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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的怪人怪詩怪文

人本教育
孩子因為做漏了功

課，又不見了一本
簿，班主任打來問

問，想了解一下。
我們連聲說不好意思，因為近來

工作忙，且哥哥上了四年級後，功課
都深了，所以重心都放在哥哥上，一
下班他已東問西問。弟弟一向成績
好，也不用我們幫他溫書，我們的
方針是盡量給他自己承擔的空間，
自己要帶和做什麼功課自己處理，
且他一向很獨立，連默書也不讓我
們給他溫習，所以就算偶爾忘了寫
手冊影響操行，我們也由得他。當
然，也要時刻提醒他要再小心點。
大部分的香港教師，都會覺得家

長責任是查閱子女所有功課。我們
起初以為老師也要怪罪下來。怎料
老師竟然問你打算怎樣跟他說？我
們說當然也要警告他呀！老師竟然
說：「不如先向他了解一下吧，這
個孩子不能罵，他好像不太害怕嚴

肅的指責，他的性格很冷靜啊！」
這位老師也指出了他和哥哥的不

同——哥哥一叫就做，比較純品，
也自我要求高；弟弟則很有自己一
套，表達能力強，但不易說服他。
這位班主任已教過兩個孩子，不僅
沒有優劣的比較，反而恪記孩子的
性格和特質，也肯花時間和家長商
討教育方式，叫我們十分感動。
很多人不喜歡香港教育制度，但

只要有好的教師，制度反而其次。
孩子的學校雖然有設立精英班，但
目標是拔尖補底，開學時亦跟家長
說，不要恐嚇孩子一直要留在精英
班，分班只是方便學校分配資源。
我們聽過很多學校表面上不明分精
英及普通班，但又暗地區分了，然
後成績較差的班別就不太理會，由
得他們自生自滅。
制度只是表面的，最重要是主事

及執行的人，抱着什麼心態去從事
教育工作。

管管與袁瓊瓊分
手，聞者都有點意
外，後來管管與小他
38 歲的梁幼菁（筆

名︰黑芽）結婚，生活頗美滿。
袁瓊瓊在管管逝世時感慨道，當

她知道管管去世後，「……心情震
盪不已。感覺年輕時與他共同生活
過的日子，那些生命碎片，似乎在
他大去時『還』回來了。」
我在管管於愛荷華期間，曾對他

進行一次深入的採訪。
在訪問他的過程中，他幾乎是無

話不談，是一個不設防的人──直
話直說，從不繞圈子，與七等生的
閃爍其詞、故作高深大異其趣。
綜觀他的一生，作品不多，卻為

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以「詩人管管」享譽台灣的管

管，訪問時，他告訴我只出過一本
詩集《荒蕪之臉》。此後就是不同
版本的《管管詩選》、《管管：世
紀詩選》等。
管管的詩，以奇怪諧趣為特色，

他的那首代表作《荷》，把量詞刻
意顛倒了，卻塑造了一種特異時差
及予人一種混淆感覺，喻義隨着歲
月嬗變，眼下的世界已是時光錯
亂，草木皆非：

「那裏曾經是一湖一湖的泥土/你
是指這一地一地的荷花/現在又是一
間一間的沼澤了/你是指這一池一池
的樓房/是一池一池的樓房嗎/不，
卻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還有一首他頗自鳴得意的詩《春

天的鼻子》，他在他的詩畫開幕活
動中，親自當眾朗誦了：

「春天的嘴是什麼樣的嘴/小燕子
呢喃是春天的嘴/春天的飛是什麼樣

的飛/翩翩蝴蝶是春天的飛/春天的
臉是什麼樣的臉/杏花李花是春天的
臉/春天的手是什麼樣的手/垂垂楊
柳是春天的手/……」
朗誦到一半，他驀然舉起手向觀

眾說：「報告老師，我忘詞了。」在
全場一片哄笑中他才慢條斯理地唸
最後兩句詩：「還有鼻子呢/亂跑
的蜜蜂是春天的鼻子。」
管管這一做作，很有戲劇效果，

也帶來歡笑！
管管把春天描繪得活色生香，不

但有鼻子，還有嘴有臉，有手有
腳，還能飛能看，他刻意把春天擬
人化了：「春天坐着小河從山裏
來」，「春天像你你像煙煙像吾吾
像春天。」
問他的散文題目名為什麼用上

