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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那一抹鄉愁難忘
宣傳文體部 王新榮

平地一聲唱，贏得滿堂彩。2019 年歲末年終，
在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的舞台上，來自粵港澳
三地老中青三代粵劇人同台獻藝、傳唱經典，用
他們共同的行動，紀念粵劇成功申遺 10 周年；用
他們精彩的表演，向粵港澳三地民眾共同擁有的
這份寶貴的文化記憶表達敬畏之心和薪火相傳之
志。坐在台下的我，有幸見證了這一神聖時刻，
看到台上既有年逾古稀、白髮蒼蒼的老一輩粵劇
表演藝術家，又有雖不滿4歲但表演卻有板有眼的
粵劇「娃娃」，看他們一招一式，你來我往，傳
承有序，甚是感人。
眾所周知，被譽為「南國紅豆」的粵劇孕育生
成於廣府地區。在這片「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的沃土上，數百年來，粵劇藝術立足本土，以海
納百川的胸懷，博採眾長，相容並包，自成一
格，創造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的經典劇目，孕育了
許多享譽海內外的藝術家，形成了粵劇獨特的表
演體系和鮮明的地域特色，為世人留下了一筆彌
足珍貴而又不可再生的文化財富。人們常說，粵
港澳三地文化同根同源、源出一脈，其實操着共
同鄉音──粵語的粵劇就是最好的明證。從更加
私密而獨特的個體經驗出發，以粵劇而言，其一
腔一調，一笑一顰，就不僅傳唱着三地人共同的
鄉音，更是承載着粵港澳三地民眾割不了、扯不
斷的鄉情和鄉愁。我是北方人，祖籍山東，從小

是聽着呂劇和茂腔長大。北方的劇種，聲腔渾
厚、高亢，與小橋流水、清婉巧麗般的廣府粵劇
多有不同，我來港多年但很少有機會聽到，只是
在有一年的香港中國戲曲節上，曾經眼見一次山
東呂劇院的表演。每當熟悉的鄉音一出，鄉愁便
會油然生來。不思量、自難忘。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行路匆匆，聚散無常，
多少人，多少事，轉念之間，已成過往。但鄉愁
彷彿是個例外。無論你離開了多久，走了多遠，
這份情愫還在那裡，如陳年老酒，歷久彌香，咂
之回味綿長。如若不然，試問泱泱中華上下五千
年，又怎會留下那麼多動人的思鄉詩篇和感人的
家國故事？鄉愁，是一種看不見、摸不着，時不
時不期而至而又讓你猝不及防的情感記憶。它質
樸無華，跨越千年而又亙古不變。在中國最早的
詩篇裡，鄉愁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的淒迷，字裡行間彌漫着一股濃
得化不開的情思，含蓄雋永，味之不盡。後人曾
將這四句詩譽為《詩經》裡最好的詩句，難道不
正是因為詩句裡既飽含着淒淒的鄉愁，又彷彿道
盡了個體生命的終極寓言嗎？在古人眼裡，鄉愁
還是「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濁
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的無盡思鄉之
情，也是「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風一
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的
人生惆悵。而在現代詩人余光中的筆下，鄉愁是
一枚小小的郵票、一張窄窄的船票，也是一方矮
矮的墳墓、一灣淺淺的海峽。詩人在這頭，故

鄉、故人在那頭。由此看來，無論古今，說起鄉
愁，無不寄託着對故鄉和故人的思念，無不浸潤
着對鄉音和鄉情的無比親切感。
鄉愁，還是一種人與人、人與地之間的情感鏈
接，從中可以辨識一個人，知其由來和本根，它
是一個人賴以存在的內在文化因子。在高度城市
化、快節奏，無面相又冷漠化的後工業社會，開
始有越來越多人迷失在毫無生命與個性的鋼鐵叢
林中，失去存在感、歸屬感、身份認同感，正是
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中弄丟了這份最初的、也是
最不該泯滅的精神圖騰和生命印記。因此，我常
常覺得，尋覓並保住這份記憶，呵護並傳揚這種
鄉音、鄉情與鄉愁，對於當下的你我來說，是何
等的彌足珍貴。對於這樣的社會倡議或行動，我
亦心生敬意，並樂意參與其中。
以粵劇而言，過去的一年，我欣喜地發現香港
的粵劇生態正在日益好轉──特區政府不斷加大
粵劇發展基金的投入和對業界的支持力度；新落
成的西九戲曲中心專門為粵劇保留了一個茶館劇
場；新光戲院、高山劇場、油麻地戲院，粵劇演
出從未間斷，粵劇新秀演出系列繼續挖掘並推出
粵劇新人。去年歲末年終之際，由香港教育大學
粵劇傳承研究中心和西九戲曲中心聯合主辦的粵
劇與傳統音樂傳承國際論壇，來自粵港澳三地甚
至海外從事粵劇研究與傳承的學者濟濟一堂，共
同為粵劇發展問診號脈、出謀劃策，為粵劇教育
與推廣、良好市場生態培育鼓與呼……過去的一
年，粵港澳三地以粵劇為「紅娘」，相互之間的

