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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独家连载

《倪匡传：哈哈哈哈》

住美国 英语不溜反退步

此时，宁静，恬寂。倪匡躺在按摩
椅上，闭着眼。有人敲门。他应声起
身：奇怪，哪来的客人？
系列 64
开门，来者是个黑人。
倪匡不明所以，用手比划着，告
诉他，自己不会讲英文。他来到美国，英语不仅没进步，
还退步了。来美国之前，他还懂什么是Yes和No，现在他
竟然连Yes和No都分不清了。倪匡从来不承认自己英文
水准之差，来美国10年的一天，他对朋友说：
“我来美
国那么多年，英文还能差吗？”
那黑人指了指倪匡背后的房间，说：
“你的屋子好
大。”
倪匡不明白他说什么，只是回应说：
“谢谢你。”
黑人又说：
“那么大的屋子没人会讲英语吗？”
倪匡说：
“Yes。”
黑人说了一句：
“请他出来。”
倪匡抬头看了看他，用中文说：
“不是跟你说没有
吗？”
那黑人没听懂。倪匡忽然想起朋友教他的那个词：

柯欣颖 报道

徐悲鸿重要作品
本地报人兼书画鉴赏家杜南发说，这
幅画如果出现在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价值
肯定将超过1000万元，也可能创下人民币
上亿元（2000万）的拍卖记录。2011年另
一件大小相近的徐悲鸿巨作《九州无事乐
耕耘》就在北京拍出人民币2.6亿（4500
万）的徐悲鸿中国画拍卖纪录。
这幅画属于“袖海楼”的私人珍藏，
多年来只有2008年在新加坡美术馆的“徐
悲鸿在南洋”画展上公开展出。如今，公
众却有机会免费观赏，实属难得。
杜南发说，这幅画是徐悲鸿战前在南
洋创作的，103公分高，206公分长，是中
港台以外最大的一幅徐悲鸿水墨人物画，
也是新加坡乃至东南亚最重要的一幅徐悲
鸿作品。

杨应群：当年父亲
2万1000元购得
“袖海楼”创办人杨启霖早
年从潮汕南来，刚来新时一无所
有，还曾当过码头工人。
杨启霖勤奋节俭，白手起
家，在40年代后期经商有成，成
为著名商人和慈善家。他在50年
代至60年代间，大量收购中国
出口的清末民初及近现代名家书
画。
他过世后，藏品由后人杨应

▲《六朝人诗意图》。

杜南发：通过生动描绘
体现‘知足常乐’思维
徐悲鸿用西洋画
法，把图中的3个人
物画得十分细致，惟
妙惟肖，再结合中国
水墨画为人物和背景
上色，体现徐悲鸿中
西合璧的独特画风。
因此，这幅画虽然不
能说是徐悲鸿的代表
作，但也是他比较重
要的作品之一。
这幅画的意境，
取材自中国六朝的民
间俗语诗“别人骑马
咱骑驴，仔细思量我
不如，回头一见推车

法和杨应群继承，是当前新加坡
仍保留规模最大的一批中国书画
收藏。
杨应群受访时曾说，这幅画
是在1973年，由一名槟城朋友
卖给他父亲的。这幅画当时的买
价是2万1000元，当时乌节路翡
翠山的别墅，一栋售价不过4万
元。

汉，比上不足比下
余…”，描绘一个人
骑着驴，看到前面的
官员骑着马，原本很
羡慕他，回头却看到
一名老汉赤脚空拳推
着货物，体会到自己
不该只羡慕比自己幸
福的人，而忘了感激
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杜南发说，这幅
画通过生动的描绘，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里
重要的“知足常乐”
思维。

日期：即日起至10月1日
时间：上午11时至傍晚6时
地点：醉花林四楼展厅，
190庆利路（Keng Lee
Road），入场免费

无线扬声器 本地获青睐
首7个月卖出3万6700台
林道生报道
limts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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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三藩市，每天早餐后，倪匡便
随倪太去离家不远的唐人埠。倪太开
车，倪匡坐轿车的后座，总是显得很累
赘地挤进去。下车时也需要艰难地挣扎
一番，才能爬出车外。倪匡去只是买张
当地的《星岛日报》。这是倪匡的习
惯。这里的华文报纸，尽是剪剪贴贴
香港媒体的消息。那时候，网络还不如
现今那么普遍，那么疯狂。读《星岛日
报》，倪匡从A叠头版第一行大标题，
到副刊最后一个字，只字不漏，连广告
也读，用香港人的话说，“连汁都捞
埋”。倪太只是关注娱乐版，对新闻版
只是浏览大标题，她只是想读到儿子的
任何消息，对香港艺坛的近况，倪匡夫
妇都很灵通。

