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

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宜署真實

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來稿可用下列方法：

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A20 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

還記得發生火災當日，當我探望暫住梁顯利
油麻地社區中心的災民時，除了政府人員努力
為災民提供情緒支援及跟進他們的生活需要
外，例如提供緊急現金援助、膳食及生活用品
等，也有義工團體主動前來為災民提供額外的
物資，為他們增添溫暖。

自發支援災民體現關愛精神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義工朋友的細心和體

貼。當我兩日後再到社區中心探望災民的時
候，赫然發現中心的一角已經變成受災小朋友
的小天地，他們跟義工一同學做手工，心情比
之前開朗不少。
義工對我說，受災家庭的父母大多忙於處理

災後的事務，對小朋友的關注自然少了。為了
讓他們得到照顧和感到被關愛，義工特別設計
了一些活動，例如以舊物料循環再造錢箱，透
過一剪一貼，使祝福字句成為創作主題，小朋
友不但能善用空閒時間，其情緒還能盡快平復

過來。更有義工把原本買給親友的嬰兒服裝轉贈予中心內的嬰孩，這
都是人間有愛的表現。
動人的事其實不只一二。在各部門的努力下，政府在數日內已安排

無家可歸的災民入住石籬臨時收容中心，臨時居所的水、電、基本設
備和電器亦準備妥當。要為50多個家庭逾100人搬遷，可算是一次具規
模的行動。我們感謝超過100位義工朋友的參與，令有關搬遷行動能更
順暢地進行。
義工們分工合作，一些幫助受災家庭執拾，一些幫助他們搬運，一

些特別陪伴及照顧老弱，提供情緒上的支援，到 後更扶他們上樓，
還教他們使用室內的設備和電器，幫助他們盡快融入新的環境和開展
新生活。

將義工精神融入日常生活
由此可見，義工確實是寶貴的社會資本和社會力量。社署自1998年

開始推展「義工運動」以來，香港的義工隊伍日益壯大。截至本年11
月底，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已經超過2,230個，登記義工人數達98萬人，
他們在2010年共提供了超過2,200萬小時的義務工作。
德蘭修女曾經說過：「我不做大事，但我會以最大的愛心，做生活

中每一件最小的事，服侍最卑微的人。」這一句說話，也許說明了義
工服務的核心價值：即使我們每人只付出一點一滴，只要能夠齊心協
力，去幫助最有需要的人，我們也能發揮極大的力量。
最近，我們以「義工．生活新態度！」作為義工運動的主題和口

號，鼓勵全港市民將義務工作的精神及核心價值融入日常生活，成為
一種生活態度，讓義務工作成為生活一部分。我期望社會各界能積極
參與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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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花園街一場無情大火，奪去了

多人寶貴的生命，也令數十人受傷，還

有數十個家庭受到影響，實在令人心痛

和惋惜。連日來，社會福利署（社署）

及相關政府部門一直積極善後，致力為

死傷者家屬及其他災民提供支援。與我

們攜手努力的，還有不少慈善團體及義

工朋友，充分體現了香港的關愛精神。

因利苟合名不符實
由李卓人第一天提出要成立新工黨起，社會輿論早已不表樂觀，原因一

方面如上所述，這個新工黨並非是為了捍衛勞工權益而成立，而是為了這
幾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苟合的。否則，外界倒可回想一下何秀蘭這麼多年來
提出過什麼保障勞工利益的建議，說她是「忽然勞工」一點都不為過。而
其他幾位雖然一直打 保護勞工權益的旗幟，但說到尾都是政治凌駕一
切，在關鍵時候就會露底。就如在公民黨策動的外傭爭取居港權一役，李
卓人不但沒有出來批評公民黨靠害工人，反而不斷為公民黨開脫，說外傭
來港對基層工人影響不大，他是為公民黨發聲或是勞工發聲，不是一清二
楚嗎？難怪在區選中以大欺小尚且要鎩羽而歸。再看看其他幾位新工黨核
心，也是沒有一言一語去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沒有為基層利益設想。在
攸關勞工實際利益的問題上，可以因為政治的考慮而噤若寒蟬，還如何期
望他們真心為勞工利益打拚？
事實上，這個新工黨的成立，由始至終不過是為李卓人而設，其他核心

