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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自己買了一輛

車，在大街小巷裡開着，了解這座城市的市井

生活，這是羅大佑曾在上海安家的生活場景。

「只有扎根，您才能了解。」曾

在京滬港台兩岸四地居住的羅大

佑近日在台北說道。

羅大佑：只有扎根才能了解
兩岸四處為家 坦言曾對大陸認知很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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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一場主題為「當年離家的
年輕人」的講座在台北舉行，台灣

藝人羅大佑、黃子佼和張小燕分享了各自
的人生。
羅大佑曾於2002年在北京安家，2006

年來到上海，自己購買裝飾材料和馬
桶、鏡子等物件，安居在打浦路。他還
買了一輛私家車，去大街小巷裡感受
上海的柔情萬種，體驗「洋場十里華
燈淒迷」。
60歲前的羅大佑不停在搬家，從台北搬

到香港，又從香港搬到北京，走到一座城
市就融入，然後吸收，把從體驗中獲得的
感受寫成歌曲。「我寫的歌很多風格都不
一樣，其實跟我跑過很多地方有關係。」
羅大佑說。
他說，沒到大陸之前，自己對大陸的認

知很片面，「以為大陸民眾都吃不飽飯，
結果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香港的朋友去上
海，實地了解後發現根本就不是那麼回
事，那裡的人們生活很舒適」。

在港安家是因「97回歸」
羅大佑說，離開台北父母的家，是因為

外面有夢，而到香港，是因為1997年香港
要回歸。「我想，1997年香港一定會發生
很多大事情。」
羅大佑也沒有辜負大時代的變遷。在香

港的歲月，他分別寫出1986年及1991年
兩個版本的《東方之珠》。他總在不停地
用歌曲來觀察香港、關注香港。1997年，
香港回歸，羅大佑又參與創作《明天會更

好》。2008年11月15日，羅大佑憑藉該
歌曲獲得第六屆東南勁爆音樂榜華語樂壇
傑出貢獻獎。
羅大佑透露，之前多次搬家皆因要「尋

找一種孤獨」。他認為，創作不能沒有一
樣東西，就是孤獨。孤獨時，會有一些很
特別的狀態。

遷居讓創作理念拉寬
1954年出生的羅大佑，在58歲老來得

女，終於回歸家庭。

以前享受孤獨的羅大佑，於1984年創作
了《家I》；後來出於對成家的渴望，又有
了創作《家II》的靈感；如今的羅大佑已
走入人生的穩定階段，有了家、照顧和陪
伴，他創作了《家III》。
「我四處搬家的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

創作理念拉寬。每個地方都要面對不一樣
的語言，不一樣的文化背景。」年輕時離
開家，直到年近花甲才返回台北的羅大
佑，也因此收穫了8張個人專輯，被譽為
「華語樂壇的教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大陸在改革開放中快速崛起，台灣在白
吃午餐與內鬥討好中逐漸衰落。」據台灣

《旺報》報道，看着台灣從小龍年代到
今日「溫水青蛙」，台灣學者、出版
人、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認
為，40年來台灣小老百姓已多能自求多
福，反而是政治人物與巨商，不但是白
吃「午餐」，更升級到白吃「盛宴」；
尋找翻轉的可能，跳上「大陸肩」是台
灣的活路之一。
40年前以一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讓外界振聾發聵，高希均看近年兩岸的此
消彼長指出，儘管這些年來台灣百姓不再
貪小便宜，然而，當台灣新民意從倚靠當
局轉變成多倚靠自己，台灣卻產生新的
「白吃」分子。
當人民減少對當局的「白吃午餐」時，

當局本身卻轉向人民來「白吃午餐」。高
希均舉例說：「公教人員薪資一向偏低，

不就是在佔他們的便宜？引起抗爭的調降
公教人員退休年金，不是在毀改當局承
諾？」

調查：逾半受訪者願赴陸發展
在眷村子弟林全上任台灣地區行政機

構負責人之初，高希均就曾期許以眷村
自力更生的精神，把當局該做的事做
好。在林全正式卸任之際，高希均更以
25年前《八張機票》一文提示，當年高
父提前退休的退休金買不到一張單程赴
美的機票。
要讓「溫水青蛙」的台灣恢復活力，