《春天坐着花轎來》，他振振有詞
地說：「春天坐着飛機來，就聽不
到鳥們在山林裏的唱着的嘴和沾滿
春雨的翅膀，春天是坐着花轎來，4
個轎夫抬着的大花轎。」似是歪
理，卻言之成理。
他出過四本散文集，很受讀者歡

迎，包括《請坐月亮請坐》、《春
天坐着花轎來》、《管管散文
集》、《早安鳥聲》。

（《說台灣詩人管管》，之二）

作者按：10月6日本欄第一段，
「……1984年在美國『愛荷華寫作
計劃』活動期間訪問他的錄音整理
出來。」1984年應為1982年才對。
倒數第二段，「那年管管55歲，袁
瓊瓊 33 歲」應為「那年管管 53
歲，袁瓊瓊31歲」才對。謹向讀者
致歉。

朋輩茶敘，說好了不開心的話題免談，
不想抹煞風景或影響大家的心情，但曾任
輔警的友人（正職是會計師）表示，為曾
經是同袍的水警女高級督察之死心裏難

過、神傷。
一臉憤怒不已的友人說︰「連逝者都不放過，言行涼
薄冷血，喪盡天良，那班死腦筋缺心眼的廢物，根本跟
『人』字沾不上邊，全部的腦袋都被餵滿了垃圾，不想
說狠話也得要對他們說一句︰『等天收啦！』什麼恨鐵
不成鋼都是廢話，『鋼』不是『恨』出來的，是『煉』
出來的好嗎？！對那些瘋人瘋語，真的沒有法例可以制
裁他們嗎？如果現在無此法例，香港法律界和政府律政
部門，也該在這方面想想辦法建立新的罰則，懲治這群
惡魔，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是人神共憤了。」
香港現在的一代年輕人及暴民簡直是「夜郎自大」，
在公眾地方經常都聽到他們的粗言穢語相當流利，已沒
有羞恥之心，無論他們的打扮如何時尚，這等素質已被
自己的言行舉止出賣，實在需要從頭學習禮義廉恥，須
知多行不義必自斃！
幸好不少香港人還是心存「正三觀」，不斷在網絡世
界強調於他們心中，林婉儀高級督察是巾幗英雄，人民
衛士……向她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更指那些言行惡劣之
輩為「禽渣」。
「某次和家人飯聚，隔籬枱有幾個人在高談闊論，什
麼親情無用㗎，最緊要自己有錢……佢死佢事，唔關我
事云云，聽得坐在附近的食客都Ｏ晒嘴，有人不齒他們
的言行，恨得牙癢癢表示想搧他們耳光，但我也心想
着︰你死你賤啦，與人無尤！終有一天這班廢物都會被
垃圾掩埋的。」友人認為心善亦要有度，不要浪費︰
「看來未來的日子裏，香港繁榮安定仍要靠我們五六十
歲的人繼續支撐了，撐得幾耐得幾耐囉！」

腦袋被餵滿了垃圾
最近好友李偉民訪問我的

一篇文章廣受歡迎，題為
《從上海白玉蘭、紐約玫
瑰、到香港洋紫荊，小提琴

家姚珏花落誰家？》。以花喻城，確實點
出了我人生經歷的三段文化熏陶和生活軌
跡。我小時候在上海學習小提琴，7歲就
開始公開演出，16歲獨自漂洋過海，到三
藩市、紐約學習和生活，1997年結婚和定
居於回歸後的香港。要說花落誰家，其實
三城都是我人生綻放的土壤，而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的香港更是我的花中之冠。我
說過，嫁到香港20多年，我對香港的感情，
濃到化不開，今天和未來，我屬於香港。
香港是個文化大熔爐，我對李偉民說︰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走在一起，很快就好
像不同的金屬，在坩堝中熱混成新的合
金，既鞏固舊有的價值觀，但又形成一種
新的融合文化。」「我是香港的一分子，
和許多人一樣，為我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的流行文化感到驕傲，但是我希望以香港
人身份，把香港的藝術和中華的文化帶到
全世界，發揮這個文化大熔爐的超合金力
量！」
國家「十四五」規劃首次定位發展香港