成員不過是為了大樹底下好遮蔭而苟合在一起。按照事前公布的職位來
看，李卓人在沒有對手之下肯定會成為新工黨主席，張超雄及何秀蘭將擔
任副主席，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國柱將會出任工黨紀律委員會主席，這四
個人基本上已是新工黨的核心中的核心。然而，創黨核心雖有4人，但新
工黨的組成基本上是李卓人一力促成，落手落腳去拉攏各路人馬，而自己
亦當仁不讓地表示會擔當主席重任，如果他的目的真的是為了加強勞工界
的力量，那麼新工黨與過去的職工盟又有什麼分別，同樣是參政團體，同

樣參與選舉，將這些人都一併加入職工盟不是乾手淨腳嗎？

政治行先圓黨魁美夢
顯然，李卓人另組新工黨正正是為了與職工盟有所分工，始終職工盟

必須以勞工議題為主，過激行徑將難以留住會員，但新工黨卻可以保障
勞工之名行「政治抗爭」之實，將李卓人的激進對抗路線「發揚光
大」，將他在職工盟不便做得太過火的抗爭轉移在新工黨之上，與社民
連、「人民力量」等爭一日之長短，否則難以解釋李卓人何以要另組政
黨。可以預期，新工黨的路線將是政治行先、勞工權益為次，結果是本
港政壇不過是多了一個激進政黨，專門在議會內抗爭搞事，以阻撓政府
施政、狙擊官員為首務，與激進反對派沆瀣一氣，試問這樣的一個所謂
工黨，對勞工的權益有何好處？反而是變成了另一個激進反對派的俱樂
部，勢令將來有關勞工政策的討論更加政治化，變成一幕幕的「政治
騷」。在明年本港經濟極不明朗之下，這對於香港社會以及打工仔都非
好事。職工盟在最低工資推行前故意挑動勞資對立的政治把戲，市民已
經深受其害，新工黨出來後，未來的衝突只會愈來愈多，對勞工又有何
好處？
李卓人千方百計要組建工黨，根本就是從政治角度出發，從自己的政治

前途出發，既是一圓黨魁美夢，增加在反對派內的叫板籌碼，也是集合力
量為自身的選情抬轎，確保在新界西的議席。新工黨是為了勞工還是李卓
人，還用說出來嗎？不過，這個新工黨先天不足，加上後天失調，定位錯
誤，很大機會淪為另一個泡沫化政黨。

看來李卓人已經放下了區選戰敗的陰霾，重新迎接新工黨主席的美夢。經過多番曲折，由李卓人牽頭的所謂新工黨終於定

在今個月18號正式成立。由於多位具實力人士包括街工梁耀忠等拒絕加入，新工黨的組成都是舊酒新瓶，不是一些在立法會

內勢單力弱、人微言輕的政壇個體戶如何秀蘭、張國柱，就是一些過氣舊電池例如被公民黨拋棄的張超雄。這樣一個失意聯

盟聚在一起，表面上團結就是力量，但實際上不過是人多好辦事，在將來與其他反對派政黨爭取選舉好處時可以大聲一點。

過去這些政壇個體戶早已不滿反對派的選舉協調機制只有利於大黨，現在集結起來，並非是為勞工爭取利益，不過是為了自

身利益 想而已。

新工黨以勞工為名搞政治為實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日前，慈雲山發生雙層巴士乘客失足由樓梯滾落下層死亡意外。1名7
旬老翁在巴士停燈位時，疑由上層步落下層準備落車，未料巴士突然起
步，老翁頓失平衡滾落下層頭部重創昏迷，送院證實不治。警方事後拖
走肇事巴士檢驗調查肇因，巴士車長亦被暫停職務。對於今次意外，有
人歸咎於出事的士丹利三叉戟型「直梯」設計有關，巴士公司卻反指
「直梯」設計相對與舊式的「旋轉梯」較安全，彼此間的意見不同，莫衷
一是。
從表面上，巴士的梯級設計確實與意外有關，而對於年邁長者來說，

「直梯」設計更可能會增添他們一仆到底之恐懼，對此，巴士公司固然需
要檢討，但更需要檢討的，是乘客本身。並不是刻意偏幫司機為他們講好
說話，而是巴士司機本身要兼顧的事項甚多，既要聚精會神緊盯路面變
化，又要負責代收乘客車資，答覆乘客的提問，並且敦促自己不能「飛

