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爾文52號的新舊主人 小 冰

一座城，就像一個
人，你與她的感情怎樣
，並不在於你和她相處
得有多久，而在於你對
她了解得有多深。

小思（盧偉鑾）是
一位研究香港和內地文人的學者及作家，她總
是用她的作品和行動，讓大家更加了解香港這
座城，從而懂得怎樣去愛和珍惜她。十月三十
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展覽 「曲水回眸
：小思眼中的香港」落幕了，小思老師的話語
卻仍在我耳邊回響。

「你聽過一條叫屋蘭士里的小街嗎？你當
然知道那裏有一間著名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斜坡上，綠樹成蔭的小花園，鐵閘永遠用鏈子
鎖住，多麼恬靜和幽美。蕭紅的一半骨灰，就
埋在這裏，一棵大樹下。」小思老師如此說。
原來，這裏藏着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

一九四二年，蕭紅在香港病逝，年僅三十
一歲。這位上世紀中國文壇的才女，曾被譽為
三十年代的 「文學洛神」。深深愛着她的端木
蕻良，她的同為作家的丈夫，在那個兵荒馬亂
的年代，仍設法將她的一半骨灰葬在了美麗的
淺水灣，另一半骨灰則安葬在聖士提反女子中
學的一棵樹下。

當時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被用為醫院的臨
時救護站，蕭紅病重的最後時刻就在那裏度過
。端木蕻良本來想把另一半骨灰帶在身邊，無
奈時局艱難，為了安全起見，他決定暫時把它

埋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中。
這本來是一個塵封已久的故事，這次中大

為 「曲水回眸：小思眼中的香港」舉辦的一系
列的活動，又引起了人們對那些與香港有關的
文人故事的好奇心。

原來蕭紅和端木蕻良的結合曾經受盡世人
的誹謗，他們的作家朋友們也曾經質疑過他們
的感情。然而，蕭紅去世十八年後，端木蕻良
才再婚。他後來的夫人鍾耀群女士回憶說，一
九六一年那個秋天，在幫端木整理雜物的時候
，看到了一個寫着 「蕭紅遺髮」的舊信封，裏
面有一小縷不整齊也不太柔軟的頭髮。她說：
「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到那時，幾十年

的歲月，基本上是在流浪、動亂中生活的端木
，物品散失殆盡，特別是在經歷了 『十年浩劫
』後的今天，卻奇跡般地珍藏着蕭紅的遺髮，
對他這種感情，我是珍視的。」

端木蕻良晚年的時候，小思老師曾多次邀
請他來香港，可惜因身體原因終未完成心願。
小思說： 「一九九六年，端木蕻良去世，他的
太太寫信給我，說端木蕻良的屍骸已經火化，
她也是將骨灰分成兩份— 『我已經將一半的
骨灰收起，另一半我好想、好想放在聖士提反
的花園裏，讓我丈夫的骨灰可以和她所愛的女
人的骨灰在一起』。」後來，端木的夫人鍾耀
群果然拿着他一半的骨灰，來到香港的聖士提
反女子中學，把骨灰撒在一棵樹下。小思說：
「一個女人把自己丈夫的一半骨灰分給另一個

女人，我再沒有話說。」

「蕭紅的重要作品都在香港這小島上完成
，蕭紅的愛情故事，也永埋在那幽幽小園裏。
」小思在她的《香港文學散步》一書中，如此
寫道。除此之外，還有蔡元培、魯迅、許地山
、戴望舒、張愛玲等曾南下香港的文人與這座
城的絲絲縷縷也被收錄在這本書中。這本書自
從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後多次增訂和再版，
二○一五年又在內地出了新的增訂版。許多人
都按圖索驥去尋覓那一個個承載着上個世紀文
學記憶的地標。

也許你我也可以隨着過去那些文人的足跡
重新看一遍香港，跟着小思重遊舊地，比如 「
孔聖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主
張新文學的郭沫若、茅盾等人都曾在此演講。
小思說： 「香港是個特別的空間，紀念孔子的
殿堂居然可以借出來讓反孔人士舉辦活動，就
突顯了香港是一個自由、沒有成見的地方。」
書中還提到半山的 「學士臺」，一九三八年到
一九四○年，聚居在那裏的都是中國著名的文
化人。小思說： 「當時的文化人，天南地北什
麼也談……我們應該珍惜這個自由空間。」

