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過奧運的日子——北京（二）

三十年
古諺有云：三十

年河東，三十年河
西。意思是三十年前風水在河的東
面，而三十年後卻在河的西面。比
喻世事變化，盛衰無常。這句話用
來形容剛進入新年號「令和時代」
的日本再貼切不過了。
但是，日本是否真的衰落了呢？
一般人不容易感受出來，但作為經
濟指標的日經股票指數可以看出
來，它在一九八九年底升至近三萬
九千點最高點後一直滑落，至今剛
好三十年，距離巔峰期仍差四成，
反映復甦路漫漫。
然而，正所謂「爛船都有三斤
釘」，風光時期的財富累積可以讓
人過上一段不短的平和、安穩的日
子，只是這樣的日子往往會消磨人
的奮鬥意志，以致今日日本年輕人
被視為是不願承擔、不想結婚和無
慾望的「寛鬆一代」或「得悟一
代」，也形成了低消費、足不出門
的「宅男」。
所以，剛過去的「平成年代」雖
然是日本唯一沒有經歷戰爭的「和
平三十年」，卻被形容為「迷惘三
十年」或「失落三十年」。
日本對香港的影響很大，在其經
濟達到高峰時的上世紀八十年代，
整個銅鑼灣都是日資百貨公司和日
資電器店，儼如一個小日本，日本
產品是質量也是品味的象徵。

在流行文化層面，日本的影響更
無遠弗届，樂壇多首膾炙人口的名
曲如譚詠麟的《霧之戀》、《愛情
陷阱》，張國榮的《風繼續吹》、
《Monica》，以及梅艷芳的《蔓珠
莎華》和《似水流年》等，都改編
自日文歌。而梅姐跟當時得令的日
本天王西城秀樹（去年病故）那疑
幻似真的感情更成為談資話題。
九十年代到歐洲旅行，我常常被

人誤為日本人，當時覺得奇怪，以
為自己長得像日本人，後來才知，
那時在西方人的眼中，日本代表整
個亞洲，也代表開明和富裕。那時
巴黎名店門口排的長長隊伍就是富
裕的日本顧客；而當時，日本四大
天王級設計師高田賢三、三宅一
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也幾乎顛
覆整個巴黎時裝界。
香港的「七十後」、「八十後」
乃至「九十後」都是看日本動漫長
大的，受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影響至
深，部分「廢青」跟日本年輕人的
言行相似。
今日香港的高齡化、少子化現象

還沒有日本般嚴重，卻也呈現類似
趨勢，而香港人的平均壽命近幾年
已高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並步入
高齡化社會。幸好有日本的「前車
之鑑」，且看我們如何從三十年前
為其文化瘋狂般，好好汲取日本的
教訓。

北京奧運由中國
主辦，今次TVB的

製作規模相比下有別於過往：是最
大型的，也是投放最多資源的。
TVB除了在國際廣播中心訂了

8,000平方呎作為製作中心外，另外
還在十多個場館租下放置專用攝影
機位置，如乒乓球、羽毛球、單車
館、風帆等，全都是香港有機會獲
得好成績的項目；另外香港觀眾喜
歡觀看的項目，如女排、籃球、游
泳、跳水、體操、田徑……這全部
都置有專用攝影機拍攝，可即時訪
問運動員的感受。
當時TVB邀請了國家體操金牌得
主劉璇加盟做主持，在體操場館直
播訪問中國女子體操隊時，彼此真
情流露；劉璇問到她們失落獎牌的
內心感受時，當時電視畫面，我還
歷歷在目：當運動員走到劉璇身
邊，彼此沒有說一句話，互相擁抱
下流出了英雌淚；當劉璇再拍拍運
動員肩膊後，運動員隨即流着眼
淚，如在房間中向好姐妹講出感
受，真的非常感動，一瞬間扣着了
觀眾的心弦。
除了在場館訂攝影機位置外，TVB
還在場館訂下評述位置可作現場直播
之用，令在電視機前的觀眾更能感受
到現場氣氛。另外更安排八隊攝影隊
四處走訪運動員生活花絮：如在選手
村內起居飲食情況，北京市民如何感
受奧運及專題特寫等等。
以上種種製作，是要成為訊號傳
送回香港讓觀眾收看，其實就是接
收衛星就可以了，但這看似「簡
單」的操作我們背後要做很多程
序，「簡單」一問：如果衛星訊號

