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進世界盃（二）

中秋節遐想
每年中秋節都有
許多遐想，尤其身

處異鄉無法與親人團聚時，從心底湧
出的強烈思鄉情，彷彿能夠蝕骨銘
心，教人日漸消瘦。
中秋節時葉落紛紛，太多的葉隨秋
風遊走，無法與枝和幹過一個團圓的中
秋。人也如秋葉，在人潮人海中浮沉起
伏，生活的浪頭洶湧澎湃，打散了多少
人團聚的心思。但願每年的中秋節，能
夠秋風暫歇，能夠風平浪靜，能夠闔家
團聚，能夠其樂融融。年邁父母的白髮
如中秋枯草，在秋風裡搖曳，多像召喚
親人的手勢，他們臉上的皺紋，年復一
年又加深很多，這些令人心疼的歲月的
溝壑，隱藏着多少艱辛與思念。
中秋節本是醫治思鄉病的良藥，卻
總有人在佳節之際加深病情。年幼孩子
自然不知歲月愁苦，他們可能在節日裡
歡呼，在秋風裡嬉戲玩耍。人生就是這
樣，年少的歡樂可以抵去年老的哀傷，
孩子的蓬勃朝氣也可以抵消令人難以忍
受的老氣橫秋。人們總能找到一個平衡
點，一個生活的平衡點，一個情感的平
衡點，中秋節就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平衡
點，但願這個點足夠堅固。
回首過去，度過了很多中秋節，有
幸福甜蜜的中秋節，也有苦澀分離的中
秋節。人們無法記得每一個中秋節的細
節，卻能記得過往的幸福和溫情；人們
忘卻了諸多遺憾，卻堅信那些美好的心
願一定會達成。每年中秋既相似又不
同，人們從年幼無知到閱盡人生，隨着
年齡的增長，中秋節也在悄然發生着變

化，這既有時代發展的變化，也有心理
成長的變化。中秋是一年當中最好的時
節，既不炎熱也不寒冷，天高雲淡瓜果
飄香，就像人到中年，四十不惑，頓悟
了許多問題，再沒有那些不靠譜的想
法。人與節日的經歷相似，自然能引起
心靈的共鳴，中秋節是歷經炎夏後的休
整，中年人是經歷溝溝坎坎後的平復，
此中相互理解的感覺奇妙極了，可惜不
到年齡不懂。
每年都守着一輪明月過中秋，人們
給自己的生活找出各種參照物，為的就
是讓每一天每一年都過得不一樣。今年
的月亮還是去年的月亮，它的變化微乎
其微，可是在人們眼中，月亮也在成
長，也在成熟，也學會了戀愛與思考，
學會了憂傷與快樂。七情六慾是很神奇
的感覺，說是說不好的，希望月亮也能
夠去自我感覺。
人們喜歡賦予月亮以神奇色彩，才

有眾多的神話傳說，這也是排解消極情
緒的好辦法，也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
種上一棵希望的幼苗。每個人都希望自
己是神話中的人物，擁有無與倫比的大
神通，這樣就可以過一個隨心所欲的中
秋，就可以與親人長相廝守。
中秋節時想法愈多，說明對人生對

未來愈充滿希望。可月有陰晴圓缺，人
生不可預知，未來充滿各種可能，需要
每一分每一秒去體驗，這才是人生的奇
妙之處。
中秋節只不過是一個節日而已，只

代表着一天的心情，好也罷，不好也
罷，還有許多精彩的日子在等着。

世界盃足球賽，是
全球電視收視率最高
的項目之一，尤其是

當自己國家的球隊能夠進入決賽周，當
地觀眾就會全城投入，瘋狂慶祝，可惜
香港代表隊至今還未試過進入世界盃決
賽周；話雖如此，但每屆電視台的世界
盃報道，其規模就好像香港隊已打入決
賽周一樣，作全方位採訪報道，這就看
出了香港觀眾對足球的熱愛了。
香港電視台的報道，通常是會追訪當
時香港球迷熱愛的國家球隊，如巴西、
阿根廷、英國、荷蘭、西德（現今
德國）、意大利、法國等等。記得1986
年墨西哥世界盃，TVB派出外景隊，但
因資源有限，未能對每一隊進行採訪，
除了拍攝一些花絮，就只能報道在墨西
哥城附近的球隊，而當屆我主要工作是
負責52場波直播及剪輯每場精華給亞洲
廣播聯盟會員國家轉播，雖然精彩，但
略有遺憾未能帶觀眾置身其境。
到1990年意大利世界盃，我負責世界

