輕這些蚊負蟻運的俄軍，他們雖在坦能堡打了敗仗，但牽制了德國在西

線上的大軍，逼使回防，大大幫忙了馬恩河攻防戰中英，法聯軍，徹底破壞了

德軍的全盤戰略。此後俄軍仍然繼續騷擾德國的東防線。法國凡爾登守衛戰，

德軍未能作孤注一擲，因為要提防俄軍抽它的馬後腿。直至崩潰前，俄國是厥

守它同盟的崗位的。

   1917 年初，俄國陣亡的，傷殘的，被俘的士兵已上八百萬。俄國境內發生

大饑荒，在前線的軍人常在食物不足裹腹的羸弱情況中更瀕絕糧邊緣。俄國的

士氣低沉，委實心力交瘁，疲倦不堪了。1917年三月，俄軍人在聖彼得堡暴動，

抗議持續戰爭。跟着兵士棄械離營回里，任何安撫計畫也不生效。沙皇尼古拉

二世（Nicholas II, 1868-1918）在眾叛親離下，被逼退位，組織的臨時政府，

仍繼續和德，奧鏖戰。

  1917 年四月，德國頓生奇計，派專用火車將共產黨首領列寧（Lenin, 1870-

1924）秘密從瑞士運回俄國邊界。此狡計昭然；德國要共產黨執俄國的政權，

退出戰爭。果然在十一月列寧奪權，俄國變色，單獨和德國訂立停戰條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760

此條約以戰敗國處理俄國，異常苛刻。在歐洲部分西面版圖全成了獨立國家：

波蘭（Poland），烏克蘭（Ukraine），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

（Latvia），立陶宛（Lithuania）。當然這些所謂獨立國家都被德國操縱着。

德國終於解決了腹背受敵的危局，最大的收穫是戰爭的資源。英國全面封鎖北

海，大西洋的海面。德國在器材，糧食，已見捉襟見肘，難免坐以待斃。現在

有了烏克蘭的油田，東歐的糧倉，德國可以苟延殘喘了。

 

6. 美國參戰
  英國海軍封鎖航運，危害了德國的經濟，因而削弱了它的戰鬥能力。1915

年二月德國宣布環繞英倫三島的海域是戰爭地帶，在水中遍布魚雷，並用

潛水艇襲擊開往英國的中立國船隻。1915 年五月七日，遊輪盧西塔尼亞號

（RMS Lusitania）在愛爾蘭海岸被擊沉，在一千一百九十五名殉難者中有

一百二十八是美國公民。美國輿論大嘩，以羅斯福（Teddy Roosevelt, 1858-

1919）為首的政客主張美國向德國軍戰。當時美國朝野的心態是盡可能保持中

立。威爾遜總統向德國提出嚴重警告，德國應允給死難者家屬恩恤金外，略為

收斂潛水艇行動。

  1917 年，德國再執無限制潛水襲擊。軍方認為只要快捷打敗了英國，縱然美

國參戰，亦於事無補。美國從宣戰日期到兵臨歐陸需要一年的時間（這估計是

正確的）。屆時英法已亡，美國在孤掌難鳴下，不會和德國抗衡了。

　1917 年三月有三件事轉移了美國的態度：從和平趨向戰爭（一）俄國沙

皇被逼退位，俄國政制可能變成民主，和英法亦步亦趨；（二）齊默曼電報

（Zimmermann Telegram）被披露，這是德國外交部長致駐柏林的墨西哥大使，

游說墨西哥襲攻美國，德國一定幫忙，可以掠回德州（Texas），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及亞利桑那州（Arizona），三州原屬墨西哥的故土；（三）

五艘美國商船在大西洋被德國潛水艇擊沉。美國在憤怒下，不再猶豫了。四月

六日威爾遜總統獲得國會批准，向德國宣戰。威爾遜總統的口號是：“這是為

護衛世界民主安全的聖戰。”

  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開始頗見效果。英國大大被創，只剩得半年的糧食和

資源。但美國參戰使英國在陰雲密佈下見到一線曙光。只要能堅忍待美軍到

援，必能翻轉戰爭的局面。德國又一次估計錯誤了：潛艇未能迅速擊敗英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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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 年三月二十一日德國統帥魯登道夫（General 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再在西線的馬恩河流域發動攻勢。聯軍總司令是法國的福煦

（Ferdinand Foch, 1851-1929）。彼時物資和軍隊剛從美國源源而來，抵達

歐陸。總司令要暫緩和德軍交鋒，守住崗位，等待德軍分薄兵力攻各重點。福

煦用新臨戰場的九師美國生力軍作前鋒猛烈反攻。七月十八日德軍已見聲嘶力

竭。見到每月有二十五萬新軍從美國抵達法國，而德軍自己是日暮途窮了。在

無計可施之下，德軍向聯軍提出停戰要求。1918 年十一月十一日，炮彈在西戰

場上絕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美國死傷數字是 330,000，其中陣亡是

115,000。比法國凡爾登守衛戰的傷亡數字少得多。毫無疑問，美國參戰是決

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響雷。停戰之日，美國有二百萬兵留駐法國。有一百萬兵

仍在大西洋途中。美國參戰期間只有四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歐洲面

孔。俄羅斯帝國，日耳曼帝國，奧匈大帝國，奧圖曼帝國也隨此戰化為灰燼！

第一次世界大戰點滴



762

讀“最後一課”隨筆

  在平凡的一生中，我閱讀西洋文學作品不算少了。我在初中時讀了法國文學

家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

（La Derniere Classe）的中文譯本。雖然半世紀的光陰已溜走，此小說動人

的情節，富色彩的人物，流暢的文筆，洋溢着民族主義的思想直至今天仍震撼

着我的心靈，每一節，每一字，每一句縈繞着我的夢魂，真是刻骨難忘。

  故事開段的主人翁說他上學已是很遲了，他很害怕老師 Hamel 的責備，尤其

是這天是動詞（過去，現在，將來）的溫習。他全部記亂了，怎能向老師交代

呢？一不做二不休，還是逃學往田野遊蕩去。作者寥寥數筆，點明這是一小學

生 - 毫無疑問是一男孩。

  他還是硬着頭皮上學去。遠遠見到普魯士軍隊在田野中演習。行經市政府

時，他見到市長辦公室門前貼着的告示被一堆人圍觀。這兩年來告示展出的都

是壞消息：前線敗仗和大後方再增援兵。今天說的不過是這些陳腔舊調而已。

在這裏作者展出故事的時代背景，是 1870 年的普法戰爭；法國頻頻敗北。

  小學生踏進課室，室內早塞滿了人。除了原班的全部學生外，課室後面空地

也擺滿椅，坐着很多村民，連那風燭殘年的 Hauser 老爹也手持着那殘破的基

本文法課本，搖頭擺腦地閱讀。Hamel 老師衣冠楚楚，是假日特別禮儀時方佩

戴的。作者描寫課室今日的嚴肅場面和平時小孩的笑語喧嘩，這相反對照令讀

者覺得事態不尋常。

  Hamel 老師沒有責罵這懶學生，只對他說：“Frantz，往你的座位去，遲些

我們不等你了。”跟着他說“今天是授法文最後一課了。柏林有命令下來，

從明天起，Alsace 和 Lorraine 地區所有學校全部改授德文。新老師明天將抵

步。”Frantz 突受當頭棒喝，他很後悔以往逃學往森林內搜尋雀巢和在沙河

Saar 上滑舢板。那道貌岸然手執鐵尺的 Hamel 老師也變成慈祥。以往在鐵尺下

的體罰亦成了輕輕愛撫。而讀者至此恍然大悟，故事現場的 Alsatian 小村落

不再是法國，而是普魯土的屬土，市長室前的告示是小村換主人。

  故事下來有幾段細緻描寫：Hamel 老師的臨別依依，詳細闡明法文的嚴謹和

美麗。各學生包括 Frantz 凝神靜聽，吸收力突然比平時增上多倍。各村民內

含 Hauser 老爹對老師四十年來不懈效勞的感激，並怨恨自己沒有早早上課，

及時多學點法文。Daudet 避免說教式地演說愛國概念，而用對人物個別描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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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讀者，引起他的同情和共鳴感。這裏有莫大的成功。同時亡國之痛也盡在

不言之中。這文學手法臻登峰造極的境界！

　　在這嚴肅得令人難以透氣的筆墨中，Daudet 插入一輕鬆鏡頭。Hauser 老

爹左手執着殘破讀本，右手顫動地持着大放大鏡，斷斷續續地學用正確之文法

砌句。Frantz 聽到那沙啞的聲音，幾乎啞然失笑，但想到這是一生中最後見到

如此場面了，不禁又想嚎啕大哭。作者神通真大，起筆是滑稽場面；結筆處使

人熱淚盈眶。

　　尾段的高潮來得很突然。教堂鐘樓敲打十二下以示正午。窗外傳來普魯士

軍人演習後從田野歸來時的喇叭聲。Hamel 老師面如灰土，霍然站起來。他似

乎比前高大得多，他哽咽地向聽眾們說：“我的朋友，我…我…”被哭聲塞了

喉，他不能結句。於是轉身在黑板上用大字寫了一句：“法蘭西萬歲！”他站

在黑板旁，頭靠着牆，不再說話了，用手勢示意：“完了，你們去罷！”這樣

的結局蕩氣迴腸，餘音繞樑，令人回味無窮！

　　Daudet 了解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的小說在失望，苦辣，哀傷中

吸收經驗，用生動的文字寫下生命的悲慘和痛楚。雖然缺陷很多，生命總是值

得的，因為這是活生生的人生歷程啊！這是“最後一課”超越時代成為不朽傑

作的原因。

讀“最後一課”隨筆



764

第二十五史

  稍有基本國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的名號。萬斯同作的明史是殿軍。但

中國歷史並不終止於明朝，而二十四史內包羅眾人物，並不是絕對沒有漏網之

魚。清代學者謝蘊山撰的西魏書，記載的是南北朝時魏分東西後，北周宇文氏

篡奪前短短二十二年的西魏歷史。清遺老柯劭忞以元代版圖遼闊，明朝修成的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只側重中國本土之範圍，且記載蕪雜，訛漏處甚多，有

重撰的必要。民國九年他出版的新元史，是窮三十年的功夫，被當時學術界稱

許，譽為第二十五史。

  新元史參考西方史料及蒙古史料以補舊史之疏闕，脫誤。尤以元太祖鐵

木真之功業，臚列詳明，毫無遺憾，羅致在中國以外的事蹟。為帖木兒立

傳，尤見卓識。按帖木兒即西洋史的 Tamerlane 或 Timur the Lame （1336-

1405）生於元末。明初崛起西域，平定察合台，伊兒二國，侵略欽察汗國

（即現在的 Turkistan，Uzbekistan 中亞細亞各地。）建國都於撒馬爾罕

（Samarkand）。征服了裏海（Caspian Sea）和黑海（Black Sea）間的土壤

Golden Horde。其兵力深入印度，波斯諸地。1398 年在印度建立德里蘇丹國

（Delhi Sultanate），成了後來印度的蒙兀兒帝國（Mughal Empire）的鼻祖。

鋒銳所及，敘利亞（Syria）亦為其囊括。晚年以二十萬眾趨向中國，重開絲

綢之路。征服中國成了下一個目標。不幸中途病故，未遂所願。否則，明朝之

存亡，未可知也。故帖木兒中道之死，與中國之關係極大。其所建帝國，幅員

廣大，可追蹤元太祖成吉思汗。實蒙古帝國的“天鵝舞曲”－即衰亡之前迴光

返照。明史西域傳略記帖木兒本末，簡漏甚矣！新元史為之立傳，可補此缺了。

　　因為作者柯劭忞不通外交，參考書籍只有譯本，所以局限性很大，形成

新元史的先天缺陷。記元朝宗教發展，最為不詳，按元代宗教，喇嘛，回

回，基督教，佛教，道教，雜然並峙。新元史僅有釋老傳，只重視佛，道二

教，其他的殊少記載，且基督教的流派如道明會（Dominicans）和方濟各會

（Franciscans），新元史述來混淆不清，且誤以為回教支系，有欠考證。所

以近代學者多認為新元史未成定案。將來有待專家效裴松之注三國志手法，修

訂詳注，方可傳世。

　　二十四史中最缺漏的是西夏史。西夏（即現在寧夏銀川一帶）建國於唐末，

突厥裔的拓跋思恭是其始祖，經五代，兩宋，結果為蒙古所滅。宋史外國傳中

有西夏一章。記載從簡，未滿人意。西夏極盛時曾是與遼，宋三分中國之一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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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容忽視。無奈文物淹沒已久，其事只能賴宋史傳之後世。近年來在銀川附近

西夏陵墓中出土文物頗多，未知有足夠的資料重訂宋史中的西夏傳否？

　　第二十六史應是清史了。民國初建，袁世凱為總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

館長，修清史，欲以籠絡清朝遺老，清史稿付梓後，學術界大嘩，認為草草成

書，不能列為正史。學者傅振倫羅列弱點大小幾十項，計有斷限參差不一，敘

事方法不明，無時間觀念，重複，煩冗，漏略等等。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日

本侵略，共產黨入主大動盪中。清史稿被束之高閣，塵封已久。1960 年代台灣

學人張其昀在蔣介石示意下，基本上依清史稿規模，重編清史，確實改良了數

處。例如：

 1. 將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從儒林傳折出來，放入遺  

    逸中。

 2. 為張煌言，李定國等明末死難諸臣立傳於明遺臣傳中。

 3. 為鄭成功和太平天國立載記。

 4. 為南明三王另立本記。

 5.立革命黨人列傳，詳記陸皓東，史堅如，秋瑾，徐錫麟，吳樾等先烈事蹟…

　　

  但清史比明史相差甚遠，甚至不如評價不高的魏書和宋史，所以未被認定為

正史。

第二十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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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爬蟲學

　爬蟲學（herpetology）是研究兩綱的動物：陸爬類（reptiles）和兩棲類

（amphibians）。陸爬有七千種動物，兩棲有四千二百五十種動物；加起來數

目遠勝於脊椎動物中的鳥綱（有九千種）或哺乳綱（有四千二百五十種）。爬

蟲動物雖比鳥或哺乳動物原始，但其生理結構，動態和穴居環境卻同等複雜。

它們對四圍情況，有驚人的適應能力。

  爬蟲類屬冷血動物。它們沒有本能維持一定的體溫，而是跟着外界的熱寒起

升降。但有時會破例；當雌蟒蛇孵卵期間，牠能夠將體溫提升少許，但這是有

限度的。沒有傳熱的媒介，爬蟲動物不能將體溫超越周圍的溫度。這可以解釋

到爬蟲動物稀見於寒帶而繁殖於熱帶。冷血給予爬蟲動物好和壞的條件。壞處

是當天氣驟降時，它們的行動遲緩了，很容易被食肉目的哺乳動物或鷹科的鳥

獵取。好處是當冷至結冰時，它們可以將身體機能臨時停頓，進入冬眠狀態，

以節制體內的能源。

  兩棲類如蛙類的皮很單薄，含腺質甚多。它們要生活在潮濕環境中方能發揮

功能。當肺呼出二氧化碳時，薄皮能吸取大量水分，將氧氣擴散至身體各部分。

陸爬動物如蛇和龜的皮堅厚得多，且帶有韌性，不易溶化的蛋白質 Keratin 製

成鱗甲以保護身體，便於在地面上爬行。很多爬蟲類在表皮下更有薄骨，除了

強化表皮外，還可以護身，防止水分從體內大量流失。

  兩棲動物多有齒一排，助牠們捕獲水中的蝦蚌。陸爬動物的齒成了尖銳的門

牙。蛇的毒牙更進修成可以隨時放射出毒液。爬蟲類的舌在顎上，緊貼着齒邊：

這是一有極度伸縮性的肌肉，經常突出口外，且分泌着黏液，所有貼在上面的

昆蟲不容易甩掉。大蜥蜴和蛇的舌頭具有敏感，可以幫助它們辨別獵物的方向

和位置，但捕捉獵物時不大倚賴舌頭。兩棲爬蟲中全部生活在水中如鱉類因為

皮內的腺吸收水常供應體內的氧氣，肺已退化至虛有其表的器官了。很多蛇的

左肺也被廢掉，水蛇的肺瘦長，和氣管作平行；它可以幫助控制水蛇的浮沉。

爬蟲類的消化器官和其他脊椎動物相似。唯一分別是肛門後有一名喚 cloaca

的窩，腸，尿道，輸精管或輸卵管都伸進這窩內。

  因為兩棲類的生態環境是沼澤地區，保存水分不成一大問題。含氮的體內廢

物是由腎變成尿液排泄出來。陸爬動物生活在水中或濕地的亦是用同一方法。

在沙漠出入的蛇和蜥蜴的尿液從腎流經 cloaca 時，大部分液體再被吸收。尿

液成了水晶體，加上少許水分成膏排出體外。浪費的水分務以最少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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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蟲類的視覺，聽覺，嗅覺異常敏銳。雄蛙用呼聲向雌蛙求愛。雌蛙能在

大自然各種動物嘈雜叫喊中，辨別出同類的呼聲，殊不簡單。蜥蜴是用身體鮮

艷的顏色和光彩吸引異性，所以蜥蜴的視覺是天賦異稟。大蜥蜴和蛇的舌頭味

覺不同尋常，地面上的異味可以告訴牠們獵物走過的痕跡，憑此牠們作“按圖

索驥”的追蹤，直至捕到獵物為止。

  陸爬動物無論卵生或胎生，產下的嬰孩形狀類似己身。兩棲動物生殖過程可

分為二期。例如蛙類先誕下蛋，然後蛋被孵為蝌蚪，最終蝌蚪漸漸蛻變成蛙。

有些兩棲類的蝌蚪期全部在母體或蛋殼內度過。

　兩棲動物雄性多缺乏陰莖，不能在雌性體內射精。它們把精子放在雌性排了

卵的水中。精子和卵子在水中相逢確是偶然的巧合。雄火蛇 Salamanders 將

精子打包放在地上，雌火蛇爬過時用牠窩（cloaca）外的唇將這包裹吸入窩內，

等到排卵期時，包裹方被拆散。蛇，龜，鱷魚，蜥蜴的雄性都有陰莖，生殖手

續簡化得多。

  陸爬綱內的有鱗目 Squamata 包含主要動物有蛇和蜥蝪。後者副目名

Sauria。蜥蝪品種繁多，達三千八百以上，除南極外，繁殖於各大洲中。除了

碩大無朋的 Komodo dragon 外，蜥蝪體型都在一尺以下，只有幾種長達三尺。

這樣嬌小玲瓏可以存在任何地理環境 : 高山、河流、平湖、沼澤、荒野……甚

至人煙稠密的市集內。就以森林而論，生存着五花八門的蜥蝪，在泥土上、在

葉叢中、在樹幹的洞內、在枝椏間、在樹頂。湮遠年代前的恐龍也是蜥蝪一種，

因軀幹龐偉，整座森林就是它的生態環境。今世的蜥蝪可以將森林分隔為無數

單位，不同形款的蜥蝪可以各適其適，生存在選擇合符自己生態的單位中。

  體型小的蜥蝪通常是蜘蛛、蛇、蠍、鷹、哺乳動物中食肉的、或大的蜥蝪的

獵物。它們的自衛方法是頂有趣的，有些鱗上長着鋒利的刺可以令獵者受傷。

有些身軀長滿油滑的鱗令獵者難以捉摸。Armadillo girdle-tailed lizard

將軀體捲成球狀，鱗刺外露，使獵者無下嚼處。Australian frilled neck 

lizard 張血盤大口，延伸頸邊之皮數倍，頻發嗤嗤聲以驚恐敵人。Basilisk

有水面行走本領，它臨險境時可向湖快逃，在湖的表皮上迅速滑行，被譽為蜥

蝪中的基督。細小的 Skink 用自己的尾巴餌敵。不停地擺動，使獵者注目於尾

巴，不會是致命的頭部。當尾巴已在敵人的口中，索性將它棄掉，脫離軀幹

的尾巴，仍在地面上不停的搖擺。真是「毒蛇咬手，壯士斷臂」，當然犧牲了

尾巴的 skink，元氣大傷，幾個月後方能新生一完整的尾巴，有角蜥蝪 horned 

lizard 當受到狐狸或郊狼襲擊時，從眼睛噴射出一線急流，這血液含很強的

簡介爬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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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臭，足以使攻者知難而退。甚至帶毒的 Gila monster ( 蜥蝪只有兩種有毒 )

也先效法沒有其他自衛方法的，將深紫的長舌伸出，同時呼出怪聲。還有一種

將身體顏色變換，融化入自然環境中，不動聲色地潛伏，靜待危機渡過，那就

是變色龍 Chameleon。

  除了能改變顏色外，變色龍還有幾項技能，它的尾巴可彎屈自如，能緊緊握

執着樹枝。兩或三趾溶合成一板，有助身軀在樹枝上平衡，雙眼可個別作獨立

注視，供應立體角度以準確辨別昆蟲部位，舌頭可以伸到近乎軀幹連尾巴的長

度作捕取。舌頭緊貼着一頗複雜的舌骨系統 hyoid skeleton，任意操作伸縮。

  能改膚色是人類欽羡的，變色龍皮膚內有暈色細胞，含水晶微粒 iridophore

這些暈色細胞作不同組合安排，就有不同的反光效果，製造不同的顏色。在靜

止狀態時，反光是藍色，和皮膚本來有黃的色素，溶合起來便成綠色，是我們

常見到的，藍是短的波紋 shorter wavelength。當變色龍鬆馳，暈色細胞擠合

起來，光的波紋便縮短。反之，暈色細胞散開，光的波紋亦變長，所以變色龍

感到受威脅時，膚色就近紅了，甚至棕或黑色。動物學家還有一說，變色龍的

骨骼是螢光體 fluorescence，即透明體反射一種異色，隨環境而改變。

  變色龍是很美麗和可愛寵物，只能遠觀不能近觸。豢養的籠子要至少三尺

長、三尺闊、四尺高，愈高愈佳。它的天然環境是熱帶雨林，籠內廣植樹木，

葉不能含毒素，細葉榕樹 ficus benjamina 是很理想的選擇，它喜歡在樹椏枝

上攀爬。它個性孤獨，籠內只能藏一隻，絕不能二雄性關在內。水份是灑在葉

上的晶點，它不會向小杯內索取水的。食糧是蟑螂、蟋蟀、各式小蟲。不可供

應過多。

  蜥蝪還有些品種我比較認識，十多年前我往太平洋中近赤道的 Galapagos 群

島旅行，五晚食宿都在船上。主要節目是日間往小島視察動物的生態，動物可

以近觀，絕對不能觸摸，野生動物自由自在生活它熟悉環境內，不會見人便逃

走或飛走，因為它們沒有人能給予身體傷害的概念。多數小島沒有碼頭，船停

在近岸處，遊客穿了短褲，拖鞋涉水上沙灘。首先觸目的是海獅，有時要步跨

它的身軀，其次是蜥蝪中的海洋鬣蜥 Marine iguana。這些 iguanas 成群結隊

或零丁落索般躺在海邊礁石上，黑黝黝的，沒有動態。仔細察視，其中有些是

深紅色或淡棕色，當然沒有變色龍這樣悅目。它們唯一食糧是海藻，要潛水而

獲得，海水是冰涼，飽餐一頓後體溫驟降。Iguana 要伏在石上曬太陽吸取光的

溫暖提升體溫，度數過低會影響它的消化能力，甚至游泳本領。

簡介爬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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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蜥蝪中的壁虎 gecko 在熱帶常見，五十六年前母親和我寓居新加坡的

Raffles Hotel，在牀上見到一壁虎在天花板下行動。母親閱歷深，說它不會

傷人的，二零零一年遊南非，在德班 Durban 近郊一農莊午餐，天花板下有一

壁虎，共桌的英國太太驚惶失措，大叫若跌下湯碗內怎麼辦 ? 我婉言勸告她不

用怕。原來壁虎的腳板備有很複雜的黏性系統 mechanism of adhesion，主要

是腳趾下長一層薄板 lamella，上生滿幼毛 setae，  此它可行走在光滑的面

上如玻璃沒有困難，總括來說，蜥蝪是對人有益，它會吃掉室內如蚊、蠅類的

害蟲，人們不必着急傷害或趕走它。

簡介爬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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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釋 ｢江湖 ｣一詞

  輝社江達信同學半年前問我：｢怎樣譯『江湖』一詞為英文 ?｣ 頓時突然瞠目

結舌，不知如何答他。｢ 江湖 ｣ 含義殊不簡單。倉卒頗難解釋，更遑論找尋正

確的英譯了。近日暇時查閱唐詩和明史，終於對 ｢江湖 ｣一詞有些許了解。

  據我所知，江湖的泛稱有二：一是大自然風景內的江河湖泊 ;二是描寫居無

定所，披星戴月，顛沛流離的生涯。

  唐詩人王維的名句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寫來胸懷弘闊，氣勢雄渾。

尤其是他是畫家，很能將畫意在字裡行間渲染出來，把景物形容得栩栩如生。

這裡他用兩個含顏色的字眼來表達。在日落西山，夕照餘暉下的反影，江湖水

面上都呈白色。這 ｢ 白 ｣ 字貫透詩句，顯露出飄逸的神韻。同時在日落時潮汛

頓起，急流澎湃，波浪兼天。天地的顏色也變了，一個 ｢ 青 ｣ 字便點出詩句中

的靈魂。這江湖在天地中，何等的美麗，何等的神奇，何等的深奧啊 !

  我們且讀另一詩人杜甫的詩：｢ 關隘達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雖然

詩的地理環境比王維的縮小了，但雄渾的氣勢絕不減遜。杜詩寫的是一封閉着

的世界，而在這隔絕，孤寂中卻存在兩生物：鳥和漁翁，平添着無限生機。這

是崇山圍繞，不通外界的境地，只有鳥方能飛越出去。裡內佈滿江湖處處。無

限寂寥中有一漁翁在江邊垂釣。可能隱含着另一生物 ——

魚，但不在詩內的畫面繪着。這詩情就在寂寞中沁出。杜詩從一較小的角度去

寫大自然的江湖，同樣收到純美的效果。

  ｢ 江湖 ｣ 的第二含義牽涉到元末明初社會大動盪情況。元順帝失政，天下大

亂，群雄競起，逐鹿中原，生靈塗炭，城鎮丘墟。明朝立國，太祖朱元璋，成

祖朱棣父子見因戰火兵鋒所及，很多地方異常殘破，中國人口甚不平衡，於是

執行強迫大移民政策。清朝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內，｢ 明初徙民之令 ｣ 一

條內的記載是：｢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

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亦徙太原、平陽、澤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

北平，用民耕曠土。｣ 更有甚者，朱元璋意欲在北京。南京兩都外，在故鄉鳳

陽(在安徽省)建中都，強遷江南富戶十四萬以充之。明行政地區，除北京(北

平)，南京兩直轄市外，有十三布政司(即現在的行省)。湖廣布政司有洞庭湖，

漢水，湘江等水域橫亘其中，地括今湖北，湖南二省，本是極肥沃，富庶的土

地，有 ｢ 湖廣熟，天下足 ｣ 的美譽。元末朱元璋，陳友諒爭霸，洞庭湖，鄱陽

湖地區成了戰場。明初湖廣成了無人耕種的曠野。太祖凌厲執行移江蘇，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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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補湖廣的大移民策略。這在長遠計，對中國社會未可厚非。但那些被移之家

可慘了。很多流離失所，無以立足，導致貧乏逃亡，走回故鄉。民間便產生了

｢鳳陽花鼓 ｣的歌詞，對朱元璋的暴政作深深的諷刺。

  ｢ 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驢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我家沒有兒郎賣，挑了擔子走四方。」

反影出在流亡路上的血淚斑斑。從此 ｢ 江湖 ｣ 一詞，遂深印在漢文語詞中，即

是 ｢移兩江，補湖廣 ｣也。

  ｢ 江湖 ｣ 即是貧無立錐，舉目無親，無家可歸的流亡路上。陌生人要互相照

顧，彼此關懷方可圖存，這就是 ｢ 江湖義氣 ｣ 了。明末文學巨著水滸傳寫的梁

山一百零八條好漢是代表了江湖兄弟間的義薄雲天。我認為比較準確的英譯 ｢

江湖 ｣ 第二含義應是 life in wandering。跟着 ｢ 江湖 ｣ 亦含江河湖海，泛指

四方各地，如 ｢流落江湖 ｣，｢闖蕩江湖 ｣等成語。清康熙時詩人韓菼詩句有 ｢

澹蕩江湖玉局隨 ｣ 隱含着他在人間社會隨俗浮沉，可見得在清初，｢ 江湖 ｣ 已

是通用的詞了。後來 ｢ 江湖 ｣ 的意義更廣了。｢ 遁跡江湖 ｣ 指文人士大夫隱居

之處。｢ 江湖郎中 ｣、｢ 江湖藝人 ｣、｢ 江湖騙術 ｣ 指四方流浪，靠賣藝、占卜

等為生的人，也指這種人從事的行業。能兼及 ｢ 江湖 ｣ 二含義的是明建文帝朱

允炆的咏月詩句：｢ 影落江湖內，蛟龍不敢吞。｣ 明太祖朱元璋好風雅。中秋

夜集眾子孫賞月，命各人作即景題咏。皇太孫(即後來的建文帝)吟出此二句。

從字面解 ｢ 江湖 ｣ 是用第一含義的。即月亮的影子在江中和湖內，水中的鱷魚

( 蛟龍 ) 不敢侵犯。皎潔的明月是多麼尊嚴，高貴。這詩的意境很高。然此詩

亦是讖詩，預示將來。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攻破南京，奪取姪兒的

皇位。宮中起火，建文帝逃出，不知下落。傳說他輾轉流浪到西南的名山大川，

且買棹出海，到了越南，隱姓埋名，渡過餘生 ( 請參閱會安遊記 )。詩句便用

｢ 江湖 ｣ 的第二含義。影是建文帝的身影，在江湖間流浪。蛟龍是明成祖，雖

多方派人找尋建文帝的下落，最顯著的是命鄭和下西洋，都是無功而還。所以

｢不敢吞 ｣亦不能吞也。這二句詩寫出建文帝的結局。

唐詩人杜牧的七言絕句 ｢遣懷 ｣：

   ｢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試釋 ｢江湖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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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可譯作白話：｢ 我現在潦倒在江湖上，有時在船中載了酒任意遊行 ｣。

唐時 ｢ 江湖 ｣ 未有第二解法，我覺得用第二解法去領會此詩，境界更深邃，顯

出杜牧的坎坷跌宕，天涯流浪的地域更遼闊。

  中國文字滿含詩意。｢江湖｣一詞的蛻變是一很好的例子。｢江湖｣既寫風景，

且點出社會的情況，最後深寓人生哲理。

試釋 ｢江湖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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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貓，野貓，都是好貓

  十九世紀中葉維多利亞的首相 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曾說過一

句話：“在這世界上，沒有永恆的盟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有的是永恆的

切身利益。”英國的殖民主義就基於這話的神髓，在大自然歷史內，貓和人

的關係演變亦能顯露出這話的真實性。上古時代人和貓的先祖—劍齒虎 Sabre 

Toothed Tiger 勢不兩立，曾經有過激烈，血腥的鬥爭，當然人是勝利者，憑

腦袋靈活，能運用雙手製造出花樣不同的武器，把劍齒虎趕盡殺絕，劫後餘灰

的失敗者一部分逃到遙遠的山林以圖存，另一部分呢？ Felis Catus 索性本身

變種，將體型變小了，野性收斂了，皮毛色澤也光彩奪目，性格亦馴良得多，

咆哮的聲浪消失了…有了這些惹人憐愛的條件，走進了征服者的家園，征服了

征服者的心，和他共同生活起來，這動物就是我們熟悉的貓了。

  食肉目的貓科動物全部是劍齒虎的後裔，當中有三大屬：（一）巨豹屬

Panthera，包括獅，虎，豹，舌底下有一小骨（hyoid bone），受震動時便發

出咆哮了。（二）小貓屬 Felis 舌底下的小骨 hyoid 是牢固的，所以貓只能低

哼 purr，不會咆哮 roar。（三）獵豹屬 Acinonyx，屬下只有獵豹 Cheetah，

牠的爪沒有伸縮性。生物學家將牠們分科歸屬，全根據這些生理特徵，和牠們

體型的大小無關。例如與家貓 Felis Catus 同科的美洲獅 Puma，體型比與老虎

同科的雪豹還要大點。除了獅子，貓科動物幾乎都喜歡獨居的生活。

　貓被飼養，正如五穀被培植，全出於偶然。當人類發現野草叢中的米，麥，

玉蜀黍等種子可作糧食時，便大量開荒墾田種植並建築糧倉來貯藏收成品，

於是齧齒目動物也空群而至了，本來獵取鼠類的野貓也亦步亦趨，因為倉庾破

壞，受到無限困擾的農夫，突然見有此寶物從天而降，真是驚喜莫名，就將貓

收養起來，貓也在牠九死一生（傳說貓有九命），驚濤駭浪的生涯中找到一避

風塘，也懶得再冒外邊的凶險，便安享於人的保護下，於是貓和人的關係，就

產生在互相利用中。

　遠溯四千五百年前，古埃及人養貓已成風尚，甚至成為宗教儀式一種，因為

埃及人相信貓是神的化身，下世替人撲滅敗類，更傳達上天意旨，昭示吉凶，

殺害這神聖動物是不可饒恕的罪行。貓是鎮家之寶，死後也被製成木乃伊，在

墓穴內永遠陪伴已去世的主人。十九世紀後期在一埃及古城內，挖出三十萬具

貓的木乃伊。埃及人愛貓成性，高價亦不肯讓出。到埃及經商的希臘人早風聞

貓能治鼠，成效卓著，將一批偷運回故鄉，自己也把貓繁殖起來，並轉運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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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洲各地出售，甚至送去中亞細亞各城鎮，貓成了不能缺少的家畜了。

　好景不常，隨着羅馬帝國的淪亡，文化黑幕低垂西歐，天主教集政權，神權，

教育機構於一身，貓也歷盡滄桑。當時邪教，鬼巫，人狼，吸血鬼…諸多異端，

如雨後春筍，在西歐各地叢生。不幸地貓，尤其是黑貓，成了鬼巫如影隨形的

伴侶。天主教徒見到了貓，便認為是鬼巫害人的工具，下令格殺勿論。有一習

俗，每逢聖約翰誕辰，必在每一鎮內方場將貓活焚取樂，且散布流言，剩下來

的灰燼，混和了橄欖油，可以療癒刀傷。至 1400 年，貓幾乎在西歐絕跡，黑

死症的爆發是一個平地春雷，人們開始反省，去掉了貓，鼠沒有了剋星，流毒

人間，不能制止了。貓的命運被扭轉過來，在歐洲漸漸恢復希臘，羅馬時代的

地位，可見得人對貓的觀感，全跟着牠的利用價值遷移的。

　　一百五十年前美國文學家愛倫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寫下短

篇小說黑貓（The Black Cat），對人備極諷刺。故事是說一瘋漢將家中黑貓

吊死，新購的黑貓形態甚似被害的，唯一不同是有一白圈環繞頸項，他又準備

施以毒手，妻子挺身而出，維護此貓。瘋漢怒火中燒，錯手用斧劈死妻子，藏

屍地牢內一角，並建一圍牆堵塞着，和人詭說妻子出外未歸。後因形跡可疑，

警察入屋搜查，找到地牢時，圍牆內傳出尖銳，淒厲的貓叫，警察立即破牆，

在半腐化的屍體頭上站着那黑貓，目光如炬，像要射出炎炎烈火，把兇手活焚，

將這故事反映在此文上段述及西歐中世紀屠貓，作者深意，豈不是呼之欲出

嗎？

　　中國民間風俗也厚誣了貓，傳說被貓躍過的屍體會變成一具殭屍。我讀了

很多中西文學小說，最恐怖的，直至今天想起來仍毛骨悚然，無過於聊齋誌異

的“屍變”了。四行商日暮投宿客棧，但已無虛席了，四人不願露宿荒野，向

主人一老翁苦苦哀求設法安排，老翁坦言相告，實無計可施，若不介意的話，

可暫寄寓靈堂內。他的媳婦暴斃，雖成殮仍未下葬，四人困乏疲倦不堪，說不

妨和死屍共室。三客倒頭便睡，鼻鼾震室，一客心情怔忡，久不入睡。朦朧中

聽到靈床察察有聲，開目時，靈前蠟燭照到女屍面色金黃，舒舒然揭衾起立，

漫步走向客床，偏吹熟睡的三客。醒客以被覆首，屏息久待，果然殭屍用口氣

吹之，然後漫步回床僵臥如初。醒客急蹴腳企圖喚三友，但已無動靜…此故事

不長，但高潮迭起，氣氛，情景，節奏，布局都是首屈一指的文學絕品，讀了

“屍變”，我方了解被貓跳過的殭屍，這樣可怕。

家貓，野貓，都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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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和人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牠不同象，是人的運輸工具；不同牛，是人

的農作工具；不同馬，是人的交通工具；不同狗，是人的忠實伴侶。我認為主

要的不同是貓從不以為自己是人的奴役。不錯，人是利用貓去捕鼠，同時貓亦

利用人獲得一枝之棲。牠和人相處是兩重關係的連繫，第一種關係是擁有，人

飼養貓於是擁有牠，但貓亦擁有主人。王祖棠兄從紐約帶回一麻身黑紋貓“啤

啤”。外型似乎是 European Shorthair Tabby。此貓聰明絕頂，聽到我隔房呼

喚牠，立即走到我的身邊，且用口鼻親熱地擦磨着我的褲腳。這一小動作就已

說明我已被牠擁有了，因為它已留下了它的氣息，若祖棠兄養有其他的貓，一

定要尊重“啤啤”的警訊，我褲管已留有“啤啤”的氣息，不能對我親熱了，

只能去擁有其他客人。第二種關係是父子情或母子情，不要以為主人是貓的衣

食父母，貓卻反認主人是牠的子女呢？貓雖有捕鼠天性，但也要經過後天培練

和父母教訓，方能技巧純熟，所以貓要將獵物帶回給子女作示範，分三步驟。

第一步是咬死的，第二步是半死活的，第三步是全活的讓子女去捕捉。所以當

你的愛貓從外面帶回一隻死或活的老鼠或一死雀，你切勿生牠的氣，這不是牠

對你炫耀戰功，而是牠表示深切的愛意，教你如何捕捉野味，是牠作父母天性

致之。

　　家貓的生殖器多被切除，是養貓必需的手續。雌貓節育是一定的，否則貓

口過多，不知如何處理，加上貓兒叫春，擾人清夢，不是安居睦鄰的聲浪。

沒有閹割的雄貓，在室內隨處射佈泌尿，以示勢力範圍。這些氣味，雖對雌貓

有異常的魅力。人呢？要掩鼻遠而避之。生物學家觀察野貓（野生的貓）如

Lynx, Bobcat, Margay, Ocelot 等生態下的結論，所有貓科動物都劃有地盤，

雄貓可以和地盤內的雌貓隨意交配，域內的雄貓都是牠的兒子，但當牠成長後

形成父親威脅時，便被逐出門牆，出境謀生了。雄貓地盤隨時可能被奪走，這

全符合優勝劣敗的原則。新雄貓佔有地盤時第一動作是把所有雌貓的幼兒全部

咬死，以便除舊布新，將來的後裔一定是自己的骨肉了。雌貓為了保全幼孩，

便和入侵的雄貓暗通款曲，一旦地域易主，新雄貓以為幼孩是己出，必定受保

全。西諺有句“如巷貓般淫蕩”是有欠公允，雌貓為母愛所驅使，便不能守身

如玉了。

  貓是家畜中最有骨氣，其勇氣和尊嚴為文人津津樂道。當小狗受到頑童欺凌

時，牠匍匐在地，搖尾乞憐，小貓就張牙舞爪，怒目以視。當養尊處優的貓

被主人遺棄了成為巷貓時，牠的求生本能值得人欽佩。人到窮途末路便鋌而走

險，作奸犯科或流浪街頭，沿門托砵。巷貓則在郊野外捕些鼠雀充飢，雖處劣

家貓，野貓，都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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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仍不失埃及貓穿插神廟中的氣勢，仍保持先祖劍齒虎懾服群獸的風度。當

勢窮力竭，仍拼其殘命作困獸鬥，這點似乎比人作為動物更有尊嚴，更具神韻。

　　貓的品種繁多，半是人為，嚴格選擇交配的後果。其中有長毛的波斯貓，

身手矯捷的暹邏貓，無尾的 Manx，脫毛的 Sphinx 等。貓的性格比狗堅強和獨

立，但亦可以學得各種技藝在人前表演。牠愛恨分明，給予主人的熱愛別具一

格。中世紀 Henry Wriothesley, 3rd Earl of Southampton（1573-1624）犯

事被捕，拘入倫敦堡壘 The Tower of London，愛貓尾隨不捨，從煙囪爬進獄

室，和主人作伴。無論貓在主人膝上何等溫婉，柔順，接受主人的愛撫，但遇

上老鼠，牠便“還我真面目”，猙獰地示出爪牙，毫不猶疑地把獵物慢慢折磨

至死，這殘忍性格在動物界中，只有人有點類似。

家貓，野貓，都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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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談虎

  虎在十二生肖中外型是最美的，神態是最威武的，咆哮時山嶽也要崩頹。成

語中形容男子身材魁梧的是“虎背熊腰”，步伐穩健的是“龍騰虎步”。用銳

利的目光去疑視某人或某事時是“虎視眈眈”或“虎視鷹瞵”。形容英雄人物

趁時機建大事業的是“虎嘯風生”，窩囊小人借重別人權勢去恣惡的是“狐假

虎威”。三國志作者陳壽說諸葛亮的素志是“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

跨陵邊疆，震盪宇內。”

  同時虎的凶殘，暴戾性格，卻令人談虎色變。成語中描寫劫後歸來的是“虎

口餘生”。未能斬草除根，貽禍後世的是“養虎遺患”，放走了窮凶極惡的是

“縱虎歸山”。入了奸人的圈套，不能幸免的是“羊入虎口”。以大欺小時的

猙獰面孔，是“豺虎磨牙”和“鴟目虎吻”。急速吃掉是“狼吞虎嚥”。進退

兩難，欲罷不能時是“騎虎難下”。惡人有了組織和支持是“如虎添翼”。杜

甫行次昭陵一詩中有歌頌唐太宗的二句：“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前句

是繪畫李世民的天賦異稟，後句是諷刺暴君隋煬帝的虎狼之邦。

  可見得虎對人的吸引，產生了些不可思議的矛盾。我們既欣賞虎的美態，羨

慕虎的神威，又害怕虎的強暴，憎恨虎的殘忍。這種愛畏兼備的心理給英國詩

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寫得最深入詳盡：

   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In what distant deeps or skies

   Burnt the fire of thine eyes?

   On what wings dare he aspire?

   what the hand dare seize the fire?

   And what shoulder, and what art

   Could twist the sinews of thy heart?

   When thy heart began to beat,

   What dread hand? and what dread feet?

   What the Hammer? What the chain?

   In what furnace? was thy brain?

   what the anvil? what dread grasp

   Dare its deadly terrors c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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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小五時，把水滸傳讀得滾瓜爛熟。我有一遠房叔祖，他是書塾班底，國

學頗有根基的，知道我能依座位排次數出梁山一百零八好漢的綽號和名字，突

然問我：“你能說出梁山八虎嗎？”我稍加思索答道：“插翅虎雷橫，跳澗虎

陳達，錦毛虎燕順，矮腳虎王英，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勝，青眼虎李雲，

笑面虎朱富。”加上一句“叔公，你記漏了二個，還有母大蟲顧大嫂和病大蟲

薛永。”

  我認為水滸傳神來之筆甚多，其中之一是“景陽崗武松打虎”一回，金聖嘆

給予很高評價：“讀打虎一篇，而嘆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己妙不容說矣。…

皆是寫極駭人之事，卻盡用極近人之筆。”但清末學者劉玉書卻認為此回的描

寫是純出於文人虛構，不合虎的生態的：

打虎武松雙手按虎之項而踢之，虎負痛力疾，前爪抓地成渠云云。但虎性情，

余固不知，虎之形狀，見之審矣。其前後爪皆可遍及周身，常以爪搔其首，若

按其項，則兩臂必被爪傷，虎爪甚利，木可穿，石有痕，況人乎？虎之通體如

貓，曾見人按一貓之項，轉瞬間手與腕血肉狼藉矣。

　虎在動物的位置是屬脊椎動物門，哺乳綱，食肉目，貓科。是貓科中最巨型

的動物，體重在二百八十磅至六百六十磅間。像其他食肉目動物一般，虎有一

雙大牙，但有一排鋒利的門牙，兩旁的一對犬齒，長而尖銳，能輕易地將獵物

穿喉破腦。因為牙齒擅長切割，拙於磨碎。吃東西時兩腮不斷移動，慢慢將肉

切成小塊，舌尖長滿小刺，亦有助於嚙嚼食物用。個性孤立，雄虎各有地盤，

互不侵犯，用泌尿射在樹幹上以示勢力範圍。雌虎亦自畫鴻溝，只有在交配季

節方和雄虎打交道，兩雌虎亦形同敵國的。“一山不容二虎”，非虛話也。豹

的身型和體力遠遜於虎，是虎的獵物之一。豹見了虎，要退避三舍，有時牠們

也會合作狩獵的。印度有一獵人曾目睹一雌虎和一雄豹共狙擊一大水牛，且和

平地分享戰果。在動物園內曾成功將虎豹交配產子。至於另一獸中之王—獅，

因產地不同，沒有機會和虎較高下了。現時虎的產地是印度，西伯利亞，東南

亞，爪哇和蘇門答臘，還有很少量在南中國。因為虎骨，虎皮皆是珍品，捕獵

頻仍，加上近三十年來人口驟增，叢林被伐闢為農地，生態環境破壞，虎的數

量驟降得很厲害，已瀕於絕種了，所以是被保護的動物。虎最喜愛的獵物是麋

鹿和野豬，有時兼收蟒蛇，大蜥蜴等等。至於大水牛，箭豬，可能給虎有嚴重

的傷殘；黃毛犬群是虎最大的剋星。吃人的虎全部是老弱的，殘疾的，或在找

不到其他獵物時飢不擇食的。虎對人是有一定的敬畏，但其他靈長目的動物如

猿猴，便難免虎口了。

虎年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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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門是離番禺縣城市橋只有數十分鐘車程的小鎮，扼珠江咽喉，形勢險

要，是黃埔軍校的所在地。林則徐焚燒鴉片，英艦砲轟虎門，揭開“鴉片戰爭”

的序幕。結果是香港淪為殖民地一百五十多年了。清代的虎門是宗室和八旗子

弟以備應試的官學，所以敦誠贈曹雪芹詩有兩句：“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

燭風雨昏。”儘管成語中有些用虎的典故來形容惡人，但名詞中有“虎”字的

都是美好的象徵。

　　最後借此小文祝各位讀者龍行虎步，無論處理任何事務，都會虎虎生風。

虎年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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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結局懸疑

  1984 年秋，我從南京乘火車赴無錫遊覽，在太湖畔的湖濱賓館住了三晚。賓

館旁是蠡園，一有蘇州園林格局的花園。當然規模大遜拙政園，甚至比網師園

小得多。據當地文獻記載，這是滅吳後，范蠡以為功高震主，且越王勾踐為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於是掛官辭退，攜同西施隱居於此。當時我便很疑惑，

史記中越王勾踐世家記范蠡事蹟，是和太湖無涉的。蠡離越後，先浮海出齊（現

山東省沿海），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

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自以為一生富貴，已臻極峰。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好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今

山東省西南定陶縣，離河南省邊界不遠）。他以此是交易通衢之地，乃父子耕

畜，候時轉物，遂什之利。果然不久，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卒老死於

陶。

  我從未聽過范蠡曾在太湖畔流連，為何無錫父老有此攀龍附鳳之談呢？驀然

記起晚唐詩人溫庭筠作的七律《利州南渡》結尾的二句：『誰解乘舟尋范蠡，

五湖煙水獨忘機。』謬然將「五湖」改為「太湖」，一字之差，成了穿鑿附會

的依據。甚至范蠡和四大美人之首的西施在這山明水秀的地方，雙宿雙棲，何

等香艷，何等浪漫，將才子佳人的傳奇，發揮到極端！

  西施是范蠡在會稽物色到有傾城之貌的美女，進獻給吳王夫差，用她的艷麗

之容顏，迷惑吳王，使他怠於政事，遠離賢臣，以便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

生聚，一舉收復失地，滅吳報舊仇。西施入吳第一任務是除掉吳王夫差身邊重

臣伍子胥。子胥不去，吳國不可圖也。於是她和被范蠡買通的特務太宰嚭作內

外夾攻。日夜向吳王進讒，中傷伍子胥。子胥屢諫吳王節制縱慾，留心政事。

吳王不聽，反老羞成怒，賜屬鏤劍逼他自殺。子胥臨死時說：「抉吾眼懸吳東

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吳王聞之大怒，慍曰：「孤不使你死後眼睛

能見物也。」便取子胥遺體套入馬皮做的革囊內，即春秋時人謂之為鴟夷，投

之於江中，令子胥逐流而去。吳已亡，夫差自殺，西施歷史任務也完成了。她

原是范蠡進貢吳王的，他們早已相熟，可能有舊情，則吳王亡後，西施隨范蠡

而去，確是順理成章，亦是大快人心的佳事也。

  當時的環境有此可能嗎？清代學者吳景旭說：「蠡沉鷙善決策，必不潛通於

未獻之前，或載泛於既亡之後。」吳景旭懷疑蠡與西施有舊情，且進一步否定

吳亡後蠡載西施泛舟五湖的說法。范蠡與勾踐相處廿多年，很了解越王猜疑狠

毒的性格，且盛名之下，難以久居，遂為書辭勾踐而去。他為自身和家屬安全，

敢將西施從吳宮取出，攜之同行嗎？他的好友亦是與他比肩同謀滅吳的大夫文

種不是大功告成後，戀棧高官，留在越國，被勾踐賜劍自刎的嗎？他曾在齊寄

書給文種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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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但此信不能免文種於禍，終不能脫離勾

踐的毒手，范蠡認識勾踐刻忍凶殘的性格，文種無罪被殺，他若挾宮人私逃。

後果會怎樣呢？不待著龜卜了。所以吳景旭的判斷是對的。范蠡不敢在西施被

獻前對此美色染指，更不敢吳亡後和西施作比翼雙飛。那麼留在宮廷內這弱女

子的結局是怎樣呢？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幽淑女悲題五美吟」記林黛玉寫了五首關於中國古典美

人的七絕。其中一首詠西施是：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這詩很明顯指出西施悲劇收場。吳亡後，勾踐因子胥之遭讒死，西施離間有力

焉，遂沉西施於江，令逐子胥鴟夷以終。紅樓夢此詩短短四句道出西施悲慘的

結局。天賦麗質，壽考遠不及效顰的東村醜女，年老尚在溪邊浣紗，白首而終。

勾踐的辣手摧花，是很符合他那陰鷙涼薄的品性的。立了大功的文種，尚賜劍

使他追殺夫差於地下，又何惜於此蠱惑吳王，令其亡國的世間尤物，所以命此

「傾城」之色「逐浪花」也。西施可憐！勾踐可恨！紅樓夢詩為這薄命紅顏低

徊嘆息不已！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才大如海，亦有所根據的。唐朝杜牧詩有『西子下姑蘇，

一舸逐鴟夷』兩句，「鴟夷」兩字，引起有些後人的誤會，以為是入齊後化名

為鴟夷子皮的范蠡。所以西施乘舸追逐范蠡去國也。但問題就出在這「逐」字，

情理上西施不會在范蠡走後，買棹跟蹤，可能隨之而去。所以有人索性將杜詩

的「逐」字改作「隨」字，以倡「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之說。須知杜詩的「鴟夷」，指的不是范蠡，而是馬革裹屍的伍子胥。西施沉

江的辦法：勾踐把西施盛於船中，然後鑿穿船底，讓入水船慢慢淹沒江心。追

逐的鴟夷，是伍子胥的鴟夷也。子胥的鴟夷沉江於前，西施的一舸沉江在後，

故云「逐」也。勾踐以西施為祭品作酬謝忠臣伍子胥，居心何忍也！唐其他詩

人，詠西施也隱隱約約透露她的結局真相。例如李商隱詩：『腸斷吳王宮外水，

濁泥猶得葬西施。』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都說

出西施是「水葬」以終。其實遠在生於春秋戰國間的墨子早說：「西施之沉，

其美也。」這純出於法家眼光看事。吳亡，西施難辭其咎，所以有沉江之報也。

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他的記載是可靠的。我們對西施的結局推測，是沉江而

死於非命，未知能解此二千五百年的疑案否？

西施結局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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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

  蝸居放滿了書籍、唱片、雜物，真有點自慚形穢。若不是多年故舊，不敢請

朋友回家，讓人看到凌亂的情況。七零年代，我有一英國朋友；他的律師樓在

倫敦，家在離倫敦約五十里的小鎮，每天都乘火車往返。他年紀比我大三十年，

相信現在已回天家了。有一週末我到他府上晚餐。他的居室不大，但擺滿從世

界各處蒐集得來的珍品，宛如博物館般。他夫婦二人都是很有學問修養的，所

以和他們結了一忘年交。在這滿有書卷氣各小室的角落，夫人種植了很多植物

如葵、蕨、常春藤…等。這悅目的綠色使人覺得生機滿座，春意盎然。寒舍位

於舊金山鬧市中心，只有彈丸之地，所以我向這對夫婦作東施效顰，在陋室內

擁塞著各大、小動物，有金屬的、木器的、瓷器的、石頭的，主要是水晶的居

多，我且擺了大小植物十多種。當然我的文化水準遠不及當年那對英國夫婦，

可能得到的效果是畫虎不成。這計較不能顧及了，只滿足我的收藏慾而已。

  室內植物呼出的氧氣可以沖淡二氧化碳，導致切身環境內的空氣比較新鮮

點。況且人是需要一自然生境因素，以維持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滿足。居住在

煩囂的大都市內的人，一定要常常在公園內漫步。若不可能的話。便退而求其

次，在室內安置幾盤植物，非單止可娛雙目，且對身心有得所裨益。植物學家

Ross Parmenter 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無論他承認與否，人是需要倚賴著其他

生物而生存的。」我因為經常外出旅行，不能飼料寵物，植物很自然地成了我

的精神伴侶。

  室內植物的原產地是亞熱帶或熱帶地區，以熱帶雨林內的居多。家居環境未

必適合植物繁殖。

  縱使他們不會凋萎，也是委曲求存。若要植物長得青翠茂密，主人必要刻意

下點功夫，如調節溫度、供應濕度、按時施肥、刀剪修飾…. 等。甚至有些植

物要天晴時搬出室外吸取點雨露陽光。懶根成性的我，沒有這種心機和本領，

只能任植物自生自滅了。我雖然不是尅星殺手，絕對沒有「綠色姆指」，令植

物長得籠葱豐滿，枝虬幹勁。有一好友半年時段來訪，對我挖苦：「怎麼又換

了一盤新的植物，真是用銀紙作肥料了。」我只能報以無奈的苦笑。

  我的小書座一角靠著一小窗，下午有強烈的陽光射入。我曾擺過一蕨類植物 

Boston fern在此。起初綠紗四散，確實給這小書座帶來無限生機。三個月後，

這蕨漸趨凋零，殘骸跌滿地上。原來 Boston Fern 需要濕氣很高的環境。我這

書座異常乾燥，蕨來居此地，萎頓不堪了。



783

  我換了一株細葉榕 Ficus Benjaminaz，有很多枝條。假日如農曆新年、復

活節、萬靈節、謝神節、聖誕期中還可掛上些適當的飾物。誰知一年後落葉很

多，枝條疏散，已失去了當時的美感。細葉榕年紀大了，葉滲出有黏性的汁液，

沾在窗簾上或地板，很難清潔洗滌，這也是一短時的選擇。

  我後嘗試用紐西蘭月桂 New Zealand Laurel。它長得很快，愈來愈高。我

很高興，以為我找到好的對象了。枝條隨時日趨於柔軟，植物向地面彎垂，沒

有初來時挺技的雄姿，又要換了。

  銀紙樹 money tree 也不成。這是在華埠商店時常見到的植物。它的葉太輕

巧薄弱，枝上長出新芽的時候，就是老葉凋殘的末日。結果只有頂端的新葉；

底下和中段全光了，成了一怪物。

  三個月前我換上瑞士乳酪大葉 Swiss Cheese Plant。它的葉大如盤子，邊緣

裂開，中間有一列蛋形的大小洞孔。此植物給盤中一長柱扶持著，它的植物學

上名稱是 Monstera deliciosa（可口的巨無霸），原產於危地馬拉 Guatemala

的雨林中。這是一熱帶寄生植物，天然的可高至一百尺以上，攀附雨林中的喬

木身上。結的果實異常可口，兼備香蕉和菠蘿的味道。巨無霸放在小書座一角，

可算得「客家佔地主」，佔了房的幾乎一半牆壁的空間。一如盤的大葉高高覆

蓋著紅木衣櫃上三十多個小動物，給人有在森林中的幻覺。且回家後產生了七

塊新葉，其中兩塊是中心有孔活行列的巨葉，只有一塊小的，沒有邊緣裂痕、

沒有孔洞行列的老葉凋謝了。每次有新芽在葉莖的旁邊爆出，我每朝定仔細觀

察它慢慢成長，心中充滿生機和美麗的綠色希望。書座還有一角，換了幾次細

葉榕樹都不成功，後來索性花三百多元買了一株八尺高的假細葉榕，可以亂

真，掛上近百個萬靈節玻璃飾物，亦算生機滿座了。

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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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秘魯沙漠線

  拿斯加沙漠 Nazca Desert 是在秘魯 Peru 沿太平洋邊的海外線中的高原，長

約六十里，寬五里，距離首府利馬 Lima 南二百五十里。南太平洋暖和的海水

被一股凍流截斷，摻和著後的浪湧向秘魯岸邊。海氣雖是濕潤，被凍流推向高

聳在秘魯西部的崇山 Andes Mountains 去，沒有一滴雨水降落在太平洋邊的高

原上，所以一年中有半年萬里晴空，烈日照耀這沙漠得如火般熾熱 ; 而另半年

這沙漠被一層薄霧籠罩著，始終不見甘霖。

  在這絕對乾涸氣候中，沙漠地面上，可以說是腐蝕的程度近乎零。自 1950

年代，人們便發現拿斯加沙漠地面上繪上很多看似雜亂無章的線紋。半個世紀

已消逝了，這些線紋仍存在著，似乎是一絲不動。究竟它們是甚麼 ? 代表些甚

麼 ?

  亘古以來，很多旅客步過拿斯加沙漠，毫無疑問他們一定察視到地面上這些

詭異的，顯然是人為的線條。但在平面上看，這些線條是毫無意義的，給人的

印象是過眼雲煙，一瞬間便忘掉了。在上空鳥瞰，這些橫亂交义的線構成巨大

的動物或幾何圖案。從飛機上攝取到的拿斯加沙漠線是很富戲劇性的。

  這些線條一千五百多年前已存在拿斯加沙漠地面上。在那尚未有汽球或飛機

的時代，為甚麼有人花了這麼大的精力，用了這麼多時間在地面上雕鑿這麼多

在天空方能看出端倪的線條 ? 線條是給誰欣賞呢 ? 這是一歷史上的謎 ; 直至現

今此疑惑亦未找到令人滿意的解答。

  圖案包括魚、鳥、蜘蛛、蜥蜴、猴子、狗…和一些辨認不出的動物 --- 甚至

有一服裝很像太空人的。除此外，尚有很多長方形及直線。這些直線都是漫無

目的;不知從那兒來，亦不知往那裡去。刻上圖案的地面成份是砂礫和小圓石;

這些砂石輕輕地被移闕，露出比較淡色的泥層。被移動了的砂石就在線條的兩

旁堆積。從飛機上看，線條呈淺黃色，綑上較為深色的邊緣，所以非常清晰。

當夕陽西斜時，疊起的砂石在旁邊投影，圖案更為醒目。

  當然沒有人能肯定傑作是誰手筆。考古學家確實知道一千五百年前此地域為

Nazcans 人雜居。Nazca 文化比 Inca 文化古舊得多。現存屬於 Nazca 時代的

古董陶瓶，外表皮的點綴和沙漠線異常類似，所以考古學家推測沙漠線大概是

Nazca 時代的人刻畫。Inca 人征服了 Nazca，鳩佔鵲巢，他們對 Nazcans 人遺

留下的文物並不十分尊重，建築了一條驛道穿過這些動物圖案。後來 Incans 

人自己亦被西班牙人征服。Nazca 和 Inca 兩文化都沒有文字紀錄，同歸於盡，

在南美洲歷史上留下一大段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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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神秘沙漠線並不是甚麼巧奪天工，其刻繪亦需要很多時間和勞力 ;它們

一定對創造者有寶貴的用途，這深長意義是甚麼 ? 贏得後人無限的參詳和揣

測。

  遠在 1926 年美國考古學家 Alfred Kroeber (187---1960) 已發現拿斯加

沙漠地面上繪了很多不能解釋錯綜複雜的交义線，秘魯的學者 Toribo Mejia 

Xespe 說 : 「這些「公路」是此地古時居民留下的痕跡」。1930 年代，美國科

學歷史家 Paul Koosk (1959 年去世 ) 乘小飛機從秘魯南部往首府利馬，在上

空窺視到神秘沙漠線，展散的範圍很廣，便決定作進一步的研究。他武斷: 「拿

斯加沙漠是世界上最巨型的天文學書籍。這些線紋是指向某一星宿或星座的位

置。」

  Koosk 沒有機會給這些天文學論點註上詳盡的科學引證，便溘然長逝。他的

助手德國數學家 Maria Reiche (1903--98) 繼承他的遺志。在他們開始研究

時，注意到拿斯加沙漠的特殊地理環境:溫度長年在華氏77 度間，無風無雨，

沙漠很少有外界的干擾，所以線紋能長年屢月地保留下來。在 1941 年夏至時

(約6月22日 )，他們發現其中一條長線直指往西方天涯遠方，是日落的位置。

此啟示加強他們認為沙漠線和天文有密切關係的信念。Dr. Paul Koosk 去世

後，Dr.Maria Reiche 完成一大批天文學計算，例如某一長線指向某一星宿升

起的方向。她認為是 Nazca 時代祭司用來製作曆法的工具。Dr.Reiche 認定

Nazca 時代的畫線人是集統治者、祭司、天文學家於一身。此武斷不是人人可

以接受的。有識者對 Dr. Reiche 的理論來一個反駁。基本問題是拿斯加沙漠

上有無數的線條，而天文學內星宿升降多得如恆河沙數。這些巧合純屬偶然。

在無際的長空內，找一固定星宿，然後尋求一地面上的沙漠線配合它，並非難

若登天的工作。這是Dr. Reiche 的天文學論據的致命內在弱點，這不是科學，

只不過是人為的故意安排罷 !

  歷史學家公認在現時秘魯的古代原居人Nazcans 最偉大的成就不是他們的南

征北討，克服鄰近各族的窮兵黜武，亦不是藝術上或建築上的創設，而是他們

在農業方面的豐功偉績。從公元前三百年至公元八百年間，這些有上等智慧的

Nazcans 將橫貫秘魯中南的寸草不生荒涼沙漠變成綠野延綿的阡陌農田 ; 這需

要有極端優秀的灌溉系統。泉、井、渠流、導水管…都是不能缺少的。有了促

進的農務，方能產生多姿多彩的文化。我們從今天見到留下來殘餘 Nasca 時代

陶器裝飾，點綴著各類花草動物。若沒有充份的水源，怎能滋潤這些生物繁殖

呢 ? 在 Nazcans 的古墓裡，考古學家發現賠葬衣服皮革，有南美洲駱馬 LIama 

和羊駝 A1paca 鮮艷的毛彩。證明在古時此地是人煙稠密的處所。這些神秘沙

漠線不就是灌溉系統的指南針嗎 ! 指出水源的發流地和水的來龍去脈。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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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在這裡，若是闡明地底水系，寥寥數筆便夠了，何必大費周章，刻上蜘蛛、

魚、鳥…等動物圖案。豈不是故意塗鴉，混淆視聽，和原意適得其反嗎 ?

  1968 年瑞士作家 Von Daniken 出書 Chariots of the Gods 一書風行於世，

發表他那石破天驚的理論 :「從上空看到拿斯加沙漠地面上縱橫交义的線條，

此地分明曾一度用作機場。」他進一步推測沙漠是外星人的太空船停泊處。這

些動物圖案都是給外星太空人看的，好讓他們辨認清楚這是下降在地球的據

點。其實在 Von Daniken 出書以前，Professor Leo Deuel 早注意到秘魯神秘

沙漠線是上古時代的航空站。跟著有電視紀錄片，內容基於 Chariots of the 

Gods 一書。太空站一說已像火星上有很多運河一樣，深烙人心。何況間接證明

外星人的存在。有旅行者迷聲稱這些外星人駕臨我們地球。這遐思啟發多麼浪

漫和美麗的想像。當然太空站一說不值科學家一晒。美麗的想像畢竟和現實的

科學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現在秘魯人對拿斯加沙漠線有怎樣的看法呢 ? Von Daniken 太空站說純站

著歐洲傳統式人種優越感。尤其是書中說到在地區刻繪這些碩大無朋的動物，

非古代的 Nazcans 智慧所及和當時科技能做得到的。只有外星人能夠有此本

領。1946 年 Dr. Maria Reiche 親自在拿斯加沙漠上的線條步行。邊行邊在紙

上畫出圖案。開始時她很迷惑，不知她在踏著甚麼動物，後來方了解她腳步追

踪的是一巨形蜘蛛。鄰近複雜的螺旋圖案她推測到是一巨形獼猴的尾巴。因

為 Dr. Reiche 先看到在飛機上攝取拿斯加沙漠地面的照片，早有先入為主的

概念，知道自己應該尋找的是甚麼 ? 換上普通人，必定茫茫然，百思不解了。

所以在平面上去觀摩這些圖案，已是非常困難，遑論繪畫，所以 Chariots of 

the Gods 斷定繪畫者是外星人，只有他們方有此航空工具，能俯臨這些圖案，

定奪畫得是否神似。現代秘魯人就是不服氣。他們用一千五百年方有的原料和

工具，製成一小汽球，有座位，可以將人提升到上空視察地面。他們的結論

是拿斯加沙漠線就是古代 Nazcans 人畫的，畫線的動機全是宗教意味。這些

動物都是給他們的神看的。至於為何只有一部份動物如蜘蛛、猴子、humming 

bird... 出現，因為沒有現存的文獻作輔證，這疑問始終不能解答。

   神秘的秘魯沙漠線是一團謎。沒有那種理論能給人一滿意的解釋，因為如

此，更增加沙漠線的神秘。無論如何，我們要珍重這些古代文化留下的瑰寶，

要好好地保護它。

   我第二次蒞臨秘魯主要目的就是去觀光拿斯加沙漠線，同時重臨世界新七

大奇景之一的 Machu Picchu。在首府利馬居停了共三晚，用它來作轉接點。

三十年前我曾遊過利馬，是一煙霧迷漫，塵囂滿路的大都會。那大半天的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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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給我一終生難忘的印象，是最特別和恐怖的。聖方濟修道院 Monastery of 

San Francisco 藏書甚富，存有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古書和文件，有二萬

五千本以上用皮革精裝的書籍。土庫本是利馬的墓地，直至 1810 年。現在陳

列著成千屢萬的骷髏，一排排眼洞空空，牙齒尖尖的頭骨，看來一股寒流直透

脊椎。這些都曾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呀 ! 曾幾何時，化作一堆白骨，「長

於春夢幾多時，散似秋雲無覓處。」世事若雲煙，嘆人生，真難定矣 ! 利馬大

教堂寄存了西班牙征服者 (El Conquistor) Francisco Pizarro 的遺體，被放

在一玻璃棺材，屍身已是半腐化了。第二次參觀大教堂，它改放在有蓋的木棺

內。第一次目睹的恐怖形象，給我無限反省。他征服秘魯時，不擇手段，用兵

殘暴，殺人無數，而今剩下桔骨殘骸。一生事業，隨歸塵土，昔日英雄，如今

安在 ? 我又被帶到一忘記了名字的小教堂，教堂一角的金盒內放了被藥製過，

保存三百年的大主教首級，這是他慘被裊首後的示眾標本。還有最震憾人心的

宗教大審判博物館 Museum of Inquisition。這本來是異端教徒受酷刑和被處

決的場地。土庫有很多間酷刑室，用蠟像作示範。灌水、脫指甲、強伸四肢、

鞭笞、火烙、吊打…林林總總的酷刑皆備，形態逼真，栩栩如生。在利馬宗教

大審判的殘酷，比起母國西班牙馬德里 Madrid、塞維利亞 Seville.... 等地有

過之而無不及。為甚麼人對付人這樣殘忍 ? 尤其是用宗教作為大前題，這是神

和基督能容許的嗎 ?

  第二次來秘魯，我是先遊了 La Paz, Lake Titicaca, Bolivia, Cuzco, The 

Sacred Valley,Machu Picchu,Peru 等地方來到首府利馬，三十年後別來無

恙。這次寓居的 Swissotel 是在有園林之勝的住宅區 San Isidro，環境清幽，

離開擾嚷喧嘩的市中心甚遠。當晚在旅館吃了一頓豐富精美的意大利餐後，瀏

覽旅館內商場，買了一白色的旅行袋。突然聽到身後有清脆廣東話的女聲:「我

聽你的英文口音，斷定你一定從香港來的，同鄉，你好嗎 ? 」我回頭一望，見

到一位衣著時髦，舉止雍容，笑容可掏的中年印度女人。於是我們站在商場一

角聊天。原來此印度女人是在香港長大，十年前嫁給一英國裔的南非商人，現

居住在角城 Capetown，和香港一別十年，總沒有機會回去。她非常懷念香港，

向我頻頻詢問。正是:「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我辨稱我也闊別香港多年，現寓居舊金山，但「回歸」後我曾回香港二次，香

港現況只知道少許。我們談話不及五分鐘，一位滿頭白髮，腰身挺直的男士走

進來。他說著標準牛津口音英文 :「這次糟糕了，我們忘了買高山症特效藥，

現附近藥房都關了門。明天早上四時半要往機場赴 Cuzco 怎麼辦 ? 」此人是那

印度女人的丈夫。我說: 「放心罷，我剛遊罷Machu Picchu，從 Cuzco 來此。

高原除導致失眠外，對我全無影嚮。我有藥在身。」 於是從口袋中拿出高山

症特效藥給他們，他們感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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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旅行秘魯期間負責我食宿、行動，和觀光的是秘魯國家旅遊局，他們服

務周到。翌日早晨吃罷早餐，從餐廳出來早有司機在旅館大堂等我，送我到

San Isidro 區內的長途汽車站。從利馬往南部小鎮 Ica 行車近四小時，用的

是豪華汽車，座位隨時可以變為臥床。車子沿著太平洋海岸南下，離開首都利

馬。見到郊外民居，景象和三十年前見到的差不多。因為此地乾燥，降雨量甚

少，有些屋宇是用厚紙皮砌成的，若有暴風雨降臨，隨時會崩潰。秘魯委實太

貧窮，很多人告訴我，利馬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城市之一，街頭打劫的現象是常

有的。我寓居的旅館是在高尚住宅區，得天獨厚，出外見到的鄰居，對我非常

友善，所以利馬給我的印象甚佳。車子到了 lca 站，早有一妙齡少女，黑頭

髮，棕色皮膚，手持一大紙牌，寫上我的名字，歡迎我的蒞臨。她自我介紹名

喚 Theresa，圓大的眼睛，笑帶甜甜的酒渦頗給人好感。她是我在 Ica 三天二

夜期間內的私家導遊。

  首先她領我到 Las Dunas 旅館去註冊、取房、和放下行李。這旅館非常特殊

的風格給我一不能磨滅的印象。遼闊的花園，樹木蔥籠，群芳競艷。更難得

的，夾雜些椰樹。「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這幽雅園林景色，在東南亞

或地中海各島見到，殊不出奇。這是沙漠地帶呀 ! 沒有良好的灌溉系統，怎能

種出這麼多秀茂的植物。客房都是小小的石屋，錯落有致地築在花園各處，且

有小徑相通。路旁豎著典雅的燈柱，且有指路牌列上房間號碼。如此新穎構思

去安排房間，我只在南非遊土人村見過 ( 請參閩南非紀行之三〉。每一房間佔

小石屋一座，都是在花葉掩映中，和鄰房距離甚遠。三或四條小徑在一小方場

或一小圓周交會。小小的場地或出賣旅遊紀品店，或有一樂器如六絃琴的表演

者。最奇特的有一巫師在一小方場替客人治病或指點迷津。我的寓所很寬敞，

一角有書桌和寢椅，顯然是集睡房和客廳於一室。餐廳是在游泳池旁一玻璃屋

內。我在 Las Dunas 吃了兩次晚飯，都是攀登人生藝銜的極峰。除了菜餚精美

可口外，遙望游泳池的樂隊演奏，視覺、聽覺的享受，配合味蕾。我非常感謝

秘魯國家旅遊局美妙的安排。園林的高樹都掛上各式各色的綵燈，各小徑旁一

列燈柱全被點亮，Las Dunas 幻化成人間仙境。Theresa 告訴我此旅館場地很

大，有馬槽…住客可騎馬到市外沙丘作滑沙遊戲。有飛機跑道一團體可以預租

小飛機住觀拿斯加沙漠線。毫無異問，在我旅遊經驗中，除了埃及及開羅 Mena 

House 外，秘魯 Ica 的 Las Dunas，無與倫比。

  我在 Ica 留宿兩晚的動機是乘飛機去觀光拿斯加沙漠線。這小城亦有值得遊

客流連的景點，我擇兩處作簡述。地方搏物館 Regional Museum 內容如其名，

陳列本地的文物風情，反影出 Nazca 時代的產物。內面有幾個木乃伊和一批顱

骨，這些頭骨都有不同的裂痕和縫線跡象。古 Nazcans 懂得破頭矯正腦袋的缺

陷，他們的科技成就甚為驚人，除了沙漠上繪各鳥獸圖案外，有此先進的外科

神秘的秘魯沙漠線



789

手術。還有很多喚作 quipus 的東西，是打了結不同顏色的繩索，這些是他們

計算儀器。顏色和打結的方位和數目都有特殊的意義，算出繁複運作數字的答

案。我在沉思 Nazcans 顯然有很高的智慧，為甚麼不創造文字呢 ?這是他們遠

遜古埃及人的地方。若有了文字解釋，我們現在便不必要對那些神秘沙漠線疑

惑妄猜了。一角放了幾個玻璃瓶，瓶內有些液體，浸著一桔乾的斷手，是從木

乃伊身上切下來的。本地人相信將乾手重灌水份可以看出死者生前狀態。

  郊區有一湖，全被沙丘圍繞著，名喚 Huacachina。Theresa 告我，此地本來

是寸草不生的沙漠。古時一對男女青年，因為家庭阻礙，不能結為連理，在此

處殉情。上天憐憫，突然在地下爆出泉水，成了此湖。湖水含琉璜份甚重，可

以治療腰酸、背痛、關節炎 ... 等疾，所以來此求醫的病人很多。現湖邊築了

一旅館，環湖綠樹婆娑，緊貼沙丘，是一強烈的反對照，真是沙漠甘泉。很多

健康人也跑來這裡，可以兼做滑沙和游泳二運動，水在沙漠地區，畢竟是難得

一見。

  在 Las Dunas 過了一很安詳的一夜，是到保利維亞、秘魯後酣睡得最甜的一

次。早餐後提著飽滿的精神隨 Theresa 和司機赴 Ica 機場。踏上小飛機，只

有十個座位，其他九人都是從西班牙、葡萄牙來的。空中小姐派了一拿斯加沙

漠圖給每一乘客。圖上畫滿幾何和動物圖案，方位和距離，一目了然，飛機航

程約十五分鐘，抵達目的地，在上空盤旋了很多次，讓我們仔細、清晰地視察

每一個圖案。當然我非常滿意、大快平生。寥寥數筆，不可能細述我的目睹和

感受。避重就輕，我談一下最不喜愛的和最喜愛的。最不喜愛的是太空人，他

是配戴著圓圓面罩的抽象人形圖案，比起其他精緻，神似的動物圖案，瞠乎其

後。我懷疑是現代人讀 Chariots of the Gods 後，受其影嚮，稱此圖案為太

空人，可能它另有所指。我最喜愛的是猴子，它有一條長長的，螺旋形捲起來

的尾巴。據 Dr. Maria Reiche 計算，猴子是指向北斗星 The Great Dipper 的

方位。北斗星的英文俗稱解為大汲器，和水有密切的關係，可能是古 Nazcans

人向神祈雨。上段提及 Huacachina 琉璜湖被視為聖地，同是反影出沙漠居民

如何珍惜水的存在。午餐在機場餐室內，吃了一件三文治後往閘口會 Theresa

和司機。

  下午 Theresa 臨帶我去參觀一遠離市區的葡萄園和製酒廠。我不是劉伶，對

酒的興趣不大，因為莊園南距 Ica 五十里，欣賞秘魯南部農村景色興趣頗濃。

Vista Alegre 規模不俗，製出享譽國際的紅酒，比其他地方的紅酒稍甜一點。

但品嚐酒的節目我卻婉辭了，說皮膚敏感，對酒精有不良的反應。我知道南美

洲售貨員高壓推銷的手段，我是吃不消。回程時 Theresa 順便解說 Ica 市的歷

史。秘魯國歌作家 Jose de la Torre Ugarte 在 1786 年誕生於本市，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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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總統也來自本市。在送我回旅館晚飯前她帶我瀏覽 Ica 市容並參觀了 La 

Merced 教堂。

  最後一天在 lca 。能親自看到拿斯加沙漠線，一遂多年夙願。對有獨特風

格的 Las Dunas 旅館和富人情味的 Ica 小城，臨別依依，尤其是導遊 Theresa

和司機對我禮貌周周。早餐後收拾行裝到旅館登記室，Theresa 笑臉相迎，她

向我解說，我們離此北十五里，先到 Paracas 海灣，將行李寄存在 Paracas 旅

館。她給我一張船票，是給在旅館附近碼頭停泊的小艇，專帶遊客出海觀察

Ballestas 島上野生動物的。在 Paracas 旅館門前，Theresa 將我的行李交給

門房首領潘先生看管。她介紹我認識潘先生，說他的曾祖父是中國人，潘先生

外型似西班牙裔和南美 Inca 裔的混種，看不出有一滴中國人的血液。他不懂

英語、國語、粵語，但見我是華人，十分熱情誠懇，大有照顧同胞的意味。我

和 Theresa 及司機握手道別，重重打賞他們。潘先生指示我步向碼頭的路線。

  碼頭是在伸進入海灣長堤的盡頭。登上小艇，風平浪靜，同艇的有七人，是

在海灣作一大巡遊，遠眺岸上風景。最高沙丘的沙面上雕有一三义燭台，已存

在有千年以上。像拿斯加沙漠線一樣，給人們一謎。這燭台的意義是甚麼 ? 有

些科學家相信它和南半球夜空上的十字架星座大有關連，真是匪夷所思了。小

艇開出太平洋，遠遠便聽到海獅群的吼叫聲，我知道已近 Ballestas 島了。島

上動物，除海獅外，還有海狗、企鵝、排出 guano( 最益農業的糞便，是秘魯

名產 ) 的各種海鳥、龜 .... 等。它們不為人或食肉目的動物騷擾，自由自在

生活於懸崖峭壁。遊人只可遠觀，不能近摩。

  遊罷回旅館。我有充裕的時間在旅館餐廳內午膳。飯後又可悠閒地漫步在旅

館園林中，要了一杯咖啡，在游泳池旁欣賞海景。細思今日何幸，來到這天之

涯，海之角，家常俗事，暫時拋諸腦後，慢慢地享受浮生半日閒罷 !「莫思身

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看看手錶，離下午二時只有十五分鐘，我匆忙

走到大門前，向潘先生領取行李，等待開往利馬的長途汽車。潘先生惶恐滿面，

要和我說些告別話，但無法溝通，我知道他多麼渴望能說一句曾祖父的言語啊!