站」，也要準時到達總站終點，心裡壓力匪淺。若然乘客本身年紀不輕，
便應該要有點自知之明，將自己放在適當的位置，而不是還當自己年輕般
往往在巴士上「向上爬」。據知，在巴士梯間跌死的事件，並不是沒有發
生過，在09年初，便有一名82歲的老翁在巴士停站前從梯間跌倒受傷，送
院後證實死亡。
人貴自知，每個人都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所在，知道什麼階段做什麼事

情，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強自己所難者，非但難於成事，更會導致意
外發生，甚至連累他人。筆者無意在此落井下石，又或歧視長者，而是希
望借今次意外，再次向長者、或行動不方便者作出叮囑，希望他們能加強
警覺意識，除了緊記在巴士內緊握扶手之外，還要懂得將自己的身軀放在
最適當位置上，亦即是巴士下層。雖然，坐於下層座位未必代表沒有意外
發生，但起碼可將出亂子的機會減至最低。　

關注長者乘巴士的安全
美 恩

香港，因歷史原因與祖國分隔，又在歷史前進的步伐
中回歸祖國。其文化，一面傳承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是
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一面又吸收融合外來文化，具有獨
特的面貌與內涵，為中國文化注入新鮮多元的因子。內
地文化則在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擺脫之前的單一蒼白，
日趨具有活力。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文化向內地的輸入
「攪動一池春水」，為內地文化擺脫禁錮、走向開放發揮
了影響，而隨 內地文化的不斷發展，又逐漸為香港文
化帶來借鑒。兩地文化從單向傳播趨向相互交流，繼而
合力影響世界。這種變化歷程，可從文學、電影、電視
劇、流行音樂等兩地文化交流最主要與最顯著的方面去
觀察。

香港通俗小說引發內地閱讀潮
香港文學以武俠、言情、科幻等通俗小說為主流，內

地文學則以嚴肅文學為倡導主旨。因社會寬鬆自由，加
之各大報刊連載的推波助瀾，香港通俗文學發展興盛。
改革開放之後，內地文學也開始顯露多樣面目，但與讀
者極大的閱讀渴望相比，其發展仍不能提供滿足，這時
新奇有趣的香港通俗文學傳入內地，很快引起千人傳閱
的熱潮。
改革開放之前，香港作家唐人的《金陵春夢》在內地

悄悄流傳，這是內地讀者最早看到的香港小說。 改革
開放之後，1981年，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天堂與地
獄》、海辛的《寒夜的微笑》、唐人的《黑裙》等短篇小
說集出版，這是進入內地的第一批香港文學作品。
與此同時，通俗文學作品搶登內地文壇。1980年10

月，廣州的《武林》首先刊登了金庸的《射鵰英雄
傳》，金庸的武俠小說既吸收古典小說的精華，又借鑒
西方現代派藝術手法，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此後逐
漸進入內地的武俠小說作家還有梁羽生、古龍、溫瑞
安、黃易等。緊跟金庸而來的是亦舒的言情小說。亦舒
善於書寫上層女性知識分子對婚姻的追求，愛情的失
落、痛苦與掙扎。由於內地改革開放之後，讀者正渴望
感情的滋潤，因此亦舒的小說也很暢銷。 倪匡的科

幻小說大約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零星進入內地的，直
至1988年才有《地圖》、《迷藏》、《透明光》等幾部作
品在內地出版。倪匡愛對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未被認識
的「謎」一樣的事物作大膽的猜測或解釋，引起讀者極
大興趣。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嶽文藝出版社各出
了梁鳳儀的一批作品，其時內地正掀起市場經濟大潮，
梁鳳儀財經小說熱也逐漸形成。李碧華的小說進入內地
大約在20世紀末，花城出版社為其出版了《李碧華作品

集》一套，她敢於大膽解構經典，如梁祝故事，這對內
地讀者來說是一種奇異的閱讀感受。
總體上看，香港文學作品進入內地是與改革開放同步

的。嚴肅文學作品打頭陣，但影響微弱；通俗文學後來
居上，影響巨大。隨 兩地文學界交流的深入，香港嚴
肅作家如西西、董啟章等在內地讀者中也開始引起重
視。而內地重要作家莫言、余華、蘇童、畢飛宇等也逐
漸成為香港讀者閱讀的對象，特別是在各大獎項中獲獎
的作家（蘇童作品《河岸》獲曼布克亞洲文學大獎、畢
飛宇作品《玉米》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他們的作
品在香港能夠得到快速的傳播。此外，韓寒、郭敬明、
張悅然等內地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因其時代感容易獲得
香港讀者認同，都一時風靡香港。

