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悼陳孟哲先生

外賣不環保
基於政府
的 防 疫 措

施，近期也多買了外送食
物——雖然真的不太環保。
有時候時間不足，我們唯有
在樓下「加餸」，自己帶盒
去，食肆大多會合作的。以下
是一點觀察——樓面的侍應通
常不太介意，但比較麻煩的是
廚房師傅，他們通常都不願把
食物放到盒裏。曾試過看得出
他們故意假裝聽不到指示，結
果我們在餐桌上把已放在膠盒
內的食物，重新「轉移」到自
己的盒裏，再即場退回膠盒，
希望他們洗一洗能重用。侍應
也表示無奈，只能連聲說抱
歉，眼神所示為師傅不合作也
沒有辦法，畢竟他們習慣放進
自己的膠盒，習慣了大小尺
寸，當然不想另外構思怎樣放
進我們自攜的器皿。
燒味部的師傅則較合作，一
來是燒味容易入盒，二來是你
眼睜睜看着他，他也不好意思
不配合，始終大部分燒味部都
屬開放式設計。
當然，有時不方便的日子，

還是要叫外賣速遞。有一次，
我們特意自己去拿（也想可以
換盒），怎料一直找不到該餐
廳，結果唯有打電話去問，原
來那間餐廳在外賣App上用了
另一名稱，我有點生氣問為何
不放外送的餐廳名稱出來呢？
我們找了很久。店員鬼鬼祟祟
說：「我們有兩個名稱！」原
來他們在App裏特意用兩個不
同的名稱，一個放一般日本居
酒屋的食物，一個放便當。
本來做兩邊生意並無不妥，

但他們又新增自取選項，看到
我們不是速遞員有點驚訝，又
不想解釋為何不列明居酒屋正
是該便當餐廳的名稱，真是莫
名其妙。
在此疫情下，若沒有外送，

不僅居家抗疫的人會叫苦連天
（畢竟不是人人有時間煮
飯），也減少了不少臨時職
位。這個新的飲食生態，不知
要維持多久，但最希望還是可
以研發較環保的器皿，減少垃
圾。這一點餐廳和食客也可以
一起再想辦法的，畢竟漫漫長
路啊。

陳孟哲先
生 以 96 歲
（1920-2016

年）高齡逝世，一直想寫一篇
悼念文章。
提起華文文學及星馬文學，
我首先想到的是新加坡出版人
陳孟哲先生。
陳孟哲先生是新加坡青年書
局的創辦人。新加坡「青年書
局」四個字是上世紀三十年代
由郁達夫題的匾。
東南亞有不少老一輩華人，
出於對華文文化薪火的承傳的
執着和堅持，不惜用自己的身
家財產資助華文文化在所在地
區的發展，他們的精神是可佩
的。
陳孟哲先生是此中的佼佼者！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負
責香港三聯書店編輯部的時
候，曾與總經理蕭滋兄赴新加
坡，在彼埠欣遇陳孟哲先生。
陳先生對如何把新加坡華文
文學傳播開去，十分用心，所
以1987年由他支持我們合作出
版一套《新馬文學論叢》。
此後我們合作不斷展開。後
來我主持明報出版社期間，由
陳先生斥資，我們雙方合作出
版了《新加坡當代作家作品
選》。
2006年夏，我訪新加坡時，
就關於港星作家交流訪問計劃

與詩人、原青年書局總編輯原
甸兄協商，並獲青年書局陳孟
哲先生大力支持下促成。（可
惜這計劃只做了一屆，隨着陳
孟哲的老去和逝世告終。）
港星作家交流計劃的主辦機

構，港方是香港作家聯會，星
方是青年書局，每兩年一度由
對方組成作家團到來進行文學
交流。
2007年度，率先由香港作家
聯會邀請6位新加坡作家訪問
香港，參加2006年度的香港國
際書展，並由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明報月
刊》聯合在香港會展中心，主
辦了一次內地、香港及新加坡
三地作家的文學交流，與會的
內地作家是剛上任中國作家協
會主席鐵凝等人；新加坡作家
有原甸、尤今、希尼爾、張曦
娜、丁雲和長瑤，講題是《世
界華文文學大檢閱》。
在會上，我曾指出：「文學

是這次聚會的紐帶和主題。在
這個商品社會，這次文學的聚
會有特別的意義，它彰顯了文
學的厚重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因為我們——來自內地、新加
坡、香港的作家，為了文學的
目的遠道而來，都有一個文學
的使命——為文學搖旗吶
喊。」

（一個高尚的出版人之一）

前「港姐」倡議香港將大麻
合法化，更揚言自己想參選香港
區議員，甚至要以成為立法會議

員為目標等出位言行，引起社會公眾一片嘩然，
齊聲譴責她「毒害」香港市民，要大麻合法
化！？毒品就是毒品，根本沒有討論空間！哼，
開什麼玩笑！
今年因為疫情和「黑暴」肆虐，「港姐」選美