预告

游览会
谈生死

这栋房子里，倪匡究竟养了多少缸金鱼？

学习‘殡葬经济学’

陈澍城要火化海葬

林道生 报道
limtsg@sph.com.sg

陈佩敏 摄影
资深艺人陈澍城学习
“殡葬经济学”，死后要
孩子将他火化海葬省费
用。
陈澍城（66岁）表
示，第一次和公众公开谈
死后，开始学习“殡葬经
济学”，好让孩子办理他
后事时节省殡葬费。
他说：“我的棺材外
观过得去，经济又容易烧
就可以了，不必太贵的，
因为太好的棺材，比较难焚烧。
我也不要纸扎祭品。”
陈澍城说，火化海葬可省
钱，因为设灵位动辄要花上万
元。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洪振茂
基金联合在大巴窑中心推出“两
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由
陈澍城再谈生死，吸引300听众
聆听。
陈澍城表示经过第一次谈死

后，第二次再谈已没有“毛毛”
的感觉。
陈澍城呼吁大家找个机会和
亲人谈生死课题，病重时的医疗
课题，殡葬的宗教仪式、要土葬
还是火葬等等，事前让亲人心中
有个底，临事才不会慌乱，甚至
起争执。
对于自己的生病和身后事安
排，他已有想法，不过也会听取
家人及公众的意见。

如重病成拖累
宁愿安心
‘走’
陈澍城的母亲20多年前中 张丽萍
风昏迷不醒，当医生宣布失救
时，他却拒绝“拔管”，因为
觉得这是不孝的。
靠着仪器维持生命一个多
月后，陈妈妈还是去世了，但
陈澍城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心
林卢光
安。
但20多年后的今天，他
认为如果自己病重无药可医，
对国家及孩子是一种负担和拖
累，“那么，就让我走吧！”
邓银岗

“传世珍蕴·笔墨潮心”

$50

无线扬声器
在本地越来越受
9191-8727
热线
欢迎，今年首7个
1800-8227288
91916194
月就卖出3万6700
https://www.facebook.com/
台，总值531万
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
元。
市场调研公司
GfK Asia的数据显示，今年首7个月卖出的无
线扬声器3万6700台，比去年同期的1万2600
台，高出一倍。
丰城集团执行董事张明加说，过去三年
来，无线扬声器日益受到欢迎，销量增加了
言人说，无线扬声器销量自从去年来增加了
大约30％。
大约30％。
他说，自从2010年起，无线扬声器就日
她说，无线扬声器的优点是方便携带，
益普及化，主要是因为价格下跌，人们负担
能以无线方式，播放手机里头储存的音乐，
的起，一些品牌每台售价为300元以至400
用户也听得十分开心。
元。高品质的无线扬声器，售价则可达数千
《海峡时报》报道，根据零售商说，市
元。
场上的无线扬声器款式多达177种。
电器零售商音响之家（Audio House）发

读华文报
了解儿子近况

约300人聆听陈澍城『谈死』。

徐悲鸿名画 免费观赏
xinying@sph.com.sg
24小时新闻
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
照片：91916194
公众即日起可
到醉花林俱乐部，
免费观赏徐悲鸿一
幅价值逾1000万元
的名画。
由潮州八邑会
馆主办的“传世珍
蕴·笔墨潮心”新
加坡潮人藏画及优
秀潮人书画联展，目前正在醉花林俱乐部
展出。展出的其中一幅巨作《六朝人诗意
图》，更是徐悲鸿的重要作品。

