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小公園
清水美穗子

「
所以，你喜歡散步
和夜景，是因為不想與人
有關。」清水美穗子說。
「
不知道。」我說。
「喜歡這條河的形狀
，好像塞納河。」 「
記得
塞納河的樣子？」 「
梗概
的話能畫出來。可惜獨欠
城中島。」 「不然可以建
一座聖母院。」
「有的嗎？」 「
什麼
都有，建克里姆林宮也行
。」 「在塞納河建克里姆
林宮。」 「托派的偉大勝
利。」
我們並排跪坐在地板上，她將我
的手提電腦擱在床邊，稍為提起湖水
藍色和服的袖口，操縱鼠標在《模擬
城市》各個按鍵間游移。
「一直覺得日本人很厲害，這樣
跪坐着不累。」我說。 「有什麼辦法
，你又沒有桌子。」 「那也是。」
清水美穗子今年七十五歲，看起
來則約五十。也許是因為化妝技巧嫻
熟，白皙的皮膚看不出皺紋。髮絲則
在腦後梳成髻，染成黧黑卻又在底層
留幾撮白。感覺是刻意留下，彷彿在
說，染髮並不是為掩飾什麼，只是純
粹出於接納世俗對儀容的要求。
半生居於香港，廣東話說得比我
好，網絡潮語也略知一二。退休前做
過的工作林林總總，從經營拉麵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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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機駕駛員—為某個富豪駕駛私
人直升機都做過。如今則過着白天行
山，晚上休息的閒適生活。有時也會
白天休息，晚上行山。這時候行的便
是太平山，在盧吉道看夜景。
在盧吉道看夜景的遊人像企鵝部
落那樣多，然而特別起眼的只有美穗
子一個。在我而言很難不注意她。和
服裝束、手提風呂敷、腳蹬木屐的女
性走在香港，本就相當罕見，何況美
穗子具有一種柔和高雅的貴族氣息。
這樣的人，就算被拍照上載、記者抓
住訪問也不足為奇。
奇怪在，她在如潮的人海中，誰
也未曾望她一眼，彷彿她不存在。 「
這是精神暗示的一種。」她後來向我
解釋。 「就好像走在街上，女人會傾
向看不見美女，男人會傾向看不見美
男，我只是將這種傾向引導到自己身
上而已。以前讀書時就常用。」 「讀
心理學？」 「
中學。將氣息藏起來以
避開老師提問。」 「
實用。」我由衷
讚嘆。 「請務必教我。」
她像看見美麗的流浪貓走過那樣
淺淺一笑。
（說故事的人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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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本周說說 「劇」，《說文解字》
說：「劇，尤甚也。」拾字君最近在看
HBO 的新劇《切爾諾貝爾》。這部
五集迷你劇，聚焦前蘇聯切爾諾貝爾
核電站爆炸之後，一經推出在網上就
廣受關注。看着美劇，拾字君不自覺
地聯想起了關於切爾諾貝爾的一部紀
錄片，由探索頻道製作的《搶救切爾
諾貝爾》（The Battle of Chernobyl）。
美劇，強調 「劇」集中在 Drama
也就是戲劇性上。在美劇中，觀眾看
到的是在事故發生之後，否認、卸責
、封鎖消息的核電站主管、地方政府
官員。他們傲慢、自私、視生命為草
芥。在美劇中，你看到的是不畏權威
、據理力爭的科學家，是不畏死亡、
前赴後繼的搶險隊員。總而言之，是
美劇常用的套路：陰謀論加個人英雄
主義，看劇的過程就是憤怒和感動的
融合。
而紀錄片就是另外一回事。紀錄
片由一個一個採訪組成的，從前蘇聯
的時任最高決策者戈爾巴喬夫，到第
一個飛到反應堆正上方投入滅火物料