■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 香港文匯報資料圖片
交流愈益頻繁，成果愈加豐碩。我們曾帶着香港
八和會館的粵劇同仁赴廣州、佛山交流，在廣東
粵劇院、紅線女藝術中心、粵劇藝術博物館、廣
州戲曲職業學院、佛山粵劇院等地，港粵兩地的
粵劇人同台獻藝、同場交流切磋，不亦樂乎；在
粵港澳三地粵劇粵曲比賽現場，香港青少年粵劇
「新苗」當仁不讓，連創佳績……如今，在粵港
澳三地政府、業界與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下，粵
港澳大灣區粵劇藝術發展聯盟業已成立，一個個
具體的粵劇合作項目、一項項事關粵劇發展的行
動計劃正逐步落地、落實。粵劇，這一承載着粵
港澳三地民眾共同文化記憶和鄉音鄉情鄉愁的傳
統劇種，得以代代相傳。三地粵劇人亦因之惺惺
相惜、心心相繫並緊緊相連。何以快慰人心並昭
告未來，我想，這就是我們對待這份鄉愁應有的
姿態。

2500 元學津派表 最快 4 月收錢
家長填表交回學校 全港約 90
90萬學生受惠
萬學生受惠

特區政府去年8月公佈191億元紓困措施，包
括2019/20學年為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提供一
次性2,500元的津貼。教育局昨日公佈，會透過學校
向家長派發「學生津貼」申請表格及核實學生身份，

教育局昨日亦向所有中學日校、小學和幼稚園
發出通函，提醒學校今日起可到所屬區域教
育服務處領取申請表格，特殊幼兒中心及職業訓
練局則可到教育局特別職務辦事處領取。

家長填妥表格後要交回學校，校方則會於2月14日或
以前提交教育局，預計可於收到申請後約6星期開始逐
步透過銀行轉賬發放津貼，全港約90萬名學生受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2500

不包括夜校生自修生
教育局發言人指，這項學生津貼不設資
產審查。所有在申請日在香港就讀於提供
本地或非本地課程的中學日校、小學和
特殊學校（包括公營學校、直資學校、
英基學校及私立學校）及幼稚園（不論
是否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學生皆
可獲得有關津貼，但夜校學生、自修
生、持學生簽證來港就學及持有入境
事務處發出擔保書（坊間一般
稱為「行街紙」）的學生不符
合資格。
■教育局昨日公佈，會透過學校向家長派發「學生津貼」申請表格及核實學生身份。圖
發言人續指，局方考慮到部 為學生放學情況。
資料圖片
分學生理應符合上述條件但因
特殊情況而入讀其他課程，所以確認 3 類
發言人並表示，現階段申請人毋須提交其他文件，局方會盡量善用內部
學生亦符合資格獲得這項津貼。包括在有 資料進行核實工作，有需要時才要求申請人提交其他文件。由於家長一般
關學年的 9 月 1 日年滿兩歲 8 個月因有特 擁有本地銀行戶口，局方會透過銀行轉賬向家長發放津貼。
殊需要而入讀由社會福利署資助的特殊幼
教育局通函亦提醒學校，如個別學生未能在指定限期前提交申請，學校
兒中心的兒童；就讀由教育局資助的全日 可分批將已填妥的表格及「通知書 」交回；如有學生於 2 月 14 日後但在 6
制啟動課程的新來港兒童；就讀職業訓練局為中 月 30 日入學（例如新來港兒童），仍可申請這項資助，但如有關學生屬轉
三離校生而設的全日制課程的學生。
校，他們只能在原校或新校申請這項津貼。
另因應行政長官在 2019 年施政報告建議，有關津貼將會由 2020/21 學年
現階段毋須交其他文件
起恒常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政府將於下月底
公佈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正密鑼緊鼓會晤不同政黨及人士聽取意見。他
昨日表示，由於本港財政面對赤字情況，並形
容今年編制預算案時難度高、壓力大。被問到
會否全民派錢，他表示坊間對此有正反兩面聲
音，目前仍在考慮中，並強調須謹慎處理。
陳茂波昨日在一個經濟論壇上表示，去年本港
經濟受中美貿易談判、英國「脫歐」等因素影
響，表現相對比較悲觀，加上持續多月的社會事
件，預計2019年全年經濟增長會錄得負1.3%，
將會是10年內第一次錄得負增長，並預計今明兩
個財政年度均會出現赤字，估計今個財政年度不

會超過本港GDP 3%的水平，即不多於700億元
至800億元。他承認面對財赤，在編制新年度預
算案時難度高、壓力大，但強調在經濟環境差的
情況下，政府不會縮減服務，並希望善用財政儲
備，做一些逆周期的措施支撐經濟，具體措施會
留待新一份預算出台時公佈。
在論壇上被問到會否考慮全民派錢，陳茂波
說，支持和反對意見也有，有人認為今年社會
氣氛不好，應派現金令大家開心一下，但亦有
人說不應該派錢，因資源應落到最需要的人手
中，他仍要思考，強調須謹慎處理。