中大這次展覽正是配合小思 「文化人眼中
的香港」口述歷史訪談計劃，以回眸的方式來
追尋香港面貌的。 「我們必須多認知香港的身
世，才可漸漸理解，才可關愛她。」小思說。
經過了多少年的滄海桑田，有的人已經被時代
的波濤吞噬，有的人還在時代的洪流中泅渡，
這座城不知還隱藏着多少動人的故事，等待着
後來人去發現、去流傳。

香港，說不完的故事
徐海娜

我
喜歡讀
書，也
寫過幾
本書，
還很願

意收藏書籍。
幾十年間，在我收藏的書

籍中，有政治類的，有歷史文
學類的，由於從事的是與國際
事務有關的工作，更收集有不
少關於世界事務的報道、評論
和各類名人的傳記類圖書。當
然，為便於寫作，我收藏的辭
典、字典和包括中外不同版本
的百科全書在內的工具書也真
的不算少。此外，我走過不少
國家，特別希望做的一件事是
尋找每個國家具有代表性的畫
冊，帶回來的大概接近四十冊
。我沒有認真統計過，但我收
藏的總數應該大大超過一千冊
國內外正式出版的書籍。這些
書我基本上都讀過，至少也是
翻閱過主要內容，或者梗概，
讓我受益匪淺，所以對之非常
珍惜。

我很愛護這些書籍，視之
為 「珍寶」，還曾設想將之作
為 「傳家寶」留給子孫。所以
，不僅在每次搬家過程中小心
翼翼地悉數攜帶，還在最後一
次遷徙前定做了一組兩米高的
古式書櫃，將一間房屋塞得滿
滿當當。我將書籍分類存放其
間，就連書櫃頂上的空間也被
全部利用起來，但仍有部分不
常用的書被存放於他處。此情
此景，給我的是不時的驕傲感
和成就感。

喜歡讀書，也必然考慮書
籍的用途。隨着逐漸變老，子
孫們又另有閱讀途徑，我在給
我的圖書尋找 「出路」的過程
中，想到是否可以讓它們去我
就讀過的中學母校。

我的中學母校是 「江蘇省
淮陰中學」，創建於一九○二
年，初名為 「江北大學堂」，
幾經易名，最後於一九七八年
定為現名。該校不僅在省內，
就是在全國，也屬名望很高之
列，被國內多所高等學校爭相
列為生源之地，包括清華和北

大等知名大學。據了解，學校
成立一百一十多年來，已經培
養出數十萬名學生，進入到了
國家的各行各業和社會的各個
層次，很多人還都是其所在行
業帶頭人或者中堅力量，對國
家的發展作出過傑出、重要的
貢獻。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
經在這個學校就讀過五年，從
初中二年級到高中畢業，對它
一直懷有崇敬和感恩之念。多
年來，我每次回故鄉探親，必
定會到學校去轉一圈，以解思
念之情。為了避免麻煩，我往
往是在不通知校方的情況下，
由家人陪同在學校的幾個校區
走走，看它的發展變化，比較
新老環境的異同。雖然我就讀
時的教室、宿舍均在發展改造
中盪然無存，但我對之的情懷
始終如舊。

幾經斟酌後，我向母校的
領導進行了捐贈書籍的試探。
他們對此甚為高興，表示願安
排車輛來北京運走書籍，並在
學校圖書館內列名安排專櫃存
列。我則告訴他們，如果願意
接受，我將會請快遞公司上門
來包裝、運輸，毋須學校派人
派車往返二千公里前來；至於
擺放，可以按照書籍的內容，
與圖書館的其他同類藏書一起
陳列，供師生借閱，不要專門
陳放，更不要具名。對於前者
，他們同意了；至於不具名專
放的要求，他們沒有表態。由
於書籍捐出後，我尚未有機會
回過故鄉，尚不知擺放的情況
如何，但無論如何，它們應該
已經在師生可以借閱的範圍之
內了。