失靈了怎麼辦？因為這是絕對會有
機會出現的，任何機器也會壞，雖
衛星傳送可靠率達98%；我曾經問
工程同事，如再多訂一條衛星做後
備，那是不是就可達至100%的無失
敗機率呢？但工程同事回答：即使
如此可靠率也是 99.8%並無達至
100%的可能，但如果無後備，衛星
一旦失效，那在北京奧運傳回香港
的所有訊號，並不是效果好壞的問
題，而是全部沒有，而所有原計劃
都會化為烏有。
在北京奥運中我們先訂了用光纖傳

輸，由北京直達將軍澳電視城，但長
3,000多公里途中可能有掘地修路的
破壞，唯一方法便是再訂衛星做備
份，一天（衛星）一地（光纖）比只
用其中一項更為保障；正常傳送是用
光纖，因光纖比衛星快2秒，不要小
看2秒，是很重要（尤其是一些場外
賭博的）。訂光纖費用為500萬港
幣，訂衛星也是500萬港幣，老闆也
支持訂後備衛星，唯一想的方案是如
何利用衛星訊號去賺回500萬。
香港適逢其會，成為奧運城市馬

術場地，奧運製作大會邀請TVB參
與協助製作馬術，對我們而言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可直接參與國際性的奥
運製作，我們派出38個工作人員參
與，從中我們更學習到很多馬術製作
知識及很多製作行政計劃經驗，實
為香港體育歷史重要的一頁。

近期香港聽得最多的是發
展創意產業，這個創意其實

可以體驗在任何行業，工業上、文化藝術
上、生活用品上；而讓人最容易感受到的自
然是我們生活上周遭環境出現的變化，城市
裝飾營造出來的藝術氛圍。記得以前將街頭
巷尾一些公眾地方的牆壁樓梯出現的漫畫視
為非法塗鴉，經媒體報道倡議下政府似乎開
始接受無傷害性或惡意中傷人的藝術漫畫在
街頭巷尾出現。
而旅遊事務署及香港設計中心搞的創意旅

遊計劃，料斥資6,000萬港元，將於灣仔推
出逾50件藝術作品供市民打卡。首季將推出
6個全新設計項目，涵蓋逾50件藝術作品。
除位於灣仔地鐵站行人天橋上一幅長達230
米顯示4季變化的動植物插畫佈置外，菲林
明道花園亦擺放10件以中文字筆劃為形狀的
公共傢具，公共傢具加入傳統藤編元素，傳
承傳統文化。亦計劃與HKwalls合作，於灣
仔一帶設逾30幅建築物外牆手繪牆畫，包括
摩理臣山游泳池及職訓局大樓等，
預料3年內全部完成。灣仔地區從來
都是中西文化交融，外國遊客必遊
之地，每年會展有不少大型展覽，
人流之多相信是香港之最，所以用
來設計成打卡地標是明智的。
外來的藝術展多港人關注，不少人

忽略了本土藝術家，政府結合本土文
化藝術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也是應
該的。香港藝術家其實也很有Heart，
例如去年超強颱風「山竹」襲港，他

們令香港逾萬棵樹木倒塌，變成藝術品，讓枯
木「重生」。香港雕塑藝術家李展輝、何遠良
帶領雕塑學會會員和學生用創意和靈感將它們
製成木雕塑、裝置藝術亮相香港花卉展。木雕
刻而成的巨型瓜果，如秋葵、堅果、辣椒、蓮
藕等，甚至還有成簇的蘑菇、吃剩的蘋果核。
這些作品栩栩如生，吸引了不少家長帶着子女
前來「打卡」拍照。
香港海洋公園被「山竹」摧毀不少樹，公
園園林部團隊不忍丟棄斷木，特意收集，在
該園園林部團隊的巧手下，一株株斷木化身
成栩栩如生的貓頭鷹、精緻的小木屋和迷你
階梯等擺設，共23組用廢木雕刻成的作品，
共有28位本地雕塑家和5位設計師參與，其
中一件作品「椒」則以紅辣椒形態寓意香港
人在災害面前團結一致，迎難而上。既為公
眾帶來繽紛燦爛的花藝作品，亦激發年輕一
代探索大自然的興趣及環保意識，一舉兩
得！這都是值得鼓勵的創意精神，一切從生
活開始。