盃前奏節目《進軍意大利》，到意大利
羅馬拍攝當地世界盃準備情況，訪問意
大利足總、球員及一些市民，了解他們
如何迎接世界盃；往意大利前，有朋友
提醒說意大利治安不好，萬事要小心。
我在羅馬拍攝了一些有關世界盃外景，
留了四日，便回香港了，其間並無遇到
朋友提醒治安的問題；而其他同事則繼
續留在羅馬拍攝《寰宇風情》旅遊節目
（這是電視台的習慣，「一雞多吃」，
可省回機票錢），但我一到達香港回到
公司，就收到消息，留在意大利羅馬的
攝影隊給當地賊人搶去了攝影機，不止
30多萬港幣的攝影機沒有了，一班同事
沒有主要器材也就開不到工，最後公司
需馬上派專人把攝影機送過去給他們才
可繼續工作，而當時負責送攝影機過去

的同事就原機「遣返」回港了。
直播世界盃對我們而言是最辛苦

的，通常要留在電視控制室8至9個鐘
頭，因為一晚要直播2-3場賽事，而場
與場中間就會安排一些本地足球專家、
教練、球員等等講解賽事，增加資訊
性；另外為了加強娛樂性，還會邀請一
些藝員同事或一些電影界的知名人士一
齊「講波經」；通常在世界盃期間很多
人都變成了「足球專家」，而這段時間
的收視也不錯。經過多次經驗我發現，
原來有很多觀眾，是喜歡聽他們一班藝
人講波經；雖然他們並不是足球專家，
有時更「亂講說話」，但這樣可能更近
似觀眾自己與一班朋友相約在家睇波的
感覺，從而吸引到他們觀看；不過亦有
些觀眾會批評，為什麼找一些完全不認
識足球的人士去講波呢？但我的處理方
法是在比賽時全由足球評述員或球員去
評述及分析，其餘沒有比賽的時間就交
給一班藝員等去討論另類波經，我的用
意是希望提高節目的娛樂性，這樣就能
吸引一班不是球迷的觀眾也一起收看。
相信各位球迷都試過觀賞直播賽事

時，受廣告「干擾」的不快，下次會討
論香港電視台何時在直播足球時不加插
廣告。

香港是近代中國的奇
跡，是中國一扇彌足珍
貴的窗口，經過英國人

殖民155年，我們擁有東西方文化精
髓，這百多年來，說得上，我們秉行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除了小量的
外籍人士外，大部分都是南來的中國
人，我們有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有
西方現代文明的法治精神。
香港臨海，高樓大廈的腳跟就是大

海，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優良海港－
維多利亞海港，據聞當年1840年英國就
是看中這個深水海港，既可吞吐躉船，
又可容納潛水艇。
香港沒有兩大天災，沒地震，沒海

嘯，卻有三大寶藏，有天然的地理優
勢，是自由貿易港，匯聚了世界各地的
資金和精英人才，這是香港先天財富加
上市民勤奮務實的成果，可稱得上是舉
世無雙的一顆東方之珠。我們到了國
外，當你說︰「我來自香港！」那是一
句底氣十足的回應，以做香港人為傲！
我特別喜愛茶餐廳，香港東西文化在

這裡表露無遺，茶餐廳有中餐有西餐任
你當下憑喜好挑選，除了有咖啡有絲襪
奶茶，還有鴛鴦。如果有人問我︰「香
港什麽最多？」我會說︰「人，最
多！」香港，無論你走在哪裡，或坐或
站或行，到處都是人！但是啊，現在