神秘的秘魯沙漠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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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覺芳簷片月低，依稀鄉國夢中迷。

      世間何物催人老 ?半是雞聲半馬蹄。』

  這是清代王九齡寫的旅行絕唱，我在南非遊記中曾引用過。很多前輩和好友

譽我為旅行家，這名號我是沒有資格承擔。不錯，我在年青時便開始旅行，過

半光陰虛耗在雞啼 ( 即現時的鬧鐘 ) 和跑馬 ( 即現峙的飛機、火車、汽車、輪

船)內。不知不覺，「澗水流年月」，白髮催人老。這些旅行都是蜻蜓點水式。

腦海留下一幕幕景象，仿彿是陳年電影，隨著流水年月，已被沖淡得有點糢糊。

在沉澱的回憶中苦苦摸索，閱歷過的風景文物有點像隔簾花影，令我在迷惘隱

含了少許清虛。但有些地方能深深震撼我的心靈，留下的烙印是不能磨滅的，

宛若中流砥柱，不會被似水流年沖走。回憶起來，景物線條仍清晰，情懷更熾

熱，史必列特 Split 就是其中之一。

  我首次蒞臨 Split 純出於偶然。1968 年秋，我從當時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

萊德 Belgrade 飛赴 Dubrovnik，用的是小型航機，乘客座位數目不上二十。

機長是一和靄可親，稍通英語的長者，起機前他逐一和乘客寒喧，知道我單

人匹馬，獨闖歐陸，觀光各地文物。他向我介紹 Split 是一很獨特的歷史文

化名城，保存下來羅馬時代 Diocletian 大帝的皇宮，是世間絕無僅有的，我

既然遠道間關到此，萬不可錯過遊覽這皇宮的機會。我告他，我的機票終點

是 Dubrovnik，怎能臨時換票呢 ? 他慈祥地說 :「我的班機會在 Split 停留一

小時，放走部份乘客，這樣罷，我給你一順水人情，你也在 Split 下機，遊罷

Diocletian Palace 你再買張長途汽車票，乘車往 Dubrovnik 去。」就這樣一

言為定，和 Split 結上了不解緣。

  寄寓的旅館 Hotel Marjan 在 Split 舊城西端。梳洗罷已是夕陽西下，華燈

初上。行出旅館覓食朝舊城漫步，目前景色太美了 ! 使我看得呆若木雞，陶醉

當場。一條長長的瀕海大道，靠海的那邊，植了兩行齊齊整整的棕櫚樹，樹

下廣種長青灌木，五色鮮花。旁邊擺上密密麻麻的椅桌，都坐滿了人。馬路

那邊是一列矮矮的房宇，容納了咖啡室、小食店、旅遊機構、精品舖、小工

場 .... 等，林林總總，不勝枚舉。這些矮屋緊倚着巍峨的 Diocletian Palace

的厚厚城牆。城牆上層有很多瞭望窗，有些已被磚泥封死，有些透露出燈光，

顯然有民居在內，有些伸出鐵枝，木棍，滿掛洗濯了的衣服。原來這古羅馬

時代的皇宮是一活生生的古蹟，裡內包含了二百二十座樓宇，有教堂，商店，

餐室和三千人口的民居。Split 舊城禁止車輛入內。瀕海大道行人熙來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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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常熱鬧。大道西端是一廣場，圍著一組仿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物。東端是

Adriatic 海的名港碼頭，泊著很多客運或貨運輪船。西端遙遠處 Marjan Hill 

遠山如黛。南臨海港，吹來習習涼風，遠處零星小島，依稀入目。茶座中各男

男女女，觥籌交錯，喝得面紅耳熱。正是「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

生。」此情此景，驚鴻一瞥，終生難忘。闊別 Split 三十六年，古城風光，浮

在腦中，時隱時現。我多麼渴望能重臨舊地，將自己再沉沒在這古城的人海中，

於是頓生「自憐湖海多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之思了。

  去年五月，我委託美國運通旅行社替我安排克羅地亞 Croatia 兩星期遊。這

是不參加旅行團的獨立活動。旅行社預先替我訂下各站的旅館，治途的輪船和

長途汽車，預早編定參觀各地古蹟名勝的節目，並約請各站接送飛機或輪船的

人選。這樣旅行方式很適合我，雖然消費昂貴一點，但免了青年時找住宿和交

通工具的麻煩。第一站 Split 尤其重要。我再三叮嚀旅行社替我找一有學問，

熟悉歷史文物的好響導。果然不負我的期望，在 Split 國際機場接我機的是一

廿多歲的青年小子 Boris Vujici。他是大學內歐洲藝術系的研究院人。他在我

居停 Split 期間內充任我私人司機、導遊，兼生活指導。這次重遊 Diocletian 

Palace，可算痛快淋灕，非常詳盡，是旅行團不可能供應的。

  羅馬大帝 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245-312) 出身寒賤，生

於 Dalmatia 區 Split 附近的 Salona。父親是一奴隸，年青時投入軍旅，戎馬

一生。三十九歲時 ( 即公元 284 年 ) 被選為羅馬皇帝。彼時羅馬帝國已呈衰

頹之象，威望急劇下降，外圍四周頻受野蠻民族的侵擾，裡內基督教崛起，

教徒在精神上軟化了帝國的雄風，腐蝕了好勇鬥狠的本質。Diocletian 在位

二十一年中總算勵精圖治，暫時挽住了帝國走向潰散的危機。他有感帝國幅員

太大，遙遠的角落鞭長莫及，毅然將土地劃分為二 ; 這是羅馬帝國分為東、

西的開始，東羅馬遂成了拜占庭帝國 Byzantine Empire。他故意另設一帝分

自己的權力，可見得他不是獨裁者。他且設兩位有實權的候任皇帝，萬一在位

者因病或要事離職，候任者可立即補上執政。這是羅馬歷史有名的四權分治

Tetrarchy。Diocletian 選擇故鄉營建一規模龐大的皇宮以備日後解甲歸田作

憩息居處。退休這概念在那時代是很革新的。公元 308 年 Diocletain 因健康

轉壞在 Nicomedia 讓位給東羅馬候任皇帝 Constantine。返回故鄉，從此安享

晚年直至公元 312 年辭世。

  Diocletian Palace 用的材料全部是鄰近 Brac 島產的光滑璀燦的大白石。營

建時間足十年。Diocletian 不惜工本，從意大利和希臘運來大理石，從埃及

運來圓柱和人首獅身像作裝飾門面。這是皇宮兼堡壘和重要的軍人駐防地。皇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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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呈一不齊整的長方形。從東至西最長的空間是二百一十五公尺。從南至北最

短的空間是一百八十公尺。總面積約三萬一千方公尺。最高的城牆是二十六公

尺，緊緊圍著皇宮。四角是四方型的箭樓，堅實穩固。有東、西、南、北四閘

和外界相通。閘的兩旁築了八角守衛炮台，高出城牆少許。城牆四周共有十六

座炮台拱衛皇宮。城牆上建了一跑道可行兵馬，環繞皇宮一周。說這皇宮是金

城湯池，實不為過。城牆的上層都開了一連串的拱形窗穴。隨著時光流逝，人

事變遷，這羅馬時代的皇宮也物換星移。儘管自中世紀以來，建築不斷摧毀，

增加，或修改，羅馬時代的建築藍圖仍清晰可辨。「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

在夜烏啼 !」這歷盡風霜雨露的一千七百年羅馬古宮確是名不虛傳的稀世奇珍

也。

  Boris 和我從南面的青銅閘踏進皇宮 ; 入了一面積遼闊，佈滿油畫，雕刻，

和各大小藝術品的地牢一部份。這地牢曾貯積了幾個世紀的廢物。1956 年作

一大掃除把地牢清理，讓遊人看到皇宮的基本方格，因為上層的宮室已被改得

面目全非。近海和青銅閘處有一條長長的畫廊，上面是 Cryptoporticus，給

Diocletian 大帝漫步觀賞海景的場所。地牢西端頂上本來是皇帝寢宮，毗鄰有

溫水浴池。我見到地牢一角牆壁有水漬，難道直至現在輸水管的功能仍存在嗎?

地牢正中頂上分別為朝天宮 ( 即皇帝接見臣下的地方 ) 和中殿 ( 即皇帝召集會

議的方 )。地牢東端上面本是飲宴廳 triclinium( 這詞源出古羅馬三人共一張

懶佬椅，半臥半坐地吃喝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一切都

變了 ! 所有宮殿都改為窮人居室。自蘇聯解體後，很多俄國難民蜂湧入此，經

營販毒，營娼…等不見天日的勾當，本地人戲稱曾是 Diocletian 寢宮地區為

「糞洞」未知 Diocletian 身後之靈有知，作何感想呢 ?我不期然想起鮑照「蕪

城賦」的尾段「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 : 邊風急

兮城上寒，并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 」目前景物令我想到

帝國的榮枯，潮生潮落，花謝花開。宮殿是人建造的，也是人毀滅的，正如上

帝既創造了生命，又隨時可以將生命收回。古城曾有過風光旖旎的時代，亦曾

經過戰火的亂離，夢醒了 ! 面對著因人事變易而轉換了的時空，只能發一聲長

嘆 :「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

  地牢的北端沿石級而上可達皇宮的中庭 Peristyle，這是整所皇宮保存得

最完整的建築物。中庭是一面積頗大的廣場，座落通皇宮南北大道的南端，

東、西、南三方都圍繞著圓柱。中庭比街道的水平低了三石級。中庭東面緊

貼着皇帝的墓穴 Mausoleum。西面是宮內的三所廟宇。南面很宏偉，是進入

Diocletian 內殿各處的宮門 Protiron。宮門正中有四條長長的圓柱支持着拱

門上的山形頂 Gable。圓柱內間是一小殿，是皇帝接見外客和老百姓的地方。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794

我們可以想像到當年 Diocletian 的威嚴。他高高在上坐在小殿的大椅上，居

民和臣下俯伏在中庭的地面上朝見。宮門的山形頂還有精繳的雕刻，可惜已被

時光磨蝕，我還依稀看到四奔馬的痕跡。四圓柱頂端亦有很細微的雕工。當然

華麗遠遜北京的故宮。但我要作一公平的比較。Diocletian 的年代恰是中國晉

惠帝時。我曾到洛陽憑弔漢魏故城遺址。宮殿早埋在蔓草荒煙下，只剩些斷壁

殘垣給後人作追思罷 ( 見河南省遊記 )。Split 能留下這樣完好的古宮，確實

是奇跡。

  從宮門內下石級直通前殿 Vestibule，這是群臣等待皇帝從內宮出來前集會

處。前殿外面呈四方形，裡內呈圓錐形。周圍有很多半圓，四分三長方的凹處。

上層有些凹處洞開成了窗穴。頂頭是一大圓洞，相信本來有一小閣，現在蕩然

無存了。四周牆壁本來有很多碎石砌成的圖案，現在也四壁蕭然。雖然前殿只

剩下一空殼，我可以想像到當年的氣勢。前殿本有門和中殿相連，似乎已被封

死，因為後者已蛻變成了民居。

  中庭東面兩圓柱間坐了一隻用黑花崗巖雕成的人首獅，傳說是公元前十五

世紀的遺物。皇宮內共有十一隻人首獅，散落在各處。公元 297 至 298 年間

Diocletian 帶兵平定埃及的叛亂，這些人首獅是他奪回來的輝煌戰果。我默默

沉思，這些人首獅歷盡一千七百年的滄桑，默默地目睹家國興亡，世事沉升，

若能解語，定有講不完的故事告訴遊人。離人首獅不遠處，便是八角形墓穴

入口處。Diocletian 的遺骸在此停露了一百七十年，終於神秘消失了。中世

紀時墓穴改建成為教堂，命名為 Cathedral of St.Domnius 紀念在 304 年被

Diocletian 斬首的 Salona 區基督教地下領袖。Diocletian 是最後一位逼害基

督教徒的羅馬帝國皇帝。最大的歷史諷刺是他的遺孀和女兒皈依基督 ; 他辛苦

經營的墓穴換了主人，屬於他死對頭 Dominius，直至今天。

  穿過兩隻石獅守着的大門進入此墓穴改建成的大教堂。這八角形建築物外

圍盡是圓柱。大門上有 1214 年雕成的圖畫，共二十八幅 ; 每一幅展示基督

生平一鏡頭。教堂的圓頂圍着大小兩層希臘公元前一世紀的哥林多式圓柱

Corinthian Columns。圓柱群內貼牆處是一連串石雕，足滿一圓周，其中有

馬車賽和狩獵的剪影。一角雕了 Diocletian 和皇后 Priscia 的石像，相信這

是整個皇宮內僅存的 Diocletian 痕跡。皇后肖像繞以一花環，被兩位有翼

的童子夾持著。皇后 Priscia 的結局很淒慘。Diocletian 駕崩後，她和女兒

Valeria 都被彼時的東羅馬強人 Licinius 謀害。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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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入門處左邊的講亭 pulpit 頗引人注目，是圓筒形下面支以六根圓柱。沿

邊雕以奇花異卉，立著珍禽惡獸。教堂內有很多祭壇 Altar。其中 Altar of 

St. Anastsius 底下石棺藏有殉道者的遺骨，他是被 Diocletian 投河淹斃的。

石棺雕有基督被鞭打的畫面。合唱團的座位飾以很精緻的十三世紀木雕，可以

代表 Dalmatia 地區的藝術精華。

  教堂對面是浸禮堂baptistry。前身是Jupiter神廟，有小徑和大教堂相通。

Jupiter是眾神領袖。Diocletian常對人誇耀自己是Jupiter的兒子降臨塵世，

以掩護自己出身寒素。裡內有名雕刻家 Mestrovic 的傑作施洗約翰的銅像，骨

格嶙峋，是 1954 年竣工的。最有歷史價值的當然是那浸盤，外面雕了克羅地

亞王 Croatian King 腳踏著異教徒敵人。

  六層高的鐘樓在大教堂和中庭間。登臨可不容易，難處可和登開封鐵塔相

比。我勉力而為，到頂層時已感到膝頭酸軟。舉目遠眺，古城風光，港口景色，

盡收眼底。我深想三十六年後重臨 Split，一晃間自己已成雞皮鶴髮，記起宋

詞中名句 : 「別來迅景如梭，舊遊似夢，煙水程何限。」惆悵中夾著些傷感。

  皇宮中庭 Peristyle 是城牆內一很寬敞的廣場，是羅馬帝國時代人民集會

處。今天亦見到三、五成群年青人在此大發議論，談笑風生。每逢夏季音樂節

令，中庭是一很理想，自然佈景板。Verdi 的歌劇 Aida 每年都在此演出，收

到轟動效果，絕不遜在羅馬市內的鬥獸場。中庭兩旁設有些咖啡室、茶座、小

食店給遊人歇腳。我記得三十六年前在宮門小殿內有一奧國烹飪式的小餐館，

維也納煎豬扒 Wiener Schnitzal 香脆可口，我曾光顧多次。現在物是人非，

餐室換作聖壇，擺上很多宗教陳設。在中庭之北是貫通南北大街 Cardo 和橫掃

東西大街 Decumanus 交叉軸心。Decumenus 將皇宮分為南北二區，南區是宮

殿，北區是軍人和家眷居室。中世紀以來，尤其是威尼斯共和國統治時代，

Diocletian Palace 的佈局有很大的改動。北區營建了很多貴族宮邸，南區漸

漸變成貧民窟。現在宮邸中的豪宅如 Papalic Palace 已開放給遊客參觀，且

在宅內設了城市博物館 City Museum。

  Boris 帶我行出皇宮四閘保存得最好的北端金閘，這是皇宮的正門，門前有

大路通往當時的大城 Salona。門是一長方形洞，上面是一半圓形大窗。大窗

兩旁有二凹處，大窗上面又有三凹處。全閘用沉實的大石。Boris 向我指出閘

西一大石刻上一希臘名 ZOTIKOS，大概是建築工人的簽名罷。近城牆頂有四石

塊，相信是羅馬四帝 ( 西羅馬皇帝 Maximianus，東羅馬皇帝 Diocletian，兩

位候任皇帝 Galerius 和 Constanntine Chlorus) 的像座。代遠年湮，羅馬四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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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像早失落了。閘內有一庭院，是皇宮的最後防線，衛兵在此和衝入城牆的

外敵作生死肉搏。現在庭院已擺上很多賣物檔口和大傘，傘下有檯椅供人淺斟

低酌。閘外不遠處立着 Ivan Mestrovic 雕成的銅像 Gregorius of Nin，他是

十世紀主教，向羅馬教廷申請本地教會廢除拉丁文，改用克羅地亞文，他的左

腳大趾被遊人摸得光滑，傳說摸了它會帶來好運。

  東西大街 Decumanus 街面狹窄，兩旁都是精品店。出了西端鐵閘，便進入

Split舊城最大的廣場，人民方場了。它後來取代了皇宮中庭成為新的市中心。

Diocletian 死後，羅馬帝國終於潰散。614 年野蠻人的 Avars 和 Slavs 二族

攻陷 Salona，大批難民湧入皇宮地區，霸佔了很多房宇。皇宮內人口突然膨

脹到不能容納新難民。皇宮鐵閘西面外便成了 Split 的「新區」。市民在新區

築堡壘，建街道，把新城弄得井井有條，且自願歸屬於拜占庭帝國以求政治保

護，抵抗野蠻人再次入犯。1420年威尼斯共和國吞併了Split，大大發展港口。

成了威尼斯外地中海重要的貨物吞吐站。人民方場四周的建築物有中世紀時代

的，威尼斯時代的，加上羅馬時代的古皇宮，Split 舊城處處有歷史幽靈的影

子。Boris 真是一好導遊，他帶我在人民方場附近的街道作一巡禮，且解釋每

一樓宇的風格特色。遺憾的我對建築學一無所知，聽來如水過鴨背，辜負了他

不厭其煩的辛勞。

  當天下午，未日落前有點時間。Boris 驅車陪我往離 Split 約五公里

的 Salona 古城遺址。遺址一片荒殘，有「田園寥落干戈後」的風味，和

Diocletian Palace 相比，真是一反高潮。此地是 Diocletian 的出生處，亦

有憑弔的價值。當年 Diocletian 建的大水道 aqueduct 仍存， 被一列小圓柱

凌空支架，頗像一袖珍式的高速公路。Boris 說仍在供應舊城鮮水，可見得羅

馬時代的工程已有長足進展。這裡有基督教殉道者的墳場，其中一石棺藏著

被 Dioc1etian 斬首的 Domnius 枯骨，有碑文述其生平，但是我不能讀的拉

丁文。我默默沉思，何不索性將他葬在皇宮的 Cathedral of St. Domnius 內，

這本來是 Dioc1etian 的墓穴，如此是名副其實的鳩佔鵲巢了。或說鵲佔鳩巢

更合適，因為 Domnius 比 Diocletian 良善得多。遺址還有一出色的景點，那

是露天劇場 amphitheater，保存得頗完整，可容一萬八千觀眾。現在劇場中

心荒草萋萋，有一隊山羊在其中覓食。其實 Diocletian 的收場很淒涼。他滿

以為將獨生女 Valeria 許配給西羅馬候任皇帝 Galerius，世澤可以綿延下去。

Galerius 病故，姪兒 Maximus Daza 要娶 Valeria 為妻，她不應允，被放逐敘

利亞 Syria。Diocletain 以退休皇帝身份，替她說惰，誰知他的繼承人不肯賣

他的脹。當年叱吒風雲的人物，不能庇護一弱女，Dioc1etian悲憤下服毒自殺。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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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故地重遊，寓居仍是三十六年前投宿過的 Hotel Marjan。渡過悠長的歲

月，Marjan 已不再是 Split 的第一流旅館。踏進房間，好像時光倒流般，窗

外奪目而來的瀕海大道的一列棕櫚樹和舊城密密的房宇。於是我喃喃唸起鄭板

橋的詞句:「多年湖海曾為客，都付與風吹夢香，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裡，

一種溫情猶昔。」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旅館位置在林木茂密的 Marjan 半島入口處。雖然距舊城只有十五分鐘步行

路程，但遠絕塵囂。翌日上午是Boris給我自由活動時間。他在我旅館登記後，

曾駕車沿半島海岸線行了二十分鐘，指出些值得瀏覽的景點，我牢牢記緊。大

清早起來，沿海岸漫步，清風徐來，松濤疊疊，鳥語花香。間有退了休的老人

牽著愛犬和我陪行。他們不懂英語，用微笑和我交談，我進入古遺物博物館，

是分兩部份 : 草坪上豎立了形款不同，大小各異的石碑 ; 石室內大堂展示古克

羅地亞教堂用的大石傢俬，公元八零零年用的石浸池，還有從 Salona 搬來的

石棺。櫥窗內有各種珠寶、武器和九至十世紀聖壇上遮幕雕錦，提醒遊客除了

Diocletian Palace 的羅馬文化外，還有其他時代的克羅地亞文化給人追索研

究。

  Mestrovic 藝術宮本是雕刻家 Ivan Mestrovic 的私邸。他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時逃離家鄉，輾轉經意大利遷移到美國。後來將此棄置一邊的別墅捐

給 Split 市政府，作收藏他的作品展覽場。屋前有一大草坪，矗立了很多裸

體女像。樓宇分兩層，前邊緣有一長走廊，環以希臘 Ionic 式圓柱。室內有

很多名作，有慈祥的聖母，苦難中的約伯 Job 。最感人的是「我的母親」。

Mestrovic 用最細膩的手法透露出慈母神情，顯得無限親切。

  上斜坡二百公尺後便見到「小小堡壘」Kastelet。Mestrovic 購來收藏了他

的基督生活環節。他在 1916 年便開始這木刻工作，用盡平生精力，現這木刻

蓋滿教堂四周牆壁。這是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悲劇作一強烈反應，用宗

教意識潛化了人間的暴虐。教堂正中是基督釘十字架的木像，和四周木刻配合

十分和諧。「小小堡壘」有一羊腸小徑降下至海旁。我坐在一大礁石上遠眺輪

船出入 Split 港口。腳下的浪花在崩雲的亂石間做成一小漩渦。一被淹斃的小

動物隨著水的移動浮沉打滾，我凝視着好幾分鐘。一頭大浪捲來，小動物失了

影縱。Split 的歷史文物何嘗不是如此。希望永遠失落的時刻不會來臨。

  下午二時 Boris 送我上赴哈哇島 Hvar 的輪船。我和他及古城 Split 道別。

我走馬看花式的旅行，一幕幕浮光掠影，有時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和古城在時

闊的空間 dimension of time 旅行著，留下羅馬時代、中世紀、威尼斯統治時

代、奧地利亞統治時代的斑斑痕跡。歷史幽靈永恆地長伴著它。

古幽靈長伴史必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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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柱中流道鎮江

  日本名畫家兼旅行家東山魁夷曾給他的名作《路》題過這樣的評語 :「這一

交織著絕望和希望的道路，既是遊歷的結果，也是從新起步的征途。它既是通

往未來的憧憬之路，也是誘發懷舊的鄉愁之路…」這番話也可以反映出我寫遊

記的心聲。我曾兩次蒞臨這江南歷史名城鎮江，第一次是孤獨的旅行，從南京

乘火車到鎮江，在金山旅館寓居了一夜。我全不介意孤獨的旅行，更容易把我

自己和殊方的景物融匯在一起，因而發現了不尋常的自我。踏著的街道、石頭、

看到的樹木、樓宇，深深牢掛在心頭上，更顯得意義深長，揮之難去了。這一

切景物成了我人生路上一重要部份，正如東山魁夷的名畫般，充滿著憧憬和懷

念。我兩次遊鎮江就這樣給我難忘的切實體驗。

  25 年前一個深秋下午，我在金山旅館內吃了午餐，漫步行到附近的金山公

園，在總站踏上第二路公共汽車。到了雲台山站，我便見到一座很古的石塔，

我匆忙下車往前觀看。此塔築在一跨越小街的石門上，全用青石分段雕成，高

約五米，分塔座、塔身、塔頸、塔頂等部份。塔座底下的石門橫樑上刻有『昭

關』兩個大字。此塔建於元朝，是遺留在鎮江很多古物之一，因為橫跨小街，

行人在底下穿過，就算做了禮拜。據專家鑑定，認為它是我國現存唯一完整、

時代最早的喇嘛塔式「過街塔」。此元代石塔將我引進鎮江最古老的碼頭區

域 --- 西津古渡。

  這區域由東、南、西、北四度扇門劃定。我踏進的扇門，前有約十石板級是

一拱形門，半圓周上面有一大幅石牆，中間橫刻著「西津渡街」四個大字。入

門又見到刻有「共渡慈航」四個大字，這是佛家語，用以祝福渡江人，其他三

度扇門分別刻有「同登覺路」、「層巒聳翠」、「飛閣流丹」; 後二句出自初

唐四傑之一的王勃《騰王閣序〉。

  門內的縱橫小街，都是很狹窄的。沿街店鋪林立，夾雜些古樸民房。建築物

多是磚木結構的兩層屋。窗欄和飛檐都飾以精緻的雕花，油漆一律是丹紅色，

不負「飛閣流丹」這雅名。但是因為年代湮遠，有些房宇的丹紅變為瘀黑。真

是歲月催人，時不我與。西津古渡是一活生生的博物館呀 ! 莫怪寫《生死戀》

的英籍華人女作家韓素音說 :「漫步在這條古樸典雅的街道上，彷彿是在一座

天然歷史博物館內散步。這裡纔是鎮江旅遊的真正金鑛 !」最能增遊人發古幽

情的，小街上還刻著「民國元年春，長安里」、「古瑞里西街。1914」…字跡

依稀可辨。

  此區內有一房宇，正門題有「救生會」石額，立石於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

此是搶救沉船和行將就溺的渡江人的機構。又有一天然岩洞擴鑿而成的觀音



799

洞，早在宋朝就建廟宇，屢經興廢，現為清咸豐九年 (1859) 重建，這是過渡

人禮拜的場合。

  沿著斜坡向長江邊，抵達西津古渡口。這是歷史悠久的碼頭，即是三國時的

蒜山渡，因為渡口北依蒜山。唐朝時在北固山下另設甘露渡，蒜山渡因地處城

西被改名為西津渡。唐武德、九年(626 A.D.)時，鎮江撥歸金陵(南京)轄管、

西津渡又稱為金陵渡。此渡口是古時江防戌地，亦是乘船通往長江北岸瓜州的

要塞。唐張祐有一首題金陵渡的七絕 :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裡，兩三星火是瓜州。』

此詩寫出夜色低沉，四周寧靜，旅客輕愁。隔江燈光閃爍處，大概是瓜州罷，

因而牽連到在天之涯的遙遠故鄉。景色如畫，情物交融，思維深邃，韻味幽遠。

  現在西津古渡口只留有待渡半亭和下渡船的石級而已。因為長江主流北徙，

待渡亭北望去，是江流沙積成的新土地征潤州，被建設為鎮江新區，再見不到

「兩三星火是瓜州」的夜景。渡口也被遷往征潤州的西端。自潤揚大橋通車後，

鎮江、揚州此二大城市被連接起來，渡口漸被淘汰，將成為明日黃花。真是滄

海桑田、人事亦隨地理而變遷 !

  京杭大運河是全世界最長的一條人工開闢的河，全長一千八百里，起自北

京，終點杭州，經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溝連海河、黃河、淮河、長江、

錢塘江五大水系。鎮江地處長江與大運河的交匯處，非單止為漕糧、貨運中心，

亦為兵家必爭要地。長江西起高資，經鎮江，東抵武進一段又稱為京江。千百

年前，鎮江江面遼闊，長江就在附近入海。西漢文學家枚乘有描繪海濤湧進焦

山，製成氣勢雄偉浪潮的文字 :『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

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帳。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

知三軍之騰裝…』所以隋唐以前，江面寬達四十多里，鎮江別名京口，即是京

江出海處也。唐許渾詩 :『吁嗟樓下水，幾日到京江 ?』因為遼闊的江面風急

浪大，做成長江天塹難渡的一定危險性。三國時曹丕欲兵下滅吳，駐馬瓜州，

望見江水茫茫，不敢冒進，收兵而還。後來長江主流向南或北移動，兩岸淤塞，

江面窄了很多。時至今天，依然是江水滔滔，浩蕩奔向東流。鎮江仍是長江下

游一重要商港。

  長江與運河在鎮江的交會點，是最繁盛的商業凝聚。目前主要有三處: (一)

位於諫壁鎮的諫壁口，有抽水站和大型船閘 ; ( 二 ) 位於丹徒鎮的丹徒口 ; 

( 三 ) 位於鎮江市北邊的京口閘平政橋下的小京口。

砥柱中流道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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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鎮江市區的古運河形成了一條秀麗的風景錢。此段運河從諫壁經鼎石山

至平政橋出長江長五公里多。岸邊多仿古建築物，且林蔭載道，泛舟在運河的

碧波中，可欣賞兩岸古意盎然的景色，不負清查慎行的「舳艫轉黍三千里，燈

火沿流一萬家」的詩意，有十座小橋橫跨運河兩岸，鎮江儼然又成為另一「小

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水鄉。

  鎮江處長江南岸，臨江是接踵相望，逶迤不絕的峰巒。這些山雖不甚高，兼

備北方山的雄偉險峻，南方山的清雅幽秀，山腳下是驚濤拍岸的一江橫陳，所

以鎮江有旖旎壯麗，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而可作為用兵的險要關塞。其中北

固山是最陡峭的。

  北固山本有三峰相連，主峰海拔 58.5 米，明代時將前峰與中峰之間切斷。

現在的北固山包括後峰與中峰，直削入江，洶湧的波浪，在山腳下奔騰，奪觀

者魂魄。1500 年前南朝的梁武帝蕭衍睹此奇景，不期然嘆曰 :『此乃天下第一

江山也 !』

  「峰巔片石留三國，檻外長江咽六朝。」是詩人給北固山的定評。在後峰上

有一寺院像一條青龍蜿蜒地向西延伸，這就是三國時劉備過江迎娶孫權妹妹孫

尚香的甘露寺。詳情見三國演義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洞

房續佳偶。」周瑜本想用孫尚香為餌引劉備過江，然後殺之以除後患。諸葛亮

巧施妙計，將招親消息洩漏給孫權的母親吳國太。國太要在甘露寺召見這準新

郎，見他手垂過膝，氣宇不凡，真的將女兒許配給他。假姻緣變成真夫婦。劉

備帶新夫人回荊州大本營。「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成了對東

吳一大諷刺。甘露寺毗鄰鳳凰池旁有十字割痕的試劍石，是劉備、孫權各拔劍

擊石處。劉許願平安帶新夫人回荊州，孫許願順利在江東稱霸。古柏松樹林中

有溜馬澗，是當年劉備、孫權騁馬奔馳的地方。

  在後峰北側有一名樓喚多景樓，懸上北宋書法家米芾親筆匾額「天下江山第

一樓」。此樓又號稱北固樓，俯眺怒湧著東去的大江，青山遠黛，宏偉壯觀。

元朝詩人薩都拉送別友人寫了一首五言律詩 :

    『我還京口去，君入浙東遊。風雨孤舟夜，關河兩鬢秋。

      出江吳水盡，接岸楚山稠。明日相思處，唯登北固樓。』

我第二次蒞臨鎮江，已是 25 年後，年及古稀 ; 關河重渡，兩鬢早已成秋 ; 人

生能再有第二組 25 年嗎 ?

  後峰絕高處有祭江亭，甚是古樸。四根石柱架起尖頂翹翅灰瓦小亭。亭柱刻

有對聯二副 : 「客心洗流水，蕩胸生層雲。」和「此身不覺出飛鳥，垂手還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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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巨鰲。」相傳三國時劉備夫人孫尚香思念母親回東吳，後聽到劉備和東吳大

戰，敗績虢亭，退入白帝城病故消息。夫人悲痛萬分，穿素服到江邊遙祭劉備，

跳江殉情。後人就在夫人死處築此祭江亭，且用麵粉包了豬肉茸、蟹粉作祭品

投入江中，以悼念孫夫人，此是鎮江著名小點蟹黃湯飽的緣起。

  北固山還有很多古蹟如三國東吳英雄埋骨處的太史慈墓和魯肅墓，宋代鐵塔

( 鴉片戰爭時英帝國主義企圖搶掠，因塔身沉重無法搬動，但已將塔頂作永久

性的破壞 )、還有海岳庵、連滄觀、古芙蓉樓、萬歲樓 .... 等。南宋詞人辛

棄疾登北固山有如此感懷:「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

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金山在鎮江市區西北，海拔 43.7 米。本來是飄浮於長江中的孤島，外形像

一隻金鰲。有「勃然天立鎮中流，雄跨東南二百州」的雅譽。後來長江北移，

到清代後期，金山便與南岸陸地連接起來。金山在晉朝時名喚「澤心山」是長

江中流砥柱之一。唐朝宰相裴休之子裴頭陀在山中名剎出家，號法海和尚，掘

土得金，遂名金山，沿用至今。古時舟楫從西津渡過江北上，經金山、瓜州，

到揚州。乾隆皇六次南巡，都走這條航道。

  金山寺於 1600 年前建於東晉明帝期間 ; 清康熙二十五年 (1686 A.D.) 御賜

名為江天禪寺。寺宇沿山疊建，殿堂樓閣，巍峨雄偉，遠觀瓊樓玉宇，金壁輝

煌，把整座金山密密包住，有「金山綺麗寺裹山」的雅稱。元曲作家趙禹圭寫

了一小調折桂令詠金山寺景色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台，山水

相輝，樓台相映，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動色，酒杯傾天地忘懷。醉眼睜開，

邊望蓬萊 : 一半煙遮，一半雲埋。」蓬萊神話傳說中的海上仙山，「一半」二

句說蓬萊仙山隱於煙雲中，飄渺不可睹。

  白龍洞在金山西北麓，是傳奇「白蛇傳」女主角白蛇精白素貞藏身處。據說

很久以前洞中居有一條巨大的白蟒蛇，經常吐出雲霧一般的毒氣，無人敢近。

武則天的侄兒靈坦和尚膽大包天，入洞打坐參禪，佛法所至，白蛇遷移他處，

從此霧氣消失。此洞口雖小，裡內深不可測。「白蛇傳」中男主角許仙被法海

和尚軟禁，和白娘子拆離，決心逃走，經小和尚指點，從這洞裡逃往杭州，在

西湖斷橋與白娘子相會。

  白龍洞上的懸崖上有法海洞，洞內端坐著一慈眉善目，斷指一節老僧塑像，

這就是歷史上的法海，唐朝名相裴休的兒子，他是一得道高僧。「白蛇傳」將

法海歪曲成一冷酷無情的惡魔。宋代宰相張商英在此題詩云 :

    『半間石室安禪地，蓋世功名不易磨。

      白蟒化龍歸海去，巖中留下老頭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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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山觀景有兩佳處 : ( 一 ) 在金山頂峰的江天一覽亭。名為康熙帝御賜。

他登臨見白雲繞亭，水天一色，遂寫下「江天一覽」四字。後毀於太平天國戰

火，同治年間重建，現碑上四字是中興名臣曾國藩用康熙筆法臨摹的。( 二 )

慈壽塔，是磚木結構，八面七級，華麗精緻。登上塔頂，環自四眺，北面長江

如飄帶凌空，波浪若魚鱗般閃閃生光。南面市區，車水馬龍，燈火鼎盛。遠處

青山連綿不斷。第二次遊鎮江時，同行者周榮超曾登塔獵取佳照多幅。

  妙高台位於金山東南半山腰，建於北宋元祐初年 (1086 A.D.)，是鎮江人中

秋賞月勝地。蘇軾曾應佛印和尚邀請，在此欣賞那皓月當頭，玉宇澄埃，不期

然懷念那遠隔關山，在天彼方的胞弟蘇轍。寫下不朽名句傳誦千古 :「... 人

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且將

玉帶贈佛印，留在金山寺，詠詩云 :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劍鋒機。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

   天下第一泉在金山之西，原來隱蔽在長江江心。清代後期，隨著長江北移，

和金山一齊登陸。唐朝李德裕曾在鎮江充任潤州刺史多年，後被陞遷入朝作宰

相，他很懷念這中泠泉水。後聞有友人從鎮江到長安，託他帶一瓶泉水回來。

友人匆忙中竟忘掉，到南京方省起此事，隨便汲一瓶江水。李德裕呷了一口便

嘆說:「想不到鎮江泉水竟變了質，變成石頭城下江水了。」明代吳國倫有「飲

中泠水」詩 :

『峭壁當江載海潮，芙蓉千葉鎮僧寮。峰巒飛動疑三島，殿閣崢嶸自六朝。

  仙梵杳從空翠落，亂帆飛掛野雲飄。攜壺自汲中泠水，一飲居然萬慮消。』

  「白娘子水漫金山」是膾炙人口的民間傳說。法海和尚將白素貞的丈夫許仙

騙上金山。白娘子帶著婢女小青 ( 青蛇精 ) 至金山寺門前苦苦哀求法海放走許

仙，法海不依，並大罵白娘子和小青是兩條蛇精。白娘子無奈，於是求龍王師

兄，調四海之水漫浸金山寺。一浪比一浪高，排山倒海，且有蝦兵蟹將隨波逐

流而至，向寺門傾來。嚇得小和尚大罵法海，無理拆散人家夫妻，大抱不平，

導許仙從白龍洞逃出軟禁。這是一很生動為真摯的愛情向強權挑戰的故事。

  在大雄寶殿正北瀕江處是七峰亭。此亭的營建牽涉到一段歷史故事 :「岳飛

金山解疑夢」。相傳南宋高宗紹興年間 (1l41 A.D.)，岳飛在朱仙鎮和金人交

鋒大捷，正要打過黃河，乘勝追擊，想不到朝廷發十二道金牌，召他回臨安(杭

州 )。岳飛回京路上，夜宿瓜州客棧，半夜做了一怪夢 : 兩條狗相對講話。他

很疑惑，過江後往金山寺請教高僧道悅大師，代詳夢之凶吉。道悅初閉自不語，

後敬重岳飛是一大英雄，便說 :『兩犬對言是個 " 獄 " 字，此夢凶極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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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牢獄之災。』於是勸岳飛不可回臨安。岳自忖剛打了勝仗，怎有陷獄的道

理 ? 堅持遵守聖旨，要回臨安。道悅嘆曰 :『元帥忠心如鐵，我亦無法救渡，

不過要提防風波之惡。」岳飛抵達臨安後，果然被秦檜用「莫須有」罪名抓進

牢獄。最後和兒子岳雲共三人押上風波亭處斬。行刑前岳飛抬頭一看，見到「風

波亭」三字，長嘆一句 :『悔不聽道悅大師之言 !』事後秦檜聽到岳飛臨終之

言，派兵士往金山寺捉拿道悅。道悅早坐在盤壇上圓寂了。秦檜詢問為何金山

寺代代出高僧 ? 有人告訴他臨江金鰲嶺上小山丘七座，是風水寶地。秦檜於是

下令將這些小山丘削平。後人為紀念岳飛的忠貞和道悅的明見，在此地建了七

峰亭。

  金山也是梁紅玉擊鼓敗金兵的地點。公元 1130 年，南宋名將韓世忠以四百

水兵將數萬入侵金兵困在金山腳下的蘆花蕩。夫人梁紅玉登上妙高台，親擂戰

鼓助障，並用鼓聲頻次、數目、和徐疾暗示金兵動態。宋軍士氣大振，大破金

兀朮。從此巾幗英雄的威風流芳百世。

  焦山位於距市區東北五公里的長江中心，是鎮江的另一中流砥柱。山高 70

米，與南岸象山隔江對峙，拱衛江口。這處於江中的焦山，漫山遍野都是綠竹

翠柏，古木蔓藤。青瓦白牆的庭院樓閣部掩映在萬綠叢中。焦山內建有很多寺、

庵、廟，右徑相連，鐘聲相聞，都被翠色的植被掩蓋了。遠遠望去，一片蔥綠，

不見房宇，有「焦山雄秀山裹寺」的雅稱。

  去焦山多從象山古渡上船。江風微拂，涼入肺腑。山門是朱漆大門，一對石

獅在前守著。門柱楹聯為「長江此天塹，中國有聖人」，橫額為「海不揚波」。

山腳下定慧寺是鎮江最古老的寺廟，建於東漢獻帝興平年間 (195A.D.) 寺名取

於清康熙年間，取意於「由戒生定，因定發慧」之說。

   焦山不僅有幽靜古樸的自然風景，也有很多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其中以

碑林最為珍貴。石碑的蒐集分為兩處 : ( 一 ) 摩崖石刻環集於焦山西側峭壁，

綿延二百餘米，氣勢磅礡，存有六朝以來刻石百餘方 : 行、草、棣、篆，各具

風采。( 二 ) 寶墨軒碑林，佔地七千平方米。展覽館分為史料館、文苑館、瘞

鶴銘館…等。回廊曲徑連接錯落的庭院。其中「魏法師碑」是江蘇省境內保存

一塊最完整、最大的唐碑，筆法沉著厚重，清靈娟秀，剛柔兼備。最寶貴的是

「瘞鶴銘」殘碣。這是一方悼念仙鶴的碑刻，原刻於西側峭壁雷轟巖上，是摩

崖石刻的一部份。後因山崩墜於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 (1713 A.D.) 由陳鵬年

募工從江中撈起五塊殘石，後被移入寶墨軒碑林。宋代蘇軾評此碑書法藝術 :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明朝王世貞評它:「古拙奇峭，

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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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墨軒碑林左側有乾隆皇遺宮。乾隆第三次下江南(1762 A.D.)曾駐驛於此。

他慣例不飲用長江水，駕臨鎮江前一年在焦山開挖新井。這口東泠泉井時至今

天仍存在著。御用的水其源頭與定慧寺西側的東泠泉相通 ( 此泉可比美金山的

中泠泉 )。水質清冽甘醇。乾隆用此水烹茶細品，且賜予身邊文武隨從。

  走出碑林，踏著一條兩旁植滿銀杏樹的小徑向左行，就可看到苔鮮斑斑，傷

痕纍纍的古炮台，此是 1840 年鴉片戰爭時為加強長江防衛而建的。1842 年英

軍企圖侵入鎮江，切斷江南漕運，給清廷經濟致命重創，發動長江戰役，焦山

被捲入前線。當時在炮台的守兵對強敵毫不畏縮，奮勇還擊。使侵略者舉步維

艱，付出慘痛的代價。最後因強敵不斷供應新炮火，守軍全部壯烈犧牲。「逝

者如斯，未嘗往也 !」我們步經此古炮台，緬懷這批在國恥史中殉難英雄，感

到民族節義，氣壯山河，長存在這青山綠水中 !

  焦山別峰上有別峰庵，僅留瓦屋數間，庭院一方，是雍正年間鄭板橋讀書處。

現在庭中還有疏竹幾竿，花叢數簇。竹椅依偎在怪石間，環境頗清雅。門柱上

鐫刻了鄭板橋手書對聯 : 「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

  吸江樓在焦山絕高處，登樓遠眺，煙水茫茫，重重黛色都被淒迷的山氣蒙蓋

著。名茶一杯在手，遙觀江景，真是脫塵出世。所以鄭板橋撰聯此處 :「吸來

江水著新茗，買盡吳山作畫屏。」

  「華嚴月色」是焦山十八景之一。位於焦山西南的華嚴閣瀕大江，和金山的

妙高台，同為賞月勝地。閣是一座兩層水榭，內有楹聯「大江東去，群山西

來。」中秋時，皓月當空，萬籟俱寂之際，啟發無限哲思。趙樸初親筆題匾「無

盡藏」，取自蘇軾與佛印和尚參禪偈句 : 「江上清風，山間明月，造物無盡

藏。」

  焦山北長江水面上有二小山 :松寥山和夷山。它們和焦山是拱衛長江東流雙

闕。站在焦山北麓遙望此二小山，漂浮在江浪中，若隱若現，宛似仙境。故唐

代李白詩讚嘆 :

    『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

      駕天作長橋。仙人如愛我，舉手來相招。』

  壯觀亭建在焦山西南山腰上。站在亭上，對煙波浩渺的長江。「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西望金山，一簇青黛，擁立著重樓疊閣，在波濤上浮

現。向遙遠處凝視，隔江揚州穩現於雲水間。這些景色頓使人胸襟壯闊，豪氣

煥發。明朝鎮江地方官姚堂登山到此，取李白「登高壯觀天地間」之意，題名

世觀亭。

砥柱中流道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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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柱刻有一副對聯 :

     『砥柱鎮中流，此處好窮千里目 ;

       海門吞夜月，何人領取大江秋。』

壯觀亭畔石崖邊有一株枝虬葉蒼，軀幹矯若遊龍的千年古松，人稱為「六朝

松」。

宋朝人題詩云 :

      『一株天嬌六朝松，多是板埋與石封。

        不用點睛亦飛去，前身原是在天龍。』

  我最近遊焦山是和陳翹邦、黃秉權、李子厚、周榮超、朱樂怡同行。我們和

導遊劉慧，一行七人乘索道纜車從長江南岸的象山直達焦山峰頂。新建的萬佛

塔，巍峨直刺穹蒼。我們 ( 除了陳翹邦、劉慧 ) 急於登塔。塔頂風很大，長江

波浪也被吹得向西浮動，迷惑了我的方向感。此處因離懸崖甚遠，觀江景不及

在吸江樓或壯觀亭。塔高七層，內藏上萬個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的佛像。很多

像下面刻著施主的姓名和籍貫。後我發現如捐上一千元人民幣，遊客亦可購一

小佛像供奉在此。周榮超、朱樂怡和我在二樓向地面俯望，給陳翹邦偷拍了一

照。這是遊焦山一很寶貴的紀念品。

  鎮江曾是江南漕運之咽喉，既是物流匯集的工商巨埠，又是據險固守的軍事

重鎮，也是人才薔萃的故鄉。創立王朝的開國君主有三國東吳孫權、南朝宋劉

裕 ( 小名寄奴 )、南齊蕭道成、南梁蕭衍、明朱元璋。曾在此任官職的有唐朝

宰相權德輿、李德裕、宋代的蘇頌、宋殉國忠臣陸秀夫、明首輔楊一清 ...。

曾在此生活過的科學家有晉葛洪、南朝祖沖之和陶弘景、北宋沈括、近代的數

學家華羅庚 (1910---1985)、橋樑專家茅以升 (1896---1980)。在鎮江有詩文

留於後世的更多了 : 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勰《文心雕龍》、蕭統《昭胡文

選》、徐陵《駢文、玉台新詠》、米芾〈畫史、茗溪詩〉、陸游、辛棄疾...我

現在抄下辛棄疾《京口懷古》一詞以結束此鎮江遊記 :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

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

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

砥柱中流道鎮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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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鄴城往那裡去了 ? 

  去年我在電視中聽到一詭異的問答 :「在現時地球上，那一歷史名城，可

以到訪，但不能再重臨 ?」答案是君士但丁堡 Constantinople，因為在 1453 

A.D 年時，土耳其人攻陷君士但丁堡，滅東羅馬，君士但丁堡改稱為伊斯坦堡

Istanbul。從拜占庭 Byzantine 帝國的首都變為奧圖曼 Ottoman 帝國的首都。

政制、宗教、文物在一夕間全變了。君士但丁堡的地點仍在，但已成了一面目

全非的城市。我想，中國有這樣的歷史名城嗎 ?

  有 ! 在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地區，瀕漳河的鄴城，遠在春秋、戰國、

秦、漢時代已是華北的一大政治和商業中心，且在三國、十六國、南北朝期間

三度成為國都。隋朝後突趨零落，終無聞於世，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現今只

剩下少許破瓦殘基供遊人憑弔，鄴城不可再重臨。根本沒有留下甚麼城郭給人

到訪，只餘大量的詩詞和史料，讓人在典籍、文獻中徘徊，依戀，懷念罷 !

  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傳遺命奸雄數終》寫曹操病故，載了一首古詩《鄴中

行〉給曹操作一個蓋棺論定。寫來古樸粗獷，洋溢出豪雄的氣慨。前半段是 :

『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

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 ? 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

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群 ? 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除點出奸

雄的文才武功外，並述及臨漳河的鄴城是曹操大半生的政治活動中心，且經營

這在太行山腳的都會，築了巍峨的三臺，成了自三國曹魏以後，鄴城的標誌。

  春秋齊桓公 (685--643 B.C.) 始建鄴域，後其地為晉國所併。古鄴城位於今

河北臨漳縣西南 17.5 公里三台村及其以東地，南距河南安陽市約 20 公里。三

家分晉，轉入戰國時期，鄴城歸魏，曾一度成為魏文侯 (439 B.C.) 都城，文

侯勵精圖治，欲稱霸諸夏，以鄴城為政治中心，任西門豹為鄴令 ( 即都城市

長 )。西門是古代著名的良吏，甫上台便廢除了「河伯娶婦」的惡習。

  漳河從太行山流入華北大平原，經過鄴城因河道從急湍轉為平緩，很容易氾

濫成災，鄴城首當其害。當地鄉官和巫師、覡婆勾結，偽言河伯 ( 即河神 ) 要

娶妻，所以興起濁浪滔天，為了撫慰河伯，要向居民索取數百萬錢作為舉辦婚

禮儀式，且從民間選來一面目姣好的少女，裝飾打扮後，在隆重的婚姻儀式中

投入河中，作為河伯的「新婦」。當然這數百萬錢為官巫中分飽私囊去。這迷

信陋習帶來嚴重的禍害，弄至民不聊生。人民不僅為暴斂所虐，且家有少女者，

其生命亦朝不保夕，很多民家都攜女逃亡，頓使鄴城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因而

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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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豹剛上任，恰逢「河伯娶婦」盛會，在鑼鼓聲中，未及投新婦入河，西

門命先將為首的巫婦投入河去 :「你為我先報知河伯，新婦快到了，立即轉頭

回話」。巫婦隨急流淹沒而去。稍候片刻，不見有動靜，西門又將一位巫婦推

下河去 :「第一位給河伯留住宴飲，樂極忘返了，你催她回來罷 !」嚇得諸巫

面如土色，跪地求饒。那些朋比為奸的惡吏也噤若寒蟬。西門命將剩下的大批

錢，還給民眾，這惡習就這樣爽快地解除了。

  西門豹還替鄴城做了一件好事，是引漳河水灌溉鄴地農田。漳河離太行山進

入華北大平原時，夾帶著黃土高原的含沙，造成了地勢較高，坡度頗大的沖積

扇。沖積偏東部地勢略平，水順此瀉下，經常氾濫，造成土壤碱化。西門豹開

渠道多條，紓緩雨季時漳河的洪澤，並在渠口分水灌溉附近的農田。因為漳河

含沙的特點，這沖帶著的大量有機質實起淤田加肥的作用，令鄴城成了膏腴之

地。製造了鄴城在魏、晉、北朝時成為國都的條件。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中國

在河南省林縣築紅旗渠，引漳河水攀上太行山，成為國際注目的大工程。這是

步西門豹的故智。

  戰國末期，趙孝成王六年 (260 B.C.)，魏國將鄴城割給趙國，自己在源於太

行山的漳河和洹河造成沖積扇上，另建一城市寧新，後為秦國大將王齕攻拔，

改名為安陽。另一說趙將廉頗攻陷的房陵，方是今天的安陽，無論如何，戰國

末年，鄴城和安陽是河北平原南部兩軍事重鎮，在趙、魏二國國界附近，分庭

抗禮，鄴城屬趙，安陽屬魏。秦滅六國，統一天下，河北的邯鄲和河南的河內

分治鄴域和安陽，漢設魏郡，以鄴城屬之，兩漢時成為河北南部的政治中心。

  東漢末冀州的首府是鄴城，為韓馥駐軍地，是舉足輕重的軍事要塞，後其地

為袁紹攘奪。自漢獻帝初平二年(191 A.D.)，袁紹入據鄴城至建安十二年(207 

A.D.)，曹操滅袁熙、袁尚，袁氏父子盤踞冀州垂十六年。紹初以為「南據河，

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然終因「外寬內忌，好謀無決，

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敗於曹操之手。

  鄴城易主。曹操有據以為都之意，大大擴展王畿之地 :北面達河北中西部，

東面到了山東西北，西南包有淇水流域，南抵黃河，因為鄴城是漢時魏郡治所。

曹操自號魏公、魏王。跟著發展水運交通，築運河連貫黃河和淮河兩大水系，

使鄴城成為黃河下游大平原上水運交通的樞紐。

  鄴城的農業亦很受重視。境內的運河都設水閘門以調節水量，使農田得到很

好的灌溉。西晉左思作的《三都賦》，其中「魏都」所詠的是鄴城，不是洛陽。

《魏都賦》描寫鄴城的農業蓬勃:『磴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雨…

均由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按「磴」是水閘門的梯級。據

曹操的鄴城往那裡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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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鄴城附近的運河已具有現代堤壩的規模和功效了 ! 所以「平原千里，漕

運四通。」儼然是東漢、三國時的經濟大都會。

  《魏都賦》亦用了頗多筆墨描述鄴城的城市建設。顯然曹操有很大的經營貢

獻。域內一條東西向大街，將全城劃分為南北部份，城北為行政區，正中為宮

殿，南部為民房。文昌殿是朝會四方，宴享賓客之所，國家盛典亦在此舉行。

《魏都賦〉說它「極棟宇之弘規」，可見其華麗壯偉了。宮殿區以西是皇家御

苑銅雀園，漳河橫亘其中;瀕河築了三臺:冰井(北)(三國演義改作「玉龍」，

金虎 (南 )，銅雀 (中 )。銅雀跨越漳河，尤見突出。《魏都賦》說 :『三臺列

峙以崢嶸』，『擬華山削成』。曹操第三子曹植登銅雀臺，援筆立成一賦，其

中詩句曰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惰。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

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

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又有二橋懸

空將三臺連貫起來。確實是中國古建築史破天荒之舉。每臺上都有多層宮室，

糧倉。冰井臺有井穴，藏有冰塊，以備缺水之用。曹操建三臺實有拱衛鄴城作

用。城市建在平原上，無高山依據，即無險可守。在三臺上駐重兵，鞏固了漳

河之防，令敵人難以飛渡。

  漳河既是鄴城水源生命線，雨季時又可變成禍根。曹操在鄴城西北十里漳河

建壩，即漳渠堰，引水入銅雀臺下，再伏流入城。「枝流引灌，所在通溉」，

化禍害為褔祉。且在渠道兩旁廣植樹木，美化城市的外觀。且看《魏都賦〉美

麗的描寫 :「石杠飛梁，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途。』緊依著銅雀園建玄

武苑，內掘玄武池以蓄漳河溢水，用作訓練水軍，並闢為風景區;苑內有魚梁、

釣台、竹林、葡萄園 ..... 諸景。

  這樣秀美的環境是滋潤文學的溫床。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都是稀有的文

學天才。以他們為首，鄴城成了文物薈萃之地，孔融、王粲、陳琳、阮瑀、應瑒、

劉禎 .... 等應運而生，產生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學。煙霏霧集，餘風未

散，直至北齊，鄴城仍是執北朝文學之牛耳。

  曹丕篡漢建立魏朝，黃初二年。221 A.D.)，移都洛陽，鄴城仍為最重要的

陪都。甄皇后失寵，魏文帝曹丕貶她留居鄴城，不隨駕遷往洛陽。後口出怨言，

為帝所聞，被賜自盡，葬於鄴城。曹植著作中有《洛神賦》，民間傳說是他單

戀嫂嫂甄后而作。其實他們身處異地，很少有見面機會。耳食之言，不能全信。

  西晉時復漢朝魏郡，以鄴城為行政治所，八王之亂時，為成都王司馬穎的地

盤。「穎遙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咨之」( 晉書司馬穎傳 )。304 A.D. 司

馬越奉惠帝討穎，王師敗績於蕩陰，嵇紹殉職，惠帝被俘入鄴作階下囚長達一

曹操的鄴城往那裡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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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久 ( 見拙文「嵇紹血濺帝衣」)。同年幽州都督王浚討穎，攻入鄴城，縱

兵各處劫掠、焚燒、屠殺，帶來浩劫。鄴城在西晉時仍活躍在歷史舞台上。王

浚殘暴，仍未給鄴城作全面的破壞。更大悲劇出現於西晉懷帝永嘉元年 (307 

A.D.)，汲桑、石勒兵臨鄴城，「遂燒鄴，火旬日不滅，殺士民萬餘人，大掠

而去。」為《資治通鑑》作注的胡三省感慨地說 :『袁紹據鄴，始營宮室，魏

武帝又增而廣之，至是悉為灰燼矣 !』永嘉七年 (313 A.D.)，司馬鄴登位，改

元建興，為避帝諱，改鄴城為臨漳縣，只是曇花一現，同年鄴城為石勒攻下，

勒義子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彼時華北、中原等地區已河決魚爛，中國歷史已

進入風雨飄搖的五胡十六國大分裂時期了。

  後趙石勒都襄國 ( 今河北邢台市 )，仍念念不忘鄴城，有重建之意。331 

A.D. 年秋，石勒用太行山巨木，順潭河漂流而下，重建鄴城宮殿。二十四年前

自己手毀的鄴宮，又重現人間。大規模營建鄴城的是石虎。在曹魏宮殿故址上

大興土木，制度和奢華遠超三國時代，例如增高銅雀臺二丈，並在其上築五層

樓，高十五丈，去地共高二十七丈。在石趙亡後二百年，北魏酈道元曾到鄴城

遊覽，在《水經注》內記下其壯觀 :『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磚。

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台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

色以輕素。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當時成漢使者往訪鄴都後

返回成都，「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可見得鄴城猶勝長安、洛陽，是黃

河流域最繁榮的一個都城。

  公元四世紀末，鮮卑族的拓跋氏統一中原，開始中國歷史的北朝，在鄴城置

行台，以便經營黃河中下游地區。設相州，幅員相等於漢時的魏郡，鄴城依然

是首府。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493 A.D.)，帝自平城 (今山西大同 )遷都洛

陽，途經鄴城，駐蹕於此。崔光建議不如留在鄴城罷，帝亦有所猶豫。後因海

內車書未盡同，南朝仍在，為便於日後南伐，終起駕向洛陽，但心中的鄴城仍

具有作為國都最佳的條件。

  公元五三一年，高歡以北魏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的身份駐鄴。他以洛陽

久經戰亂，宮殿殘破，欲移駕幸鄴，北魏孝武帝不從。高歡於是攔截住洛陽

的漕運諸船，改道入鄴城，企圖經濟扼殺洛陽。孝武帝無奈，奔關中抵長安，

依附宇丈泰。高歡入洛陽，另立元善見為帝，即東魏孝靜帝，魏遂分東西。

534A.D. 高歡挾孝靜帝遷都鄴城，驅洛陽四十萬人口倉皇狼狽就道。公元五五

零年，歡子高洋廢孝靜帝自立，國號齊，史稱北齊，仍都於鄴城。

  高歡嫌鄴城石趙時代建的宮殿不夠寬敞，動員了七萬六千人在舊城之南營建

新宮，採用從洛陽搬來拆除了宮殿的材木。其中昭陽殿比曹操的文昌殿大數

倍，分東西二閣，有長廊連貫，庭院遍植香草珍木。裡內裝飾窮奢極侈。牆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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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鏡二萬，丁香末抹壁，胡桃油塗瓦，四面垂金鈴萬餘枚。每微風至，方圓

十里響聲皆徹。窗門嵌以金銀，懸五色珠簾，白玉鉤帶。《歷代宅京記〉說:『其

規模密於曹魏，奢侈甚於石趙。』信然也。

  北城舊宮仍被利用著，且因漳水貼城而過，築長堤圍堵之以防氾濫。齊受禪

代魏，於北齊天保三年(556 A.D.)發動丁匠三十餘萬廣修三臺上的宮殿，「因

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壯觀。」以三國曹植見到的銅雀臺相比，小巫見大巫了。

又在南城外建離宮多處 ; 闢地周圍十二里建可供射獵的園林。北齊武成帝高湛

築的玄州苑，堆土為山，挖池造海，架大船浮於池中。其中殿宇樓閣，鱗次櫛

比。鄴域的市面繁榮，在北齊時代已達巔峰。

  北周建德六年 (577 A.D.)，周武帝宇文邕攻下鄴城，北齊亡。現抄自〈北周

書〉武帝紀建德六年辛丑詔 :『偽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雕飾。

或穿池運石，為山學海 ; 或層臺累構，槩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

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

方當易茲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

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這積聚千萬人民血汗建成之物，為何

肆意去之，是同項羽縱火焚燒阿房宮一樣可惡。宇文邕是毀掉鄴城的第一位罪

人。

  宮殿區尚未被破壞，鄴城仍然是相州、魏郡的治所。北周靜帝宇文闡大象二

年 (580A.D.) 相州總管尉遲迥洞悉國丈楊堅有不臣之心，遲早篡位，起兵聲討

之，不幸失敗 ; 楊堅攻下鄴城，下令焚燒宮室及民居，遷所有居民於南二十里

的安陽。這就是干年名都的悲慘收場。隋文帝楊堅罪惡滔天，鄴城在他手下竟

完全成了一片廢墟，以後再沒有翻身的機會。

   經過周武帝和隋文帝先後摧毀，鄴城的破壞是很徹底和全面。唐武宗時詩

人段成式道經故址，入目是蔓草荒煙，雜樹叢生的郊野，不期然寫下 :『舊國

千門廢，荒壘四郊通』的詩句。盛唐詩人孟雲卿見到的景象是「魏家舊城闕，

寥落無人住。』到了中晚唐，遺址一部份成為農田。很多人不知道這是北朝聲

名喧赫的故都。孟郊〈早發都北經古城》詩 :『微雨東南明，雙牛耕古城。但

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當時置此域，豈料今日耕。蔓草已離披，狐兔何縱橫!』

唐宋以來，鄴城是史冊上的地名，實址只剩下些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

文人墨客，過此目睹滄海桑田，無不對這『魏家園廟已成塵』發出無限感慨，

深切哀傷。元朝文人納賢於至正五年 (1345 A.D.) 途經鄴城遺址，在《河朔訪

古記〉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考察 : 登三臺眺望，見鄴宮遺址已是一片殘丘斷隴。

問諸山僧野老，猶能在荒野野草指點故都殘跡。昔日繁華了無影蹤。令人感慨

萬千 !鄴宮遺址久為瓦礫，惟三臺殘跡尚存。

曹操的鄴城往那裡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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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鄴城除了經過人為的破壞外，尚有天然的破壞。漳河經常改道，吞沒舊城的

大部份。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為鄴城是大都會，且數度成為國都，地方官

員刻意竭力修築堤壩，截堵洪流橫溢。唐以後鄴城淪為一小鎮，甚至一村落。

到宋朝時，成為一個縣也沒有資格。沒有官員負責浚導漳河，長年失修後，鄴

城被淹沒在地理的洪流中，漸漸湮埋在歷史的長河內。

  代鄴城而興的，黃河流域下游有兩大城市，都是距離鄴城不遠，( 一 ) 唐朝

的魏州是軍閥田承嗣的地盤。魏博是中唐安史之亂後割據稱雄的藩鎮中最桀驁

不馴的。( 二 ) 宋代的大名府，亦即是水滸傳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大名城》

的故事現場。魏州和大名已取代了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地位，

所以鄴城故址已無人問津了。

  1963 年令人俞偉超在《考古》刊物登了《鄴城調查記》一文 :鄴城在今河北

省臨漳縣西南三台村一帶。城垣在地面已蕩然無存，均為漳河泥沙所淹沒。在

三台村西側，有土台聳立在地面，當地傳為銅雀臺遺址…今在三台村以東以南

發現不少台基，當為曹魏時宮室屋基 ... 鄴南城 ( 北齊時建的 ) 在今臨漳縣境

西南馬家辛莊一帶。城垣在地面上毫無遺跡可尋，全被埋入地下…在遺址出了

大量東魏、北齊的磚瓦和墓誌。

  1973 年河南省安陽被列為第七大古都。單憑擁有殷墟是未夠條件的。安陽成

為古都的主要原因是鄴城遺址在毗鄰。而此遺址不在河南省，是在河北省邯鄲

市臨漳縣三台村。要往憑弔鄴城遺址，留宿河北邯鄲比較方便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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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藝術的境界

  一九八九年十月舊金山的七點一級大地震破壞了很多樓宇，歌劇院的天花板

和牆壁呈現多處裂痕，所以暫時關閉了作全面的檢閱，十月十五晚 Ote11o 一

劇改在 Masonic Temple 舉行，是用演唱會形式，沒有佈景和戲服，我不期然

很失望 . 此劇多年前在倫敦欣賞過。其場面偉大，服裝鮮艷奪目，嘆為觀止，

而此次除了純粹音樂娛賓外，其他都沒有了，是晚帶著怔仲心情踏進 Masonic 

Temple 大堂。知音者少了三份之二，但整個禮堂塞滿了人，座無處位，靠牆處

亦站到水洩不通，我的座位恰巧是前排第一行，對正樂隊，總指揮就在我前面，

距離不夠六尺。樂隊後面小高台是合唱團，坐著的是女歌者，全穿白色晚禮服，

男歌者們站在後面，著的是筆挺深黑色西裝，白外衣，黑領帶，衣著一律，黑

白分明，令我耳目一新。總指揮把棒向合唱團和聽眾揮動，全體起立唱美國的

國歌，歌聲雄渾，我從未聽過，在歌劇前聽國歌是平生第一次，大概是地震後

以示雖經災難，立國精神仍在，奏完國歌，總指揮的棒向全場一掃，全體坐下，

樂器踩著奏出大風暴的音樂了。

  Otello 是 Verài 晚年的作品，多少受了德國 Wagner 音樂現實派的影響。用

音符組合直接刺激聽眾的官能，激起喜，怒，哀，樂，和恐懼的感受，求取和

劇中人共鳴。Otello 沒有序曲。劈頭是管絃組奏出海上的大風雨，波濤洶湧，

天空烏雲密佈，孤船搖曳欲沉;合唱團的男女歌聲表達出人心不定，驚惶失措，

時而發出坐以待斃的呼號，時又發出絕處逢生的希望。回想數天前大地震的恐

怖場面，此劇的開端音樂何等適合啊 ! 旋律急急湊漸趨徐慢，樂聲也從激昂轉

平靜了，部份令唱團唱出“她 ( 那船 ) 已渡過危險了”。跟著男高音 Ermanno 

Mauro，( 他是扮演 Otello 一角 )。走上台，用嘹亮的歌聲唱出十一節線的

"Rdjoice!..”此組節線是男高音的田徑高欄，沒有深厚的功力是不能克服的。

  是晚演唱式的 Otel1o 給我意想不到的收穫，是多年前在倫敦 Covent 

Garden 舞台的瑰麗佈景下得不著的感受，因為地震後的 Otel1o 演出把我帶進

了一新境界。雖然此境界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但我仍企圖用詞句表達出來。

  為甚麼 Mozart 的音樂比 Salieri 高 ? Shakespeare 的劇本比 Shaw 的深度

大 ? 杜甫的詩勝於杜茍鶴 ? 李煜的詞獨步千古。美學家說藝術價值大小是基

於永恆性的深度。永恆性是一頗抽象的名詞，而又是局限於藝術品本身的質

素。當然“紅樓夢”比鴛鴦蝴蝶派小說永恆得多，因為後者供捨讀者的歡愉是

曇花一現的，另一方面便是欣賞者的感應了。地震後觀 Otello 比承平時大大

不同 . 我的心境更容易接受這歌劇的感染力 . 倫敦的歌唱家不會弱於舊金山

的 . 有了地震的沖擊，此歌劇更具扣人心絃的魔力。同一永恆深度，但感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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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把藝術價值提高了好幾倍。

  音樂是一比較繁複的藝術，除了曲調的本身美外，演出者的傳神技巧亦很重

要。畫就簡單得多了。無論是戰場上的鎗箭交加，馬嘶人叫的慘厲景象，或原

野中樹木蒼翠，鳥語花香的寧謐鏡頭，都可以使我們神遊境外，置身其中。就

是抽象派看似雜亂無章的筆法，也能刺激我的眼睛，因而生出很濃郁的煩亂或

和諧的感覺。用美學家的準繩，那幅畫最具永恆性的深度呢 ? 我在世界各大城

布欣賞了名畫數以千計，在沉澱的回憶中記起了 Florence 一小博物院掛著一

中世紀的畫 --- 是三騎士在觀看著揭開了的三石棺，一棺內是一具骷骨，一

是一具半腐化了屍體，一是剛死了的人，下面有拉丁文二句，英譯為“Whoever 

you are ,we were. Whatever we are , you wi11 be”這話如暮鼓晨鐘，喚

醒了我的靈魂，驀然感覺到生命的短暫，時刻的可貴。這是藝街的最高峰，要

用沉思方能体驗到它的美和真實性。

  文學是另一藝術品，其美妙處要經嘴嚼，回味方能領略。王維的詩是膾炙人

口，傳誦千古，他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描寫寂靜的境界，難出其

右 . 但杜甫一首“關塞達天唯烏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 似乎勝出之，因為前者

專寫景物，後者添了二動物 --- 鳥和漁翁。而且是一封閉著的世界，除了寂靜

外，平添了多少淒清的氣氛。

  溫庭筠一詞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

斷白蘋洲。" 描繪少婦閨怨體貼入微，淋漓盡至，寫到 " 斜暉脈脈水悠悠 " 而

收筆已得到餘音繞樑的效果，可惜添了 " 腸斷白蘋洲 " 一句蛇足，減低了永恆

性的深度，削弱了藝術的價值。

  元曲中馬致遠的小調 "天凈沙 ";"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前四句寫的是一農村的疏落，寂寥，寫景

的手法上乘，但在文學中也是常見的。有了最後 " 斷腸人在天涯 " 的畫龍點睛

破題一句，前四句字宇生棱，突然飛起，讀者才悟到這是畫出一旅途上的人奔

波，無奈，寂寞，徬徨之苦，我們於是拍案叫絕，極端賞識作者的佈局，用簡

潔的手法傳達了這複雜的感情，用迷離的詞句令讀者猜詳，直到最後一句方揭

出作品的主題 .在文學中此小調是獨樹一幟的。

英詩人 Shelly 的 'Ode to the West Wind'，從開章的

“0 Wild West Wind ,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

Thou ,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略談藝術的境界



814

整篇洋溢著西風的威力，氣質，影響了的環境，但詩的重點卻在于二句 :

'Oh ,lift me as a wave,a leaf ,a cloud!