發展創意從生活開始
「藝人偷情」事件曝光後，兩位
主角工作全面停止，女的還要避走

美國，連父母也遭連累，某藝人的母親與女主角
母親人有相似，竟被點錯相，遭途人指指點點。
香港人對婚姻價值觀，相對其他華人社會，還是
相當保守的，民情對小三連追帶打，一時間恍如
「天地有正氣」；而事實上娛圈又是這樣正氣
嗎？在的士上被逼收聽娛樂新聞，乍聽還以為娛
樂圈變了「福利機構」。
香港電影金像獎某位上年紀得獎者，因為捧了
獎太高興，自動自覺說要「派福利」，穿上泳衣
露長腿，這究竟是哪門子的「福利」呢？是派給
什麼人的「福利」呢？
更有甚者，某電視劇收視成績好，有說若收

視指數去到什麼數字，一眾男藝員將齊齊「派
福利」露臀，這又是哪門子的「福利」呢？把
暴露身體作為報答觀眾的「福利」，這究竟是
什麼價值觀？難為電台主持人還口口聲聲說
「萬分期待」!
把「暴露身體」作為「福利」事業，不知道這
批準備「派福利」的男藝人，是否已為人父，他
們又怎樣為子女樹立榜樣，為下一代灌輸正確的
價值觀呢？觀眾欣賞電視劇，欣賞的是製作質
素，並非期待藝員露這露那的所謂「福利」。
搞這樣的宣傳噱頭是低級趣味的，既侮辱了藝
人，也侮辱了觀眾。
香港的電視質素已每下愈況，當然有市場因素
和人才流失的緣故，香港電視有精彩製作值得支
持；同樣，我們香港藝人也要提升個人素質。我
們上一代的明星之所以有光彩，藝術氣質，品行
端正，博學多才，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哪門子福利？

超市背心膠袋
收取五毛實行之

後，市民也都第一時間支持，事實
大家並不在乎節省那五毛錢，反正
多餘的膠袋，帶回去也不過增多一
些垃圾，隨身帶備環保袋反而乾淨
俐落，所以條例實行以來，也少見
有人對收銀員說願意花這五毛錢，
除非偶然購物過多，環保袋容量失
去預算。
索取膠袋加到一元看來作用也不
大，只會令抱有「慳得一元得一
元」觀念的基層人士感到緊張，交
易時買賣雙方或者可能出現不太愉
快的場面罷了。其實推行環保首重
自律，五毛錢傳送的訊息已不錯，
也毋須管得過緊。
說麵包店濫用膠袋，也得看情況

而定，硬身豬仔包和蛋撻就不可能
放在同一個膠袋。其它
涉及不同類型的食物，
為防交叉感染，寛鬆處
理亦不為過吧。
地球污染日見嚴重，
環保無疑是應有的共
識，可是推行任何主
義，總有一些過於矯枉
過正的積極分子。朋友

A一家就「綠色」得很不尋常，太太
洗過米的水洗菜，洗過菜後留待抹
地，烤爐上盛過麵包的錫紙也再一
次用來焗牛肉，報紙作桌布盛載骨
頭已是老習慣，連抹乾過碗筷的紙
巾也不會即時丟去，先放置在飯桌
旁邊留待飯後抹嘴，理由是抹水洗
過碗的紙巾還清潔，有點濕潤抹嘴
更乾淨。
盛物紙盒碰上有空白一面的，便留

下來切割作卡片，連蛋糕盒子沒沾過
油那一小角也不放過，街上搜集到的
傳單，顏色淺淡的教喜歡書法的大女
兒練字；用完什麼花生醬調味料大小
瓶身用不着，尺寸合適的瓶蓋也可以
留作杯蓋，錄影帶播不出畫面，從某
部災難西片中得來常識，原來磁帶可
繫重物，也留下了。
A家長的綠色教育果然感染到兩個