呢？海洋公園沒有人，餐廳酒樓如骨牌
效應陸續倒閉，商場空蕩蕩。外國遊客
不敢來，內地自由行也拒絕來，本地人
不敢出街以免惹上無妄之災！電視新聞
報道，「夜晚情況不斷擴散，蔓延到尖
沙咀、旺角、太子、黃大仙各港鐵站，
沿途破壞港鐵站設施。港鐵宣佈：荃灣
線及觀塘線，兩線全面停駛。」有暴徒
示威者之後竟然破壞中環港鐵站，看着
熊熊燃燒的火焰，我的心在滴血，我的
眼在淌淚，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啊！
特首已嚴正宣佈正式撤回《逃犯條

例》修訂草案，她今次說得很具體，即
在立法會復會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必
會按議事程序撤回有關草案。這次不是
壽終正寢，而是入土為安。我盼了很久
的「平衡點」，終於出現，這意味着什
麽呢？意味香港最壞的情況將會過去，
局勢會很快平復。祈願天祐吾土吾民！

盼香港局勢盡快平復
連續兩個星期的周末，出席朋友

在尖沙咀的壽宴和婚宴，尖沙咀是
暴亂「高危地段」，主人家的喜宴

都是半年前或一年前所訂，不能說取消就取消。
因為是朋友的喜事，「高危」仍是要前往道賀的。

我們都有預算，萬一宴會進行中遇上暴亂，頂多租住
宴會酒店過一晚。
朋友壽宴的前一天，尖沙咀正是打到七彩，當晚該
區的宴會真的全部取消了；倒是擺壽宴當天，暴亂者
去了堵塞機場，尖沙咀「高危地段」無端得個太平盛
世，壽宴主客無驚無險，盡興而歸。
出席另一場婚宴也是在周末的尖沙咀，太子、旺角

是戰場，港鐵封了幾個站，尖沙咀仍有一段距離，婚
宴如常進行，宴會期間，賓客無不留意事態發展，主
人家到敬酒環節，舉杯「飲勝」之聲不絕，觥籌交錯
之際，突然有賓客報料「已經打到佐敦了！」氣氛一
下子緊張起來，大家都擔心堵路、封站，紛紛提前離
席。一時間賓客走了一半，對主人家雖是掃興的，但
也體諒；「戰地」婚宴得以完成，當然更多是感恩。
生活還是要繼續下去的，中環站被打個稀巴爛，站

外火光熊熊，固然令人驚心，但翌日的中環金融地
段，卻是運作如常，港鐵站復開，好像沒事發生過一
樣，沒有被暴亂打亂節奏。
說到這裡不能不讚揚港鐵員工，他們被暴亂者包

圍，語言侮辱，激光照射，車長被毆，但他們憑着專
業精神和承擔感，把屈辱安危暫且放下，讓港鐵能在
短時間內修復重開，保證了社會運作，他們都是可敬
的人。正是可敬的人不少，我們有理由相信，香港雖
然前路艱難，還是有希望的。

「戰地」喜宴

白居易說荔枝一日
色變，二日香變，三

日味變，三日過後色香味俱變，月餅不
至於期限那麼短，但也肯定十日色變廿
日香變了吧。所以當月餅廣告開始鋪天
蓋地在電視報章出現時，我必然第一時
間就先買了自己心愛的蓮蓉，不然農曆
七月推出市面的月餅，等到八月十五中
秋才吃，哪還保得住色香味？月餅，還
是中秋前吃才好滋味。
可是今年最愛那一家的蓮蓉，舌尖
評價也跌分了，不是老餅家水準下降，
而是情有獨鍾，多月來已迷上另一類似
迷你月餅的「榴槤餅」了。
一向至愛榴槤，可是與榴槤有關的
餅類從來看不上眼，只是偶然一次客從
故鄉來，送來幾袋包
裝耀眼的「榴槤
餅」，姑且一試之
下，竟然發覺與其
它榴槤餅類有所不
同，意外驚喜在還
不是香港製造的，
是佛山地道家鄉產
品，從外觀悅目的包
裝到品質，想不到已