 1 fall upon the thorns of life! 1 bleed!"

此二句反映出詩人悲天憫人的世界觀，有了此二句，全詩的哲學韻味被提高

了，也肯定了這首詩的永恆了。

  藝術的境界是像科學中的大自然同等真實。從藝術本身永恆的真，善，美，

配合了欣賞者的學養，感受，幻想，和全面投入，可以塑造出人生不可亦不能

缺乏的一面。

略談藝術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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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狗娘養的嗎 ?

  地球上現存數百萬不同種類的動物中，狗和人的關係是最密切的。在大家庭

內，它是孩子們的遊伴，若主人是單身漢的話，它便和主人形影不離，相依為

命了，無容置疑的，狗和人共伙食，同寢處，它不單止是人生活中一重要成員，

簡直是生活在人的心中，不能等閒地以一玩物視之，而狗維護主人，甚至付出

自己的性命，這類故事，充斥中外文學，蒲松齡就用頗簡潔筆墨，記述了一震

人心脾的義犬救主 : 一潞安人為了營救被誣陷在獄中的老父，好不容易籌足了

一百兩黃金，到衙門打點，溝通關節。豢養的黑狗尾隨在後，屢喝不捨，突然

狗跳躍在前，攔著去路狂吠，阻主人前進。主人心急下，拳打腳踢，黑狗方依

依離去。他行了半日路，突然發覺口袋有洞，黃金丟失了，路土行人如鯽，拾

回失物機會不大，姑且沿舊路回頭尋找。半日路後，見他的黑狗倒斃在路旁，

四肢伸開。主人翻開屍骸，黃金赫然入目。原來黑狗被主人踢至重傷，奄奄待

斃前仍以身掩蓋黃金以便主人回頭拾撿。這故事聊聊數筆，反映出作者將此黑

狗人性化，甚至比很多人更具人性，更義薄雲夭。此故事有題詩一首 :「不辭

鞭逐吠狺狺，死守遺金若有神，義犬家前曾寄慨，艱難報主又何人。」

  我在前文「狼人，人狼，狼與人」內，已提到狗的先祖原本是狼。一萬四千

年前人類還在穴居時，燒烤熟了野獸肉充飢。狼群聞香而至，流連在洞穴外，

人見到這批動物，頗為友善，便將剩餘的擲給它們分享，狗的先祖就這樣和人

打上了關係。其中一批索性留下來永久地和人作伴，被人馴養了，於是動物界

中的新品種 --- 狗，就應運而生了。其實狗的先祖和人的關係大異於其他野

獸早記載在古籍內。希臘神話中有這一美麗的傳說 : 戰爭之神 Mars 引誘了純

真少女 Rhea Silvia，誕下雙麟兒 Romulus 和 Remus，不容於世，母子被拋進

Tiber 河內淹死，孖生子隨波逐流，沖至岸上一幽僻處，僥幸地仍生存著。初

生嬰孩的哭聲引來一雌狼，它的母性很強，餵以狼奶，使孩兒不至餓斃，後一

牧羊人發現了這對孤兒，將他們撫養成人，Romu1us 後來成了羅馬的創始人，

羅馬這城市就用了他的名字。一三四四年在現時德國的 Hanover 附近發現一被

狼群撫育的男孩，走路時全用四肢，這事件記載於歐洲中世紀史上，可惜稍嫌

簡略。但在一八四三年至一九三三年這段期間內，在印度共有十六宗被狼養育

的兒童，他們的動態全已狼化了，除了用四肢行走外，吃的全是生肉，後來和

人在一處，不久便夭折了。可見得這些狗的先祖是有和人共同生活的很強傾向

的。

  狗被人飼養後，無論在生理，或心態，都有很顯著的蛻變，這蛻變不是一朝

一夕的，最初動物學家認為狼變狗是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但未必如此，

四十年前西伯利亞人飼養銀狐的後果給動物學家一個很大的驚異，銀狐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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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同科不同屬的動物，它的皮毛用來製作珍貴的狐裘，它的品性馴良，很容

易被人飼養了，但農場出產的銀狐色澤不是純銀的，腹背都有一條長長的白

紋，變成了不值分文的狐皮了。所以和人一同生活的狗，生理上和狼立即開始

有分歧，數代後形態大異於狼，幾乎不能復合。例如生長在蒙古草原的四眼

狗，相貌有點像德國狗 Doberman，身型高大，四腿修長，骨格粗壯，因為它

們的主人是遊牧民族，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時常拔營他遷，四眼狗緊隨馬隊

出發，要健步如飛方能跟得上。加上塞外天氣嚴寒，狗也長了滿身短而密的毛

以禦風雪，因環境的需要，狗蛻變到外型似天山汗馬，又如原產在匈牙利的

Komondor，主要職責是維護羊群，這牧羊狗有兩層長可拖地的毛，從遠處遙望，

很難在綿羊隊裡認出它，可見得和馬在一處的狗像馬，和羊在一處的狗似羊，

狗的身體結構也隨著外界變遷作適應了。

  十八世紀英國有一種推爐狗 (turnpit dog)，唯一任務是推動火爐，使肉四

面有均勻的熱來炙燒，頭大，身長，彎腿。但工業革命後，此狗在地球上消失

了﹒烤肉大火墟被淘汰，此狗也沒有存在的必要，狗和人居住，糧食不單止是

肉類，兼收蔬菜，生果，核類，狗牙亦發生了蛻變，食肉牙 carnassial tooth 

旁邊長了一隻大牙，可以用來磨碎纖維體的食物，家生狗已脫離了野生的狼行

列，在食肉目的動物中獨樹一幟了。

  狗的特殊機警和敏銳嗅覺給人有莫大的幫忙，Bloodhound 鼻的組織比人的

大十倍以上，可以分別各種淡弱的氣味，能在機場行李籃內嗅出不同的毒品，

甚至可以辨出人身體上的癌細胞有異於健康細胞。Greyhound 有靈活的視覺，

遙遠處能看到獵物的下落，是最理想的獵狗。Alaskan malamute 有耐久的體

力，能長時間內拉動雪車在冰天雪地中奔馳。Mastiff,Alsatian,Labrador 

retriever…等狗絕頂聰明，對主人忠心耿耿，呵護有加，可以用作盲人的耳

目和殘廢人的手足，St. Bernard 體格魁梧，有異乎尋常的智慧，多用來作拯

危救亡的工作。在今日的社會人類不能缺少了狗，它們彌補了人的不足。

  食肉目的犬科動物基本有二屬 : ( 一 ) Vulpine 即狐狸類 ( 二 ) Lupine

色括了狼，小胡狼 coyote，豺 jacka1，狗和野狗如 dhole, dingo, African 

wild dogs 等，狗源出於狼，雖然外型和生理有蛻變，仍保留著狼的氣質和

性情。在「狼」文中我曾討論過狼的嚴密社會組織，甲狼 alpha wolf 是狼

群首領，只有它和它的原配甲雌狼方能產育，狗也是一樣，狗群中一定有一

甲狗 alpha dog，率領諸狗，它在牆角燈柱等地射尿作記號是最高的。作家

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 曾撫養兩雌狗 : Maria 和 Suessi，孩子都是

Maria 產生的，顯然它的位置是高於 Suessi。有一次Suessi被鄰狗姦了懷孕，

初生嬰孩全被 Maria 咬死， Suessi 全無怨色，因為她明白自己地位低微，

真是狗娘養的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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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生子的，後來 Maria 年紀大了不能懷孕，Suessi 方被允許產子，但小狗

都被 Maria 領養了，做了代母親，生母只能默默旁觀。因為人的干預，狗的

社會組織徹底被破壞了，主人便取代了甲狗的地位，於是狗對主人效忠，千依

百順，俄國文學家陶斯退爾夫斯基 Dostoevski 在名著「罪與罰」將人分為二

等 : 領袖和服從者，狼和狗最明白這分級道理，易位了它們便不高興了，養狗

者必須明白他是甲狗，狗的地位絕對是低於主人，對狗的懲罰不是喝駡或鞭

苔，而是不理和漠視。狗在社會層次是基於受甲狗關注深淺的，這種社會組織，

在非洲野狗群中顯露得很清楚，出外獵食時，各有崗位，和狼的社會組織全部

一樣，野拘捕得牛羊，將它開膛剖腹，看來非常殘忍。它們對付獵物，進退有

節，所以印度虎見到野狗 dholes，要退避三舍，「虎落平陽受犬欺」，實非虛

話也，澳洲野狗 dingos 的先祖是海員放生的家狗，究竟野狗是否全部源出於

狼呢 ?動物學界眾議紛紛，尚未有論定。

  若說狗是人製造出來的動物，亦非過甚其辭，本世紀有很多玩具狗如 poodle 

和娃娃狗如 chihuahua 都是人刻意控制交配，製造出來的名種狗 ( 雙親的選

擇，血緣的採決是非常嚴格 )。這些都是違犯了自然界優生學 eugenics 的原

理。在「象」文中我已談到生物能保存品種的優良，基因選擇 gene pool 一定

要廣泛，亂倫交配 inbreeding 是非常不健康，中國的皺皮狗，傳到了西方成

了 shar-pei，是八隻狗雜交的後裔。Shar-pei 有很多先天的皮膚缺陷，北京

狗先祖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後被英法兵運到歐洲，很多是不能曝在猛烈陽光

下的，其他名種狗亦有骨格或內臟的毛病，每年見獸醫費用頗高，話又說回來，

只有富豪能夠資格撫養名種狗，也許這是「派頭」的代價罷。人馴服了狼，製

出三百多的狗品種，福耶禍耶 ?讓動物學家作最後的結論罷。

 「水滸傳」第一人物花和尚魯智深有一不能饒恕的缺點 : 喜歡吃狗肉，據聞 

狗肉香噴噴，和了米酒，吃後令全身暖和，血脈通行。「仗義每多屠狗輩」是

民間諺語，但狗能通靈，深曉人意，我們怎忍心吃它。讀了蒲松齡的義犬故事，

仍嗜吃狗肉的，可謂狗彘不如了。西方人養狗，一時風尚，領養者不知責任重

大，厭倦了便在郊外棄之，亞洲東南亞和印度等地，被遺棄了的狗在糞池和垃

圾堆中覓食，多麼可憐，既然狗是人製出來的動物，狗的命運操在人的手中，

人是否對狗應有一妥善的安排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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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象牙泛論到生物的存滅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從香港移民來美和父母定居，別離前夕，權叔公送我「唐

詩三百首」一本，親筆題上李白詩二句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還有

一條象牙雕刻帆船，這就是我第一件擁有的象牙藝術品了。父親辭世，遺物中

有好幾件象牙雕刻，其中有一九層繡球，可以說從青年時代，我對象牙就有很

大的迷戀。它那光滑表皮，奶油色澤，和機器引擎旋轉般的班紋，產生了不可

思議的魔力。多年來自己購下的象牙雕刻有好幾件，最心愛的如在維也納買到

了一副奧國棋子和在舊金山舊貨鋪攤內買到的一副人像雕刻的中國象棋。八零

年代我開始涉獵生物學，看到為了象牙，亞非二洲濫殺象無數，使象淪於絕種

邊緣。這消息如平地春雷，我驀然驚醒，以後我再不敢搜集象牙藝術品了。

  象是長鼻目 (Order Proboscidea) 碩果猶存的動物，其他的早就死光了。在

西伯利亞的冰層下曾找到因冰封保存得完整的 Mastodon 遺骸。直至今時，北

美洲大西洋近北極地帶經常有毛象 (Mammoth) 的屍體沖到岸上，這些都是和象

同目不同科的動物，因為它們早已絕種了，所以長鼻目在動物界哺乳綱中佔著

很特殊的位置，現存的只有象科，分二屬 : 非洲象和體型略遜的亞洲象，其他

科只存在古生物學家的構思中。

  其實象能在世界生存到今天絕對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是用掙扎和蛻變去適

應外界惡劣條件，與生俱來已有先天對它不利的因素 : 巨大的體型，驚人的食

量，低微的繁殖力 (象的排卵期 estrous cycle 很短 ; 排卵數量每次只得二至

二十六，所以受孕機會很微 ; 而懷孕期間 gestation 竟長達二十二個月 ; 每

次只能產一胎 )，嬰孩夭折的或然率頗高，它不和其他長鼻目動物同歸於盡實

是神蹟，這是神付予象的生態大有關係的。

  長鼻這一器官在動物界很別緻和稀有，這是鼻和上唇的組合。裡內沒有半分

骨頭，全是肌肉纖維，神經脈絡，和縱橫血管。因此象能把此器官運動自如，

好似多了一條長長的手。粗重的工作能折斷樹枝，幼細工作能拾起銅幣。配合

了一對長長的牙，若有糧食供應，象去摘取是輕而易舉的。象牙在動物界中也

別標一格，象只有一排大牙和一雙可長達十尺有多的上門牙，便沒有其他的牙

齒了。海象 walrus，河馬，和野豬都有突出的一對尖銳的長牙，但它們都是犬

齒 (canines)，只有象牙是門牙 (incisors)。象的食糧全是野草，樹皮，樹枝

和樹葉。象的胃很簡單，不能像牛胃可作反芻工作 ; 所以鼻和牙需要特殊的

結構和組合去取這粗糙的食糧，以補消化器官的缺陷。在大自然環境中象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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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可能傷殘了當地的植物，例如它喜愛的食糧金合歡樹 (acacia trees)，很多

被象剝落了樹皮，因而枯萎，但種子經過象的腸胃更滋潤壯大了，隨著象的移

動，芽苗就在新地方在象糞內爆出了，而樹附近的泥土的營養素已被老樹吸收

過半，新樹在他處延殖是大大有利於樹的品種。從象和金合歡樹我可以悟出生

物息息相生 (symbiosis) 的定理，也同時悟出在生物中，個人的死亡是無關大

局的，最要緊保存的是品種的延續。

  象除了長鼻和門牙有異於其他哺乳動物外，大牙也是別開生面，象一生共有

六副大牙，每十年換一次，換牙時，新牙生在口腔深處，最先脫落的大牙是近

門牙的一顆，如此大牙逐隻向口中心移動，直至全部大牙換清。因為象的食物

太粗劣，大牙很容易磨耗。這換牙的本能是天賦條件，其他動物沒有的。上帝

創造生物是很公平的，除了給它本能求生外，也注入了死亡的因素。正如人到

年老時各病併發，如血管栓塞，糖尿症，癌細胞出現…等。象的死因素就是它

的大牙，當最彼一副大牙耗盡，就是象的死期。它不能吃大量植物，吸收足夠

的營養，於是逐步消瘦，最後靜悄悄地在隱晦的地方倒斃了，象的平均年齡是

六十至七十歲。

  正如我在前面說過，保存品種是生物最神聖的任務。象因為生育艱難，維護

後嗣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決定了象的社會了，象的社會是女性的家庭，高高在

上的是大母親。其他雌象是它的妹妹，女兒，孫女兒，或姪女和表妹。雄象只

有男嬰，發育完罼後便被逐出家門。雄象有時自己聚在一起，組成一男子漢俱

樂部，若有些雄象在排卵期間，最強的雄象方被容許闖入這家庭。完成了交配

任務，即有些雌象懷孕了，雄象要立即離開此家庭再渡流浪生涯的。嬰孩誕生

後，母親當然供給鮮幼，其他雌象亦要同負哺育責任的。當象群遷移陣地覓食

時，它們擺出長陣，把幼孩夾在中間，以免食肉目的猛獸吃。象是陸地上最巨

型的動物，獅，虎，豹也望而生畏，不敢妄動了。大母親年事最高，閱歷最豐，

每遇旱天，它憑記憶帶領象群去找舊水源，脫離險境，渡過危機。象的記憶力

很強，老母親倒斃後，其他雌象總流連不去，致哀了一段時期方離開故土。若

有象死於原野，象群定將屍骨移到背晦處，甚至只剩下殘餘白骨，它們也能認

出是自己的親人。其他動物的骨頭，它們便不理睬了。因為有此特殊的記憶力，

象的求生本能加強了很多，人也利用此長處馴養象成為得力助手了。

  從古埃及時期，象已被人捕獲馴養成為和牛馬同列的家畜。它的神力可以

利用來搬運笨重的器材，它的智慧和記憶力可以徵用到行伍間作攻城陷陣。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遊覽在泰國和緬甸邊界的桂河橋，有幾頭大象把長木在河中

從象牙泛論到生物的存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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撈起，運向貨車，導遊問我願出一美元嗎 ? 可以騎上象背，當時我年青，好奇

心又重，一口答應了。那象非常馴良，將我帶到河邊，瀏覽景色，陌生的馬可

能不會那樣聽話，但是尾龍骨很尖硬，漫步行動時頂著雙股，頗不舒服。記得

那際患上河魚腹疾，那頂上頂下的動作，頗有「催洪」作用，幸好年輕體壯，

把住閘口，不至出醜。可見得象馴於人，亦是它的求生本能，大笨象殊不笨

也，為困獸鬥，作徒然犧牲，只好委曲求全，雖成了奴役，但蔓延品種的責任

不會中斷的。家象全是雌象，因為雄象在懷春期間 (in musth)，性情暴躁，

六親不認，是很危險的。據聞最多兩個星期，雌象便被馴服了。人對象亦很慈

祥，並不將它關在籠內，在排卵期，任由它和野雄象交配，這樣基因品種(gene 

pool) 繁多，後裔一定是健全的。從優生學的角度去看，動物園萬不能做到。

印度土王，很喜歡用象作儀仗隊的成員。

  象在人類文化史中亦留下光榮的數頁。公元前三二六年，希臘的亞力山大大

帝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行軍便被阻於印度。因為印度兇猛，排山倒海的象陣，

希臘騎兵有如螳臂擋車，當然敗北了。公元前二一八至公元前二一零的 Punic 

Wars，有一戰役，Hannibal 便率領北非象隊，越阿爾卑斯山，攻入北意大利，

震撼羅馬。一三九八年突厥領袖帖木兒 (Timur) 入侵印度，他有亞力山大的前

車之鑒，知道印度的象攻勢所向披靡。在陣營四周掘了很深的戰壕，旁邊用大

水牛，駱駝作守護，一物治一物，馬是怕象，但象見到大水牛，駱駝，於是裹

足不前了，帖木兒用此計，沒有重蹈亞力山大的覆轍，破了堅強的象陣。印度

有好幾之內戰，勝負亦決於象陣的強弱。直至十七世紀末，鎗炮傳入印度，象

陣作為決勝的工具被淘汰了。隨著火車通行，象作為運輸工具也被削弱。人對

象的利用，只有那雙象牙了。於是來個「殺雞取卵」，即殺象取牙，驟然忘了

象兩千多年對人的恩惠和幫忙，人是那麼負心啊 !

  象為象牙所累，幾乎要步其他長鼻目動物的後塵，絕跡地球上了。一九八八

年成立國際公法，禁運象牙，給象一個喘息生存的機會。象已在北非和西非絕

了種。「象牙海岸」(Ivory Coast) 徒負虛名，希望此公法能保留其他地方的

象。如虎，豹般，生態環境被侵佔，象亦是來日大難，最顯著的，象的產地，

東非和南亞，都是落後國家，不懂節育，人口驟增，象本來的產地闢作農場，

象生態環境被隔離了。當象逼於天旱遷移牧場時。經過農場走廊，順便摘取農

作物作糧食，農場遭到浩劫，農民殺象更振振有詞了。在南非國立公園內，象

是受到保護了。但囿於面積太小，當象口和植物失了平衡時，政府便來個選擇

殺象 (culling) 的措施了。象的社會組織是家庭制的，一象被殺，全家震動，

組織受到破壞，對幼孩有非常不良的影響。象的前途，不容樂觀也。

從象牙泛論到生物的存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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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自然環境中，象的生存是不成問題的。它和金合歡息息相生的配合，我

已談過了。其他小動物也受恩於象，因為它將密密的灌木叢破開，以便小動作

穴和出入，它的長鼻掘開了無數水洞，造福其他動物。象的存滅，亦直接控制

了其他生物的存滅。

  我的第一件象牙雕刻 --- 叔公送的帆布已毀於一九八九年舊金山大地震。

有一副象牙棋被小偷竊去了一半。玩物喪志，亦沒有甚麼可惜。最難忘是聯合

國內的大象牙雕刻，是中國政府送出的，是成都往昆明鐵路景色，雕刻精緻，

功奪天工，若它毀於天災，當然是藝術界無可彌補的損失，但真正無可寬恕的

罪行，是象的滅種。假如不幸有此一天，人類應該是負全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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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豹死留皮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巴爾扎克 Honore de Balzac 曾邂逅一老兵，他將這老

兵的回憶寫在筆記內，這就是傳誦後世的不朽傑作“沙漠留情”，是記述老兵

年青時在拿破崙戰敗後為亞拉伯人監禁在北非一集中營內，黑夜伺機逃脫，加

鞭快馬向西奔走，馬因過度疲勞倒斃了。逃兵竟被困在北非大沙漠內，幸好找

到了一小岩穴作臨時棲身之處，怎料到這是一雌豹之家，“沙漠留情 " 很細緻

描繪人和豹的相依為命。其中二段白描豹的外型，寫得很傳神 :

The fur on her belly and thighs was glistening white,many small 

spots like velvet formed beautiful bracelets round her paws: her 

sinuous tail was also white, ending in black rings. The back of her 

dress was yellow, like unburnished gold, very lissome and soft, and 

had the characteristic blotches in the shape of pretty rosettes, 

which distinguish the leopard from every other species felis.

  This formidable hostess lay tranquilly snoring in an attitude as 

graceful and easy as that of a cat on the cushions of an ottoman.  

Her bloody paws, nervous and well armed, were stretched out before 

her head, which rested on the back of them, while from her muzzle 

radiated her straight, slender whiskers, like threads of silver.

  巴爾札克幾乎代表古往今來的評價 :豹是貓料中最美麗的動物，豹皮衣料是

服裝中最名貴的。中國文化中就有一諺語：" 人死留名，豹死留皮。" 就是說

有此珍品留於後世，也不柱此生了。正如人若在一生中有點成就，雖然離世，

也不會與草木同朽了。

  我武斷地說“豹死留皮”是懦家哲學的濃縮，最能道出這精神的是文天祥“過

零丁洋”一詩中二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當然這人生觀

是很有建設性的，若只為自己個人或小家庭圈子的生活作蠅營狗苟，何益於社

會?何利於國家?和其他動物又有何分別?此孔夫子所謂“修身，齊家，治圈，

平天下”也，從小及大，由近而遠，但最後目的仍應該是“犧牲小我，成全大

我。”文天祥可以說得到了儒家哲學的神粹了。所以他不避斧鉞，因為有一更

崇高的精神支配著他的行動，有此浩然正氣照耀史冊也。

若沒有了這大前題，過份愛名可能導至走火入魔。東晉桓溫就說了一句話：“大

丈夫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於是晚年倒行逆施，企圖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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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長驅入蜀，收復成都，軍行灞上，修建陵園之功，盡付流水了 . 明末忠臣

殿軍張煌言有見於止此，寫下石被天驚的絕命詩：“生比鴻毛還負國，死留碧

血半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誰望千秋青史傳”舟山群島兵敗被擒後，他含笑

就義，他將儒家“豹死留皮”的哲學，更推進一步。說為忠臣義士，是他份內

應做之事，是否流芳青史?不應是在他考慮中，如此態度，文天祥亦遜一籌了。

  
 “水滸傳”寫了三頭豹子，都寫得相當成功，但他們全沒有“豹死留皮”的

觀念的。“錦豹子”楊林混跡江湖綠林中，過著搶劫殺人的生活，在路上過著

了“神行太保”戴宗，索性上梁山做大賊了，本來就是賊，順水推舟，作了劇

盜也無所謂。“金錢豹子”湯隆出身好得多了，父親是延安府的知寨官，在任

亡故，他因貪賭流落江湖，打鐵度日，能製各種兵器， “黑旋風”李逵見他

有一技之長，遊說他入伙，湯隆上山後為梁山立下一大功。“雙鞭”呼延灼發

動連環馬圍攻。山的出入口處全被堵塞，吳用急於解圍，用湯隆之計，使時遷

偷甲，引“金鎗手”徐寧上山，用釣鐮鎗破連環馬，但其中環節，要湯隆親自

到表兄徐寧處說項。湯隆鼓其如簧之舌，說得頭頭是道，徐寧入了圈套而不自

覺。看來湯隆是一很有才幹的人，可惜不務正業，結果上了梁山做賊也，“豹

子頭”林沖是“水滸傳”用墨甚多，寫得很出色的一個人物，他是東京八十萬

禁軍教頭，有一美滿的家庭，他對現實生活亦很滿足了，妻子是一美人，被太

尉高俅的兒子看上，多方設計陷害，使林沖流離失所，最後被逼上了梁山，妻

子亦不甘受辱，懸樑自盡。林沖的故事是蕩氣迴腸，可以賺人眼淚，看他屢次

忍辱，委曲求全，亦是胸無大志的人物。真正有“豹死留皮”的概念的是“青

面獸”楊志，但他人格塵下。他本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為了恢

復先祖威名，不惜屈尊降格，在權門下謀生，第一次押運花石綱 ( 是宋徽宗建

御花園在各地徵收奇石，是傷民之政也 )。第二次押送生辰綱 ( 是梁中書搾取

來的民脂民膏給他岳丈蔡京生日禮物)。如此方式謀出路，真是對“豹死留皮”

的人生觀一大諷刺。

  我不知道“青面獸”所指的是何動物，希望絕對不會是豹，我對豹有很大的

好感，尤其是讀了“沙漠留情”之後，豹的外型比虎小得多，但比虎更容易適

應外界環境，可以生存在高山，叢林，草原，或沙漠中，晚上方出外獵取食物，

日間多在樹椏間，大石中，或枝葉草坪內憩息 . 美麗的斑紋是它的保護色，使

它淹沒在環境內，視覺，聽覺，和嗅覺都非常尖銳和靈活，獵物多為羊，豬，

和鹿，兼取小動物如鼠，兔，鳥等。它有神力可把獵物(甚至體型比它還大的)

拖上樹上，貯藏在枝椏中以備將來的食糧。像虎一樣，它的個性是孤立的，但

產子後，有些雄豹會留在雌豹身邊，幫助哺養幼兒，不像雄虎的掉頭不顧。

漫說豹死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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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零年代，甘迺迪總統夫人積桂蓮愛好穿豹皮衣服，成為時髦風尚。各地獵

豹供應時裝界的需求，使豹口驟降，可以說“豹死因皮”了。今天豹是被保護

的動物，但因為生態環境受到侵佔，和虎一樣，豹的生存同樣是被威脅著，吃

人的豹是很少的，但農牧動物便時被獵取。所以豹和人在落後的農村中亦有勢

不兩立的情況，很多被擊斃。

  “沙漠留情”中的豹曾在沼澤中拯救主人的性命，但這故事的結局如何 ?太

悽楚了，不忍直接說出來。還是抄下那老兵傷心欲絕的詞句罷 :

I don’t know how I could have hurt her, but she suddenly turned 

on me ina fury, seizing my thigh with her sharp teeth, and yet (I 

thought of this afterward) not cruelly. I imagined that she intended 

devouring me, and I plunged my poniard in her throat. She rolled 

over with a cry that rent my soul; she looked at me in her death-

struggle, but without anger. I would have given the whole world – 

my cross, which I had not yet gained, all, everything – to restore 

her life to her. It was as if I had assassinateda real human being, 

a friend.

  豹不負人，人太對不起豹了。

漫說豹死留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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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獅子抱不平

  農曆新年任何慶會，總少不了醒獅賀節。無論是南獅在爆竹煙火中踏青取懸

掛在三層樓上的紅包，或北獅在舞台上，鑼鼓聲下，翻騰着追弄繡球，這些眩

人耳目的民間技藝定能點綴昇平，使節日更能充滿喜氣洋洋。但獅子的形象都

是抽象式的，南獅是京劇的臉譜，北獅是漫畫的素描。原因是獅子不產於神州

本土，只有在邊遠的西域或西藏可能見得到，其形態輾轉流述到中原，民間塑

造的形象，離真實的獅子確是很遠的。明代詩畫大家唐寅畫虎很神似，但中國

歷代畫家就沒有畫獅的作品。「畫虎不成反類犬」是一句很通用的諺語。至於

獅呢 ?能見到的古人確少得如鳳毛麟角。

  獅古時稱狻猊，古書「穆天子傳」有得之傳聞的記載 : 「狻猊日走五百里。

色正黃，有髯，尾端毛大如斗。有人經白狼山，得以歸，未至洛陽三十里，雞

犬皆伏，無鳴吠者，吼時百獸為之腦裂。」梁山一百零八將，有很多位用動物

為綽號的 : 有五龍，十虎，三豹，三鱷魚 ( 即忽律，蛟，和蜃 )，二蛇，但只

有一頭獅子，即「火眼狻猊」鄧飛。施耐庵才大如海，一百零八人中有數十位

寫得栩栩如生，如「九紋龍」史進，「混江龍」李俊，「矮腳虎」王英，「插

翅虎」雷橫，「青眼虎」李雲，「笑面虎」朱富，「豹子頭」林沖，「金錢豹子」

湯隆 ... 等。甚至用低等動物為綽號的「鼓土蚤」時遷也寫得很出色當行。但

寫鄧飛卻毫不精彩，只有「雙眼紅赤，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和「多

餐人肉雙晴赤」，聊聊數句，是屬於汗牛充棟的湊數人物。為甚麼呢 ? 是他的

綽號累了他，施耐庵從沒有獅子的概念，寫鄧飛時只好束手擱筆了。

  「虎」的成語很多，不加思索便可以列出二十個以上，「獅」的成語呢 ?我

搜索枯腸，只能想到一個:「河泉獅吼」，是形容妒、潑、悍的女人。這類婦人，

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寫樊江城，可算得首屈一指了。江城對夫婿的手段是

「摘耳提歸，以針刺兩股殆徧，乃臥以下床，醒則數罵之」，當丈夫不堪鞭撻，

走避父所時，她竟膽大到追入翁姑房內，「翁姑沸噪，略不顧瞻，撻至數十，

始悻悻以去。」這樣悍潑的妻，用獅吼來比喻，實不為過。

  「說岳全傳」描繪秦檜的妻子王氏，也是一很陰險、悍辣的女人。她在東窗

下和丈夫設謀陷害岳飛，讀者閱了亦不寒而顫，所以中國語文中有「東窗事發」

一成語。傳說廣東某縣城有一岳飛廟，塑秦檜夫婦跪在岳飛神像前。旁有一聯

是效秦檜夫婦對罵口吻寫的 :「唉 ! 家有賢妻，何至於此 ; 啋 ! 若非老賊，不

到今朝。」其實這些都是「文人多大話」罷，據「宋史」秦檜傳，真正的妒婦

是王氏的大嫂王喚妻。秦檜無後，以王喚子熺為繼。世間夫婦互相濟惡，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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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浪的屢見不鮮，可能「說岳全傳」的作者有感而發，作張冠李戴，塑造王氏

這吼獅的典型罷。

  歷史上真正的妒婦是隋文帝楊堅的妻子獨孤皇后。北周武將尉遲迥因衛護北

周皇室宇文氏被楊堅慘殺，孫女沒入掖庭，為仁壽宮宮人。楊堅很欣賞她溫婉

賢淑，獨孤后勃然大怒，趁帝朝會群臣之際，陰殺之。皇太子楊勇多內寵，其

妃元氏暴崩，疑太子寵妾雲氏而害之，由是諷帝廢太子。大臣高熲妻死，后欲

為娶繼室，熲辭以老，後熲妾生子，后惡之，便在文帝前頻說高熲的壞話，結

果高熲被流放而死於異鄉。按因子厚妾薄妻而母親不認許，此亦家庭之常情。

臣下有妾，何與后事，因此而憾之，此非奇妒嗎 ?乃吼獅之首席也。

  獅與虎同屬食肉目的貓科。盛產於非洲中部的大草原。但性格迥異於虎，它

是合群的動物。一族 (pride) 獅中有一雄獅和十個以上的雌獅，其他的雄獅是

孩提時代或剛成年的，絕對不能和獅王較量。雌獅和平共處，感情融洽，它們

除合作捕殺獵物外，更合作哺育幼嬰。雄獅從不參加狩獵的，它的主要作用是

傳播種子，延續品種，可以說族中所有雌獅都是它的妻妾。土狼群 hyenas 可

能給獅很大的困擾，它們是動物中的無賴，用「狼」海戰術奪走獅的獵物，坐

享其成。獅王伺機見土狼分散落單時，將其中首領咬死，使狼群無主，潰不成

軍。獅比虎容易被人馴養。BORN FREE 這電影就是敘述雌獅 ELSA 被動物學家 

Joyce Adamson 夫婦從小撫養，後來放歸原野，雖已育有子女，仍未忘懷故主，

每年必領她的子女來參拜舊主人。可見得「河東獅吼」這成語是冤枉了獅子的。

中國文人從來不了解獅子，像「水滸傳」中的「火眼狻猊」，「河東獅吼」也

是無稽之談，雌獅絕對沒有妒意的。此小文就要為獅子抱不平，替他討回個公

道。

 

為獅子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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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鼠之間

  一九九零年夏天兒時伙伴唐先生和夫人第一次到美國旅遊，我權充導遊，帶

他們到舊金山各名勝觀光。黃昏時在 Fairmont Hotel 屋頂花園的噴泉旁，我

正在侃侃而談大誇此旅店是世界內最豪華的，說得口沬橫飛，一條黑影迅速在

我們的身畔掠過。唐太當堂花容失色，尖叫一聲 : 「有老鼠呀 !」幾乎倒在丈

夫的懷中，幾年前有友人寓居市中心的 Hilton Hotel，清晨到餐廳用膳，見一

堆黑布放在白餐檯中，甚是礙眼，漫步走近，此「布」突然跳落地上遁走，友

人甚覺倒胃，立即出門往他處覓食去。我們腦海中鼠的出沒處是荒涼骯髒的地

方，像詞人秦觀描寫的旅途驛站 :「遙夜沉沉如水，風緊驛亭深閉 ; 夢破鼠窺

燈，霜送曉寒侵被……」和辛棄疾繪畫的王氏家廟: 「遶床飢鼠，蝙蝠翻燈舞。

屋上松風吹急雨，破紙窗間自語。」但Fairmont和 Hilton都是五星級的旅店，

怎會也被鼠光顧呢 ?

  鼠是最被人厭惡的不速之客，若闖入了家，屋主真是啞子吃黃蓮，此動物與

污穢為伍，假若和人承認了家中有鼠，豈不是直供出家是垃圾堆嗎 ? 我曾收看

一電視座談會，出席者都是時下名人。主持者談到家中雜事，問各客人有多少

和那種寵物。有一人答得很幽默 : 「我所知道的是一隻白鸚鵡，不知道的，在

深夜中，就很難說了。」眾人為之莞然失笑。好友李君家中有過鼠患，太太打

開廚櫃，見到一大老鼠坐在碟上，嚇得她將手中的鍋鏟也丟掉。他自己熟睡時

突然驚醒，面部感覺一陣冰涼，原來有老鼠在他頭上爬過，可見得此鼠猖狂到

熟不拘禮了。他用盡方法，老鼠膠和夾捉了幾隻，其他的有前車之鑑，雖然換

了餌，再不肯上當了。用毒藥呢 ? 鼠輩不知吃了會破胃穿腸，還以為主人設了

豪門宴，班了街坊的鼠群，進來大嚼呢。結果養了兩隻捕鼠貓，方能解決問題。

  其實李君家中鼠患比起澳洲南部小村 Marree，小巫見大巫，這村落全被鼠群

佔領。居民的檯布，被單，枕頭被咬破了無數小洞，糞便隨處皆是，打開任何

櫃門，數百隻小鼠洶湧而出，像一條長長的瀑布。欄內的豬，身型雖比鼠大上

百倍，也被鼠躍到身上咬得遍體鱗傷。居民無計可施，要求政府協助滅鼠，政

府聘僱專家下毒，在一農夫家內，一夕間便殺了二萬八千隻小鼠，在麥場內殺

了七萬多隻，是否令人談「鼠」色變呢 ?

  老鼠夾的型款也是五花八門的．我們通常見到的有夾，膠和籠。有一種不用

餌的，用色和光把鼠經過一長隧道，引入貯收器內，以便將鼠群帶往郊外放生，

這是給不忍殺生的人用的。二十年前我在法國東部小鎮 Troyes 的市集檔口見

到一玩具式的斷頭台，製作頗為精巧，我對它凝視了有十分鐘以上，有一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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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法國人向我解釋 : 「這是一老鼠夾，將餌放在籠內，鼠身要穿過斷頭台

方能偷吃，動了樞紐，利刃從空而降，定把鼠劈為兩段。」真是匪夷所思，豈

不是血肉狼藉嗎 ?製造者和使用人一定恨鼠入骨了。

  鼠的身體是有伸縮性，只要門或窗留了半寸空隙，或牆角有比銅幣稍大的

洞，便可以竄入。覓食時間多是夜幕低垂之後。鼠的眼睛很大，但反應並不單

靠視覺。它很敏銳覺察到光線從弱轉強，毫不猶疑地逃命。聽覺異常靈活，鼠

和鼠的溝通是有賴於很高音符的口嘯，是人的耳朵聽不到的，嗅覺在動物界中

首屈一指，靠它指示出食物的方位和行走的路線，從洞穴到屋中任何一角都有

一定的里程。鼠的鬚亦異常敏感，倚著它們在腦海畫出傢俬什物的位置，構成

一行走地圖。鼠在動物界的位置是屬哺乳綱，齧齒目 (Order Rodentia)，家鼠

科 (Family Muridae)。有兩對不停生長的鋒利門牙，沒有犬齒，門牙和一排大

牙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就算不咀嚼食品，鼠要不斷將門牙磨煉，否則合攏了便

阻礙吃東西，這造成了難可估計的破壞力，除衣料，檯椅被損害外，最危險的

是咬破電線引來火災。它若闖入了你的家，定會流連不走，若找不到其他食物，

便會在你的名貴地氈，或心愛的西裝和皮裘製造些小洞。你可以聊以告慰的，

它亦同時為你減少些蟑螂 cockroaches 數目。當你宴客時，談得興起，它會在

你的客人面前露出身份，顯示它亦是家中主人之一，令你啼笑皆非。父執輩告

訢我，抗戰時在重慶有賣故衣這一行業，將舊衣服在街邊賣，賺些微錢養家，

賣者必備白米一碗供鼠吃，以保全衣服也。所以蘇軾詩有一句 : 「愛鼠常留

飯」，戰時的俗語 : 「老鼠過街，齊喊打」也應運而生。

  純站在動物的角度來看，鼠是相當可憐的，它是食物鏈子內 (food chain)

居尾二之位，只有昆蟲比它還低，所以它是豹以下的食肉目動物的獵品，亦是

蛇，大蜥蝪，猫頭鷹和各種食肉鳥的糧餉。能在世界生存的條件是無與倫比的

繁殖力，雌鼠三至五個月便可受孕了，懷孕期間只有二十至三十日，每次產八

胎，一年可以懷孕七八次，統計來一對不同性別的鼠可以在八個月中產出超過

六千七百個後裔。鼠的適應性亦很強，冰封的北極，酷熱的沙漠也能生存，隨

著輪船，火車，鼠處處與人為伍。有人的地方定會有鼠，無論人同意否，鼠是

和人注定是相依為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德國名將「沙漠之狐」General 

Erwin Rommel，當他移師北非時，行李箱便藏有兩隻小鼠，鼠就憑著繁殖和適

應兩大因素逃過滅種的厄運。它的生存意義似乎是供應其他動物作食糧，自己

又要騰出性命偷取少許東西作求存，真是賤若草芥，微命如絲了。

  若不是殺傷力這麼大，我秉著悲天憫人之心，總會對鼠產生一點憐惜，除上

述咬破電線導致火災外，輸水的銅管，水壩的三合土都會被鋒利如刃的鼠牙

人鼠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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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穿，引起無妄水災，穀倉破壞的損失每年高達五千萬至一萬萬美元，加上滅

鼠各種措施的費用，政府和鼠鬥爭花費的不可勝計。最甚的是人命損失，食物

毒，紅疹傷寒症，黑死症……各種可怕的病疾都是以鼠作傳媒給予人的。以黑

死症而言罷，是一種名喚 Pasteurella pestis 細菌引起的。此細菌通常寄存

在蝨身上，蝨是大黑鼠 rattus rattus 毛內的寄生蟲，隨著鼠的活動範圍侵入

民居，吸人血時便注入細菌了，患者肩窩和兩脾間淋巴腺腫脹，出了黑色的硬

塊，有膿汁，病人因此發高熱而全身軟癱甚至昏迷，兩三天後便一命嗚呼了。

一三四七年至一三四九年是黑死症在歐洲肆虐的高峰，死去了幾乎一半人，市

集民居為之一空，當時社會盲塞封閉，未知此症的來源，一人患病，全家被封

屋，不許越雷池半步，且有守護人輪更監視，家人只有作病人的殉葬品了。

一六六五年此症降臨到倫敦，一個月內便死了萬多人。

  當然這些死亡數字在史書上是死板板的，讀者可能無動於中。十七世紀英國

大文學家 Daniel Defoe ( 即 Robinson Crusoe 的作者 ) 把黑死症帶來的悲劇

編寫在他的不朽名著「疫症紀年」(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內，讓

我們分享他傳神之筆罷。他是這樣描寫黯淡荒涼的街道 : ( 因為十七世紀英文

句法稍異，我草率地譯成中文 ) 「在漫步中，很多悲慘的情景衝入我的眼簾 ; 

行人突然倒斃在街頭，婦女在呼喊，嚎叫，在極端痛苦中，打開了窗，發出一

片絕望，無可奈何的求救聲。他們各種期待死神降臨的姿勢非我的筆墨能形容

得盡。我行過一小方場，在我頭上的門扉突然大力地闖開了，一婦人慘叫: 「死

啊 ! 死啊 ! 死啊 !」其聲尖銳，直刺入我的心脾。一股可怕寒氣，透入骨髓，

把我的血液也凝結了，街上再沒有行人，其他窗戶亦緊閉著。人對別人已失去

了關懷，也不能施與任何援助，我咬緊牙根行進小巷」。

  Defoe 對臨危病人有生動的敘述 :

  「這腫脹的苦楚是異常劇烈的，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很多人懷疑這批內

科或外科醫生把病人折磨至死。那腫脹變成硬塊，醫生們企圖用各種方法破開

它，若不成功的話，索性用刀切除了。跟著用猛烈的化學品燃燒傷口，很多可

憐蟲在這樣酷刑下咽下最後一口氣，忍受不了的拼著餘命奪門而逃，忘記本身

一絲不掛，急步奔向河邊，投身水中以了結殘生。

  Defoe 用他蒼涼之筆寫了臨死前的人際接觸 : 「我見到一孤苦伶仃的人走向

河邊，我緊跟著他，沿河的樓宇已重門深鎖，最後我在一短距離內和那人交談。

首先我問及他的家人和鄰居的情況，他聲淚俱下地說 : 『很凄慘呀 !全部死了

或病了，這村落只剩下幾家人了』。他手指向後指著，然後他指著一間屋:『他

們都死了，門雖然沒有關上，但沒有人敢進去，有一小偷大膽入去取些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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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賠上了性命。』他又指著其餘的屋 : 『他們都死光了，兩夫婦和五小孩，你

見到門外有一守護人監視著嗎 ?』我繼續問他 : 『為什麼你孑然一身，何去何

從呢 ?』他回答 : 『我有一兒子已患此病死去，我的妻子和其餘兩小孩被封閉

在內，我從屋背爬出來，可能也身染惡疾了。』兩行淚涔涔然自眼中流到唇邊，

我不期然也滴下了熱淚。」

  筆者曾在歐洲多大城市的博物院看到多幅以黑死症為題材的名畫，印象最深

的一幅是街道冷落，有一樓宇二樓的窗打開著，正門微掩，門前站著一醫生和

守護人，不遠處是收屍馬車，畫面見不到一個死人，但恐怖氣氛，直沁入觀者

靈魂，加上 Defoe 的生花妙筆，黑死症不單上是歷史或一醫學上一名詞，而是

活生生的人間慘劇。鼠啊 !你這小小動物，貽害人類，甚於洪水猛獸多矣。

  二十世紀醫界和動物學家飼養鼠作研究，利用它天賦的生殖能力和驚人

的適應力，屢有發現，使免疫學 immunology，病理學 pathology，傳病學

epidemiology，遺傳學 genetics，優生學 eugenics 和生理學 physiology 有長

足的發展，是人給鼠唯一贖罪的機會了。

註 : 此文題目借用美國文學家 John Steinback 的名小說‘Of Mice and 

Men’。

編者按 : 「人鼠之間」的插圖是名畫家八大山人和齊白石的墨寶。

人鼠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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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斯探案故犯歷史錯誤

  我從少年時代便喜歡讀柯南道爾 Sir Arthur Conan Doyle 作的福爾摩斯

Sherlock Holmes探案。一卷在案，愛不釋手，沉醉著的不單止是那撲索迷離，

絲絲入扣的謀殺案或偷盜案，更有那生動、明朗、詳盡的文筆，描寫了百多年

前的倫敦，栩栩如生，讓我坐著時光輪車向後走，回到已去不復返的世界中。

  那時的倫敦代表大英帝國光輝的頂峰。這望無邊際、煙霧迷漫、陰霾滿天的

大都會給人觀感是 : 刺激隱含著無限的神奇 ; 浪漫攙和著少許恐怖。柯南道

爾把十九世紀後期的倫敦寫活了。他比同時代的任何作家更能在我們腦海中刻

銘了這光怪六離的社會和生活其中蠅營狗苟人群。雖然倫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被瘋狂轟炸和近三十年的新建築物如雨後春笋，矗立在各區破壞了古典的和

諧。徘徊在舊城區中(City of London and City of Westminster)，漫步街頭，

按圖索驥，我仍可以踏著福爾摩斯的腳步，找到維多利亞時代的烙印。

  福爾摩斯探案是偵探小說叢中最出類拔萃的，除用優美的文字寫上迂迴刺

激的情節外，寥寥數句的人物素描使各式各類的性格活現在讀者的目前，躍

然紙上。福爾摩斯探案是當代的文學名著。我最喜愛的短篇「波宮之秘」A 

Scandal in Bohemia 便是其中一例。

  故事開始是一身段偉岸 ( 高度不下六尺六寸 )，體格魁梧，衣著華麗的矇面

大漢到福爾摩斯寓所拜訪。那時名探和他的助手華生醫生 Dr.John Watson 在

客廳內聊天。彪形大漢自稱是波希米亞國 Bohemia 一貴族侯爵，他的英文夾雜

很濃的德國口音，因一隱秘事件登門求助。寒喧未及三句，福爾摩斯竟以「陛

下」尊稱來客，揭露他的身份是波希米亞國王 King of Bohemia。國王再無掩

飾必要，索性將面具除掉，細述求助的原因。

  事緣五年前 (1884 年 )，在華沙邂逅一國際知名歌唱家 --- 女低音 Irene 

Adler。二人一見鍾情、打得火熱、如膠似漆、難解難分，且共同拍得一

相當親暱的照片，寄存在 Irene Adler 手上。現在國王準備迎娶 King of 

Scandinavia 的第二公主，Irene Adler 怨國王移情別戀，對自己始亂終棄，

憤怒和妬忌下，聲明要將這不能示眾的合照送給 King of Scandinavia 以圖搗

毀婚事。國王願出重金將這照片從 Adler 手中奪回。言罷從皮包內取出五百鎊

金元和七百鎊紙幣放在桌上以便福爾摩斯運作，果然出手闊綽。

  跟著故事鋪敘了一大段離奇曲折的奇文，述福爾摩斯化裝成一牧師，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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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ne Adler 的香閏，且製假火警，察視到收藏照片的密櫃。因為礙於篇幅，

我不便轉述全文，且鼓勵讀者閱此短篇小說原文以大飽眼福。翌日，福爾摩

斯、華生醫生，波希米亞國王三人蒞臨 Irene Adler 香閏，準備開密櫃，取照

片，完成國王委託的任務。怎知女傭開門請三人入室時，他們發現人去樓空，

lrene Adler 清早偕同新婚夫婿離開英國，真是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了。

  密櫃內留下 Irene Adler 給福爾摩斯的一封信，內容撮要是她早洞識名探奪

取照片的詭計，現在她已愛上一比國王勝萬倍的人，對國王餘情已盡，他可以

娶任何一位公主，她對國王漠不關心，不會干涉的，他大可放心了。合照呢 ?

她已帶走，作為國王不敢將來騷擾她私生活的保障。現留下她自己的近照一

幀，作為給國王「此情已待成追憶」的紀念品罷。

  這是「陰溝內翻船」了。福爾摩斯自任事從業以來，算無遺策，此次竟在一

女人手上翻了一大筋斗。他向國王道歉，功敗垂成，是他意想不到的，對手

委實太強了。國王喃喃自語 : 「真是奇女子，可惜她不是在我的階級內，不

然，她應該是一位很出色的王后。」跟著對福爾摩斯說 :「你已成功了。Irene 

Adler 一諾千金。現在這照片雖仍在她的手中，其實和被火燒掉沒有分別。她

不會拿出來示人的，你需要甚麼酬報呢，我的戒指值萬鎊，可以嗎 ?」 福爾

摩斯冷然說 :「不用了，我希望陛下能轉贈給我 Irene Adler 的玉照，她真不

是你階級內的人物 !」( 我的註腳 : 這是福爾摩斯對國王的諷刺。Irene Adler 

勝國王多矣 ! 當然那庸俗膚淺的國王聽不懂絃外之音。) 國王很樂意將她的玉

照轉贈給福爾摩斯，並伸手道別。福爾摩斯拿了照片，興高彩烈地和華生醫生

掉頭而去，竟看不到國王伸出來的手和忘記和他道別。( 是真的看不到和忘記

嗎 ?)

  此篇小說情文並茂，引人入勝，但其中有一很大的歷史疑問，就是 King of 

Bohemia 這一銜頭。從 1620 年至 1918 年，波希米亞 Bohemia( 即現今捷克的

一部份 ) 是奧匈大帝國 Austro-Hungarian Empire 屬下一地區，那波希米亞國

王應是誰人呢 ?從歷史角度來看，他應是奧匈大帝國的皇帝 Franz Joseph，在

1889 年 3 月時他已是結婚多年，五十九歲的忠厚長者。Franz Joseph 行為拘

謹，絕對不類似小說中風流成性，喜歡沾花惹草的國王。作者柯南道爾醫生的

時代，奧匈大帝國仍然存在，且他精通歐洲史 ( 他作的中世紀歷史小說 White 

Company 在英國文學史內有頗高的評價 )，很顯然他是借波希米亞國王影射另

一人物。

福爾摩斯探案故犯歷史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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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人物是威爾斯親王 Prince of Wales，維多利亞女皇的太子 Bertie，即

後來的英皇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在位期間是 1901 年至 1910 年。他誕生

於 1841 年，故事開場時他是四十八歲，且和丹麥公主結婚了二十六年，育有

二兒。親王十九歲時便在愛爾蘭和一舞台劇女演員有染，氣死了父親 ( 即維多

利亞女皇的附馬 Prince Albert)，維多利亞女皇因夫死而責怪兒子，終生不肯

原諒他。後來女皇特別疼愛長外孫德皇 Kaiser Wi11iam 11 (1859…1941)。

甥舅間的矛盾更助長這血緣甚親的英、德二國趨向兵戒相見 ( 結果是第一次

大戰爆發了 )。親王雖有家室，在外的桃色緋聞多得不可勝數。他和美籍演員

Lillie Langtry 亦有多夕緣，這是街知巷聞的。在「波宮之秘」中，柯南道爾

故意安排女主角 Irene Adler 降生地點是美國的 New Jersey，而波希米亞玉

的婚姻對象是Princess of Scandinavia。其實Scandinavia 是北歐地區泛稱，

包括丹麥、瑞典、挪威、芬蘭、冰島五國。博學如柯南道爾，不會出錯。正如

十九世紀沒有波希米亞這國。他不是間接點明國王是愛德華七世的化身嗎 ? 愛

德華的皇后 Princess Alexandria 的故國就是 Scandinavia 地區中的丹麥。

當時的威爾斯親王和女人勾搭並不像小說內的國王諸多忌諱，可以說是招搖過

市的。且威爾斯親王比波希米亞國王老十八年，此是小說家有故弄玄虛的專利

罷。

  「波宮之秘」可以算是一喜劇性的小說。但主角二人都是天不假年，在

1891 年 ( 離故事發生時間不及三年 )，華生醫生執筆追述此事時，他提到已故

的 Irene Adler。天妒紅顏，女主角三十四歲時便溘然長逝。怪不得小說提及

Irene Adler 本是歐洲歌劇舞台上的天皇巨星，但故事開始時她已息影歌壇，

只間斷地開一些私人演唱會保持聲線罷。她是不是已染上不治之症，被逼在事

業巔峰時的盛年 ( 三十一歲 )，悄然引退呢 ? 她的快樂婚姻也是很短暫的，只

不過是落日餘暉罷。1914 年 8 月，福爾摩斯在另一篇小說 Last Bow 內和一德

國人 Von Bork 交談說及他和「已故的波希米亞王」的交往。可見得國主也享

不到期頤之壽，年齡不會超過五十五歲。我們從別處得悉男女主角的收場，讀

後掩卷，難免有點蒼涼感。不錯 ! 這時代已是一去不復返了，憑作者的生花妙

筆，人物仍是有血有肉，洋溢著愛恨交錯的感情。Irene Adler 是福爾摩斯最

神往的人物。當提到她時，他總用了「那女人」三字肅然起敬，因為他是「那

女人」的手下敗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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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 哈雷

  在太陽系黑漆的邊緣，最遙遠的行星外圍，遊弋著很多物體。這些物體成份

多是冰塊，夾雜些灰塵，俗稱為骯髒的雪球，通被天文學家號為彗星 Comets。

若有流星在毗鄰飛越過時，地心吸力會將其中一彗星從遊弋星群中引出來，朝

向太陽「跌落」。此雪球漸漸接近太陽，體內的溫度也漸漸提升，放出蒸氣夾

雜著灰塵，給地球上的人類看到，彗星在天邊劃過時，長空總留著一條長長的，

光彩奪目的尾巴。

  其實很多彗星是沒有尾巴的，有些彗星甚至暗晦得若沒有夠強的望遠鏡，不

為肉眼能察見到。每年總有二十多個彗星出現於黑夜的天空，很多都是第一次

被人發現。那發現人夠幸運了，從一無名氏躍為名垂後世的天文學家，因為從

此以後這彗星和發現人的姓名永遠掛掛鈎。

  若沒有外面物體擾動時，彗星遠遠地繞著太陽行走，循的是一狹長橢圓形的

軌道。接近太陽的期間只不過是曇花一現，便向黑暗的外面奔去，幾百萬年後

方能重睹天日了。有些被大的行星如木星 Jupíter 吸引著，不能擺脫，圍繞著

太陽的軌道便被縮短了很多，甚至少於二百年行完這繞太陽的圓周，這些通稱

週期性的彗星 períodic comets。哈雷彗星 Halley's Comet 便是一例，它的

週期只有七十五年。最短的是 Encke's Comet，週期方及三年零四個月。

  彗星的核心是冰塵，被一龐大的球體「雲狀冠」coma 包裹著。這「雲狀冠」

薄得透明，其他星宿的光芒可以射破它。彗星的尾巴是朝遠離太陽的方向，無

論彗星如何行走。尾巴呈藍色，如扇般展開，在長空中劃成一耀眼的弧形。

  1682 年英國天文學家 Edmund Halley 發現一非常光芒的彗星，其軌道甚似

1531 年和 1607 年所記錄的。他結論是同一彗星，軌道有七十六年。果然 1758

年時，一位德國農夫 Johann Palítzsch 在原野看到彗星哈雷，正如 Edmund 

Halley 七十六年前的預測。

  彗星是中國人俗稱為掃把星。中外民間迷信認為它的出現是天降災禍的不祥

預兆。明白了彗星的運行是地心吸力的原理支配著，那就見慣不怪了。哈雷彗

星出現和西洋大事有密切關係的兩次是 : ( 一 )1608 年，負責北美洲殖民的英

國 London Company 在現今 Virginia 的 Jamestown 築一殖民營，成了後來美國

立國的胚胎。( 二 )1683 年，匈牙利土著謀擺脫奧國統治獨立，自創一 Magyar

王國，勾結土耳其人 Ottoman Turks 圍攻維也納，幸得波蘭王 John Sobie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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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二萬七千士兵的波蘭隊伍千里赴援，擊敗土匈聯軍，解維也納重圍。以後

奧圖曼帝國再沒有能力問鼎西歐。

  據聖經記載，基督降生持有一光芒萬丈之星高懸在馬槽之上。這「伯利恆之

星」被天文學家斷定為一彗星，但週期未詳。

  1986 年 3 月是哈雷彗星出現在地球上空的最近一次。天文學家早有準備，射

出人造衛星 Giotto 作探索。送回的照片很清晰。哈雷彗星核心很像一大塊多

瘤的馬鈴薯，有九里長，五里闊。從黑塊的裂痕中不斷射出冰氣和灰塵。這冰

氣若凝結後可每秒鐘填滿一小型的游泳池。下次哈雷出現應是 2061 年，我們

能看到的或然率不太高了。

彗星 哈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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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傳真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家梅里美（Prosper Merimee, 1803-1870）和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倡自然主義之說，用生動的文筆，毫不粉飾地描寫人間醜

惡。此風傳至音樂，傳真的歌劇（Verismo opera）應運而興了。這些歌劇赤

裸裸，絕不容情地揭露社會罪惡，貧苦的人受盡冤屈折磨，且將道白雜於音樂

中以增加真實感。故事多以復仇為題材，情節內暴力甚多，收場是血淋淋的屠

殺。1875 年比才（Georges Bizet, 1838-1875）作的卡門（Carmen）面世，成

為轟動當時，風靡後代的傳真派歌劇。

  卡門（Carmen）的故事骨骼是一流浪民族吉卜賽女郎（Gypsy）愛上一軍人，

後來見異思遷，把軍人拋棄。軍人不勝其憤，將女郎剌死。毫無疑問的，卡門

（Carmen）佔傳真派歌劇的首席。歷來女中音以演出主角 Carmen 為榮，能有

機會發揮自己技藝，博取佳譽。甚至有些女高音要求音樂指揮削足就靴，將音

階改高少許，適合本人的音域，能演出 Carmen 一快平生。

  在意大利，歌劇傳真在十九世紀末盛極一時。1890 年馬斯卡尼（Pietro 

Mascagni, 1863-1945）作的鄉村騎士（Cavalleria Rusticana）和 1892 年里

昂卡伐洛（Ruggero Leoncavallo, 1857-1919）作的丑角（Pagliacci）是最

有名的代表。這二歌劇描寫的都是社會的低層人物；他們的愛和恨。情海波濤

導致劍拔弩張，有人命喪當場。這些歌劇同時批判着社會；極端的貧乏可以破

壞任何情感連繫。為了更表達真實，這些歌劇多採用土語，例如 Cavalleria 

Rusticana 二主角 Turiddu 和 Santuzza 都是西西里島（Sicilian）上農村貧民

的名字。全劇用西西里俚語作歌詞，不避最粗鄙，最通俗的字句，務求寫出劇

中人最原始的肉慾要求，像火山隨時爆發一般。

  傳真派歌劇改變了舞台設計。Carmen 一劇需要一煙草製作廠築在舞台上，婦

女都穿上工人服裝。Pagliacci 一劇需要一破舊的馬車；圍繞它是一班衣衫襤

褸的街頭演員。這樣的佈景頗有革新意味。觀眾見到的不是富麗堂皇的殿宇，

琪花瑤草的園林，而是現實世界中陰暗的角落。看劇不再是美麗的幻想，而是

被帶到醜惡的貧民窟去。

  傳真派歌劇中享有盛名的還有普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在

1918 年寫的三合一歌劇（Il Tabarro），喬達諾（Umberto Giordano, 1867-

1948）在 1896 年寫的安德烈·舍尼埃（Andrea Chenier）和贊多尼（Zandonai, 

1883-1944）在 1914 年寫的黎密尼的弗蘭西斯卡（Francesca da Rimini）。



837

  雖然我們離開這些歌劇創作時間已有百年，我們仍被那令人腸斷心摧的故

事，栩栩如生的人物感染着。

  我欣賞歌劇已有上半世紀的時間，不乏刻骨銘心之作，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的 Eugene Onegin 是其中之一。此劇並不納入 verisimo opera，

它被評家列為 lyrical opera，富抒情曲的歌劇。它發揮劇中人的感情，毫不

遜於任何 verisimo opera，歌劇傳真任務，亦淋漓盡致。

  故事基於俄國最偉大的詩人 Pushkin (1799-1837) 一首叙事詩，主角

Eugene Onegin 是一放浪形骸，飽歷世故，對人間滿含諷刺的紈絝子。他從

St. Petersburg 往一鄉村去承受叔父的遺產，鄰居一入世未深少年 Vladimir 

Lensky，對前景充滿憧憬和熱望，驟眼看來，二人性格是相反的，但竟談得很

投契。可能Onegin以長者自居，對Lensky 在世事方面，循循善誘，例如愛情，

Lensky態度很純真，情感是熱熾，而Onegin則過來人，冷漠視之，不值一顧了。

  Lensky 有一未婚妻 Olga Larin，幼年喪父，和母親及姊姊 Tatiana 共居。

Onegin 本摒絕所有鄰居，除 Lensky 外，獨自一人在鄉村生活，他本來就很厭

倦城市中的繁文縟節，現倒落得清閒。幾番遊說，Onegin 終於答應陪 Lensky

往訪未婚妻 Olga。

  這姊妹花給 Onegin 印象都是很幼稚，Olga 尤甚，Tatiana 應對很得體，她

像當時的一般年青女子，沉迷於 Richardson 的愛情小說，腦袋充滿了癡情幻

想。她竟被 Onegin 老於世故的風度深深吸引，對他一見鍾情。

  當晚 Tatiana 為情魔所困，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只好索性起牀，執筆寫

一長信，心中情意，傾盤而出，盡訴衷曲。翌晨託保姆的小孫子將此信交往

Onegin 手中。

  Tatiana 心情怔忡，期待 Onegin 的回覆，她深怪自己太魯莽，失掉女性應有

的矜持，但不如此，怎能獲取終生幸福 ? 渡日如年 Onegin 終於來了，二人在

花園會面。

  Onegin 溫柔，委婉地對 Tatiana 說，他非常感動她的熱情、誠懇、坦白。如

果他準備組織家庭，傳宗接代的話，Tatiana 應是一很理想的配偶。但他混跡

紅塵多年，早將世事看透，抱獨身主義以終。她的好意，只好心領，能回餽的，

歌劇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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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長兄的呵護。再補說一句，將來你一定物色到佳伴。但要小心一點，不可

妄將熱情流露，若遇人不淑，對方未必有我的紳士修養。可能藉機佔盡便宜，

你便吃大虧了。Tatiana 聽此道貌岸然，似是而非的教訓，心胸好像被一冰匕

首刺着，傷痛夾着冰涼。默默地挽着 Onegin 手臂，步回房中。

  除了賭博，酗酒外，Onegin 生活更孤立了，一年又過去，寒冬到來。Larin

夫人為慶祝 Tatiana 壽辰，設一慶會。Lensky 苦苦勸說 Onegin 一同參加以打

破生活的單調。在慶會中，Onegin 聽到些農村婦女細細私語，多有批評他的

人格和生活方式的。他勃然大怒，遷怒於 Lensky，領他到這無聊場合中。他

要報復，故意對其未婚妻 Olga 親熱不停地約她共舞。Lensky 妬火中燒，忍不

住了，質問 Onegin，很多女性已被他征服，是否也將未婚妻成為獵物。Onegin

原意是開玩笑般激他。沒有想到他來勢洶洶，再無置辯餘地。只好沉默不應，

Lensky 更怒了，丟下帽子在他面前，要與他作生死決鬥。這次大禍已闖，再難

挽回。

  決鬥前夕，Lensk 挑燈看劍，終夜不寐。他寫了首短詩 : 黃金的青春年華漸

漸消逝，墮入灰暗之門，被緩慢的流水吞沒。這是不祥的預兆，Lensky 作為詩

人，突然夭折。作者 Pushkin 本人也於數年後，三十八歲時死於決鬥。Onegin

一鎗，將摰友擊斃。這是他一生不能解除的遺憾。他帶着黯淡心情，離開小村，

漫無目的地浪跡天涯，他極端不快樂，惶惶終日，不曉得生活的意義，終不能

忘懷因小誤會導致好友命喪的大悲劇。

  若干年後，Onegin 已快步入中年，在莫斯科豪門夜宴中遇到一貴婦，驚為天

人，她那雍容華貴的氣質，風華絕世的儀態令 Onegin 嘆為觀止。驟看下，有

點面善，仔細端詳，原來就是當年為他傾心捨身的少女 Tatiana。她已盡洗村

氣，衣着豪華，配上舉手投足間，都是優秀嫻雅。她浮沉人海多年，終於嫁給

上了年紀的 Prince Gremin。Gremin 向 Onegin 細訴，他很幸運，晚年續娶到

這樣賢淑的妻子。Onegin 後悔了，Tatiana 原是自己的，怎麼輕輕將她放走，

於是開始作亡羊補牢，頻頻書信約她見面，重續舊情，都是石沉大海，最後得

到回覆，約定在一旅館客廳會面。

  Onegin 驚喜莫名，如約抵步。Tatiana 早靜默坐在一角等候，閱讀他的信，

眼睛掛着晶瑩淚珠。Onegin 要求她跟他出走，Tatiana 說及當年他的冷漠回應

已令她心碎。是否現在有了地位，改變了身份使他刮目相看。Onegin 忙說他早

懺悔當年的妄舉，現在是真愛着她，誓同生死。她說太遲了，已許諾了 Prince 

歌劇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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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min，終身照顧這丈夫，不會有負誓約。她不會忘記 Onegin 是她的初戀，

將終生暗暗地藏在心底下。現緣盡今宵，以後不再有見面機會，說罷，她輕移

蓮步，走出門外，Onegin 如被雷轟，神色惘然，心情更落寞了。

  柴可夫斯基將此故事譜成音樂，以他的天才配合 Pushkin 原著 (他沒有將故

事結構多修改 )，更相得益彰。歌劇 Eugene Onegin 蕩氣迴腸，沁入心脾。讓

我這門外漢草莽地略談幾段令我難忘的音樂。

  管絃樂隊奏出的序曲 prelude 很短。聽來一股寒氣襲來，反影出故事現場是

冰天雪地的俄國農村。主人翁 Onegin 是一冷面冷心人物，雖然落幕前他轉熱

熾，事實並不容許他，只是曇花一現的迴光返照罷。Eugene Onegin 是一蒼涼

歌劇，看罷難免冰冷在心頭。序曲隱含着屬女主角 Tatiana 的主題曲 motive，

一組音符逐漸下降。

  開幕時 Tatiana( 女高音 )和妹妹 Olga( 女低音 )對唱，叙述 Richardson 浪

漫故事情節。跟着母親 Larin 夫人 ( 女中音 ) 和保姆 ( 女中音 ) 加入，回憶她

們為少女時韻事。從拼合不同音調 counterpoint 轉趨大和諧 harmony。柴可夫

斯基用不同的音域 ( 女高音、女低音、女中音 ) 融和着，這爐火純青的技巧，

聽來非常悅耳。

  Tatiana 寫信給 Onegin 訴衷情是用音樂描寫心理最高成就，音調分五步驟 : 

( 一 ) 少女心情激動 ( 二 ) 果斷鼓着勇氣寫這信 ( 三 ) 柔和音調向 Onegin 傾

訴她初嘗愛果，她將未來命運寄於他的決定 ( 四 )音調趨入沉重，她問對方是

保護者或是引向她墮入罪惡深淵的魔鬼 ? ( 五 ) 音調也悲凄起來，她是何等寂

寞、無助、被人誤解……在這裡音樂配合着長詩。苦惱、自疑、自折磨……一

連串複雜感情，柴可夫斯基有切身的經歷，能徹底了解，他用音樂將 Pushkin

的筆墨神化了。

  在決鬥前 Lensky 的絕命曲是男高音抒情小調 tenor aria 顛峰之作。這小調

殊不小，是頗長的，在有湛深技藝的歌唱家把握中，可以搶盡男主角風頭。開

句和結句Where, where, where have you gone, golden days of my spring?

包圍着臨終前對塵世依戀，青春被摧殘的嘆息。這是挖出肺腑，淘盡血淚之歌。

音調之美，可以攝取聽者靈魂。

  Lensky 和 Onegin 都後悔草草定下這決鬥，這是很無謂的，然而自尊心和

人格的尊嚴驅使他們進行着，不可臨時取消。決鬥前男高音 Lensky 和男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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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gin 對唱，柴可夫斯基用循環曲 canon 手法，是同一調子，男高音起，男中

音跟着，音符緊跟音符 ; 音線 melodic line 緊跟音線，男高音剛結束，男中

音同一調子升起。循環曲意味着 Lensky 和 Onegin 都是後悔這決鬥，但礙於情

面，不能阻止它的進行。高潮是 Lensky 飲彈而終。

  最後一場，歌劇唯一男低音抒情小調 bass aria 是 Prince Gremin 向 Onegin

訴述近況。他很滿意這兩年婚姻生活。Tatiana 對他照顧無微不至，譽她為照

亮大地的黑夜明星。管絃樂在小調後轉向短音階 minor mode，暗示真實情況

不儘如 Gremin 之說，這是他單方情願。站在 Tatiana 角度，這婚姻全是責任，

不是愛情，她以往熱情奔放，不能約束的自我早已消失。以後只能生存於合符

社會標準。站在 Onegin 的角度，這黑夜明星，本應照亮自己黑暗的心靈，但

高傲、驕橫卻讓它走失了。

  Tatiana 向 Onegin 永遠辭別獨唱和他回應對唱也極盡沉鬱蒼涼。整首歌劇就

是一沒有完滿的結束。悲劇是人生不能彌補的缺陷和永久留着的遺憾。

  我首次觀此劇在六零年代，舊金山歌劇院經濟豐裕，舞台佈景精心設計，例

如決鬥場面在森林內，樹木小橋築在舞台上，Prince Gremin 大廳宴會也很奢

華 : 紅地氈、水晶分枝吊燈燭台、紅木牛皮椅……

  Eugene Onegin 於一八七九年面世，正是傳真派歌劇開始。它雖未被編入

verismo opera，但傳達人物心理上沸騰，更真實，更上層樓。

歌劇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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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鄰國

  和中國接壤的國家計有 (1) 北韓、(2) 俄國、(3) 蒙古、(4) 哈克斯坦

Kazakstan、(5)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6)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7)

阿富汗、Afghanistan、(8) 巴基斯坦、(9) 印度、(10) 尼泊爾、(1 1) 不丹、

(12) 緬甸、(13) 寮國、(14) 越南。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是最小的鄰國，面積僅有十四萬三千一百平方公里，

人口八百七十六萬。自蘇聯解體後，它成為一獨立國家，緊跟着在上世紀九零

年代初期因部落爭執激發內戰，持續五年。現在是中亞細亞五國中最貧瘠的。

單靠工作得來薪金不能維持日常生活，要靠種植些農產或經營小生意作補充。

女人為主的家庭比男人為主的家庭更顯艱難，因為女人在教育、體力、社會見

識都比男人遜一籌。過半國人都懷念蘇聯時代的生活，教育、就業、居室、醫

藥……各方面基本上有中央政府保障。現在要自己掙扎求存，奮鬥之路不易走

啊 !