兒女，聰明的大女兒破
了的牛仔褲縫成購物
袋，小兒子大小玩具的
盒子都捨不得丟去，滿
屋子雜物堆到寸步難
行，平均萬多元一平方
呎的地方，長年累月擺
放可能永遠用不着的雜
物，也夠浪費吧！

Ａ氏綠色之家

又到了吃桑葚子的季節。
到市場買了昂貴的桑葚

子，看上去和小時候吃過甚似的深紅色的果
子，聞起來亦是一股香甜，卻是入口寡淡，怎
麼也吃不出小時候的味道。
自打吃素以後，我除了應酬之外，極少到酒

樓吃飯，偶然地去吃一次，酒樓經理推薦新菜
式，才發現如今竟流行起吃桑葉來。在小的時
候桑葉是出現過在我家餐桌上的。清明過後的
桑葉正是最嫩時候，父親下班時採了回家，或
是涼拌，或是清炒，有時候也做成桑葉蛋花湯
給我們喝。嫩綠的葉子看起來漂亮，咀嚼起來
有一股淡淡的苦澀，但卻是別有一股清香的風
味。如今在酒樓吃到，味道亦和小時候的相差
無幾，便找回了一些小時候的記憶。
在鄉下生活過的孩子幾乎都養過蠶寶寶，我

也不例外。
蠶寶寶是親戚家的孩子分給我的，初時是黑

黑瘦瘦的幾十條，放在簸箕裡，蠕動着擠在桑
葉上，密密麻麻的，像一堆沒有腿的螞蟻。我
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每天在放學路上採桑
葉。大人叮囑過，蠶寶寶嬌嫩，且只吃桑葉，
若是桑葉不乾淨，或者有水分，吃了便很容易
死去。我很自覺地聽從大人的話，每天用仔細

擦乾淨後的桑葉餵蠶寶寶們，把牠們拉的大便
收拾乾淨。有時候夜裡沒睡着，躺在床上能聽
到牠們啃食桑葉「沙沙」的聲音。蠶寶寶的嘴
小，但吃起桑葉來，一點一點地，不一會兒就
能全面地消滅掉一片葉子，轉而去啃另一片。
後來學了「蠶食」一詞，覺得真是形象。
蠶寶寶們愈長愈大，身體變得雪白而豐滿起

來，愈發地沒日沒夜地吃起來，在我精心地照
料下，身體開始逐漸地透明發亮。到了此時，
在簸箕裡放上乾燥柔軟的油菜枝，蠶寶寶們便
爬上去，開始吐絲把自己包裹起來。過不了幾
天，油菜枝上便結滿了雪白的蠶繭。再過得一
些日子，蠶寶寶們都變成繭子了，便可以摘下
來去賣給絲綢廠，換回一筆不菲的零用錢。
桑葉作為蠶寶寶的食物，在歷代文人墨客的

筆下都是美好的。《詩經》中《隰桑》有「隰
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來表現少女的愛情；《樂府詩》裡有《採桑
度》的「蠶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綠。女兒採春
桑，歌吹當春曲。」體現採桑女子的快樂；詩
仙李白亦寫了「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
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
羅幃？」借桑葉來傾訴離人的哀怨……
而「春蠶到死絲方盡」的蠶寶寶，除了「蠶

食」，還有形容做壞事遭到報應的「作繭自縛」
一詞……似乎與蠶有關的詞語都是貶義的。但是
仔細思量，蠶寶寶一生短暫，只吃桑葉，而中國
的絲綢文化卻是全靠蠶寶寶的「作繭自縛」撐起
來的，這些詞對牠們有一點不公平。
前些天到深圳曾經輝煌過一時的地王大廈頂