百分百現代化。
想起佛山，就喚起回憶：小時寄居
佛山外婆家，外婆經常買來當地的盲公
餅/鹹切酥/崩砂/雞仔餅……可真吃過
不少，比起來，那年代吃着這些零食，
就比起今日孩子們乾啃薯條更加津津有
味，跟父母輩談起上述幾種餅食，原來
最初還是來自佛山。以當地餅家一百幾
十年精益求精的傳統經驗來說，後代傳
人別有心思，今日製造出來的新產品，
自必然更富時代口味。果然，當打開其
中一枚獨立包裝的「榴槤餅」，輕咬一
口，薄薄奶油色餅皮緊包住的鬆軟果
餡，已散發出陣陣榴槤清香，封套上大
字清楚註明上市日期，七十五日保鮮，
如果接近包裝日期的話，還帶有流沙般

的質感，傳統厚皮蓮蓉月
餅，便很少有這樣的口
感。
今年中秋吃餅，嘗試新

口味，在月餅盤裡，就少
不了多添幾個比月餅更像
月餅，卻不以月餅為名的
「迷你月」了。迷人在還
帶有月是家鄉明的「鄉土
味」呢！

來自佛山的「迷你月」

算起來我的小花園已快
十歲了，在近十年的種植

過程中，它和人一樣，漸漸地有了自己的風
格。其中也有石頭的一份功勞。
因為住得離河邊近，我每次出去散步，都

會順手帶幾塊鵝卵石回家，那些形狀各異，
大小不一的鵝卵石散亂地擺放在花園各處，
日子久了，一些栽植得比較低矮的植物的蔓
藤爬上去，便使得整個花園有了一股充滿生
機的野趣。
我不喜歡收藏東西，但不知怎麼回事，有

一段時間家裡的石頭忽然多了起來，有自己
外出旅遊帶回的奇形怪狀的石頭，也有一些
是親戚朋友送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黃蠟石。
家裡擺不下了，便把一堆大大小小的黃蠟石
搬到花園裡，丟在那些鵝卵石之間。我以為
所有的石頭都一樣，本來就是天地孕育出來
的，自然經得起風吹日曬雨淋，於是把收藏
石頭頗有心得的朋友曾經傳授的要給石頭打
蠟上油的經驗拋到腦後，任由石頭在花園裡
平等地享受自然的一切。

後來有新認識的朋友到家裡來玩，轉悠到
花園裡，看見被我隨意放在各處的黃蠟石，
直呼我是「富婆」。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
黃蠟石就是「黃龍玉」，有一陣子黃龍玉原
石和它雕琢出來的飾品、擺件在玉石市場也
被賣起了一定的價格。一時間，我的小花園
前所未有地熱鬧起來，大家都擠進去研究起
那些「黃龍玉」的純度，又拿了小電筒一塊
一塊地翻來覆去地研究它們究竟有多
「透」，然後又七嘴八舌地談論起那些石頭
的價值……
如此一來，我很難不受影響。朋友們散去
了，我又一個人呆在花園裡，看看這塊石頭，
看看那塊石頭，便財迷起來，做了很荒唐的舉
動，把一些看起來真的很透很潤的黃蠟石搬進
屋裡，加了幾分小心收藏起來。有長得好看
的，還給配了底座擺在客廳顯眼處，偶爾也會
給它上點油，像收藏家朋友教的一樣「養」起
來。
一日在客廳搞衛生，拖地的時候，長長的

拖把桿不小心撞上那塊被我擺放好的石頭，

石頭落地，因為結實，非但自己無事，還把
地上的瓷磚砸出一條裂縫。這一下便平白地
惹出了煩惱：早已裝修好的房子換瓷磚實在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忽地想起來從前在書上看過的一個故事，