  在蘇聯時期，塔吉克斯坦是一封閉着地區，現在開始對外界開放，始營些旅

遊事業，基本設備仍在草創時代，首府杜尚別 Dushanbe 有幾所三星級旅館，

但在郊野、農村、鄉鎮的設備要旅客委屈點了，尤其是洗手間是在室外，廁所

是一大坑，沒有沖水。此國地理百份之九十是高山，地勢之高可比喜瑪拉雅山

區的尼泊爾和西藏，有世界屋脊之稱。風景奇絕，世界各地年青人紛紛來此作

登山、徒步遠足、牛車式旅行 trekking…… 以欣賞那群山起伏、連綿逶迤、

雪峰群立、聳入雲天，世間難得一見的壯麗山河，其中以帕米爾高原 Pamirs

為最。中國古代就有商人和僧侶涉足於此。高僧如晉朝的法顯和唐朝的玄奘都

經帕米爾高原西行入印度。

  我們且看玄奘「大唐西域記」的叙述：「國境東北，逾山越谷，經危履險，

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逾千里」。

道路艱險，溢於言表。按波謎羅川即是帕米爾高原，是唐朝安西都護府轄區，

可見此地曾一度是中國領土。順便一提，塔吉克斯坦北鄰是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它東北有一市吐克馬克 Tokmak，是唐朝的碎葉城，詩仙李白誕生

地。一九八七年我乘火車從塔什干 Tashkent 往阿拉木圖 Almaty，火車曾在吐

克馬克站停半小時 ( 見遊記「鐵馬冰河入夢來」)。聯想到李白年青時離鄉別

井，移居四川，再沒有回歸碎葉，他的詩句「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更有

深長意義。帕米爾高原一帶曾是唐朝國土，朝代變易，山河仍在，已淪異域，

感慨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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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勃羅 Marco Polo 從意大利來中國，亦行經帕米爾高原，他在遊記中描

寫其風光，十二天看不見草木人煙。放眼處盡是荒原，因此行人必須攜帶其所

需的足夠食物。此地海拔很高，而且氣溫很低，行人看不見任何飛鳥。寒冷異

常，點不起火來，燒烤或煮製食物也不容易熟。

  塔吉克斯坦緊貼着新疆西南，邊界綿延四百餘公里。我是高齡長者，進入此

國旅行的或然率很低，帕米爾高原主峰全在塔吉克斯坦，斜坡卻在中國境內。

十多年前輝社組織中國絲綢之路行，終點是新疆南部邊城喀什。同行者有翁希

傑和葉秀瑜夫婦、李郕材和郭慧珍夫婦、蕭沛錕和張小桃夫婦、盧遂業和蔡少

鳳夫婦、魯德華、霍秀森、黃秉權、李子厚。一整天我們從喀什乘車往塔什庫

爾干縣，闖入帕米爾高原腹地。那時已是深秋，古時此路甚險惡，隨時都可能

遭遇雪崩、風沙和極度缺氧帶來的死亡危機。蜿蜒之路在崇山間盤迴而過。

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記」內這樣描繪 :「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凄勁，春夏飛

雪，畫夜飄風。地鹼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

止。 」當然我們乘坐汽車上蔥嶺 ( 帕米爾高原古名 )，已沒有唐朝時的荒涼，

沿路悠閒地欣賞那些如明鏡一般的高原小湖，長年屢月為冰川披掛着雪山，牛

羊成群的草原。抵達塔什庫爾干縣境，見到塔吉克族人的村落，古樸茅舍錯落

其間，廣植杏樹，可惜深秋時節，不是春暖花開時候，見不到「杏林春滿」的

生機。已到了倚靠着塔吉克斯坦的邊區，我們都下了車，接受護照檢閱，原來

上帕米爾高原必須辦理邊防證的。全陪何杰忘記了在上海的公安局申請。我們

被扣留在邊防上，等待海關人員和上海國際旅行社總部溝通，有同學向喀什地

陪 Mustafa 說 :「把何杰留在這裡罷，他是殊不重要的。」在敦煌一站，何杰

的辦事能力很差，給我們一壞印象 ( 見甘肅省遊記 )。海關站有些禦寒衣物如

手套、毛衣、頸巾、氈、帽……類出售和氧氣筒出租，那時寒風刺骨。以後旅

程是攀登慕士塔格山，海拔甚高，氧氣稀薄。因為何杰的失誤，在海關棲遲兩

個多鐘頭。繼續前進，終站是卡拉庫里湖，風景和瑞士的相比，毫無愧色。在

雪山綠野中存在這湖，宛似白玉翡翠內鑲了一塊晶瑩剔透的藍水晶。塔吉克斯

坦國內亦有名喚「卡拉庫里」的湖，面積比這裡的大得多。相信「卡拉庫里」

土語的含義是「高山湖」。這裡空氣稀薄，有些同學抵受不住，立即蓋上氧氣

筒。本來還有遊湖節目，逗留在海關浪費了時間，要趕回喀什晚餐。攀越慕士

塔格山，便踏足塔吉克斯國境。若沿小公路南下，抵達塔什庫爾干縣城，不遠

處西行到明鐵蓋，入阿富汗邊城，南行到紅其拉甫，入巴基斯坦邊城。

  二零一零年塔吉克斯坦歸還中國一塊領土，面積為一千一百五十八平方公

里。為甚麼有此舉動，就要追索帕米爾高原的歷史。盛唐是中國的黃金時代，

中國的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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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邊緣很多地方都被納入版圖，帕米爾高原也在其內。為管轄方便，唐朝建

立安西都護府，高原各族包括塔吉克族都成了中國臣民。李白誕生在碎葉，雖

是西域，唐時也是中國地方，他是否有胡人血統 ? 那要別論。帕米爾高原一直

是中國的領土，經歷各朝。

  清初，西北的准格爾蒙古部落崛起，周邊部落被武力征服，帕米爾高原也被

吞併，康熙帝派兵平亂，穩定局面，帕米爾高原仍留在中國。

  乾隆中，鎖關政策閉封了中國，科技發展遠遠落後於西方各國，道光時

( 一八四零年 ) 鴉片戰爭，中國不堪一擊，淪為半殖民地，終成任列強宰割的

肥肉，沙俄跟着出兵侵佔伊犁河流域，對帕米爾高原有張嘴欲吃之勢。

  一八八二年俄國和英國同時出兵，瓜分了帕米爾高原，南部靠近阿富汗的歸

英國，北部屬塔吉克斯坦延伸至吉爾吉斯斯坦屬俄國。不過中國一向書面抗

議，堅持帕米爾高原是中國領土。

  一九一八年俄國大革命，蘇維埃政權誕生，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族亦成了蘇

聯一部份。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塔吉克地區也隨着獨立，成了塔吉克斯坦共

和國。

  中國自鄧小平執政後，對外開放，經濟蓬勃，日漸強盛，塔吉克斯坦深知帕

米爾高原本是中國領土，主動與中國商議邊界問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

兩國不斷磋商，中國原認為有二萬八千平方公里應是國土。塔吉克斯坦只有

十四萬三千多平方公里，若全部取回，於心何忍，勢有不能。二零一零年四月

二十七日，中國同塔吉克斯坦簽訂條約，一千一百五十八平方公里土地還歸中

國。

  簽約官員滿懷高興返回杜尚別，意識到欠中國二萬八千平方公里地方，只還

歸 4.1%，這生意大賺了。且鐵定邊界，以後再沒有糾紛。而中國呢 ?清朝沙俄

掠去外東北，包括良港海參威，地方廣袤得多，回歸遙遙無期，這次塔吉克斯

坦主動歸還一千一百五十八平方公里，可謂聊勝於無。淪為異國上百年，這塊

寶地除了有戰略價值外，據初步勘察，蘊藏鈾礦甚富。未經戰爭，趟來之物，

甚為珍貴。塔吉克斯坦積極參加中國的「一帶一路」，冀望成中亞一大站，藉

此剌激國內經濟，能有一日千里的進展，其人民對中國遊客非常熱情友善。我

想千多年前唐朝時候，他們的祖先也曾一度是中國人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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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社還有一次中國國內旅行抵達邊界。遊東三省，寓宿吉林市，在松花江畔

品嘗海鮮野餐，驅車到延吉，離朝鮮 ( 北韓 ) 國境不過十里，可惜時間不夠，

未有參觀朝鮮民族館內的歌舞表演。邊界遊可激起民族情懷，借李後主詞一句

作形容 :「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因新冠狀病疫禁足出外，在家無聊得很，

撰寫一連串短文。這次記十多年前和同學作南疆之遊，從喀什到帕米爾高原一

日行。從沉澱的記憶發掘出來，雖是殘夢依稀，仍歷歷在目呢 !

中國的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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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家情深似海

  捷克民族音樂家 Antonin Dvorak (1841---1904) 的作品在傳統手法內融匯

了很多捷克民歌的音調，在音樂歷史中獨樹一幟。他的父親是村中一屠夫，很

想兒子承繼其衣砵。Dvorak 在童年時顯露出音樂天才，拉的小提琴娓娓動聽。

他年青時在布拉格風琴學校 Prague Organ School 進修，課餘兼任臨時劇場樂

隊的首席中提琴手。跟著他開始作曲和教學生涯。他愛上了女學生 Josefine 

Cermakova。當他的熱情被拒後，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她的妹妹 Anna 在 1873

年結婚。1874 年時 Dvorak 已完成了四部交響樂。在一音樂寫作比賽中被前輩

名家 Johannes Brahms(1833-97) 賞識，被拔為頭籌。以後 Brahms 像慈父般

提攜着他，他的音樂里程便平步青雲，在國際間享有盛譽。1892 年他揚帆抵

達紐約，充任紐約管絃樂隊的總指揮。留美三年中寫出不朽傑作第九交響樂

From the New World 。當他聽到大姨 Josefine( 即當年單戀偶像 )病逝消息，

傷心欲絕，作了 Cello Concerto 致哀，情詞淒惋，餘音哀思不盡。

  Dvorak 旅居紐約從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受騁於國家公立音樂學院，充

任為管絃樂隊的總指揮。在這期間內他苦心鑽研美國民間音樂，特別風行於黑

人教堂內的靈性歌唱 spirituals。他將民間音樂和十九世紀歐洲後期的浪漫派

音樂組合溶化，開創了美國音樂的新境界，第九交響樂 New World 就是此期的

作品。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Roosevelt 病逝 Georgia 州的 Warm Spring，靈

柩運回美京華盛頓。海軍樂隊指揮 Graham Jackson 奏出 New World 其中一節

「歸家罷 !」沿途在路邊的致哀人群潸然淚下。

  Dvorak 著名的調子入人肺腑，一曲難忘。主要是穿雲裂石之音，纏綿悱惻之

情。我中文意譯簡本是我平生最喜愛的「母親教我的歌」。

當我母親教我她最心愛的歌時，

她疲倦的眼簾上沾滿了晶瑩的淚珠。

現我在苦苦懷念中，熱淚盈眶，

教我吉卜賽 (流浪 )的孩子們唱這歌。

他們辛勞地謹記着音調和旋律。

此曲源於德國詩人 Adolf Heyduk(1835-1923) 一首短詩。英譯為

When my mother taught me

Songs she cherished d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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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ter tears would glisten,

On her eyelids weary.

Now my eyes are weeping,

Tears of bitter yearning,

When my gypsy children,

These old strain are learning.

Song my mother taught me,

In the days long vanished.

Were the teardrops banished

Now I teach my children,

Each melodious measure.

Oft the tears are flowing,

Oft they flow from my memory’s treasure.

  唱者歌詞用的是第二段。我一生聽過不計其數，男的和女的聲樂家，最令我

感動的一次是在挪威一高山環繞，瀕臨峽灣小鎮 Loftus 的 Ullensvang Hotel

客廳內。是一身穿白衣，金髮披肩中年女士 ( 亦是旅館客人 ) 的鋼琴演奏。左

手彈着伴樂，右手彈出主調，透射出無限哀思和親切。她的造詣很高，因為伴

樂和主調有不同的節拍，純熟的技巧不容許一音符的誤失。主調已奏完，左手

的伴樂仍不斷地繼續着。藕斷絲連，無限絲絲情牽，苦苦懷念，拳拳摯愛，依

依眷戀。聽者在美妙的琴音內懷念慈母的熱愛和教導。在漸漸消失的音符中驚

醒到慈母已逝去多年，空餘追憶和惆悵罷。

  第二次蒞臨捷克首都布拉格 Prague，我花了將近一小時從市中心步行到

Dvorak 紀念館。二樓陳列很多音樂家的遺物，包括他生前常用的大鋼琴和小提

琴，公私文件如合約和家信。他出生於大家庭，他是長子，下跟着十位弟妹，

他本人就有七位兒女。家庭觀念根深蒂固，所以能譜出「母親教我的歌」，可

以攝取聽者靈魂。紀念館原是他當年居室，全部文獻有英譯。我如入寶山，流

連忘返。一個鐘頭後，樓下的館長不明白我在弄甚麼玄虛，時二樓僅有我一位

客人。他上樓查察，見我埋首於Dvorak書信中，知我是「知音人」，來自東方，

確實難得，急忙向前伸手微笑道謝。

音樂家情深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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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是液體 ?

  在室內的正常溫度中，玻璃毫無疑問地呈現的是一固體。其實它是一具有

高度黏性 Viscosity 的液體。黏性是所有液體必備的品質，熱通常可以影

響其流動性。當我們將酒從樽內傾向杯中，輕而易舉。但把糖漿從樽內傾

向杯中便要花點功夫了。原因是糖漿的黏性比酒大得多。日用的玻璃是沙

SiO2， 石灰 CaCO2， 和酸化自然鹼 Soda (sodium carbonate NaCO3) 在華氏

二千五百五十二度至二千七百三十二度間溶合。藝術品的玻璃內總會加上些金

屬成份顯現出各種顏色。水晶是最名貴的玻璃，理由是裡內含了適量的氧化

鉛。玻璃器皿遠在公元二千五百年前埃及和兩河流域 Mesopotamla 的文化已通

用民間。

  並不是所有學者同意玻璃是液體一說，當冰在高熱下溶成水，它的分子結構

起了變化。分子組合成的格子狀結晶不再是統一、整齊的六角，而是不同大小

的五角或六角格子。但水凝結成冰後，格子狀結晶回復統一、整齊的六角。玻

璃是沙 SiO2 在高熱溶化後成液體，再凍結形成。它的分子組合格子狀不能還

原，而是保留液體時的不整齊，像水一般。所以有人稱玻璃為不定形的固體

amorphous solid.

  大自然常見到玻璃的原料除沙外還有石英 quartz，存在荒野玻璃大概有四

種 :( 一 ) 火山溶化石頭後冷卻的黑曜石 obsidian. ( 二 ) 火山溶岩冷卻形成

的軟石 pumice. ( 三 ) 閃電衝擊沙灘造成的 tektites. ( 四 ) 流星墮下地球

時，突撞產生的玻璃珠粒。

  日用玻璃製成需要三種物資 : ( 一 ) 原料 former，用被稱為矽土的沙

silica。( 二 ) 溶劑 flux，矽土的溶點很高，上達攝氏一千七百二十三度。

要降低這溶點方容易處理，通常用的是石灰或酸化自然鹼。矽土混合了溶劑

將溶點降至攝氏八百度。( 三 ) 穩定素 stabilizer，單止原料攙和了溶劑仍

不夠，因為結果很容易在水中溶解。於是加上穩定素如 baria BaO, litharge 

PbO……這是最後的玻璃成品，不會見水而化並增本身重量。當然日用玻璃隱

含這三種元素普遍認為是固體。

  隱定素用的氧化鉛 PbO 提高了玻璃的質數，被稱為水晶。它的折光指標

refractive index 比玻璃大，色澤可鑑，光芒四射，是非常吸引的，在某種日

照角度下，可出現彩虹，水晶的硬度比玻璃低，適宜藝術雕花，若加了其他的

金屬如金、鈷 cobalt、銅……水晶便呈現指定需要的顏色，水晶杯比普通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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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重，若用匙在其邊緣細敲，必發出持久鏗鏘聲，宛如音樂。豪門夜宴中，水

晶瓶和水晶杯是餐枱上必備的陳列品，因為有精緻的手藝雕刻，杯瓶的價值不

菲。

  無可疑問，含鉛的水晶杯瓶是珍貴藝術品，但有一弊端，酒水在內留得太久，

鉛慢慢沁入。要知道鉛是毒害人體的元素。用水晶杯瓶，豈不是為藝術而犧牲。

  我和水晶結不解緣已有多年。五十三年前初遊威尼斯，乘船到離島 Murano，

因為要防止火警和減除煙霧污染，火爐和玻璃工匠從威尼斯遷移至此。從十五

世紀起 Murano 便成了歐洲玻璃製造中心，我參觀了一吹玻璃廠和博物館 Museo 

Vetrario，非常入迷那些五花八門、形款各異、色彩繽紛的藝術品。後舊同

事 Jim Longo 辭職回故鄉秘魯利馬，他和我很投緣，我宴別他於舊金山華埠。

他出手闊綽，送我一 Waterford 酒杯 brandy snifter 作臨別紀念品。此酒杯

邊緣全是細緻雕工。這挑起我搜集水晶杯瓶興趣。一時購買了很多件，同時挑

起另一消遣，調製各類雞尾酒。用甚麼形的酒杯載甚麼種雞尾酒，很有講究。

一九八九年舊金山大地震，毀了一酒瓶和不下十隻酒杯。跟着我在報章讀到鉛

毒沁入酒內消息。我不是劉伶客，酒淺嘗即止。所以酒留在瓶內積年屢月，鉛

毒難免。於是搜羅水晶的目標要轉移了。

  水晶動物是我的新嗜好，見「閒居雜記」一文，封城前我在 Nieman Marcus

見到一水晶山獅 cougar，奔走動態栩栩如生。二十年前在彼處買到一水晶狼，

含 cobalt 呈藍色，而這山獅是半透明的，索價是狼的三倍，我有點猶豫，封

城後聽到 Nieman Marcus 宣佈破產。我後悔了，數天前，聽到它重開，我立即

奔往，買下這山獅。

玻璃是液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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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南北分界

  美國南北分界 Mason - Dixon Line 本來是 Pennsylvania 和 Maryland 二州

的邊界，是 1763 年時測量師 Charles Mason 和 Jeremiah Dixon 劃定的。美

國內戰時此分界向西部延伸作為自由和蓄奴各州的分野。

  我簡略地談談這分界曾在美國歷史上扮演一小角色，遠溯在十八世紀從英國

遠涉重洋，踏足北美洲土地上的冒險家，他們認為立腳處是理所當然是他的擁

有物。他立即向遠在天邊的英王領取默許証，以作官方的承認，跟着這立腳處

漸漸開發起來，聚居者日眾，地面跟着亦被擴充，正式成了一殖民地。有一不

成文的規律，他們要尊重另一批冒險家獲取王室的默許狀，即不能侵犯別家殖

民地。至於原居土生印第安人，他們可視若無睹。

  英王 Charles II (1660-1685) 犯了一可以諒解的錯誤。他已將部份土地賜

給管現在 Maryland 州的 Calverts 家族，跟後又重覆賜給 William Penn。初期

地廣人稀，這並不成大問題，後來遷移群眾漸多，林野開發，市井形成，因徵

收地稅，糾紛難免。Calverts 出示默許狀，名城 Philadelphia 屬於他們的，

因此二州官民兵戎相見。最後為息干戈，二州同意聘請測量師 Mason 和 Dixon

在 Philadelphia 市南劃了一直線將現在的 Maryland 和 Pennsylvania 分隔。

  一七七九年各殖民地已紛紛脫離英國獨立併合組成美利堅合眾國。

Pennsylvania 和毗鄰 Virginia 達成協議，將 Mason-Dixon Line 向西延長，

亦成了 Pennsylvania 和 Virginia 二州邊界。一八六三年，南北戰爭時，

Virginia 西北各縣，民心向北，遂脫離本州，另成一新州 West Virginia，與

本州反目成仇。Mason-Dixon Line 仍舊是 Pennsylvania 和 West Virginia 二

州邊界。

  美國初以農業立國，尤其是南方主要種植棉花，農莊主人都擁有大量黑奴

操作於田野。十八世紀後期北方趨向工商業，農業退居後台，一七八零年

Pennsylvania 正式廢除奴隸制度，以後北方諸州跟着紛紛效尤，北方頓成了

「自由」世界。殖民時代有一法律，若黑奴逃離他處，被捕後要還歸主人，現

北方全沒有黑奴，逃役者走向北方，便能進入安全境地。那時有一秘密組織，

有計劃幫助大批南方黑人逃遷北地，此系統喚為「地底鐵路」。Mason -Dixon 

Line 便成了一無形的分線，隔離了「自由」和「奴役」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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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零三年美國經 Louisiana Purchase 向法國購買了廣袤土地，從密西西

比河延伸至落磯山脈。南北二方居民都向西發展，開墾這「處女地」。很自然

在這地帶成立新州加入美國聯邦。因為政制和思想不同，南北存在着不能妥協

的矛盾。一八二零年在 Missouri Compromise 中，Mason-Dixon Line 再次發

揮歷史作用，此和約保持南北二地在國會平衡。Missouri 州成為「蓄奴州」，

而東北毗鄰加拿大的 Maine 州成為「自由州」。將 Mason-Dixon Line 延伸至

Ohio River，線南為「蓄奴州」，線北為「自由區」。然而這不過是臨時緩和劑。

一八六零年不可避免的南北內戰終於爆發了。

  事過情遷，物換星移，時至今天，奴役制度在美國社會不再是合法。除了仍

是 Pennsylvania, Maryland, West Virginia 三州邊線外，Mason-Dixon Line

亦是無形的南北精神分界。當我們駕車跨過 Mason-Dixon Line 進入 Virginia, 

West Virginia, Kentucky,North Carolina 等州時，除了風俗、英語口音稍

異外，我們會嗅到隱約不同政治氣味，自南北內戰停火後，南方有三 K 黨 Ku 

Klux Klan 存在，對黑人用私刑，吊在大樹枝椏下鞭打，甚至絞殺。北方對這

些野蠻行為口誅筆伐。北方對黑人歧視，沒有南方這樣凌厲和明顯。但是不存

在嗎 ? 那是自欺欺人之說罷。拿文化古城波士頓而說，除了傭僕外，高尚住宅

居不准黑人留宿甚至進出的，而 Massachusetts 是最先廢除奴役制數州之一。

歧視異族是根深蒂固於所謂正苗的白種人中，我們欣賞英國古文學 : 莎士比亞

劇本、Sir Walter Scott歷史小說、Mathew Lewis恐怖小說，其中人物猶太人、

吉卜賽人、摩爾人……備受敵視欺凌。美國是多元民族混合和融化國家，「非

我族類，其心必異」普遍存在政客和巨商心中。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愛

爾蘭、意大利、和東歐移民亦受到其他白人排擠。我記得在小學和初中時，因

為中國內戰，大批人從上海、華北、或其他省離鄉別井，遷居到香港。我們對

這些同學冠以「外江仔」、「老兄」(用廣東話發音國語)等外號，未必是歧視，

但總覺得他們和本地人稍有不同，大概這是人類的共同弱點罷。

  現在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如火如荼，那些在刑法、就業、教育、居室、

社會……遭遇不平等待遇的黑人群起抗議。有識者指出在美國歧視鏈子中，華

裔居最低層。封城前，有一七十多歲老人拾取街頭被棄瓶、罐換取回收小費，

被二黑人追打。示威遊行後，黑人破門入華埠商店，洗劫一空，冠狀病毒擴散

失控，當權者口聲源自中國，使華裔更蒙污。Mason-Dixon Line精神分野仍在，

身為中國人，我們要警覺啊 !

美國南北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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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因角滅種

  犀牛角價值連城，因此犀牛瀕於絕種邊緣。在中國和鄰近各國，角被輾成粉

末當作藥物口服，傳聞可以治療頑疾。西印度用角作激情劑，變文弱者為雄紏

紏的武夫，房中稱霸。中東有些國家如北也門 North Yemen 將角套在匕首上作

柄，是威風的象徵。其實犀牛角只不過是屬蛋白質的Keratin，和牛角，鹿角，

馬蹄，人甲無異。是否有上述的神秘功效，那就不得而知，匪夷所思了。犀牛

角是熱門的搶手貨 ; 價錢跟着犀牛的稀少而提升，犀牛因此被獵取濫殺。在亞

非二洲，此珍貴的大動物有滅種之憂。犀牛角被割下是可以在牛身重長的。獵

人急功近利，殺牛取角。這愚蠢行動若延續下去，犀牛定會在地球上絕跡。生

物學家空自乾着急，對各地野生犀牛數目銳減，束手無策。難道三代以後，人

只能在動物園內看到犀牛的姿態嗎 ?旅遊南非後一定珍惜犀牛的存在。

  犀牛是單蹄目 Perissodactyla (odd-toed ungulates) 的哺乳動物。

同屬此目的還有馬、斑馬、貘 tapir，因為它們每足的趾數是單 ; 馬有一

趾被稱為 hoof，而犀牛有三趾，猪、羊……每足的趾是雙數，所以是雙

蹄目 Artiodactyla (even-toed ungulates) 的哺乳動物。犀牛的英文名

rhinoceros 源於希臘文，是「鼻」「角」二字組合，它的鼻變成角，所以是名

符其實的鼻角獸。它的簡稱rhino只剩了「鼻」，大失其原意。因為體量笨重，

要保護敏感的四足，十二趾便承當負荷。在自然環境中，行走在沼澤或濕泥上，

不成問題。但動物園內的三合土和瀝青的硬地，趾因經常磨擦導致破裂，每趾

要裝上馬鞋 horseshoe 作保護。

  犀牛龐然大物，陸地上動物體積之大，僅次於大象。食肉目的如獅、豹，望

而生畏，不敢侵犯。在自然界中，它沒有天敵，因為角的珍貴，人成了它唯一

的尅星。所有動物，敬而遠之。只有一細小動物，常騎在背上，那就是啄牛鳥

oxpecker。這驕小玲瓏的鳥可助犀牛清除臭蟲、扁蝨等寄生物。它還有增加它

生存機會的功能，當人走近犀牛時，啄牛鳥必會示警，使犀牛趨吉避凶。啄牛

鳥借犀牛代步，節省自己飛程。犀牛也樂於有此警衛以逃避獵人襲擊。這是生

物學上又一互存現象 symbiosis。

  犀牛極力利用它的排泄物，動物界內甚為稀見，首先說氣體的屁，有很濃郁

的硫黃氣味。釀啤酒發酵產生的氣味很令人難受，戲稱為「犀牛屁」。它用此

氣味驅走其他動物，同時向異性發出訊號，暗示自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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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性射尿有非常的沖力，可以達十六尺以上。這是劃取它的勢力範圍。雌性

在產後十二小時內射尿六十九次。這是用尿的氣味掩飾嬰孩，不會成為食肉目

動物的美餐。這是犀牛對液體排泄物的利用。

  至於固體的糞便呢?更有用了!雄性可以從雌性遺下的辨出年齡、身體情況，

尤其是適合交配否 ? 雄性遺下的辨出友敵情況。敵人的強弱，糞便簡直是犀牛

溝通的工具。

  犀牛喜歡在泥潭內沐浴，這有助它的皮膚健康。它的皮雖厚，但很乾脆，在

烈日下和寄生物侵襲中，很易破裂，在濕泥內翻滾，可排除身上昆蟲，同時亦

可滑潤皮膚。

  犀牛古時稱「兕」( 音似 ) 紅樓夢第五回暗示十二金釵結局，賈元春判詞最

後一句是「虎兕相逢大夢歸」。很多版本將「兕」字改為「兔」字。這就改變

了賈元春收場的預告。元春是賈家四姊妹之首，元迎探惜 ( 原應嘆息 ) 中的大

姊，嫁給皇帝作妾，即貴為皇妃，她的暴斃是賈家從盛至衰轉捩點。若判詞是

「虎兔相逢」，她因病去世在虎年和兔年相交之際，是忌日的時間性。但「虎

兕相逢」便暗示宮庭內劇烈鬥爭，因虎和犀牛都是猛獸，賈元春是這鬥爭中犧

牲品。結局暗示不是時間，而是驚濤駭浪中的慘烈，她的歸宿更給讀者震撼及

哀傷。

犀牛因角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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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島的分裂

  地中海東部的塞浦島 Cyprus 自 1960 年起從英國獨立出來成為一自治國家。

1974 年土耳其用武力強佔島的北半部，組成北塞浦土耳其共和國 ; 這不是經

國際承認的政權。南塞浦依然是塞浦共和國所在地。現聯合國有二千兵駐在邊

界以保安寧。

  面積僅有三千四百七十三平方里的塞浦島是地中海的第三大島。在這彈丸之

地竟存着二獨立政權，可謂咄咄怪事。我且草草說一下首府 Nicosia 以反影塞

浦島的特殊情況。

  Nicosia 在各歐洲聯邦中的各國首都居最東南的，名份雖是歐洲的一部份，

但距離亞洲的名城 Tel Aviv 和 Beirut 並不遠。境內希臘族認為自己是歐洲

人，但土耳其族卻認為自己是亞洲人呢。早在四千五百年前Nicosia已有居民，

從十世紀開始，它成為塞浦島的國都。公元九六五年塞浦島正式參與拜占庭大

帝國 Byzantine Empire。Nicosia 被建都的原因，瀕海的城市多為盜匪侵擾，

而它地處內陸，仲臂可指向四方。拜占庭指派的行政首長 Isaac Komnenos 於

一一八三年自稱塞浦島王。

  塞浦島是從歐洲遠征聖地十字軍最理想的休歇站 ; Nicosia 是往耶路撒冷

最好的跳板。一一八七年英王獅心理察 Richard the Lionheart 率領第三次

十字軍 Third Crusade 東征，在地中海東部遇上大風浪。理察本人被滯留在

Crete，然後 Rhodes 二島，屬下三船繼續出發，有二船竟在塞浦島為風浪破

毀，被逼停靠在塞浦島。此二船載着理察的妹妹和未婚妻。她們被困在海岸港

口 Limassol 並沒有受到塞浦王 Komnenos 的禮遇，反而視她們為人質向英國

要脅。理察勃然大怒，派兵入塞浦島，攻陷 Nicosia，並將全島售給 Knights 

Templar( 在聖地樹立的武裝勢力，專為保護朝聖的沿路基督徒 )。

  公元一四八九年威尼斯共和國 Republic of Venice 取得塞浦島治權，在島

上各城市建築堡壘以防土耳其族的奧圖曼大帝國入侵 (invasion of Ottoman 

Empire)。Nicosia 的堡壘尤見堅固，時至今日，仍存在着威尼斯圍牆內的小城

Venetian Wall City。

  一五七零年七月一日，如狼似虎的土耳其士兵登陸塞浦島。Nicosia 守城浴

血戰四十天，一五七零年九月九日淪陷。Nicosia 遭受前所未見的大劫 ; 所有

教堂、行政樓宇、皇宮盡被焚毀 ; 二萬居民慘遭屠殺。Nicosia 原本有居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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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千，劫後餘灰只剩一千一百至一千二百。碩果猶存的教堂被改建為回教

寺。新移民到來的土耳其族人聚居城北。和殘餘的希臘族人相隔鴻溝而寓。二

族遂結了不能化解的深仇，直至今天。

  一八七八年七月五日大英帝國吞併了塞浦島。至一九零四年 Nicosia 面目煥

然一新，所有奧圖曼的行政機構改建為歐式的法院、土地註冊處、林木管理

中心……二十世紀中民間風雲湧動，希臘族謀脫離英國，將塞浦島併入希臘本

土，並組織武裝反抗，Nicosia 成了反抗英國統治的焦點。終因土耳其族人劇

烈反對，未能與希臘結合，只好求其次，一九六零年成立塞浦島共和國。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五日，死灰復燃，島上希臘裔軍人企圖強行將國土歸希

臘，擁新總統 Nikos Sampson 上位，下一步便換上希臘國旗。土耳其不能袖

手旁觀，派兵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四日作第二次上島，將島北部即全島百份

三十七土地佔據，包括 Nicosia 市北。正式將塞浦島分裂，北部為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兩方互逐原居敵族人，釀成一很嚴重難民問

題。Nicosia 同一城市，頓成敵對二國首都。無論如何，Nicosia 是塞浦島的

金融中心，亦是國際商業重點。購買力之強，居世界第三十二位。跟着產生

了二怪現象，Nicosia 南用的是希臘鐘點 ; Nicosia 北用的是土耳其鐘點 ; 

是世界上唯一有二不同時間的城市。公共交通也出現了南北互異的兩系統。

Nicosia 現時未有武力糾紛，這現象比聖城耶路撒冷好得多了。

塞浦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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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刺客」一詞的由來

  回教徒中 Sunnite 和 Shiite 兩派勢不共立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九世紀和十

世紀時Shiite 的活動都是些秘密暗探主持，目的是傾覆Sunnite的政治組織。

969 年時 Shiite 一派在北非的 Tunis 建立了 Ismaili 王朝，跟著征服了埃

及，準備最後取 Sunnite 在 Baghdad 的政權而代之。Ismaili 王朝稱霸超過

一百年直至十一世紀。朝下的將領被稱為 Hashishiyun，因為他們常服幻覺藥

Hashish 刺激神經。他們的宗教狂熱，手段殘忍，處決過程既隱晦又快捷令時

人談虎色變。1090 年波斯人 Hasan-i Sabah 奪取北非 Alamut 山上堡壘，成了

Hashishiyun 的領袖。他是一不擇手段，自訓和律人甚嚴的清教徒，曾手刃二

位犯小過的親生兒子，他將 Hashishiyun 組織發揚光大，用暗殺的手法排除異

己。十二世紀時北非和中東的政局被這些 Hashishiyun 牢牢控制着。1169 年

首領 Rashid ad-Din Sinan 是一出類拔萃的暗殺團領袖，有一綽號「山上的老

人」。此綽號令人神搖魂潰。在他治下，被害對象不限於 Sunnite 派的首領，

其他出名人物在高價下也遭毒手。Hashishiyun 衍易成英文 Assassin。

  一七九二年瑞典王 Gustav III 遇刺是轟動當代的大案，這是一很陰險的

政治謀殺。Gustav III 生於一七四六年在 Stockholm。他君臨瑞典年代從

一七七一年二月十二日至一七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他上位時政治實力被緊握

在國會手中，成員都是瑞典國內的貴族。這是一很腐朽的團體 : 盜取公款，賄

賂猖獗，賣官售爵，枉害無辜…Gustav III 大刀闊斧，一七八九年設立聯合和

安全法Union and Security Act，剝奪貴族的專利，將政府開放，給平民參與，

使政治勢力趨向皇室，樹立開明專制式 enlightened despotism 統治。

  Gustav III 是一很有文化修養的國王，他創設 Royal Swedish Opera 和

Royal Swedish Ballet。歌劇和芭蕾舞在他卵翼下，蓬勃處不讓意、法、英、

俄諸國，他新建皇家戲劇院，經常演出名家作品，其中包有他自己撰寫的舞台

劇。他亦是法國哲學家 Voltaire 信徒，提倡種族和宗教信仰平等，法定天主

教徒和猶太人在國內地位，不會受大多數的新教徒 Lutheran 欺凌。

  因波羅的海 Baltic Sea 屬地主權糾紛發動了瑞俄戰爭 ( 從一七八八至

一七九零 ) 在 Svensksund 戰役重創俄國海軍，其艦隊喪員七千名，瑞典威名

大震歐洲。一七七七年他率領瑞典成為第一位承認美國獨立的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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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貴族群即國會議員不甘心受排擠，謀去其王。遠在一七八六年有一享負

盛名的靈媒 Ulrica Arfidsson 曾警告 Gustav III 將有一不幸事件發生在他

的身上。一七九一年冬天一班貴族組織了一暗殺團，用抽籤式決定執行者為

Jacob Anckarstrom。一七九二年三月十六日晚 Gustav III 在進入皇家歌劇院

大堂的通道中了一子彈，從第三腰部脊椎進入屁股。他沒有當場倒斃，神智仍

清醒。翌日仍照常辦公，三月二十九日因傷口發炎引起敗血症而駕崩。Gustav 

III 畢竟是一英主，那班行兇者紛紛後悔，罪行直認不諱。

  意大利歌劇作家 Verdi 將此歷史插曲編成名劇 Un Ballo in Maschera (a 

Masked Ball)，Anckarstrom，Ulrica，Gustav III 都是劇中主要角色。情節

亦依據歷史，但杜撰了一段桃色，兇手的妻子和國王原是昔日愛侶。此歌劇有

很多段繞樑三日音樂。

  刺客有很多等，最低級的是職業兇手，為了金錢而毀掉一從未謀面的陌生

人，天理良心何在 ? 像民初袁世凱買武士英刺宋教仁。除了政治暗殺外，有很

多是報私仇。施劍翹報父仇刺軍閥孫傳芳。這烈女在輿論上獲得認許，被冠以

「女俠」英名。在聊齋誌異中，蒲松齡記載一弱女子，年僅十六歲的商三官，

要報父仇，離家出走，改扮男裝，混入優伶界。終於借侍寢機會，手刃仇人，

然後懸樑同歸於盡。故事可歌可泣。

  司馬遷在史記內立刺客列傳，記曹沬、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他們

都有光輝，卓然自立人格，太史公寄予無限同情。傳評曰 :「此其義或成或不

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

英文「刺客」一詞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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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的黯淡人生觀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的作品不僅是英國文學的巨擘，亦是世界文

學的瑰寶。劇中人的對白洋溢著啟人心智的文采，其中很多語粹充滿悲涼哀

傷，我因而草草妄說莎士比亞的人生觀是頗陰沉，黯淡的。

  「全世界是一個舞台，所有男女不過是一些演員 ;他們都有上場的時候，也

有落幕的時候。一個人一生中扮演著好幾個角色。」(As you Like It) 這和紅

樓夢的「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

他人作嫁衣裳」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台上指手劃腳的拙劣伶人，登場片

刻，就在無聲無色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

找不到一點意義」(Macbeth)，不僅點出人生像水月鏡花，且對命運冷嘲熱諷

了。

  「對生命應作這樣的譬解 :要是我失去了你，我所失去的只是一件愚人纔會

加以愛惜的東西。你不過是一道氣，寄託在一個多災多難的軀殼裡，受著一切

天時變化的支配，你不過是被死神戲弄的愚人，逃避著死，結果卻奔進他的懷

裡。你並不高貴，因為你所有一切配備，都沾濡著污濁下賤.....你並不快樂，

因為你永遠追求著你所沒有的事物，而遺忘了你所已有的事物。你並不固定，

因為你的容顏像月亮般隨時變化 ......」(Measure for Measure ) 這對生命

說得賤如泥土，何不早早結束，了此殘生呢 ?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默然忍受暴虐命運的箭矢，還

是挺身反抗無涯的苦難，在奮鬥中結束一切，這兩種行為， 那一種是更勇敢

的 ?」「誰人願意背負著重擔，

  流著熱汗，在艱苦的人生路上呻吟 ?但對死後的無名恐懼，那未經體驗的國

境;沒有人從它的邊界內返回。這恐懼令我遲疑猶豫，使我忍受著現時的苦難，

好過草率地奔往那不可知的去處。」( Hamlet) 莎士比亞解答了不能輕生的原

因，於是他陷入煙霧迷漫，重重矛盾的心態，多麼黯淡哀傷的人生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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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猶太人 (The Wandering Jew)

  長生不老是中國帝皇夢寐以求的，雄才大略之君如秦始皇、唐憲宗等都常服

金砂汞丹，結果是藥發暴斃。圖取永壽換得的是中年夭折，真是歷史上的一大

諷刺。究竟長生是不是令人羨慕的福祉呢 ? 西洋史傳說就有流浪猶太人其人，

他永不會踏進死亡關的，他本人倒盼望死神降臨的一天，將是他積聚了二千年

來痛苦的大解脫呢。

  Ahasuerus 是二千年前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補鞋匠，一天基督背著沉重的十

字架戴著荊棘冠冕步過他的門前，鮮血滿面，汗流浹背，向 Ahasuerus 懇求 : 

「我受苦了，你可以給我一杯水止渴嗎 ?」補鞋匠飽嘗披星戴月之苦，低微的

入息不足哺養姊姊留下來的嗷嗷眾口，他把心一橫向基督說:「我亦受夠苦了，

有誰向我伸出同情的手呢 ? 我的惻忍之心早就死了，因為世界對我這樣的冷

酷，你走罷!」說著雙手推動救主，基督回首向他凝視，面上充滿痛苦的神情，

長嘆一聲 :「你走罷 ! 你繼續走罷，直至時間停頓的一剎那。」於是流浪猶太

人的懲罰就這樣開始了。

 Ahasuerus 免役於任何細菌和病毒，但他要付出很苛刻而又可怕的代價 : 

( 一 ) 他不能在任何地方逗留超過七十二小時， ( 二 ) 他不能和任何人發生感

情和什麼聯繫， ( 三 )所到之處，方圓數百里必有大瘟疫。所以他的長生是在

寂寞和孤立中渡過的。他曾暗中幫助些被欺侮和被迫害的人以求贖罪，因為疾

病隨他的腳步而至，被犧牲的數目遠超過受惠者何止萬倍。他的身份曝露，就

受到當地人群揶揄、隔離，和驅逐。

  除 Ahasuerus 外，還有一女性的流浪猶太人，她就是撒羅米 Salome 的母親

Herodias。她的通天罪行是索取施洗禮約翰的頭，這對可憐蟲就這樣亙古地浪

跡天涯，永無休止。

  流浪猶太人是中世紀以來膾灸人口的故事，吸引了無數詩人墨客，名小說

家如英國的 Matthew Lewis，法國的 Eugene Sue 和德國的 Stefan Heym 都

將它收入作品中。經過文人的渲染，這傳說更不脛而走，煞有介事了。據

聞一三三三年黑死病爆發前夕，流浪猶太人曾出現於意大利海港 Genoa。

一九七九年他又出現在洛杉磯，於是愛滋病就在美國蔓延了。這二千年來，凡

有疫病的地方，總脫不離流浪猶太人的影子。



859

  輾轉相傳從陸地到海上，流浪猶太人變成了飛行荷蘭人 (The Flying 

Dutchman)，名字也改為 Vanderdecken了。Vanderdecken 是一海盜船的船長，

專以殺人劫貨為專業。神就咒詛了他的船永不能靠岸，在海上驚濤駭浪中漂

浮。其他船隻不幸碰上它，定會沉沒，像一九一二年的 Titanic 和一九一五年

的 S.S.Lusitania 。據聞飛行荷蘭人經常出沒於 Bermuda Triangle 海域內，

導致很多船隻離奇失踪了。德國文學家 Heinrich Heine 大發善心，在他的長

詩中給飛行荷蘭人一脫苦海的機會，只有一位純真女子用愛情為他犧牲，飛行

荷蘭人便會經死亡獲得超脫了。音樂家 Richard Wagner 就以此為題材，譜出

不朽歌劇“ The Flying Duchman”。其實這是違反了流浪猶太人的原意的。

  流浪猶太人是西方文化對長生不老的抨擊，蒲松齡的「聊齊誌異」中「賈奉

雉」一故事便含蓄得多。賈奉雉是一位很有骨氣的文人，不願降格寫那些無病

呻吟式的八股文章，所以屢試不第。後來遇著異人郎生，郎生將流行的八股文

燒了，用灰和著酒命賈吞下，他赴科場時什麼也記不起，縈迴在腦海的是那些

八股文字句，只好全單抄下，果然此次竟拔頭籌。但他因為寫了這些庸俗、醜

劣的文句，無面見天下士，便和郎生遁往深山歸隱。因為不甘寂寞，塵心未了，

被郎生的師傅老和尚逐出門牆。他回到鄉中，景物全非，只有祖屋依稀可辨。

深山一夜，塵世已是百多年，妻子自他去後，便一睡不起，照料她的兒媳相繼

亡故，接班的孫子、曾孫亦去世。賈回家後，妻子突然醒來，兩「老」比玄孫

們還年輕，和後裔同居了一個月，思想上有很深的鴻溝，格格不入，賈和老妻

黯然離去，另覓新巢。這故事思想很深奧，長壽未必是福，因為時間的巨輪無

情地在轉，若思想滯留在某一時代，定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和現世人物相浮沉

了。

  我想人的壽考，上天早有安排，窮通有定，何必強求永生。辛亥革命諸烈士

犧牲於英年，殊覺可惜，但革命黨人入民國的，其建樹亦平平而已。汪兆銘若

死於刺攝政王一役，定永垂青史，他的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驚

天地，泣鬼神。但天假以年，病逝名古屋，倒有累清譽了。

  流浪猶太人是長生不老了，但他的痛苦，筆墨難以描述， Eugene Sue 寫他

徘徊山頭，企圖循原路重臨故地，雖過了三天期限，突然大風暴阻止著他，他

那落寞，淒清，無奈的心境，我從英譯本再譯成中文，作本文的結束 :

  「當這漢子沉思地行到山的背後，晚上的微風轉動成為習習罡風，突然一度

閃光劃過長空。一段深長的口哨，告亦將要來臨的風暴。」

流浪猶太人 (The Wandering Jew)



860

   這已消失了哭笑本能的被咒詛之人打了一寒顫，雖然他已麻木不仁於任何

肉身痛苦了，但他的右手緊緊按在心口，好像忍受著極端的絞痛，他在掙扎著，

那可恨的情感就是那起伏的心潮。

  在這夜幕深重下，奇事發生了，那人回頭向原路回歸。有一股無形的力阻撓

著他，把他領往相反的方向，當此際，巨風揮出它的威力，旋風將樹木連根拔

起，飛沙走石，快速地擊向山腰，聲浪有如響雷。

  在狂風閃電中，那人穿過碎石堆和倒傾了的枝椏，大步下山了。他的步伐再

不是遲緩和穩定，而是不齊整的，好像有一股不能抗拒的力量在推動著他，或

是可怕的旋風把他帶走，他無可奈何地向穹蒼張開雙手在求饒，剎那間他就在

嗚嗚風暴中消失於黑夜的覆蔽內。」

流浪猶太人 (The Wandering J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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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文，地理去看分歧的重要

  地球在宇宙中是非常渺小，宇宙有數以億計的銀河 (GALAXIES)。而牛奶路

(MILKY WAY) 只不過是其中之一。太陽系是牛奶路上端的一小點，繞着太陽

旋轉的行星有九，離太陽由近至遠而數有 :MERCURY, VENUS, EARTH, MARS,  

JUPITER, SATURN, NEPTUNE, PLUTO。地球排第三，除前二名外，後七行星都

有一個至十六個月亮，太陽系還包括有恆河沙數似的小行星、流星，或彗星

(ASTEROIDS, METEORS, METEORITES, COMETS)。在太陽系內的千千萬萬的天體

(CELESTIAL BODIES) 有不同的顏色，體積和結構。唯有地球方能容許動植物

的生存。

  地球是太陽系中我們所知道的唯一生物世界是絕不偶然的，它和太陽的距離

是最適中的，離太陽最近的 MERCURY 和 VENUS 表皮的溫度常在 430 度攝氏以

上，而外行星 PLUTO 長年蒙在黑暗，冰天中。相信地獄亦不過如是罷。只有

地球是得天獨厚，能享受到溫煦的陽光。

  就拿我們常見的東西‘水’來說罷，水在太陽系中是非常珍貴的，在太陽的

伴侶 MERCURY 的灸熱世界，一滴水也立即被蒸發了。VENUS 的厚，密氣層內，

可能會找到水的份子，但已和硫璜結合而成為硫酸了。地球的月亮已被太空人

證實了是絕對乾燥的，MARS 的氣層比地球的冷和薄得多，它的南北極常有冰

和乾冰 (CO2 的固體 )。JUPITER 及以外的行星只有冰的存在，可能在冰最下

層氧流動着水罷。無可疑問的，地球是太陽系中唯一的綠州。除此以外，都是

燥熱，祁寒，或二者兼之，和毒煙瀰漫的不毛世界。

  只有陽光和水方能滋養潤育各生物的成長，每一生物，從最繁複的人到最簡

單的植物 ALGAE 的細胞皆含有一基本的原料。這原料就是 DNA 份子。我們在

對這 DNA 份子作一化學分析，只不過是氫和碳兩原子不同的組合罷。而這組

合的可能性是無窮盡的，所以動植物界中的分歧也是無窮盡的。

  近一百年來，科學的邁進真是一日千里，但我們付出的代價是頗鉅大的 .科

學愈發達，人類的生活愈求講究，取用的資源愈多，跟着生態環境的破壞愈

甚。例如雨叢林 (RAIN FOREST) 被伐削，已近於絕滅的境地。生物學家說，

地球有過半的動植物生長在雨叢林內，它們是與雨叢林共存亡。被保護的動

植物的名單 (ENDANGERED SPECIES ) 不是愈來愈長嗎 ?破壞了它們穴居的環境

(HABITAT)，人類對它們瀕於絕種是束手無策的。可惜啊 ! 萬物之主創造了有

分歧的宇宙，而宇宙內的一小點地球有一分歧的世界，但人類的文明竟把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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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的世界簡化起來。

  兩個月前長江泛濫，災情嚴重，禍害了十多省。我們在螢光幕上見到民舍丘

墟，哀鴻遍野，推其禍源，未必不是中共幾十年來政策破壞了生態環境之過。

長江上游青海，四川二省大量林木被伐取;兩岸堤坡被損，大批沙泥倒瀉入江，

導致河道淤塞，河床壑淺，洞庭湖，鄱陽湖和湖北省數以百計的大小各湖本來

是長江的天然蓄水庫。多年來中國政府鼓勵農民攔湖取地作耕耘之用以增加農

產。後果是二大湖的面積和容量比五十年前小了近半。基於上述的人為因素，

一旦豪雨連綿，洪水暴發，長江便成了古代的黃河了。這不是文明帶來的後遺

症嗎 ?

  科學的目的有二 :一是了解大自然的規律，因而宇宙的奧妙 ;二是用「人定

勝天」的態度改變大自然以求造福人類。自愛因斯坦以來的物理學家都苦苦鑽

研尋求一統一理論(UNIFIED THEORY)。把宇宙中的四種力;物體吸力，電磁力，

核子強，弱力 (色括溶合力和分裂力 (FISSION) 連繫起來，創造一個數學模型

作解釋。他們相信這就是打開宇宙奧秘的一鑰匙。另一方面，生物學家埋頭研

究基因 (GENE) 中的 DNA 組合，希望能因此治療癌病和愛滋病，甚而能改良人

種。

  天文家比物理家的哲學觀龐大得多了，他們相信宇宙有三 :一是我們熱悉的

低光速，時間向前，正物體的;二是低光速，時間向後，反物體(ANTIMATTER);

三是超光速的天文學稱為 TACHYON UNIVERSE。第二個宇宙可以理會而不可以

言傳，在核子物理的境界中可以找到點鱗爪。第三個宇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就用我膚淺的物理常識作一簡略討論罷。

  在第一宇宙中，光速是絕對的最高界限，相對論已證明了當物體的時速在接

近光速時，時間便遲緩了 (TIME DILATES)。當這物體的速度是光速的話，時間

便全部停頓下來，而物體的質量便為無限大了。這在物理學上是不可能的，但

物理學上的不可能是天文學上的可能 .*( 見註 ) 人做衛星 (SATELLITE) 能環繞

地球有一軌道(ORBIT)，因為衛星射出的速度已超越了脫離地球的逃速(ESCAPE 

VELOCITY)，不會被地球的吸力吸下來，而第一宇宙中有無數的黑洞 (BLACK 

HOLES)，脫離它們的逃速就是光速，黑洞的形成就是毀滅的星球在濃縮，產生

了巨大的吸引力，任何東西，包括光，被吸進了便一去不復返了。但這些物理

規律在第三宇宙內便失去了所有效力，我們不能用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物理作解

釋了。(* 註 :天文學證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比核子物理早得多，可見得天文比

物理先行一步 )。

從天文，地理去看分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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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下去，便進入了形而上學的領域了，還是回到生物學罷，基因的改良

(GENE IMPROVEMENT) 當然有正面的成就，但有沒有想到有一反面的惡果呢 ?

改良五穀，增收農產固然是好事，但在改良的過程中，五穀的品種已從分歧漸

趨一致，一旦有病毒入侵 (VIRUS ATTACK)，農作業同時被毀，動物界便有絕種

之恐慌了。同樣地用醫學來控制人種，性別和智慧，是不是有可怕的後果呢 ?

上帝創造宇宙是多彩多姿的，而地球的世界也是分歧的，科學進展的路線應是

平衡而平穩，不該摧毀了這寶貴的分歧，不然的話，地理因素毀滅地球來得更

早，更突然。天文因素毀滅地球是無可避免的，太陽已過了壽命一半，在它的

老年期，在死亡前，太陽會漲至現在的多倍。MERCURY 和 VENUS 也會被吞。

地球和太陽之距離會被拉近，地球的水份會全被灸乾。所有生物也因此死亡，

但太陽的末日離現在甚遙遠。我們要擔心的，倒是這幾十年來空氣污染，大氣

層損害，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由分歧趨於簡化…… 漸漸造成了毀滅地球的

地理因素，我們及早猛省回  相信仍來得及挽回這危險的趨勢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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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圖’和‘世紀’-- 中外兩本詭異的預言書

 ‘推背圖’是唐太宗時星相學家袁天罡和天文學家李淳風合撰，共分六十象，

每象有一圖，一識，一頌，是預言中國興亡變亂的大事，自武則天登位至毛澤

東建立共產黨政權，經過一千三百多年，凡有影響中國國運的，‘推背圖’幾

乎都有談及，所以從唐至晚清，此書被列為禁書，歷代帝皇都恐怕此書流入民

間，擾亂民心，一八五九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推背圖’被一英兵拾得，

此書遂輾轉面世，這百多年來，它在中國文化界，確產生了無限的魔力。

  書中內容是按事的先後編排的。第一象是‘試於唐後論玄機 '的序言，因為

作者是唐代人物，對本朝的命脈格外關注，所以第二象是總結唐代，例如圖中

畫的一盤二十一隻李果就暗示自唐高祖至昭宣帝共二十一位皇帝。‘推背圖’

的預言只局限於中國，第五十九象說的全世界人種混合。中國已失了特有的面

目，最後一象是結論，除此頭尾四象外，書中包含的共五十六個依時間次序的

預言。

 ‘推背圖’暗示的方法有多種，最顯著的是崁字法，把當事人的姓名崁入文

中，例如第三十四象寓太平天國的興亡就曾給解者金聖嘆很大的困擾，金是清

初人，當然看不到洪秀全起義了。全文現抄在下 :

讖曰 :" 頭有髮，衣怕白

       太平時，王殺王 "

頌曰 :" 太平又見血花飛

       五色章成裡外衣

       洪水滔天苗不秀

       中原曾見夢全非 "

‘太平’和‘洪秀全’已崁入頌內，涉及事的情節有三，太平軍都是束髮的，

當時號稱‘髮匪’，定都南京後，東王楊秀清為北王韋昌輝所殺，韋又因跋扈

為天王洪秀全所誅，此謂‘王殺王’也。曾國藩是滅太平天國的統帥，所以有

‘中原曾見夢全非 '之句。

  第二種暗示的方法是拆字，把當事人的姓名內的名字拆開，第三十七象說的

是辛亥革命，全文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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讖曰 :" 漢水茫茫，不統繼統

       南北不分，和衷與共 "

頌曰 :“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

        海內竟無王，半凶還半吉 "

  半凶是孫文的‘文’字一半，半吉是袁世凱的‘袁 '字一半，水清者，寫清

亡也，是亡於‘宣統’承繼大統。‘海內竟無王’是指出從此中國改變政制，

不再是君主專制了，但‘漢水茫茫 '，漢族前途末卜也，‘倒戈逢八月’，即

武昌起義，在十月十日，即是農曆的八月十九日。

  第三種暗示方法是諧音， 把當事人姓名用別字寫出，第四種是會意，把當

事人姓名意義用文句演繹出來，第十四象總結五代殘局可找到此例 :

讖曰 : “李樹發根芽，

        石榴漫放花

        枯木逢春只一瞬

        任他天水競榮華”

後唐李存勖的家族本胡人，他父親李克用是唐懿宗賜姓的，即‘李樹發根芽’

之意，‘石’是後晉石敬塘。‘榴’是後漢劉知遠，此用諧音法，因‘榴’、

‘劉’同音也，‘枯木逢春’寫後周世宗柴榮，枯木就是柴，逢春有欣欣向榮

之意，會意法甚為明顯，只一瞬是可惜周世宗在三十九歲的英年病逝。統一中

國的功業只好留給源出天水郡的趙匡胤坐享其成了。

  第五種是算術，要將文中的數字加或乘起來方能得其真意，第二十一象述在

一一二六年 ( 宋欽宗靖康元年 ) 金兵佔開封，趙構在杭州即位，即是宋高宗，

北宋淪亡。

頌曰 :“妖氣未靖不康寧

        北掃烽煙望帝京

        異姓立朝終國位

        卜世三六又南行”

除‘靖康’二字崁入文中外，三六加起來是九，北宋恰有九主 : 太祖、太宗、

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這並不是巧合了。

‘推背圖’和‘世紀’-- 中外兩本詭異的預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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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種是圖解，我已談過第二象盤上有二十一李果，第二十五象的圖是一有

十節柄的斧頭，斧是用鐵做 ; 柄是用木做，元太祖成吉思汗名鐵木真，十節隱

寫元朝共有十個皇帝，象中真意，呼之欲出了。

  因為‘推背圖’歷史程序井然，從晚清，民國直至現在都譽此書屢應不爽，

我認為這‘屢’字是有斟酌的，此書可議之處有數點，第一是隱晦，這是所有

預言書的共通點，寫得太明顯便遭時忌，不能逃焚毀之劫，事過情遷，我們方

能明白象的言中之有物，但有少數事過而隱晦仍存的，如第三十八象歷來評家

都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

讖曰 : “門外一鹿，群雄爭逐

         劫及鳶魚，水深火熱”

頌曰 : “火運開時禍蔓延

        萬人後死萬人先

        海波能使江河濁

        境外何殊在目前”

歐戰對中國唯一的影響是山東半島主權從德國移交日本，導致日本在中國的勢

力坐大，解者強調‘門外一鹿’句，云‘推背圖’至此有世界觀，自前事觀之，

此書絕不談國外事。我的解法是讖說的是‘中原逐鹿’，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

死，中國陷入軍閥割據局面，中原大戰，直奉之戰弄到國家水深火熱，民不聊

生，而當時歐洲亦打得如火如荼，所以有‘境外何殊在目前’一句。

  此書第二缺點是預言失於簡略，雖然‘太平天國’一象有諸王自相殘殺，但

多是只寫出當事人的姓名，沒有將情節詳盡地描繪，此處及不得‘世紀’多了。

下文談到‘世紀’時再說。

  第三缺點是遺漏很多重要事情，第八象是唐代藩鎮之亂，朱泚入據長安，唐

德宗乘輿播遷，被困奉天 . 李懷光千里赴援，旋又叛變，幸得渾瑊內守危城，

李晟外翦強敵，得以保存唐社稷，但於當時的河北連兵，淮西作反，都是斫傷

唐元氣的大事，一點暗示也沒有，我還可以替‘推背圖’辯護，有朱泚之亂代

表唐代藩鎮之亂便夠了，不能逐一說明的，但一字不提宦官之禍便是很嚴重的

遺漏了，唐代宦官掌兵權，生殺廢立操其手，唐憲宗為陳弘志所弒，唐敬宗為

劉克明等所弒，唐文宗為仇士良所囚，使帝有受制家奴之嘆。而楊復恭罵唐昭

宗為負心的門生天子。我很奇怪‘推背圖’記載了元朝的撲不花，明朝的魏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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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弄權，而忽略了權傾人主，甚於歷代的唐朝太監，一一六一年即南宋高宗紹

興三十一年，金主完顏亮大舉南侵，為宋將虞允文大敗於采石磯，遂奠定了南

北分裂之局，不然左衽之痛，不待元世祖忽必烈兵下江南了，此歷史上一大事

也沒有預言，明神宗萬曆後期的礦稅，遼餉 ( 和清太祖作戰的軍備 ) 擾民很厲

害，是流寇蜂起的主因，‘推背圖’也沒有暗示。

  第四缺點是輕重倒置，第十九象說到宋神宗聽王安石策，對西夏用兵，喪師

百萬，但王安石變法便絕不提及，這點除了對王安石的歷史形象歪曲外，更

犯了捨重就輕之嫌，變法是國史上一大事，無論在民生，經濟上影響甚大，此

事燃起北宋黨爭的火炬，伏下了北宋之亡一著棋子，同樣地‘推背圖’歌誦明

英宗初年 (1436) 三楊柄政的國泰民安，但忽略了明神宗萬曆一至十年 (1573-

1583) 張居正當權，挽救國運於垂危，因為前者和後者相比，如螢光見皓月了，

第三十一象的頌是

 “忠臣賢士盡沉淪

   天啟其衷亂更紛

   縱有胸懷能坦白

   乾坤不屬舊明君 "

明熹宗天啟三至五年 (1623-1625)，太監魏忠賢竊權，和熹宗乳母客氏 ( 即頌

中‘胸懷能坦白’所指 ) 朋比為奸，殺害忠臣賢士多人，請注意此句有雙關意

‘忠賢’二字被崁入，被害者又多是東林黨人，東林黨是一班知識份子，不滿

朝政混濁，以在野之身，聚居無錫，評擊時事，頗犯客魏之忌，此象雖沒有輕

重倒置，但東林黨崛起是近代史一大事，東林除和明國運同歸於盡外，它代表

我國讀書人的氣質，‘推背圖’只用‘忠臣賢士’四字輕輕抹過。

  此書雖有上述四缺點，無論如何，內容仍是很迷人的。第四十象說的是共產

黨。

頌曰 : " 一口東來氣太驕

        足下無履首無毛

        若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鵰 "

  前二句已將‘毛澤 (足 )東，倒崁在內，‘足’是，‘澤’的變音，後二句

現仍未知所指，‘木子’二字合併為‘李’鵰鵬同類，是不是共產黨政權在李

鵬任內改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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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蘇聯王國崩潰，民生出現大恐慌，俄羅斯執政人準備偃武息兵，把餘錢

用於經濟發展上，第四十五象的頌是

  " 炎運宏開世界同

    金烏隱匿白洋中

    從今不敢稱雄長

    兵氣全銷運已終 "

前文談過，‘推背圖’預言從不出國境，但前蘇聯和中國接壤萬里，此北極熊

拊中國之背常給中國軍事的威脅，但此頌說一切武器已在白洋 ( 近北極 ) 隱匿

了。中國在北境上的陳兵亦可鬆馳，是不是‘推背圖’因此而破例記及外國呢?

  在結束本文上半段而去分析‘世紀’前，我略談‘推背圖’作者袁天罡的生

平，他生於隋朝 ( 公元六世紀末 )，曾作過縣長，入唐後以星相術聞於時。唐

初很多達官貴人給他批過命，且算得很準，武士彠夫人將手抱的幼女化裝成男

嬰去拜訪他，天罡對武夫人說，“此孩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

子”，果然，此女嬰即是後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國史上唯一女皇帝武則天，

天罡卒於唐貞觀初年 ( 約六三零年左右 )，死前四月便吩咐安排後事，說他自

己曆數已盡，他的行止和‘世紀’作者頗相似，此文後半段會再詳述。

‘世紀’成書於一五五零年左右， 作者 NOSTRADAMUS 是一猶太裔的法國人，

每一個預言是一首用古法文寫的四行詩，為了混淆讀者視聽，預言是不依照事

件發生程次的。除此外，作者更用了 ANAGRAM 和 MATAPLASM 二方法把有關的

人名和地名變易，令人驟眼難以辨認，例如APOLLON 即是NAPOLEON (拿破侖); 

HISTER 即是 HITLER ( 希特拉 )。‘世紀’分書十本，包有近一千個預言，全

版本在一五五七年面世，書的編排是凌亂非常，所以亦增加解者無限的困擾，

法王 HENRY II 之死在第二本書第三十五首詩，而他死後法國的政局記

載在第三本書第五十五首詩，預言並不局限在法國，其他西方文化國家的動亂

亦著墨甚多。

  依年代算‘世記’的第一個預言離成書年份只有九年，作者仍健在，其準確

性給當時有石破天驚之感，第一個預言是法王 HENRY II 之死，我將英譯文抄

在下面 :

  "The young lion shall overcome the old one

   In martial field by a single dual.

   In a golden cage shall be put out his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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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o wounds from one, then he shall die a cruel death.”

  一五五九年七月一日，法王 HENRY 和蘇格蘭首衛兵隊長 MONTGOMERY 比武，

當長矛相交時，銳鋒穿過頭盔直剌入 HENRY 的左眼，法王經過十天的痛苦，終

傷重不治去世。那年青獅子就是 MONTGOMERY，金色的籠就是頭盔，請注意此言

對法王遇害的情況甚至他當時的傷痕，描述得很細緻，此是‘世紀’勝於‘推

背圖’的地方。

‘世記’預言英王 CHARLES I 被斬首的情景更栩栩知生 :

 “…the fortress near the Thames would fall ,

  then the King that was kept within.

  shall be seen near the bridge in his shirt…”

刑場是在泰晤士河畔，時間是一六四九年。NOSTRADAMUS 已去世近一百年了，

書中提到在未來五百年內會有三位反基督 (AHTICHRIST) 出現，第一位是拿破

崙，且看‘世紀’如何寫他的出身 :

  "An emperor shall be born in Italy

   Who shall cost the Empire dear,

   They shall say, with what people he keeps company

   He shall be found less a prince than a butcher."

那時的 CORSICA，拿破崙出生地點，屬意大利，他的窮兵黷武帶給法國人民無

限災害和痛苦，所以‘世紀’對他極盡諷刺，譏他出身寒微，連屠夫也不如，

至於拿破崙的結局，‘世紀’是這樣記載的 :

  "The Great Empire will soon be exchanged for a sma1l p1ace,

   Which will soon begin to grow,

   A small place of tiny area in the middle of which

   He wi11 come to lay down his sceptre."

一八一四年拿破侖兵敗失勢，被流放 ELBA 小島，翌年他逃脫了，但他的自由

只有一百天，第二次被擒便流放在南大西洋一小島 ST.HELENA, 在彼處終其餘

生，再觀摩上面四行詩寫的地理環境，是很配合史實的。

第二位反基督是希特拉，‘世紀’直斥其名， 只用 METAPLASM 法改易少許 :

"Beast wild with hunger will cross t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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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art of the battlefield

Will be against Hister”

這是德軍強渡萊茵河，長驅入法的軍事行動，比喻德軍為饑餓的猛獸，希特拉

的起家有下面的描寫 :

 “In the mountains of Austria near the Rhine

   There will be born of simple parents

   A man who will claim to defend Poland and Hungary

   And whose fate will never be certain:”

最後一句說，柏林被聯軍攻下，希特拉可能逃出，下落不詳。

在另一四行詩，滅波蘭武器是用‘飛火機器’是完全符合坦克車炮轟華沙的場

面的。預言亦說到屠殺猶太人 : 

“The exile that were carried into the Isles

  At the whim of most cruel monarch

  Shall be murdered, and put in the sparks of fire”

這暴君不就是希特位嗎 ?猶太人的屍体不是被放入大火爐內化為灰爐嗎 ? ‘推

背圖’是一象言一事，‘世紀’是用多首詩把事情的經過詳盡道出來。

  推背圖’例不記小事，大事也有遺漏，而‘世紀’只要是國家元首，雖然是

不關世局的事也有記載，例如溫沙公爵捨王位娶離婚婦事件 :

  "For not wanting to consent to the divorce

  Which afterwards will be recognized as unworthy

  The King of the islands will be forced to flee

  And one put in his place who has no sign of Kingship."

最後一句指的是英王喬治六世，‘冷手執個熱煎堆’。

  讀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預言會令人坐臥不安的，‘世紀’說一九九九年會給

人類前所未有的戰爭 :

  "In the year 1999 and seven months

   From the sky will come the great King of terror…

   Before and afterward war reigns happ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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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戰事殘酷到如何地步呢 ? 

  "For forty years the rainbow shall not appear.

   For forty years it shall be seen every day

   The parched earth shall wax drier and drier,

   And a great flood when it shall appear.”

這不是核子武器破壞了生態環境的災害嗎 ?‘推背圖’第五十六象說 :

“海疆萬里盡雲煙

上迄雲霄下及泉

金母木公工幻弄

干戈未接禍連天 "

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嗎 ? 似乎這戰爭是第三位反基督 ( 來自東方，可能是伊拉

克 )引起的。俄美同盟對付這一勁敵。

"When those of the Northern Pole are united together

In the East wil1 be great fear and dread.

One day the two great leaders will be friends

The New Land will be at the height of its power

To the man of blood the number is repeated.”

最後一句所謂‘血腥之人’會不會是撒旦母•侯賽因呢?他是第三位反基督嗎?

  最後，我要說一下作者生平，NOSTRADAMUS 於一五零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

法國 ST.REMY 出生，長在一小康猶太商人家族 ; 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從

一五二五年起他便懸壺濟世，但在一五五零年便轉業於星相，名氣甚噪，法王

后 (即 HENRY II 的夫人 )CATHERINE DE MEDICI 慕名找他問卜兒子們前程，他

在一座大鏡前表演幻術，對王后說未來的法國君王會陸續在鏡內出現，每出現

一次，是表示他會統治法國一年，她的三位兒子出現時間甚短，只有她最不喜

歡的女婿，即是將來的HENRY IV，在鏡內出現了二十三次，她看到了黯然神傷，

揮手對 NOSTRADAMUS 說 :“我不要看下去了 "。一五六六年初他準備了一塊雕

上數字的銅牌交給好友，對他說 : " 本年七月二日日出前我便離開世界，至緊

在下葬前將銅牌放入棺內 "，果然他如期逝世，一七零零年公墓開發為平民住

宅區，NOSTRADAHUS 的墳墓被逼遷，好奇者要開棺檢閱此奇人遺体還在否 ? 他

們見到的是枯骨一具，只有銅牌猶存，牌上的數字赫然是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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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獨有偶，袁天罡和NOSTRADAMUS 同是富有傳奇性的人物，‘推背圖’和‘世

紀’是中外兩本特異的預言書，若說它們的預言全是後人偽造‘推背圖’已被

肯定在清咸豐時被發現，又如何解釋西后攝政，辛亥革命，軍閥割據，日本侵

華，共黨入主等這些象的準確性呢 ?‘世紀’流傳更早，在 NOSTRADAMUS 生時

已深入民間了，它的預言在今天仍然被人研究，例如去年波斯灣戰事就暗示在

一首四行詩內，很多同學們有很高深的科學教育，當然不信怪誕，我只好借‘聊

齋’序言內的一句詩贈給你們 :“姑妄言之姑聽之”罷 !

在結束這過萬言的小文前，我抄下 NOSTRADAMUS 繪畫自己寫‘世紀’時的四行

詩 :

  “Seated at night in my secret study

    Alone, reposing over the brass tripod ,

    A slender flame leaps out of the solitude,

    Making me pronounce that which is not vain.”

而我通宵達旦，在三樓書座點著孤燈一盞，外面萬籟俱寂，寒夜如水，慢慢地

寫這評析此二奇書的文章，室內只有筆落紙的聲響，是不是和 NOSTRADAMUS 寫

書的情景有點類似呢 ? 遺憾的是我沒有天賦異材，能‘悟得循環真諦在’( 袁

天罡‘推背圖’序言 ) 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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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自由意志，第四空間

  寫完了那評述‘推背圖’和‘世紀 ' 的長文後，感慨良多，意猶未盡，我

們能信賴預言家的神通嗎 ? 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袁天罡和四百多年前的 

Nostradamus 真能看到今天的世界嗎 ? 若然的話，人類的歷史豈不是全被宿命

論 (predestination) 支配了嗎 ? 這引起了一個在哲學上議論紛紜的問題，究

竟我們有沒有自由意志 (freedom of will) 呢 ?

  預言是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若預言準確的話，未來的事故是無可避免的，

無論這是命運或神的主意，人是不能用他的能力扭轉任何歷史趨勢，防範未

然，這不是和宗教教義有所衝突嗎 ? 神是全知全能，他雖然有能力預知我的一

生，甚至離開塵世後靈魂的去向，但他賜予我自由意志，任憑我的判斷對善惡

的取捨，選擇沉淪或永生。所以從宗教的角度看，自由意志是被肯定的，那麼

預言是甚麼一回事呢 ? 聖經內有很多預言，‘但以理書’和‘啟示錄’亦談到

將來的世界，作者都蒙神恩賜能透視未來，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是否像但

以理和聖約翰一樣地蒙神恩賜而有此巨眼呢 ?

  自由意志在哲學領域內便成為眾矢之的了，羅馬時代的哲學家 Stoics 這派

是否定自由意志的。Stoics 是相信一早註定論 (Determinism)。一切事都是無

可避免 ; 趨吉避凶也是徒然，十七世紀哲學大家 Spinoza 將他的形而上學系

統引到倫理學上去 :“Nothing regarded in its own nature can be called 

perfect or imperfect; especially when we are aware that al1 things 

which come to pass ,come to pass according to the eternal order and 

fixed laws of Nature.” ( 註 : Nature 即大自然，在 Spinoza 的形而上學

內說是神 )很顯然，他繼承了 Stoics 和 Descartes 的學說，把註定論推進了

一步，竟成了宿命論了，在大自然法律的卵翼下，任何生物，包括人是不可能

有自由意志的，甚至善與惡的界限亦頗模糊，在不同的角度來看，善和惡是可

以易位的，例如 Penicillin 對大多數人是良方，但對此藥有敏感的人服後必

有痙攣，可能送命，這便是惡了，如此類推，快樂和憂愁亦不是真的，只不過

是當時的形勢產生的態度罷。塵世的名利如水月鏡花，轉瞬便消失了，若用此

量度生命的意義，我們定會很沮喪，人對他的行動，自以為有抉擇，其實都被

大自然支配著，傷心的事如生離死別，都是註定的，太多情感縈繞了，徒傷人

意罷。Spinoza 對自由意志全盤否定後，將情感升華，把我們帶進達觀的境界，

他教我們看事物從永恆的觀點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ternity)，便排除

了憂愁，恐懼，驚慌，能靜以待變了，比起大自然的永恆，個人的得失榮辱是

算得了甚麼 ? 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的宇宙觀就是 Spinoza 的哲學，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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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冷靜地把未來的事用隱晦的話語道出來嗎? 他們筆下寫出連綿不絕的興亡

變亂，何嘗有因此動容呢?他們很了解人性中的貪婪，自私，陰狠，好勝……，

這些劣根性是做成無可避免的衝突，正反映了 Spinoza 的倫理學 :人的行動是

基於他的生理和心理的要求，而大自然是決定他的生理和心理的條件，自由意

志既被摒棄，預言便不是無稽了，但從預言集体行動改為個人行動，這便脫離

了哲學的範疇，鑽入了星相術去。

  上文是從宗教和哲學的立場去看預言，現改變一角度，從物理和心理學觀點

去談它。在物理學上時間是第四空間，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界限的。我們

可以在前三度空間，即長，闊，高內來往自如，但在第四空間的時間內，便只

能向前，不能靠後。所以時光不可以倒流，青春一去不復返了。我在舊金山寓

居了近四十年，縱使我在這四十年內從未到其他城市，實在亦已在旅行中，因

為四十年內舊金山的市容和景物已有大的變遷，今天城市已非四十年前的城市

了。雖不出家門半步，已在第四空間內旅行。近代物理說時間是有相對性，很

簡單的例，我約了某同學明天中午十二時一同午餐，立即踏上太空船以近光速

繞地球一週，回來時某同學可能已吃了幾個午餐，在太空船內時間遲緩了(time 

dilates)。除了手錶行慢外，我的心跳脈搏亦跟著慢了，回到地球時，比較下，

我的新陳代謝率比某同學的亦慢很多，假如我在太空船一年後方回來，見到某

同學，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這可以解釋時間並不是絕對的，Einstein 的

理論推出在很大的吸力場內 (strong gravitation field) 時間亦會遲緩甚至

停頓下來，例如黑洞 (black hole) 的吸力大到光也不能逃出，時間亦被困在

內，絕不能前進，可能還要向後退呢 ?

  上段喋喋不休說了些基本物理，目的就要打破傳統上的時間概念，預言家憑

神賜給他們的異稟，可以在四度空間內自由旅行，能俯瞰世間未來的事物，用

隱藏的文字寫出他們見到的異象 (vision), J.W.Dunne，當時一位很有名望的

早期航空家和飛機工程師，一九二七年在倫敦出版了一本書‘An Experiment 

with Time’。書中記錄他一生中發生了很多異夢，夢境點示將要發生的事情，

最顯著的是一九零二 Martinique 的 Mount Pelee 火山爆發，死了四萬人，他

發夢時遠在 Martinique 萬里外的南非服兵役，很奇妙，當他發異夢時，手錶

的時間似乎停頓了，醒來比較空內時鐘的時間，失去了正恰是他熟睡發夢的時

間。當然，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的本領比 J.W.Dunne 大得多了。

預言，自由意志，第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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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談一下預言的準確性，在核子物理學內有一 uncertainty 

principle，即是物理學家不能準確地量度某一 particle 的位置，我亦可以引

這一定義量度預言的準確性，從已發生的事來看，預言書並不是絕對準確的。

‘推背圖’的漏點很多，我已指出了，當我讀完了‘世紀’全書及各評家的按

語後，它似乎忽視了俄國革命和共產政權的演變，要知道馬克思主義亦是西方

文化主流之一，‘世紀’筆墨包羅萬象，怎可能有此漏網之魚呢 ? 此兩本預言

書最令人觸目驚心，有切膚的關懷的是‘世紀’的第三反基督出現和一九九九

年的大戰，和‘推背圖’說‘美人自西來’的第四十二象，前者我已詳述過了，

我對後者有下面的解法，美人即指美國政府或美國的民主思想，‘此時渾跡居

朝市，鬧亂君臣百萬般’說的似乎是民運人士已滲透入中央政府，導致很激烈

的黨爭，無論如何，推背圖’和‘世紀’都預言不久將來中外有很大的動盪，

但我的看法仍然是站在宗教方面，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可以用智慧和果毅來

挽回敗局，這幾十年的科技進展不是有目共賭嗎 ? 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是

多年前的人物，他們的思想為歷史局限著，他們只能用他們了解的人性看到世

界趨勢，若我們能得到神的憐憫，加上自己的決心，排除劣根性，將歷史的潮

流推向另一方面，會給袁天罡和 Nostradamus 一個從所未有的驚異啊 !