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多年的願望有
了廣闊的天地。藝術文化於人心之益，是
一種美麗的文明、柔軟的力量，正如鮮花
為大地帶來姹紫嫣紅，生生不息。但是孤
芳自賞一定不如「贈人玫瑰，手有餘
香」。這句古諺語，意思是說，一件很平

凡微小的事情，哪怕如同贈人一支玫瑰般
微不足道，但它帶來的溫馨都會在贈花人
和受花人的心底慢慢升騰瀰漫。
藝術文化的表演和欣賞恰恰也是如此的

神奇。引申開來，分享我人生的歷程和經
驗，對閱讀的朋友有所裨益，正是我開設
這個專欄的初心。
「姚弦雅音」是我專欄之名，也早是我

微信公眾號的名稱，相信有關注的朋友已
經看到我分享當初留學美國的經歷；以及
作為一名女性小提琴家，又要擔負妻子和
母親的家庭責任，如何平衡取捨，盡力做
到完美的心路歷程；特別是在香港從事藝
術教育及公益活動，為孩子們帶來歡樂和
希望的精彩活動。這些故事今後也會在此
專欄娓娓道來。
我覺得音樂是人生，世途經歷愈多，演

出愈有深度。2003年我創辦了「香港弦樂
團」，希望為香港的年輕藝術家提供更多
的演出平台、更多的人生歷練。樂團與賽
馬會合作的音樂能量計劃，堅持6年免費
為基層孩子教授音樂、組織演出，用音樂
點亮許多本地家庭的人生希望，也使參與
的青年音樂家獲得成長。這也是「贈人玫
瑰，手有餘香」。
偉民訪問我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什麼是

好的音樂」？我當時的回答是︰「有根的
東西，根，便是你的過去直至今天，形成
一個怎樣的你……」現在我還想加上一
點，根也是你自信的分享，開放的包容，
和不斷的進步。

贈人玫瑰 手有餘香

近幾年咱們的變化
真大，我是說傳媒，
我最熟悉的娛樂傳

媒。整個環境的轉變，紙媒的日子
難捱，網媒紛至，加上香港社會問
題、黑暴破壞、疫情擴散，我們受
到嚴重影響。首先一些有資歷的我
的朋友，相繼「被退休」，也有到
退休年齡，紛紛離開行業，多位在
同一單位服務了半生，未有轉過報
社的，未到相關年齡也吃了無情
雞。當大家還在慨嘆還在惋惜之
際，另一些年輕同業先後因為報社
收緊開支，一次又一次的裁員，都
被裁走了！我看着一個個到處找新
的出路，感覺難以形容。
離開本業，此等環境下可以找到

的工作可想而知，的士司機，私家
車司機、物業管理、外賣員、還有
是幾個朋友搞公關宣傳，如此狀態
下還有什麼公關宣傳可做，不過有
總好過沒有，大家就這樣捱下去！
我其中一位攝影師朋友，他做了的
士司機，又去學做廚師，還好他沒
有太大經濟壓
力，顯得比較自
在。我另一位攝
影師朋友出去當
了物業經理，他
坦言都已經很好
的了，沒有什麼
可抱怨！他說日
子還是要過的，
沒什麼大不了。
眼見他們工作上
生活上的改變，
大家都知道好時
機已過，行業最