我的書架空了，但我的內
心卻是滿滿的，因為我相信，
我的那些圖書又可以發揮它們
應有的作用了。書籍，問世的
目的是讓人閱讀，給人以知識
和啟迪，躺在我這裏，它們起
不到這樣的作用。

一件小事，但帶有的是我
對母校實實在在的感恩情懷和
對社會做點有益事情的真誠情
結。不是嗎？我自信如是，所
以非常樂意地去做了。

讀大書與讀小書
游宇明

我一
向缺少讀
大書（多
卷本或系
列圖書）
的勇氣，

五年前，一時心血來潮，在購
書網站買了一套十四卷本的《
清稗類鈔》，至今一卷也沒有
讀完。真不知三十年前是如何
讀完十來冊的《李自成》的，
換到如今，不打五百軍棍，我
大概下不了如此決心。

對讀小書（單本圖書），
我似乎情有獨鍾。岳南的《陳
寅恪與傅斯年》、劉青松的《
天朝的天窗》、任恒俊的《非
常規則》、張宏傑的《曾國藩
的正面與側面》、傅國湧的《
民國年間那人這事》、張昌華
的《百年風度》等等都是我非
常喜歡的。

遇上好的小書，我總是讀
得磨磨蹭蹭，一個小時只讀十
來頁，生怕錯過了有見識、有
趣味、有情懷的地方。我讀小
書喜歡手持紅筆，一有感想，
就 「唰唰唰」地記在空白處。
比如《陳寅恪與傅斯年》寫到
陳寅恪授課帶有明顯的長沙口
音，而且無系統，想到哪講到
哪，我在旁邊批道： 「此君在
今天會被視為 『不合格教師』
」。比如《曾國藩的正面與側
面》寫窮得每年都要借錢的京
官曾國藩做了一次四川主考，
發了筆小財，立即給家裏寄去
一千両銀子，雖然這些錢只夠
家裏還清債務，但他仍然堅持
要家人拿出其中的四百両接濟
同族、親戚，我在旁邊批曰：
「家境稍有改善，即大舉接濟

親朋戚友，足見曾氏的仁愛之
心」。《非常規則》裏談到清

代的清官多不得志，我在後面
批道： 「清官常常攪了同僚、
下級的貪腐機會，自然會失去
『群眾基礎』；清官沒有錢

賄賂上級， 『朝廷』也就沒有
為他說話的人。下面無人舉
，上面無人推，其官運可想而
知」。

喜歡讀小書，當然有時間
上的考慮。

我是個大學老師，表面上
看，每周只有幾節課，瀟灑得
很，但備課、出題、改卷、指
導論文，頗耗心血，它比上課
所花時間多出十倍以上。我業
餘從事寫作。寫作要找素材、
構思、撰稿、修改、投寄，一
篇千字文花上數個小時，是家
常便飯。老婆上班忙，回來得
比較晚，中餐、晚飯都必須搭
把手，於是時間像被刀子切過
一樣，一節一節的。每天保證
兩個小時的閱讀，已經算是 「
擠牙膏」，很難有心情閱讀大
部頭著作。

在個人的感覺裏，搞創作
與做學問閱讀的方式也不一樣
。做學問需要專精，需要明確
的方向性，自然應該多讀大書
。比如我們研究清史，有關清
朝的主要原始材料最好都有所
涉獵；我們研究魯迅，讀完《
魯迅全集》是一種起碼的選擇
。搞創作則更看重學識的淵博
、多樣，必須 「轉益多師」。
與其讀某一個系列，不如什麼
牛人的書都看一點，這樣，我
們吸取的精神養分會更加均衡
，寫出的東西也更有荷花般的
清氣。