876

推背圖第四十六象無稽談

  新冠狀病毒 Coronavirus 肆虐擴散，毒流四海。染病者多，前所未見。湖北

武漢首當其衝，兩個月後歐洲、北美洲紛紛相繼淪陷，三藩市灣區亦成了高危

地帶。區內各市長、各縣長齊下令關閉所有無關日常生活的商業，居民盡可能

留在家中以緩慢病毒蔓延。這是廿一世紀大災禍。被隔離在家，親友也不能聚

首。尤其是年逾古稀的獨居老人，病毒入肺，不堪設想。雖免於難，因寂寞而

挑起憂鬱，大大傷害心靈健康。必定要找些興趣以消磨時間，寄託精神。翁希

傑問我 :「如此大事，預言書推背圖有記述嗎 ?」於是翻查書冊，在第四十六

象找到些蛛絲馬跡。

     讖曰 : 黯黯陰霾   殺不用刀

           萬人不死   一人難逃

  霾是空氣中的灰粒和塵粒。陰霾指的是天氣奇劣，吸入此氣會致命就是「殺

不用刀」了。書的作者唐朝的袁天罡和李淳風不可能有現代的生理、醫學常識。

能道出這陰霾是可以代替刀作為傷人命的武器，很顯然這是呼吸器官的惡疾。

一萬人中有一人會因此亡身。現在全球人類在這「黯黯陰霾」的陰影內。

推背圖亦點明此災禍爆出的時間。

     頌曰 : 有一軍人身帶弓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   勇士後門入帝宮

首二句是一謎，用拆字法隱含一當政大人物姓名。第一句「一人身帶弓」是字

謎。「一人」成「大」字。在「大」身上帶了「弓」字，即是「夷」字。「夷」

的動詞含義是「近平」。成語「夷為平地」是將小堆漸漸剷平。成語「化險為夷」

是從危險中走出來，漸漸得到平安，也是「近平」的意思。

  第二句「白頭翁」也是字謎。「白」字頭上加上「翁」字是「翁白」。再將

「翁」拆開和「白」作重新組合，答案是「公習」。連同第一句倒過來讀是「習

公近平」。「公」是對人物的尊稱。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論三國史事，稱諸葛

亮為諸葛公。論北宋史事稱韓琦、范仲淹各為韓公、范公。可能習近平一生成

就值得這「公」字。無論如何，「黯黯陰霾」是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

  第三句「東門伏劍」是不是這病毒來自國家東面 ?現今就有很多爭議 :武漢

華南海鮮市場雖有野味出售，都是比較普通的如娃娃魚、果子狸……並沒有蝙

蝠和穿山甲。病毒是人工製成，源於生化實驗室洩漏，武漢只不過是第一座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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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城市而已。

  第四句「勇士後門入帝宮」可能是評習近平一生。中國已廢除帝制百年以上。

他仍手握大權，儼然是一帝皇，即「後門入帝宮」也。

  此象的圖是一長者，衣冠楚楚，作「打功夫」姿勢，似乎是一武漢。是否點

出首難城市武漢呢 ?

  在「輝社離校三十五年」刊內。有拙作二篇，是關於推背圖和預言的，若有

興趣的話，同學可檢閱一下。

推背圖第四十六象無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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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康德

  哲學家康德Immanul Kant(1724---1804) 是歷史學家公認為西洋思想史內的

巨柱。他的哲學給予人類的知識一簇新的解釋。他從 1755 年起任教於普魯士

的 Konigsberg ( 即現在俄國的 Kaliningrad) 大學，著述豐富。他的哲學可以

草草地蒸濾成三大疑問 : ( 一 ) 我知道麼 ?( 二 ) 我應該做甚麼 ?( 三 ) 我可能

冀望甚麼 ?

  康德對第一疑問的答覆基於一重要的結論 : 人對事物的了解只能從他對此

事物的個人經歷得之，絕對不是此事物本身能啟發他的智慧。最好的例子是

數學和科學，所有的定義都是人從觀察到的自然界現象推理得來的。至於從

Descartes，Leibniz，Spinoza.... 等哲學家討論到所謂人的內在真理，即形

而上學 metaphysics 的本質不能從數學或科學中演繹出來。所以不同牛頓物體

動行定律 (Laws of Motion) 包括地心吸力，我們不可能用科學方法證明人有

自由意志和神的存在。康德這論說是很有革命性的。哲學史家戲說他把自十七

世紀以來，風靡歐洲的形而上學一把火燒掉了。

  康德進一步說不能用科學解釋的現象並不等於真理不存在。了解此現象的本

體便要憑著個人的信仰了。沒有人能用科學方法去證明宇宙間沒有神 ; 主張廢

除宗教之舉是無稽，荒謬的。於是牽涉到第三疑問「我可能冀望甚麼 ?」康德

在解答第三疑問時顯露出他的宗教熱忱。他的學說和基督教沒有任何牴觸。不

同 Spinoza 用大自然取代了宇宙中創造萬物之主，康德的作品沒有被羅馬天主

教列為禁書。

  在解答第二疑問「我應該做甚麼」時。康德發揮了他的倫理學觀點。1788 年

他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他強調道德存在的

必要。他給這道德準繩起了一名號 categorical imperative。他認為每一個人

的行動，行動背後的動機是否符合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容許的範疇，即

對社會的公家大眾有利呢?只要這行動能歸納在categorical imperative 內，

此人方能對社會謀福利，盡了他做人的責任。

  1795 年他的政治哲學「永恆的和平」Perpetual Peace 面世。他主張有一超

國界的巨型機構方能調停國際的糾紛。紓解外交上的政治危機。一百年後，第

一次大戰後的 League of Nations 和第二次大戰後的 United Nations 都希望

能執行康德的理想。他的哲學影響多深遠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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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叔本華

  前次我介紹哲學家康德 Kant 對知識的看法 :人對事物的了解只能從他對此

事物的個人經歷得之，絕對不是此事物本身能啟發他的智慧。我們看到物件放

在時空中，當然一定是存在這宇宙中 (phenomenal world)。但不容我們忽略

的，此物件還有和宇宙中其他物件的連繫，是我們的肉眼或其他觸覺不能體驗

的，即物件本身自有其存在的意義 (noumenal world)。例子是空谷幽蘭不為人

所見，人就不能武斷宇宙中沒有這物件。Kant 將現象世界，和真實世界隔離 ;

前者我們可以觀摩研究 ;後者人的知識不能觸及了。

  Kant 以後的哲學家深受他的影嚮。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1860) 繼承 Kant 的學說，認同現象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分野，但對其實世界是人

的知識不能觸及此論有所挑戰。1819 年叔本華寫成哲學巨著《意願和形象的世

界 >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他指出我們對物件的觸覺並不

是我們和世界唯一的溝通。其中還有我們的潛意識和這物件的接觸，即是心中

的意願。這意願和接觸物件時產生的形象同等真實。例如我看到我的手摸著茶

杯，這是不折不扣的真實。但因口渴而產生拿茶杯的意願也是同等的真實。用

Kant 的哲學術語說，前者是 phenomenal world ; 後者是 noumenal world。叔

本華換了一角度去看 noumenal world; 不是物件本身的價值，而是人對此物件

的意願。Kant 上天之靈有知，也會對這青出於藍他的學說傳人微笑認許。這樣

另闢途徑去解釋 noumenal world，是意想不到的。

  叔本華對這意願的世界演繹下去，發展成悲觀的人生哲學。人的存在是被他

對世界事物的意願支配著。現象的世界 phenomenal world 只不過是人實踐他

的意願時產生的形象罷。意願的世界方是人和外界溝通的源頭。這意願基本上

人對自己生存的意願。他對身外四周事物的要求演變成他的慾望。對某一事物

的意願實踐成形象時，對另一事物的意願跟著油然而生。當對此事物的意願不

能化成為形象時，人便墮入失望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了。若目前所有意願都

滿足了而未有新的意願產生時，人便感到沉悶、無聊、厭倦，生命毫無意義了。

人生就好像古舊時鐘的擺錘，一極是沉悶、無聊;另一極是挫折、失望、痛苦。

這不能斷，不能滅的意願因而滋生無窮的慾望委實奴役了人的一生。滿足只不

過是曇花一現般。滿足後又有新的需求了，人就在沉悶和痛苦中渡過，直至生

命的結束而止。叔本華就這樣發揮他悲觀的人生哲學至極峰。

  叔本華指出解除這沉悶和痛苦的途徑，並不是人人可以行的。這生存意願產

出難填的慾海是不可，也不能排除的。但能夠妤紓緩這對事物無盡的追求方法

是暫將目標轉移，從俗物轉為一崇高的理想，不論是藝術上、哲學上或科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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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慾的要求便得到升華。人便能夠暫時忘掉了庸俗的形象世界，因為有簇

新的崇高意願世界取代了它。藝術、哲學、科學的成就變成了有意義的形象世

界。創造者也因此獲得莫大的心靈滿足。但談何容易，能夠行此途徑的人一定

具有超人的智慧。凡夫俗子難免泥足深陷，苦海無邊了。

  清遺老王國維是文學評家。他的「人間詞話」是一部分析詞的優越作品。同

時他亦是叔本華忠實信徒。他用叔本華的哲學去分析紅樓夢別具隻眼，另有心

得。在享盡世間榮華富貴，飽受凌辱折磨後，主角賈寶玉逃禪結局是不能避免

的。這就是叔本華給普通人的解決辦法 : 仿效佛教徒放棄生活一切，方能在清

靜無為中渡過安寧的餘生。王國維本人在頤和園昆明湖內自沉，了結此生，是

不是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導致之呢 ?

哲學家叔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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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學皮毛說

  形而上學是西洋哲學主要流派之一。這門學問給普通人的印象是抽象、

深奧、高不可測、敬而遠之。Metaphysics 此名稱源於希臘文，從字面解是

After Physics 即「物理之後」。物理學是自然科學之母，解釋了很多我們日

常遇到的自然現象。真實並不局限於自然現象。思想家要探索真實的根源，於

是形而上學便成了哲學其中一系。

  有一現成常見的例 : 鏡中的形象是真實嗎 ? 蹣跚爬行的幼兒和寵物小犬信

以為真，反應出怪狀，我們引以為笑。摒棄了光學的分析，那鏡中形象如果

是真，存在準確那兒 ? 在鏡裡面 ? 在鏡背後 ? 也許是根本不存在任何地點的

幻影 ? 這些都是形而上學內要討論的問題。在我們生活中，經歷了很多似是

而非，全部是幻影 illusory 嗎 ? 在潛意識中 instinctive basis 可能有一部

份化幻成真，不是全盤似是而非。從柏拉圖 Plato 前古希臘直至現在的哲學

家創造無數形而上學系統 metaphysical systems 去分辨真實 reality 和幻影

illusory。

  形而上學內有很多議論。其中最顯著之一是大自然 nature 在常變中或永恆

permanence。我們目睹形形式式的汪洋大海，江河湖泊，瀑布急流，歷過驚濤

駭浪，十里平川。大自然在常變，但內有一穩定永恆的因素 ── 水。在經常

變動內，捉摸和緊握着永恆，這就是真實了。

以下介紹二位在形而學上有湛深影響西洋哲學家。

哲學家康德
哲學家康德Immanul Kant(1724---1804) 是歷史學家公認為西洋思想史內的巨

柱。他的哲學給予人類的知識一簇新的解釋。他從 1755 年起任教於普魯士的

Konigsberg ( 即現在俄國的 Kaliningrad) 大學，著述豐富。他的哲學可以草

草地蒸濾成三大疑問 : ( 一 ) 我知道麼 ?( 二 ) 我應該做甚麼 ?( 三 ) 我可能冀

望甚麼 ?

  康德對第一疑問的答覆基於一重要的結論 : 人對事物的了解只能從他對此

事物的個人經歷得之，絕對不是此事物本身能啟發他的智慧。最好的例子是

數學和科學，所有的定義都是人從觀察到的自然界現象推理得來的。至於從

Descartes，Leibniz，Spinoza.... 等哲學家討論到所謂人的內在真理，即形

而上學 metaphysics 的本質不能從數學或科學中演繹出來。所以不同牛頓物體

動行定律 (Laws of Motion) 包括地心吸力，我們不可能用科學方法證明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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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和神的存在。康德這論說是很有革命性的。哲學史家戲說他把自十七

世紀以來，風靡歐洲的形而上學一把火燒掉了。

  康德進一步說不能用科學解釋的現象並不等於真理不存在。了解此現象的本

體便要憑著個人的信仰了。沒有人能用科學方法去證明宇宙間沒有神 ; 主張廢

除宗教之舉是無稽，荒謬的。於是牽涉到第三疑問「我可能冀望甚麼 ?」康德

在解答第三疑問時顯露出他的宗教熱忱。他的學說和基督教沒有任何牴觸。不

同 Spinoza 用大自然取代了宇宙中創造萬物之主，康德的作品沒有被羅馬天主

教列為禁書。

  在解答第二疑問「我應該做甚麼」時。康德發揮了他的倫理學觀點。1788 年

他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他強調道德存在的

必要。他給這道德準繩起了一名號 categorical imperative。他認為每一個人

的行動，行動背後的動機是否符合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容許的範疇，即

對社會的公家大眾有利呢?只要這行動能歸納在categorical imperative 內，

此人方能對社會謀福利，盡了他做人的責任。

  1795 年他的政治哲學「永恆的和平」Perpetual Peace 面世。他主張有一超

國界的巨型機構方能調停國際的糾紛。紓解外交上的政治危機。一百年後，第

一次大戰後的 League of Nations 和第二次大戰後的 United Nations 都希望

能執行康德的理想。他的哲學影響多深遠啊 !

哲學家叔本華
前文我介紹哲學家康德 Kant 對知識的看法 : 人對事物的了解只能從他對此事

物的個人經歷得之，絕對不是此事物本身能啟發他的智慧。我們看到物件放在

時空中，當然一定是存在這宇宙中 (phenomenal world)。但不容我們忽略的，

此物件還有和宇宙中其他物件的連繫，是我們的肉眼或其他觸覺不能體驗的，

即物件本身自有其存在的意義 (noumenal world)。例子是空谷幽蘭不為人所

見，人就不能武斷宇宙中沒有這物件。Kant 將現象世界，和真實世界隔離 ;前

者我們可以觀摩研究 ;後者人的知識不能觸及了。

  Kant 以後的哲學家深受他的影嚮。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

1860) 繼承 Kant 的學說，認同現象世界和真實世界的分野，但對真實世界是人

的知識不能觸及此論有所挑戰。1819 年叔本華寫成哲學巨著《意願和形象的世

界 >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他指出我們對物件的觸覺並不

是我們和世界唯一的溝通。其中還有我們的潛意識和這物件的接觸，即是心中

的意願。這意願和接觸物件時產生的形象同等真實。例如我看到我的手摸著茶

杯，這是不折不扣的真實。但因口渴而產生拿茶杯的意願也是同等的真實。用

形而上學皮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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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t 的哲學術語說，前者是 phenomenal world ; 後者是 noumenal world。叔

本華換了一角度去看 noumenal world; 不是物件本身的價值，而是人對此物件

的意願。Kant 上天之靈有知，也會對這青出於藍他的學說傳人微笑認許。這樣

另闢途徑去解釋 noumenal world，是意想不到的。

  叔本華對這意願的世界演繹下去，發展成悲觀的人生哲學。人的存在是被他

對世界事物的意願支配著。現象的世界 phenomenal world 只不過是人實踐他

的意願時產生的形象罷。意願的世界方是人和外界溝通的源頭。這意願基本上

人對自己生存的意願。他對身外四周事物的要求演變成他的慾望。對某一事物

的意願實踐成形象時，對另一事物的意願跟著油然而生。當對此事物的意願不

能化成為形象時，人便墮入失望痛苦的深淵，不能自拔了。若目前所有意願都

滿足了而未有新的意願產生時，人便感到沉悶、無聊、厭倦，生命毫無意義了。

人生就好像古舊時鐘的擺錘，一極是沉悶、無聊;另一極是挫折、失望、痛苦。

這不能斷，不能滅的意願因而滋生無窮的慾望委實奴役了人的一生。滿足只不

過是曇花一現般。滿足後又有新的需求了，人就在沉悶和痛苦中渡過，直至生

命的結束而止。叔本華就這樣發揮他悲觀的人生哲學至極峰。

  叔本華指出解除這沉悶和痛苦的途徑，並不是人人可以行的。這生存意願產

出難填的慾海是不可，也不能排除的。但能夠紓緩這對事物無盡的追求方法是

暫將目標轉移，從俗物轉為一崇高的理想，不論是藝術上、哲學上或科學上的。

肉慾的要求便得到升華。人便能夠暫時忘掉了庸俗的形象世界，因為有簇新的

崇高意願世界取代了它。藝術、哲學、科學的成就變成了有意義的形象世界。

創造者也因此獲得莫大的心靈滿足。但談何容易，能夠行此途徑的人一定具有

超人的智慧。凡夫俗子難免泥足深陷，苦海無邊了。

  清遺老王國維是文學評家。他的「人間詞話」是一部分析詞的優越作品。同

時他亦是叔本華忠實信徒。他用叔本華的哲學去分析紅樓夢別具隻眼，另有心

得。在享盡世間榮華富貴，飽受凌辱折磨後，主角賈寶玉逃禪結局是不能避免

的。這就是叔本華給普通人的解決辦法 : 仿效佛教徒放棄生活一切，方能在清

靜無為中渡過安寧的餘生。王國維本人在頤和園昆明湖內自沉，了結此生，是

不是叔本華的悲觀哲學導致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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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雞尾酒杯說起

  青年時曾搜集一些水晶杯瓶，頗入迷於那些大小形款各異酒杯。雞尾酒杯最

呈美態，這是一倒轉錐形大杯，頂端連接一長柄，有點像一小漏斗。這設計甚

具巧思，雞尾酒要冰凍能發射其芬香。長柄讓飲者穩持着杯 ; 手指不與酒直接

觸及，不會傳送體溫解除酒的冰凍。錐底大圓周足夠空間蓋着飲者鼻孔，能迅

取索取酒內的馨香。陡斜的邊緣除保持酒內原料融和外，還支撐牙簽穿着一小

橄欖或一小櫻桃。我們可想像到一晶瑩杯內淡黃的酒，斜斜有一枝小飾物，平

放在鋪滿白餐布的枱上，何等引人入勝。

  雞尾酒的成份通常有烈酒 spirits、苦味藥酒 bitters、果汁、糖漿、乳脂、

甘露酒 liqueur、生果粒或片。種類多像雞尾般多色彩。其實 cocktail 一詞

來源是截斷了的馬尾。處理非名種馬 to dock the tails of horses，演變為

cocktailed horses，cocktail 同樣引用於出身低微，缺乏教養之人。

  從一九二零年至一九三三年美國政府實施全面禁酒 Prohibition。民間違法

私自釀酒，當然質素比商營烈酒差很多，其中杜松子酒 gin 成熟時期比其他烈

酒早得多。私家慶會多用杜松子酒上場面，因為劣性未能瞞得過美食家的舌

尖。混和了其他原料如果汁、糖漿等庶幾可以掩蓋少許，於是雞尾酒應運而生，

好似不是名種馬的馬尾 cocktail。在開始時期，雞尾酒含有貶義，它是一聊勝

於無的標準烈酒替代物。

  時至今天，雞尾酒已脫胎換骨，被提升至一崇高地位，和烈酒 gin, 

whiskey, rum, vodka, tequila……並列，是豪華宴會必備一項，上乘雞尾酒

必具三要素 : ( 一 ) 基本成份 base 佔液體百份之七十五以上，要名牌烈酒。

( 二 ) 修飾劑 modifying agent，這是很重要給雞尾酒有個別特色，它可以緩

和烈酒的激猛而散漫出自身的芬芳。各種香料酒如 Vermouth, Amer Picon, 

Fernet Braneca…均能勝任。用藥材製成的苦味酒 bitters 亦可，再加上少

許可口物如糖粉、蛋黃或蛋白、乳脂。( 三 ) 增添色味劑 special flavoring 

and coloring agent，這就用上各式甘露酒 liqueur 如 Grand Marnier、

Benedictine、Chartreuse…….. 兼糖漿或石榴汁 grenadine。雞尾酒分飯前

和飯後兩類。飯前的主要功能是刺激食慾。含糖的甜味只是點滴而已，用飲酒

的術語，是絕對是「乾」dry。飯後酒不忌多用糖、牛奶、果汁……它亦是伴

和着下午茶品嘗糕餅的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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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社會最流行的雞尾酒是 martini，配方是六成杜松子酒 gin，一成

苦艾酒 vermouth，用震盪器 shaker 將二酒完整混和，倒在一早在放在冰櫃

freezer 一小時以上的倒錐形杯內。榨一片檸檬汁於內，將殘餘檸檬皮放入，

並用長針穿了一串橄欖球，斜斜插在酒杯旁。若此杯是水晶的，更引得垂涎欲

滴了。很多白領人仕在午餐工餘時餐室內要一杯 martini 作醒神劑，好重整旗

鼓應付下午工作。若嫌未夠「乾」的話，飲者可要求調酒官改變六對一為七對

一，甚至十對一。

  有兩種用倒錐形杯是我品味過的雞尾酒，一是 margarita，基本成份是

tequila，這是從龍舌蘭 agave 釀成的，為墨西哥國酒，增添色味劑是新鮮榨

出的青檸汁 lime juice 和 cointreau liqueur，這是含有橙皮香濃的甘露酒，

成份是四、二、一混和了倒入冰凍過的倒錐形杯內，杯的邊緣先用青檸皮抺過，

然後沾滿粗鹽粉末。將一片青檸放入杯內，此酒飲來，甜、酸、苦、辣、鹹五

味俱備。「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另一是蚱蜢 grasshopper，此雞尾酒索性減去了第一要素烈酒，用兩種甘露

酒，薄荷酒 crème de menthe 和朱古律酒 crème de cacao。再加上最濃的乳

脂 heavy cream，成份是五、三、一。混和了倒入冰凍過的倒錐形杯內，呈粉

綠色，薄荷味很重，給飲者有透心涼感。這是一很理想的飯後酒，此酒挑起一

回味再三的往事，十多年前我參加東歐沿黑海岸遊，結識一從澳洲 Victoria

一小鎮來的長者 Mr. Ray Stokie。他比我年長五歲。因為在首站土耳其的伊

士坦堡，我領他上 St. Sophie 閣樓，觀賞中世紀留下來的宗教壁畫，很多遊

客都不曉得這藝術的存在，我是識途老馬，第四次蒞臨伊士坦堡，他很感激，

認為我對歐西文化涉獵頗深。以後我們時常結伴同行，在保加利亞花了大半天

遊罷古城 Veliko Tarnovo，到多瑙河 Danube 畔小鎮 Ruse 一名店品下午茶。

Mr. Stokie 買了一大塊 Grand Marnier 蛋糕給我，一杯冰凍的 grasshopper。

座位臨望多瑙河的白浪滔滔。異常珍惜這趟來的異國情誼，雖然很短暫，像流

水般消逝，和他在一起，他總爭着結賬，我倒不好意思。想回家後送一件三藩

市本地產品給他作紀念，回家後，曾電話給他三次，最後一次是他的兒子接

聽，告知他已於二星期前病逝。原來東歐黑海畔遊是他向世界辭別的。我來不

及回餽。他是我一生中，罕見到豪氣干雲的人。Grasshopper 冰凍在心，Mr. 

Stokie 予給我的友情，永遠溫暖在心頭。

  很多雞尾酒用碩大，外表長方，無腳酒杯，tumbler 最出名的老牌 old-

fashioned。基本要素烈酒是美國裸麥酒 bourbon(whiskey) 加上一滴冰水，半

立方糖，一茶匙 Angostura bitters( 藥材酒 )，一塊檸檬皮，先在大杯內放滿

從雞尾酒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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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塊，將混合液體倒得滿滿的，最後裝飾一片鮮橙，一粒櫻桃，色、香、味俱

備了。

  比普通 tumbler 更高的是 high ball。用此高杯的雞尾酒類別更多，最令我

難以忘懷的是 Singapore Sling，於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時始創於新加坡

Raffles Hotel 內 Long Bar，其組成頗為複雜，現我抄錄於下 :

3/4 ounce gin

1/4 ounce Grand Marnier Liqueur

1/4 ounce cherry liqueur

1/4 ounce Benedictine Liqueur

1/2 ounce fresh lime juice

1  ounce pineapple juice

1  dash bitters

club soda, to top

garnish: orange slice

garnish: cherry

  二十世紀初英國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 寓居 Raffles 時，餐後必享用此

酒，我首次品此雞尾酒是在一夜總會內，是林智禮先生領我往的，一九六五年

秋我在日本東京往日光列車內結識了林先生，他很好客，我幾次到新加坡他都

熱情款待，十二年前因肝癌去世，又是一不可磨滅的回憶。

  關於 Singapore Sling 內用 Benedictine 有小小爭議，若用了它再加少

許 brandy，則是另一雞尾酒 Singapore Rickey 了。Benedictine 這甘露酒

有很久歷史，基本原料是最上乘的白蘭地酒 cognac brandy 配上二十七種草

藥，傳說每一時代只有三個人通曉它的配方，一五一零年 Benedictine 僧人

Bernardo Vincelli 在法國 Fecamp 發明此甘露酒，在每日辛勤的消耗體力後，

Benedictine Liqueur 是解除疲勞的良方。一五三四年法王 Francis I 給此

酒打下印記，正式承認為宮廷名酒。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在 Fecamp 的

Benedictine 寺院遭池魚之禍，烈火一炬燒毀。Benedictine Liqueur 也在人

間消失了七十年。配方僥幸仍存。配方被學者 Monsieur Alexandre Le Grand

在塵封的古籍中發掘出來。Le Grand 重製此甘露酒，並大量市面批發出售。

現在 Fecamp 有一博物館陳述 Benedictine Liqueur 滄桑史。它是略帶甘草味

licorice flavor 美酒，呈琥珀色，酒精含量還勝白蘭地。有些鑑賞名酒

從雞尾酒杯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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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 Cognac 溝合，稍降它的激烈及濃藥味，現在 Benedictine Liqueur 已

和天主教再沒有任何連繫，只在出售酒瓶上刻有 D.O.M. 拉丁文 Deo Optimo 

Maximo( 給最完美，最偉大的神 )，使品嘗者不會忘懷此甘露酒源頭。另一甘

露酒 Chartreuse 創於一六零五年，輾轉相傳，配方仍被寺僧操持，一在西班

牙的 Tarragona ，一在法國的 Voiron。

  含生果味的甘露酒有很多種，製法多是兩種 : ( 一 )infusion 浸漬法，將生

果放在各式烈酒內，長期把味道注入。(二 )percolation 蒸濾法，慢火將生果

和烈酒共煮。

  雞尾酒是一門學問，牌子近百，調酒官要牢牢記着最流行的廿多、三十種。

例 如 Manhattan 的 base 是 美 國 裸 麥 酒 bourbon whiskey，Tom Collins 的

base 是杜松子酒 gin，white spider 的 base 是俄國麥酒 vodka，Daiquiri 的

base 是甘蔗甜酒 rum。Modifying agent 和 special flavoring and coloring 

agent 也要清楚。調酒是頗具挑戰性工作，用的酒杯也是很講究的。

  我認為品雞尾酒是人生藝術，在閒情逸緻下，和好友淺斟低酌，手持雞尾酒

一杯。「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何等享受生活最高境界 !

後話 :謝謝翁希傑提供題材，他說調酒是我年青時一愛好，何不以此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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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丈青的悲劇

  水滸傳是平民反抗政府、社會的長篇小說，這是一部大悲劇。一百零八人都

有個人的苦衷相聚於梁山。朝廷用驅虎吞狼，兩敗俱傷的毒計，將他們招安了，

然後派遣他們去討伐其他叛逆隊伍，在征方臘過程中，梁山好漢陣亡的有三份

之二。首腦宋江、盧俊義亦被毒殺。剩餘幸存的已是聊聊無幾，死的死，去的

去，構成一蕩氣迴腸的悲慘收場。其中包括了很多個人悲劇，一丈青扈三娘是

其中之一。

  扈三娘是梁山三女將之一，若以武藝高下將梁山好漢分四格，毫無疑問一丈

青定被排在第一格內，她是在「宋公明二打祝家莊」時出場的，她本是鄰村扈

太公的女兒，因為有聯盟之約，她帶兵助陣，且看她上場時的英姿 :「一騎青

驄馬上，掄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跟着生擒王

英，追逐宋江，更顯得其勇武絕倫。最後遇上林冲，自然非敵手，被活捉過來，

宋江命送上山寨給宋太公照應。

  宋江打破祝家莊，李逵殺了三娘的未婚夫祝彪，祝氏全家盡被梁山夷滅。三

娘的哥哥扈成本已向梁山投誠，李逵殺祝彪時，順便掄起雙斧，向扈成砍去，

扈成見勢頭不對，策馬落荒逃去。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內，把扈太

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

  一丈青在居留梁山期間內，被宋江的父親宋太公認作義女，( 相信這是宋江

的計劃內)。在慶功宴席上，宋江擅作主，將扈三娘配給矮腳虎王英為妻。「一

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只好拜謝了。」這是一甚為缺德行為。宋江

仗義疏財，名聞寰海，有及時雨之美譽，但有陰險、欺偽、殘忍一面。王英何

許人也 ?「五短身材，一雙光眼……原是車家出身，為因半路見財起意，就勢

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且是一色情狂，後在清風山上，為了一婦

人，幾乎和大寨主燕順火併(見前文「英明領袖」)。這樣貌德俱差的猥瑣小人。

要扈三娘跟他，不止是彩鳳隨鴉，簡直是鮮花插在牛糞上，宋江當禮物將她送

出，未知有考慮扈三娘的終身幸福 ?

  一丈青為梁山立下第一功，是迎戰雙鞭呼延的，她竟能和這後來馬軍五虎將

之一戰十回合，後生擒他的副將彭玘，以後建功機會甚多，她全沒企圖叛變逃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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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小說家張恨水對她有中肯的批評 :「扈三娘扈太公之女，祝彪之未婚妻

也。梁山眾寇打祝家莊，祝扈李三家聯盟拒敵，扈方以一丈青大名，揮刀躍馬，

馳騁戰場，當其直撲宋江，生擒王英，何其勇也。及既被俘，一屈而為宋太公

之女，再屈而為王英之妻，低首俯心，了無一語，判若兩人矣。當是時，祝家

莊踏為粉末，祝彪死於板斧之下，扈夫家完矣，扈家莊被李逵殺個老少不留，

扈成逃往延安，扈父家又完矣，扈不念聯盟之約，亦當念殺夫之仇，不念殺夫

之仇，亦當念亡家之恨，奈之何赧颜事仇，認賊作父，毫無怨言哉 ?」

  我姑且為一丈青稍辯，古時俘虜身不由己，任從敵人處理，很多是拉出營外

處斬，三國時張飛獲得嚴顏，他嚴正拒降，說頭可斷也，張飛敬他是一鐵漢，

釋其縛，收為部下，後文天祥亦不貶他，在正氣歌內說「為嚴將軍頭」其實他

頭未斷也，扈三娘是女流，且稟性柔弱，被擒後自知必死，為宋太公認養。他

沒有女兒，只有宋江、宋清二子，對三娘甚是寵愛，三娘出自大家庭，可能父

親妻妾子女甚多，不被重視。後續作者程善之看到此點，對三娘故事另有處理

(見後文 )。婚後王英自知不配，非常遷就此驕妻，三娘也樂得認命了。

  梁山好漢被招安後，奉命南討方臘，攻打睦州時，在清溪路上之戰。水滸傳

寫下王英夫婦結局 :「正迎着鄭彪，便與王矮虎交戰。兩個更不打話，排開陣

勢，交馬便鬥，纔到八九合，只見鄭彪口裡念念有詞，喝聲『疾』!就頭盔上，

流出一道黑氣來，立着一個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寶杵，從半空裡打將下來。王

矮虎看見，吃了一驚，手忙腳亂，失了鎗法，被鄭彪一鎗，戳下馬去。一丈青

看見丈夫落馬，急舞雙刀去救時，鄭彪便來交戰，略一合，鄭彪回馬便走。一

丈青要報丈夫之仇，急趕將來。鄭彪歇住鐵鎗，舒手向身邊錦袋內，摸出一塊

鍍金銅磚，紐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門上只一磚，打落下馬而死，可憐能戰佳人，

到此一場春夢。」

  很多水滸傳讀者對宋江賜婚非常不滿，若扈三娘下嫁的好漢有林冲的武藝或

花榮的風度，還算匹配，如何宋江為了實踐自己的諾言，選了這人中垃圾給她。

清嘉慶時俞萬春作蕩寇志將一百零八將全部誅殺以示為盜沒有好的下場。一丈

青結局是在第六十回「麗卿夜戰扈三娘」，王英夫婦助林冲守濮州，王英被女

將陳麗卿生擒，還色心未泯，在馬上調戲她，麗卿勃然大怒，使出神力，雙腿

將王英活生生挾死。扈三娘要報夫仇，全身披孝，看蕩寇志對她描繪 :「居中

立馬，豎着一面大白旗。她不戴頭盔，把那萬縷青絲，綰着個朝天大黑髻，把

一匹白綾齊眉上纏裹了頭額，摘去了耳環，洗去了脂粉，披了一副本色白緞襯

衣爛銀細麟甲，繫一條白羅粉蝶裙。騎着銀騣白馬。背後四面白紬方旗，垂

一丈青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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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兩條清水綃的威風，右胯下掛着法寶嚢，橫着那兩口銀熟鋼綉鸞刀，渾身上

下，雪練也似的白。」多麼悲壯蒼涼的場面，在開戰前和戰中，林冲以長兄身

份，對這小妹備極關懷，溫言安慰。讀者感覺到扈三娘似乎應配上林冲方適合，

扈、陳二人武藝本旗鼓相當，苦戰數十回合，未見輸贏。一丈青頓施當年活捉

天目將彭玘技巧，向陳麗卿拋紅錦索，麗卿乘機捉住索條，大力扯三娘落馬，

自己亦落馬徒手搏鬥。三娘不及麗卿力大，被扼頸而死。蕩寇志寫單挑之戰，

以後還有兩次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和「臥爪鎚關前激石子」。呼延灼和沒

羽箭張清守二關應付官軍四悍將車輪戰。這些梁山好漢謝幕退場之戰，極盡雷

轟電閃。

  一丈青遭滅門之仇，真是無憾於心嗎 ? 民國初年程善之作續書殘水滸改正

之。王英和黑旋風李逵在忠義堂吵架，爆出當年李逵濫殺扈太公全家，原來宋

江盡力隱瞞三娘在鼓內多年，說是祝家莊派人下毒手。她驟知真相，晴天霹靂，

義憤填胸。待李逵在山後小溪沐浴，放箭將他射死。割下頭顱送給宋江，宋江

勃然大怒，要將三娘繩之於法，宋太公出面，維護此義女，不讓她損失分毫。

  無論如何，一丈青下嫁矮腳虎，乃是人間一大悲劇，續作者俞萬春和程善之

稍作挽回。

一丈青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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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的金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美國檀香山駐珍珠港的艦隊被日軍突襲，逼美國捲入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漩渦。在參戰前美國的輿論早已同情在苦戰中的英國和中

國，國民政府遣胡適向美國國會訴說，請立即停止輸運石油往日本，一滴石油

換取中國人一 gallon 的血。於是美國禁出所有軍用品給日本，日本同時要擴

張在南太平洋霸權，要掠取多處英國和荷蘭殖民地，因此不能避免和美國武力

衝突，時海軍元帥山本五十六 Admiral Yamamoto Isoroku 獻策，如不能避免

和美國開戰，一定要先下手為強，摧毀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實力，逼美國作城

下之盟，恢復石油供應。這轟炸停珍珠港的戰艦絕對成功。山本五十六是一卓

越的戰術家，他還派副手南雲忠一率戰艦進駐檀香山，摧滅美國逋逃的戰艦。

南雲失期未至，後遺症是跟着中途之戰，希望美國海軍殘餘勢力毀之一旦。

  山本滿以為在日本強勢威脅下，美國會乖乖就範。他的戰術未能彌補戰略上

致命的錯誤。珍珠港突襲激起沸騰的美國公憤。全國敵愾同仇，與日本勢不兩

立，誓與日本拼命到底。

  中途之戰日海軍目標太分散 : 要分兵襲 Aleutian 群島、佔據中途島、炸沉

所有美國航空母艦，反而美國佔了上風，早獲得密碼，破解了日本主力艦的行

蹤，因而用最高火力摧毀它們。中途之戰是美國對日本戰爭的轉捩機。此戰後，

日本再無力和美國抗衝。接着瓜島 Guadalcanal 和所羅門群島之役，山本率領

的日軍雖有凌厲的表現，重創美部隊，卓越的戰術仍未能克服戰略的疏漏。山

本未能集中火力於一處，給美軍個別擊破的機會。囿於物力和人力的限制，日

本是承當不起這漸漸磨損戰事 war of attrition 的。

  山本五十六出生於一八八四年四月四日，是長崗市高野貞吉第六兒子。他的

怪名得自父親五十六歲時生他。孩童時就被長崗市的名門山本帶刀認養，於是

改姓山本。家境豐裕，自幼得天獨厚。一九零四畢業於日本海軍學校。他曾參

加一九零五年日俄戰爭，對馬島之役，他受傷損失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年青

時他有流連花街柳巷的習慣，妓女給他一綽號「八毛錢」。原來修指甲費用是

一元，他只有八指，減收二毛。他還精於賭博，常贏得巨款，曾在蒙地卡羅席

捲一賭館，是被禁止入內的第二名賭客。他曾誇下海口，若給他一個月的賭本，

他會博回一艘戰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他就讀於美國哈佛大學，畢業

後取道歐洲回日。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八年他再渡太平洋來美，充任一海軍上將

隨身武官。他瞧不起美國軍人，說美國海軍是一橋牌和高爾夫球俱樂部。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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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了勇悍的氣質。他藉此機會往其他城市，如 Detroit 觀摩美國工業，使他

深深敬重美國的潛質，是惹不起的酣睡了的獅子。

  一九三八年他晉升為海軍元帥，成為艦隊的總司令。他極力主張用航空母艦

為主力，後成了突襲珍珠港的罪首元魁。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囂張，陸軍首相東

條英機執政。山本五十六極力反對和德、意二國結盟，更不可與美國為敵，若

和美國作持久戰必導致日本的末日。奈何彼時戰雲密佈。山本身為海軍元帥，

已是箭在弦上。他精於撲克，他認為若要一戰，只可一博求勝，迅雷不及掩耳

摧毀美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庶幾可有取勝機會，於是遂產生了珍珠港的突襲。

  美國人對山本五十六的仇恨，刻骨銘心。正如中國東北人對坂垣征四郎，中

原人對土肥原賢二，南京人對松井石根。總要撲殺此獠方可洩心頭之憤，機會

終於來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山本五十六往所羅門群島中的 Bougainville 

Island 考察前線軍事狀況。美國海軍上將 Nimitz 得悉，他早已獲悉山本飛機

的行程路線，是紐西蘭海軍擊沉了一日本潛水艇獲得一密碼盒破解到。Nimitz

上訴給羅斯福總統且請示這暗殺機會，總統和他的國務卿和海軍總帥商討，他

有點猶豫，暗殺敵人上將總有點不光彩。二幕僚異口同聲說 : 珍珠港突襲是不

宣而戰，早將山本五十六身份列為普通士兵，是鎗彈的目標。羅斯福霍然起立，

微笑舉起酒杯 :「我們預祝 Admiral Nimitz 的復仇任務成功罷。」

  Nimitz 遣出戰鬥機，充滿汽油，在 Bougainville 島高空等候。它們故意避

開日本雷達觸及，遠遠繞高空而飛。山本五十六有六戰機護航，他是頂守時的

軍人，若有延誤，美國鬥機會汽油不足而墮海。果然山本的飛機只遲了一分鐘

抵達島的上空。美國鬥機一向目的掃射，其他應付日本護航機，載山本的飛機

着了火，向島上叢林冲下去。復仇任務絕對成功，後來美國再來一手。Obama

總統派人行刺九一一的禍首，卞拉登 Bin Laden。

  兩日後日本軍方往島上搜索，山本座機的殘骸找到了。他的遺體安詳地在座

位，身上只有兩處傷痕，右手按着佩刀，低着頭在默默沉思。因島上炎熱得很，

遺體會迅速腐朽，就在島上舉行火葬儀式，骨灰運回日本故鄉長崗市安葬。

  

  山本五十六終年五十九歲，他死後名聲鵲起，直上雲霄，日本人奉他為戰神，

要建一特別神社拜奉他。他有一好友說他生前很低調，死後亦不需要任何奢

飾。只在長崗市建一紀念館記述他生平事蹟。

山本五十六的金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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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就有不同的反應，美國人不相信日本報導他去世時狀態，廿一世紀組織

了一探險團 Pittori Excursion 往 Bougainville 島。飛機殘骸仍在，已是四

分五裂，在山本五十六座位內發現一顆純金的假牙，是套在一已杜牙根的原牙

上。這手續是相當昂貴的，只有經濟富裕的人方能負擔。探險者相信金牙的主

人是山本五十六，他們隨後往訪長崗市，探訪山本的後人並參觀紀念館，山本

的牙醫早已逝世。唯一可以證此金牙是否山本遺物是用 DNA，而這試驗也很渺

茫。山本的後人拒絕供給 DNA 的樣本，探險者認為他死時頭部炸裂，所以金牙

爆出，不可能是日本官方報導得這麼完整尊嚴。島上天氣令人揮汗如雨，時有

毒蛇蚊蟲侵擾，探險者忍受這些惡劣條件，為甚麼呢 ? 要證明體無完屍，山本

五十六不得好死。若不遇刺，他將和東條英機同一結局，被絞殺，可見美國人

恨之甚深。



894

從歷史和天文角度去看聖誕

  耶穌基督降生在鼎盛羅馬帝國時代，他出世時羅馬帝國已繁榮了六十多年。

以色列人 ( 猶太教十二支派 ) 十二世紀前已在巴勒斯坦地區開始生活，他們的

歷史記載在舊約聖經中。在這期間以色列曾經被下列各異族人統治過 : 亞述人

Assyrians、巴比倫人、波斯人、希臘人、叙利亞人。公元前六十三年羅馬軍

事勢力從叙利亞延伸至以色列。耶路撒冷被攻陷。巴勒斯坦劃分為四區，其中

猶大區 Judaea 是猶太人聚居處，首府是耶路撒冷。

  公元前四十四年，大帝凱撒 Julius Caesar 被刺殺，姪孫 Octavian 取得

羅馬帝國寶座，年僅十九歲，他出生年份剛巧是 Pompey 攻取耶路撒冷，將

Judaea 納入版圖。Octavian 於公元前三十一年，在海上擊敗最強的對手 Mark 

Anthony，他成為地中海東、南、北主人，且勵精圖治，將帝國勢力發揮到顛

峰。羅馬人稱他為 Caesar Augustus，是當時世界上最有霸權的君主。Caesar 

Augustus 駕崩，繼位的是 Tiberius，基督就在他任內被釘十字架。

  帝國的疆域太遼闊，Augustus 要割成很多行省分治，各省首長負責維持地方

秩序，撲滅反抗，徵收各項稅。這些入息稅是供應帝國內官員奢侈糜爛生活。

各地皆有成千屢百羅馬軍隊將士駐紮。

  公元前三十七年，Augustus 指派 Herod 為猶大區首長，也就是當地土王。

他不是猶太人，而是死海西岸的亞拉伯人，他的父親在凱撒大帝遠征埃及時立

下戰功，所以一家都蒙賜帝國國籍。他曾任加利利省長，被充任猶大王時是

三十六歲。頂頭上司是叙利亞 Syria 行政長官。Herod 是基督出世時耶路撒冷

寶座內的猶大王 (King of Judea)，Herod 禀性貪婪，各地搜刮民資，借稅務

為名，他好大喜功，在海邊建一新城名喚 Caesarea 以取媚於羅馬大帝 Caesar 

Augustus 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大聖殿。Herod 很殘忍，濫殺和自己持異見的人，

包括近親如妻子、兒子、岳母、襟兄。他聽到傳聞伯利恆誕生了一猶太人的救

世主，便下令屠殺所有新生嬰孩，所以基督父母約瑟和瑪利帶着他逃亡埃及。

很多聖經學者認為此屠戮上百兒童，但那時伯利恆是一小地方。遇害的兒童不

會超過十位，此殘暴動機是 Herod 不容許他的權限被奪。

  早期教徒的看基督一生，把重點放在他的死，他的教義和事蹟都環繞着他的

殉難，聖誕倒是次要。四福音中只有馬太和路加提及聖誕。馬可和約翰都是從

施洗禮約翰和耶穌接受洗禮說起。學者認為馬可福音是最早成書的，寫作年代

只距基督受難四十年。馬太和路加二福音都寫於釘十字架後六、七十年。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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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二門徒之一，本是耶穌的好友，是他自己選中。雖然他和基督有非常密切

關係，他沒有可能目睹聖誕。路加和基督非親非故。他記載聖誕只能得自輾轉

傳說。馬太和路加都沒有準確記載聖誕的年代和時間。

  基督後一百三十年，一位住在羅馬城內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亦是一修道者

Dionysius Exiguus (Dennis the Small) 受任整理日曆。他鐵定聖誕的年代是

公元第一年，所有基督教國家都以此為定以記載歷史和錄取時事。後來權威人

士推出 Exiguus 犯了一小錯誤，計算遲了四年。基督是公元前出世，依他的日

曆，猶大王 Herod 在位期間是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年。根據在基督出生

那年，Herod 屠殺初生嬰孩，聖誕最遲已是公元前四年。

  路加曾記載 Caesar Augustus 發佈帝國內人口調查令以便徵收稅項。那時叙

利亞行政首長是 Cyrenius，亦即是 Herod 的上司。和基督同時的猶太人史學家

Josephus 記載公元六年至七年有一人口調查，是叙利亞首長 Cyrenius 負責。

很顯然近十年前即公元前八年，Cyrenius 主持前一次的人口調查，且躬臨聖

地，記載於一羅馬基督徒律師 Tertullian 筆記中。他相信真正聖誕是公元前

八年，因為約瑟 ( 基督父親 ) 要逃避故鄉的人口調查，在進入伯利恆路上，耶

穌在馬槽出世。

  無論日期，就是聖誕季節也令人疑惑參詳。路加福音記述牧者在晚上領導羊

群回家。這不應是冬天苦寒的十二月尾，而是在春暖花開時候，正好是羊群繁

殖季節。獅和狼亦趁此時機蠢蠢欲動，獵取食糧。牧羊人要格外小心保護。聖

誕應在春天。為甚麼早期基督徒選擇十二月二十五日 ? 這是吻合 Saturnalia

日子，在異教徒 Pagan 時期，人們慶祝冬天降臨，在豐富秋收之後，且在一年

終尾，正好稍作休息，期待新年來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聖誕只公認於歐西國

家。亞美尼亞人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定於一月六日。俄國人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定於一月七日。可見得聖誕是隨便而定，沒有任何歷史根據。

聖誕前，伯利恆之星特別明亮，有以下的解釋。一六零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神聖

羅馬大帝國 Holy Roman Empire 天文學家 Johannes Kepler 發現土星 Saturn

和木星 Jupiter 走在一處。這二行星組合 Conjunction 只是地球上看到它們同

一陣線的錯覺，它們仍相距很多百萬里。Kepler 在布拉格望遠鏡上觀察到，

二行星的光融匯在一起，製成一特別光芒的巨星。Kepler 計算這現象曾在

一千六百多年前發生過。這就是公元前六年的聖誕。在基督在世時期頗為活躍

的巴比倫占星學院 Babylonian School of Astrology at Sippar 也記載了公

元前五年的土星和木星組合。

從歷史和天文角度去看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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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記載東方三博士 Wise Man of Orient 看到這光耀奪目伯利恆之星，

便分別起程往伯利恆去，朝見救世主。他們獻上黃金、乳香、沒藥。黃金是萬

王之王的象徵。乳香 Frankincense 是產於亞拉伯半島的樹脂，在宗教儀式時

燃燒，奇香撲鼻，代表神聖的禱告和祝福。沒藥 Myrrh 也是樹脂一種，榨油灑

在君王或主教頭上以示尊貴。它亦可用來殮葬，以防止遺體腐朽。混和了酒，

Myrrh 充作藥物以麻木和紓緩疼痛。釘十字架時，基督拒絕了一杯含有 Myrrh

的藥酒，在出生時他收到作為禮物之一的 Myrrh，似乎暗示到死在十字架上的

人間結局。

從歷史和天文角度去看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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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但丁堡陷落

  一四五三年奧圖曼帝國王 Mohammed II 攻陷拜占廷帝國首府君士但丁堡。

在經年屢月從歐洲方面來的猛烈炮火不斷攻擊下，這堅固堡壘，金城湯池終於

淪陷。這是破天荒大事，歐西歷史轉捩點。在拜占廷浴血守衛戰中，東羅馬

皇帝陣亡，接下來的是大屠殺，全城摧毀，劫掠處處。圍城苦戰兩個月後，

Mohammed II 氣宇軒昂地進入市中心的聖蘇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這是

五三二年時東羅馬大帝的巍峩建築。教堂內的聖物和珍寶被搜刮一空，立即被

改為一回教寺。全歐洲備受震撼。在君士但丁堡千年的基督教歷史，就隨君士

但丁堡黯然收場。

  君士但丁堡立即變為一回教城市，名稱也換為伊斯坦堡。奧圖曼的土耳其人

現可染指巴爾幹半島，且牢牢穩握這塊土地，因為君士但丁堡作為他們的絆腳

石已不再存在。他們進攻巴爾幹，侵蝕歐洲再無因君士但丁堡的援兵構成後顧

之憂。歷史悠久的羅馬大帝國受不起這致命一擊，隨君士但丁堡陷落而淪亡，

退下歷史舞台。這歐洲和亞洲接壤處，不僅是東羅馬的首府，更是文化、商業、

行政中心，驟然被回教徒奪去。

  君士但丁堡陷落切斷傳統邁往遠東的通道。這朝向東方的門永遠關閉，歐洲

不得已企圖另尋出路，將目光注射在大西洋上，很自然歐洲的海洋探險時代開

始。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就是這些蓬勃探險事業巔峰。

  改了名字的新城伊斯坦堡在回教人手中復興起來，這是經歷多年的荒廢衰

落。它成了奧圖曼帝國新都，管轄地域長伸至叙利亞和埃及。君士但丁堡陷落

對土耳其人的世界觀有洪水突來的冲擊。對他們說，不是「陷落」，而是「征

服」。自中世紀後期，拜占廷 ( 東羅馬 ) 首府君士但丁堡是供應奧圖曼領土的

文化活泉流。土耳其人向它吸取科學、文學、哲學和藝術知識。更重要的，

君士但丁堡給他們一學習和容忍先例，也是輸出智慧的糧倉。君士但丁堡也

是一自由海港，一繁榮市場，一世界金融匯集點，簡直是一取之不竭的金庫。

Mohammed II 是一磊落英多的明主，當他將君士但丁堡緊握後，立即終止所有

破壞行動，和劫後餘生的希臘裔居民談判，保留了東正教的大主教。他為了伊

斯坦堡能繼承君士但丁堡成為帝皇之都盡了全力。但此城的命運和最後一步不

期然改變了，君士但丁堡舊面孔永遠消逝。西方文化和文明亡失，各行業市集

遁去，複雜的國際金融系統消弭於無形……碩果僅存的是舊拜占廷古老政治系

統，官場上的頹毀仍在。統治階層奢侈和腐敗的生活方式 : 宧官、宮廷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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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探、貪官、兇殘政客彼彼皆是。這些毒素灌輸入奧圖曼帝國體制內。奧圖曼

的大征服(君士但丁堡陷落)吹起它走向滅亡之路號角。這是不可避免的諷刺。

後話 : 此文我是用英文寫的，現附上原稿給讀者比較，以後有機會寫「奧圖曼

帝國勃起」補述君士但丁堡守衛戰。

Fall of Constantinople

  In 1453 Constantinople, capital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captured by the Ottoman sultan, Mohammed II. The fall of this great 

city marks the end of an unremitting attack of the strong citadel 

with a tremendous power of artillery from the European side. This 

is a momentous event, a great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The Great 

Emperor killed, the entire city was plundered and destroyed with so 

much looting and massacre.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Mohammed II 

imperiously entered the city, marching directly to the great domed 

church of Hagia Sophia, which Justinian the Great built in 532 A.D., 

removing all its treasures, and turning it at once into a mosque. At 

the shock and shudder of all Europeans, thu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of Christian history in Constantinople sadly came to the end.

  Constantinople became immediately a Muslim city with the name 

changed to Istanbul. The Ottoman Turks now had a strong and 

tenacious hold on the Balkans, because Constantinople as a base for 

a rearguard offense against the Turks was no more. The Roman Empire 

was finally dealt a coup de grace (a finishing stroke),because the 

focal point of intersec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used as a 

cultural administrative, and commercial hub by the Eastern Roman 

Emperors in the form of their capital, now passed into Muslim hands.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cut off the traditional overland trading 

routes to the Orient. With the door to the East shut forever, Europe 

was forced to look back at the Atlantic. The great age of European 

overseas exploration spontaneously followed. Colombian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 was the crowning moment.

君士但丁堡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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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ved by the Muslims after its long neglect and decline, the 

changed city Istanbul now served as the capital of another empire 

stretching to Syria and Egypt.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also had 

a stupendous impact on the Turks. For a long period since the late 

Middle Ages Constantinople was a living fountain of civiliza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dominion, from which the Turks constantly 

had drawn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literature, philosophy and 

art. Most important of all, Constantinople was their vivid example 

of learning and tolerance as well as a continuous supply of 

intellectual fodder. Constantinople was also a free port, a market, 

a center of world finance, and literally a pool of gold. Mohammed 

II was a brilliant statesman. Once he took control of the city, he 

instantly stopped all general destruction, conciliated the surviving 

Greek residents, supported the patriarch of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did his best to continue the legacy of Constantinople as the 

city of the Emperors. The fate and ultimate step had been taken. 

Under the Muslim sultan, the fa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eternally 

and irreparably changed. The markets fled away.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faded away.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inter-regional 

finance disappeared into oblivion. What remained were the corruption 

and bureaucracy of the old Byzantine political system. The decadent 

and luxuriant life style of the ruling class, along with the 

eunuchs, the palace guards, the spies, the bribers and the nefarious 

political agents, instilled a pestilence in the Ottoman Empire. 

Ironically, the Ottoman victory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lso signals the beginning of its inevitabl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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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圖曼帝國崛起

  奧圖曼帝國自中世紀崛起至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潰散，影響西洋歷史

垂七百年。創始者是逐水草而居的中亞洲大草原內遊牧族土耳其裔。在行商、

地方糾紛、或聆聽教義上，早期這些族人和坐鎮在巴格達 Baghdad 的回教亞拉

伯王朝都有接觸，甚至有些充當王朝的僱傭兵。十世紀末，王朝分裂為好幾股

政治勢力。各有軍事實權，統領鄰近地域，土耳其人乘機勃起，從中亞席捲而

來，蠶食了這些零碎土霸，篡奪了中央亞拉伯王朝，成了真正的主人，出類拔

萃的 Seljuks 家族，脫穎而出，然而其統治並不十分穩固，有賴於流離的遊牧

兵卒，時和久居的土著產生磨擦。

  一零七一年Seljuks擊敗拜占廷Byzantine軍旅，奪取Anatolia(今土耳其)

東地區。他們認為這塊寶地更適合生活條件，開始大批移民從中亞而來，鳩佔

鵲巢。久居原地希臘裔基督教徒，幾無容身之地，彼時土耳其人已成為回教徒

久矣。

  一二五八年成吉思汗之孫 Hulegu 建伊兒汗國 Ilkhanid，鐵蹄所及，踐踏了

波斯、伊拉克、Anatolia 東，攻取巴格達，驅逐 Seljuks。在原居地遊牧的土

耳其人，在難民潮中隨波逐流，紛紛向西遷徙，蠶食了原屬拜占廷帝國治下諸

城市。Anatolia 地區也成了古土耳其雛形。

  伊兒汗國政治組織非常鬆懈，各地土耳其人蠢蠢欲動，其中出了一卓越的領

導 Osman( 這是 Ottoman 命名的根源 )，他率領族人佔據了進入君士但丁堡的通

衢大道，並且吞併了拜占廷的城市，尤其是沿 Dardanelles 海峽兩岸的，控制

了進入歐洲的咽喉，獲取得豐富的資源，於是奧圖曼帝國正式踏上歷史舞台，

發揮時達七百年長的威力。

  十四世紀中葉拜占廷大帝約翰六世平定內亂，倚助於奧圖曼軍旅，承諾割讓

Gallipoli 半島臨地中海和 Marmara 海一大片土地為酬。於是奧圖曼在歐洲有

一穩固的踏腳石。以 Thrace 為軍事中心威脅東歐，同時兼併了 Anatolia 的西

部和中部。在巴爾幹半島戰事中他們學曉了炮火戰，尤其是匈牙利人製的巨型

石炮，是後來攻毀君士但丁堡城牆最厲害的武器。

  十五世紀剛開始，奧圖曼帝國棋逢敵手，在撒馬爾罕 Samakand 建國的帖

木兒 Timur 驍勇善戰，一四零二年在安加拉 Ankara 大敗土耳軍，生擒名將

Bayezid。這滿溢着蒙古血液人甚為兇狠，一年的劫掠，Anatolia 殘破不堪。

奧圖曼王 Murad II 起來收拾殘局。他要驅逐蒙古人，穩固邊界，重整民生。

一四五一年 Murad II 駕崩，傳位給十九歲的少年兒子 Mohammed II，奧圖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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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版圖已是 Anatolia 全部，東歐巴爾幹半島大部份。君士但丁堡是土耳其

重重包圍着，危如墜卵的孤城。自十四世紀以來，奧圖曼對此孤城虎視眈眈，

屢起戰事，必欲得之建立歐亞間橋樑。帖木兒入侵給君士但丁堡稍作喘息。

Mohammed II 是一很出色軍事人才。甫登位便延伸勢力至希臘、兩河流域 ( 現

伊拉克 )、黑海岸。他有極殘忍一面，將尚在襁褓中的嬰孩小弟勒死，避免國

內可能因爭奪王位激發內戰。奪取君士但丁堡是他志在必得，一四五三年慘烈

的君士但丁堡衛戰是不能避免的歷史悲劇。

  大權在手，Mohammed II要奪取君士但丁堡，將國都從Adrianople (Edirne)

搬至上千年歷史的東羅馬首府，完成先祖未了之業，戰事開始前，他做了些準

備，切斷君士但丁堡經 Bosporus 海峽通黑海的糧道。要守城將士缺食迫降，

一四五二年四月至八月間，土耳其人在海峽邊建一宏偉堡壘，命名「割喉」，

發出訊號，經海峽入城的歐洲船隻定遭殃。果然一四五二年十一月一威尼斯

戰船，不聽警告，駛入海峽。堡壘出兵擊沉，全部船員被斬首。船長 Antonio 

Rizzo長劍穿胸，釘在甲板上。遺體日曬雨淋，逐漸腐化，不許掩埋以示警戒。

這是君士但丁堡守衛戰的殘酷序幕。

  一四五三年三月奧圖曼艦隊出現於 Marmara 海，拜占廷出地中海的航運被堵

塞。四日一日土耳其十萬之眾士兵抵達君士但丁堡城下，守城的只有七千本土

人加上五千外國僑民，眾寡懸殊，顯而易見。在位東羅馬皇君士但丁十一世頗

能鼓勵士氣，治內有希臘人、巴爾幹島的斯拉夫族、意大利族的威尼斯人和熱

內亞 Genoa 人、西班牙西北的 Catalan 人 ( 今 Barcelona 地區 )、還有土耳其

人、英倫三島人…. 那時的君士但丁堡簡直是一國際大都會。國王激發臣民敵

愾同仇，眾志成城，為此危城獻出寶貴性命。大致分配工作是靠歐洲外城墻由

本土人和意大利人協守。因海上爭霸，威尼斯和熱內亞二城本存着不可解的矛

盾，君士但丁十一世委婉勸說他們暫棄前嫌協力守城。海港地帶由土耳其族

Prince Orlan 領本族人嚴管。Orlan 是 Mohammed II 遠房親戚，深知他殘忍

成性，若被他生擒，定受盡折磨而死，所以這支海港部隊是拼了命，視死如歸

的。市中心橢圓跑馬場 Hippodrome 周邊由 Catalan 人巡視。攻城部隊挖地道，

企圖用火藥炸破城腳，坍毀城牆。君士但丁十一世委任炮炸專家蘇格蘭人 John 

Grant，識破計謀，一一及時熄滅。

  君士但丁堡地形是一突出來的小半島，南是 Sea of Marmara，北是金角灣

Golden Horn，東是 Bosporous 海峽和 Marmara 海交接，只有西邊連接歐洲的

陸地，被一度長長南北的城牆圍繞着。瀕海的 Marmara 城牆和金角灣城牆異常

堅固，且地勢險峻，又有 Prince Orlan 敢死部隊看視，土耳其人無下腳處。

Mohammed II 將目光轉移到西部陸地的 Theodosian Wall，這是歷千年以上的

堅厚城牆，飽歷戎行，受盡炮箭，從未攻破。這西方戰事異常激烈，守城總司

奧圖曼帝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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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是 Giustiam Longo。雙方傷亡甚眾，一戰七十六拜占廷士兵被擒，他們受處

酷刑，長劍貫胸釘在地上，輾轉呻吟下死去，在Prinkipo島上戰事，寡不敵眾，

拜占廷兵寧可在烈火焚身而亡，也不肯落在土耳其人手中受辱，Mesoterchion

之役，土耳其兵填城壕攻城，出其不意統帥 Longo 率領拜占廷和意大利部隊突

然湧出，盡殲敵兵七百人，守城士氣大振。

   Mohammed II 有一張秘製王牌，戰前委託匈牙利人 Urban 做一巨型石炮，從

歐洲大陸搬運到 Theodosian Wall 腳下。從四月十二日起，炮彈攻城，從不稍

懈。Urban 炮甚為笨重，每用一次，木台受損，泥土傾斜。只能一日內發射七

次，因為搬入炮彈和發射過程都甚為艱巨。那震耳欲聾的響聲確能潰壞守衛者

神經。那落下的大石給城牆的破傷力，前所未見。Longo 統帥領人修補，真是

疲於奔命。

  兩個月來的攻城和守衛，簡直是人肉磨坊，陣亡者雙方不可勝計。五月

二十八日雙方都了解這是最後一次的決定戰，是夜東羅馬皇君士但丁十一世

將所有基督徒將領聚在一處，有東正教和天主教的，各族人 Slavs, Greeks, 

Catalans, Castilians, Venetians, Genoese…. 和本土的 Byzantines。他們

肩並肩站着，個別受自己的主教祝福。這是生命最後一剎那，不久便和此危城

共存亡。

  翌日在大炮雷轟下在 Blachernae 和 Theodosian 兩城牆夾縫處一小閘口裂

開，土耳其軍風捲雲湧而入，拜占廷兵人數處於劣勢，已抵抗無力。Longo 元

帥身受重傷，君士但丁十一世哀求他帶傷留守以穩定軍心。屬下將他抬上船，

駛往 Chios 島。兩日後，他因傷斃命。君士但丁十一世亦在巷戰中陣亡。守港

口的 Prince Orlan 部隊和守城牆的拜占廷及威尼斯部隊也戰至最後一人，不

肯投降。守跑馬場的 Catalan 人亦全部殉難。只有熱內亞人棄甲逃往金角灣對

岸 Pera 去。

  君士但丁堡已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中世紀有一不明文惡例，每攻陷一城，勝

者可以任意屠殺和劫掠三天，這是君士但丁堡的浩災。此守衛戰不僅繫以家國

興亡，且是民族存滅，宗教更換，文化保失，其影響之大，歷史上寥寥可數。

東羅馬帝國悲壯地消逝，奧圖曼土耳其帝國勃起，如日中天。

                                                

奧圖曼帝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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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斯坦於蘇聯解體後

  吉爾吉斯斯坦 Kyrgyzstan 是中亞洲內陸一小國，面積僅有十九萬八千五百

平方千米，是前蘇聯最貧乏地區之一。它的東南部緊貼着中國新疆，湖川山谷

秀麗絕倫。綿亘山脈穿過墨綠叢林直延伸到天邊白雪皚皚的長線。廣闊的原野

點滿了牛羊。「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深谷中一群野馬在奔馳，

百份九十以上地面都被崇山蒙蓋着。尤其是在春季，日麗風和，深林密菁，千

巖競秀，美得令遊人透不過氣來，六百萬人就生活在這如詩似畫，洋溢牧歌的

田園和原野中。我們不要被這優越的山環水抱地理蒙蔽了眼睛。國內有三份之

一人生活在窮困中，特別是山區居民，他們獲得生活上的方便異常困難，在嚴

寒的冬季尤甚。這小國山內藏有豐盛資源，包括最珍貴的金和鐳。因何人民生

活如許苦楚，蘇聯解體後更顯著，這有很複雜的遠因近果，自一九九一年獨立

後，人民仍在披星戴月，爭扎求存，為甚麼呢 ?