的飛行員，治療這些英雄飛行員的醫
生……這一個個採訪，就是一個個記
憶碎片，拼出了切爾諾貝爾真實的、
帶着人味的歷史。而除了紀錄片，現
在逐漸被解密的前蘇聯政府文件，更
是可以從第一手資料看到事故發生之
後，前蘇聯政府的真實反應。
美劇和紀錄片的差別，就如同《
三國演義》和《三國志》。《三國演
義》中關羽溫酒斬華雄宛如戰神轉世
，《三國志》則告訴你是孫堅殺的華
雄，表述也只有平淡的六個字 「梟其
都督華雄」。《三國演義》中諸葛亮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借來東風火燒赤
壁。《三國志》：沒這事。
以歷史為主題，無論是小說還是
戲劇，圖的都是可看性，要了解真正
的歷史，還是要通過正式的史料。

字裏人間
拾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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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機器
眾所周知，普普藝術大師安迪．沃荷（
Andy Warhol）將自己在紐約的工作室命名
為 「工廠」，簡單直接地將藝術創作與機械
生產連結在同一個想像之中，而沃荷自己亦
說： 「機器有較少麻煩。我希望成為機器，
我想，所有人都應該成為一部機器。」
將自己與創作想像為機器的大師，不只
有藝術家沃荷，還有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
在他的散文與演講結集《文學機器》裏，卡
爾維諾提出，若我們真的理解文學就是一個
字與另一個字的連結之擴大化，我們就會明
白，機器會比人類更有可能創造有嶄新的文
學，因為只有人類所限於意識。
兩位文藝大師，還有更多更多的創作人
，都有過這樣的想像：希望成為一部機器。
這是為什麼呢？

有一次，沃荷在無意間知道了畢加索一
生畫成了四千件作品，這 「四千」的數目打
動了沃荷，他決定要在一天之內，做成四千
件版畫。最後，沃荷成功做出了五百件，但
是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我想，藝術家對自己
創造力的不穩與不足，或許是他們想像自己
成為機器的第一因。
如果你也是寫作人，或許都會有這樣的
經驗：在真正寫得出文章之前，望着原稿紙
或電腦熒幕，腦袋一片空白。這個時候，我
們需要 「熱身運動」，包括上網、看書、看
新聞、行行企企、收拾桌子、回覆電郵、煮
咖啡、抽煙，等等等等。總之，就是寫不出
第一隻字。
你想，在這一個令人抓狂的時候，作為
一個創作人，怎可能不希望自己成為一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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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極簡主義大師弗蘭克．
斯特拉（Frank Stella）的 「波蘭
村莊」系列作品，近日登陸香港
展出。展覽於中環 「厲為閣」畫
廊開幕，也是斯特拉的作品第一
次在大中華地區與藝術愛好者們
見面。
在翻閱展覽的宣傳冊時，我
不由被霍利斯．弗蘭普頓（
Hollis Frampton）為斯特拉拍攝
的《自弗蘭克．斯特拉的秘密世
界》所吸引，在這數幀相片中，
年輕的斯特拉身上，彷彿裹挾着
一層東尼．史塔克式的 「教科書
般的自戀」，而他本人確實也有
值得驕傲的資本。
出生於一九三六年的弗蘭克
．斯特拉，從中學時期開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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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亨利很忙
在上中學時，因為語文課本中的一篇《
警察和讚美詩》，而迷上了歐．亨利（O.
Henry）的短片小說。那時還沒有 「腦洞很
大」、 「神反轉」之類的詞彙，表達對歐．
亨利的景仰，也只能用 「想像力太豐富了」
來形容。
歐．亨利的小說，有點像周星馳的喜劇
風格，有的能讓人感到笑中帶淚的小人物的
溫情，比如《麥琪的禮物》、《愛的犧牲》
；也有的是一種無厘頭的黑色幽默，充滿了
對市井狡黠的戲謔。
藝術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但現實又往
往比小說更精彩。一百多年前為報紙和周刊
寫專欄的歐．亨利，若活在今天，低着頭拿
着手機當 「拇指族」，恐怕也會感慨自己的