說的是有位老先生天天坐在自己家門口，悠
然自得地用一把紫砂壺喝茶，喝的年月長
了，紫砂壺被他在手中摩挲得油光發亮，有
識貨的人士經過看到，說他的紫砂壺是寶
貝，起碼價值幾十萬。結果老先生再喝茶的
時候，每天看着自己手中價值幾十萬的紫砂
壺，不由得多了幾分小心，再也沒有之前那
種悠然自得的心境。故事的最後，老先生終
於把那把壺摔碎了，重新換了一把普通的新
壺喝茶，又尋回了以往那種悠然自得的心
境。
請工人來把瓷磚換掉之後，我又把那些被

我小心翼翼地搬回屋內的石頭搬到花園裡，
仍是隨意地堆放在花前、盆下，卻覺得它們
看起來前所未有地順眼，有了「心中的大石
落了地」的感覺，人也變得輕鬆起來。

石頭落地最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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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如玉的一輪圓月高
懸中天，悠悠然俯視着
人間萬家燈火。沐浴在
如水般的月色裡，遐思
慢慢打開。想像豐富的

晉代傅玄在《擬天問》中說：「月中何
有？白兔搗藥。」《淮南子》言：「月中
有桂樹。」到唐代，段成式則演繹出吳剛
在月宮砍樹的故事。每年中秋時分，月亮
裡的桂樹和月兔隱約可見。
「月似圓盛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

稜」、「皓魄當空寶境升，雲間仙籟寂無
聲」，賞月的清光麗景，真如一幅入境之
畫。因月亮的無限風情，李白有了「舉頭
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張九齡有了「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王安石有了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蘇軾有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
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歡離
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
長久，千里共嬋娟」。
「千里明月寄相思」，人們把圓月當作

親人團圓的象徵，另外月亮還蘊涵着兩兩
相望的情感寄託。李白《月下獨酌》「舉
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把明月當成友
人，邀月下來一起飲酒，幻化出月、影、
人複雜多變的感情。「今人不見古時月，
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
明月皆如此」，千百萬年來，月亮盈盈缺
缺，涓涓流年，兀自逍遙；不妨釀一杯清
酒，慢慢啜飲，這樣詩與月亮都醉了。
中秋晚上，我和妻子、孩子去散步。路

上人很多。月亮很大、很圓，但我發覺幾
乎沒有人在盡情賞月。心底裡多麼渴望，
有許多人像看流星雨一樣注目月亮，並對
月亮發出驚嘆。有時，人們只是匆匆瞥一
瞥，便把目光移去了。如今，看月的詩
意，真的遊走了嗎？
說實在的，賞月亮只是中秋的配角了，

吃月餅才是主角。在去年的中秋節，內侄
家四歲的小家伙，畫意大發：「媽媽，我
送您一個紙月餅？」媽媽搖頭：「不，不
是月餅，是月亮。」 小家伙堅持：
「不，八月十五吃月餅，不吃月亮，我要
畫月餅。」是的，八月十五不「吃」月

亮。那，別的什麼時候，你「吃」過月亮
嗎？對於月亮，現在有誰像李白、杜甫那
樣——真正動情地把月亮「吃」到心裡去
了？一輪明月，一地清輝，什麼時候被人
們懈怠了呀？
月亮光華萬丈地懸在天上，靜靜地像訴

說什麼。繁忙的都市生活，讓多少人丟掉
了賞月的生活……即使我們有閒暇，也多
是談這說那，或刷手機屏；即使我們在散
步，也不習慣抬頭注目那一輪明月。
就像不再專注欣賞久違的藍天一樣，很

多人也不去靜靜地凝望月亮。天上的月
亮，是那樣包容、意味深長，你的內心為
什麼沒有意味深長地去包容一輪月亮呢？
很早的時候讀過一首詩，說是「握住月亮
的手，一股清涼上心頭；貼上月亮的臉，
就像左臉挨右頰。」也許，只有內心豐富
並且執着的人，才擁有這種感覺。
但是，月亮畢竟是普天下每一個人的。