  要知道吉爾吉斯斯坦內原本都是遊牧民族，逐水草，擇郊野，隨地紮營幕而

居，獵野味而餐。上世紀二十年代蘇聯鐵手腕控制中亞。開發索取各地礦產充

為國有，處處建立工廠，分佈各專門人才管理和經營。土人放棄遊牧生涯而聚

居村落，甚至設立城鎮。棄馬入廠，蠅營狗苟，謀生於共產主義的體制內。蘇

聯解體，各中亞小國無可奈何「獨立」了。不能諱言的是「獨」了，但能「立」

嗎 ? 工廠突然關閉，出產貨品無消售出口處。一大批工人失業，上面沒有指路

明燈，他們何去何從?在蘇聯時代，各種生活如醫療、居室、糧食供應、交通、

教育、文娛…都有健全社會負責。現新政府承擔，沒有經驗，甚至有些官員 

懷私搜刮，所有系統突然崩潰，人民墮入痛苦深淵。

  新政府分配工作，不考慮負責者的經驗和背景。一壯丁 (三十六歲 )被派往

農場照顧羊群，他原本是在工廠內駕駛牽引車的，全沒有和動物接觸，頓感手

足無措。結果冬天羊生了病，他不知如何料理，損失了很多。在苦悶中，借酒

消愁。Vodka 麥酒是很便宜，只售一美元一瓶，染上酗酒惡習。沉醉中，惡狼

偷襲，好幾隻羊被吃掉。國內無以為生，很多成年人遠往境外如東歐、俄國、

作些操勞賤業，寄錢回家給親人作生活費。吉爾吉斯斯坦人本是遊牧民族，有

天賦騎馬牧羊本領，蘇聯解體後，不得已要重學祖宗故技以圖存。

 因為兒媳出外謀生，一老祖母 ( 七十八歲 ) 要看護嗷嗷待哺的孫兒，她的丈

夫已在十五年前辭世。家中沒有男丁，粗重工作沒有人承當。屋漏了不能上屋

背修補，只能用木桶載盛滴水。她不能往樹林採柴，只好用曬乾了的羊糞作燃

料取暖。政府每月發出的生活費不足夠，自己種些蔬菜作補充。她有八兒，沒



904

有一人在家，她毫無怨言，幸好還算硬朗，能負起家庭重責。農村生活太清苦，

大量人移居城市。

  一位綽號「光頭窮佬」英國人最近進入吉爾吉斯斯坦，我將他的見聞節述。

他駕駛一日本製的小汽車從首府 Bishkek 駛往西南一工業小城 Mailisuu，已

被蘇聯遺棄的，這小國南北為 Alaatoo 山分隔着，這是天山餘脈。光頭佬要

於攀登高山，離開 Bishkek 高原前，投宿在一小鎮 Kalininskoye。吉爾吉

斯斯坦雖然獨立了，殘餘的俄國氣味仍縈迴着。Kalinin 本是一蘇聯名將，

紀念他將此城命名。波羅的海畔俄國城市 Kaliningrad 本是德國東普魯士首

府 Konigsberg，第二次大戰後被蘇聯割取，也以此名將改名。首府本來名字

Frunze，也是另一蘇聯名將，獨立後改名 Bishkek。現首府中的大道仍命名

Frunze。光頭佬在到 Kalininskoye 前見到路旁有一甚為穩固用大石建築二層

樓宇，他好奇停車入內觀察。居室每層有三房間，滿地如玻璃紙屑等垃圾，顯

然已荒廢多年。他上樓查閱，梯級已殘破不堪，踏足要額外小心。樓梯頂端，

入房門口，躺着一貓的乾屍，皮毛尚存。光頭佬出門見到一告示。此樓原是高

級蘇聯官員寓所，主人已回歸俄國。出售價錢約二千美元，光頭佬啞然失笑，

購者還有一具貓木乃伊贈送。

  旅館很荒涼，不見其他住客，他領了門匙，見裡內一單牀，一洗面盤。洗手

間在走廊盡頭，是公用的，取價一夜五美元，也算差強人意。光頭佬精通俄語，

和本地人溝通不成問題，腹如雷鳴，向櫃面人員查詢用飯處，被指往街角一小

餐店，其實甚似九龍旺角一小排擋。沒有餐牌，何談選擇 ? 晚飯是一大碗湯，

內有一大塊羊肉，伴着幾塊黃色薯球，味道頗鹹。要習慣這些，未來數天地方

風情不過如是。

  尚未入夜，在街上徘徊，邂逅到一白種老婦，她很健談，說自己是烏克蘭裔。

先祖是沙皇彼得大帝因犯罪流放至此，她已是幾代土生。光頭佬被領到一歌劇

院，傢俬已搬清一空，場面龐大，閣樓也設了幾行座位，舞台幃幕猶在。老婦

很懷念少女時代在蘇聯治下渡過，欣賞了俄國來的歌劇，芭蕾舞，烏克蘭來的

雜技……三餐不愁，生活頗有色彩，這一切都是過眼雲煙。光頭佬出門時見到

歌劇院前的列寧銅像，彷彿仍默視着那逝去的年華。我也不期然想起五代鹿虔

扆半首詞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笛，

聲斷已隨風。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回到旅館，天已黑。走廊

沒有電燈，光頭佬摸回房間休息。

吉爾吉斯斯坦於蘇聯解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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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去前，光頭佬用二美元向旅館買下那滿有污漬的洗面盤，難道市面上沒有

些玲瓏精緻的紀念品?真是匪夷所思。他經過一棄用運動場，圍牆石欄杆仍在，

鐵絲網已無存。頗具規模的場地，雜草叢生，俄國人撤退後，小鎮人口頓減，

且西方的運動式不合那些遊牧民族後代的生活。

  看地圖，Mailisuu 距首府 Bishkek 不太遙遠，車子要走迂迴高低山路，且要

抺過 Uzbekistan 邊境，其實離烏國首府塔什干 Tashkent 還近點，旅程要多費

時日了。光頭佬見到 Mailisuu 指路牌，有廢去的閘口，旁有一軍警局，已是

人去樓空。在蘇聯時期，此是採鐳禁區，除居民外，異鄉人要領得許可証方能

進入。Mailisuu 是蘇聯的產鐳寶地，政府甚為珍重，其設備比其他同等小城完

善得多。光頭佬觀光了很多地方，我只能擇幾處作簡述。

  音樂學院現已停辦，地方寬敞，牆壁滿是共產海報，地面上仍有些手提樂器，

可能有損壞留在此。紀念碑上平台石級的大石全被拆除掉搬走作他用，留下泥

濘地面。碑已殘破，四周保留石雕亞洲人面孔，都是參與史太林格勒戰役死難

英雄，光榮何價 ?令人發生無限感慨。運動場面積比 Kalininskoye 的大得多，

有圍牆，外人難入，內有一高高火炬，是一九八零莫斯科舉辦奧運時豎立的，

「繁華事散逐香塵」，是這已荒蕪多年的運動場最好寫照。

  高尚住宅區一條街道上都是典雅洋房，二層高，每座都有騎樓和前面小花

園。不同於東歐各前共產國的一座座可容數十伙的平民居，這裡每一家庭都有

個人小世界，蘇聯要在俄國本土、烏克蘭、白俄、波羅的海三小國、東歐衛星

國等地吸引科學家、工程師、各技術人員來 Mailisuu，除高薪外，供應優越居

室環境，美好的托兒所和學校，蘇聯解體後，他們都返回故國，這高尚住宅區

成了「鬼城」。

  光頭佬在公園內遇到二位亞裔老人，用俄語和他們交談，起初他們很矜持，

後說話漸漸投機，他們盡傾盤肺腑，蘇聯時代，他們過得很快活，盡職崗位外，

一切都有政府照料，現在大不如前，地方失修，衣食不能溫飽。他們多麼冀望

俄國人回來，重新統治這地方，這獨立來得這麼突然，這麼勉強，這是他們人

生急走下降的轉機。光頭佬很感激老人的坦白，帶他們一超級市場買些食品作

酬謝。此市場以前很豐滿，現貨品寥寥無幾，老人只要了二瓶 Schnapp，其他

婉辭，絕不貪多，民風仍很純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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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頭佬到了開發鐳的山區，有一實驗室，外壁用顏色小石塊砌成化學實驗的

畫，裡內都是空洞洞。山也是開掘後殘破，處處崩爛。這有一很嚴重的後遺症，

鐳的洩漏，污染了整個地區，甚至污染了河流，下游的巴基斯坦也受其害。開

礦本地工人住的是簡陋木屋，和高尚住區比，雲泥殊別。

  在唐朝時吉爾吉斯斯坦屬中國，西域四都護之一的碎葉城 (李白降生地 )就

是現在的吐克馬克 Tokmak。和外蒙古一樣，曾屬中國的二外國，生活都過得很

苦。現只有橫貫境內崇山，仍以「天山」命名，是唯一中華文化殘留。

  力爭上游，吉爾吉斯斯坦仗着地理優越，開始辦些國際旅遊，其一是遊牧民

族運動會，在大草原上密密麻麻，立了很多營幕 yurts，安排各種活動比賽如

騎馬射箭、與鷹共獵、快捷築幕、徒手摔角……希望前景有所改良。

吉爾吉斯斯坦於蘇聯解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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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雜談

  甲殼類動物 crustacean 構成海洋內五花八門，多彩多姿一部份。幼小的如

螺螄 barnacle 賴很多長滿幼毛的腿，附在船身、船底、礁石、或魚尾。這些

幼毛是清濾器，海水中微生物被留下供為營養素。又有如小蝦 krill，日間潛

伏在海的深處，夜晚身體能發光，成群結隊出來覓食，對象亦是漂浮在水中的

微生物。它們亦是充作鯨魚、海獅、海鳥、八爪魚……的食糧。大的甲殼就是

人們日常海產珍味各類龍蝦、蝦、和蟹了。

  節軀綱 arthropod 是非脊椎動物中最大的，包括有蜘蛛、昆蟲、甲殼….。

其特點是軀幹分節，每節都有附加物，演變為翼或手足。蟹在分類中是軟殼目

class malacostraca ----- 十足科 order decapod。蟹的外形非常美觀，左右

均齊對稱。它是國畫大師喜愛的筆下海產題目。我的動物搜集中，國際樹上掛

了一隻塑膠的，地毯上放了一隻水晶的，一隻鍍銀的。

  我在此將蟹的解剖外圖簡述。軀幹分為頭、胸、腹。頭和胸溶會在一處稱為

cephalothorax，被一塊堅厚的骨蓋 carapace 保護着。腹在尾突出，是沒遮攔

的。腹的頂尖是尾巴 telson，這最後一節不似蝦的明顯。在蟹成長過程中，

carapace 要剝掉，更換新的 (molting)，雌蟹要在 molting 時期方能交配。

這也是蟹最容易被敵人傷害時期。席上美味軟殼蟹可以連甲嚼入口中就是在

molting中的蟹。蟹有五對腳，第一對從頭部伸出已被化為螯，是有力的鉗子，

捕足獵物後用它破碎以便吞食。鉗的部位喚為 chelipod。cephalothorax 即頭

胸部份伸出來的三對腳是用來在泥上橫行或斜行的。最後一對腳從腹部伸出是

用來游泳的。每一腳的頂尖有一趾dactyl，有助於活動時平衡穩定。內沒有肉，

食客不能入口。螯和頭連接的一節是 carpus，包以堅強的骨殼，可加強螯的殺

傷力。蟹的雙螯，大小均勻，唯一例外的是fiddler crab，一螯發展得非常大，

像一提琴，另一螯卻很渺小。眼睛長在頭部對鬚 antenna 的尖端。對鬚附近有

三對可以嚼食物的嘴。

  孩童時聽老人家詠蟹「生前無點血，死後滿身紅」。這是未認識蟹的生理前

姑妄言之姑聽之。蟹是有血的，顏色是近綠黑，混和其他內臟，不易發覺。只

有 horseshoe crab 的血是藍色。但馬蹄蟹不屬甲殼類，在 merostomata 目內，

在動物學中分類，和蜘蛛比較近點。蟹的血液循環是分開 open circulatory 

system，因為不同脊椎動物，它沒有血管。蟹有一長方形或三角形的心臟，

血液沁入幾個小孔 ostia，然後分泌到其他部位去。血液亦從 ostia 收回到

心去。至於煮熟後，全身呈紅有以下解釋。蟹骨蓋 carapace 包含着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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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stacyanin，緊緊裹着血紅素 astaxanthin。然而這蛋白質殊不穩固，在

高熱下瓦解。血紅素突然爆出，吸收了藍光線，這 carotenoid pigment 的

astaxanthin 將蟹殼染紅了。

  體內有二條神經，烹飪處理是將蟹放在鍋內水中，慢慢加熱將它煮熟。我們

經常聽到它垂死掙扎聲浪，甚至有些爪因此脫離了殼，這是酷刑下極端疼痛。

較人道辦法是用長針從尾巴 telson 穿入體內毀其神經，然後放入沸水中。此

法只能用於蟹，不能用於龍蝦，因為後者的神經線很長。

  雌蟹內的卵，呈黃色，俗稱「蟹膏」是食家的上品。至於那黑黃東西，是帶

血的內臟。心、肝、胰可以吃。肺、鰓gill、腸不宜入口。人們多將內臟清除。

曹雪芹在紅樓夢內有詠蟹名句 :「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這是

對當權人物的譏諷。前句說他橫行無忌，後句說他不分是非，缺乏「春秋」書

內對事件、人物品評，像蟹內黑黃之物。

  北方歇後語「叫化子吃死蟹 --- 隻隻好」，死蟹含毒，因為滿佈 domoic 

acid。此源於有毒素的海藻。蟹死後，肌肉也被 domoic acid 腐蝕，入口有霉

爛感。乞丐在極端貧困中，胡亂把死蟹入口，不復計較好歹，確實飢不擇食。

  蟹肉鮮美，世所皆知。其中一科 Xanthidae 含劇毒，沒有解藥，絕不能入

口。這些蟹殼顏色鮮艷，包括泥蟹、猩猩蟹、碎石蟹… 廚火亦不能解散毒素。

蟹的品種很多，其中亞拉斯加帝皇蟹、日本蜘蛛蟹，歐洲青蟹體型相當，其螯

和爪早成席上珍。中國的毛蟹，雙螯長滿絨毛，別具一格。出類拔萃的隱士蟹

hermit crab，為了保衛柔弱的腹部，要找一空的石螺殼 gastropod shell，全

身鑽入殼內，這就是它永久的家，在海上漂浮，它會背着這家。當蟹成長時期，

體型逐漸變大，它又要找一較大的石螺殼藏身。二蟹為爭奪同一殼而演出全武

行，是海洋常見現象。

  大自然的奇景是聖誕島上紅蟹大遷徙。這些蟹早已適應陸地生活，長年居於

潮濕的熱帶雨林。在產卵、排精交配季節屢百萬紅蟹步行往海邊去。這是超逾

一個星期的危險之旅。地方政府特意保護它們，要人車讓路，這是聖誕島吸引

遊客景觀之一。有一疑問，有這麼多紅蟹，居民不會缺少海鮮。這些蟹在林內

多以毒蟻為食糧，人們餐桌上敬而遠之。

螃蟹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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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旅遊復活節島，寫下很長的遊記，我沒有到過聖誕島，順便在這裡介紹

一下。

  聖誕島是印度洋內一小島，面積僅一百三十五平方公里，距印尼的爪哇島

三百五十公里，距澳洲西岸最近點一千五百五十公里，是澳洲海外屬地，人

口不夠二千。一六一五年被航海者發現。一六四四年英國船長 Captain Minor 

聖誕時到此，賜以此名。一八八零年英國派人在島上墾殖，將島撥給新加坡治

理。一八八八年島上唯一小鎮飛魚小灣 Flying Fish Cove 建立。島盛產石灰

磷酸 phosphate，輸出世界各地，贏利可觀。一九五八年澳洲要求英國將島割

給她。時新加坡正和英國談判獨立，不想夜長夢多，節外生枝，只好乖乖順從，

澳洲賠給新加坡一大批磷酸。因為聘請工人開發山地，從馬來西亞運來很多中

國人，這些「下南洋」謀生都是廣東人，說粵語，所以現在島上中國人佔百份

之八十以上，粵語通行。處處中華習俗，農曆新年尤見熱鬧。美食可望新加坡、

怡保、檳城項背。



910

十字軍歷史點滴

  英文十字軍 Crusade 一詞源於拉丁文，意義是「背負十字架」。十字軍東征

是從十一世紀至十四世紀一連串軍事行動，出發於歐西信奉基督國家遠達聖地

巴勒斯坦，企圖將它從回教徒手中奪回來。七世紀時回教首領 Caliph Omar 攻

陷耶路撒冷。一零七一年這聖城便陷落於土耳其 Seljuk 皇朝。當拜占廷帝國

Byzantine Empire 屬土 Antioch 公國被吞併，這是土耳其南鄰於叙利亞一大片

土地，基督教國家備受震憾，這徵兆是土耳其勢力在小亞細亞 Asia Minor 突

然膨脹，不能避免落入其魔掌。教皇 Urban II 於一零九六年號召基督騎士群，

組織一支隊伍前往聖地和回教徒角逐。大致來說，這十字軍東征反應當代宗教

情熱。亦可啟發探取財富機會和獵收聲望給未來的冒險。

  從多方角度來看，當代人很驚異教皇 Urban 的呼號。事緣在這數世紀以來，

天主教和東正教已有很難調和的矛盾。此二教在東歐爭取異教徒的信仰，從懷

疑對方演變成公開敵視。巴爾幹半島的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俄國人已被從

君士但丁堡 Constantinople 來的傳教士感染，成為東正教徒，而波蘭和匈牙

利卻皈依天主教旗下。一零五四年宗教大分裂 Great Schism 爆發。教皇和東

正教大主教互逐對方於門外。在紅塵中拜占廷帝視自己是唯一合法的羅馬帝國

繼承人，名正言順地統治西歐。

  響應教皇 Urban II，第一次十字軍遠征 First Crusade 誕生，西方教會一

致熱情地支持這軍事行動。成千屢萬騎士長途跋涉向聖地邁進。一零九九年他

們順利攻取耶路撒冷。拜占廷帝國和西方逐漸產生裂痕。在收復 Anatolia( 土

耳其東部 ) 後，拜占廷軍裹足不前。他們認為失地已光復，任務已完成，何必

和西方的十字軍再共艱苦，進攻聖地 ( 巴勒斯坦 )。從西方而來的十字軍勃然

大怒，認為他們不止在軍事上，且在宗教上被出賣了。

  十字軍要回報此恨。他們將從土耳其 Seljuk 皇朝奪回的土地叙利亞和巴勒

斯坦據為己有，這些都是拜占廷帝國亞洲部份的屬土。十字軍就在此新得來的

領域建一獨立國家。十字軍遠征還有一大成果。意大利兩港口熱內亞 Genoa 和

威尼斯從拜占廷帝國奪取了霸海權，壟斷了地中海商業。

  回教徒的損失是臨時性的。隨着一零九二年 Seljuk 皇朝淪亡，土耳其統一

復甦。一更可怕的歷史人物 Saladin of Egypt 踏上舞台。在他的英明領導下，

土耳其人圍攻西方十字軍城堡，在一一八七年奪回耶路撒冷。一連再的十字軍

遠征成為必須，要抵禦這些頻仍，逐漸的回教徒蠶食。雖然有多次遠征，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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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徒勞無功，未能回復第一之遠征的光榮。

  在西洋歷史中，十一至十四世紀最富傳奇，很多滿有色彩人物充斥其間

如 :Saladin of Egypt、Frederick Barbarossa of Holy Roman Empire、

Richard the Lion-Heart of England、 後 來 的 Pope Innocent III、

Frederick II of Holy Empire、Louis IX of France、Edward I of 

England。這時代加給人間極大的殘忍，令眾蒼生蒙受着無止的痛苦。在宗教

的掩蓋下，很多兇狠事件發生了。給人們肉體上的摧殘和精神上的折磨非筆墨

能形容。就談第一次十字軍遠征罷。它就有一不能磨滅的污點 : 在萊茵河和多

瑙河岸邊的猶太人慘遭屠殺。在一批「平民十字軍」抵達君士但丁堡時，拜占

廷帝國故意將這些手無寸鐵的平民送越 Bosporus 海峽，沒有帶甲步兵部隊護

送，以便當地本土的土耳其民兵任意宰滅。多麼可怕和可恥的借刀殺人毒計 !

  一二零四年教皇 Innocent III 召集的第四次十字軍遠征幾乎純是一商業行

動。威尼斯重金租了一艦隊，應許抵達君士但丁堡時有豐厚利潤以作酬報。拜

占廷王子 Alexius 企圖賄賂船上的十字軍助他被廢的父親復辟，成功後他們可

獲得額外巨資和物質。第四次十字軍遠征的原來動機是和 Saladin 的埃及開

戰，於是被君士但丁堡的政治陰謀轉向。在威尼斯人協助下，十字軍毫無忌憚

劫掠君士但丁堡。在乘機作亂中，城內倉庫，財物被掏一空。作為基督徒的十

字軍而能襲擊基督旗下最偉大的城市，這是不能理想而最可駭的。拜占廷歷史

最大的恥辱終不能磨滅。歷史文獻和文學作品化為一炬 ; 壁畫盜取下來 ; 青

銅藝術像被溶化 ; 很多珍貴作品船運回威尼斯，其中就有石像四奔馬裝飾了聖

馬可大教堂正門 ( 直至一九八一年為複製品取代 )。拜占廷皇帝和東正教大主

教逃離。拉丁王國取代了，但是危危欲墜的。一二六一年拜占廷皇國重回寶座。

第四次十字軍遠征對君士但丁堡毀滅性不下於一四五三年它陷落於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的土耳其人手中。(見「君士但丁堡陷落」「奧圖曼帝國崛起」

二文 )

  在十字軍歷史中，最令人痛徹心脾的是一二一二年兩次「兒童十字軍」。

因為前幾次十字軍都是一敗塗地，人們相信軍隊中盡是沾滿罪孽的人群。只

有純真兒童方可取得成功。在法國一名牧童 Stephen 年約十二歲，自稱基督

曾駕臨他面前，要他作領導。於是他以此宣傳，三萬童男童女跟着他從馬賽港

Marseilles 出航，乘船到非洲，抵步後便被奸人擄賣到埃及，男的為奴 ; 女

的為娼。神聖羅馬皇帝Frederick II聞訊，間不容髮和埃及土豪Sultan磋商，

贖回很小一部份。數星期後又有一德裔男孩 Nicholas 用同樣手法引領二萬跟

從者到羅馬。教皇 Innocent III 接待了他們，聲淚俱下勸說他們回家罷 ! 很

十字軍歷史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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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途中貧病交迫，心力俱瘁下倒斃。有些被賣作奴役。只有小部份滯留在法

國南部和意大利，終未能回家。

  一二九一年基督教在聖地最後堡壘 Acre 被攻陷。十字軍遠征成了暗明待滅

的燈。雖然此歷史現象罪惡淋漓。十字軍徒勞遠赴，未見功效。但留下一重要

軌跡，將東、西二文化融合，潛啟了後來的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後話 : 此文用中文寫甚難。先有英文版，後譯作，易得多。

Crusades

  The word Crusade, derived from Latin, literally means“carrying 

the cross”.Crusades depict a series of military expeditions during 

11th through 14th centuries from Christian Europe to recapture 

the Holy Land (Palestine) from Muslim control. Caliph Omar seized 

Jerusalem in the 7th century; the Holy City then pass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Seljuk Turks in 1071.  In 1085 the loss of the 

salient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in south Trukey bordering Syria) 

by the Byzantine Empire, presaging the imminent control of Asia 

Minor by the ever expanding Turkish power, greatly alarmed the 

Christian World. Upon the appeal of Byzantine Emperor Alexius to the 

West for military assistance, Pope Urban II summoned the Christian 

Knights in 1096 and organized a military force to recover the Holy 

Land from the Muslims. In general the crusades could reflect the 

popular religious enthusiasm of the time; the crusades could also be 

interpreted as opportunities to procure fortune and secure prestige 

for the adventurers.]

  Pope Urban’s action astoundingly surprised his contemporaries in 

many ways. The divisions between the Catholic and Orthodox churches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for centuries. As the two 

competed for proselytes in Eastern Europe, distrust turned into open 

hostility. The Balkan Slavs, Bulgars, and Russians were converted 

to the Orthodox faith by the missionaries from Constantinople, 

in the meanwhile Poland and Hungary became Catholic. In 1054 the 

十字軍歷史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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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Schism occurred; the pope and the patriarch had mutually 

excommunicated each other. In the secular world the Byzantine 

emperors saw themselves as the legitimate rulers of territories of 

the former Western Roman Empire.

  In response to the convocation of the First Crusade by Pope Urban 

II, a spiritual fervor was generated in the Western church. The long 

journey to the Holy Land was taken by thousands of knights. They 

readily captured Jerusalem in 1099. Relationship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West deteriorated further, because Byzantine soldiers 

stopped in Anatolia (Eastern Turkey) and refused marching towards 

Palestine along with the Crusaders after that part of Byzantine 

Empire was reconquered. This cowardly act was rendered as religious 

betrayal.

  In retaliation the Crusaders kept the territories they gained in 

Syria and Palestine from the Seljuk Turks although these territories 

originally formed the Asian port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Crusaders established independent states in these new gains. Reaping 

the tremendous benefits of the Crusade, the Italian ports of Genoa 

and Venice took over the control of Mediterranean commerce from 

Byzantine Empire.

  The Muslims’s  loss was temporary. With the fall of the Seljuk 

Empire in 1092, the unity of the Turks slowly gathered strength. 

A much more formidable figure, Saladin of Egypt, emerged onto the 

historical stage. Under his eminent leadership the Turks closed 

in on the West’s  holdings, seizing Jerusalem in 1187. Further 

Crusades were necessary to defend the Holy Land against the gradual 

but constant Muslim encroachment. The West could not regain its 

former stand despite this incessant crusading.

  The events in European history spanning these four centuries 

(from 11th through 14th ) is an era of romance, epitomized by such 

colorful personalities as Saladin of Egypt, Frederick Barbarossa 

of Holy Roman Empire, Richard the Lion-Heart of England and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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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e Innocent III, Frederick II of Holy Empire, Louis IX of 

France, and Edward I of England. This is also a period of immense 

brutality imposed on human kind, inflicting so much suffering. Many 

atrocious deeds were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physical 

excruciation and the mental anguish of the victims were beyond 

description. The first Crusade was stigmatized by the slaughter 

of Jews in towns along the Rhine and Danube Rivers. The Byzantine 

Empire deliberately sent all common people called the “People’s  

Crusaders”who arrived in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West across the 

Bosporus without protection of any infantry regiment so that they 

were massacred by the local Turkish forces.

  The fourth Crusade in 1204, called by pope Innocent III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papacy, was really an almost exclusively commercial 

adventure. Ships were chartered from Venice at considerable cost 

with a promise of lucrative remuneration once the Crusaders arrived 

in Constantinople. The Byzantine prince Alexius tried to bride the 

Crusaders to help restoring his deposed father to the imperial 

throne by offering them money and supplies. Thus the intention 

of an assault on Saladin’s Egypt was diverted by the political 

conspiracy in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aids of the Venetians, the 

Crusaders sacked Constantinople, completely pillaging its treasures. 

That Christian assault on the world’s greatest Christian city was 

an unthinkable and appalling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Byzantium, 

one from which it never really recovered. Historical manuscripts 

and books of literature were put to flame; paintings were removed 

and bronze sculptures were melted down; some great art pieces were 

carried off onto the ships back to Venice, including the four horses 

decorating the gallery above the entrance to St. Mark’s  Basilica 

in Venice (until 1981).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fled the city. 

A Latin empire was installed in its place which tottered on until 

1261 when the Byzantines came back to power. For Constantinople this 

crisis of the fourth Crusade was no less than the plunder by the 

Ottoman Turks as it fell in 1453.

十字軍歷史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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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ost heart-rending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e 

in the year of 1212. After failure of the previous Crusades, two 

children’s expeditions materialized, impelled by the belief that 

innocent children might succeed where sinful men had not. In France 

a shepherd boy Stephen age about 12, who claimed that Christ had 

visited him and told him to preach a crusade, led some 30,000 boys 

and girls to Marseilles where they embarked only to be kidnapped 

and sold into slavery or prostitution to distant Egypt. Holy Roman 

Emperor Frederick II allayed this tragedy somewhat by making a 

treaty with the Sultan of Egypt so that surviving few regained their 

liberty. A few weeks later a German boy, Nicholas, took up the same 

theme. He attracted 20.000  followers and made it to Rome, where 

Pope Innocent III gave them an audience. With tearful eyes the Pope 

passionately implored them to return home. Many died on the journey 

there and back. Some were sold to thralldom. Most simply stay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nd Italy. 

  In 1291 Acre, the last remaining Christians citadel fell to the 

Muslims. The crusade then became flickering lights on the stage of 

history. Despite the stupendous wickedness and the apparent futility 

of the crusades, they did serve to bring the cultures of East and 

West together,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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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駁吹笛手

  這是一膾炙人口的德國民間傳說。一二八四年在現今德國 Lower Saxony，當

時神聖羅馬帝國治下有一小鎮 Hamelin。鼠患非常嚴重。這些大老鼠有頑強的

生命力。殺鼠率遠比繁殖率低。家家戶戶晝夜都有大老鼠出入，遊弋房廳，成

了不請自來的寵物。鎮的官方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消滅此患。

  一天鎮內出現一魔術師，不知來自何方。他穿了雜色衣裳，手持長笛，身段

瘦長，形容古怪。人群稱他為 Pied Piper( 斑駁吹笛手 )。他吹出音樂，不止

娓娓動聽，還有一種勾魂攝魄的魔力。聽者不覺自醉，被音樂吸引了去，甚麼

急要辦的俗事都忘得一乾二淨，只想隨他而去，聆聽這些不能抗拒的音樂。一

班小童緊跟着他，甚至街上的貓、狗也圍着他的四周。

  有一智者突生妙計，何不用此Pied Piper治鼠。立即通知市長，召見他。「你

能替我們滅鼠嗎 ?」答說能，但要索取很高的酬報，一千塊金幣。市長毫不考

慮答應了。

  當晚 Pied Piper 坐在公園一角，慢慢奏出怪調，各戶老鼠，空群而出。他

站起來，慢慢向河邊走去。鼠群汹湧地追隨他。他走下河，鼠也跟着落水，全

部淹斃。一夜之間，Hamelin 的老鼠，消煞於無形。

  大功告成，翌日 Pied Piper 步入政府，索取酬金。市長對他說 :「我們小鎮

很窮，實在不能給你任何銀兩，你做了一天大好事，我們只能作口頭謝意。」

市長和各行政部門早商量過，鼠已滅絕，總不能回來。Pied Piper 來歷不明，

無親無故，可以賴着他，省回這筆錢。他不會給小鎮絲毫威脅。

  Pied Piper 聞此言，悻悻離開市府。當夜，各家各戶都聽到另一種神曲，確

使人心蕩魂馳。他們都掩耳避聽。黎明鎮內全部小童失蹤，只有一聾啞跛腳男

孩留在後面。小童何去何從，和 Pied Piper 一同在人間消失，這是數百年來

未解之謎。

  這故事的明顯教訓是；背信定會有一意想不到的嚴重可怕後果。中國古語「一

諾千金」，誠不虛也。

  一百三十名兒童失蹤事件是空穴來風 ? 德國人就信有其事。存在着三種解

釋。( 一 ) 這些小孩被 Pied Piper 帶走，投入兒童十字軍，其悲慘命運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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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兒童十字軍發生於一二一二年，和一二八四年 Pied Piper 出現相

距七十二年，已是人間有三代，顯然是附會之說。( 二 ) 這批小孩都死於鼠疫

黑死症，所以創 Pied Piper 故事作掩飾。黑死症爆發於一三四八年，更遲了。

全歐洲均蒙其災，受害者成年人居多，不單止是小孩。(三 ) Pied Piper 將兒

童放入歐洲各寺院，修道為僧去，此說比較不是最黯淡收場的。

  Pied Piper 故事收入文學中。德國詩人哥德 Goethe 寫了長詩「捕鼠者」，

德國 Grimm’s Brothers 的童話故事有「Hamelin 兒童」一節。我能閱讀到的

是英國詩人白朗寧 Browning 寫的長詩「斑駁吹笛手」白朗寧描繪鼠的猖獗很

生動，它們和狗鬥爭，能獵殺貓。嬰孩在搖籃內被咬傷。大桶內的乳酪被吃掉。

它們直接啜吸廚子的杓子。盛載鹽醃魚的小瓶被破裂。婦人的細語交談也中

斷，說話被鼠尖銳吱吱聲浪掩蓋。男人的假日用的氈帽被用作巢穴。現錄原文

於下 :

    Rats! They fought the dogs and killed the cats,

    And bit the babies in the cradles,

    And ate the cheeses out of the vats,

    And licked the soup from the cooks' own ladle's,

    Split open the kegs of salted sprats,

    Made nests inside men's Sunday hats,

    And even spoiled the women's chats

    By drowning their speaking

    With shrieking and squeaking

    In fifty different sharps and flats.

  現在 Hamelin 這小鎮也成了德國旅遊勝地，裡內保留很多中世紀建築，更以

Pied Piper 作號召為吸引。廣場內有人穿彩衣，吹長笛，一群兒童圍在身邊。

當然賣紀念品店充斥着 Pied Piper 的人像。餐室牌子上有一名菜為「鼠尾」，

用火腿、香菇砌成一鼠的尾巴放在碟上。餅舖出售一鼠模型蛋糕。未知這些「美

食」能令遊客倒胃否 ?

  Pied Piper 一詞已被收入英文諺語，是說一花言巧語的人，能着迷，引導一

無知者踏上不祥之路，遭遇不幸的後果。

  在我萬靈節飾物搜集中有一 Pied Piper 一穿了黑白相間衣服的人，駕着一

南瓜型的車，驅着一黑貓。Pied Piper 出現，是不愉快事將發生的徵兆。

斑駁吹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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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軟體動物

  席上珍中海味除了各種魚、甲殼外，還有鮑魚、魷魚、蠔、蚌……等軟體動

物 mollusks。在形態上，海螺和魷魚有很大差異，但裡內器官組織和功能是大

致相同，動物學在分類中歸納於它們為軟體動物綱。此綱在非脊椎動物中包羅

種類不可勝數。其龐大僅次於節軀綱 arthropod。

  軟體動物軀幹可分為三 : 頭、內臟、腳。頭包含像腦的智能器官。內臟總

括為 visceral mass。腳是軀幹最下層的肌肉。緊貼着地面。身軀被一層外膜

mantle 包裹着。這外膜通常會分泌出一堅硬物質，即是殼，但並不是所有軟體

動物均具備。外膜內的中空除內臟外，還有鰓 ( 呼吸器官 )、肛門和多個排泄

孔洞。

  很多品種口內具備一舌像沙紙般。學名為 (radula)。有些蓋着一排牙，剉刮

石頭上的海藻。有些表皮長滿細毛，將沙內碎屑生物捲入。有些演變成一尖銳

的毒牙去獵取。

  軟體綱分有七目。只有四目充作日常食物。多板目中的八甲蟲 chiton 身軀

蓋着八塊硬片。它的 radula 含磁性，更容易刮收石上海藻，堅銳到可以刻蝕

玻璃。Chiton 緊吸着大石，不易拔取。

  腹足目gastropod佔了軟體動物百份之七十，海螺、鮑魚、陸地的蝸牛都是。

外形呈圓錐。有一頂尖 apex。旋轉主體是渦卷 whorl。開口處分外唇和內唇，

會合於吸水彎管底端的缺凹 siphonal notch。海螺有奇異的圓錐，艷麗的色

彩，多為收集家珍藏。因為過份的搜購，一些海螺導致絕種。Gastropod 中最

為特別的是 nudibranch，全身現非常令人注目的姹紫，拖着一叢橙黃，這就是

它的鰓 --- 它的名字是「露鰓」，將鰓裸露在外。這樣嬌艷自許似乎在告訴

敵人 : 「勿近，我是高危物，不是食品 !」

  鮑魚也是 gastropod。普通人不相信鮑魚和海螺在同一目中。北加州本是鮑

魚產地。Sausalito 有一頗負盛名餐館 Scoma，建在海邊。坐在大法國玻璃窗

前，可以眺到遙遠舊金山風景線。Scoma 的鮑魚燔肉片，膾炙人口。四十多年

前我和母親曾品嘗過。離舊金山北，一個鐘頭車程的 Bodega Bay 是愛好者漁

取鮑魚的地方。那裡沒有小鎮規模，只有零星餐室和旅館。近二十年來海水變

暖，大海藻昆布 kelp 繁殖力轉弱。鮑魚喜愛食品也稀少了，跟着產量大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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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魚也成了山珍海錯中的上品，價格高於龍蝦。Scoma 餐牌也不常供應，只註

明是季節性的。

  雙殼目 bivalve 是海產中最常見。在此目內有蚌、帶子、貽貝 mussel…這些

動物深隱於海底泥濘中，或靠一線肌肉纖維 byssal thread 釘在大石上。帶子

能自由游泳，外膜 mantle 噴出或納入水令它行動自如。雙殼靠轉筋肌肉連繫

着，這是鉸鏈，控制開閉的關鍵。小腳突出，成了挖掘泥土的利刃，有助潛伏。

外膜內穴有鰓 gill，可清瀘食物 ; 有感觸器官 palps，可辨別食物的大小。

雙殼是外膜分泌物轉硬形成。當一微沙粒進入外膜穴 mantle cavity 內，外膜

分泌包蓋着這外來的剌激物體，形成了珍珠。將它變成圓形，滑潤的球體，能

使感覺舒服點，所以成語有「老蚌生珠」。蠔是製造珍珠原料。人們故意將沙

粒植入外膜穴內，讓它變成珍珠。日本是出名人養珠國家。其實能製珠的不止

是蚌和蠔，所有雙殼目海產都能製珠。外膜分泌同時製成另一裝飾品 nacre，

真珠母。

  雙殼目中有一斑馬貽貝 zebra mussel，本是歐洲產物。誤放入了美國水域。

它的繁殖力強，慢慢霸佔了河流、湖泊，剝奪了其他軟體動物的食糧。那頗為

健康的食物鏈子也被破壞。

  頭 足 目 cephalopod 包 括 章 魚 ( 八 爪 魚 )octopus、 墨 魚 ( 烏 賊 )

cuttlefish、魷魚 squid、鸚鵡貝 nautilus。它們的腳 ( 通常稱為爪或觸鬚

tentacle) 和軀體有眼睛部份 ( 即是頭了 ) 連在一起。軀體其餘大部份突兀伸

出，遠離各爪，頭足目大異於其他軟體動物處是沒有硬殼。鸚鵡貝的殼仍存。

魷魚和墨魚留着一層薄膜 ( 殼的殘餘 )。章魚全裸。除鸚鵡貝外，其他三種能

在緊要危險關頭放射墨汁，是掩蓋逃走路徑的煙幕，防止被敵人獵殺。墨汁可

入餐，別具風味。

  如其名，章魚有八爪，每爪長滿吸杯 suction cups，是捕足食物工具。墨魚

和魷魚有十爪。其中兩爪特別長，除了尖頂有吸杯外，其他部位是欠缺的。這

長長二爪稱觸鬚，特別靈敏活躍。有殼的鸚鵡貝的爪很短，多達九十二。漂浮

海水中，常躲在殼內以避敵人襲擊。

  在非脊椎動物中，頭足目有高度智慧，有很強的學習能力。它隨時可變形換

色。看似碩大無朋，能將軀體縮小，鑽入一石縫中。亦能將顏色更換和環境配

合成了一保護色，混亂獵者目光。章魚用爪將蛤和蚌的雙殼中分，吃取其間

幾種軟體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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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海底巨型魷魚，體積是海洋動物最大之一。法國文豪 Victor Hugo 在

長篇小說 Toilers of the Sea 中有精細生動的描繪，頗恐怖 !藍圈章魚 blue 

ringed octopus 含劇毒，能取人命。

  最後我要一談陸地上的軟體動物，我們常見的蝸牛 snail，屬 gastropod。

它是有殼的海洋蛞蝓sea slug。外膜穴內有一性器官gonad，兼產精子和卵子。

蝸牛雌雄同體，異體受精。交配時二蝸牛交頸，將精子輸入對方的卵子。

幾種軟體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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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說到果敢

  民族英雄鄭成功 (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 )誕生於日本九州平戶，父親鄭芝龍

是海洋劇盜，常擾福建與東洋貿易。母親為日本人田川氏。六歲時成功偕母返

回故鄉福建南安。弱冠被送往南京求學，成為監生。一六四五年清軍攻陷揚州，

史可法殉難，執行十日的瘋狂屠殺。鄭芝龍為保護家族降清。成功母田川氏雖

是日本人，竟有中國傳統節義，不肯隨夫受汙於異朝，自盡殉國。成功國恨家

仇在身，率領父親舊部和宗族在沿海和清軍作困獸猶鬥，是南明後期碩果猶存

的軍事力量之一。他的補給線是沿海和東洋商務的繼續維持。在這期間他和佔

據台灣的荷蘭人在商業上多有交流。成功率兵進攻江、浙、閩、粵等地，和另

一明遺臣張煌言合師企圖收復江南。終因眾寡懸殊，為清軍撃退。只憑藉臨海

條件，死守金門、廈門二地苟存，遭清朝海禁。

  一六五九年幕僚何斌向鄭建議。何不攻取台灣作長久之策。驅逐荷蘭東印度

公司駐軍，糧食的欠缺，迎刃而解，並擁有一長久基地，作反清復明。成功立

即接受，停止和荷蘭人貿易。一六六一年他率二萬五千軍自金門出發，橫渡台

灣海峽，先攻下台南地區，以為基地建立承天府。不久整個台灣島亦被囊括於

翼下。成功本有雄圖大計，南下呂宋 ( 現菲律賓 ) 擴大海外地盤，想不到突然

急病去世，終年只有三十九歲。

  自鄭成功收克台灣後，有大批明遺臣、明遺民移居島上，不願在異朝治下

過活。成功死後，兒子鄭經自廈門起兵，自襲延平郡王 ( 南明永曆帝朱由榔

一六五五年封爵 )，在台灣即位，將明朝中央官制移往島上。他仍奉已被吳三

桂弒的南明永曆帝為正朔。實際上延平王政權是台灣真正主宰。台灣成為南明

抗清最後一塊領土。一六八零年鄭經病逝，子克塽繼位。成功舊將施琅降清後

領兵攻台灣。康熙二十二年 ( 一六八三 ) 鄭克塽降清，台灣正式納入大清帝國

版圖。

   一八七四年 ( 清穆宗同治十三年 ) 欽差大臣沈葆楨來台灣辦理海防事務。

他表章鄭成功有「感時仗節，移孝作忠」，應屬「為民表率」，奏請為其建祠

祭祀。翌年一八七五年 ( 清德宗光緒元年 ) 帝准其奏。台南延平王祠建成。沈

葆楨親筆題一聯，為中國文學絕品之一 :

開千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河山，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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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為清名臣林則徐女婿，曾任兩江總督 ( 兼治台灣 )，才華超逸，譽動一

時。他擬的一聯，歌頌鄭成功，寧願在海外創一新天地，不肯留在已淪亡於異

族的故國。而他們翁婿二人為清朝服務，豈不是赧顏事仇?這挑起一有趣問題:

如何成為一中國人 ? 我認為能夠接受中華文化的就是一中國人。所以漢書立匈

奴人金日磾傳、新舊唐書立高麗人高仙芝傳和西域人哥舒翰傳、清史稿立英國

人戈登傳 (General Charles Gordon 有協平太平天國功 )。鄭成功目睹清軍下

江南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殘暴野蠻行為，當然不願留在淪陷區受辱。自己雖

流着日本人血液，但早受漢文化洗禮。慈母已為明朝殉節。毅然和父親分岐，

為南明效忠。清朝入關後，很快漢化，康熙帝工書法，杭州靈隱寺「雲林禪寺」

四字是他親筆。乾隆帝寫了幾百首詩，雖不是甚麼文學作品，總勝於現代人的

打油詩。康熙帝曾說 :「鄭成功明室遺臣，非朕亂臣賊子」。他寫了一聯輓鄭 :

     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

     諸王無守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按四鎮為揚州附近高傑等四鎮。兩島是金門和廈門。)敬仰之情，溢於言表。

直至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滿人已無異於漢人。林則徐、沈葆楨服務

於國家，於民族節義無愧。

   「洪荒留此河山，作遺民世界」不單指鄭成功攻取的台灣。還有現今緬甸

東北，瀕臨中國境的果敢和佤邦二地區。一六五八年吳三桂帶領清軍攻雲南。

南明桂王 ( 永曆帝 ) 撤入緬甸，逃到現在果敢地區。緬甸國王迫於大清帝國強

勢，將桂王交給吳三桂。桂王被他勒死，明亡。跟隨桂王入緬甸的臣民，就流

浪在外，不肯回故鄉，就在那裡和當地人通婚，交流繁衍至今，成了緬甸國內

的果敢族，其實都是明遺民後裔，流着漢人血液。

   果敢面積約二千七百平方公里，和中國雲南接壤。人民通用漢西南國語，

市面通行緬元及人民幣。學校教育中文課本，用大陸出的教科書。手機是中國

製造，和中國內地移動聯通。座機也是雲南臨滄區號。電力也是雲南供應首府

老街，由其變電站輸送。果敢在唐朝時為南詔國領土 ; 宋朝時屬大理國。元歸

蒙古族大一統。明以後在獨立狀態中。明朝末年大批漢人湧入，果敢政權穩握

在漢人手中。

  十九世紀末，果敢並入英屬印度，成為緬甸境內以華人為主體的土司縣。

一九五九年緬甸廢土司制，果敢陷入長期動亂。後強人彭家聲登上歷史舞台，

從台灣說到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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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手腕將果敢治理得井井有條垂三十年。果敢華人的安定生活和民族自治是有

一強大中國為靠山。雖是境外，中國一向關注果敢的福利，絕對阻止有損華人

利益的事故發生。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彭家聲和緬甸中央政府達成協議，成立第一特區，失

了很多地方。後果敢內亂，楊茂良和二弟起事，彭家聲被迫出走，緬中央軍乘

機侵入，佔領了軍事要點。果敢只剩下二千七百平方公里。後彭在女婿林明賢

幫助下，重回寶座，但勢力已大不如前。二零零八年緬甸軍以製造軍火為名，

再入果敢。彭無奈再出走。緬甸開始在果敢全面緬化，企求罷脫中國影響。彭

已年老，其子彭德仁組織同盟軍，向果敢反撲，但兵員太小，不能敵緬中央軍，

仍希望再接再厲，終有一日扳回敗局。

  現今台灣很多人想脫離中國獨立。自鄭成功以來，台灣已成為中國不可割離

一部份 ( 見「愛國詩人淚灑台灣」一文 )。而果敢呢，人民自認是中國人，說

的是漢語，用的是中文。但已成緬甸屬土多年，是中外公認的。中國如何同情

親切，總不能認作自己的領土。這是兩「遺民世界」最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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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以中國為背景的歌劇，但並不基於中國歷史，說的是神話中的中國，而

這神話全是出於意大利人Carlo Gazzi的想像。中國人看來是非常荒謬怪誕的。

  

  下面簡述 Turandot 故事 : 這已是湮沒於傳說中很古的年代。在北京紫禁城

內住着一位美艷絕倫公主 Turandot，已屆婚嫁年齡。父皇賜予她絕對擇婿主

權。她出了三道難題，給求偶者解答。若全對的話，她方下嫁。不然求偶者會

在行刑者刀下，身首異處。

  北京廣場擠滿看行刑熱鬧的人群。圍牆四周豎着不下十支長矛，頂端都插着

血淋淋斷頭，都是未能解決公主難題而被處決的青年。人叢中出現一彎腰行

走，步伐蹣跚老人。一豆蔻年華少女緊扶着他。這老人是Timur，Tartary國王，

被一權臣篡位，離開國土，流浪在外，逃避追殺。只有一十多歲女奴伴陪着他，

一路照顧他的生活，相依為命。人太多了，Timur 被碰到，跌了一交，女奴柳

兒 Liu 扶他起來，突然一魁梧偉岸英俊少年上前幫忙。Timur 睜眼一看，發現

他是失散多年的兒子 Calaf。Calaf 緊警告父親，切不可在此地相認，並說出

他的名字。因篡位者耳目眾多，暴露了身份將危害他們的安全。Calaf 對柳兒

甚為感激。陪着老父浪跡天涯，長途跋涉，獻出自己的青春，犧牲了大好年華，

為的是甚麼 ? 柳兒回答多年前她尚未足十歲，她曾和 Calaf 會面。Calaf 對她

宛然一笑，情深款款。就是這一笑銘刻於心，終身難忘。就是這一笑驅使她甘

心為他服務，走至天涯海角，絕不後悔。

  一剎那間，公主 Turandot 在城樓上窗前出現。螓首蛾眉，雙瞳剪水，容光

煥發，果然貌若天仙。Calaf 靈魂被吊走。他要作應徵者求婚。朝中三公 ( 即

中國古代的司徒、司馬、司空 ) 平、彭、龐上前勸他，不可作無謂寃魂，步那

些斷頭後塵。平、彭、龐三官在歌劇內以三丑角出現，服裝奇特，音樂帶恢諧。

Timur和柳兒也在旁苦苦求他，不可應徵，若有不幸，他們在世上，無親無故，

更沒倚賴。Calaf 意志堅持，不會移動。只囑咐柳兒，此去生死未卜。念着當

年一笑，希望她繼續料理老人。說罷便急步向廣場一角，敲響掛着的大銅鑼，

正式向官方告知他是下一位應徵者。

  公主出的三道難題是 :( 一 )在深沉的夜裡，一紅暈幽靈飛起。它展開翅膀，

覆蓋着那無邊無盡的黑色人群。翼下每一位都在祈求，都在冀想。在破曉太陽

露出曙光時這幽靈卻消失只留着陰影在人的心中。每一夜它又出現，在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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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它又消失。Calaf沉思片刻。這是「希望」，永遠迷惑着人。持着答案的官，

展開紙卷，說「答對」了 !

( 二 )它像火焰般閃爍着，但不是火。有時它會激怒，它會發熱。迅疾   到有

點激烈。甚至在燃燒着。無聊會令它遲滯。當你感到戰敗和失望時，它亦轉變

成冰涼。當你感到勝利時，它也被點燃。它的聲音是微弱，你要全神注聽。它

會像日落時射出萬丈光芒。Calaf再苦苦索求，這是「血」。紙卷答案亦對了 !

( 三 ) 它是冰，在你身上燃燒。你的火在凝霜，成黑白相間。它放過你，你甘

願作其奴。它接受你為奴，你便作為國王。甚麼凝霜能放出火焰 ?Calaf 不加

思索，答 : Turandot。

  公主 Turandot 滿局全輸，無所抵賴。卻撒起女兒嬌，跪在父皇面前。誓言

寧死也不會嫁給這不明來歷，不知姓名的王子。她為什麼這樣敵視男性。在她

出場道白時已說出原委。這牽涉到她的家族歷史。若干年前國家被異族人侵

入。有一和她同等地位的魯陵公主被擄。受盡折磨後終於被一外國王子姦殺。

她覺得自己是魯陵公主數世後轉生。對男人的仇恨，尤其是對外國王子是有生

俱來的。借此成親機會，殘殺了多位外國王子，庶幾可以替魯陵公主雪當年之

恨。Calaf見Turandot如此堅持，亦不想在敵視情況下強娶她。便對她說:「你

給我三謎都解了。這樣罷。我給你的謎只有一個，在天亮前，你能說出我的名

字，你可殺了我，還你自由身。」他補一句 :「你若輸了，不單你的身，你的

心也屬於我的。」

  Turandot 見事有轉機，狂喜，立即發出「今夜無眠」令，不准北京城睡覺，

設法發掘 Calaf 身世，公佈他的名字。北京城臣民本以為三謎破解，這血腥

統治可以終止，怎知又有此激動，於是怨聲載道。三公平、彭、龐回憶昔日平

和時，國泰民安，各自懷念自己美好故鄉，希望不久可以解官歸田。他們走到

Calaf 面前，勸他逃離罷。只要不再提解謎擊敗公主事，若索取錢財美女，他

們儘可供應。Calaf 回答要的只是 Turandot，命運已賭注在她身上。Calaf 也

「今夜無眠」，在幻想着前程。

  平突然禀告 Turandot，有辦法獲知這神秘王子姓名。原來他想起去日在廣場

上，Calaf 扶助那跌倒的老人，曾交談。這老人和神秘王子定有特殊關係。於

是派人將 Timur 和女奴柳兒拘來。Turandot 下令酷刑迫供，要老人說出神秘王

子姓名。軍士尚未施暴，柳兒大聲呼叫不可用粗傷害老人，世界上只有我一人

知道神秘王子姓名。Turandot下令轉移目標，將酷刑加在柳兒身上，並問她「王

歌劇 Turan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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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何人 ? 為什麼為他犧牲自己」柳兒回答是「愛」，「我在孩童時已深深愛

上他，這雖是單戀。」Turandot 聽此言，一股無名情緒突然湧上心頭。柳兒乘

紛亂之際，身邊有一守衛疏於防備，奪取他插在腰間匕首，向自己心裡猛剌。

臨終時勸公主回頭是岸，用無名王子的熱愛回餽，深愛着他，必能獲得幸福。

就在廣場上倒斃。數人抬走柳兒遺體，老人 Timur 也在旁含淚護送，緊握着柳

兒小手，聲嘶力竭地哭號。

  那時廣場上只剩下 Calaf 和 Turandot。Calaf 一個箭步，把公主擁抱胸前，

給她深深一吻 :「告訴你罷，你不會輸的。我是 Calaf，Timur 的兒子」冰冷

的 Turandot 立即溶解了。天亮了，宮廷大會。Turandot 向臣民公佈神秘王子

姓名。這是最後時刻，她會痛下殺手嗎 ?她公佈 :「神秘王子名字是『愛』」，

跟着走下台階，握着 Calaf 的手，答應和他成婚。

  歌劇 Turandot 是音樂家 Giacomo Puccini( 一八五八至一九二四 )最後，未

完成的作品。故事雖是神話式。卻洋溢着真實的愛與恨。公主 Turandot 的強

烈仇恨和 Calaf 神經性的無名苦戀成了鮮明的對比。內中加上柳兒沉默的，奉

獻的，自我犧牲的愛。這些澎湃的感情令這歌劇火爆。柳兒悲劇結局是不能避

免。她的死指給 Turandot 愛的途徑。回味她設下的三謎，產生了「希望」，

跟着熱「血」沸騰，最後冰冷的 Turandot 發出火焰，燃燒着自己。二十世紀

初Sigmund Freud 創心理分析學，將愛、恨、性、死亡四件事融會交織在一處，

顯示出真實的人生。先有 Turandot 根深蒂固對男性的歷史仇恨，後有 Calaf

無名瘋狂的苦戀，都是不尋常的極端。只有柳兒默默、單純的愛比較合人情味。

Puccini 在這歌劇內，將 Freudian 人性分析發揮得淋漓盡致。這主題在歌劇叢

中可算獨樹一幟。

  歌劇用合唱團始終不渝。從開場至結尾，合唱團常在舞台上。主角 Turandot

用的女高音，難度相當高。她要有雄渾的聲浪，不會被合唱的音樂掩蓋，深湛

的演技，要德國 Wagner 歌劇技藝用在意大利抒情歌劇內。在設三謎過程中，

開頭一段 Turandot 女高音要清唱，沒有樂器伴奏，從樓梯頂端，慢慢走下台

階。穿的沉重戲服，釘滿珠寶，長拖及地，我曾到北意大利小鎮 Lucca，往

訪 Puccini 故居。內陳列女高音 Maria Jeritza( 一八八七至一九八二 ) 首演

Turandot 一角穿的戲服。我不禁吃了一驚。不用唱歌演戲，穿此長袍已是一

難以承受的負擔。歷年來演 Turandot 一角的女高音，都是名望卓著的歌唱家。

柳兒音樂柔和得多，能演蝴蝶夫人一角的女高音必能勝任。演 Calaf 的男高音

是dramatic tenor，有遼闊的音域。能唱名曲「今夜無眠」得出色，絕非易事。

演老人 Timur 的男低音聲調沉鬱穩重，亦是一要角。

歌劇 Turan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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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ccini 作品終止於柳兒自殺一段。大結局是他的入室弟子 Franco Alfano

根據 Puccini 遺下零碎手稿，搜集補充完成，總算差強人意。一九二六年

Turandot 首演，那時 Alfano 已補了最後一場，名指揮 Arturo Toscanini 在柳

兒已死，Timur 哭唱離場時，他轉身面向觀眾 :「名作家 Puccini 不幸在此處

放下他的筆，我也要在此放下我的指揮棒」。Puccini 在歌劇內加插些中國民

歌如「苿莉花」增強東方色彩。歌劇大場面馳名。北京城樓建在舞台上，確是

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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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小說的影響

  馬克斯 Karl Marx 的共產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曾預言階級鬥爭，將會

在工業社會中激出暴烈的革命。無產階級執政，資本主義被棄，西方社會將成

為共產世界。馬克斯寄寓倫敦多年，目賭工業革命後遺症的罪惡 : 貧富懸殊，

富者驕奢淫逸，窮者無以為生。長此下去，定激出民變，火頭會先在工業革命

的前鋒英國爆發。他料錯了。共產黨革命產生於西洋文化中最落後的國家俄

國。英國反而安然無恙。十九世紀文學家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居功甚偉。

他洋洋百萬言的廿多部小說首先發炮，抨擊倫敦社會的黑暗，勞工沒有保障，

虐用兒童奴隸的殘忍，高牆下，暗角中的小人物的呻吟，輾轉求生，統治者的

面孔冷酷。他的小說林林總總，包羅萬象，以清麗，流暢的文筆描寫得淋漓盡

致。英國政界，文化界，法律界讀後有所警惕。十九世紀後期法律開始顧及勞

工的福利。各種工會漸漸滋生，如雨後春筍，目的是保護勞工。於是階級矛盾

漸漸消弭。英國終於逃避了階級革命的大劫。狄更斯的文筆，未可輕視也。

  我年青時修讀英國文學，涉獵了五、六本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

1870) 小說，都是卷頁豐厚，洋洋萬言的巨著。有一本例外的短小，篇幅不及

其他長篇四份之一。但是最震撼我的情感，深銘我的心靈。這是 Hard Time 艱

苦歲月。故事發生於一英國北部 North England ( 近蘇格蘭邊界 ) 工業城市

Coketown，模擬於現今的 Manchester，或十九世紀的 Preston 更適合。內容描

寫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富裕大資本家，磨坊主人和低下服役的工人存在着不可

調協的矛盾。其中一小角色 Stephen Blackpool 的身世和遭遇。令讀者掩卷嘆

息，熱淚盈眶，寄予無限同情。

  Stephen Blackpool 是磨坊內一名微不足道工人。但他有一崇高品格，不畏

強權，緊持操守。他年青時結了婚。妻子是一不理家務，長醉於酒鄉的婦人。

家庭生活不賜他一絲溫暖。他倒和一女同事 Rachael 談得很投機。她很了解

Blackpool 的苦悶和困擾。這是維多利亞時代道德未至淪亡的社會。二人發乎

情，止乎禮，從未有越軌行為。Rachael 是 Stephen Blackpool 的紅顏知己而

已。有一次她曾拯救誤服毒藥在沉迷酣醉中的妻子。

  磨坊主人命令 Blackpool 偵查各工人私生活。他雖然飽受披星戴月，茹苦含

辛的生活煎熬。亦不肯為主人作密探對自己命運作任何改善。後果是主人認為

他不中抬舉，將他踢走。他失業了，要遠走他方，另尋一枝之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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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他因為拒絕剛組成的工會，保障勞工利益。他認為罷工這舉動不能矯正

社會弊端，只造成兩敗俱傷罷。同事視他違眾獨立，都和他疏遠起來。他在社

會上更形孤單。

  在他離開 Coketown 時日，磨坊銀行被竊。Blackpool 成了代罪羔羊。眾

人認為他在挾款私逃。真正罪犯倒逍遙法外。他在外聞訊，要趕回 Coketown

洗脫醜名。急步回鄉際，誤踏採礦豎坑，雖然被救起，他卻因傷不治去世。

Blackpool 臨終時，凝視着天邊遙遠的一顆明星。彷彿他一生的痛苦和煩惱都

被照耀着。同時這明星亦是Blackpool人生理想的終點，是他美德價值最高位，

亦代表了快樂和寧謐，是他勞碌命運中只能冀望終不可達到的。

  在小說 Hard Time 內，Dickens 揭示了工業革命的後遺症。一切機械化並不

是好事。個人的創造力及情感發洩被剝奪了。後果的貧富懸殊，更成尖銳的對

立。Dickens 洞識深存社會的毛病，他對工會成立，保障勞工不是全部認可。

二十世紀工會過強，做成社會動盪，可應了Dickens的預言。至於兒童的虐用，

已暴露在另一小說 Oliver Twist 中。

狄更斯小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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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浪漫主義在音樂

  德國詩人哥德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是西洋文學史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的前驅。奧國維也納音樂家蕭伯特 Franz Schubert (1798-1829) 

將哥德一百五十首詩譜成歌曲，遂開音樂浪漫派的先河。例如 Erlkonig 是描

寫一在瘋狂騎馬去找尋醫生的父親，希望將兒子在死神掌中搶救出來。蕭伯特

縱情色酒，放浪形骸，英年 (1823) 患上花柳病，他在生命最後數年中作了未

完成的交響樂，小夜曲，和冬天的旅程，都是表達對生命狂熱的留戀。他卒年

只有三十一歲。

  浪漫派音樂風行歐洲幾乎整個十九世紀，極峰年代為一八五零年至一九零零

年。它改變了音樂傳統格式。主要針對着潛伏裡內的強烈情感，發掘隱藏在靈

魂深處的。這並不單止是人與人間的愛，還帶着恨甚至死亡，這包含着正面或

負面的後果。

  浪漫音樂包羅萬象 : 有那遙遠的地方 ; 有那湮沒了遠久年代 ; 有怪誕的夢

境 ; 有大自然中的河流、湖泊、森林 ; 有不同季節變易 ; 有在熱愛下產生的

瘋狂、喜樂、痛苦 ; 有神話和傳說 ; 有神奇超自然現象 ; 有魔術下幻影……

  管絃樂團 orchestra 在需要下被擴大了。音樂作品加上很多色彩。澎湃火熱

調子包含了很多小音階和半音符 ( 即鋼琴上的黑子 )。黃銅管樂 brass 內增加

了低音大喇叭 tuba。管狀樂器添了些 piccolo、bass clarinet……甚至原來

的管狀樂器本身亦加上內瓣 valve。以控制音浪暢流而產生變音。絃樂隊也被

擴充。

 

  最顯著的浪漫派音樂是德國長、短歌曲 lied，除開段述 Schubert 作品外，

還有 Schumann、Brahms、Richard Strauss……諸名家。Richard Wagner 頗能

神化這藝術體裁。他的歌劇內有很多leimotiv主題曲，就是這些lied的變形。

  浪漫派音樂花樣百出。有些專門為一單樂器如鋼琴或小提琴而作的。多形式

有 impromptu、prelude、intermezzo、rhapsody……Paganini 寫的小提琴小

調最能瘋魔表演者和聽眾。於是有一傳說。Paganini 和魔鬼訂了合約，方能

作出這不是人間能有，是地獄方可傳出的鬼樂。聽此音樂要在黑夜獨坐在靜室

中，沒有燈光，萬籟俱寂環境，方能欣賞其內神韻。



931

  浪漫派音樂創新了協奏曲 concerto。管絃樂團協和着一單樂器如鋼琴、小提

琴、大提琴。通常有樂器和樂團在「競爭」發表主音調子的時機。協奏曲給樂

器彈奏者表演其技藝嫻熟，成為一通達者 virtuoso。

  浪漫派激發了民族主義。先在德國，後蔓延至歐洲各國。現舉例如下 :

俄國 : Mussorgsky – A Night on the Bare Mountain

       Rimsky- Korsakov – Scheherazade

       Borodin – Prince Igor

捷克 : Smetana – Vltava (Moldau River)

挪威 : Grieg – Peer Gynt

西班牙 : Albinoni – Adagio for cello

浪漫派是西洋古典音樂中重要的主流之一。

略談浪漫主義在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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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可夫斯基之死

  俄國音樂家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 的作品洋

溢着低沉，憂鬱 '，辛涼的情詞，足以反映他一生的悲劇，在渴望能過正常生

活和對同性的吸引中不斷的掙扎。這壓抑下來的情懷終於在音樂中表露出來，

像一團火球衝破雪峰爆發。一八七七年柴可夫斯基草草地和苦纏著他多年的女

學生Antonina Milyukova 成婚。他滿以為這婚姻能給他帶來正常生活和幸福。

數星期後他抵受不住新婚妻子諸多要求，他私逃到聖彼得堡弟弟的家中躲避，

以後再沒有和妻子見面。他的音樂是對命運的冷酷發出控訴，改編 Pushkin 長

詩成為歌劇的 Eugene Onegin，背景是漫天風雪的俄國原野。男主角 Onegin 

冷峻地拒絕一純真少女的愛情。很多年後當這少女在莫斯科成為豪門貴婦後，

他方發現這女子是他唯一能夠和他共終身的人。Onegin 浪蕩江湖，如孤雁飄

萍十多年，當發現當年癡心於自己的女郎已成為風華正茂，艷光四射的成熟婦

人，反而向她苦苦追求，約她私奔。「侯門一入深如海」，貴婦很重名節，不

能辜負丈夫對她的呵護，婉拒了 Onegin。Onegin 情懷落寞，黯然離去。音樂

確能描繪出纏綿緋惻，腸迴九曲的情節。這歌劇亦是柴可夫斯基的自嘲，對命

運的安排無可奈何。柴可夫斯基於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郊區去

世，行年五十三。官方報導是他飲了一杯未經煮沸的清水，染上霍亂急症暴斃。

實情並不是如此，柴可夫斯基晚年和一俄國貴族侯爵打得火熱，難解難分。沙

皇恐怕醜聞傳出海外，有累皇室清譽，於是派人帶了砒霜上他寓所，將他毒

殺，一代天才，含恨而沒，聽他的藝術歌曲 : 「只有寂寞之心」None But the 

Lonely Heart ，低徊沉吟，不勝惆悵。

   柴可夫斯基作品最名動世間的是芭蕾舞曲。然而他的音樂是各方面的，都

能在國際上佔有崇高地位。歌劇數目是八。盾牌皇后 The Queen of Spades 作

於一八九零年，是他凄然突逝前三年，可算是他晚年就章。故事基於俄國文學

鼻祖 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 的短篇小說。此歌劇骨幹如下 :

  Herman 是一窮途落魄軍人。他偶然邂逅一純真少女 Lisa，驚為天人。Lisa

本已有未婚夫。Herman 風聞她的祖母 Old Countess 侯爵老夫人具備一神秘知

識，可以改善他的際遇，更向 Lisa 苦苦追求，作橫刀奪愛。Lisa 對她家庭所

定的婚約本存猶豫，傾倒於 Herman 不可抗拒男性魅力。竟移情別戀，一顆芳

心，投向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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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d Countess 年青時是一風華絕世，貌若天仙美人，有「盾牌皇后」的稱

譽。拜倒石榴裙下者不可勝數。St. Germain 是其中之一。St. Germain 是一

年逾百歲仍貌若中年的奇人。他在拿破崙時代 ( 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 ) 已

有四十多歲。他給「盾牌皇后」一秘密。在賭場上Faro一遊戲中，牢記三張牌，

必連連獲勝。他再三叮嚀，此秘密不能隨便告知別人。若有第三者得知，就是

「盾牌皇后」離開塵世之時。

  Herman 要獲得這三張牌是甚麼，Lisa 和老祖母 Old Countess 同居一室。憑

着私人愛戀，Herman 取了她們的地址和門匙，趁Lisa不在現場，竟獨闖香閨，

私會 Old Countess。

  Herman 苦苦質問這風燭殘年老婦這三張牌。Old Countess 默然報以微

笑。他情急不能忍耐，突然拔出手槍，恐嚇她，若不說，便取其性命。Old 

Countess 擔驚受怕下，猝然倒斃。

  不久 Herman 在夢中見到「盾牌皇后」，她說「我已將秘密洩漏給兩個人，

你是第三者。三張牌是『三』、『七』、『A ace』。」Herman 驚喜若狂。

Lisa 見愛人神魂顛倒，勸他結婚私奔罷。Herman 說不，要流連賭場一博。

Lisa 知道自己被利用了，這愛情不是真的，相依為命的老祖母已逝去，現在世

上孤零零。萬念俱灰，投河自殺。

  Herman 上賭場，玩 Faro，用「三」、「七」二牌，連戰皆捷，獲得巨款。

最後將所有錢博在「A」，開局時，手持的不是 Ace，而是 Queen of Spade，

幻化成 Old Countess 向他微笑。Herman 此局全輸，一無所有，何以為生 ? 悲

憤下，用匕首剌心，結束餘生。

  柴可夫斯基選擇 The Queen of Spade 作最後歌劇，隱含着深意。他和

Antonina的婚姻，不能改變他的命運，只給他後半生一惡夢。他始終沒有離婚，

Antonina 以髮妻名銜，要脅着他，要他經常供應金錢作揮霍，不然將他的私生

活公佈於世，使他身敗名裂。正如劇中主角 Herman 一樣，柴可夫斯基得到的

不是 Ace，而是 Queen of Spade。我深想，柴可夫斯基早生了一百年，若在現

代，他只不過是 LGBT 內一成員，他的藝術生命延長，成就更輝煌了。

柴可夫斯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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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星二三事

  二零一七年輝社鑽禧時我響應傅偉華同學呼籲，寫了一篇短稿 「維多利亞

海峽的水」。我對這簡單小品文頗滿意，借流水追憶消逝了的青春歲月。意猶

未盡，現在此補加幾句。香港盛夏時，酷暑殷雷，甚為難受。唯獨夜涼如水，

獨坐在尖沙嘴碼頭旁，微風拂面，涼氣透骨。天上的繁星，反照在水面上。彷

彿在黑夜中的藍天，移往在大海。眾星影子，隨着微波蕩漾，慢慢地漂浮，更

顯得掛在遙遠空間的星，搖搖欲墜。多麼美麗詩情畫意的景象。我真盼望大海

內真有星星。海洋動物就有海星 seastar，俗稱星魚 starfish。星魚不是魚。

它沒有鰓、沒有鰭、沒有鱗。它更不游泳，只能作極緩慢的移動。所以動物家

將「星魚」此稱號按下，改為「海星」。

   二零一五年我和翁希傑、魯德華、霍秀森、趙文權、黃秉權五位同學參加

澳洲世界同學日。會後作全澳洲遊，曾在 Cairn 逗留四日三夜，乘潛水艇欣賞

那色彩繽紛珊瑚礁。令我驚喜萬分竟看到幾隻棗紅海星。

  海星有多種顏色 : 紅、橙、黃、紫、深藍。我海洋動物搜集中有一隻

Lalique 製的藍水晶，是半透明的。這確是一悅目可愛動物。它只能生活在帶

鹽份的海水中，在空氣和淡水裡不能久延殘喘。收藏家要有特製的水族箱，溫

度和鹹度要仔細調整，作為寵物需要主人費神料理。

  海星有很強的生命力。它有五臂，若有一臂被魚吃掉，它會慢慢重生一臂，

但需要一段漫長時日。年青時讀金庸的神鵰俠侶，楊過被郭芙斬斷一臂，我笑

對友人說: 「不妨事，他將來練成一神奇內功，可以像海星般，『谷』出新臂」。

但海星不宜用手觸摸，很容易傷害他裡內器官。

  海星屬剌皮綱 echinoderm，和它同綱不同目尚有海膽 sea urchin、海參 sea 

cucumber、沙元 sand dollar……等。「剌皮」二字源於希臘文 : 「剌」是

echino; 「皮」是 derm。通常表皮長滿剌如海膽或凸出來的硬粒如海星。綱內

動物雖有不同形款，基本是五臂從一圓形軸心射出，裡內器官也依隨這形狀作

分佈，為一鈣塊作保護和支持。這形狀喚 pentamerous symmetry。這鈣塊就是

滿佈針剌或硬粒的表皮。海星沒有血，體內空穴蘊藏着一頗為巧妙的水循環系

統 water-vascular system。這系統包括很多微細通水管道，控制臂底的足管

podia，除運動自如外，還有幫忙進食、呼吸、外界感應的功能。海星的鈣塊

有肌肉作支持，給予五臂從軸心展出的伸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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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星有二胃 : 外是噴門胃 cardiac stomach; 內是幽門胃 pyloric 

stomach。捕足食物後，噴門胃從口中吐出，蓋着獵物，等慢慢消化完畢，供

應營養素，然後將噴門胃收回在空穴內，海星沒有牙，要先將食物變成流質，

所以胃要在體外運作。

  空穴內亦含生殖器官 gonad。Gonad 可產精子或卵子。海星是雌雄異體。交

配節令，各將其生殖粉噴在水中。精子和卵子自行配合。海星不需要經蠋 ( 即

幼蟲 ) larva 期，卵受精後，自然有嬰兒海星出現。未聽聞海星可供應席上。

同是剌皮綱的海膽的 gonad 和其生殖粉是海味珍品。魚生館內的壽司將這橙黃

色粉黏在糯米飯上出售，取價甚昂。因為先去除海膽體上的針叢，再破其球體

取這橙黃色粉，頗花時間和功夫。當然海星還有一繁殖方法是不經性器的，就

是將軀體分裂。海星愛吃小型軟體動物如蚌、蠔……漁夫視它為蟊賊，破壞豐

收。將它擒獲，將它破分為二，丟回海中。誰知這有助海星繁殖。二海星將在

海中出現。

  海星的眼睛在五臂每一臂的頂端。它們能辨別光線和陰影，視察可能獵物的

存在。口在軸心中央，當捕得獵物時，口能吞吐噴門胃操作消化。，肛門在消

化管道尾。消化後的渣滓在此處排出，不能消化的物件從口吐回海中。

  每一臂底下有無數足管 podia or tube feet。除了用作行動外，足管牢牢

地握緊獵物，亦是破裂蚌、螺、蠔貝殼工具。足管貼着行動凹線 ambulacral 

groove。

  水循環系統別饒趣味。最重要的是篩塊 madreporite，海水從此處進入，位

於離軸心稍右，近前右臂。它連接一石溝 stone canal，通軸心的環溝 ring 

canal，一環繞海星正中央的水道。有五水道從環溝射出，直達每一臂頂端的

眼睛。每一射出水道 radial canal 兩旁有無數水泡 ampullae，貯水容器。當

海星發揮吸力時，水從足管吸回水泡。放鬆吸力時，水泡將水運回足管。水泡

的滿和空可以控制足管的運作。海星倚賴水循環系統輸送氧氣和營養素給軀體

各部份。

  我來澳洲欣賞珊瑚礁遲了點。多年來空氣轉變，海洋升溫，很多珊瑚死掉，

礁也褪色，無復當年的艷麗。海星也受影響，過熱的海水剝掉它生存條件。寄

語弄潮兒，在海邊沙灘上見到海星，切勿用手搬它以取拍照最佳鏡頭。除上述

能損傷它頗為繁複裡內器官外，人手上有很多細菌，會傳到海星上，導致奪命。

海星是一脆弱的海洋動物，它是神給人類的恩賜。那點着海洋內的星星，和夜

間看到天際繁星，同等美麗迷人。 

海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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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史代人作家譜

  唐李延壽撰的南北史是二十四史中繼史記唯一的通史 (不是斷代作史 ) 。列

傳的體裁是一人立傳，其子孫兄弟宗族一概附入，甚至其子孫之仕於列朝者，

俱附此一人之後，竟似代人作家譜。南北史概括了八朝歷史，即北朝的魏、齊、

周、隋 ; 南朝的宋、齊、梁、陳。此手法頗受後來史學家評議。清人趙翼說 : 

「每閱一傳，即當檢閱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清，且史雖分南北，而南北又分

各朝，今既已子孫附祖父，則魏史內又有齊、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 ? 宋史

內又有齊、梁、陳之人，成何宋史乎 ? 又如褚淵、王儉為蕭齊開國文臣之首，

而淵附於宋代褚裕之傳內。儉附於宋代王曇首傳內。遂覺蕭齊少此二人，劉宋

又多此二人。此究竟是作者之弄巧成拙。」我大不同意趙翼的說法。他太拘泥

於列傳形式，雖知道南北朝的政治是豪門政治。像北方大家族崔、盧、鄭、柳，

南朝大家族王、謝、朱、張執朝政垂三百年。任他皇位屢換，朝代更改，諸大

族依舊享盡榮華富貴，世澤綿延。李延壽代人作家譜，正是他作史高明處。況

且在南北朝期間，中原喪亂，干戈頻仍，譜牒遺逸，南北史闡明中原各大族變

遷，具書支派根由，顯出中國文化以家為軸心的特色。且各自為傳，有魏、齊、

周、隋、宋、南齊、梁、陳八書共列。南北史既是通史，不妨一變列傳體裁，

使讀者深切了解到當時豪門勢大也。後來新唐書立宰相世系表， 這不過是南

北史餘脈而已。

  弘農 (河南陝縣至陝西華陰一帶地區 )楊氏是聲顯赫，代出名人的望族。隋

文帝楊堅自稱系出弘農，是東漢太尉楊震的十四世孫。北史卷四十一立楊播、

楊敷傳兼附其眾子孫，是弘農楊氏家譜。

  楊播是北魏名將，曾平賊亂封爵華陰子。又破南梁軍於鄧城。嫻於射箭，孝

文帝誇許有養由基之妙。李延壽最欣賞楊播的是其家門禮數，兄弟相處融洽。

「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弟輩恭謙，兄弟

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聚不食。」北魏末年，秀

容 ( 山西忻州 ) 軍閥爾朱榮兵威甚盛，遙指洛陽，干涉內政，沉太后幼主於黃

河，縱兵虐殺朝士二千餘人於河陰，朝廷為之一空。楊門子弟死於爾朱氏之亂

多人，都記在楊播附傳內。跟着魏分東西。北史以家為主題，讀者很容易一睹

某一姓的盛衰榮辱。

  楊敷是楊播族孫。魏時任職廷尉。斷獄以平允卓著，乃一良吏。周取代西魏，

敷為汾州刺史。北周、北齊分據中國北方，時有攻守戰伐。汾州為齊將段孝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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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落。楊敷被擄。齊人知其賢，欲任用之。敷守節不屈，遂以憂憤病卒於北齊

首都鄴城。

  楊播、楊敷一以孝悌，一以忠義聲傳後世，正史自應有其席位。然弘農楊氏

家傳在北史內卷帙浩繁，因為楊播姪孫北齊楊愔，楊敷子隋楊素，身繫家國興

亡，事蹟多，文字密。齊、隋二朝重要事件，竟記在魏史楊播、楊敷二傳內，

此是趙翼抨擊處。我且將楊敷孫楊玄感事蹟簡述在後，道出弘農楊氏滅族原

委。

  楊玄感乃楊素長子，有兩點類似乃父的 :  ( 一 ) 美鬚髯，長相威武。(二 )

具文武之資，善騎射。好讀書，結交文士多人，共吟唱。異於楊素的，沒有詩

文留存後世。

  楊素功蓋天下，驕倨凌同僚，隋煬帝外示恩寵，心實忌之，素亦自覺不容於

帝。素去世，楊玄感以貴介公子襲爵。朝中文武諸臣多是楊素門生故吏。玄感

見帝多猜忌，自己處樹大招風之位，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

  大業九年 (公元六一三 )帝再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 (河南汲縣 )督運。因

勞師動眾，民怨頗深。玄感乘此時機，揭起反旗，移書旁近，令各發兵。他有

二位弟弟玄縱和萬石，從征高麗，遠在遼東，潛召他們亡還。萬石行至高陽被

捕，解往涿郡斬首。涿郡乃當時與高麗開戰軍事中心。

  玄感又陰遣家僮赴長安，召弟玄挺及好友李密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

感問計於李密。密獻三計。上計為天子困於高麗之戰，遠在遼外，南為渤海所

隔，北有突厥之患。中間只有一條通道，即是入山海關，甚為艱險。我們出其

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 ( 即是佔有山海關至天津地區 )，扼其咽喉，帝

軍無退路。高麗兵躡其後，一個月後，帝軍乏食，自然潰散瓦解。

  中計為進兵關中，先取長安。我們要含枚疾走，鼓眾行西，經城勿攻。有長

安作根據地。此乃天府之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以慢慢和他作持久戰。

  下計是選精銳，晝夜兼程倍道，襲取洛陽，以號令四方。但若洛陽堅守，百

日不克，勤王之兵，自四方而至，在膠着狀態，勝負便難預料了。玄感以百官

家屬都在洛陽，若能拔之，必震憾朝廷，乃取李密下計。

  洛陽東都守備樊子蓋早獲得楊玄感作反消息，嚴加衛護。玄感雖有小勝，終

不能攻陷洛陽。在一次戰役，最能打仗的二弟楊玄挺中流矢倒斃。玄感大失軍

心。帝在遼東聞反訊，立即回師。火速令陳稜攻取玄感根據地黎陽，宇文述、

南北史代人作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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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突通水陸兩路大軍回到中原地區。關中的衛文昇從長安出發，牽制玄感攻洛

陽部隊，正如李密所料，這時已沒有攻下洛陽的可能，玄感此時已成了沒有根

基的流離隊伍。立即行李密中計，企圖西行入長安。但太遲了。在弘農宮 ( 河

南陝縣 ) 為弘農太守蔡王楊智積所阻。李密勸玄感繞過弘農，切勿攻城，急行

向西。智積知道玄感若得到長安，根本已固，一定要牽制他行軍，遂在城牆上

謾罵。玄感大怒，猛攻之，三日不拔。就在這三日期間，宇文述追兵已到，玄

感一連數敗。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知死期已至，謂積善曰 : 「我不能受辱，

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刎，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往

行軍大營。積善受車裂之刑。玄感還有二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

郡丞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楊素一門，於是族滅矣 !