年輕人不依賴，靠自己勇於接觸陌生環
境是重要的一步。今年3月《遠見》雜
誌調查中顯示，整體樣本中，近六成願
意出門發展，其中半數以上願意赴大陸

發展，遠比去「新南向」地區的意願高；
其中 20 到 29 歲受訪者，更是有近六
成的人表示願意赴大陸發展。
高希均指出，台灣如今在大陸、香

港、新加坡四地的進步指標中殿後，是
多年來「政治正確」和「白吃午餐」造
成的。所有的政治領袖為了討好選民而
選擇政治正確，在政治正確下，人民養
成「白吃午餐」心態，已使台灣財政山
窮水盡。要尋找翻轉的機會，跳上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的肩膀，才有更多看到發
展機會的可能。
高希均指出，站在台灣自身利益，應該

自信地提出，讓大陸「和平崛起」變成
「中華興起」，結合大陸、台灣、香港、
澳門，在彼此平等、尊重的原則下，共同
構建中華民族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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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過去

是鹽田的高雄永安濕地成了高蹺鴴及東方環
頸鴴的棲息地，近幾年也有黑面琵鷺造訪，
成鳥人重要聚落，但濕地面積將被限縮。台
電興達發電廠廠長楊仁和說，盡量讓濕地維
持現狀。儘管台電和高市府努力在降低濕地
限縮的衝擊，但是高雄市野鳥學會對即將公
告限縮的政策不滿，理事長林世忠希望有解
套方法，盼這個被國際鳥盟列為重要野鳥棲
地（IBA）不被經濟利益犧牲。
永安濕地的前身是日治時期的烏樹林鹽

田，鹽田停曬後，台鹽將土地所有權轉移給
台電，多年來土地閒置，水灘成濕地。133
公頃鹽田濕地，「營建署」在2007年評定
為重要濕地，2008年高雄縣政府將「烏樹
林製鹽株式會社」的巴洛克式辦公室指定為
縣定古蹟。
為了讓濕地生態不被干擾，高市府於濕地

南側整建環教中心及營造成完善的賞鳥據
點。高雄市野鳥協會追蹤指出，不同水深提
供度冬候鳥棲息，近年有高蹺鴴及東方環頸
鴴，尤其黑面琵鷺也陸續現蹤，讓鳥人望遠
鏡頭下的物種更豐富充實精彩。

永安濕地面積擬縮近1/2
面積擬被限縮近1/2，台電已着手規劃第
二廠區建置燃氣複循環機組，預計2023年
第一部發電機組商轉，第三部機組在2027
年完成，三機組每小時發電量是400萬千
瓦，相當於目前第一廠區的發電量。
楊仁和受訪表示，會盡量維持現況並兼顧

生態、供電任務；面對生態、電力的抉擇，
他說「實在兩難」。
站在生態保育的立場，高雄市工務局工程

企劃處長鄭元宗說，盡力保留濕地現狀、爭
取濕地增加帶狀土地納入保育計劃範圍，盼
不影響生態棲息。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9月
9日是律師節，台北律師公會昨日召開會
員大會，就退出律師全聯會議案表決，
1,458名律師出席，1,268人同意而通過，
推動律師法修正。
不過，律師全聯會之前呼籲台北律師公
會勿輕言退出，聯會是依律師法發起，由
台灣16個律師公會組成的全台性組織，就

不同公會會員間的歧見，仍將一本初衷，
繼續為各會員進行意見整合與協調，而且
「16個公會一個都不能少」。
台北律師公會理監事8月8日會議決議

退出台灣律師公會聯合會，並提案於昨日
舉行的會員大會暨律師節慶祝大會討論，
期以果決的行動，推進律師法的修正。
台北律師公會公關主任陳品安受訪指

出，「今天（9日）親自到場出席的律師
達1,458人，表決結果1,268人同意，80人
不同意，13張無效票，同意部分佔94%，
表決通過退出全台聯合會的議案」。
台北律師公會8月中旬發表聲明稿指

出，律師法相關規定，已嚴重侵害律師在
全台執業的權利，而且為了實現「單一入
會、全台執業」理想等情況，宣佈退出律

師全聯會。
聲明稿中談到，台北律師公會現有的

會員數為7,237 人，佔全台執業律師總數
逾八成；然而，台灣地區的律師相關規
定中第21條第1項規定「律師應設事務
所，並應加入該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
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台北律師
公會認為這是一條不合理、不必要的執
業區域限制規定，已嚴重侵害律師在全
台灣執業的權利。