風光的日子已遠離，眼前只有踏實
地接受改變！
在眾多轉業的同行中，我的一位

師妹卻有着與眾不同的轉變，她離
休後不愁生活，一心只享受退休的
快樂，以前孤單地享受工作，現今
卻與眾同樂，重新接觸舊同業，和
大家天天快樂相聚，成了孟嘗君，
咱們都變為她的食客！還不止於
此，忽然她向我們宣布，她要做班
主，組班做粵劇！這個意外大家議
論紛紛，粵劇？一個花錢的行業，
最好的例子是新光戲院，李居明大
師為新光為粵劇投了多少，已經不
去計算了。此時師妹也來這一招？
不過對此實在不必太擔心，反而為
有人如此熱切地為粵劇而投資，實
在是非常難得！
師妹選了一對新人王志良、林穎

施，重新編寫出《呂布情傾貂蟬》
一劇為開班之作，投放了不少資
金，為12月12日第一次見觀眾而
傾力打造一個新的粵劇班，大家都
有所期待！

做班主

秦腔名劇《三滴血》裏面有一
句唱詞「登山涉水到蒲關」。我
打電話給母親，問她究竟是該唱

作登山涉水到蒲關，還是登山涉水到樓觀。母
親聽了噗嗤一聲笑了起來。笑畢問我，你想家
了吧？幾時才能通關回來？我沒答，反問她，
今天做了什麼好吃的？她說，見風就是水，見
天就下雨，菜貴肉便宜。包餃子，包包子，炸
了一鍋油餅子。這回輪到我笑出了聲。
都已是寒露，香港還是接二連三的颱風。大

風大雨之際，濕悶蒸人的氣溫降得並不明顯。
我的鄰居在裝修，每日鑿牆鋸木敲磚打地，愈
發讓人覺得斗室難臥。把視頻電話的聲音，調
到最大，母親在那一端半邊臉都貼着手機的顯
示屏了，聽得仍然有些吃力。前幾日，她去赴
一場親戚的壽宴，席間吃了幾塊魚肉，想是那
家的廚子烹飪手法太過油膩，一連好幾天，腸
胃翻騰，不甚舒服。加之又連日大雨，氣溫驟
然下降，短衫短袖，直接換成了毛衣秋褲，行
動也不靈便。整個人便躺倒在床，只覺得茶飯
不思，周身不適。現成的藥，倒是吃了好幾
種，人還是懶懶的不願動。我的一通電話，引
她笑了一回，不止身子輕快了大半，竟還想着

要吃一大碗陽春麵。
有了春秋的人，療癒的藥物，不見得比兒孫牽

掛有效果。倘若時不時還能心無掛礙朗然一笑，
多少積食滯氣，瞬時之間保準疏散得清清爽爽。
香港與內地幾時恢復免隔離通關？特首都答

不上來的問題，我又如何能知道答案。疫情綿
延已久，兩地引頸期盼團圓的人，心焦到已要
病入心痛。身邊不時有朋友決定棄港回內地。
細細問起來，不是香港不夠好，也不是在港工
作不順利，實在是疫情作祟，封關作難。與父
母親人分隔太久，兩廂思念的弦，經不起繃得
太緊繃得太久。新冠病毒新變種肆虐，對正在
形成的疫苗保護屏障，形成了突破，各國各地
的防疫措施也迎來更嚴峻考驗。作為一個國際
性都市，連接內地與世界的香港，要在兩種不
同防疫措施之間，尋求到兼容並蓄的轉換方
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特首已經
說了，眼下與內地恢復通關是頭等大事。至於
還要等上多久，還需要耐心等待。聊勝於無。
那一年正月十五夜，榮國府由賈母做主，在

