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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舊夢不須記

登錄於: Wed Nov 24 18:00:37 2004

天啊！很難過。黃霑死了？！這樣的人也會死？ 
 
從小學就很喜歡他的音樂，後來也喜歡他的文字，之後就「愛」上這個人：豁達滄桑才氣縱 
橫，而且很有趣，不裝模作樣，活生生的一個「人」。  
 
七零年代初期的台灣，恐怕沒幾個人聽過廣東歌，更不用說聽過黃霑了，我是因為喜歡許冠 
傑而知道這個沒學過作曲的作曲家。 
 
黃霑的好朋友倪匡，寫了一本書叫《不寄的信》，我讀了不下一百遍，恐怕是一生讀過最多 
次的一本書。書已失蹤二十年，不太記得字句內容，只記得封面是個紅色郵筒。每次看這書 
，不知道為什麼，總會想到黃霑，也許是書中某種態度跟他很像吧！？ 
 
這書由一些短文組成，大多有關男女情愛，但似乎更有關於一種人生態度。常記得書中一句 
話：「前面有千變萬化，不會睇見。」意思是說人事滄桑奇妙，是你無法事先想像的，你就 
認命吧。 
 
也許是過度早熟，小學時，對黃霑、倪匡、許冠傑這三個人藉著文字或音符所傳達的一種看 
待人事物的眼光，特別有感覺，往往為之激動莫名。一直到今天，感覺未曾稍減。特別是黃 
、許二人，可以說是偶像，有關他們的一切，我都想收集。 
 
生平害怕學佛之人，總覺得他們離他們所宣揚的佛法最遠、最不相稱，但是，滿口「政治不 
正確」、墮落鄙俗、動不動就是「雞巴」、「打手槍」、甚至演三級片的黃霑，卻是少數的 
例外。聽說他愛佛法，比諸市面上那些「大師」，從他身上，更能讓人體會佛法之出世入世 
、慈悲與豁達。不光是佛法，基督教也是。我在風化區長大，但我從風化區的眾生百相所學 
到的基督教義，遠勝教堂，後者往往只是讓我學到一種「負面教材」。 
 
黃霑這人，真是人之典範，難以名狀；既墮落又聖潔，既出世又入世，既投俗又脫俗，充滿 
矛盾，但卻又顯然一點矛盾也沒有。 
 
三年前，診斷肺癌之後，反而以六十餘歲高齡跑去唸研究所，寫博士論文，感覺就好像耶穌 
跑去唸神學博士一樣。學位沒有如期拿到，但我很納悶他為什麼臨死前幾年要做這件「微不 
足道」的事。 
 
巴爾扎克說：「天才總是難免有點孩子氣。」小孩子的心思也許過於單純，有時反而顯得難 
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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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某種遭遇，我連一本書、一塊錄音帶都沒有能力和空間可以保存。黃霑的曲子我都喜歡 
，但有些則喜歡得不得了，可惜這些音樂、書籍、書信或影像皆因「顛沛流離」而幾乎全數 
毀損。出國後，常想念黃霑的一首歌，唱還會唱，就是沒有了錄音帶，只能自己唱給自己聽 。 
 
這歌叫《洪波曲》。每當我唱給自己聽，仍然還是會為之激動不已。曲好聽，詞也動人。歌 
詞說：「洪波湧兮，胸襟起千個熱望」。那究竟是豁達或執迷，我也搞不清了。也許變幻才 
是永恆，執迷方為解脫吧。 
 
陳真 2004. 11. 24. 
=========== 
 
香港鬼才音樂人黃霑　24日因肺癌併發肺炎辭世　享年64歲  
 
東森新聞 2004/11/24  
 
 
記者莊雨琳／綜合報導  
 
香港知名的音樂填詞人黃霑，24日凌晨零時46分，因肺炎引發併發症，病逝於香港沙田仁安 
醫院，享年64歲。據了解，數年前罹患肺癌的黃霑，本月3日突然在家中昏迷，家人將他緊 
急送醫院搶救，但病情並未好轉，24日凌晨就傳來黃霑已經辭世的消息。  
 
原名黃湛森的黃霑，是香港甚至於華人地區，非常著名的一位填詞人及創作人，保守估計他 
的創作作品，超過2千首流行曲。從事演藝工作數十年，填詞作曲、廣告配樂、演戲或主持 
電視節目樣樣精通。  
 
在這麼多的作品中，黃霑曾經表示，他個人最喜歡的創作是《倆忘煙水裏》，而上海灘、楚 
留香等著名港劇主題曲、以及曾獲得金馬獎最佳原創歌曲的笑傲江湖配樂「滄海一聲笑」及 
黃飛鴻2之男兒當自強的「男兒當自強」等流行樂壇不少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筆，更是早 
已唱遍大街小巷的黃霑早年作品。  
 
黃霑196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1983年進一步獲得港大哲學碩士，活耀的黃霑現在還是 
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已經修完博士課程，就差提出論文和完成口試，就可以戴 
上博士方帽子，一點都沒有因為罹患肺癌而喪失生命的勇氣。  
 
黃霑在去年六月的時候，向外界主動表明2001年曾經罹患肺癌，據透露，黃霑曾在威爾斯醫 
院進行癌細胞切除手術，術後身體狀況也復原良好，沒想到會在3日突然昏倒。  
 
香港明報24日報導，黃霑病逝的消息，是由大兒子黃宇漢和主治醫師在24日凌晨2時30分 
，主動在沙田仁安醫院發布。黃宇漢雖然傷心，但他也強調，希望大家能記得父親在世時爽 
朗 的笑聲。  
 