電廠衝擊生態
高雄濕地恐被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是海
峽兩岸開啟交流30周年。由「兩岸婚姻代
表」、研究員級高級工藝美術師沈德龍創作
完成的6.36米蘇繡長卷《富春山居圖》日前
亮相。沈德龍說，自己作為「台灣女婿」，
透過蘇繡藝術表現《富春山居圖》合璧圖，
是想表達對兩岸共同發展、和平統一的熱切
願望。
畢業於中國美院油畫系的沈德龍，早期在

蘇州刺繡研究所工作，其《蒙娜麗莎》、
《天籟》、《八駿圖》等作品屢獲大獎。
沈德龍的太太是台灣英語老師蘇嘉莉。

2003年，一位台灣客戶到沈德龍工作室參
觀，被他正在繡的一幅《貴婦人》吸引。之
後，這位客戶帶着自己的女兒蘇嘉莉到江蘇
蘇州，沈德龍一看，蘇嘉莉長得正像他那幅
繡品中的女子，兩人情緣為蘇繡所牽而成。

「兩岸婚姻代表」獻禮
《富春山居圖》亮相

■■高雄永安濕地 中央社高雄永安濕地 中央社

■高希均 資料圖片

■■一場題為一場題為「「當年離家當年離家
的年輕人的年輕人」」的講座近日的講座近日
在台北舉行在台北舉行，，台灣藝人台灣藝人
羅大佑羅大佑（（中中））分享了自分享了自
己的人生己的人生。。羅大佑在談羅大佑在談
到曾安家大陸的感受時到曾安家大陸的感受時
說說：「：「只有扎根下來只有扎根下來，，
才能真正了解城市內才能真正了解城市內
涵涵。」。」圖為講座現場圖為講座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我四處搬家的原因我四處搬家的原因，，就是想把自己就是想把自己
的創作理念拉寬的創作理念拉寬。」。」羅大佑說羅大佑說。。圖為他圖為他
推出限量黑膠唱片的情況推出限量黑膠唱片的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7年9月10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日）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6:00 現代塵世美
6:30 畫時代
7:00 為食總司令
8:00 也文也武
8:30 識多一點點
9:00 文化廣場
9:30 手裡劍戰隊
10:00 FAIRY TAIL魔導少年V
11:00 講清講楚
11:30 遊一帶 看一路
11:55 宣傳易
12:00 吾淑吾食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星期日影院︰白髮魔女2
3:20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3:30 廠出新天地
3:55 超級勁歌推介
4:00 網球Ace
4:30 猩猩補習班
5:00 問問MC蛛
5:30 多啦A夢
6:00 財經透視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星期日檔案
7:30 健康儲蓄銀行
7:35 真係咁都得
8:00 學是學非
8:30 流行經典50年
9:30 踩過界
10:30 最佳拍檔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1:50 壹號皇庭
12:55 宣傳易
1:00 財經透視
1:30 宣傳易
1:40 失戀33天
3:35 粵語長片：老友鬼鬼

6:00 權能時間
7:00 平約瑟牧師
7:30 金融概要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時事摘錄
9:00 進修新天地：企業管治研討

會 2016：董事：保衛者、監
控者抑順從者？

9:35 進修新天地：人類的身體：
主要系統與器官

10:30 進修新天地：一帶一路策
略：為何重要？是否可行？

11:25 進修新天地：健康義工實務
工作坊：銀髮義工耆樂無窮

11:50 進修新天地：公大講堂：從
飛禽翱翔到航空新發展

1:00 寵物潛能
2:00 野性中東
3:00 清心直說
3:25 世界真細小
3:30 恩雨之聲
4:00 小蟲蟲(II)
4:30 Toon Disney：艾蓮娜公主
4:55 Toon Disney：小公主蘇菲亞
5:20 蕾蕾看世界(III)
6:10 我要做廚神(V)
6:55 食物偵探(I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阿當話你知
8:30 全美一叮(XII)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職業特工隊 鬼

影約章
12:20 晚間新聞
12:35 瞬間看地球
12:40 港生活．港享受
1:10 星級人在野(II)
2:05 法國庭園
3:10 野性中東
4:10 食物偵探(III)
4:35 阿當話你知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VS嵐
7:00 香港可以這樣玩
7:30 地球守護者
8:30 流行別注
9:00 K-Pop
10:30 可愛的妳
11:45 最美好的咖啡時光
12:00 賽馬直擊
6:00 勁歌金曲J2版
7:00 美麗魔法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安樂蝸
9:00 叢林的法則
10:35 緊急救命3
12:05 機動戰士高達 鐵血的孤