「腦洞」還不夠大。一些真實的荒誕，屢屢
讓人三觀盡毀。
前幾天河南周口男嬰丟失案，就是如此
。一劉姓女子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外出散步
途中暈倒，醒來後發現孩子不見了。心急如
焚的家人，在網上發起了求助。愛和善心，
總是最甜蜜的花粉，短時間內播撒到全國，
熱心網民和媒體都幫忙投入到了尋人行動中
。迫於壓力，最後 「人販子」選擇投案。但
途中又變卦，最終被警方控制，男嬰尋回。
就在大家歡呼勝利的時候，事情卻出現
了驚天逆轉。原來男嬰是劉某與老同學王某
婚外情所生，孩子生父為了要回孩子，合作
策劃了這一事件。隨後，王某所在單位也公
布了對其展開調查的消息。一開始的警匪片

、懸疑片演變為倫理劇，最後以反腐劇收場
。而被真相傷害的不止是劉某的丈夫，還有
千千萬萬的網民。
歐．亨利的時代，讀者要等到報紙出街
後才能讀到他的小說，版面上已是一個完整
的故事。而換作現在的社交媒體時代，當 「
歐．亨利」提筆寫第一行字時，已有無數眼
睛在盯着看，還會對情節各抒己見。人們不
再是單純的圍觀，也不止是融入作品中的角
色。當大幕落下，大家都是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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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 野花
蔬菜的種子包在袋子裏，小心地從種子
商店拿回家，然後放到一個不濕也不潮的地
方。等着節氣到來，種到土裏。播種之前要
把菜地的泥土用鐵鍬翻開，然後打碎泥塊，
使土地平整，這有利於種子藏在裏面發芽。
如果泥土塊大，就會漏風，種子在裏面就會
被風吹到，就會生病，就會風乾死掉。這就
像一個人睡覺，要把被子蓋好。
過了很多天，你看見菜地裏有了綠色，
你以為你小心種下的菜長出來了。等走近一
看，那些綠色的植物，都是野草：徽菜、稗
草、青蒿、牛筋草……
耕種的時候，並沒有種下這些草的種子
，它們是從哪來的？而且長得如此整齊？那
種泥土的翻動是天翻地覆的。草種子在這番
折騰後竟然毫髮無損。而蔬菜種子則被小心

的種下。埋入土裏深淺都是有規定的：埋深
了不出苗；埋淺了也不出苗。而草種子，在
翻動泥土的時候，它身處什麼位置是沒準兒
的，它們為什麼出苗那麼齊？那麼快？
所有的農作物都是人工 「馴養」的。在
馴養的過程中，農作物變得嬌氣起來。野草
就是沒有被人類選擇的植物。它們很不服氣
。它們積累起了沖天的怨氣。野草要求公平
競爭。看誰長得快長得壯。
一進入六月，野草像侵略軍，鋪天蓋地
向我的菜園子攻打過來。那些被我精心呵護
的秧苗，沒有任何抵抗力。它們在那裏呻吟
，向我呼救。我動用了我的兩隻手，不停地
拔出野草。後來我的兩隻手已經酸痛，而野
草，死了一批立刻又長出一批。泥土裏到底
埋伏了多少野草的種子？怎麼會不停地長出

Frank Stella：所見即所見
鉛字肖像

藝機器，一部不需要熱身而開機即生產的機
器呢？
當然，你或許是一名有批評性的讀者，
認為這樣的文藝機器想像，不過反映了創作
人的不專業，而你甚至會對沃荷及其大量製
作的作品嗤之以鼻；你也或許是一名專業的
創作大師，從來沒有試過創作時的 「當機」
狀況。無論你是前者或後者，也請原諒我寫
下這篇自愈性文章，因為這文章，可是我 「
當機」四十分鐘後寫成的。