閱讀需要的是用心，是將
知識變為技能的本領，讀大書
，還是讀小書，並不標示一個
人的境界。

懷念爺爺熊式一 熊繼周

在牛津的第二天一大
早，帶着回家的情懷拜訪
了爺爺曾在英國牛津最風
光 時 候 的 住 所 Grove
House、也是父親時常提
起倍感溫馨和充滿着親情

回憶的家：那是一座氣派非凡的豪宅，院門一開
，踩着圓潤的鵝卵石，幽靜的小路兩邊全是蒼翠
的樹木。青葱草地鋪滿巨大的花園和緊鄰的小菜
園。一棟兩層樓的白房子矗立在我們眼前，新房
主熱情迎接我們進了客廳，地上仍然鋪着當時的
古木地板。那些過去看過的有關家人在這間房子
的照片，全部像電影一樣歷歷在目：好似爺爺奶
奶仍在下着圍棋，大姑、父親、叔叔、小姑四兄
妹有說有笑地也有讀書的圍繞在他們身旁。在《
王寶川》轟動英倫敦及美紐約舞台後，姐弟仨才
被接來到倫敦讀書學習的，並前後考進牛津大學
，修讀英國文學和歷史。小姑也是那時在倫敦出
生的，有趣的是，一出生就命名為 「寶川」。正
在我目不轉睛地欣賞房屋的時候，房主微笑地為
我展示了一張從牛津名建築史料庫尋到的這間房
屋的黑白相片。照片中爺爺手把手教着小姑寫書
法，我猛然又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在香港
界限街的家裏，當時他老正趕着翻譯《大學教授
》一書，讓我幫忙代筆寫下中文譯稿。爺爺每次
看到我寫的潦草的簡體中文字，總是略帶失望的
語氣責問我那些變形字的意思。記得他指着字
體 「廣闊天地」的 「廣」字問我： 「這是哪家的
中文字？」我揚着聲音挑着眉毛高傲地回答： 「
廣州的 『廣』啊，一點一橫一撇到南洋呀！」心
裏嘀咕着： 「這麼簡單的字還問我！」爺爺一
拍桌子，哭笑不得地說： 「那你何必還學寫中文
字呢，以後就學狗 『汪汪』叫幾聲表達意思就算
了。」

可想而知，當時我們爺孫倆的關係有時是如
同 「紅衛兵鬥老古董」般緊張的。年輕的我愚昧
自大，只愛唱演革命歌曲玩些小把戲，想起真是

那麼地無知又可氣。假如我的少年不是長在 「文
革」年代，父母定會注重培養我的閱讀好習慣，
只有這樣，我才夠資格做爺爺的好孫女吧！

當我們抵達劍橋大學圖書館一個小時後，
Hugh特別高興地告訴我找到了爺爺一九五○年到
一九五三年在劍橋生活工作的一些記載。他是當
時唯一受聘時間最長，教授中國文學的中國學者
。也就在那時，他培養的三個孩子已從牛津畢業
，先後回到新中國北京，積極投身於促進國際文
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中。爺爺這部《王寶川》在西
方戲劇文化界的轟動成就，的確為我們家族帶來
了可觀的好運才氣。

為更深入地了解《王寶川》吸引英國人的關
注及共鳴的原因，我們專程拜訪了在倫敦大學皇
家 霍 洛 威 學 院 教 戲 劇 的 高 級 講 師 Dr.Ashley
Thorpe。出乎意料的是，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
土生土長、年輕英俊、充滿活力的英國藝術家。
自博士時專攻中國京劇以來，他一直熱衷研究東
方文化藝術戲劇，尤其將《王寶川》作為重點研
究對象。他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人對中
國感覺神秘又陌生，熊式一選擇中國家喻戶曉的

古典愛情故事，英式話劇《王寶川》是由中國京
劇《紅鬃烈馬》改編而來，運用西式的幽默風趣
和浪漫情感的表達手法，充分演繹出中國人善良
、忠誠、聰慧、上進的可貴品格，並讓西方人為
角色鮮明的特性而動容和震撼。做到了雅俗共賞
，連演三年九百多場而不衰。

他說，熊式一地道流暢的風趣語言，和十足
的英式幽默諷刺感，充滿着童話情懷和喜劇色彩
的演繹，以至於許多《王寶川》的愛好者誤認為
熊式一定是一位本土英國作家。與熊式一的英式
話劇相比，梅蘭芳的京劇對英國觀眾比較少了些
易理解的共鳴力，或許就是因為後者缺乏這種英
式幽默和語言習慣吧！