▼倪匡在美国
家后面看金门桥。

“Tibetan（西藏人）”，凡遇到故意找麻烦的美国人，
就对他说这词，怕西藏人的美国人，一般就会立刻离
开，便冲着那黑人嚷嚷“Tibetan”、
“Tibetan”。那黑人
一听，果然匆匆离去了。
“哪能嘎灵光（怎么这么好）。”倪匡用上海话自言
自语，他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后来不会英语的倪匡，
大凡遇上不想搭理的美国人，便只说一词“Tibetan”，
那美国人大都便会匆匆遁去。
在三藩市的家居生活，用现在的流行语而言，倪匡
是典型宅男。他自称饿了就吃，累了就睡，一天睡足8小
时，作息丝毫不受时间限制。有空就看看书、上上网，逍
遥自在。
其实，很多时候，他过日子的感觉，就是寂寞。
“秋
钟尽后残阳暝，门掩松边雨夜灯”，大约就是如此。他
的好友蔡澜曾揭倪匡老底：他在美国隐居得很寂寞。有
次倪匡住处附近下大雨冲塌了一个大洞，他就带了刚好
来访的蔡澜一起去看，边上的美国警察嘀咕，
“这个人
（指倪匡）一天来看六七次。”

《六朝人诗意图》价值逾千万

倪匡口述/江迅撰写

一连
9天

观众：活动很有意义
陈澍城轻松谈死，观众同声说“赞”。
陈澍城在与现场公众轻松“谈死”，鼓励
大家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工厂洗衣工友张丽萍（58岁）说，她听得
很投入，觉得很有意义，更加肯定了她要火化
海葬的观点。
她说，自己百年后，如果亲人还怀念她，
可以朝空默念就可以了。
退休人士林卢光（76岁）说，他已决定了
丧礼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孩子在他在世时对他
好，他就心满意足了。
职业喊标人邓银岗（74岁）说，他看过有
人为了亲人过世后要举行哪一种宗教仪式，争
论不休，因此主办这种谈生死的活动，也就变
得很有意义。

龙南殿庆九皇爷诞
免费提供27种素菜

▼盛港龙南
殿一连9天共
准备27种素
菜，全天供
居民享用。

周自蕙 报道
chchew@sph.com.sg

盛港龙南殿为庆祝九
皇爷诞一连9天准备27种
素菜，全天免费供居民享
用。
除了米粉、各类包点
和饮料甜品，菜色还包括
各族美食，如沙爹、印度
煎饼、米暹、马来卤面
（mee rebus）、嘟嘟糕
等。盛港龙南殿已有58年
历史，今年是第三年，连
续从九月初一至初九举办
大型免费活动，提供各类
美食招待居民。
总务张祖财说，筹款
龙南殿从早到晚供应
建庙至今10年，他们决定
美食，吸引全岛善信用
扩大活动的规模，花了近
餐。
半年筹备，单布置场地就
张祖财透露，龙南殿
花 了 1 0 天 的 时 间 ， 而 九 除了米粉、各类包点和饮料甜品，盛 早上就准备米粉等食品，
月初九（10月2日，本周 港龙南殿也准备各族美食，如沙爹、 人潮络绎不绝，晚上供应
四）供奉九皇二帝回銮当 印度煎饼、米暹等。
其他食品时更是热闹，
晚，更准备了烟火庆祝。
818榴梿公司每晚报效约两千份的榴梿布丁和
“我们考虑到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国 三文治甜品，在短短26分钟内就被索取一空。
家，特地准备各类素菜共27种，每天准备 除了当场吃，还有民众打包素食回家，张祖财
三五种，欢迎异族居民来用餐。今年龙南 表示，龙南殿不介意人们打包回家与其他人分
殿支持者尤其响应这项活动，香客出钱出 享。
力，我们希望回馈大家的支持，才会办得
“厨房的食材准备充足，会根据情况灵活
比较隆重。”
变通，随时准备更多米暹等食物。我们欢迎来
“从上周三开始的人潮就十分汹涌， 自各方的香客，有不少来兀兰或勿洛的居民也
每天平均有四五千人，周末更加热闹， 来支持，一些低收入家庭也来用餐。”
6000片印度煎饼被一扫而空。”

吸引全岛善信用餐

mms

▲一家咖啡座
的业者说，打
算装设无线扬
声器，增添
气氛。（图
／《海峡时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