樓聽文化學者胡野秋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談到
了現代化的超速建設對地球造成的破壞，尤其
是我們為了建設城市而倒行逆施地開山填海，
把自然資源一點一點地「蠶食」，不斷地破壞
又不斷地「建設」，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到處挖
掘，最後導致我們「作繭自縛」，生活在現代
化的城市裡，卻像生活在一個不斷地修修補補
的大工地上，待到颱風暴雨來臨，又要接受大
自然的報復……
人類的「蠶食」與蠶寶寶的「蠶食」是兩種結

果，「作繭自縛」，一個是自己在最後「破繭化
蝶」，又留下蠶絲為他人做嫁妝；一個是在最後
把自己生存的環境破壞殆盡，讓自己走向滅亡。
與桑葉有關的，還有孟浩然《過故人莊》中的

句子：「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
日，還來就菊花。」人人皆知田園生活雖平淡，
卻是真的幸福。如若我們能放慢腳步，順應自
然，大抵是能慢慢尋回舊時往日的美好時光。

何日把酒話桑麻？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采風A26

2019年5月2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55月月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5月2日（星期四）■責任編輯：葉衛青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呂書練呂書練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伍呆呆伍呆呆

七
嘴
八
舌

七
嘴
八
舌小小臻臻

源
於
奧
運

源
於
奧
運李漢源李漢源

方
寸
不
亂

方
寸
不
亂方芳方芳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連盈慧連盈慧

百百
家家
廊廊

山
林

春花灼灼向陽開，你
方唱罷我又來。時下，
晚櫻花開得尚好，丁香
也還迷人。最奪人眼球

的，當屬紫荊花了。本市植物園開闢的紫
荊花區，是一大片紫荊灌木。群植在一起
的紫荊樹苗一米多高，根根獨立，很少分
杈。為了美觀，園丁們特意把花株分了
組，或七八株，或五六株，各小組中間拉
開了距離，方便修剪。紫荊樹上開出的花
兒都是清一色紫紅，艷麗極了。
緊挨着紫荊花區的是木槿花區。木槿樹

剛睡醒了，幼芽初綻，色不誘人，並無可
看之處。對比之下，紫荊花可就有了驕傲
的資本。它可着勁兒瘋長，密密麻麻，寸
土必爭，攢攢簇簇，疊如綴珠。放眼一
看，主幹枝丫，由下而上，全是趴着的花
兒，當真是「滿條紅」呀！紫荊花美則美
矣，但不適合密集恐懼症患者欣賞。在一
家網站上，有網友晒出大量紫荊花美照，
引來另一網友頭皮發麻，極度不適。可
見，紫荊花不是人見人愛的花兒。
我觀察過某一植株的紫荊花，主幹的花

兒竟然零距離貼近地面。這讓我有點吃
驚，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這叫「非主
流」。一般的花朵，都是高高在上，傲視
四方，紫荊花不走尋常路線，它好像是從
泥土裡剛鑽出來，又恨不得馬上鑽進去。
紫裡透紅的紫荊花，濃縮「萬紫千紅」於
一身。紫，似乎與生俱來，本色使然。紫
荊花的花語是：兄弟和睦，幸福美滿。
清朝文學家李漁《笠翁對韻》有云：

「田慶紫荊堂下茂，王裒青柏墓前
枯。」萬物有靈，變幻無窮，紫荊青柏，
一榮一枯，彷彿冥冥之中皆有命數。古時
候，田慶、田真、田廣三兄弟不想在一起
吃大鍋飯，商議着分家過日子。家分得差
不多了，還剩下院子裡的一棵紫荊樹。為
了公平起見，三兄弟決定把紫荊樹截為三
段。當他們拿着鋸子來到紫荊樹前，發現