合拍電影漸成主流
香港電影是中國電影史的傳奇。從1977年開始，內地

電影院開始放映香港電影，恐怖片《畫皮》、歷史片
《屈原》、喜劇片《三笑》、時裝片《巴士奇遇結良緣》
等讓內地觀眾看到了香港電影的豐富多彩。
1982年，「長城」、「鳳凰」、「新聯」三家影廠合併

成立了銀都機構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銀都機構利用自
己豐厚的內地資源，拍出了轟動一時的《少林寺》。
《少林寺》在內地是一個神話，一時萬人空巷。《少林
寺》之後不久，更多類型的香港電影進入內地觀眾的視
野。李小龍的《唐山大兄》、《精武門》，成龍的《醉
拳》、《警察故事》，還有《英雄本色》系列、《賭神》
系列、《倩女幽魂》系列、《黃飛鴻》系列、《逃學威
龍》系列⋯⋯李小龍、周潤發、劉德華、周星馳等影星
在內地名噪一時。不僅如此，具有獨特風格的香港導演
吳宇森、杜琪 、王家衛、許鞍華等都以其一部又一部
的優秀之作，得到內地觀眾的喜愛。
而在香港電影不斷湧入內地的同時，兩地合拍也在逐

漸形成氣候。《少林寺》就是合拍片的一個成功例子。
此後，香港電影人開始與內地進行成規模的合作拍攝。
其中，1992年香港與內地聯手打造的《霸王別姬》，不
僅票房大賣，還奪得了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
獎。也是在這一時期，香港片商開始頻頻對內地劇本創
作和拍攝進行投資，比如張藝謀的《秋菊打官司》、姜
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等，這些影片幾乎都取得了票
房和口碑的雙贏。
時至2004年，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其中利於香港合拍片進入內地
市場的新規定使電影人興奮不已。《英雄》、《十面埋

伏》、《霍元甲》、《傷城》、《赤壁》⋯⋯動輒上億投
資的豪華巨製拉開了「大華語時代」的帷幕。經過多年
的嘗試與磨合，如今的合拍片發展也日趨成熟。近期所
放映的《關雲長》、《倩女幽魂》、《肩上蝶》、《單身
男女》等合拍片不僅佔據了影院的大半江山，而且在類
型上比早前的合拍片更為豐富，在運作上也更加成熟，
並且呈現出了許多新的特點和發展趨勢。

兩地電視劇各具風采
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電視工業正和香港的經濟一樣處

於黃金時期。香港兩大商業電視台亞洲電視和TVB旗鼓
相當。 內地認識的第一部香港電視劇《霍元甲》是亞
洲電視台的作品。《霍元甲》在內地興起了一股習武練
武的熱潮。
《霍元甲》餘波未散，1984年，一部至今仍被稱為華

人電視巨作的《射鵰英雄傳》迅速在全中國開播，自此
香港的武俠電視劇成為內地觀眾的最愛。在上世紀80年
代播出了200多部香港電視劇，有80%是以古裝為主。
其中至今仍被視為經典的有《天龍八部》、《神雕俠
侶》、《雪山飛狐》、《八仙過海》等。同時，香港的歷
史戲說電視劇也成為另一個重要的題材，以《武則
天》、《秦始皇》、《少女慈禧》最轟動。20世紀80年代
後期，一大批香港現代劇出現在內地熒屏上，其中以警
匪劇和倫理劇最受歡迎，代表有《獵鷹》、《流氓大
亨》、《義不容情》、《我本善良》、《法網柔情》等。
1997年香港回歸之時， TVB金庸新武俠連續劇又一度
成為內地電視台的收視冠軍，如《神雕俠侶》、《鹿鼎
記》、《天龍八部》等。2000年到來時，一部100集的大
型商戰題材的億元之作《創世紀》再次引起轟動，成為
近幾年港劇在內地觀眾心目中新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隨 改革開放的深入，內地電視劇得到迅