  我認為李密上計夠火速毒辣。若玄感執行之，天下大勢未可料也。後李密領

瓦崗軍，同犯了楊玄感遊離無根覆轍。柴孝和勸他速入長安，即李密中計。李

密不能從，自有他的苦衷。瓦崗隊伍多出身群盜，要他們背家鄉，走遠方，未

必肯聽從，不同楊玄感率領的是官軍。李密不能行自己為玄感策劃的中計。

  隋朝雖迅速撲滅楊玄感叛變，六十八路煙塵紛紛從各地興起，包括李密自玄

感敗亡後逃亡入瓦崗寨領導義兵。隋竟亡於群盜。楊玄感起兵動搖了隋的根

本。

南北史代人作家譜



939

聖彼得堡三易其名

  在芬蘭灣 Gulf of Finland 畔的俄國西北大城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是

俄國沙皇 Peter the Great 所建。彼得大帝 (1672-1725) 勵精圖治，聘請普

魯士 Prussian 軍人作俄國軍隊教練，革新了陳腐的俄國陸軍，擊敗瑞典，吞

併了波羅的海諸小國，稱霸北歐，一七零三年彼得大帝建新都於芬蘭灣畔，命

名為聖彼得堡。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德二國兵戎相向。俄人因

St. Petersburg 此名含德國文化意味，遂易名為 Petrograd。一九二四年共

產黨之父列寧 V1adimir Lenin 逝世， Petrograd 更名為列寧格勒 Leningrad 

以紀念此一代梟雄。一九九一年蘇維埃政權潰散，列寧格勒恢復原名聖彼得

堡。

列寧格勒圍城

  德國納粹軍全面封鎖列寧格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殘酷、慘烈戰事。

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德軍切斷最後入城通道。雖然於一九四三年蘇聯勉強開了

一條狹窄的走廊與此危城通消息，紅軍未能解圍直至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

日。列寧格勒被困共八百七十二日。用犧牲的人口數目作統計，這是歷史上最

慘重，最昂貴的圍城。在圍城內的人民忍受的痛苦非筆墨能以形容。二十一世

紀很多歷史學家對列寧格勒圍城處以德國犯了滅種罪行 genocide，因為企圖將

城市內的老百姓活生生餓斃。

  德國自突襲蘇聯，開闢東戰場以來，對列寧格勒志在必得，因為它是俄國舊

都、文化中心、共產革命發源地。最重要的是波羅的海艦隊常駐港口。失了列

寧格勒，蘇聯海軍便成了喪家之犬。兵工廠也在此林立，亦有很強的工業骨幹。

一九三九年以前，佔蘇聯百份之十有多的工業產品。希特拉很有信心短期內定

攻陷此城。出兵前他印了精美的請貼，發給國內各軍政要員，約在一個月後參

加列寧格勒國際馳名大賓館 Hotel Astoria 的勝利慶功大會。

  希特拉對列寧格勒有一異常殘忍的計策。他通知戰場司令官不要接受紅軍投

降。受降後的偌大人口要德國負責供養，這是一沉重的經濟負擔。若城中因缺

糧而絕命的上百份九十以上，剩餘的可送往荒地作勞工開墾。將城割分為二。

Neva 河北岸之地送給芬蘭盟國，剩餘的先毀了全部俄國建築，重造德國新省份

的新首都。德國的純種日耳曼人需要多點生活空間。多麼可怕，不人道舉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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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北面，德軍鐵桶般包圍着列寧格勒。北面是芬蘭軍負責。芬蘭和德國在

此戰役中同牀異夢。芬蘭目的是收回「冬季戰役」失去給俄國的地，並不準備

更不想摧毀列寧格勒。圍城受德軍日以繼夜炮轟。紅軍英勇抵禦。就在北面開

了一條狹窄走廊，達Ladoga湖。(這也是芬蘭軍態度是駐守，不是主動出擊。) 

這條走廊是危城唯一生命線。但要在嚴冬 Ladoga 湖結冰後方能通巨型運輸車。

列寧格勒冬天大雪紛飛，寒風剌骨。無數人就在飢寒交迫中喪生。

  城內在糧食稀有中作分配。而這分配不是均勻的。守城戰士是當然的第一

等。其次是醫護人員。再下的是負責市內清潔、衛生、修理各人員，包括搬運

和火燒殘骸者。最低下的是普通人。老弱和兒童任他們餓死罷。

  慘絕人寰場面處處發生。有些人飢不擇食，割取死者肌肉充饑。一婦人將自

己三歲女孩宰了，烹餐給其他三位年齡稍大的兒子。有一老父偷偷殺了女兒的

愛犬作食糧。亦有寧願殺身送命，自己小得可憐的糧劵留給配偶以望他或她能

久延殘喘。

  現聖彼得堡是異常美麗、繁榮、滿有文化氣息城市。我們往訪時切不可遺忘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列寧格勒圍城的人間地獄啊 !

聖彼得堡三易其名



941

後漢書重立荀彧傳

  荀彧是曹操的第一謀士。掃蕩群雄，鼎定中原，彧之力居多。西晉陳壽撰三

國志，以彧為魏國功臣之首，替他立傳在魏志內。後漢書成書南北朝時的劉宋，

晚於三國志，作者范曄在芸芸眾魏臣中，將荀彧提出，重立傳於後漢書中，這

是一很有趣味的歷史問題。曹操後期功高震主，儼然有代漢之勢，封魏公，擬

加九錫之榮。荀彧挺身而出，力排眾議，以為操本起義兵，匡漢室，秉忠負之

節，不宜如是。曹操因此含恨在心。後征孫權，乃表請荀彧勞軍，隨師出發。

彧病留壽春。操遣人饋食，彧開盒，中空也。彧明曹操之意，遂服毒自殺。曹

操隱誅荀彧，三國志成於晉代，距三國時甚近，未敢明言，只用「以憂卒」三

字含糊了事。范曄筆下毫無忌諱，將荀彧死因，寫得很明白，且體會彧全漢之

志。自董卓亂綱維後，四海鼎沸，天下中分。彧計諸臣中，非曹操不能挽狂瀾，

存漢室於必亡之勢，所以盡心為操畫策，藉操以匡漢的本懷，可昭日月。及後

操僣妄之心，路人皆知，彧終不肯同流合污，姑以名義折之，因此見忌遇害，

其殺身成仁之義，應留芳史冊，范曄為之再立傳於後漢書。范曄具卓越史識，

所以後漢書緊追史記，漢書，三國志，為紀傳體中的「四大史書」之一也。

毛宗崗重訂三國演義，於荀彧之死，留下一輓詩 :

     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

     後人休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

  此詩對荀彧論定，有失公允。第一句是準確的。陳壽就評他「清秀通雅，有

王佐之風」。彧出自東漢名門，叔父荀爽，曾任司空之職。年青時為袁紹器重，

待以上賓之禮。荀彧細心觀察，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於是轉投曹操。這是陳壽

說他「機鑑先識」。這是他謹慎政治選擇，怎能說是「失足」呢。

  曹操得到荀彧的幫助，喜出望外，謂之曰 :「吾之子房也」。此是最先比荀

彧於興漢三傑之一張良，是曹操本人，不是後人妄加荀彧的美譽。第三句「休

把留侯比」，值得商榷。

  第四句眨荀彧過甚。怎能說他是「臨沒無顏」。我且抄下南北朝時宋代裴松

之對荀彧的評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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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此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

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

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

首……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

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跡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佈誠心

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矣！」

  這是一非常持平的論斷。荀彧律己治家甚嚴，其德行為三國時期之冠。不幸

生於亂世，民不聊生時代。彧負不世出之才，要拯蒼生於垂危，延漢室於殘喘。

自幼受儒家教育。這是他做人的責任。自祖父荀淑以來，颍川荀家在東漢歷任

高官，荀彧是漢朝世臣，對漢室忠誠，是不容置疑。他還有一更大抱負，救民

於水火，這可借重曹操之力。他明知與虎謀皮，卻下了一很大賭注。一是他和

曹家私人關係。他為長子荀惲娶了曹操一女兒，結成兒女親家。憑此可影響曹

操。二是曹本人的良心。不錯，曹不敢自己篡位，等待兒子代漢。後魏文、明

二帝奉養禪位後的漢獻帝禮義甚恭。大異於南北朝諸開國皇帝滅絕前朝皇族之

殘忍。當荀彧未能阻止曹操為魏王，自知已深陷泥潭，走入不歸路，只好自殺

明志。他對得漢朝有餘，怎會「無顏見漢君」呢。

  三國演義偏袒蜀國，對諸葛亮、關羽、馬超、趙雲諸人記述，多有溢美之辭。

對敵國吳之周瑜、魯肅，魏之荀彧、荀攸，大有不足和降低之處，和歷史真面

目大有差異。

  荀彧個人悲劇，反映着時代大悲劇。生於隋唐之交的英傑李密就有這樣的嘆

息 :「荀彧阻魏武九錫而見誅。」我們讀後漢書荀彧傳，不禁掩卷沉思。這樣

天下奇才，逼死於五十歲英年，不能嘆慨時代的殘酷嗎 ?

後漢書重立荀彧傳



943

歷史上最短的通訊

  當法國大文豪雨果 Victor Hugo 完成洋洋數萬言巨著「孤星血淚」Les 

Miserables 送出版商付梓時，心情怔忡，在書面附上一紙條，只寫了一標點

符號「?」以試探他讀後反應。一星期後他收到回信，拆開一看，只是一紙條，

寫上另一標點符號「!」。

  一生中讀了很多中外小說，我認為感人最深的莫過於英譯本「孤星血淚」。

書中有好幾段在 Hugo 生動、真情的描寫下，故事沁入心脾，震撼靈魂，不覺

手持書本，熱淚盈眶。Hugo 深入挖掘那些備嘗憂患，飽經痛苦人群的生活。貧

困、文盲、無識、別人漠視、社會不關注構成這些人生災害，無論是肉體上的

鞭笞或精神內折磨。這些不幸者遭遇使讀者感同身受，深切疑問人間的價值是

甚麼 ? 此書另一譯名為「悲慘世界」，可能更吻合小說的情節。我總覺得「孤

星血淚」隱含着崇高詩意，概括主人翁 Jean Val Jean 一生。

  Jean Val Jean 生來孔武有力，粗豪不羈，熱情奔放。年青時目睹姊姊寡居

無靠，幾位小孩嗷嗷待哺。他不忍甥兒們缺食倒斃，在食物店內拿走一捲麵包，

當場被拘，判刑五年。在獄中勞工懲罰折磨他不成人形。因越獄的企圖發現加

重罪孽，被判十九年。

  我在大學修讀文學時閱此書。全書印象漸趨模糊。但幾段重要情節仍深銘腦

海，刻骨難忘。幾經辛苦，Jean Val Jean 終於從牢中逃出來。人海茫茫，歸

向何處呢 ? 在窮愁潦例，蕩析離居下，他寄寓在一鄉村教堂內覓食，但總不能

作長久一枝棲。臨走時偷了教堂內唯一值錢物件 : 一座純銀燭台。在村外因形

跡可疑又被捕了。領回教堂給主教認取贓物。主教非常仁慈，說這燭台是送給

Jean Val Jean 作盤纏的。Jean Val Jean 大受感動，跪在主教前認罪。主教

柔和對他說:「你就將這燭台變賣了作生活費罷。以後你盡力扶助苦難的人。」

這是「孤星血淚」第一段動人情節。

  Jean Val Jean 越獄時本對社會充滿仇恨。經主教饒恕兼餽贈後，決心要做

一個好人，況且他本有一顆善良之心，早見於為紓援姊姊生活困境而犧牲自

己。他隱姓埋名，重新投入社會，從勞苦工人做起，幾年奮鬥，積聚點財富，

且除在經濟方面，以自己天賦神力，隨時隨地幫助別人。這樣身體力行，於是

聲名遠播，被選為小鎮的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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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逃犯，有一密探警察 Javert 隨時偵查他的行蹤。Jean Val Jean 的神

力，幾乎暴露其身份。因為沒有確實證據，Javert 未能發下捕令。時另一擁

有神力的壯漢被捕，誤認為是逃犯 Jean Val Jean。Javert 憑獄中監犯號碼，

將此壯漢遞解回獄受刑。Jean Val Jean 身為市長，不忍他人作代罪羔羊，在

法庭內自認是逃犯本人。被遞解前他又再作逃亡了。他又成了被社會摒棄的人

物，數年來的善行，人們似乎已被蒙蔽了眼睛，忘得一乾二淨。這是多麼不平

等的待遇啊 !他從政市府時維護的法例，現要反過來逼害他。

  「孤星血淚」寫了兩女主角 :Fantine 和她的女兒 Cosette。Fantine 本是一

年青貌美女子。她被騙遺下一孤女。她要用勞力維持女兒生活，將女兒寄存在

一經營路邊過宿小店內。小店主人夫婦非常貪婪，索取昂高報酬。Fantine 低

微收入不足交月費。出售了濃密頭髮仍未夠，只好出賣自己肉體。人盡可夫的

生涯帶來惡疾，不治而亡。

  在小店內留宿的 Cosette 可慘了。六、七歲時便被店主夫婦奴役，在店內負

擔些粗重工作。這纖弱、幼小的女孩提着一大水桶，蹣跚地行，吃力到不斷喘

氣。很顯然這水桶重量遠遠超過孩子的重量。霎時間，重負突釋，Cosette 抬

頭一看，是一身段魁梧的中年人接過水桶，露出慈祥的笑容。這是 Jean Val 

Jean 和 Cosette 首次相逢的景象。他用重金向店主贖回 Cosette 的自由身，認

領他作義女。Hugo 不吝筆墨，描寫這父女感情親切和溫暖。

  Cosette 就在愛護、關懷深切下成長。亭亭玉立的少女，風華蓋世，不讓乃

母當年。他結識了滿有反叛氣質，出自富家的青年 Marius，雙雙墮入愛河。

Jean Val Jean 對這段兒女私情，充滿矛盾。若女兒下嫁，他要回復伶仃的生

活。但女兒的前途幸福，總要顧及呀 !Marius 參加了一八三三年巴黎民間反抗

暴動，受了重傷。Jean Val Jean 冒險背負着 Marius 走入巴黎地底的坑渠去

水道，不畏艱險，不避骯髒，將 Marius 救出來。他不想愛女失去未來的夫婿。

多麼偉大，忘己的父愛啊 !

  除了 Marius 外，Jean Val Jean 還救了一人的命，那就是追蹤他多年不捨的

警察 Javert。Javert 是一忠於職責，墨守成規的頑固者。面對這囚犯，又是

救命恩人，他可徬徨，不知所從了。於是他選擇投河自殺作告銷差使。

  「孤星血淚」發揮四種感情 :( 一 )純真和誠懇下的熱愛。(二 )出自寬容和

廣闊胸懷下的饒恕。( 三 ) 為了他人而忘掉自我的犧牲。( 四 ) 不平等待遇下

產生的正義感。

歷史上最短的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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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o 將這四種感情寫得淋漓盡致。小說寫的是戲劇人生。Jean Val Jean 

一生除獲取讀者的憐憫外，更使我們肅然起敬。他的事跡不單止挖了我們的

心，更佔據着我們的靈魂。Hugo 能在「孤星血淚」內塑造出一近乎基督的角

色，這真是一和日月共存的不朽之作。故事從滑鐵盧戰役 Battle of Waterloo 

( 一八一五年十一月 ) 前夕至一八三三年六月巴黎市內示威反抗暴動。囊括了

當代的政壇風雲、社會進展、宗教分岐、道德準繩……除主人翁多色彩遭際外，

Hugo 花了很多篇幅去寫滑鐵盧戰場上血肉橫飛慘狀，法國低下層的土談俗語，

巴黎坑渠地道的工程結構……這都是有助讀者們了解「孤星血淚」的時代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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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小學問一 : 迷失方向

  加拿大在美國之北，California 在 Nevada 之西，幼稚園學生都知道，但是

Los Angeles 在 Nevada 首府 Carson City 之東，加拿大的 Windsor 在美國的

Detroit 之南，你知道嗎 ? 不信請查閱地圖。

地理小學問二 : 地名改和不改

  雲南瀾滄江流入寮國再經越南出海時成為湄公河，安徽屯溪的新安江流經

浙江省的千島湖後改為富春江，進入杭州境內時再改為錢塘江。橫跨中國和

Kazakstan 的天山卻不改名。以色列的 Jerusalem 和約旦的 Jerusalem 是同一

城市，不同國家，只是後者被以色列霸佔，實際上是同一國家了。Kazakstan

的邊城霍爾果斯 Hurgos 在同一街道上和中國分界，但過關卡入中國時便稱為

新疆的霍城。土耳其的伊士坦堡 Istanbul 跨歐亞二洲，二洲隔着 Bosporus 海

峽，界限分明。

地理小學問三 : 地圖隨歷史變遷而更改

  這是理所必然的。非洲屢出現新國家，我們很難記得清楚。大概是很多地方

原本是歐西國家殖民地，現紛紛獨立成國。維多利亞瀑布所在地 Zimbabwe，舊

名是 Rhodesia。有些國家因為政治變化，南蘇丹分裂出來就是一例。

  南斯拉夫和蘇聯解體後，分裂成很多小國，如波羅的海三小國和東歐

Croatia 直至 Montenegro、Kosovo 諸國。二十世紀德國有很大變動。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東普魯士被分割了很多地方成了波蘭走廊，波羅的海港口 Danzig

變為自由城市，不再屬德國。第二次大戰後，德國再慘敗。Danzig 被波蘭吞了

成了它的名港 Gdansk。普魯士也在地圖上刮除。首府 Konigsberg 原是德國名

城，十八世紀哲學家 Kant 一生講學之處被蘇聯獵取，改名為 Kaliningrad 以

紀念紅軍名將。城內全部德裔居民被驅逐，趕回西德。當然德國被分為東西二

國。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自柏林圍牆被拆除後，東西德同歸一統，首都也從 Bonn

搬回柏林。

  中國河北省變化最大。河北原本是明、清時代的直隸。其實北京本是河北馬

首是瞻城市。明成祖定為首都後，省會總要搬往別處。保定為省會長達二百年

之久。雍正時曾設省會於南部城市大名。大名原是唐朝的魏博。安史之亂後，

河北為軍閥割據。河北三鎮最為桀驁不馴，即魏博、成德 ( 現石家莊地區 )、

盧龍 ( 現北京地區 )，可以算是當時河北三省會並立。五代石敬瑭將燕雲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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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割給契丹，河北大部份地區已屬遼國，北京淪為化外。碩果猶存地方很小，

大名在河北最南，近山東、河南二省之界，便成了殘缺河北首府，即宋朝的北

京城，見水滸傳第六十三回「宋江兵打北京城」。清末民初天津因經濟蓬勃而

崛起。永定河和海河流經之處出海。民國初年甚有影響政局的軍閥閻錫山、張

學良將河北省會搬至天津。蔣介石不想河北為軍人控制，將省會搬回保定，建

軍校於此。天津後成為直轄市。自一九一八年以來，五十年內河北省會曾遷移

十一次之多。北京近郊清苑也曾一度成為省會。新中國成立，北京定為首都，

天津號定為特別市。保定因舊城頻頻內亂，殘破得很，不堪作為省會，所以有

意建設本是農村的石家莊成為省會。這村女蛾眉突然蛻變成為一豪門貴婦，名

氣遠遠不及其他河北城市。承德曾是清皇室避暑山莊，熱河省會。張家口曾為

察哈爾省會。邯鄲是戰國時趙國舊都。秦皇島是中共要人渡假勝地。其實石家

莊也有一張皇牌，鄰近的正定古城，就是三國時期的常山。常山趙子龍，百萬

軍中藏阿斗，誰人沒聽過 ? 但比起陝西的西安，四川的成都，湖北的武漢，

江蘇的南京，浙江的杭州，廣東的廣州……石家莊的存在感，確是很微弱。自

一九六八以來，石家莊已成河北省會超半世紀，此地位頗穩固。

地理小學問一 : 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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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花似錦的海洋動物

  舊金山水族館歷數年拆除重建，煥然一新。我最近前往參觀，飽受耳目之娛。

無數大小水箱，多種條紋班爛，色彩繽紛熱帶魚，游弋其中。牆邊有圖片展示

每一種魚的原居處和生態，按制有聲音作詳盡解說。最令我注目的是幾隻巨型

水缸，高及三層樓。儼然是一室內海洋。崔嵬危崖，險峻削壁，底下怪石嶙峋，

崩雲參差，都漫在水中。幾顆棕色和藍色海星，錯落在崖邊和礁石上。一群海

膽 sea urchins，漂浮海底，球體滿佈長釘，呈深藍色。懸崖點綴着無數 sea 

anemone，奇葩異卉，奼紫嫣紅，鵝黃鴨綠，燦爛地綻開着。這些 sea anemone

不是花朵，而是活生生吃肉動物 !

  Sea anemone 中文名是海銀蓬花或海白頭翁。我總覺得中文詞有點委屈這美

麗動物，沖淡了它的艷麗，簡化了它的形款。顏色不單止是白和銀，尚有紅、

粉紅、綠、黃、棕、紫等色。Sea anemone 憑它最底層的踏板圓盤 pedal disc

緊貼在海底沙礫上或沿崖漂石邊緣。踏板上是一圓柱，內中空。柱頂有一塊

吞吐圓盤 oral disc，圍繞着這圓盤是一叢觸鬚 tentacles，能伸展自如，散

開時宛似大黃菊的花瓣。Sea anemone 就憑這些觸鬚獵取身邊的小魚、小蟹、

planktons……甚至大如水母、海星…掃至吞吐圓盤開裂處，這就是它的口，

亦可充作肛門。食物由此進入圓柱中空 gastrovascular cavity，有充作簡單

的胃 coelenteron 慢慢消化。不能消化的如海螺貝殼也從此口吐出來，所以圓

盤開裂處兼備出入功能。觸鬚滿佈細胞 nematocysts 可製造毒液，麻痺獵物以

充糧餉。這些含毒細胞是圓柱中空最底層隱藏着一束蕊絲 acontial filaments

所製，是供應毒細胞 nematocysts 的源頭。吞吐圓盤 oral disc 底下兩旁各有

貯水袋 ostium，充份補足氧氣。 

 Sea anemone 繁殖方法別饒趣味。圓柱中空右邊附生殖粉 gonads，含精子或

卵子。無論是雌雄同體或異體，組合後便會結成嬰孩 Sea anemone，從口吐出

來。另一種方法是「無性」的。Sea anemone 軀幹從中割開，一分為二，這是

經線分體生殖法longitudinal fission。踏板圓盤pedal disc亦可長出幼芽，

慢慢分裂出來，漂浮他處成一小的，新的 Sea anemone。這是踏板撕裂生殖法

pedal laceration。憑這些繁殖法，Sea anemone 可以獲得漫長壽命，是人類

夢寐難求的。

  有些細小海洋生物寄居在 sea anemone 觸鬚內。它們能「與虎同眠」自有特

備條件。小丑魚，身呈橙黃，頭部綑以白色帶。它的鱗能抗拒 nematocysts 毒

液，不會沁入身內。隱士蟹 hermit crab 有海螺或其他 gastropod 殼在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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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毒液。它們很容易成為魚的珍味。兩害相衡取其輕，寄居在 Sea anemone 內

外避外頭風浪，亦是求生良策。

  Sea anemone 屬毛刺綱 Cnidaria。和水母 jelly fish，珊瑚 coral 同綱。

它們的毛都是毒刺。泳者最怕碰到白炸，即水母。皮膚定被燃傷。此綱原稱為

植蟲綱 zoophyte。動物學家發現它們的基因 DNA 有一部份和植物很相似。Sea 

anemone 含毒，對人類卻很輕微。當你觸摸它時，會有黏着感覺，那是它在想

吃你的手指呢。其中有一種 actinodendron arboreum，綽號「地獄之火」，切

不可近身，會導致嚴重傷害，甚至取命。Sea anemone 是一食肉動物。生物中

優勝劣敗，它的美麗絕不能掩飾它求生的兇殘。「任是無情也動人」。

  

如花似錦的海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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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鋒相對

  清代名臣合肥人李鴻章和常熟人翁同龢，一任職宰相，一任職司農。二人常

在朝廷會面，成莫逆之交。一日翁對李說:「丞相，我出一上聯給你對，是『宰

相合肥天下瘦』」，謔而又虐，絃外之音，挖苦李甚矣!李鴻章不假思索回答: 

「司農常熟世間荒」。真是針鋒相對。

  合肥是安徽省省會，地處淮河和長江之間，南北接銜之界。形勢險要，為兵

家必爭之地。三國時曹操視合肥為師伐孫權跳板。派名將張遼鎮守。見三國演

義第六十七回「張遼威震逍遙津」。現合肥市內有逍遙津公園，紀念張遼戰績。

南淝河穿過公園，橫貫合肥市區。一同學曾寄寓合肥數天。睹南淝河一絲如帶，

河面狹窄，甚為失望。對我說 :「中學時上中國歷史課，淝水之戰給我的印象

是白浪滔滔。見到的是一條大坑渠。難怪秦王苻堅誇下海口，能投鞭斷流。」

  此同學地理不熟，犯錯兩點。南淝河是合肥的母親河，流入巢湖，面積甚廣

的中國四大淡水湖之一。上游現設董舖水庫，攔空截流，所以流量大減。合肥

尚有北淝河和西淝河。三河流經境內，城市得名為「合肥」。淝水之戰場地不

在合肥。戰場在壽縣八公山腳下的東淝河。這是淮河支流，圍繞壽縣東南城區，

灌入瓦埠湖。壽縣即東晉、南北朝時的壽春古城，北距合肥個多鐘頭車程，近

淮南市。南淝河屬長江水系。東淝河屬淮河水系。

  淝水之戰令我想起二位針鋒相對的偉人。五胡十六國時氐族前秦苻堅得王猛

輔助，掃平北方割據勢力，包括滅前燕，遣呂光用兵西域。公元三五六年，東

晉桓溫北伐，入洛陽，抵灞上。時王猛名震關中。桓溫召見，猛穿破衣會面，

邊談天下事，邊捉衣上蚤子。這是歷史美談「捫蚤談兵」。桓溫驚其才，邀請

他同回東晉朝廷。王猛早察覺桓溫有不臣之心，婉拒之。留北後入苻堅幕府。

君臣魚水，猶勝劉備於諸葛亮孔明。王猛算無遺策，平定北土，都是他的功勞。

可惜天不假年。臨終時頻頻告誡苻堅，先要穩定內部新降者，切不可魯莽攻東

晉。苻堅不聽，結果淝水慘敗，前秦政權，崩潰瓦解，堅亦身死名滅。

  同時東晉謝安，系出名門，隱居東山，絲竹棋酒自娛十多年。聲譽蓋朝野。

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請求，希望他能入朝主政局。桓溫死後，方執政。

察覺苻堅逐漸雄據中原，有兵下江南之勢。囑侄謝玄練北府兵作預防。謝安的

戰略是鞏固淮河之守，不許秦兵過渡。八公山北依淮河，南瀕淝水，是他理想

的戰場。三八三年苻堅大舉南下，號稱八十多萬。東晉只有北府兵八萬。其實

秦兵未集結在一處，上前線的數目和東晉兵差不多。就在淝水展開戰事。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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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晉降將朱序在後面擾亂軍心，未整頓兵馬前方已大亂，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謝安端默凝坐，下棋局未完，便收到勝利消息。其實苻堅先到淝水岸，見到八

公山上的樹木林立，宛似列陣的戰士。心先有怯意。這些「草木皆兵」，已預

定淝水之戰慘敗的必然性。這結局是王猛、謝安二人早知道的。「中原人物思

王猛，南渡衣冠說谢安。」在東晉和十六國紛亂時期，出了二位針鋒相對的天

下奇才，永垂青史。

  一九八四年我參加一英國旅行團，從倫敦乘火車入中國，在江蘇常熟寓宿了

一夜。此小城給我印象甚佳。街道兩旁綠樹婆娑。小旅館在虞山東麓。早餐時

結識了經理火烽台先生。那時他五十多歲，非常友善。可惜我的國語生硬不通，

用粵語補上，火先生也聽得懂。他告知我他的先祖是唐朝蕃將火拔歸仁。早餐

後有兩個鐘頭空閒，團方出發。火先生勸我攀登虞山欣賞長江景色。時我初患

痛風，行動不便。他說不妨事，他會扶持我。此山不高，見到那浩瀚長江。「滾

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不勝感慨。就在山上憑弔了言子墓。言子名

偃字子游，春秋吳國琴川 ( 今常熟 ) 人，是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人之一，是孔子

晚年收的弟子，小四十歲。孔子曾說「吾門有偃，吾道其南。」他將儒家學說，

傳播江南。在言子墓附近，我見到澹台滅明碑。澹台亦是孔子晚年弟子，小

三十九歲。他字子羽，長相醜陋。學成後致力於修身實踐，處事光明正大，不

走邪路。現有「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諺語。言偃和澹台滅明，又是一對針鋒

相對人物。「殘宵留得夢依稀」，記舊換來惆悵。

針鋒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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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家的義僕

   深入黑色大陸非洲探險英國籍 Dr. David Livingstone，因讀了羅馬帝國

史學家 Herodotus 記載的尼羅河源頭的噴泉 Fountains of the Nile，百折

不回地苦苦找尋它，終未成功。最後一次的嘗試，他病逝在 Zambia 一小村落

Chitambo 中，時為一八七三年五月一日也。跟隨他左右多年的三位非洲土著

僕人 Jacob Wainwright, Susi, Chuma 將內臟取出，掩埋在當地的 Mulva 大

樹下，且立碑作標誌。他們然後在烈日下將屍體乾化，變成了木乃伊。間關

數千里，輪流將乾屍背着步行至海邊。這長途跋涉，歷時半年，且越過幾處

關卡的阻攔。他們晝夜趕路，餐風路宿，始終不懈。Dr. Livingstone 的遺

體終於在一八七四年四月十五日船運回英國，後在倫敦西敏寺入土為安。Dr.  

Livingstone 最後能歸祖國，有賴於他的僕人義薄雲天，忠貫日月也。

  Dr.  David Livingstone出生於一八一三年三月十九日在蘇格蘭南部一小鎮

Blantyre。家境窮困，與幾位兄弟同居一室。尚在孩童時期他服役於一棉花工

場以補助家計。進入青年期，他更延長工作時間，只能在週末和晚上孜孜求學。

歷盡艱辛他進了 Glasgow 醫學院並在倫敦數所醫學機構深造，同時參與倫敦的

海外傳教所，他是掛着醫生名銜的。

    一八四一年他抵達南非角城 Cape Town，開始傳教和醫療工作。數年後與

一志同道合女教士 Mary Moffat 結婚，育有數兒女。從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七三

年他深入這黑色大陸，志願是將基督教義、商務、和文化傳播到非洲深處。

    一八四一年前對歐洲人而言，非洲是一深奧，詭異角落。他們認為這是毫

無商務價值的不毛之地。Dr. Livingstone 的探險給他們絕大的驚異。他寄回

來的報告是充滿茂密叢林，高懸瀑布，遼闊草原，豐腴田野……令歐洲人耳目

一新。他的原意是將非洲土人變為基督教徒。不久，他便改變初衷，企圖探險

可發現能行的商業路線，以削減甚至中斷當時盛行的奴役販賣。身為虔誠基督

徒，Livingstone 極端痛恨黑奴賣身於歐洲白人社會。

    一八五五年 Livingstone 探索範圍甚廣。咆哮的 Zambezi 河翻騰着白浪，

注入世界最偉大的瀑布，土人喻之為轟雷震起煙霧。他以女皇維多利亞命名。

( 請參閱南非紀行之四 --- 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 )。更有甚者，他橫渡非

洲 Sahara 沙漠，被譽為人類陸地探險壯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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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次探險中，他歷盡危機重重。可能被同行的土人在途中虐殺。他經歷

到流金鑠石的熱浪，吹沙滾石的狂風，淋漓洶湧的暴雨，深及膝蓋的泥濘。他

常有暈眩，嘔吐，腹瀉，軀體疼痛…. 在三年內他有二十七次發高熱。有一次

被獅子咬傷左掌，傷痕是永久的。

  一八六六年他在一小村落 Nyangwe 目睹亞拉伯販奴惡商屠殺數百土人，令他

傷心欲絕。他就在這黑色大陸消失了六年。全無音訊令歐洲社會非常記掛。

London Daily Telegraph 和 New York Herold 連盟組成遠征搜查隊伍，派出名

記者 Henry Stanley 作領隊。一八七一年聖誕時節 Stanley 在一小村 Ujiji 中

見到一蓬首垢面的醫生。他驚喜莫名 :「Dr. Livingstone, I presume?」這是

十九世紀名震世界的驚嘆 ! 

  Dr. Livingstone 在一八七三年逝世，已記在文章開段。他改變了白人社會

對非洲的態度。他深信上帝賜予人類平等待遇。非洲自身有能力在文化上作貢

獻，大大打破白人優越感。

  

探險家的義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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軼事六則

似褒實眨
某庸醫遷醫務所，聘請一秀才題詞中堂。秀才借用李商隱詩句 :「海外徒聞更

九州」。對他說 :「希望你醫道傳遍天下」。庸醫大喜，掛字於中堂。後他有

一朋友看了 :「此不祥甚矣 ! 你知道李詩下句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快將題

字除下」。庸醫愕然。

杭州之美
 北宋詞人柳永填「望海潮」一詞詠杭州風景之美，膾炙人口。金主海陵王完

顏亮讀到「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捲霜雪，

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派畫匠暗下杭州，將西湖的湖光山色詳繪呈上。欣賞之餘，在畫面寫

了一首七言絕句 :「海內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

馬吳山第一峰。」於一一六零年提兵南下，大舉侵宋，幸虞允文靠長江天險，

穩守采石磯，大敗金兵。不然南北分裂之局，就此結束。完顏亮能詩文，這首

七絕寫得不錯，可見得女真族漢化之深也。

登華山詩
 北宋名臣寇準是一神童，五歲時隨父登華山。其父命他詠這西嶽名山景色，

他口占五絕一首 :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

小小年紀，便露出那氣沖斗牛青雲之志。果然他成長後的功業抵得上孩童時詠

華山的五絕有餘。

 宋真宗景德一年 ( 公元一零零四年 ) 遼國蕭太后率領契丹族入侵，圍瀛州，

朝野震駭。江南人王欽若請帝遷都金陵 ( 南京 )，蜀人陳堯叟請帝遷成都以避

其兵鋒。寇準在帝前分析局勢，請帝親自出師澶州(今河南濮陽)。抵達前線，

見契丹兵勢甚盛，帝頓生怯意，欲暫且駐蹕以觀軍情。寇準力催御駕渡河以穩

固人心。同時他鞭策驍將高瓊作衛護。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宋兵士遙遠望

見御蓋，軍心大振，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遼軍愕然氣短，不能成列。

 寇準總領軍事，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宋威虎將張瓖箭射遼名將撻覽，中額

而亡。遼知取勝無望，密奉書請作和約。寇準已知宋軍早處優勢，不許，欲乘

機取幽州地 ( 即現北京、天津一帶 )。無奈帝心厭戰，而近臣有人說寇準借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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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準無奈從帝意志和遼國言和。帝遣使者曹利用往遼國，先許每年給遼

百萬以買和平。寇準在利用行前召見他，語恐嚇之 :「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

三十萬，吾斬汝矣」。這就是有名的「澶淵之盟」。宋史評 :「天下乂安，寇

準協和之所致也。」

奇異的孝思
王羲之外侄郗超少年得志，仗義豪邁，倜儻不羈。父郗愔性節儉，好聚斂，積

錢數十萬。他見子才幹卓異，非常寵愛他，有求必應。有一次郗超向父要錢，

父開錢庫與之，任超所取。超樂善好施，一日中將父所存盡散給親故。

 郗超成長後的政治生涯是依附東晉權臣桓溫。桓有取代晉皇朝的野心。逐漸

攬取中外軍政大事。郗超在背後替他畫策，不遺餘力。朝廷諸臣都被桓溫控制

着。王坦之、謝安二人維繫皇室，事事制裁之。桓溫對他們心存忌憚。王、謝

找桓溫議事，郗超藏在帳幕後聽取。突然風吹動，帳開郗超露身，謝安向他挖

苦 :「料不到郗生竟成入幕之賓」。

 郗超英年病故，年僅四十二歲，先父郗愔而卒。當自知沉疴難起，將一箱書

交付門生，有如此吩咐 :「本欲焚之，恐公年老，必以傷感為弊。我亡後，若

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超自知雖黨於桓氏，老父郗愔乃晉室

純臣，不令他知道自己走的政治路線。超亦明白蓋棺論定，必受後人惡評，身

後可能入逆臣傳。為了保全老父，不顧自身，餘生表示點孝思。郗愔痛愛子之

亡，果然哀傷成疾，茶飯不思。門生依遺旨呈書給郗愔看。愔於是洞悉郗超與

桓溫往反密計。愔拍案大怒 :「小子死恨晚矣。」遂收淚不再傷懷。

玉門關
 唐王之渙邊塞詩詠玉門關

黃河邊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寫出關外滿是黃沙白草，連楊柳都不生長。清左宗棠平回亂，用兵新疆。建公

路從甘肅敦煌至迪化 ( 今烏魯木齊 )，路兩旁廣植楊柳，不毛之地霎時春意盎

然。左心情舒暢，率領湖南子弟兵慶功而還。詩紀此事 :

大將征西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軼事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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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廁所

 中國富甲天下之人，首推西晉石崇。別的不說。單是他家的廁所，擺設得有

如富人大廳。又有數位美人隨侍在內，替客人更換新衣，噴麝香粉末在其身上。

很多客人見如此排場，不敢再進入深處「方便」。忍氣吞聲而出，無功返回，

或臨時改姓賴。正如廣東人說句 :「靚到唔敢係道疴」也。

軼事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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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古，最老，和最大的生物

  地球上最古，最老，和最大的生物是樹。很多樹都有過千歲的壽考。樹可高

達三百二十八尺以上和重量超一千五百噸。從北極圈至撒哈拉沙漠，放目處

都有樹的影子。樹在地球上擁有三萬七千年歷史。沒有人跡的去處都被樹霸佔

了。在芸芸眾生中，樹的生存力是最強的。植物的生存賴於光化作用，樹在眾

植物中有如鶴立雞群。它有堅強、挺拔的樹幹以支持枝葉去奪取大量的陽光。

被它影子蔽蔭的植物是不能和它爭一日之強。它同時根深蒂固，它的根系統深

陷土壤中吸收各礦物元素和水份，貯藏在樹幹和樹皮內備旱。總而言之樹在生

物中是最成功的。

  傳統相信溫和地帶的樹比熱帶的樹老得多，因為前者樹幹內有年輪可數。在

熱帶雨林樹從發芽至衰毀的時期總在二百至三百年間。不能望上二千年的樹項

背。在錫蘭有一顆無花果樹 Ficus religiosa 是公元前二百八十八年 Tissa 王

植下時，他曾預言此樹將在世上永存，時至今天此樹迎風招展，茂密如昔，高

齡在二千以上。在耶路撒冷客西馬尼園 Garden of Gethsemane 有一顆橄欖樹

是在羅馬帝國時代已存在着。未知是否基督在被釘十字架前夕，在此樹下禱

告，喝下一杯苦酒 ? 橡樹的壽命也很長，英國和歐洲大陸有多顆達一千五百年

以上。

  現代用 Carbon dating 技術證明有些熱帶樹亦享有高齡。非洲少雨平

原 savanna 中生長的 baobab 樹可能上五千年。我在維多利亞瀑布附近見到

一 baobab 樹。圓周上一百英尺以上。這就是它繁榮秘訣。樹幹中空，可藏

二千一百 pints 水。所以無論在潤濕空氣或缺水環境中，它能自供自給，不求

外助。沙漠中的植物如仙人掌，Joshua tree…. 缺乏或很疏落綠葉，盡可能避

免在猛烈陽光下，稀有的水份能在葉面上蒸發 transpiration。其根卻很長很

深，穿過枯乾的土壤直達深入地底的水源 water table 以吸取水的氧氣。

  我們靜坐室內，環目四周。木料處處皆是 : 傢俬、牆壁、窗框、門….甚至

書籍、報章、拍照膠底片。樹是供應木料源頭。砍掉下的樹經過修理便成杉材

timber，是建築房宇的必需品。名貴的杉材包括桃花心木 mahogany、麻栗木

teak、黑檀 ebony、花梨木 rosewood 等。可見得樹是對人類最重要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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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門神之由來

  中國民舍門前多有一對兇神惡煞的門神，一持虎眼鋼節鞭，一執鋒銳殺手

鐧。此二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屬下兩員猛將尉遲恭和秦叔寶是也。房玄齡為唐太

宗策劃玄武門之變，奪取皇位承繼權，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殺掉，軟禁唐高

宗李淵，傳說唐太宗自囚父弒兄屠弟後，深受良心責備，夜夜發惡夢，猛鬼向

他索命。他於是命尉遲恭，秦叔寶二人守着睡房門前，拒猛鬼入室。從此二人

衍變為門神。「說唐傳」記秦叔寶和尉遲恭為隋末第十四、十五條好漢，武藝

不分上下。自前十三條好漢李元霸，宇文成都…等相繼死於非命後，二人在唐

朝立國時成為天下無敵了。神話說秦叔寶降世後，尉遲恭不肯投胎下凡。上帝

答允給秦叔寶附上三分癆病，尉遲方肯入塵間。所以二人同是天下猛將，是門

神的理想人選。

  門神之說多基於民間傳聞。尉遲恭，秦叔寶二人出於通俗小說「說唐傳」和

「隋唐演義」，和真實頗有差別。我翻閱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獵取這唐初二

名將事蹟略記於下。

  隋煬帝開運河，征高麗，窮兵黷武，勞民傷財，怨恨甚深。天下鼎沸，盜弄

潢池，遍地瘡痍，毒流四海。一百四十路煙塵各地烽起。紛紛起兵者其中一處

是馬邑 (今山西朔縣 )劉武周。

  尉遲恭字敬德，朔州善陽人。少年時從軍於同鄉劉武周部下，討捕群賊，以

武勇稱。武周叛變，以他為偏將，與宋金剛南侵。時李淵原鎮太原，後與子世

民攻取長安，移軍事大本營於關中。宋金剛和尉遲恭欲乘唐兵撤退後，太原守

弱，取山西全境。陷晉、澮二州，深入至夏縣，執唐留守官獨孤懷恩，唐儉等。

李淵要保存根本，命秦王世民拒武周兵於柏壁。世民率兵迎戰宋金剛，尉遲恭

於介休。時秦叔寶已歸李世民幕下。這是此二門神戰場上比武的機會。金剛戰

敗，奔於突厥，尉遲恭收其餘眾，城守介休。李世民遣宇文士及往諭之。尉遲

恭與尋相舉城來降。

  秦王李世民領兵往洛陽攻打王世充。武周屬下諸降將尋相等叛逃。獨尉遲恭

留在帳中，後被眾將囚禁，疑他也會跟着出走。屈突通，殷開山勸世民殺之以

除後患。因其初歸附，情志未定，且勇猛難制。世民不以為然，釋尉遲，引入

臥室內，且賜以金寶，謂之曰 :「丈夫以意氣相投，勿以小疑介意。公欲去，

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尉遲感激流涕，誓死效忠。

  唐太宗用人的確非常超越。不久他被王世充驍將單雄信追逼。禍近眉睫。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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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救李世民於垂危。事後世民衷心道謝 :「眾人

證公必叛，天授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這是尉遲恭第

一次救駕。

  秦王和太子李建成謀奪繼承李淵嗣位，勢成水火。建成謀去秦府世民猛將。

密致書以招尉遲恭，並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恭敬辭，並回書曰 :「敬德起自幽

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

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許殿下，

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此言義正辭嚴，忠肝赤膽，可昭日月。

唐太宗李世民確是慧眼識人。 

  玄武門之變是唐太宗殺兄屠弟囚父的武裝政治之舉。唐武德九年 ( 公元

六二六年 ) 六月四日，李世民已殺長兄李建成，尉遲恭領七十騎躡踵繼至。齊

王李元吉走馬東奔。世民乘馬林內遇見。馬為樹椏橫阻。世民倒下馬來，墜地

一時不能起來。元吉遽來奪弓欲扼殺其兄。尉遲恭及時射殺元吉。這是他第二

次救駕。李世民派尉遲恭戎裝入見李淵。名是侍衛，實是監督，以防再有兵變。

於是國家大權落入李世民手。不久李淵便禪位給他，名是太上皇，實是囚犯。

  我只記了唐太宗和尉遲恭特殊關係，其他功業逸去。舊唐書記述 :「敬德末

年篤信仙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商樂以自

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他頗懂得明哲保身，以功名終。我曾在太

原憑弔留下來尉遲恭建的寺院。

秦瓊字叔寶，齊州歷城 ( 今山東濟南 ) 人。隋末大業年中 ( 公元六一零年間 )

服務於隋將來護兒軍下，甚被賞識。其母病逝，上司來護兒遣使弔之並說叔寶

勇悍，兼有志節，不會久為人下。隋末群盜並起，叔寶從通守張須陀擊賊於下

邳，統萬人抗拒賊眾十數萬。結果用計破賊眾，只有數百騎遁去，餘皆被擒獲。

由是勇氣聞於遠近。

  張須陀與瓦崗軍李密戰於滎賜。須陀兵敗殉國。叔寶以勇保存餘眾，奔附裴

仁基。會仁基以武牢降於李密，密得叔寶甚喜，以為帳內驃騎，待之甚厚。至

此秦叔寶正式加入瓦崗軍，與徐世勣，王伯當，單雄信，程咬金等為伍。

  宇文化及在楊州弒隋煬帝後，欲回兵長安。李密攔截之，大戰於黎陽童山。

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只有叔寶奮力捍衛，密遂獲

免。叔寶又收兵力戰化及，擊退之。

中國民間門神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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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乘其弊擊之。數戰

後，世充大破瓦崗軍，李密與王伯當奔關中降唐，麾下諸將單雄信，程咬金，

秦叔寶皆為王世充所得。叔寶見世充多詐，終非撥亂之主，遂與程咬金商議，

乘和唐在九曲交鋒之際，陣上歸降。於是秦叔寶在秦王李世民麾下服務。

  叔寶從征禦劉武周，與尉遲恭大戰美良川，功最居多，唐高祖遣使賜以金瓶，

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來投我，又立功效。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

況子女玉帛乎 ? 卿當勉之。」感激之言，溢於言表。後又從李世民攻洛陽，討

王世充 ; 戰武牢，拒竇建德。舊唐書本傳記其武勇 :「叔寶每從太宗征伐，敵

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

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剌之萬眾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

此頗自矜尚。」

  玄武門之變，通鑑記述尉遲恭甚詳，於叔寶似乎未顯。有史家認為他根本沒

有參與，可能他已知此舉是太宗殺兄弟囚老父。他受高祖知遇之恩，所以不甚

積極也。

  叔寶晚年稱病隱退。對人說 :「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

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 ?」可能是他借病避禍之術。

中國民間門神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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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必然

  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風起雲湧，自有其宗教、政治、文化的遠因。

自中世紀以來，皈依基督教的人愈眾，教皇的權威也日益增長，令他的勢力和

影響遠勝於任何歐洲國王。Pope Innocent III (1160? – 1216) 威望儀式甚

重，譽動一時，是不可一世人物，揚言教廷擁有絕對權力，包括世俗和靈性的，

凌駕諸君主上。時西歐各地市鎮已具雛形，很多農民拋棄了田土莊園移居於

此。市鎮都是國王直接轄治的。不同於農莊地主，受統於本區的侯爵或王子，

他們都是效忠於教廷的基督徒。國王視教皇為政治上大對頭，比任何敵國更厲

害。大批農民成了市集居民，大大擴張了國王勢力，同時削弱了教廷的影響。

這顯然競爭從中世後期至十六世紀漸成劍拔弩張。

  一三零九年法籍教皇 Clement V 將教座從羅馬遷到法國 Avignon，靠近他

的家鄉，此舉是後來分裂羅馬教廷的源頭。教座就在法國棲遲  了七十年。

一三七八年教皇 Gregory XI 將教座搬回羅馬。很多法籍紅衣主教激烈反對。

他們私自選出一反教皇 Antipope 留在 Avignon。結果是二教皇同時並立，各

自認為正統。一四零九年羅馬教更雪上加霜。第三位教皇在意大利 Pisa 出現。

這三方爭奪實力破裂了羅馬教廷，同時給老百姓不良印象，基督教遇到前所未

見的紛擾，結論是教會滑下坡去，落入深淵。

  而教會本身自有其萬夫所指，無從辯護的黑點。最顯著的是出售贖罪劵。犯

了彌天大罪，只要出夠金錢給教堂便可洗脫。其次是崇高地位亦可購買，這是

眾目睽睽下的腐化和貪污。更有甚者，主教，神父等奢侈糜爛享受也為人不齒，

這不是神的僕人應有的生活形式。雖有些凌厲批評，教會人士仍視若無睹我行

我素。有識之士主張索性廢除羅馬教廷的專制，教會由各國派出參議員作取

代。禮拜日的福音應強調上帝的慈悲憐憫和耶穌基督教義，不是塵世間功勞和

獻給教會的財富。

  歐洲文藝復興 Renaissance (1350-1600) 如火如荼。各地高等學府像雨後春

筍叢立。加上活動字模複印發明，文字廣泛傳播，自然地遠古典籍文獻亦被受

教育者接觸，包括古聖經原來的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人們於是能吸取聖經的真

義，不是倚賴羅馬教廷的歪曲，委屈偏見翻譯。中產階級智識份子大大懷疑歷

年來教廷的卑劣手段，借宗教奴役無識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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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世紀後期積聚了上二百多年暗湧潮流，終於沖激成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的高峰。這運動延至一六四八年，給歐洲歷史有轟雷撃

電的影響，主要強調個人自由，已身對國家、社會、家庭的責任，脫離神化的

統治，排除墨守成規的宗教教育，而以現實主義 secularization of society

取代之。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 原是一日耳曼裔寺僧，當時充任神學

教授。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在 Wittenberg( 現今 Saxony、Germany) 教

堂門上釘了九十五論題，主要抨擊贖罪劵的出售。他同時聲調得救贖罪全出於

個人誠懇悔改對神的信任，不是用金錢和勞力換來。他於一五一八年更明目張

膽到處演說這論調，大大違犯了羅馬教廷的執法。一五二一年他更否定了教皇

的至高權威。教皇 Leo X (1475-1521) 將馬丁路德逐出門牆並指他為異端，並

召他於一五二一年四月出現於宗教會議 Diet of Worms 自辯。馬丁路德拒絕出

席並堅持己說 : 「我的話出自神的啟示，除非聖經能指出謬誤處，我不會反

悔的。」神聖羅馬皇帝 Chorles V (1500-1558) 發詔路德是頭號罪犯並要處之

死刑。當時 Saxony 王子 Frederick the Wise (1463-1525) 對馬丁路德的論

調甚有共鳴感，派兵保護他，不許人傷害其毛髮。路德一路支持這新教運動

Protestant Movement 直至他一五四六年去世。宗教改革 the Reformation 在

歐洲各地，如野火燎原，不可收拾。跟着在歐洲各地 ( 尤其是法國 ) 因新舊教

之爭，爆出內戰，令生靈塗炭，田舍荒蕪。宗教改革大大創傷了歐洲。

宗教改革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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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美女傳奇背後

  英雄美女故事是小說、電影、戲劇最熱門的。結局總是喜氣洋洋的大團圓。

事實上真是如此嗎 ? 民國初年蔡鍔將軍 (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一九一六

年十一月八日 )邂逅名妓小鳳仙的傳奇並不美滿，且渲染着很濃的悲劇色彩。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湖南長沙岳麓山為蔡鍔將軍舉行國葬。彼時冠蓋雲

集。參加蔡將軍入土為安大典的有很多當時民國軍政界要人。其中有一名少

女，全身黑紗，髮上戴一朵大白花，雖不施脂粉，仍艷若桃李，秀外慧中。她

齒如編貝，雙瞳剪水，強制住泫然欲滴的淚珠，顯示出極端凄惋的情懷。她就

是名滿京華的妓女小鳳仙。她給蔡鍔的輓聯 :  

            不幸周瑜竟短命

            早知李靖是英雄

  蔡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清末民初政治家，軍事家，曾經響應辛亥革命。

後來在雲南放出第一炮，反對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組織護國戰爭以維護憲政。

蔡任護國大將軍。與袁嫡系軍戰場交鋒時，發揮他軍事才幹，以少勝多。在他

鼓吹下，南方諸省，一致反袁。袁世凱知事終無成，被逼退位，終在憂憤下病

故。

   小鳳仙致送輓聯，我認為於歷史不甚貼切。蔡鍔雖甚受時人欣賞，他是戰

略家蔣百里在日本軍校同學兼交情篤厚，但英年早逝。護國戰爭在一九一五

年，一年後因喉病兼肺結核病不治在日本去世，未有機會在世盡其才。周瑜赤

壁之戰，擊敗曹操南下江南之師，隱隱劃出天下三分之局。李靖南平蕭銑、輔

公佑，北破突厥。助唐太宗掃除諸割據，開大唐一統太平。蔡鍔並沒有劃時代

建樹，不能以周瑜、李靖相比。而小鳳仙也沒有小喬、紅拂女的幸運。

  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凱解除蔡鍔雲南都督職位，召他進京，改任全國經界總

裁。蔡本支持袁氏，後他與日本訂二十一條約，顯然是賣國利己行為，又組織

籌安會，準備恢復帝制，自己登上帝位，改民國年號為洪憲。這與蔡鍔愛國主

義大相逕庭，於是他義憤填胸，怒形於色，計劃回雲南起義倒袁。

  袁世凱知其志，識其才，絕不能放龍歸海，軟禁蔡鍔在北京，且派人日夜監

示他行動。蔡故意縱情色酒，流連胡同中的妓寨以麻痺袁手下耳目。就在雲吉

班結識了年僅十八，艷光四射，色藝雙全的名妓小鳳仙。他和小鳳仙打得火熱，

難解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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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鳳仙原名朱筱鳳，父親是旗人，母為側室，後被正室逐出門。母不久病故，

小鳳仙隨一張姓奶媽長大，被認作義女，改姓名為張鳳雲。因貧困被賣入青樓，

跟一胡姓師傅學彈唱。性聰穎，頗通文墨。輾轉流落在北京陝西胡同雲吉班，

以藝名小鳳仙賣藝兼賣身。蔡鍔喜她慧敏，贈他軍裝照片一張，背後題字:「自

古佳人多仗義，從來俠女出風塵。」

  小鳳仙知蔡鍔想脫離牢籠，設法掩飾他乘火車往天津。蔡在天津渡洋經越南

返回雲南。臨別依依，對小鳳仙說日後青雲志遂，必回來迎娶她，和她一同遊

山玩水。怎知這是空言，一年後蔡鍔病逝日本。此別卻是永訣。

  其實彼時蔡鍔已有一妻一妾，六子女。他和小鳳仙週旋，只不過是逢場作戲

罷。小鳳仙豆蔻年華，雖陷泥濘，純真仍在。她自知如此生活，當人老珠黃，

青春逝去，必墮入上海人稱的「鹹肉莊」，日夜被人蹂躪，最後染病而死，像

很多老妓般。趁早找一良人作歸宿脫苦海。蔡鍔是她的救生圈，亦是她的唯一

戀愛對象。天妬紅顏，這默默期待得來的是蔡鍔去世消息。她悲痛欲絕，自己

一線希望，從此幻滅。

  蔡鍔葬禮後，小鳳仙在人海中泯滅，沒有消息三十多年。一九五一年名伶梅

蘭芳在韓戰中往朝鮮勞軍，途經瀋陽，寓居旅館兩天，他接到一短柬，有人要

求和他見面，署名是小鳳仙。多年前在北京雲吉班飲宴時，他曾和小鳳仙有一

面之緣。

  會面後得知小鳳仙坎坷一生。現已改名為張洗非。她曾嫁給一姓梁的旅長，

帶她到東北。梁旅長非善類，私自經營販毒，後被捕入獄，在獄中病故。小鳳

仙孤苦零丁，無倚無靠，做些粗作求溫飽，結識了鍋爐工人李振海。他喪妻寡

居，有未成年的一子二女。二人總算情投意合，於是共結連理，互慰寂寥。他

們生活得非常清苦。小鳳仙要求梅蘭芳，憑他的情面和關係，可否代她找尋一

穩定的工作。時小鳳仙已五十多歲。無復當年風華蓋世。儀容清秀，衣著雅潔

整齊，舉止得體。梅蘭芳介紹她在一幼稚園當保姆。

 天不永年，三年後小鳳仙染上老人神昏症，自身生活已不能料理。幸好丈夫

李振海不辭勞苦，盡力照顧她。兩年後她與世長辭。家無長物，身後蕭條。據

繼女李桂蘭說，入殮時胸前有一張英俊威武年青軍官照片，是她生前經常帶在

身邊的。英雄美人傳奇不是都美麗的。這收場不是很慘淡凄楚嗎 ? 小鳳仙壽考

不足六十歲。

英雄美女傳奇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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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陽狂士王血痕有一聯輓蔡鍔 :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相逢成一夢。

   數載北地胭脂，自傷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此聯寫得很好。蔡鍔和小鳳仙不是民間文人說得比翼連枝，天長地久，只不過

是萍水相逢罷。小鳳仙本是如俗土輕塵，和草木同朽的小女子，碰上蔡鍔將軍，

同千秋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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璦琿條約──俄國的鯨吞

  西伯利亞遠東地區本是中國的外東北。這百萬平方公里廣袤地域於一八五八

年和一八六零年被俄國強行割取吞下。十九世紀清朝末葉，中國飽受西方列強

和日本欺凌。弱國無外交，不平等條約接踵而來。最大的損失是外東北。俄國

獲益最豐。這大塊土地失去令國人義憤填胸，痛心疾首，不能彌補永久之傷殘。

  

  外東北荒涼苦寒，稀見人煙。多為遊牧民族雜居，漢人非絕對絕跡。漢武帝

時，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流放往北海 ( 即今貝加爾湖 ) 牧羊十九年。漢昭

帝時，蘇武方許放還歸國，已是垂老之年。留匈奴期間，武娶本地女子，誕一

子蘇通國。武帝孫漢宣帝念蘇武仗節異域，嚴於操守之功。重金贖蘇通國回歸

朝廷，賜以官爵。

  唐朝是中國最輝煌時代。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為四夷敬服。外東北也

不例外。酋長按時向中國朝拜。這羈繫是很鬆馳的。中原皇朝每年派代表到本

地接收貢品，並賜以中原產物如絲綢、瓷器類以作土物交換。名義上這些地方

亦隸屬大中華。

  至元、明、清，管轄比較嚴格，設地方官員。尤其是清初，建璦琿城，即現

今黑龍江省黑河市內一區。黑龍江將軍長駐於此，兼理及外東北事務。然而清

皇室以東北滿州是他們老家，嚴禁中原漢人涉足。更無論大批移民。外東北本

少人往探討開伐，更顯粗野荒曠。

  俄國處歐亞二洲北陲，自十七世紀以來，欲出與各國爭雄，必定要取一出外

的海口。在歐洲為英、法、普魯士 ( 德國前身 ) 所挫，改將目光放在東方，期

於在亞洲遠東或印度尋得一出海口。然兩路皆為中國土地所隔不能通。於是東

進侵略開始。正值康熙盛世。俄兵大敗。定尼布楚條約，穩將外東北掌握在中

國境內，僅許陸路通商。然俄國野心方興未艾，時搜訪中國邊境設備，及黑龍

江航行之各項報告。且偷行殖民政策於黑龍江北岸，暗暗蠶食外東北。時值道

光末葉，中國境內多故 ( 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和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起義 )，

未暇與俄國交涉。

  咸豐三年 (一八五三年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太平軍火勢甚烈。俄艦隊沿黑

龍江而下，抵達璦琿城。時黑龍江將軍奕山接號令，分兵過半南下抗拒太平軍。

守城兵勢孱弱，不能抗拒俄軍，有些防守部隊，竟驚惶失措到逃避躲藏，大為

俄人所輕。清廷受鴉片戰爭之害，傷痕未復，又遭太平軍重創，有淪亡之憂，

不宜北邊再開戰線，腹背受敵，被逼遣奕山將軍和俄人會議於璦琿，訂下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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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國的條約。時維一八五八年。

  璦琿條約有三項 :( 一 ) 修改康熙時的尼布楚條約。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

以北土地割給俄國。這是六十萬平方公里，中國一大塊肉。( 二 ) 烏蘇里江以

東直至太平洋為中俄二國共有地，二國同管。( 三 ) 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

江俄人皆有航行權。於是中國不僅失地，鎖也給予他人，門戶洞開矣。

  俄人雄心猶未已。兩年後即一八六零年，北京為英法聯軍所據。俄人自許有

調停之功，不容英法亡中國，向清廷索厚酬。烏蘇里江、圖們江以東直至太平

洋本是並共管地，全部割給俄國，又是四十多萬平方公里。良港海參崴，寶地

庫頁島從此永遠失去。這是北京條約。

  俄國將搶來的地方命名為西伯利亞的遠東區，首府設在現今黑河市隔黑龍江

對岸的海蘭泡，改名為「報喜城」Blagoveshchensk。立即執行三策。( 一 )

大量俄國移民充實此地 ; ( 二 ) 摧毀中國式建築和漢文化遺跡 ;( 三 ) 驅逐原

居中國人。執行第三項異常殘酷。一九零零年即八國聯軍入北京鎮壓義和團

起義那年。俄軍洗劫海蘭泡，摧毀全部中國人的商業。驅逐或屠殺市內中國居

民。很多中國人被鎗炮指着走向黑龍江岸，又沒有渡江船隻或木筏。逼着落水

淹斃，包括很多婦孺。只有些健壯青年遊泳過江回西岸中國。俄軍又無情向他

們掃射。只剩得八十人幸脫虎口。海蘭泡郊區有很多中國人聚居，號為江東

六十四屯 ( 地點在黑龍江東岸 )。北京條約本認許這地方仍屬中國。俄軍乘亂

獵取此地。六十四屯被清洗。居民和海蘭泡的同等悲慘命運，魂斷於黑龍江東

岸。此役大屠殺喪命的有七千人以上。俄軍更渡河劫掠璦琿城。焚燒後狼藉不

堪，只餘古蹟魁星樓。

  庫頁島 Sakhalin 是俄國最大的島，本是中國最大的，北部蘊藏石油甚富。

俄國立即開取。中部樹木叢立，是林產資源。俄國在島內建鐵路。此島富庶，

令日本垂涎。一九零四至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戰爭，俄國敗北，日本派兵佔庫頁

島南部，發展漁業，兼作日本的軍事屏障。第二次大戰後，俄國驅逐日本勢力，

重據庫頁全島。

  海參崴現是俄國太平洋艦隊根據地。俄國終於獲得自彼德大帝以來，夢寐以

求的出海港口。它是不凍 ( 結冰期間甚短 ) 的深水港，亦是橫貫西伯利亞鐵路

終點。俄人視海參崴為軍事重地，不花錢美化市容，像歐洲城市般。原有的中

華文化建築被拆除，所以作為旅遊城市，吸引力不太大。市附近有很多農田，

要人耕耘，都租給中國人操作。本來已驅逐中國原居民，現又召回一大批，真

是一歷史諷刺。市內農產全是中國人的勞力，紀念品也是黑龍江省邊城綏芬河

運去出售的。海參崴和中國是藕斷絲連啊 !

璦琿條約──俄國的鯨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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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糧慘劇

  從香港培正同學出版的「烽火歲月」諸學長大作中，深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

香港淪陷情況。其中兩件事 ( 一 ) 日軍濫殺平民 ( 二 ) 糧食欠缺，挑起我兒時

聽到的故老相傳。上午有一女人遭日軍殘害，倒斃街頭。下午她的股、臂、腿

肉都被割取，被人拿作烹飪資料。小店賣的雲吞，餡不是豬肉。可見得飢不擇

食，多麼可怕。

  根據唐人短篇小說「開河記」。隋煬帝開鑿運河，任用北大總管麻叔謀為開

河都護。麻為人貪暴卑劣。恃地勢在民間多欺凌索取。至寧陵縣，他突患風癢，

起坐不能。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診治，命取新出世羔羊，烹肉和藥而服之。果

然有效，藥未盡而病已痊。此後麻叔謀每日殺羔羊為食用。鄉人獻羊者皆獲厚

酬，多達數千人。

  寧陵下馬村有一富戶陶郎兒五兄弟，性甚兇殘。他家祖塋離河道僅二丈餘，

難免被發掘。於是陶家兄弟出外盜他人孩兒三四歲者，宰後去頭足。蒸熟加醬

醋配料。獻叔謀 ; 他咀嚼後，味道鮮美，遠勝羔羊，膳後愛慕不已。叔謀召見

陶家兄弟，得悉秘方，絕無責備之意。且以金十兩給陶郎兒，令一役夫衛護陶

家祖墳，不許開河者近。自此以後陶家兄弟陸續盜殺孩童給麻叔謀用餐。「貧

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睢陽所失孩子數百，冤痛哀

聲，旦久不輟。」

  麻叔謀劣行昭著，為睢陽太守令狐辛達上告。「自寧陵便為不法，初食羊臠，

後啖嬰兒 ; 養賊陶郎兒，盜人之子。」且以小兒遺骨進呈以作鐵証。丞相宇文

述以麻叔謀「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賊盜寶，擅改河道，請用峻法誅之。」

麻叔謀被綁，驅至河之北岸。先被腰斬，後割下首級，即刀分三段。陶郎兒兄

弟五人及助虐家奴，都被鞭死。可謂天眼恢恢的報應。

  中國歷史中的食人事件，屢見不鮮。五胡亂華時，羯族最為殘忍。此族是唯

一白種人。他們屠殺漢人，中原幾盡。行軍必帶一批少女，是軍中的洩慾工具。

當缺乏糧餉時，這些可憐女子被宰以飽軍士之腹。她們被稱為「兩腳羊」。

  隋末天下大亂，煙塵滿地。巨盜朱粲聲名狼藉，惡行傳播千古。他聚眾十餘

萬，渡淮河，屠竟陵、沔陽諸城，殺戮至噍類無遺。每破一州縣，盡取其藏穀

以充食，剩餘的盡焚毀。又不務種殖有新的稼穡。於是所至之處，爆發大饑荒，

死者相枕於道。人多相食以充飢。

  軍糧貧乏，朱粲下令掠取婦人及小兒，烹之，分給兵士。誇稱:「食之美者，

寧過於人肉乎 ! 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以人為糧，分等級 : 小兒至上 ; 

婦女次之 ; 又精壯男丁 ; 低層的為老弱病殘者。乃稅諸城堡，取人以益兵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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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粲初入南陽。隋官著作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靠攏敬事他。粲因為他們

是知識份子，甚為敬重，待以上賓之禮。陸、顏二人要保富貴，甘心赧顏降賊。

怎知後遭飢餒，朱粲缺乏生人供應，陸、顏合家所有人，包括他們自身，都被

朱粲及其黨羽吃光 ! 居民聞變紛紛逃離。

 後朱粲為楊士林等背叛，群起攻之。粲兵敗於淮源，遣使降唐。高祖李淵派

常侍段確往撫慰之。在歡迎宴席上，段確沉於酒，乘醉向朱粲開玩笑 :「聽說

你吃了很多人，肉是何滋味 ?」粲老羞成怒，回答 :「像你嗜酒之人，吃來好

似是醉雞、醉豬肉般。」段確顏色頓變，大駡 :「狂賊，你入朝時只是一奴役，

還敢吃人嗎 ?」朱粲勃然反面，令兵士將段確及從者數十人，頓時拉入廚房宰

掉，烹作一星期內佳餚。

  朱粲吃了李淵的使者，已與唐決裂，只好帶兵奔王世充。後李世民攻陷洛陽，

朱粲被生擒，斬於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

若冢。」

  我童年約六、七歲時，姑姐送我一套簡化說唐傳的連環圖。對隋唐之交人物

多有美化。瓦崗寨英雄全是義薄雲天。只有李密成了庸碌之士，附瓦崗苟存，

其實李密是了不起人物，將瓦崗軍發揚光大。單雄信是不世出的義士。他受刑

時回目為「出囹圄英雄受戳」。真實的單雄信出賣了李密。令瓦崗軍潰散。唐

初二名將李靖和李勣，李靖成了京兆三原的神仙，李勣是瓦崗軍內的智囊，以

徐茂公身份出現。最不可解的，食人魔朱粲成了南陽關伍雲召的義僕。伍雲召

大概是被吃掉顏愍楚化身。

  唐亡於黃巢之亂，和黃巢一同起兵的秦宗權，有朱粲之遺風。新唐書記他「無

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眾曰 :『啖其人，可飽吾眾。』官軍

追躡，獲鹽屍數十車。」亂世殘酷事件，屢見不鮮，人吃人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吃人稍為後世諒解的是唐安史之亂時張巡死守睢陽。城中乏食，鼠雀皆盡。張

巡出愛妾，殺之以大饗守城軍旅。同守城的許遠亦殺奴僮作糧。新唐書評睢

陽之守 :「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

尾……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明末

清初大儒王夫之於吃人事頗有微詞 :「張巡抑幸而城陷身死，與所食者而俱亡

耳；如使食人之後，救且至，城且全，論功行賞，紫衣金佩，赫奕顯榮，於斯

時也，念齧筋噬骨之慘，又將何地以自容哉 ?」

人為糧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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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說冰河

  冰河 glacier 是長年凝結着冰固體向山下流動。這些冰雪積聚緩慢地被驅迫

前進，組成漂浮堅硬晶瑩冰塊。冰河原產地是高峰頂。地心吸力引它向下移動。

一大塊冰片從中心展開，隨移動不斷張開擴大。冰河的原料是溶化的雪。它需

要的環境是降雪濃密地帶，令雪溶化後再有機會凝結，形成穩實的冰球。冰河

刻劃出地理形勢。它可用它的重量和遲慢，平和的流動割開大石，山谷就這樣

誕生。在地球出現人類前，冰河將各種礦物，貯藏在其流域內。

  幽深密地 Yosemite National Park in California 秀麗風光拜冰河所賜。

美國大湖 Great Lakes 的始創人也是冰河。在遠古時代 Pleistocene Epoch 冰

河寸步移向大湖地區，將微弱的石塊踢開，雕挖出一大盤層。當冰河開始溶化

時，盤層漸漸充滿水，大湖就此形成。

  地球上百份之六十九新鮮的水隱藏在冰河的冰塊中。這是頗令人驚奇的數

字。冰河的總面積甚小，在美國只有三萬五千平方里，大部份都在亞拉斯加，

有賴於嚴寒溫度，若地球暖化，冰河溶解，海平線上升二百三十尺，沿海很多

地面低的城市都被淹沒，這是人類大災難。

  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 Patagonia 內欣賞了幾處冰河。( 風景描繪在遊記「留

得殘荷聽雨聲」內 ) 冰河宛若一龐大藍寶石，冰清玉潔，晶瑩剔透，確是大自

然奇景偉觀。色呈碧藍是基本物理現象。當光射入時，其他顏色波線均能穿過

冰層，只有藍色被反彈出來，就是我們肉眼能看到的。

  為地心吸力控制，冰河在地面上滑溜。速度為經過的地皮體型而定。總是非

常慢，平均每日流動五十尺。流動時，有些零碎固體從主流跌入海洋成了冰山。

在這裡的追懷年青看到一套電視短劇。新婚夫婦往瑞士渡蜜月。丈夫不幸在懸

崖邊拍照時不慎墮入一冰河內，年青妻子傷心欲絕，不能打撈到丈夫，她請教

專家。根據冰河流速，三十年後某一日，丈夫會在橋底出現。她本有一青梅竹

馬男同學，苦苦追求她，成了她日常生活的護花使者。此女念着伉儷情深，婉

拒了男友婚約。三十年後，在橋底破開冰塊，丈夫赫然入目。搜查遺物，他胸

前有一玉照，不是妻子，而是一冶艷妖淫路柳牆花。癡心一片向明月，奈何明

月照污潭。可憐的女人，一生被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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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冰河入詩詞的，我最欣賞南宋愛國詩人陸游一首七言絕句 :

    獨坐孤村不自哀，尚思報國戍輪台。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這是他年老時寫的，愛國熾熱未泯。雖行動不便，還想到邊界服兵役，以現在

新疆輪台縣作代表，是很遙遠的地方。這裡的冰河不是文中所述的冰河，而是

在苦寒地方，鐵馬奔馳，金戈殺敵，都是夢寐難忘罷。這是反映着另一首愛國

詩。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雨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輪台和大散關都在塞外。樓船和鐵馬都是戰爭的工具。冰河和夜雨喻惡劣環

境，詩人雖年邁，報國心情，昭然若揭。

  在早期遊記中，我借陸游詩句，寫了一篇「鐵馬冰河入夢來」。記冬天坐火

車從意大利到瑞士。兩次在深秋時坐火車跨越歐亞大陸 : 從倫敦經西伯利亞，

外蒙古到大同，從倫敦經中亞細亞入新疆到西安。這裡的鐵馬是西方人說的

iron horse 即火車。冰河指寒冷的季節，大異於本文所述和陸游的借述，可謂

是借上借。隨着政治環境變易和身體跟年齡老化，這些旅遊壯舉，時不再與，

只能「入夢來」。

漫說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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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鳥瞰

  用最簡單話來說，東南亞的長期戰爭是北越的共產政權謀統一南方非共產的

越南。這兩個國家成立於一九五四年，之前越南全部是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

Indochina。自一九四六年起，越南人反法國企圖擺脫獨立。美國在軍用上支

持法國，但法國在一九五四年潰敗撤退。自法軍離去後，日內瓦國際會議商討

未來的越南。這國家在第十七平行線17th parallel分割為二，只是暫時性的。

跟着的選舉決定越南歸一統始終未有執行。胡志明掌權於北。保大帝在南部仍

稱王。

  北越共產政府非常仇視南方，相信整個國家屬它，於是扶植更助長南方的反

政府份子，越共 Vietcong 就此成立。從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間，越共在

搗亂，目的是傾覆南越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北越軍隊滲透南越 ; 全面

越南戰爭就此爆發。

  中國和蘇聯用軍火，沒有士卒供應北越。除了戰爭工具外，美國派兵進駐南

越以助對越共和北越的抵抗。直至一九六九年美在南越留軍已達半百萬。這政

策在美國國內備受爭議。反對泥足深陷越戰聲浪源源不絕，直至一九七三年最

後一支軍隊被撤回國。就在那年正月雙方協議停火。但當美兵腳步稍離，鎗炮

重響。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南越全面投降，結束了長達近二十年的戰爭。北

越取得統一勝利，改國名為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北越人民公認此是「解放祖國之戰」。他們視此戰為反法國殖民鬥爭的延續。

抗拒西方國家繼續奴役越南 ; 美國不過想取代法國成為新主人罷。

   美國參與越南戰事始於杜魯門總統支持法國抵制一九五零年代的越南獨立

運動。華盛頓相信在冷戰時期必要對任何受共產主義威脅國家施以援助。以下

的總統 Dwight D. Eisenhower, John F Kennedy, Lyndon B. Johnson 一脈相

承此政策。如果越南倒了，在骨牌反應下，鄰近國家也會相繼淪陷。

  越戰將美國民意分離。反戰份子認為東南亞戰事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 他

們不相信「骨牌反應」。美國仍穩如泰山，我們打這場仗有何目的 ? 同時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逐漸向越南增兵。很多戰士亡身異地 ; 歸來的身

帶殘缺或心靈大受創傷。集體反戰在各大城市發生，很多在公共場地坐着抗

議。他們指控國家犧牲無數青年在和自己全無利害關係的地方，且支持着一貪

污，腐敗的吳廷琰南越政權，這是民主社會的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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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不能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令支持越戰的公民很沮喪，失望。荒廢無

可算計物力，財力給那微弱南越政權。又要加稅作補給令政府中鷹派震驚。當

兵士傷亡數字增加，支持戰爭民望銳減。在民意壓力下，政府開始在越南班師。

一九七三年完成全部撤退，雖然有很多戰犯留在越南和下落不明兵士。

  現記下有味軼事。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天賦異禀，有嫪毒之資，是

喜歡炫耀偉丈夫，個性粗獷。越戰如火如荼之際，北越兵下南越首府順化。

Johnson 和親信開軍事會議，獲悉前線緊急，勢如水火。Johnson 突然拉開褲

鏈，將「驢兒大行貨」放在枱上，指着大駡 :「北越那些龜蛋，要 X X他們。」

  

  越戰是一很繁雜，材料堆積如山，我用最簡單，最輕鬆筆墨述之，希望差強

人意。

越戰鳥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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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版圖

  美國幅員遼闊，可和中國爭一日短長。一七七六年擺脫英國獨立時，其地理

僅有瀕大西洋的十三州。其實遠成國家前，早有雛形。Jamestown, Virginia 

是英移民踏足美洲最初定居處。移民公司 Virginia Company 選擇此地點自有

其地理因素。那時 Jamestown 尚未成島，三面臨水，很好建築防禦西班牙人襲

擊的守衛。且是一深水港 ; 英國船隻可駛近新建成的碼頭。地處深入內陸，便

利以後探索發展。一六零七年英國人開始建城，命名為 Jamestown 以紀念當時

英皇 James I。

  誰知兩年後一六零九年，大批居民染病死亡。食水是污染嚴重的河流。跟

着天旱和農產失收，發生大饑荒。若不是附近印第安人 Powhatan 族接濟，

Jamestown 就此夭折。起初英移民和 Powhatan 人相處融洽。其中一首長 John 

Rolfe 在一六一四年娶了印第安公主，她是年前被擄來了。因為英國人頻密

地，過份地向 Powhatan 索取糧食，雙方反目成仇。Powhatan 首領突擊，殺

了近四百英移民。第二次襲擊又殺了三百七十英移民。終於一六四六年捉得

Powhatan 首領，將他處決。Powhatan 群龍無主，無奈和 Jamestown 訂和約，

甘為它治下。

  一六七六年 Jamestown 發生內亂，火燒了教堂、市府、部份民居。一六九八

年囚徒故意縱火。Jamestown 遭二次火劫，零落不堪。Virginia 州將首府搬往

Middle Plantation，改名為 Williamsburg。

  Jamestown 是美國版圖起頭一小點。觀其簡史，其外戰內亂，成敗興衰，與

母國英倫全無關係，簡直是一未成型的美國，這是一未成胚胎，接受了精子的

卵子。

  十三殖民地連盟反英建立美國後，不甘心固步自封，目光射向西北土地

Northwest Territory，將其霸佔，極力發展，最後成了美國的 Midwest，是

美國現在各州所在地 ; Ohio, Indiana, Illinois, Michigan, Wisconsin, 

西班牙和美國同意 Florida 北疆界。一七九八年美國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地區

Mississippi Territory。

  一八零三年大購買 Louisiana Purchase 增加了美國土地一倍。這廣闊從

密西西比河至落磯山 Rocky Mountain 的領域原屬法國。「七年戰爭」敗北

後割給西班牙。十九世紀初拿破崙稱霸歐陸，脅迫西班牙王重訂新條約，

將 Louisiana Territory 讓回法國。美國和西班牙早有默契。密西西比河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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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貨品出墨西哥灣經港口 New Orleans，可以享受便宜關稅，並有權租 New 

Orleans 市內倉庫貯藏貨物。現換了主人，這優惠頓時損失。除了和法國開戰

強搶外，可以和平地將 New Orleans 購買下來。

  時拿破崙和英國作殊死戰，甚需軍用經費，提議賤價將整個地區賣給美國，

總面積為 530,000,000 acres 價格十八元買一平方里，價錢便宜極了，但當時

美國財政是很重的負荷。有識政治家極力慫恿買下。除土地倍增外，資源和潛

質未可限量，有助國力大大發展。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擔心此舉抵觸

了憲法，除非對憲法再來一次矯正。Alexander Hamilton 認為此地擁有很多印

第安土人，不會馴服於美國政府，到來開展此地的冒險者不眾。還有人掛心小

政府很難有效統治大地方。更有一尖銳敏感難題。時自由區和奴役區方取得平

衡，政府作暫時苟安。Louisiana Purchase無論對那方有利，將很快失去平衡，

果然 Louisiana Purchase 是美國分南北，內戰 Civil War 導火線。歷史顯示

明確答案 :爭議一時，利在後世。Louisiana Purchase 是對的 !