若每人派萬元 赤字料過千億

港鐵專家：月台「蜂巢」無礙石屎強度
沙中線聆訊

沙中線項目紅磡站擴建部分及其鄰近
的建造工程調查委員會昨日繼續聆訊，
由港鐵委聘的獨立結構工程專家 Mike
Glover 繼續作供。對有報告顯示東西走
廊月台石屎層板有 19%出現「蜂巢現
象」， Glover 表示情況並不理想，認為
其成因主要屬非常差劣的手工所致，但
裂痕及「蜂巢現象」已進行修復，對混
凝土強度沒有大影響。
Glover 在庭上續指，在東西走廊月台石屎
層板底部 3 米的位置，亦有出現「蜂巢現

象」，但其主因為石屎缺乏流動性，層板當中
的鋼筋間距過少，太過密集影響混凝土流動導
致裂縫出現「蜂巢現象」，但當蜂巢問題完成
修復後，便不再影響石屎強度。

列車不會高速撞坑槽牆
對混凝土強度的問題，Glover指出，石屎強度
增加如拋物線，石屎初時會愈來愈堅固，強度會
加強得快，之後趨平穩，但強調不會下降。
是日聆訊還關注到紅磡站列車停放處用以保
護出軌列車的坑槽牆（trough wall）的安全問

「坊間有建議每人派一萬元，這很輕易就要
花上 600 億元至 700 億元，再加上原本已有的
赤字，很容易就有過千億元赤字，這個是否大
家都能接受的水平呢？我們亦要明白很多國際
評級機構、智庫都在看着我們，我們的財政穩
健，亦是他們考慮的因素，如果評級上有負面
影響，亦會影響企業借貸，所以這方面我們非
常謹慎。」他說。
對有人提議發消費券，陳茂波認為，需要
考慮行政費、防偽等問題，不希望擾民，加
上台灣、日本曾經試過，刺激經濟的效果不
理想，因此他仍在思考中，強調並不容易決
定。
題。政府早前委聘的結構工程專家劉志宏作供
時指，坑槽牆因鋼筋未有妥善接駁螺絲帽，未
能承受列車出軌時的衝擊。
Glover 則表示，當信號系統運作正常，列車
到達停放處時已沒有乘客，會以慢速駛入，不
會「高速撞向坑槽牆」。
被問到若車長突然轉線，或會造成衝擊，
Glover 指，列車車長不能自行轉向列車，由信
號系統決定路軌、方向，信號系統正常時，不
會以正常速度撞向坑槽牆，並認為坑槽牆沒有
安全問題，但同意該些鋼筋未有正確扭入螺絲
帽做得不理想，及認同鑿開坑槽牆石屎檢查會
較有保障。
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暴亂挫消費信心 港指數四地包尾

全民派錢無共識 財爺：須謹慎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
京報道）兩岸暨港澳消費者信
心指數昨日發佈。統計數據顯
示，2019 年第四季度，香港在
兩岸四地中的指數最低，以 200
為滿分，香港只有68.7，雖較上
季顯著上升 30.1%，但按年仍下
降 14.9%，是該指數自 2008 年
第四季度開發以來的第二低水
平。
有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暴亂持續令香港經濟下滑，對
商業活動帶來很大打擊，香港
發展需要一個「安靜」的發展
環境。
來自兩岸暨港澳高校統計機
構的調查顯示，第四季度內地
消 費 者 信 心 總 指 數 為 103.1，
澳 門 錄 得 83.9， 台 灣 錄 得
96.46，香港則錄得 68.7。香港
在 2019 年 第 四 季 度 錄 得 的 指
數水平，在兩岸四地中繼續包
尾。
具體來看，香港上季度生活
（消費）狀況分指數大幅上升
了 39.4 個百分點，是升幅最高
的分指數；其次是投資股票分
指數，大幅上升了 38.8 個百分
點；再其次是購買房屋、物價
狀況、就業狀況和經濟發展分
指數，分別上升了 29.6 個、26.2
個、23.5個和22.7個百分點。港

人對購買房屋的信心指數仍是
最低，為52.5，表示港人對這方
面仍最缺乏信心。
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管理科
學系的調查指，與 2019 年第三
季度相比，香港多個分指數都
有大幅上升。但是第四季度香
港所有分指數均在 85 分以下，
顯示港人對各個範疇仍然欠缺
信心。
消費者信心指數滿分為 200
分，指數大於 100 時，表示受訪
者「有信心」，而當指數小於
100 時，表示受訪者「信心不
足」。此次調查，香港城市大
學商學院管理科學系共訪問了
1,002 名年滿 18 歲並在本地常住
的香港居民。

專家：港需「安靜」發展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
院研究員卞永祖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香港連續兩個季度消費
者信心比較低，主要原因還是
暴亂持續令香港經濟下滑，對
商業活動帶來很大打擊。如果
香港的暴亂活動繼續反覆出現
的話，肯定會對香港的經濟產
生長遠的打擊。要恢復市場繁
榮，增強消費者信心，香港必
須止暴制亂，有一個「安靜」
的發展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