大花廳擺了幾席酒，定了一班小戲。榮寧二府
的子侄孫男孫媳，都來赴宴。台上唱的是昆曲
《西樓記》之 〈樓會〉選段。扮演文豹的小戲

子，不過9歲，卻也機靈異常，為引賈母一笑，
故意把這齣戲末尾一句的戲詞，改做「你賭氣
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
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果子吃是要緊
的。」賈母等人果然都被這句詞逗得開懷一
樂，當即命人放賞。榮國府的僕婦們也乖巧，
一邊向台上大撒銅錢，一邊回應台上的小戲子
們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
果子吃的。」
一時間，滿台的錢響，滿場的笑響。
鐘鳴鼎食之家的天倫之樂，在內裏，與煙火
平常人家的綿厚親密，大抵上還是一樣的。

跋山涉水到樓觀

我在深圳一家雜誌社「名家」欄目
做特約編輯，這一期組稿名家是江西
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江子先生，他寫了
一篇名為《遠方》的憶舊散文。文
中，他富有深情地說︰「遠方，對一
個鄉村少年來說，是一個足以致命的
詞，或者說，是一個關乎拯救的詞。
少年之於故鄉，非常需要遠方這個致

幻劑，來滿足他對一切的想入非非。小時候
江子會常常盯着一個背着行囊出門的人的背
影，慢慢走向學校，內心總是湧起一股悵然
若失的情緒。」
1990年，江子19歲，因為寫作的緣故，

他獲得了一張與數千里之外的大海和長城約
會的通行證——參加北戴河少年文學筆會的
邀請函。他第一次登上了火車，那倒伏在大
地之上的鐵軌，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天
梯」。當在淺綠色的窗前坐下，等火車急速
地飛駛起來，他看到窗外的城市、鄉村、山
巒、林木，彷彿是一條急速奔湧的河流，讓
他疑心遠方是液態的，而旅途中的自己，是
不是河流裏一條方向不明的魚兒？
從江西出發，株洲、醴陵、長沙、武漢、

鄭州……一個個城市紛紛從地圖上依次還
原，帶着各自的脾性和溫度，對這個初出家
門興奮莫名的鄉村少年頻頻致意。當火車駛
到秦皇島境內的昌黎站時，江子甚至浪漫地
以為自己來到了唐代，那個姓韓名愈人稱
「昌黎先生」的唐代文人可能正在城中吟誦
剛寫的篇章，只是巨大的火車「哐噹」聲淹
沒了誦讀聲。——是的，不可知的旅途，讓
他擁有了非凡的想像力，還有成片的高粱，
在鄉路上奔跑的馬車，窗台外新鮮的嘩嘩作
響的樹葉……
我一位親戚家的女孩溪溪，從小跟我學習

寫作。她在初中階段有兩次轉學，最近一次
是在初三時離開父母到遠方學校就讀。少年
時代學籍的頻繁更替，如同她的名字一樣，
也為「溪」這個字做了「汩汩流淌」的註
解。十幾歲離開故鄉，去漢沽某中學讀初
三，對於為夢想而活的孩子，年紀已不算太
小。但是，她還是含着淚與笑，離開家鄉、

走向遠方，接受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的
變故，向充滿詩意的未來款款走去。
開學不久，溪溪寫了一首《青春》的詩

歌，通過微信發給我，寫得非常細膩。詩
中，透出離別家鄉的情感軌跡和對新學校所
寄寓的心靈弦音：
青春的相遇/是一首奏鳴曲/總在每個清

晨/響起 當月色降臨/校園裏桂香如蜜/星星
依偎在一起/而我站在笑意盈盈的夢境裏/青
春的離別/是一種將逝去的悵惆/彷彿在撥開
迷霧/於遠方路口/漸行漸離 遠去後/青春是
一本融在回憶的紀念冊/總被珍藏在內心的
深處/時常翻看/永不散軼在青春的煩囂和困
惑中/保持心靈的安寧/柔美的神采/是你朝
氣蓬勃的心影/請閃動迷人的眼睛/朗朗一笑
別再傷心/每天都是青春的進行時/美好的事
物正在醞釀開始
溪溪在她的故鄉長大，深深懂得，遠方也