對尋常的窗前月，熟視無睹，不解風情，
是不是我們的心太急功近利了？也許，我
說得重了。有些人，不是不喜歡賞月亮，
是怕人家笑話自己：賞月的人太酸、太
迂。可賞月就像種蘭，要的就是縷縷暗香
襲來、悠悠清氛伴左右；凝聚着的就是靜
靜蕩漾、無盡無止的心氣呀，你到底在乎
什麼呢？
月亮的美麗，也許不如歌詞裡唱的那樣

美。但，那種心靈的會意，的確是——需
要定睛、聚神去發現的呀……單薄的清
輝，讓人將她誤解成明亮。可月亮常常變
化，某一時段，她像剛剛出浴的美人一
樣，嫵媚而新，她的光芒也許乾脆地傾向
於流瀉了。而月亮的那種寂靜，聽不到一
點點的聲音，像井井有條織着的網，在夜
裡靜靜地鋪着。
尋月、賞月，真的要有清風明月之心。

有不在少數的人，很少注意天上的月亮，
很少留意地上的月光。用目光摘下一個月
亮來，用心聞着，似乎只能是詩境了。可
詩境，也是從凡境中來；那麼，你現在就
來做一個看月、賞月的人吧。看呀，你的
身上，幾乎惹上了月光的一點點光亮了。
有這樣的情趣，你怎麼會不開心呢？
海邊的潮水，漸漸淡了。看着、想着，

幾乎不能設想，月亮秀美的身軀，曾經牽
引了這麼多的海水和能量。無數的咆哮吶
喊，怎麼也撞不開嫦娥緊閉的門窗。有月
亮的晚上，把晚上的雜物，照得清清朗
朗，一庭如水的清涼，一定是她偷盜了大
海的安詳。月亮玩弄洶湧波浪，光暈卻是
淡淡黃黃。
真不能設想，嫦娥有時喝茶，有時還偷

偷飲酒。月半彎，月上弦。是嫦娥你在笑
嗎？一行大雁上坐着個李白的模樣，玉宇
瓊樓風過耳，看花瓣微微收攏，聽海水抱
怨無常。海風鼓蕩。夜深天涼，是月亮導
演了海水的起起伏伏、潮湧潮去，曾讓多
少人黯然心傷。在有淡淡月亮清輝的晚
上，一個、兩個、三個，大家細細打量走
過的來路，一邊默默領受，一邊學會堅
強。
從前有個女人，每一根頭髮裡都生出了

眼睛；她提着月燈，去看樵夫的夢。輕敲
木門，卻震落髮上的明眸亮睛。女人的明
眸亮睛倏地飛上了夜空，變成了滿天繁
星。樵夫被夢驚醒，推窗看見，月亮站在
西邊的屋頂。夜色就這樣把神秘填平，月
光藏着風情。樵夫站在星星下面，看着織
女星凝望銀河的對岸，寂寥之中是心的天
籟寧靜。月亮漸漸爬上了千山之巔，樵夫
的夢，慢慢追上月亮的行蹤；坐在青雲
上，手搭涼棚。他看不見月亮的眼，那竟
是一個女人嫵媚的臉。
長久地賞月，能帶給人無限遐思。月光

純潔透明，不斷賞讀它，會感覺到心靈的
純淨和想像的神奇。月光下，人不僅看得
見林中的霧靄和江水的悠遠，聽得見鳥啼
和蛙鳴，而且月光下的思緒也變得晶瑩無
比起來，甚至能彈奏着獨特韻律。月光讓
大自然的美與人的遐思融合在一起；月亮
冉冉升起，月下飛來一隻隻蝙蝠，靈感就
在這個時候誕生。
人活在世上，心靈不免會出現煩亂，而

賞月確能為你尋找一片寧靜、恬淡的心
境。正因如此，蘇軾的內心才時時擁有月
亮，認知變得深邃達觀；他深深懂得，
月——是精神的影像，充滿着膨脹又收斂
的心弦。今夜明月人盡望，冷露無聲濕桂
花。好美、好美啊！

賞月遐思
■攝於1990年意大利足總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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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天祐吾土吾民。（攝影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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