============= 
 
TVBS新聞 2004 / 11 / 24 (星期三)  
 
鬼才作曲家黃霑　凌晨肺癌病逝  
 
【TVBS新聞 黃重添】  
 
香港著名的作曲填詞人黃霑，凌晨因為肺癌復發引起肺炎併發症，在香港沙田仁安醫院病逝 
，享年64歲。黃霑生前所創作的上海灘、笑傲江湖的滄海一聲笑等歌曲，都是台灣觀眾相當 
熟悉的作品。他的大兒子表示，希望大家永遠記得黃霑爽朗的笑聲。 
 
香港音樂創作人黃霑凌晨病情惡化，家人趕往醫院見他最後一面，家人神情哀傷，由大兒子 
宣布死訊，並且希望大家永遠記得黃霑的爽朗的笑聲。黃霑大兒子黃宇瀚︰「我就希望大家 
永遠記得霑叔的笑聲，就是這樣，我沒有話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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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表示，黃霑在2001年證實罹患肺癌，經過化療及手術後病情一度穩定，今年再度復發， 
最後因為肺癌引起肺炎併發症而病逝。黃霑主診醫師︰「在今晚11月24號凌晨46分，黃霑很 
安祥的離開了我們，所以黃霑先生和他的家人也很安祥的共度了最後一段時間。」 
 
黃霑原名黃湛森，在廣州出生，有鬼才作家之稱，膾炙人口作品超過一千首，最為台灣觀眾 
熟悉的是上海灘和電影笑傲江湖插曲的滄海一聲笑。多才多藝的黃霑，從事媒體工作超過30 
年，身兼節目主持、編劇和演員，早年也曾經參與支持八九民運，擔任港英殖民政府港事顧 問 
，最近剛完成香港大學的博士班課程。 

北海小英熊 登錄於: Sun Nov 21 23:49:29 2004

深夜讀報，靜思做為一個人，凡夫俗子的夢，為何斷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向父親討救兵＞ 寄來的紙鈔有泥巴  
（陳國勝） 
【2004/11/21 聯合報】  
 
我父親是個憨厚的鄉下人，不苟言笑，平常看起來很嚴肅，我很難得跟他談上幾句知心話。  
多年前，我隻身北上念書，因家境不是很好，每月的生活費有限，開銷總要精打細算。有一 
回，多買了幾本自己喜歡的書，還不到月底就已捉襟見肘，只好硬著頭皮寫信回家討救兵。  
過沒幾天，宿舍管理員通知我領掛號，興匆匆撕開現金袋，抽出裡頭的鈔票細數，赫然發現 
紙鈔上面沾有新痕跡的泥巴。  
想必父親正在田裡忙莊稼，突然接獲求救信，深恐離鄉背井的兒子挨餓，顧不得手上沾滿泥 
土，火速趕至郵局寄錢。我嗅一嗅紙鈔上的泥土，似乎帶有父親的鹹鹹汗水味，頓時，整顆 
心都酸了起來。我知道他是愛我的，只是不善於言詞罷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老男人純純的愛＞ 四十年「表」情如一 （勤耘） 
【2004/11/21 聯合報】 
 
站在排隊購電影票的長龍中，我一眼就看見那個男人不甚搭調的排列其中。他灰白的髮色及 
臉上的皺紋，掩不住近七十年歲，夾雜在一群頭髮染得五顏六色，嘴巴吱吱喳喳、笑容稚氣 
未脫的少男少女中，有些突兀。然而，男人似乎不在意，腳步隨著人群移動，臉上始終掛著 
微笑，有些陶醉、些許滿足。  
男人懷中似乎藏著寶貝，我注意到他的手，不時探向外套裡白襯衫的口袋，臉上出現溫柔的 
笑，神情像是十七、八歲純情少年戀愛的模樣。我瞇眼細瞧，發現在他口袋裡是一只款式老 
舊的懷表，眼眶一紅，我明白那是他送給相守四十年老伴的第一份生日禮物，懷表裡有兩人 
的合照，只是表針已不再走動，就像已不在身邊的老伴一樣。  
記起母女閒聊的過往，媽媽曾經跟我說過，她和父親的愛情故事，沒有轟轟烈烈，沒有山盟 
海誓，有的只是一份相知相惜的情意。兩人是工廠同事，彼此知道對方卻無緣相識，直到一 
次，同事間男男女女相約去看電影，兩人才有機會認識彼此，進而相戀交往。  
母親愛電影如癡，然而在那個物資不豐的年代，看電影實屬奢侈。父母親省吃儉用存錢，等 
存夠錢便開開心心手牽手一起去看電影，那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因為有種攜手同心協力的 感覺。 
 
那個男人的身影，漸漸隨著人潮移動而消失，我快步穿越人群，來到男人身邊，男人驚訝的 
看著我，我笑著挽住他的手臂，兩人相視一笑，繼續往前走。那個男人是我父親，而我何其 
有幸，見證一場今生無悔的真愛。 

mingwangx
來自 
台北‧淡水

登錄於: Thu Nov 25 19:17:15 2004

一名NGO工作者之死  
苦勞評論 2004/11/18-1 
網址：http://www.coolloud.org.tw/news/database/ 
interface/detailstander.asp?ID=1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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