紫荊樹在一夜之間落葉滿地，生機全無。
兄弟們心靈受到了觸動，他們決定不再砍
樹，不再分家。紫荊死而復生，福澤綿
長，呈祥納福。此後，田氏一族家和萬事
興，很快躋身當地名門望族之列。兄弟同
心，其利斷金；兄弟鬩牆，家毀人亡。這
是老一輩人的生活經驗啊！
別看李漁先生深諳紫荊樹的典故，知道
紫荊樹是「兄弟樹」，卻沒有因此為紫荊
花多多美言幾句。「紫荊一種，花之可已
者也。但春季所開，多紅少紫，欲備其
色，故間植之。然少枝無葉，貼樹生花，
雖若紫衣少年，亭亭獨立，但覺窄袍緊
袂，衣瘦身肥，立於翩翩舞袖之中，不免
代為踧踖。」《閒情偶寄》中，李漁為紫
荊花寫下了這樣的評語。在李漁眼裡，春
天的紫荊花，有它不多，無它不少，甚至
可有可無。那麼，人們為什麼要它呢？因
為春花中，紅色居多，紫色太少。紫色寓
意好，人們才把它雜植在其它花草當中。
紫荊先花後葉，剛開花的時候，沒有葉
子，貼着樹幹開花，像亭亭玉立的紫衣少
年。但是，總讓人覺得袍子窄、衣袖緊，
衣瘦身肥不協調，站立在別的花中，相形
遜色，讓人替它感到窘迫不安。
紫荊花的花朵兒很小，形如洋槐花，因

為是貼梗而生，少了幾許飄逸，卻多了幾
分緊緻。草木原本無言語，媸妍只能由人
定。世上花花草草何止千萬，萬物存在皆
有道理，若說紫荊花可有可無，筆者真是
不敢苟同。花兒各有各的風度，各有各的
性情，湊在一起，才有了花花世界，少了
哪一個都是大自然的缺憾。李漁畢竟是學
界名流，眼光亦有獨到之處。比如，「紫
衣少年」這個比喻，堪稱完美。一個有腰
有胯有身形的少年兒郎，即便在眾芳國裡
沒有什麼地位，這有什麼關係呢？你要
「代為踧踖」且隨你，我自一襲紫衣翩
翩，貴不可言，妙不可言。
我們市植物園裡的紫荊，是北方常見的綠

化樹種，路旁綠化帶、小區花壇裡、溪流河
岸上多有種植。事實上，紫荊花兒有兩種，
還有一種叫「洋紫荊」。洋紫荊南方多見，
北方極少，它的花期長，花朵大，多數呈紫
紅色或淡紅色，也有白色變種。洋紫荊花開
五瓣，花瓣兒徐徐綻開，如蝴蝶展翅欲飛，
靈動可愛。201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二十周年，香港郵政部門推出精製套
裝《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郵票珍品。我去郵
局的時候，看見有人購買，心下一動，當機
立斷買了一套郵冊，送給了閨蜜阿梅。阿梅
是初級集郵愛好者，這個時候投其所好，好
比是雪中送炭，她自然是喜不自勝。她瞥了
一眼郵票上的紫荊花造型，皺眉問我，看上
去怎麼不像，這是我認識的紫荊花嗎？我
說，那是香港的區花——洋紫荊，不要傻傻
分不清哦！
「永遠盛開的紫荊花」是香港繁榮昌盛的

象徵。香港金紫荊廣場，是為紀念香港回歸
祖國而設立。1997年7月1日，中央政府把
一座金紫荊銅像贈送香港政府，恭賀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這座六米高的紫荊花雕塑矗
立在廣場上，金光閃閃，熠熠生輝，銅像名
稱就叫「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香港紫荊
花，幽香淡淡，氣質如蘭。大約100多年
前，英國侵略者進攻香港，勇敢的香港人團
結一致，激烈反抗。無數先烈在浴血奮戰中
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人們把先烈們合葬在桂
角山烈士陵園。後來，在英雄的懷抱中，長
出一棵開着紫紅色花朵的樹，就是紫荊樹。
紫荊花，既然受了烈士鮮血的滋養，當之無
愧就是「英雄的花朵」。
歌唱家宋祖英嗓音甜美，清亮婉轉，她的

一曲《紫荊花開別樣紅》，給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祖國是個大花園，千花萬朵各不
同。百花盛開春滿園，紫荊花開別樣紅」，
歌詞中讚美的紫荊花，無疑是高端大氣的洋
紫荊。其實，不管是北方紫荊花還是南方洋
紫荊，它們花形和樹形雖有不同，內涵卻是
一樣豐富，都預示着紫氣東來，四季祥瑞。

紫荊花開別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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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公園推動環境保育，出現好多木做成的動
物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