兒
12:35 賽後你點睇
2:05 安樂蝸
2:35 香港可以這樣玩
3:05 緊急救命3
4:30 機動戰士高達 鐵血的孤

兒

06:30 香港故事-本土 plus+
07:00 想講就講香港地
08:00 Miru Miru小海獺
08:18 Pop Up！大冒險
08:30 小星人Go Go Go
08:45 小船Sydney
09:00 小農夫大作物
10:00 戰火無情2
11:00 零距離科學
12:00 城市論壇
13:00 伯恩斯坦樂滿百老匯
15:00 12音樂門．逃
16:00 也文也武
16:30 硬地音樂
17:00 五夜講場-文學放得開
18:00 時事摘錄
18:30 鏗鏘集
19:00 新聞簡報
19:05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19:15 Harry哥哥好鄰居
19:30 反斗英語
20:00 香港有你-世代對談
21:00 太陽計劃音樂會2017
22:30 新聞天地
22:45 議事論事-議會新鮮人
22:55 社企有道2-濃情五分鐘
23:00 獅子山下2016
00:00 城市論壇
01:00 彩虹交匯處

06:00 朝聞天下
08:38 戰將-6-7
10:15 星光大道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20 機智過人(第一季)-1
14:15 因為愛情有奇緣-10-12
16:50 精彩一刻-出彩中國人2017

第二期萌娃雙截棍
17:15 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6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0 巡視利劍-3
21:00 2017尋找最美教師-1
22:44 晚間新聞
23:22 加油向未來-第七期完整版
01:05 動物世界
02:03 晚間新聞
02:33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8(海南)
02:54 2017尋找最美教師-3-4

06:30 金曲點播
06:45 皇牌大放送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風雲對話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我們一起走過
09:40 金曲點播
09:45 2017中華小姐環球大賽周

末選美特別節目(1)
10:15 財智菁英匯
10:45 逐夢彼岸-中國新移民
11:30 金曲點播
11:45 世紀大講堂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一虎一席談
14:00 風雲對話
14:30 笑逐言開
15:15 寶島聚焦
15:45 皇牌大放送
17:00 我們一起走過
17:45 金曲點播
18:00 大政商道
18:30 逐夢彼岸-中國新移民
19:15 風雲對話
19:45 龍行天下
20:30 名人面對面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領航者
22:15 築夢天下
22:45 大政商道
23:15 2017中華小姐環球大賽周

末選美特別節目(1)
23:45 世紀大講堂
00:25 鳳凰精選
01:30 逐夢彼岸-中國新移民
02:15 風雲對話
02:45 龍行天下
03:30 大政商道
04:00 名人面對面
04:3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05:15 領航者
05:45 金曲點播
05:55 鳳凰精選

6:00 一粒鐘真人蘇
7:00 玩盡大富翁
7:30 消失中的味道
8:00 權能時間
9:00 夢想少年
9:30 美味關係
10:00 拉近文化
10:30 92歲我願意
11:30 Learning 男
12:30 那些人的故事
1:00 繼續寵愛-怪獸學堂
2:00 3S放大假
3:00 勇闖日本秘境
4:00 快樂地球
4:30 小企鵝Pingu
5:00 剪刀石頭布第二季
5:15 世界真奇妙第二季
5:30 愛在森林和原野
6:00 Sunday有理講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香港事．香港是
8:30 朝拜傲媽
9:30 空間改造王
10:30 伍姑娘真識食
11:30 十一點半最前線
12:00 娛樂新聞
12:30 7條事業線．食腦任務
1:30 香港事．香港是
2:00 繼續寵愛-怪獸學堂
3:00 3S 放大假
4:00 伍姑娘真識食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8:00 2蚊遊2
08:30 藝術進行中2
09:00 小馬寶莉2
09:30 超人Orb
10:00 戀愛班長
10:30 十五分鐘熱度(一周精華)
11:30 Interviu
12:00 午間新聞
12:30 SE7EN
13:30 Barter Game價值連城
14:30 貓！全部都係貓
15:00 體育係...
16:0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16:30 我的狗爸爸
17:00 超級飛俠2
17:30 中學預備班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粵港財富通
19:00 經緯線
19:30 Interviu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恐怖醫學
21:30 真PK Trip
22:30 阿美利堅有外星人
23:00 暗殺教室
23:30 晚吹-啪啪 Channel
00:00 海賊王
01:00 深宵新聞
01:30 Barter Game價值連城
02:30 貓！全部都係貓
03:00 恐怖醫學
04:00 一個地球
04:30 體育係...
05:30 風行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