在Ashley積極爭取和大學的支持下，經過近
一年的努力，他終於以創新的 「劇中帶劇」的現
代表演手法，再次重演《王寶川》。當西方演員
們穿着那些來自中國古代的 「奇裝異服」上台之
後，觀眾們掌聲不斷，使得Ashley倍受鼓舞，特
別是聽到有些觀眾感慨地說 「我們小時候也曾在
學校裏參演過這個劇碼，看着這種新式的演出給
我帶來多麼美好的回憶」而感到驕傲！ （三）

或許你會說這個故事
與你無關。其實社會和人
生，是由千百個無關與有
關組成，我們從中見識你
我他。

帶小女兒參觀她的出
生地，我有幸重訪哈佛校園。受邀，我們拜訪了
我的兩個小朋友，一對夫婦，也是我們大女兒
DX的同學，DX已畢業離開波士頓。聽說我們到
來，電話那頭響起Y甜甜的聲音： 「阿姨，好高
興能見到你和妹妹呀！」

眨眼功夫我們到了他們樓下，夫婦二人已經
迎候在門廳。看着周圍的一切，我心中突然一喜
： 「天啊！這不就是十八年前我們住過的地方嗎
？埃爾文街五十二號，從森林街八號搬過來的呀
！兩處離哈佛中心，步行都只需五、六分鐘。」
這街道、門牌、扶欄、樓梯，多麼熟悉的環境，
他們竟然也租住於此！我不禁驚訝道。 「不會吧
！阿姨，您確定沒有記錯嗎？怎麼會這麼巧！」
搞得他們也不敢相信。 「沒錯，照片為證，不只
一張。」我肯定地說。

上樓前，他們又說： 「如真是這樣，說不準

還有更多的驚喜啦！」聽他們這麼一說，我忍不
住又問： 「不會是二樓吧？」走上二樓，他們真
的止步了。 「就是這裏啦，還真是同一層樓！」
男主人X興奮地說： 「阿姨，請檢視，您確定這
是十八年前居住過的地方嗎？現在是我和Y的家
了。」世上竟有這樣的巧事，一時間，我們雙方
都激動起來。

套句大家愛說的話 「這世界太小太小」。他
倆和我大女兒DX是清華大學本科期間的同班同
學，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之後三位又都被哈佛錄
取，同在哈佛讀研究生，X和Y現在是夫妻，現在
又湊上我們。你說這巧合、關係、感情，說不奇
妙都難！

我仔細搜尋室內外的事物，搜尋那些能夠喚
起記憶的東西。廚房的布局依舊；床和寫字台，
他們擺同樣的位置；暖氣設備還在那角落，用它
，我給小女兒烤過衣服；窗戶依然是抬起放下式
；扶手樓梯，那裏我抱着小女兒依欄而立，與上
樓下樓的曉燕和Margret說話，住三樓的哈佛教育
學博士曉燕，是公寓裏我們唯一可以與之說中國
話的人。

賓至如歸，成為我進入房間的真實感受，舊

事中我尋找新的東西。其中之一，是擺放嬰兒床
的位置，現在擺着工作台，台上攤的圖紙，是X
與哈佛設計學院教授合作的設計方案。

戲劇性的人生，竟然發展得如此天衣無縫。
女兒與他們，我們與他們；我們租住的房舍，他
們租住的房舍；當年我們的家，現在他們的家；
當年的嬰兒，現在亭亭玉立的女孩。這不是偶然
啊！我們沉浸在因與果的欣喜中。

十八年了，埃爾文五十二號的主人不知換了
多少輪，當中不知多少歡喜多少愁。如今依然是
這條街，這棟房，這套公寓，我的時光好像被打
住了。哎呀！這篇文章一定要寫。

心情另有一番歡喜，風景就另有一番好看。
午餐後，小朋友夫婦陪我們漫步埃爾文街頭，我
給大家講述當年的一件事。那年早春，還等不及
天氣足夠暖和，一位性急的鄰居就在花園裏種上
含苞待放的花草，之後含情脈脈地等待，等待它
們為環境增添色彩。可是兩天後天氣突然降溫，
花兒被凍得奄奄一息，搞得那位愛花人非常沮喪
。那天路過她家，她對我說 「我感到沮喪」。那
表情，真是可愛極了。

（哈佛散記之三十，逢星期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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