速發展，逐漸進入香港觀眾的視野。內地電視劇由上世
紀90年代初登陸香港，最初幾乎全為歷史類的古裝劇，
例如《紅樓夢》、《水滸》、《雍正王朝》、《康熙帝國》
等，一直都屬「小眾文化」。 之後，多種類型的內地劇
開始出現在香港電視熒幕之上。《還珠格格》、《大宅
門》、《鐵齒銅牙紀曉嵐》、《黑洞》，一直到近來的
《潛伏》、《蝸居》，內地電視劇成香港觀劇新亮點，引
發街談巷議。這表明內地電視劇作品已經具備相當實
力。但是如果要保持這一勢頭，內地電視劇還需在創作
轉型之路上走得更遠。

流行音樂創作需共同努力
上世紀80年代，內地流行音樂還沒有開始興盛，台灣

的流行音樂也沒有正式的渠道可以進入，香港成了內地
獲得流行音樂最主要的途徑。
1984年《譚詠麟獨唱精選集》為內地聽眾帶來了不一

樣的東西，粵語歌曲也在內地顯現出了它的獨特魅
力。譚詠麟和張國榮的競爭成了這個時期的主題。女
歌手方面，則是梅豔芳一枝獨秀。在《譚詠麟獨唱精

選》取得市場上的成功之後，引進了這盤合輯的廣東
某唱片公司在第二年又用相同的模式陸續推出了《張
國榮精選》、《張學友精選》、《達明一派精選》⋯⋯香
港粵語音樂開始輝煌的時期，也是香港音樂融入內地
市場的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香港歌壇的旗幟性人
物自然就是「四大天王」。張學友、劉德華、黎明、郭
富城幾乎包攬了那10年間所有的獎項，也成為內地歌迷
的一代偶像。
與此同時，內地原創的流行音樂在廣東興起，廣東一

度成為內地的流行音樂中心。毛寧、楊鈺瑩等歌手，
《濤聲依舊》、《心雨》等歌曲都風靡一時。這段時期，
一些內地的歌手也開始到香港發展，一些內地音樂人創
作的歌曲也開始被香港音樂界關注，如內地音樂人李海
鷹的《彎彎的月亮》經香港歌手呂方的演唱，傳唱香
港。1997年的香港回歸為兩地流行音樂的發展帶來了新
的變化。如今，香港音樂人和內地音樂人的合作已經越
來越頻繁。
然而，21世紀網絡時代的到來給流行音樂市場帶來很

大衝擊。因為盜版猖獗，流行音樂可以輕易從網絡下
載，CD銷量也因此銳減，很難恢復到1980、1990年代
流行音樂唱片大賣的時光。流行音樂開始表現出式微之
勢，兩地有影響的歌手和作品也越來越少。不過，亦有
不懈努力者，除了將音樂製作得更好，也積極探索在網
絡上行銷作品的新方式，這不僅促進了流行音樂文化的
發展，也將流行音樂創作帶入一個新時代。

文化融合提升國際影響力
兩地文化不斷融合，新的文化面貌也隨之逐漸形成。

由於兩地最容易溝通與形成共識的文化集中於中國傳統
文化，故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詮釋或重新演繹，成為兩
地文化交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這一主題的開拓，
使得香港文化對國家民族的認同得到增強，提升了中華
文化的凝聚力。這突出表現在合拍電影的題材選擇上，
如《赤壁》、《關雲長》、《白蛇傳說》等等。由於香港
文化中外來文化對傳統文化的觀照，使得這些傳統題材
呈現出新的內涵，不僅具有時代感，同時具備國際性，
提升了國際影響力。近幾年內地票房排行中，兩地合拍
片佔有重要分量，這說明合拍片的質量得到了觀眾的認
可。中國每年向外輸出的影片中大部分票房也來源於合
拍片。
兩地文化的融合，還表現為各自取長補短。由此，香

港文化多了幾分厚重，內地文化變得更為開放。在今年
的香港書展中，內地參展商數量較去年增加25%，而隨
港人對內地圖書需求愈來愈大，內地圖書在香港的銷

售額也每年遞增。這不僅僅滿足了香港讀者對內地文化
的渴望，更重要的是，由於內地文化的大規模展示，使
得香港在國際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而內地文化
借助香港這一國際都市的平台也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更
深刻的認同。

(本文轉載自2011年12月號《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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