曾是自己的夢想，她是另一個意義上的江
子。別離故鄉，走向遠方，則是成長過程中
的心智蛻變，需要自己一個人滿心承載未來
的星光和路途上的黯淡，之中的些許不安和
陌生都得一點點慢慢吞下，以擁抱的姿態迎
接新學校的曙光。若是寒風來了，便迎着風
讓它吹在臉頰；若是心橋塌了，則要修復渡
口撐船自渡。她心底有個聲音：「只管努力
往前，命運會帶我去一個不錯的地方。」
一江秋水罷盡凡事，少年多夢往宵覆夕。千

絲萬絲，青春異地，溪淺處且把詩情尋覓。欲
回眸，輕撇一笑，看萍水喜相逢。為抒淡淡惆
悵，執筆畫心，又撫琴訴諸耳聞。看遠方求學
路，此情、此景、此晨，朗朗一笑扣心門……
斜光到曉穿朱戶，錦瑟年華莫虛度。故鄉、遠
方，就這樣存放——在一個又一個少年的心
間，漸漸凝成了恒久的記憶。
記得，早秋的曙光把我家窗戶上的一個個

小木框鍍成橘黃色，故鄉院子裏的小菜畦裏
母親正在收拾葫蘆秧子，弟弟還在睡，我從
床上爬起來，和院子裏的母親一句一句地說
着話。談話內容無非是明年多種葫蘆少種南
瓜之類，說話聲音輕而細密，在半明半暗的
天光裏一直流淌。那天，我離開了故鄉，到

遠方的保定去求學。那些語調似乎漂浮在不
遠的空氣裏，它還會流到今天我的心裏，只
是那一邊是剛準備走向遠方的少年，這一邊
已是滄桑淡定的中年。那一年早秋的氣息將
醒未醒，就像栽在泥土裏的夢一般。
我想，一些熱烈的燦爛必定顯露出起初寒

涼的平凡，這種交融氤氳在時空中，這也許
就是故鄉和遠方的深意所在。少年是屬於心
靈的，更屬於步履。因為步履的呼應，有一
種密碼連同了少年到現在的心波光影。江俊
濤兄對於故鄉、遠方，更有着屬於自己深刻
的感悟。他對我說，自己求學時列車飛馳在
華北平原上，窗外一片銀白。只見一輪皓月
下，那平展的田疇、寧靜的村莊、溫馨的燈
火不斷向後閃去，而月亮卻像跟列車賽跑一
樣踮起腳尖向前奔來。不知月亮牽着列車
走、還是列車背着月亮行？不覺，他的耳畔
響起一支古老的歌謠：月亮走，我也走，我
給月亮背包袱，一直背到漢江口。
小時候，奶奶常給小俊濤唱這支歌謠。他

總是問：「奶奶，漢江口在哪裏呀？」奶奶
說：「在很遠的地方，那是月亮的家，它走
累了就會回去休息。」「那……月亮的家在
哪裏呀？」父親看着他，像理解了一個少年
天真的幻想一樣，淡然地說：「孩子，月亮
的家不在漢江口，在天上。」「在天上？天
那麼大，哪裏是它的家呀？」「整個天空都
是它的家，」父親指着月亮說，「它這會兒
在我們頭頂上，那片天空就是它的家；待會
兒它到別處去了，別處的天空就是它的家。
它以天為家，所以就處處是家了。」
長大後，俊濤兄到很遠的地方去讀書；畢

業後，又到很遠的地方去工作。在一個有月
亮的夜晚，他坐在回鄉的列車上，喃喃自語
說：「故鄉、遠方和少年，像一首甜蜜而蒼
涼的詩，如月光奔湧。列車的鐵軌，像一團
銀光飛速地向前飛速移動，那是月亮的腳
嗎？」此時，奶奶和父親的話不覺又在他耳
邊響起，「月亮走，我也走」……剎那間，
俊濤兄懂了：是月亮牽着列車在行，是遠方
和詩伴着歲月在走，是心靈和鄉情伴着遊子
深情地回望……

故鄉、遠方和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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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班主的彭美施（中）與她新劇的主角林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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