  一八四五年獨立的 Republic of Texas 加入美國聯邦。同年西班牙戰敗後將

Florida 割給美國。一八四六年美國和英國訂立條約，承認 Oregon Territory

為美國領土，是後來三州所在地 : Oregon, Washington, Idaho。一八四六

年至一八四八年和墨西哥開戰，美國奪取了 California, Utah Territory, 

New Mexico Territory。一八五三年 Gadsden Purchase 收購了 Arizona 南

部。於是在一八四五年 John Louis O'Sullivan 在報章上發表了「命運宣言」

Manifest Destiny: 美國國境伸展至太平洋是不能避免及神許可的命運，無

形中給美國吞食 Texas, California, Alaska, Pacific Islands, Caribbean 

Islands 最強的辯護。如國歌云 : 「從光耀的大西洋到閃亮的太平洋」。

一八六七年俄國用七千二百萬賤價賣 Alaska 給美國，是國務卿 William 

Seward 主持成交的。當時人笑要此荒地何用 ? 譏為愚蠢行為 Seward’s 

Folly。一九零零年的淘金熱證實 Seward 是智者。今天 Putin 在狂言 :「美國

要我退出烏克蘭，能將亞拉斯加交還俄國嗎 ?」

   一八九八年美國廢除 Hawaii 王，將地方納入版圖。檀香山有很多島，島鏈

最北的是 Midway，不為 Hawaii 州管轄，但是美國屬土。歸美國還有 Virgin 

Islands, Puerto Rico, Guam……等地。

  美國對待土人手法頗受非議。一八三八年 Cherokee 族一萬五千人被驅從

Tennessee 家園到 Oklahoma 的土人保留地 reservation。有四份之一倒斃在路

上，是缺乏營養、疾病、政府官員不體貼和同情。有此「淚的路徑」Trail of 

Tears 前車之鑑，今天美國道貌岸然之士能有情面多所議論新疆嗎 ?

美國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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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幻疑真的魔術

  十四世紀旅行家一亞拉伯酋長記載了一段離奇的際遇。他訪問一印度王子，

在宮廷宴席上待以上賓之禮。巡例餘慶節目包括舞蹈和雜技。壓軸戲為一名滿

江湖魔術師出現。他軀幹魁梧，獰惡地面上長了一片黑漆鬍鬚，穿了一件七彩

的手織羊毛外衣。

  魔術師上台時手持一長繩，頂端繫着一木球。他緊握着繩，將木球急速旋轉，

突然他放鬆了球。球很快奔向雲霄，再不見其影蹤。最令人驚異，球不被地心

吸力引回地面上。魔術師仍手持着繩，繫球的那端也隨着球在空中消失。

  魔術師命令跟隨小童爬攀上繩。小童恐懼不肯。在老師盛怒下，小童勉強服

從。他爬繩愈高愈快，最後如木球和繩的頂端，地上人群再不能看到他。

  過了一段完全沉寂的時間。觀眾凝視着能看到的一段繩，等着不尋常事發

生，魔術師也在等着。人群等得不耐煩了。魔術師將繩猛烈搖動，仍沒有動靜，

他勃然大怒。

  十幾分鐘溜走，魔術師怒火充眼，口咬着一匕首，躬身爬繩起來。數秒鐘後

他亦在人群視線中亡滅。

  突然空中響起小童尖厲的慘叫，好像是他垂死的掙扎。酋長驚惶失措起來。

他狂奔往繩下，向上遠望繩垂下不斷擺動，頂端在空氣中，空空如也，呼叫繼

續不斷。

  一件東西跌落在酋長身旁。仔細查察，是小童的斷手。酋長不期然害怕地走

開，他差點被另一斷手擊中。小童身體零碎部份像雨點般陸續降下。酋長恐懼

到膠着在地面不能行動，是他平生見到最殘酷，最悲慘事件。

  魔術師終於下降，站在酋長身旁在微笑。他落地時除下彩色外衣覆蓋那血淋

淋的零碎殘骸上。他抺乾了匕首，放回在他的腰帶。他身軀旋轉了一周，將覆

蓋的外衣拿起。小童無恙地立在眼前。木球從空中跌下落在魔術師手中。他悠

閒地將繩子捲起。掌聲如雷。魔術師和小童鞠躬向觀眾致意謝幕。

  酋長大大驚異這魔術，是從未見到的。他頓失知覺片刻，醒來時他向身旁的

人詢問。這離奇魔術是如何產生的。回答是「離奇，甚麼離奇 ?」他們看到的

不是空中宰人，只不過是很普通的拋球玩意兒罷。酋長看到的全是他熟睡中幻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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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鍊金術

  鍊金術 alchemy 在西洋文化史上佔一重要席位。說起此門學問，腦海自然

出現這樣一畫面。一位中年大鬍子彎着腰，凝視坩堝 crucible 和屈曲蒸餾器

retort 裡內沸騰的物質 ( 液體 )，他無止境地期望能將鉛變成黃金。這是一偏

狹的畫面。

  最流行的概念是從微賤金屬化為金的奇觀。鍊金術真正目的是找到「哲學家

的石頭」The Philosopher’s Stone。

  鍊金術自有其哲學源頭。宇宙原本是統一兼和諧，為一通有靈性 universal 

spirit 融匯其中。這概念可以被一看似矛盾的句子統括着 :「單獨是一切，一

切也是單獨」。鍊金術最困難的挑戰是濃縮然後純取物體成為一最原始，最簡

單，最備通有靈性的東西，這就是「哲學家的石頭」。

  鍊金術的根植於遠古時代。埃及亞歷山大港是最蓬勃的區域。古籍中包含許

多學問 : 魔術秘方、希臘自然科學、基督教義、甚至有些對五金的實踐經驗。

在黑暗時代 Dark Ages 鍊金術退出歐洲歷史舞台。文藝復興，尤其是十五世紀

後它從亞拉伯人傳回歐洲，吸引了當時的睿智人物。表面上教堂視鍊金術為邪

門 ; 有些漠視禮教，我行我素鍊金師被捕入獄，控以玩弄邪魔幻術罪名。很多

聰明人仗着國主、主教、甚至教皇的庇護，深入研究鍊金術。

  希望、謠傳、共同假設持續了鍊金活動數世紀。偶然有人說 :「哲學家的石

頭」被發現了，但沒有確實的證據。沒有人見過它是甚麼模樣。甚至有一說，

這不是石頭，而是液體喚作 Elixir 萬靈藥。它有能力將任何東西變質，能醫

各病，可延長壽命，亦可幻出各種奇蹟。

  很難知道鍊金師追求的是甚麼。他有雙重目的 :現實和靈性。企圖從賤價金

屬得到貴重的黃金是現實一面。基督教義不相信單靠人力這現實可成功。除非

有神暗中幫助。換句話說，成為一成功鍊金師，靈性必需純粹的修養。如此鍊

金術能將惡貫滿盈罪人變成心地善良長者，正如將微賤金屬化為寶貴黃金。所

以鍊金師真的在找尋黃金嗎 ? 還是在鍛鍊自己的靈性。結論是針鋒相對的。強

調純潔靈魂是說只有視黃金如糞土者方可得到黃金。莫怪鍊金術基本是失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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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鍊金師是欺世盜名江湖術士。法國亨利四世的皇后 Marie de Medici 聽

聞 Guy de Crusembourg 在獄中。他鍊金術飲譽當世。皇后給他二萬法瑯試法。

她以為作為囚犯，除了鍊金外，他不可能花這筆錢。誰知他找到用錢方法。他

越獄了。囚犯和法瑯再不見影蹤。

  有很多幾乎成功的傳說。有人說功敗垂成的原因是坩堝突然裂了或屈曲蒸餾

器突然爆炸。英國的神父 Reverend W.A.Ayton 說他已得到「哲學家的石頭」

是液體 Elixir。正準備飲用，有人拍門。訪者喋喋不休。來客被送走。回望蒸

餾氣內的 Elixir，已蒸發成空氣消失。他不能製作第二劑。

  近代人認為鍊金是一愚蠢行為，或心存欺詐，動機不良。亘古以來，對於每

種金屬深切認識，種下現代化學的根苗。化學亦將鍊金術送進墳墓去。

 物理化學家指出核子炮擊 nuclear bombardment 可將元素 element 變易，無

異古鍊金術者妙想天開的鉛化金。現在靈性鍛鍊可模仿鍊金術手法。如火焚

calcination 將物件化灰，即將慾望徹底消除。如溶水dissolution，將煩惱、

痛苦用堅強意志溶化把它忘掉。如分解 seperation 提升自己靈性，不要被俗

念，慾望，妄想拖着，要清楚隔離。這三種用了古人擬的世上三基本:火、水、

空氣。

也談鍊金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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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

  康熙三年 (一六六四 )明朝最後一位忠臣兼儒將張煌言於九月初七日被遞解

往杭州弼教坊處決。圍觀者眾。張抬頭一望，人們都改換了清的髮束和服裝。

這是他常到之處。入目處吳山樹木翠綠參差，金風颯颯，他喟然嘆曰 :「好山

色，可惜淪於夷狄。」他對監刑官說 :「就在此處罷，我是大明將軍，不會向

敵人下跪的。」見他神色莊重，大義凛然，肅然起敬，遂備一張椅給他坐下。

這是他生命最後一剎那，大有文天祥詩「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

的感慨。

  陪伴張煌言走人生最後一程的是貼身書僮年僅十五歲楊冠玉，監刑官憐他年

幼，對他說 :「這不關你事，你去罷。」童子回答 :「張公為國，死於忠 ; 我

願為張公，死於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

鮮血濺在煌言身上。

  煌言的好友萬斯大 (明史作者萬斯同胞弟 )將煌言遺體葬在杭州南屏山北麓

荔枝峰下，成為與岳飛、于謙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英雄，後人稱之為「西

湖三傑」。

  張煌言 (一六二零至一六六四 )號蒼水，浙江鄞縣人。明末清初詩人，軍事

家，抗清民族英雄，曾官至南明兵部尚書。當清兵大兵南下，連破揚州、南京，

抓住南明弘光帝將其殺害。煌言組織數千人義軍，擁立魯王朱以海於舟山。

  清史稿立明遺臣列傳，將南明忠臣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共為一卷，可謂

意義深長。當時李定國擁戴的是桂王朱由榔 ; 鄭成功擁戴的是唐王朱聿鍵 ; 

而張煌言奉為首領的是魯王朱以海。這三人都是南明擎天之柱，可惜各事其

主，將力量分薄了，未能聯合抗清，這是南明不會效法南宋，保護半壁河山的

主要原因。

  張煌言和鄭成功惺惺相惜，彼此敬重，曾有一合作機會。鄭攻陷鎮江，張兵

深入蕪湖。張勸鄭含枚疾走，陸路取南京作基地，如此割守江南，大有可望也。

鄭不聽，乘船沿長江上南京。清兵有喘息機會。守南京擊退鄭兵。成功正在注

目收取台灣。煌言不以為然，時清朝施海禁，迫沿海居民遷內陸，民怨沸騰。

煌言乘此亂，要與成功合作收復江南。怎知成攻南京戰敗，立即撤兵海上。煌

言孤掌難鳴。只好退出蕪湖，回守舟山。不久魯王病故。煌言勢窮力竭，解散

兵馬，隱居在舟山一小島中，以詩文自娛。不幸為一親信出賣。被清兵搜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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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跡，捕獲解往杭州。

  張煌言留下一膾炙人口的絕命詩 :

     國破家亡欲何之 ? 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敢向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此詩慷慨激昂，沉鬱蒼涼。國已破了，家又亡了，他要往那裡去呢 ?

煌言父張圭章，明天啟朝進士。母趙氏早亡。煌言忠君報國思想，為父自幼教

養。圭章亡時，煌言正為國奔波，未能回家守孝，是他終生憾事。妻董氏於獄

中病逝。獨生子張萬祺在鎮江為清兵殺害。「家亡」句隱含着切膚之痛，詩第

二、第三、第四句爆發出他做人目的 : 是效法于謙、岳飛二人精忠報國。他很

自謙，用「慚」和「敢」二字，說出實不配與此二人同列。結句是白衣素車，

在浙江東部為國奮鬥，不會效范螽歸隱作商人鴟夷子皮也。

  張煌言另一首七言絕句 :

    生比鴻毛仍負國，死留碧血半支天。 

    忠貞自是孤臣事，誰望千秋青史傳。

殉國死忠是份內事，是否留芳史冊殊不重要，比「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更勝一籌。

英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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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羅米傳奇

  馬可福音對施洗禮約翰 John the Baptist 遇害有簡略的報導。約旦王 King 

Herod of Judaea 的妻子 Herodias 本是他的嫂嫂。二人戀奸情熱，害死了前

國王。Herod 篡據王位，更霸佔嫂子為妻。John the Baptist 以此婚姻有逆倫

常，對他們大肆抨擊。Herodias 被指為淫婦，對約翰恨之入骨。欲致之於死地

而不能，因為 Herod 認為他曾與神溝通的聖人。機會終於來了。在 King Herod

生日宴會中，Herodias 的女兒，亦即 King Herod 的姪女，豆蔻年華，美貌絕

倫，身型婀娜，楚楚動人在席上舞蹈。Herod被迷，神魂顛倒。一時樂極忘形，

許諾給女子任何寶貴物件，甚至國土的一半。小女子回問母親 :「我應該要

甚麼 ?」Herod 毫不猶豫回答 : 「施洗禮約翰的頭 !」小女子依母親之言回覆

King Herod。Herod 深悔一時孟浪，酒後失言。但在大庭廣眾立誓的承允，不

能反悔，無可奈何命一士兵往獄中取約翰的頭。士兵遵命，在一銀盤上放着約

翰鮮血淋漓的斷頭送給小女子。她立即轉贈給母親 Herodias。

  現今劇本內撒羅米 Salome 故事異於聖經叙述有三點 ( 一 )Herodias 女兒不

具名字。(二)謀害施洗禮約翰元兇是Herodias，女兒只不過是殺人工具而已。

(三 )小女子跳的舞沒有名堂，不是甚麼 Dance of Seven Veils。

    猶太人上古史官 Flavius Josephus 也有記載施洗禮約翰遇害慘事，且點

出小女子名字撒羅米 Salome。這是非常殘忍、血腥的謀殺。亘古以來，歐西文

化包括詩、劇作、畫、雕刻、音樂……對此都有詳盡，細緻的描繪。自中世紀

以來就有這樣的傳說 : 流浪猶太人是一對。男的是補鞋匠在釘十字架路上拒絕

給基督一杯水(請參閱前文「流浪猶太人」)。女的是Herodias，Salome母親，

殘殺約翰的主謀人。她永恆地浪跡天涯，不能休止。沒有逝世的解脫。

  我在眾歐洲博物館欣賞很多名畫，題材是撒羅米捧着約翰的斷頭。令我最震

撼一幅在倫敦 Trafalgar Square 國家畫廊見到。作者是一年青而英年早逝的

Aubrey Beardsley( 一八七二至一八九八 )。Salome 站立捧着一銀盤。盤中是

施洗禮約翰的頭。盤邊有一條長長的紅頸巾。仔細一看，那是頸巾，而是鮮血。

約翰的血這麼多，太恐怖了 !

    十九世紀末英國文學家 Oscar Wilde 用法文寫了獨幕劇 Salome。維多

利亞時代宗教限制頗嚴，不能將聖經中人物作不敬的描寫。他將 Salome 在

King Herod 前的舞寫為 Dance of Seven Veils 即七層的幕紗舞，在跳時逐層

慢慢除下，既香艷，又性感。聖經絕沒有暗示是脫衣舞。一八九三年巴黎首

演，Oscar Wilde 在獄中，竟錯過目睹 Sarah Bernhardt 精湛演技，傳神地將

Salome 在舞台上出現。



982

  一九零五年音樂家 Richard Strauss 依據 Oscar Wilde 作品譜成獨幕歌劇

Salome。Salome 從一十六歲天真爛漫女童蛻變成熱情奔放，心狠手辣婦人。

開場時 Salome 十分厭惡叔父 King Herod 奢糜的生活，尤其是他那充滿色情的

目光，淫邪地注視着她的胴體。她聽到地牢囚着一先知，很想見其真容。在

Herod 的嚴令下，這囚犯不能見外人的。

  守衛 Narraboth 為 Salome 美色所迷，在她的柔情蜜語下，帶約翰出來見她。

約翰雖頭髮蓬鬆，衣冠不整，但有一股凛然不可犯的正義存在。Salome 一見

傾心，既畏懼，又着迷，不能控制澎湃的熱情，要求撫摸他的身髮，並要在他

唇上輕輕一吻。約翰義正辭嚴拒絕。Salome 心底下的情慾轉化為憤怒。守衛

Narraboth 在旁勸她不可造次。她仍苦纏着約翰。Narraboth 驀然自知闖了大

禍，拔刀自刎，倒斃當場。約翰駡Salome的放蕩必受咒詛，默默獨自走落地牢。

  Herod 和 Herodias 帶着隨從走入，命搬走地上的守衛。他令 Salome 坐在王

座旁。她反應得很冷淡。約翰雄渾聲音在地牢傳出。Herod 實在有點怕他。

  這是 Herod 的生日。他要求 Salome 為他起舞作慶祝。她起初不願，

Herodias 也勸女兒勿舞。Herod 答應賞賜任何她要的。她答 :「你肯發誓嗎 ?」

他立即發誓。於是 Dance of Seven Veils 開始了。Strauss 配以明快節奏，悅

耳音調。

  事後慾火焚身的 Herod 問酬報何物。Salome 不加思索回答 :「施洗禮約翰的

頭 !」他愕然，問是否母親指使 ?Herodias 在微笑。Salome 答是自我要求，與

母親無關。Herod 苦苦請求以其他寶物取代。Salome 仍堅持 :「施洗禮約翰的

頭 !」

  歌劇最後一景。身型巨大的劊子手從地牢走上來。手持一銀盤，載着一血淋

淋的首級，交給 Salome。她驚喜若狂地接過，向斷頭不絕地吻着，聲嘶力竭地

呼叫 :「我已吻着你，約翰。你的唇有苦的味道。這是血嗎 ? 不，這是愛。人

常說愛是苦的。無論如何，我已吻到你。約翰，我已吻着你。」這是很長的獨

唱，但給聽眾的印象是和斷頭對唱，另一方是沉默的。這是音樂能達到的高峰，

文學不能。King Herod 見 Salome 已瘋狂到不像人形。對兵士說 :「殺了這婦

人。」眾兵士湧上，亂刀將 Salome 斬成肉泥。聽眾能在簫鼓管絃中聽到垂死

時的慘叫。

   Salome是十九世紀轉入二十世紀頹廢藝術decadent art的代表作。它將性、

愛、死亡溶合在一處。順便一提，此歌劇很難看到。女主角 Salome 需要嘹亮

的聲浪，精湛的演技，迷人的苗條身材。這是或然率很低的組合。

撒羅米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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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七言絕句

  詩聖杜甫作品繁多，皆超越傳世。「唐詩三百首」只收了他一首七言絕句 :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編者蘅塘居士譽此為壓卷之作。此詩用字造句，淺白易懂，不用解釋。但含意

深邃，情感真切。其故事背景，略加說明，更能加強欣賞。

  李龜年是唐玄宗時期人，出自音樂世家，父李景伯和大哥李鶴年於聲樂造詣

甚深，二哥李鵬年善舞。龜年除擅於歌唱外，能奏數種樂器。因為技藝純熟，

他們常被達官貴人邀請到府上演唱，每次得到酬報過千萬。他們在東都洛陽建

築府第，極盡奢華，公侯的豪宅，相比下，也黯然失色。名人宴會，他們必為

座上客 ; 主人亦以他們在場獻技為榮。岐王是李隆範，唐玄宗李隆基弟弟，亦

精通音律，且好學愛才。崔九是崔滌，中書令崔湜的弟弟。崔氏自北朝以來便

是關中大姓，豪華逾世。李龜年能在這些名人府邸進出，足見他地位不尋常，

很受時人賞識。

  杜甫少年時正值開元盛世。他天才橫溢，意氣風發。聲名卓著，備受岐王李

隆範和秘書監崔滌的賞識，每有宴會，便應邀入席。值此機緣，杜甫和李龜年

曾多次見面。

  安史之亂，唐帝國慘遭摧殘，自此一蹶不振。李龜年喪失了全部家產。輾轉

流落到江南。歲月催人，不覺已白髮蒼蒼。他無他技謀生，只能以琴唱乞食。

聽者在良辰美景時聽到這些歌曲，勾起當年繁華景象，不禁泫然下淚。

  李龜年晚年流落到湖南湘潭。適逢湘中採訪使舉辦的宴會。他見此覓食機

會，絕不能放過。在會上唱了王維的五言絕句 :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龜年是當年最受唐玄宗恩寵的梨園弟子，他與帝有深厚的感情，非比尋常，他

深切期望玄宗已為太上皇，能駕幸江南，君臣能有再聚的一天。當時玄宗已為

其子肅宗軟禁，且在垂暮之年，寸步難行矣。龜年就在這苦苦思維下，續唱王

維的「伊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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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

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

君臣都在風燭殘年，相見無望。龜年唱罷悲從中來，突然昏倒，就此黯然消逝。

  杜甫最後亦流落到江南。在一次宴會上聽到了李龜年。這一年亦是杜甫人生

最後一年，兩位遲暮白髮老人，異地重逢，時距半生，恍如隔世。在感慨萬千

下，寫下這首七言絕句。又到了江南遍地落花時節。昔日王府和豪門雅集，花

團錦簇，風光旖旎，已是很遙遠的過去。經歷多年的戰亂流離，驀然在江南重

逢，確實是意外驚喜。又聽到你美妙歌聲，配上江南如詩似畫的風景，人世已

歷盡幾番滄桑，江山已凋零破碎。你的清曲仍使我沉醉，令我忘掉了殘酷的現

實，處處飄着落花。

杜甫七言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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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異的甲殼動物

  一出洋的郵輪滿載着遊客，海員發現水面上浮動一枯毀了的大樹幹，表皮上

蓋滿密密麻麻形似火山口的小石頭。將它撈起，仔細一看，這些小石頭都是

貝殼，緊擠在一處，密不透風。它們都在蠕蠕而動，有些貝殼時開時合，露出

絲線般小足，向外伸展。人們看到不覺毛骨悚然。有密集恐懼症的人，不忍卒

睹，急忙掩面避開。這些節肢綱 arthropod 動物，和蝦、蟹、龍蝦同屬甲殼目

crustacean 名喚藤壺 barnacles。有異於其他甲殼動物，藤壺終生固定長在一

處，不能游離。

  藤壺雌雄同體，異體受精。當受了精的卵子在水面上漂浮，第一要務是找一

適合立足藏身之處。這地方濕度，裡內組織，方便覓食，鄰近別的藤壺，都要

符合它的生存和生活條件。有了固定的家它便蛻變成幼蟲，吐出水泥，緊緊將

自身黏在基礎的底土上。這水泥是炭混和了蛋白質的糊漿。比任何膠都持久和

堅強。( 近代醫學界正在研究這些藤壺吐出的水泥能否應用在外科手術上 )。

水泥也是它的殼成份。藤壺不斷供應鈣質給外殼以堅強保護自己。若切斷了它

和底土的連繫，它不能再重新黏上底土，只能趨向死亡。殼的開合依潮汐而定。

潮來時，殼張開，幼長的鬈足伸出，獵取水中的微小生物 plankton 和海藻細

粒充飢。潮退時，鬈足縮入，殼關閉，保存體內濕度和溫度。

  不同蝦蟹，藤壺沒有鰓。它常生活在潮汐升降間。它靠鬈足吸取水中的氧氣。

它是鬈足科 cirripedia 動物。潮退後，它仍可在環境乾燥下生存，因為殼內

濕度得以保持。藤壺在船隻底下繁殖。無端加上船的負荷，於是船的速度慢了，

燃油增加了。很多船主用上昂貴特別油漆加在船底以防藤壺寄生。但新的問題

跟着而來。油漆可能污染海水，毒害海洋生物。

  藤壺也喜歡寄存在鯨魚身上，因為隨鯨魚可找到更佳覓食地點。鯨魚有龐大

身軀，游泳速度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當這些寄生物過多時，鯨魚可速泳或向

海面上急躍以求擺脫這些無賴。有些貨船被鯨魚故意碰撞，不是深懷惡意和人

類作對，而是想甩掉這麼多討厭的藤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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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龜便沒有鯨魚的幸運。它身體小得多，行動遲緩得多，更容易給藤壺攀上。

全身佈滿藤壺的海龜只能求人類幫忙拔除，不然便步向毀滅路上。當然海龜死

亡之日，也是藤壺滅族之時，來一個同歸於盡。

  像其他甲殼動物蝦、蟹、龍蝦、藤壺也是席上珍，尤其是 goose 

barnacles。在葡萄牙，名餐館有備此菜，取價甚昂。味道是龍蝦和蟹黃合併。

  藤壺是低等動物，生理解剖甚簡單。殼的頂端有一束鬈足，以助捕食。它有

清理海水功勞，將 planktons 等雜物掃除。近殼底下有一條長長的陽具，是動

物界用身體作比例，最長的，以助它繁殖。幼蟲多留在父母身旁。所以總是成

群結隊。它是其他海洋動物如海星的食糧。

怪異的甲殼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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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後庭花說起

  後庭花一名見於「唐詩三百首」有二處。一是李商隱的七律「隋宮」: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

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

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此詩指控隋煬帝縱情淫樂有顯著四點 : ( 一 ) 將兩京舊宮鎖閉起來，要在江都

( 現楊州，亦即南北朝劉宋詩人鮑照賦中的蕪城 ) 另建新都。( 二 ) 奢侈無度

的巡遊，若不是天命另有所歸給天生異相 ( 腦出日角 ) 的唐太宗，煬帝的龍舟

( 錦帆 ) 會去到天邊。( 三 ) 他曾徵集螢火蟲借其光在宮外野地作夜遊。現在

遺址是一片腐朽。( 四 ) 修建運河，從水路自洛陽抵揚州。河兩岸遍植楊柳。

現今運河仍在，柳樹深處棲着暮鴉。龍舟盛況已一去不復返。

  詩末二句歷史慨嘆猶深。若隋煬帝九泉之下，遇到陳朝亡國之君後主陳叔

寶，還好意思用後庭花這曲子作諷喻嗎 ?大家都是殊途同歸罷。

  陳叔寶生於公元五五三年，是南北朝時期最後一位皇帝，在陳朝在位期間

五八二年至五八九年。在這七年中驕奢淫佚，漠視朝政，整天和後宮妃嬪玩樂。

隋文帝楊堅意欲統一南北，兵下江南時，他認為長江天險，不予理會，結果

五八九年隋兵攻入建康。他被俘虜解往洛陽，後病逝於此，享年五十二歲。

  陳叔寶有寵妃張麗華，本兵家女，容貌比天仙，體態輕盈，伶俐敏慧，記憶

力強，髮長七尺，黑墨如漆，光可鑒人。她常坐在後主叔寶膝上協理朝政。帝

因她對瑣事過目不忘，便任由她處理。

  當隋兵攻入宮殿，百官奔散，只留下兩位官員在側，勸後主整衣端坐殿上，

迎見隋將，保留君王一點兒體面。叔寶回答 :「鋒刃之下，豈可如此對付 ? 我

自有計策。」隋軍入宮遍尋他不着。後在景陽殿枯井中發現人跡，擾攘大聲呼

喊，要搬大石來投入井內。後主在井內大喊救命。兵士放下繩索去拉，出盡九

牛二虎之力拉不動。後整隊兵合力去拉，拉出來的是陳後主抱着張麗華和孔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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嬪二人。黃秉權和我曾往憑弔雞鳴寺後的胭脂井，就是當年陳叔寶隱藏處 ( 見

南京遊記 )。

  李商隱另有一首詩「南朝」: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迴。 

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敵國軍營漂木柹，前朝神廟鎖煙煤。 

滿宮學士皆顏色，江令當年只費才。

玄武湖早在三國東吳孫權闢為訓練水師場地。南朝宋元嘉中，文帝劉義隆開為

遊樂場所。齊武帝蕭賾曾駕臨雞鳴埭，即今雞鳴寺所在地。陳叔寶文學造詣頗

高，且精音樂。他撰「玉樹後庭花」一詩，將詞句譜入歌曲，令宮女朝朝歌唱，

美稱為瓊樹曲。他的興趣富藝術性，比南齊東昏侯蕭寶卷高級得多。後者寵妃

潘玉兒，踏着鑲在地面的金蓮花舞蹈，已見前文「南北齊亡國尤物」。同為亡

國之舉，「金蓮步步來」比「瓊樹朝朝見」厲害得多，陳叔寶於天災人禍，古

佛寺火焚，敵船渡江，無動於衷。他的一批美貌宮人都能賦詩作歌，其中袁大

捨最負盛名，都任為「女學士」。大臣江總、孔範等十人不理政事，天天陪着

後主和妃嬪飲酒作詩，被稱為「狎客」。「學士皆顏色」是打扮得驕艷的美女。

「當年只費才」是江總等將治國安邦的才浪費了。「玉樹後庭花」此詩和曲不

期然成了亡國不祥之物。遂有見於晚唐杜牧的七言絕句「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在這煙月迷濛，水寒沙白的秦淮之夜，臨河酒家內的歌女，不理會國已亡，家

已破，仍在唱着這後庭花。從另一角度去看，藝術不隨時代變遷消逝，在世間

永存。

  我們姑且涉獵一下陳叔寶作品「玉樹後庭花」。

麗宇芳林對高閣，新裝艷質本傾城。

映戶凝嬌乍不進，出帷含態笑相迎。

妖姬臉似花含露，玉樹流光照後庭。

花開花落不長久，落紅滿地歸寂中。

從後庭花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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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少女態度，生動傳神。臉似花兒含露，很清新，滿充着嬌嫩潤澤的生氣。

加上照耀後庭的玉樹留光，確實描出豆蔻年華的光彩。這是一首文學價值很高

的詩。

  南朝自梁武帝蕭衍父子以來提倡的宮體詩，着重繪畫女性的容貌、衣着、動

態，我們懶得去品味。其實有很多妙高手法，啟發了後來唐詩路徑。陳叔寶是

帝王中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位，雖然名聲遠不及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徽宗趙佶。

他寫景手法也很高超。如「臨高臺」的「煙裡看鴻小，風來望葉迴。」「玄武

湖泛舟」的「苔色隨水溜，樹影帶風沉。」「飲馬長城窟」的「月色含城暗，

秋聲雜塞長。」被俘前他從未到過北方。最後二句是憑想像寫出。叔寶入隋後，

隋文帝待他甚厚。每有飲宴，他必列席。他隨侍帝登邙山，寫下一首拍馬屁詩:

日月光天德，山川壯帝居。

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是歌頌隋一統天下，要上泰山封禪作歌功頌德。他還要求隋文帝賜他一官，使

他站在殿上有點面子。文帝笑他全無心肝。隋文帝代周，殺前朝宇文氏皇族無

遺類。待叔寶另一面孔。

從後庭花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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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別舊交難

                                                  

  驚聞林龍鈞同學辭世，我遣悲懷準備寫一短文紀念。十五年前在金禧刊內替

他撰小傳，稍涉及他生平事業及家庭狀況，不想重覆。且自有摯友江達信兄情

文並茂的報導為悼亡頌德文 eulogy。我要另闢途徑，聊表追思。

  龍鈞與我初中三同班，可算相識於童蒙。我讀了一段考便離開香港。十二年

後重逢我已二十七歲。這五十多年來我回香港次數頗頻。每次都有和他見面。

緣慳於聚首，相處時間又很短暫。但情誼合契，說話投機。他尊敬我博識廣聞，

深入攻讀文史。我佩服他待友慷慨豪邁，處世磊落英多。雖然走不同的人生路

線，有不同的嗜好興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是難得的神交。天涯各處

一方，斷斷續續的會面。他目睹我漫步人生路，從青年經過中年，進入老年的

不可多得人物。

  南朝齊梁朝代學者沈約寫了一首詩別好友范岫，我用來向龍鈞告辭。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回憶一九六五年初次重逢，大家都在青壯之年，意氣風發，很多美好

的事都等着在前頭。下一次約會也不太難，所謂「易前期」也。「易」

字意味深長。世事看得很平常，一切都在舉手投足間，我們正在汲汲

進取年齡，離別也看得很平淡，很「易」。

  中年以後見面便不同了。嘗到了世味，受到了挫折，體會到人情冷

暖，精神上已有點疲倦，見到好友，何等舒暢，找到一憩息之所。大

家都漸漸老了，更珍惜這純真的友情，但又不得不分手，「非復別離時」。

  龍鈞和我最後一次單獨會面是鑽禧前一年，他請我和黃秉權在大埔

郊野一餐館午膳。就在這「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環境中享受着

溫馨友誼。杯酒反添離愁，這樣機會可能不會再來，「明日難重持」。鑽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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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見面。在群體擾攘中，再不能促膝談心了。

  不覺進入杖朝釣渭之年。年過八十身體難免漸起變化。「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共享事物，格外珍重。共同慶祝鑽禧，實是難得機緣。

  曾幾何時，龍鈞已作古人。幽冥相隔，怎能再會面呢 ? 「夢中不識路，何以

慰相思。」夢中見面亦不可能，只能回味這幾十年的交往罷。最近身體亮出紅

燈。記起唐朝崔塗的名句:「病知新事少，老别舊交難。」目前瑣事，懶得去辦。

龍鈞離去，心靈中留下一段大空白。

  

老別舊交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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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戰爭

  十七世紀歐洲三十年戰爭源於宗教糾紛，戰場主要地歐洲中部。這是有史以

來最漫長，最殘酷之戰。在戰火、饑荒、傳染病中殉難人口超過八百萬。戰事

期間從一六一八年至一六四八年。自馬丁路德一五一七年宗教改革後，基督教

分為兩派，從教義分歧衍變成兵戎相見，爭執從未停息。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

的天主教徒 Catholic 和新教徒 Protestant 就在戰場上定勝負。這本是宗教性

之爭漸漸滲入很濃的政治因素，化成爭霸歐陸之戰。三十年戰爭大大改變了歐

洲地理面孔，決定了國家版圖及其信仰。

  三十年戰爭不是一次過的事件，而是一連串，斷斷續續，有相關的鬥爭。

大致可分為四期 :( 一 )Bohemia ( 現捷克 ) 從一六一八至一六二四的叛亂。 

( 二 ) 丹麥參戰是從一六二五至一六二九。( 三 ) 瑞典參戰是從一六三零至

一六三四。(四 )法國合瑞典參戰是從一六三五至一六四八。

  一六一九年 Ferdinand II 登上神聖羅馬帝國寶座，醞釀着宗教糾紛。他

強迫境內公民全部信奉羅馬天主教。這是半世紀前訂立的和平公約 Peace of 

Augsburg 大大破壞。這公約保証信仰自由來結束宗教改革後的議論紛紜。當時

神聖羅馬大帝國組織異常鬆懈，沒有一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治下有很多大大

小小的地方政權。統治者出自 Habsburg 家族的皇帝威望是有限的。在 Bohemia

即今捷克的貴族首倡抗議。將帝國來使扔出布拉格堡壘窗外，使他們跌得頭崩

額裂。Ferdinand II 勃然大怒，派兵入布拉格鎮壓。已拋棄天主教改奉新教的

瑞典、丹麥、挪威自有物傷同類，兔死狐悲之感，紛紛派兵援助叛徒。西班牙

國王 Phillip IV 是 Fredinand II 親侄，不甘坐視，也起勤王之師，入現今德

國本土，撲滅當地自治小政權。三十年戰爭已如兵火燎原，不可收拾。

  小文不準備寫歐洲諸國參戰詳細情況。只簡述慘被蹂躪的中歐。很多國家用

的是雇傭兵。他們領不到，或領不夠主人的薪酬，就向所在地居民索取，城

鎮和農村都被洗劫一空。農田，貯糧都被焚燒，大饑荒接踵而來。僥幸僅存的

居民紛紛遷往他地覓食。很多村落小鎮從此在地圖上消失。劫後餘灰也失去百

份之六十以上人口。黑死症、霍亂、傷寒等傳染病也隨着流動兵士輾轉傳播。

十七世紀醫療設備很差，且在戰亂中。那些沒有逃避的居民，只能等疾病降臨，

坐以待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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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殺人如麻的戰爭終於在一六四八年結束，在 Westphalia 成立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大大改變了歐洲形勢，Habsburg 皇朝影響力在現今奧國本土

碩果僅存。西班牙國力給這戰爭削弱，失去了葡萄牙和荷蘭。法國獲得 Alsace

和 Lorraine 地區。瑞典獲得現今德國北部 ( 雖然後來都被普魯士 Prussia 奪

回 )。中歐說德文地區小政權紛紛脫離神聖羅馬大帝國的羈繫。很多歷史學家

都認為 Peace of Westphalia 奠定了近代歐洲的地圖，啟發了民族主義和國家

概念 --- 居民要效忠國內政制和宗教。三十年戰爭經過一段漫長歲月。很多人

生於此戰，服役於此戰，死於此戰。十七世紀時壽命多有不超過三十歲的。

  十七世紀初 Saxony 地區一牧師講道啟示錄中四騎士。恰巧預言三十年戰爭，

( 一 ) 騎白馬的到處征服，隱喻中世紀時的神聖羅馬大帝國。( 二 ) 騎紅馬的

帶來戰爭，預言三十年戰爭。( 三 ) 騎黑馬的帶來大饑荒。( 四 ) 騎灰馬帶來

死亡 --- 傷寒等惡疾。處此時此地，真是世界末日 !

三十年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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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同槽

  晉皇朝奠基者司馬懿在歷史上是一頗受爭議的人物。三國時他早期事魏，勤

於吏職，夜以忘寢，抗塵走俗，辛勞備著。魏明帝曹叡病危，駕崩前託孤司馬

懿，委以後事。他漸漸取得軍政大權。與二子圖謀，篡奪曹魏，取而代之。結

果積三代功力，公元二六五年，孫兒司馬炎廢魏陳留王曹奐，號稱晉武帝，魏

亡。有些讀史者同情司馬懿。說他本未有不臣之心，後功業到了巔峰，樹大招

風，除了上登帝位，再無退路。我姑且說他晚年做的三件事，發表愚見，略窺

他的企圖，是否有觀望大位的野心。

  公元二三八年司馬懿攻滅遼東公孫淵，大行殺戮，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

皆殺之，將遺體疊成高塔，號為「京觀」。將軍畢盛二千餘人斬首，收戶四萬，

人口三十餘萬，遼東為之殘破。有此殘忍必要嗎? 晉書說司馬懿「內忌而外寬，

猜忌多權變」，準然也。自東漢末公孫度佔遼東，其家族割據已近百年。三國

時其實四國並存。公孫氏是東陲屏障。司馬懿滅遼東，對中國未必是一件好事。

五胡亂華時東北是一大缺口。再無公孫家族防衛，高麗、東胡族紛紛湧入。遼

東紛亂不已。直至漢化甚深鮮卑族慕容廆、慕容翰收拾流散，勤務農耕，方將

亂局穩定下來。這已是五胡十六國時事了。

  公元二四九年魏齊王曹芳謁魏明帝的高平陵，曹爽兄弟皆護從。司馬懿突發

政變，奏太后廢曹爽兄弟，其子司馬師早養三千死士，暗佈在民間。現紛紛起

來，兵屯司馬門，列陣皇宮前。整座洛陽城已被司馬家控制了。司馬氏野心昭

然若揭。暗蓄死士就備早晚非常之舉。桓範勸曹爽奉天子赴許昌，移檄徵天下

兵討司馬懿。若其計行，未知鹿死誰手。司馬懿派曹爽心腹尹大目往喻爽，若

解兵權，必以侯還府第，不失為富家翁，並指洛水為誓。曹爽謬然信之。事後

司馬懿盡誅曹爽及其黨羽三族。玄學家何晏亦在其列。蔣濟勸司馬懿，爽父曹

真有拒諸葛亮大功，應留一子為祀，懿不聽，一定要斬盡殺絕。當曹爽執政時，

尊懿為前輩，雖不加用，禮義不失。現反過來，司馬竟忘了洛水之誓，大殺曹

氏宗族。

 「通鑑紀事本末」有「淮南三叛」一篇。用「叛」字欠妥善。這是記守淮南

壽春的前後三將 : 王淩、毋丘儉，諸葛誕見魏皇室威權日去，要在外兵討司馬

氏，他們都是殉魏忠臣。第一叛王淩是東漢誅董卓的王允侄兒。他和司馬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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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司馬朗有很深交情。自高平陵政變後，齊王曹芳被劫持，已成司馬氏傀儡，

王淩與外甥令狐愚磋商，準備另立楚王曹彪，起兵廢司馬懿。行動甫成，令狐

愚病故。懿潛知其計，率軍下淮南。淩知事已無成，迎於武丘。懿偽許赦其罪，

縛王淩歸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 :「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

神知之。」自知難免，至項，服毒自殺。司馬懿全不念世交之情，夷王淩親黨

三族，且開棺鞭屍。並殺曹彪，這是曹植贈詩的白馬王彪。魏諸王公皆安置於

鄴，被軟禁。

  司馬懿對曹爽和王淩行欺詐，深受良心責備。不久病重，夢賈逵、王淩為祟，

於是沉疴不起，終年七十三歲。這賈逵就是揭起八王之亂而亡西晉的晉惠帝皇

后賈南風的祖父，真是歷史大諷刺。(見前文「嵇紹血濺帝衣」)。

  曹操察司馬懿雄心不泯，非人臣也，且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

反顧，而正向後身不動。又夢見三馬同食一槽，隱示司馬懿和二子師、昭。曾

告誡曹丕小心提防。誰知他用狐媚術，博取魏文帝、魏明帝信任。誅曹爽時，

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

  後趙主石勒，大宴群臣，自誇武功。說大丈夫行事磊落，終不效司馬懿，取

天下於寡婦孤兒之手，用盡狐媚手段。

  晉明帝司馬紹問王導，前世何以得天下，導陳述曹爽、王淩事。及後司馬昭

白天當街弒高貴鄉公曹髦。明帝羞得以面覆牀曰 :「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

遠。」唐太宗評司馬懿 :「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

業。」借前人話入木三分。

三馬同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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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

  晉朝出了好多位甚具色彩的人物，但無法掩飾它帶中國歷史進入一非常黯淡

黑暗時代。首先創業三人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用欺詐攘奪曹魏政權，

早有「以狐媚取天下於寡婦孤兒之手」之譏。這樣逆取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如

能順守，治國有相當建樹，亦會被後人諒解。如隋文帝楊堅以后父身份強奪北

周天下。宋太祖趙匡胤兵變，黃袍加身，逼後周幼主柴宗訓退位。他們都能建

立開國規模，永垂後世。晉武帝司馬炎是一位不合格的開國君主。

  司馬炎是第三代紈袴子弟，憑父祖功力而居大位。老丞相何曾就批評他:「吾

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他私生活糜爛，後宮女子多達萬

人。他立下弊制多項，最甚者諸王分藩領兵。苟安二十年，大亂爆發。先有八

王之亂，繼之五胡亂華。中原大地陷入分裂、割據、混戰中。干戈從未停息，

人民顛沛流離。歷史名城如長安、洛陽、鄴……都遭兵劫，陵邑丘墟，雜草叢

生。人口大減，不及漢代三份之一。

  我在「嵇紹血濺帝衣」一文中，已將八王之亂，晉皇族大混戰的始末作簡述。

很多知名之士都犧牲於此役。本文要記的是晉代文豪陸機一門的慘劇。陸機祖

父陸遜，夷陵之戰，火燒連營，大敗劉備。父親陸抗，攻拔西陵，翦除叛亂步

闡。都是東吳名將。二十歲時吳亡。機與弟雲文名甚著。在故鄉華亭 ( 今上海

市松江區 ) 隱居十年。著「辯亡論」述孫權之所以興，孫皓所以亡，兼述祖與

父的功業。

  晉武帝太康六年 ( 公元二八五 )，陸機、陸雲兄弟到洛陽。司空張華甚為賞

識，一見如故，並為他們引見北土諸豪俊。在一宴會中范陽人盧志當眾問他兄

弟 :「陸遜、陸抗是君家何物 ?」按古時禮儀，不能當眾稱呼人的父、祖名字。

盧志自己門閥顯赫，曾祖盧植，漢侍中 ; 祖盧毓，魏司空，經學傳家。確實瞧

不起陸氏兄弟將門之後。稱人祖父為「東西」，實無禮之極。陸機不加思索回

答 :「正如卿之盧毓、盧珽。」盧志聽了，默然。事後，陸雲對兄說 :「異國

相隔路遠，也許他真的不知道，何必令他當場下不了台。」機回答 :「祖、父

名播四海，怎能說不知。」這次口舌招尤，卻種下後來滅門之禍。

  陸機志在功名，周旋諸王間。趙王司馬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後他欲篡位，

以機為中書郎。齊王冏誅倫，正其罪，以機在中書，疑他替司馬倫撰禪詔 ( 惠

帝讓位文書 ) 收機送監。成都王司馬穎救理之，陸機得減死刑改流放，後遇赦

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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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中州多故。好友顧榮、戴淵勸陸機急流勇退，返回故鄉以全身。機感司馬

穎全濟之恩，而志匡世難，負其才望，以穎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之。

  成都王司馬穎和大他三年的六哥長沙王司馬乂兄弟鬩牆。兵攻困在洛陽的司

馬乂。乂雖兵少於穎，但有晉惠帝在身邊，在洛陽周圍屢勝。穎用陸機為大都

督。北土諸將以機為南人，不服指揮。時盧志也在軍中為謀主。譖機於穎，說

他自比管仲、樂毅，擬君暗主，無君甚矣。

  陸機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長沙王司馬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積聚，水為之不

流。

  諸將牽秀、郝昌等說機首鼠兩端，懷二心以致兵敗。司馬穎大怒，使牽秀收

機。陸機聞訊，卸戎裝，穿白袍，神色鎮靜，與秀相見。謂秀曰:「自吳朝覆滅，

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成都委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

非命也。」遺牋給穎，詞甚悽惻。臨刑嘆曰 :「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臨終

前想起故鄉鶴唳之聲，再不能聽到了。依戀之情，深悔之意，躍然紙上。

  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說 :「機之死，不死於為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為倫撰詔

之時。其死已晚矣 !」陸機有詞翰之美，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趙王司馬倫要

借用陸機文才而自炫。陸機不應受倫官爵而退隱，方有自全之道。在司馬倫中

書中，不能拒為他寫作，實無選擇餘地。

  唐太宗李世民非常欣賞陸機、陸雲的文釆，有如此佳評 :「挺珪璋於秀實，

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

終古…」他痛惜他們羈旅異國。「穴碎雙龍，巢傾兩鳳」，宗族夷滅。唐太宗

相信命運論:「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

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按陸機父陸抗當年克西陵，誅步闡，

用兵神速，戮及嬰孩。於是有機兵敗河橋，陸氏滅門之報。(見西陵峽遊記 )

  陸機死後，北方諸將意猶未足。誣他謀反。於是二弟陸雲，三弟陸耽，及二

子蔚、夏都被收斬首。當時盧志在司馬穎軍中為軍師，若他開言相救，或許機

有生機。但他牢記當年父、祖之名事，反而推波助瀾，勸司馬穎殺陸雲，免留

後患。口舌之尤，有如是耶 !

華亭鶴唳，可復聞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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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鴻一瞥意大利小城

  闊別小城 Arezzo 已有八年。逗留時間只有三個多小時。雖然緣份很短暫，

卻在腦海留下深沉的印象。二零一四年秋我參加了一長途汽車觀光團，除進

入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外，還在諸小國 Andorra, Monaco, San Marino, 

Vatican City, Malta 各留宿一夜至二夜。十月二十一日離開 Siena 要攀山往

小國San Marino，車子突然出現故障，要入Arezzo一汽車廠修理，迫不得已，

就在這小城滯留了三個多鐘頭。

  這團不足二十人。領隊 Timothy 是一僑居意大利的英國人，大家相處得異常

和洽。Timothy 告訴我們汽車部份機件換新，需時很長，Arezzo 不在安排的旅

程內。幸好我們在舊城內，沿大街下山坡不足一里有一廣場。設有一旅遊資訊

局，內有市地圖和景點介紹，我們可入內領取作自由活動。三個鐘頭後回汽車

廠集合。現下午十二時半，我們抵達 San Marino 尚未日落，有充份時間欣賞

堡壘奇景。

  Arezzo 是 Tuscany 區最富庶的小城之一。原因是以製造珠寶飾物馳名於世。

我沿着大街下坡行，果然名不虛傳，珠寶店林立，五步一樓，十步一閣。我悠

閒地欣賞玻璃櫃窗佈的陳設。真是目迷五色，其中有一金手鐲，造型是响尾蛇。

本來我對蛇類動物厭惡和恐懼兼備，此蛇藝術巧奪天工，長長尾巴組成一環

圈，昂首吐信，雙目凝視。藍寶石舌頭。紅寶石雙眼珠，尾端鑲了幾粒小鑽石，

想價值不菲。

  我突然記起遊「五村落」的 Monterosso 時，跌失了眼鏡套，何不在這裡補

買了一個，但人海茫茫，走向何方。迎面走來一五十許男人，我拿出眼鏡用英

語兼手語問他。他不懂英語，但用意大利語兼手語對我說 :「跟我來 !」走了

三個街口，進入一小橫街，內有一眼科博士辦公室。他示意叫我進去，我入去

詢問。那穿白袍的男人拿出一眼鏡膠套給我，我取銀包要付款，他搖手不要，

是送給我的，Arezzo 給我的印象友善極了。

   抵達大廣場 Piazza Grande。入目處帳幕攤位林立，有售傢俱的、有售衣服

的、有售家庭用具的、有售碗碟的、有售玻璃瓶的、有售兒童玩具的……林林

總總，不勝枚舉。我聽聞 Arezzo 的古董市場是意大利最龐大、最豐富的，我

不知道這是否古董市場季節，給我印象這似乎是跳蚤市場專賣雜物。有數攤位

是賣陳年舊物。我聯想時光倒流，一百年前普通人的生活。其中一攤位賣穿了

民族服裝娃娃最吸引我的視線。很想購一個，但都太大了，放不入行李箱，找



999

到一穿紅衣嬌小玲瓏，買下來放在聖誕樹上，後來在南美洲搜購了一大批。大

規模移動樹上飾物。這紅衣女郎竟失了影蹤。

   進入橫街窄巷，漫無目的地蹓躂。陳年樓宇圍着一小庭院，種滿青翠欲滴，

很多窗前豎出一彩旗。精鍊的鐵欄杆。街頭立着些石雕動物。街邊矗立着十九

世紀的煤氣燈，古意盎然。中世紀的氣味撲面而來。

  圍繞着大廣場 Piazza Grande 樹着很多陳舊的涼廊式樓宇，這是中世紀意大

利獨特風格。上層面對廣場的一面洞開，列着一連串圓柱，這是建築學內獨樹

一幟的 loggias。

  Arezzo 是一出類拔萃的古城，建成年代可追及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口。這是深

埋着古老靈魂的小寶貝。歷史、文化、藝術都在這裡匯流，加上 Tuscan 的「生

活最好」的人生哲學。它有優越的地理形勢。是蒲谷 Po Valley 戰略要地。在

地中海、Adriatic 海、其他 Tuscan 小城中央。

   Arezzo建城於公元前九世紀，比羅馬市早得多。它是一重要的Etruscan城。

Etruscan 文化是羅馬文化前驅。現仍遺留很多遠古痕跡，如城牆基地。Arezzo

擁有亘古以來歷代的建築和藝術珍寶，但在旅遊事業中卻沉寂無名。一九九七

年最佳外國電影片「美麗的生命」以 Arezzo 為場地背景，名聲鵲起，方為人

注目。此城沒有遊客，比起翡冷翠 Firenze 市街塞滿人頭，我蒞臨此地，真吸

下一口新鮮空氣。

驚鴻一瞥意大利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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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海疑雲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在巴黎古堡 Vincennes 處決一德國女間諜。這是風月

場中艷旗高舉，聲名狼藉的 Mata Hari。她是第一次大戰中頗具色彩的人物。

傳奇的一生值得介紹。

  Mata Hari 原名 Margareta Zell，一八七六年出生在荷蘭。十八歲時不安於

室應報章廣告下嫁三十九歲殖民地軍官 Captain Campbell Macleod。一八九七

年丈夫被派往荷屬東印度。夫婦二人在爪哇和蘇門塔臘住了五年，育有一子

一女。丈夫不軌，勾引了保姆，保姆的未婚夫盛怒下將小兒毒斃。Captain 

Macleod 公開在外納了土人一妻一妾，且脾氣暴躁，每當 Margareta 和陌生男

子交談，必將她毒打，她忍受不住虐妻狂，離家出走，回到巴黎闖江湖，獨自

謀生。

  她改名為 Mata Hari，Mata 是她本名頭二字母和尾二字母。Hari 是馬來語

意義為「天空的眼睛」即烈日。她以詭異全裸舞蹈馳名於各夜總會，因為她僑

居海外時曾涉獵爪哇舞藝。她對人宣揚自己是一神廟中十四歲舞女的私生女，

在祭師群中長大，自幼在 Hindu 神 Shiva 前裸舞。十三歲時在祭壇前便失去童

貞。這樣偽造離奇身世平添了她的神秘感。

  一九零五年三月十三日在 Musee Guimet 作首場表演，立即令觀眾似醉若狂。

主要原因是她將衣服慢慢脫掉，露出性感迷人的胴體。她性誘惑動作令觀眾頻

頻喝采。這些舉手投足充滿東方美，是當時巴黎最响往的藝術。首席舞蹈評她:

「柔軟的軀幹像搖曳着的火棒，在扭歪捩轉中這火棒突然停頓成了一棗紅的石

柱。」Mata Hari 用一粗獷的動作將胸前的珠寶扔掉，露出一雙嬌小玲瓏的乳

房，赤裸的胴體在黑影中宛若展長。跟着那紊亂兩臂向空中狂抓妄拍。那濃密

長長黑髮四散橫飛，鞭打着這無動於衷的深夜。

  為了額外收入，Mata Hari兼操高級妓女副業。她特別着迷穿了制服的軍宮。

她飢不擇食下，也找些付不起價錢的士兵以滿足她旺盛的性慾。很多達官貴人

都成了她入幕之賓，包括一荷蘭陸軍上校，法國外交部長，一俄國大尉，一法

國總監，一德國王子……是名副其實的「國際肚腩」。她的公價是七千五百元

一夜。但遇到有魅力的男人，她會無條件奉獻。她另養着一十八歲和一十七歲

男少年陪她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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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荷蘭保持中立。Mata Hari 可通行無阻地跨越國界。

法軍曾顧用她作間諜。出人意料之外她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被捕於巴黎寓

所。罪名是德國的反間諜，只有兩天短短審判便被定罪死刑。十月十五日晨她

被一修道女喚醒。汽車押解到 Saint Lazare 監獄。刑場在古堡內，早有一火

槍隊伍在等候着。她一路喊寃 :「我只是一蕩婦，永不會做間諜。」她只穿了

一件薄薄的絲綢外衣。臨刑時她霎時除下外衣，露出那名貫中外的迷人曲線胴

體，企圖用性感迷惑執行者死裡逃生。她很鎮靜站在火鎗隊前，她並不受束縛，

一連串鎗聲响了，她只慢慢地跪在地上，昂首凝視着鎗手們。一旁觀者軍官在

她腦後補上一鎗。她方去世，終年四十一歲。她遺體沒有人認領，送往「解剖

博物院」最後也亡失了。有人說她出賣情報給德軍，犧牲了無數聯軍士卒。亦

有人說她未必是間諜，週旋於國際人物間，難脫嫌疑。總之，事至今日，仍疑

雲重重迭起。

諜海疑雲



1002

含蓄的諷刺

(一 )呂安留字 

  三國魏末期呂安是玄學家嵇康莫逆之交。他們二人經常清談通宵達旦。有一

天呂安往訪，嵇康不在，其兄嵇喜接待，玄學對嵇喜全無認識，只能用普通家

常語交談。呂安坐了片刻，見話不投機，便起身告辭。嵇喜出筆紙給呂安，問:

「要留字給舍弟嗎?」呂安寫了一「鳳」字。嵇康 回家，嵇喜遞紙給弟看:「你

的朋友稱我為鳳凰呢。」嵇康冷然說 :「大哥，你勿歡喜，將「鳳」字拆開，

是「凡鳥」。他說你是一普通人吧。」按「鳥」字頂頭一撇，給了「凡」字成

一點，這是沒腦鳥。真是很深的 譏諷。紅樓夢給王熙鳳判詞第一句「凡鳥偏

從末世來」亦暗示一「鳳」字。其曲有「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聰明的王熙鳳落得悲劇收場。而嵇康、呂安二人因公然反對司馬昭準備篡魏，

不知收檢 言論，結果是身首異處。在中國文化史上，也不能擠身入第一流都

是「凡鳥」而已。

(二 )孔融應對 

  東漢末，孔融年方十歲，隨父到洛陽，時司隸校尉李膺，學問行止，名滿天

下。他自視甚高，往訪者除中表親戚外，必有俊才清譽，他方肯賜見。小童孔

融妄然拍門，對守門人說 :「我是李府至親，有急事要見面。」時李膺大排筵

席宴客，見一童子闖進，便低頭問他:「君與在下何親?」對曰:「先君孔仲尼，

曾問道於君先人李老子，即是大人與我為屢 世通家之好也。」李膺和眾賓客

見此小童聰明絕頂，大為驚異。太中大夫陳韙遲到。李膺將孔融舉動告之，他

冷笑回答 :「小時聰明，大時未必。」孔融聽到，搶着作辯 :「聽你的話，我

知道你在我的年紀時，一定 非常聰明。」陳韙頓時慚愧得無地自容。孔融是

建安七子之首，在文學上有相當成就。在政見上大異於曹操。最終為曹操所殺。

政治上他是失敗的。是否應了陳韙「大時未必」的預言，豈不又是一「凡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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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飛地

  北極熊俄羅斯地域遼闊，橫跨歐亞二洲，堪稱世界之冠。有一城市，臨波羅

的海岸，北接立陶宛，南鄰波蘭，遠距俄國本土四百十二里，和本國邊界隔絕。

英文有很好的詞述此類地方: enclave中文只好稱之為「飛地」。從祖國飛出，

立足於異邦間，這城市是 Kaliningrad。

  一二五五年十字軍北派部隊，成員全是德裔的條頓騎士 Teutonic Knights 

在波羅的海岸找到一良好港口，於是在此建城，命名為 Konigsberg，以紀念他

們的王 Ottokar II of Bohemia。此城後來成了 Duchy of Prussia 行政中心。

一七零一年普魯士建國，將首府移往柏林，Konigsberg 仍是新登位的皇被加冕

的場地。

  普魯士在十九世紀完成統一德裔諸小國，成為日耳曼大帝國，Konigsberg 是

東部最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Konigsberg 幾毀於聯軍炮火。蘇聯紅軍

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進入這滿是破壁殘垣的名城。一九四五年的 Potsdam 會

議將 Konigsberg 割給蘇聯。一九四六年改名為 Kaliningrad 以紀念革命將軍

Mikhail Kalinin。

  史太林對待城內居民異常殘忍。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間。下令驅逐全部

德裔移居往東德，並將大批俄國老百姓湧入以充實此城。官方語言將德文廢

除，改用俄文。現Kaliningrad已成為清一色俄國城市。但為普魯士首府多年，

德文化氣息很濃。十八世紀時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和短篇小說家E.T.A. 

Hoffmann 曾在此渡過一生。Hoffmann 小說曾被音樂家 Offenbach 譜成名歌劇

Tales of Hoffmann。康德的墳墓被保存且特別修飾。他的學說已是世界性，

不單單屬於德國。俄人對他也異常尊重。

  Kaliningrad 外圍小鎮 Baltiysk 是長年不結冰海港，是俄國波羅的海長

駐基地。若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波羅的海幾乎成了北約的內海。俄國賴有

Kaliningrad 虎視守衛着。

  蘇聯解體，波羅的海三小國紛紛獨立。Kaliningrad 頓成孤懸海外的城市。

白俄 Belarus 是俄國唯馬首是瞻最親熱的小弟。它鄰立陶宛和波蘭有一地區名

Suwalki Gap。Kaliningrad 可沿此山峽直通白俄。若俄國和北約兵戎相見，戰

略家指出 Suwalki Gap 必被俄國佔領，切斷波羅的海三小國和北約大國德、法

連繫。同時波羅的海艦隊將出洋衛護聖彼德堡。



1004

  蘇聯時期曾一度想將 Kaliningrad 割讓給立陶宛，不被接受，因為此小國不

想大量俄民湧入操縱中央政府。後來 Crimea 俄裔居民反抗 Ukraine 中央，要

求脫離便是很好的殷鑑。Crimea 是二十世紀五零年代轉歸 Ukraine 的。

  Kaliningrad 是軍事重鎮，不歡迎外客往訪。二十年前我參加波羅的海遊，

只能在立陶宛邊境抹過。導遊安慰我們 : 此城古蹟全毀於戰火，現在看到的都

是蘇維埃建築物。

俄國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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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

  雨林存在於降雨量高的地區如南美洲北半部，非洲中部，和東南亞一帶。喬

木在雨林中長得異常高，形成一華蓋 canopy。高樹的中段稱為 understorey，

很多寄生植物如蘭花和籐蔓式的長青葉繞着 canopy 和 understorey 而繁衍。

樹的腳下長滿了苔蘚和羊齒藤。乘飛機俯望大地，雨林像一張厚厚的綠氈。雨

林是全球木材一半的來源，同時亦是百份之四十的動植物居宿所。在植物的光

化作用 photosynthesis 下，雨林供應了地球幾乎全部氧氣。所以無限制的伐

木給地球創無可療補的傷害。被伐的林區很快被洪水氾濫，沖掉肥沃的泥土，

水乾後，林區變成寸草難生的不毛之地。破壞雨林另一惡劣後果是製造綠屋影

響，導致全球暖化，直接危害人類的生存。雨林蘊藏着很多珍禽異獸，最顯著

的有全身綠色的大蟒蛇，長尾猴 tarsier，巨嘴鳥 toucan…等。我曾留宿在南

美洲 Amazon 和中美洲 Costa Rica 的雨林內。享受林蔭蔽日，鳥語花香，終身

難忘。

   **********************************************************

明史作者萬斯同

明史在二十四史中有很高的評價。清順治時開局編明史，命王鴻緒主理，且徵

聘當代大儒顧炎武，黃宗羲等出山協襄，以求編成一代史實巨冊。明遺民顧、

黃等均不願和清廷合作，但情繫故國，義不容辭 ; 若沒有他們這批熟諳前朝舊

事的宿儒幫助，草草成書，非他們所望也。進退維谷，無可奈何情況下，顧炎

武命外甥徐元文，黃宗羲派首席弟子萬斯同上京參贊史局。萬斯同是浙江四明

人，才華出眾，出山時老師頻頻囑咐不許受清廷官爵，且有贈詩云 : 「四方聲

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即是明史編成後，斯同定名滿天下。明朝一代

的忠奸是非盡付其手中。重點是「布衣」二字，即是白衣身份，沒有甚麼名銜。

可見得黃宗羲對弟子期望之殷，叮嚀之切。萬亦頗自負，對弟萬斯大說 :「若

有汝筆，馬班不難企也。」即自謙文筆不如弟弟，不然可以上追史記作者司馬

遷和漢書作者班固。其實斯同文筆亦不弱，讀楊璉，左光斗諸傳，令人義憤填

胸，掩卷拍案，這批被太監魏忠賢毒害的忠臣，被寫得大義凜然，栩栩如生，

千載之下仍義貫日月，明史確是擲地有聲之作，宋元諸史瞠乎其後，最近編成

的清史亦望塵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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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雲石寫錢塘江潮

  中國文學中寫浪潮名句多得很。宋詞作者蘇軾（1037-1101）在“念奴嬌—

赤璧懷古”只用了三句：“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白描功夫，

有千鈞之力，讀時好像有浪花從紙上撲面飛來。

元曲作家貫雲石（1286-1324）換了一個角度去寫浪潮，現錄下他的“壽陽曲”：

           魚吹浪，雁落沙，倚吳山翠屏高掛。 

           看江潮鼓聲千萬家，捲朱簾玉人如畫。

　此曲是用烘托映襯方法，湖水前江澄山靜，魚游波中，雁立汀頭。觀潮的翠

綠營幕已羅列地倚着吳山而掛。像雷鼓般石破天驚，怒濤洶湧奔來，撼天震地。

城中老百姓紛紛出門一睹為快。深居簡出的美人也忍不住捲起朱簾，伸頭向江

中望去，此曲只用“江潮鼓聲”四字去寫浪潮，重筆寫的是觀潮者和現場情況。

“玉人如畫”的陰柔配合“江潮鼓聲”的雄峻，使畫面更突出，錢塘江的秋潮，

名不虛傳。

   *********************************************************

李後主的詩才

  南唐後主李煜是詞的南面王，是文學史公認的。他的詩也寫得蕩氣迴腸，蒼

涼悲壯，絕不遜盛唐諸家，因為他的詞名震鑠千古，詩名被掩蓋，鮮為世人所

知。我們且讀他病中寫的五言律詩：

　　憔悴彌來甚，蕭條蓋自傷。

　　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

　　夜鼎唯煎藥，朝髭半染霜。

　　前緣何所似，孰與問空王。

　 這首詩寫得沉鬱辛楚，血淚盈章。他雖無後來牽機毒害，亦難久人世矣！

文章窮而後工，非虛話也，李煜確是稀有的文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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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年

  在天文學上，所有數字巨大都令人難以置信，星球間的距離用光年來量度， 

一光年是光在一年時間行走的里程。光是時速最快的。現時物理推定宇宙沒有

任何東西可以超越光速。一光年等於 6,000,000,000,000 英里 。現在我們閉

目作一假設 : 若銀河系有一星球距離地球只有二百一十五光年，這星球上的

人若有一非常強的望遠鏡遙觀地球，他們看到的是法國大革命暴亂情況，因為

那時是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事件要需時二百一十五年方傳達到那星球。這

真是不可思議 !

  **************************************************************

輓徐錫麟聯

  輓聯在中國文學中別具一格。寫得好的可以寥寥數句將死者一生事業囊括，

並從中作蓋棺論定。清末革命烈士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行刺巡撫恩銘被捕，慘遭

摘心酷刑。後民國時一安慶門房對人言，處決徐錫麟時他在現場，聽到白刃入

胸時那慘厲呼叫，深銘腦海，終身難忘。清吏且剖腹取肝，作心肝湯送酒。民

國時褒揚追封死難各烈士。輓徐

錫麟的聯是 :

「轉眼便復河山，知烈士黃泉，了無遺憾；

    此心可質天日，借奸奴白刃，剖示同胞。」

此聯對仗工整。上聯用國民立場，同情兼嘉獎烈士 ; 下聯用烈士口吻回應，道

出浩然之氣，視死如歸的精神。此聯更描繪出行刑的情景。的確是擲地有聲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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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了上百篇遊記，當然有很多漏網之魚。有些小地方，未被收入，追索起

來，「殘宵留得夢依稀」，小事情未能忘懷，可潤筆墨。我曾寫了追憶遊歷兩

篇 :Irkutsk 和 Arezzo，頗受幾位好友欣賞，現在嘗試寫安多拉 Andorra。

  已是八年前的事了。午餐後，歐洲小公國 Principality 旅遊車駛離

Barcelona，觸目處是薺麥青青的農田，過了一段時間，車子漸攀山坡，已是

Pyrenees 餘脈。淙淙流水橫穿鬱蒼林木。公路旁錯落些近代的石或水泥樓宇。

有一段路邊有高近一層樓大石塊砌成的牆，我想這是預防山泥倒潟的。三個鐘

頭後，車子進入一停車場。一角有幾隻雕刻動物，旁有一長長石梯。我們沿梯

而上。景色突然開朗，這是 Andorra 首府 Andorra La Vella。領隊 Timothy 要

我們牢牢記住這些動物，是個半鐘頭後集合地點。

  景象大異於我在意大利或瑞士見到的古城。商店鱗次櫛比，出售各種貨品。

這簡直是一無邊無際的連環商業拱廊。建築物都是近代的，有些多層樓高。全

無古典歐洲氣息。從任何角落遠眺，都是巍峩高山。地面一塵不染，全無紙屑

煙頭，殘花落葉。真是一非常雅潔的山城。

  有一百貨公司座落在五層高的大廈。我乘活動電梯到頂樓，出賣兒童玩具，

我購了一袖珍黑豹，在狂奔躍起，神態逼真，栩栩如生。很多時間給我蹓躂。

有一條街很特別。每十個鋪位行人路邊擺上一巨型塑膠蝸牛，不知在慶祝甚麼

節日。一條河穿過鬧市大街。橋中央有一金字塔形銀色建築物。很多商店設一

露天茶座。中有顧客在品評美味，號為「咖啡島」。

  居留處遠離塵囂市集，是一沿山而建的小別墅。晚飯時從房間出來，步一崎

嶇羊腸小徑下山到大飯廳。時值深秋，晚風撲來，微感寒意。進入膳堂，每人

被賜香檳酒一杯。四周點了洋燭。搖曳火焰，平添幾許浪漫。淅瀝滴答。窗外

下起雨來。這是微雨，節奏似貝多芬「月光曲」第一樂章，遲緩、寧謐兼備。

牆外電燈照着林中樹葉，葉面佈滿晶瑩水珠。正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

聲」。細望窗外玻璃，一行雨點，蠕動沿沿而下，流下一線水痕。俄頃雨轉急

轉大。是貝多芬的「狂戀曲」Sonata Appassionata。玻璃窗被拍，發出驚人

的震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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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有一篇很精彩的寫雨散文:「雨是有生命的，輕輕的飄來，靜靜的落下，

洗去大地的塵埃，滋潤萬物萌生。雨是有心聲的，雨聲是天籟之聲，遠離塵世

的喧囂，毫不央雜一點污念。靜靜地聽着外面的雨聲，聽着雨的溫柔，雨的豪

放，雨的纏綿，雨的呢喃，聽着這秋夜雨聲，思緒也隨之飛揚。」

  用罷晚膳，燭光熄滅，電燈照得滿堂通明。尚未到休息時間。有充份機會友

誼交流。我記起遊 Dubrovnik 時，意譯了南宋蔣捷「聽雨」一詞，匆匆寫下，

交給鄰座從澳洲 Brisbane 來，甚有學問的中年女士 Diana 看。她閱畢竟交給

領隊 Timothy。他立即當眾朗誦起來。

Listen to the Rain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listened to 

the rain in a singing hall.

The fume of the red candles blackened 

the embroidered drapery.

When I was in my middle age,

I listened to the rain in a traveling boat.

The cloud was low, and a lost goose 

cried amidst the autumn wind.

Now I listen to the rain under the 

roof of a monastery.

My hair is as sparse as morning stars.

The rain has been indifferent to all 

emotion joy or sorrow; togetherness or separation.

It just falls drops by drops on the 

same spots from evening until dawn.

因此譯文，我嬴得團友的熱情和尊敬。

  Andorra 這小國在 Pyrenees 山上，在西班牙和法國夾縫中。它有二王子 :

一是西班牙 Urgel 區大主教 ; 一是法國現任總統。

  在「山風吹酒醒，秋入夜燈涼」下，匆匆寫了這回憶短文。

安多拉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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