繪畫，畢業後考入了普林斯頓大
學的他，在修讀歷史專業的同時
，依然沒有放下畫筆。一九五九
年，剛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斯
特拉就已憑藉 「理性與污穢的聯
姻Ⅱ」這一作品，入選了紐約現
代藝術博物館（MoMA）的群展
「十六位美國人」，可以說是 「
少年成名」的典型了。
在這一被稱作 「黑色繪畫」
系列的畫作中，斯特拉用普通家
居塗飾的刷子和瓷漆，在填充滿
黑色的畫布上，畫上一個又一個
逐步變細的長方形。並讓線與線
之間保持同一距離，對稱的圖案
、有限的用色、不受情感左右的
作畫方式……這就是二十多歲時
的斯特拉，極度簡潔，也極度理
性。
一九六四年，在一次電話採
訪中，斯特拉說出了那句名言：
「所見即所見」（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see）。這句話也被
後人認為是整個極簡主義運動的

最近看《宋史》，發覺大宋朝和自
己以前的想像有頗大差別。宋朝，不是
一個軍事強大的朝代，面積亦只有二百
多萬平方公里。或許大家會對其常常受
遼金所脅迫及納銀而覺得它是一個失敗
的皇朝。然而，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事實
吧：宋朝雖小，但是它每年收的稅金高
達一億二千萬両白銀，是中國歷朝最多
。之後的明朝只有二千多萬両，而大清
朝亦只有六千多萬両。
宋朝是外向型經濟，通商異常發達
，和那時的阿拉伯人商貿頻繁。有專家
推算，宋朝的 GDP 佔了世界的一半，可
見經濟實力的強勁。
那時的東京（即開封府）人口一百

「最佳註腳」或 「非官方信條」
，不過，斯特拉本人大概也不會
在乎別人是怎麼說的。
作畫的過程、作品的本身，
才是弗蘭克．斯特拉最關注的。
而作品的附加意義，例如，畫作
會包含哪些政治意義、會 為 他
帶來什麼樣的名譽和利益……
這一切都不在他的考慮範疇之
內。他反對通過藝術去過分表
達、批判、諷刺，他覺得，藝
術 就 該 是 藝 術 本 身— 這 就 是
斯特拉的名言 「所見即所見」
的真正意涵。
這次在香港展出的 「波蘭村
莊」系列作品，雖然用的是 「猶
太教堂」這一充滿政治隱喻的元
素來創作，但斯特拉希望我們更
聚焦於 「藝術本身」來看待這些
作品。這就是這個時期的斯特拉
，對人們總喜歡在藝術作品身上
強加過多附加意義的壞習慣，所
作出的尖銳回應。
（上）

來呢？
我感到我的手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經
不是成千上萬野草的對手。草的戰術就是數
量，而我的手只有兩個。這時我想到了鋤頭
。鋤頭也是手的變形─它是鐵的手。我無
法增加手的數量，但可以提高手的硬度和殺
傷力。鋤頭是草的屠刀─每一把鋤頭都被
草的血浸透了。給一株草幾天時間，它就能
長得和一個月的苗一樣大。沒有人的干預，
秧苗都會被野草淹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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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長韓國瑜，在議會備詢時，被議員
問到雨後高雄市地上坑洞的問題，居然可以回
答全市地上有多少坑洞。
之前備詢其他問題，他吃了癟，這次有備
而來。但一個市長真的要萬事皆通嗎？
要是議員再問他，市區有多少個郵筒，多
少個公車站，他也要回答嗎？
市長凡事都管，那他手下的局長們幹什
麼？
市長當然是管大政方針，管幹部，管長遠
規劃，管市政和民生的重大問題。市長不是萬
金油，什麼地方痛就抹什麼地方。到最後，市
長什麼都管不了，光是準備在議會被質詢，他
就活不下去了。
他當選了市長，他去找手下的幹部，幹部
找來，把不同方面的工作交給他們，市長過問
的，應該是宏觀的、長遠的、牽涉大局的問題
，而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一個市長抓了芝麻
丟了西瓜，那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市長。
劉邦問韓信，我能帶多少兵？韓信答可帶十萬。劉邦問
那你呢？韓信說我帶兵多多益善。劉邦問為什麼我帶的兵比
你還少，韓信說我是
「將 兵 」 ， 陛 下 是 「
將將」。
主帥指揮將軍，
斯 人
將軍指 揮 士 兵 ， 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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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打的。

大宋朝
五十萬，而其他西方國家的首都如倫敦
及巴黎等當時人口不到十萬人。宋徽宗
年間（公元一一二○年）人口已達到一
億一千八百萬，那是中國人口首次超越
一億。強大的人口提供充裕的勞動力，
宋朝的工藝品及日用品供應達到歷史高
峰，人民生活質素之高可想而知。宋朝
的瓷器製作技術已經達到爐火純青，到
現在宋瓷仍然是拍賣會中的高價品。
宋朝的皇帝並不一定都是英明，然
而太祖訂下 「不殺言官」的制度限制了
皇帝或丞相的權力，使到政治相對開明

格外

將兵與將將

熱愛陰天

在霧霾的肆虐下，最近幾年北
京的陰天似乎越來越少了。大多數
時候，霧霾裹挾的天色總是昏暗模
糊，令人分不清是烏雲還是污濁遮
住了陽光。記憶中，北京的陰天總
有着美好的氣息，尤其是夏季的陰
天令我沉醉。
真正的陰天其實是特別清晰的
。陰沉不會降低能見度，反而會將
原本的色彩洇得更加濃郁。比如，
路邊的樹蔭看起來更葱翠，朱門灰
牆也多了一分濃重，一個個色塊沒
有了刺眼陽光的攪和，變得層次分
明。所以，陰天從不意味着漫長的
壓抑，而只預示改變的來臨。作為
雨水的前奏，陰天的長度通常不會超過半天，
天色會在雷聲響起之時急速的變暗，時光的 「
錯亂」總令我興奮。
老舍就像一位印象派的丹青聖手，在《駱
駝祥子》裏曾準確捕捉到 「在烈日和暴雨下」
的瞬息萬變。在地上像下了火的正午，一絲涼
風就給了很多人希望。很快，天邊出現了墨似
的烏雲，雲還沒鋪滿了天，地上已經很黑，極
亮極熱的晴午忽然變成黑夜了似的。夏天的雨
是說來就來。
陰天的短暫令色彩和溫度都變得珍貴，也
正是北京暴烈的夏日裏的一點安慰。而體驗或
者欣賞北京的陰天，最恰當的地點無疑是胡同
裏。躲在樹蔭下乘涼的人們，可以在陰天來臨
時感受難得的陣風習習。如果雨點淅瀝，濃密
的槐樹枝葉足夠短暫避雨。乘涼的街坊並不急
於終結談天返回家中。直到雨勢轉大，才拎起
板櫈回到偌大的屋檐下躲避電閃雷鳴，繼續享
受一份平靜。
一陣急切的雷雨過後，天色又重新擦亮，
等待院子裏花壇泛起泥土的清香，在涼爽的氣
息中飄盪，是一場北京陰天最完美的終結。而
今，胡同和院子越來越稀缺，但陰天依然會盡
力地在被鋼筋叢林擠壓的空間中，守護自己的
一席之地。

星期日

。因此，文學作品就變得十分興盛。北
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曾指出，封建
王朝中，宋朝的皇帝如仁宗等已經相對
寬容，大抵在那個框架下他們已經表現
得最好。大宋朝的皇帝大多不會獨斷獨
行，而是會和士大夫一起共治國家。
宋朝的軍事力量其實並不如人們想
像中的糟糕。 「澶淵之盟」是在宋及遼
打成平手下簽訂。南宋高宗時，岳飛曾
重創大金，差點直搗黃龍。後起的蒙古
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滅西夏
及金用了二十至三十年，但是滅南宋卻

飲茶集

用了四十五年。金庸先生常說的襄陽城
就阻擋了蒙古兵南下十多年（可能因為
有郭靖大俠助陣吧）。由此，可見宋朝
的國防能力十分強韌。
以上只是我的愚見。看着《清明上
河圖》中酒家林立，人民一派悠閒，觥
籌交錯，把酒言歡，那不是老百姓嚮往
的生活嗎？看着時，我發現圖中有個人
好似羅富齊，正在飲酒中！

酒看人生
羅富齊

rothschild3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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