改為網上進行，原定9月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也延
期一年，所以這位前「港姐」倡議大麻合法化的
「癲狂」事件，再度勾起香港市民的回憶，有市
民指那位港姐的荒謬言行，就是要標奇立異，博
出位博眼球，好讓她的「人生」更精彩，故此建
議大家就算想起這事件，都不要說出她的名字，
免得為她宣傳︰「香港小姐的競選口號不是『美
貌與智慧』並重咩！？雖然事件發生在幾年前，
她亦離開了TVB，但很明顯她離開了怎麼連腦
袋也失掉似的，嗚呼哀哉！也許她認為自己有
『美麗』的容貌，足以遮蓋在背後的『魔鬼靈
魂』吧！為自己的『狼子野心』在添磚加瓦，所
謂憐憫別人，都是鱷魚的眼淚。」
與癲狂港姐同期的前港姐表示，當日聽到該言

行，她們都被驚嚇得目瞪口呆，心情像有萬匹馬
的蹄子在呼嘯肆虐，以致塵土飛揚，不禁想問︰
為什麼有些人總喜歡用一個「正面」的人格特質
名稱，去合理化一個錯誤的行為，有錯就改嘛，
人有缺點很正常啊！只是現在香港社會，一旦「歪
論」被美化後，被洗腦後，就永遠不會改了。
另一位港姐就唏噓地說︰「唉！愈沒本事的

人，愈看重面子。」
筆者就認為，她嘛，絕對不會承認這是歪論，如

果問「口若懸河」的人什麼是「毒品禍害」？她，
會是這樣子︰「咳咳……毒品是誰？不認識！」

魔鬼靈魂鱷魚眼淚
安頓好了，我要到青海省省

會西寧隨意逛一逛了！
我計劃先到西寧的清真寺看

看，從酒店出發需步行45分鐘，正合我邊走邊探
索的遊走要求。
首次踏步在大西北城市的街道上，一切都是新鮮
事，我的眼睛耳朵應接不暇了……
西寧的街道整齊乾淨，沿路所見，街道上沒有一
片垃圾，沒有污水，也沒有塵土飛揚，店舖前沒有
丁點雜物。看到西寧的市容，您會同意我的看法：
西寧人的公德心了不起！舉目望去，踏步其上，西
寧讓您舒服自在，安閒暢快。
西寧的街道寧靜安詳，街道上行人如鯽，但卻
鴉雀無聲；原來，西寧人習慣輕聲細語、交頭接
耳式的溝通模式。西寧街道算不上車水馬龍，車
輛倒是有來有往；走在路上，我一直沒有聽到響
號聲，更沒有車輛風馳電掣的呼嘯聲。原來西寧
的人和車都喜歡靜謐恬靜，當您活在其中，您定會
舒心自得，悠然愜意（原來西寧在中國十大安靜城
市中榮列第四啊）。
西寧的人友善而自信，西寧街道上，向人問路、
請人替您拍照，通通沒問題，您一定
得到親切有禮的回應。西寧人是內斂
的，您在他們臉上看不到得意洋洋、
沾沾自喜；他們渾身散發着的是因滿
足而有的喜悅，因盼望而有的自信。
走在西寧街頭上，舉目皆是友善自信
人，讓您滿懷盼望，充滿力量。
我從酒店往外走約10分鐘，前面

有剛下課離開校園的初中生，他們穿
着熒光黃色運動服，信步而走的背影
讓我非常好奇，西寧的少年人是咋樣
的呢？我連忙以短跑速度超越在他們

前頭，然後回頭一一仔細觀察：整潔、自信、朝
氣，他們胸前沒有別着「好學生」的襟章，但他們
風度舉止告訴我：他們都是好學生。走在最後有4
個女孩子，微笑着說着悄悄話，她們青澀中的朝氣
太可愛了，我伸出雙手把她們攔截下來，「抱歉打
擾，請問我可以為你們拍照嗎？」4個13歲左右的
女孩子傻眼了，互看着，靦腆笑着，不知怎辦？
「我很喜歡你們朝氣勃勃的樣子，只是拍一張照
片，好，請4位站好。」拍好了，我趁機問她們：
「喜歡上學嗎？喜歡學習嗎？老師好嗎？同學好
嗎？」她們帶點羞澀低聲說：「很喜歡上學和學
習，老師和同學都好呢！」我說：「那太好了！大
家要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長大為國家效力
啊！」「一定，謝謝阿姨！」
別過生機盎然的少年人，我繼續向着清真寺進
發，途中有一個小廣場，一位爺爺抱着小孫女在乘
涼，爺爺的慈愛和小孫女的天真可愛又留住了我的腳
步。「爺爺您好！您的孫女好可愛！」「謝謝！您來
西寧旅遊吧？」「對，來旅遊的。西寧生活好嗎？您
喜歡西寧嗎？」「西寧生活好啊，安居和順，豐衣足
食，我非常滿意，也很愛西寧。」「那就太好了，請

問可以為您和小孫女拍照嗎？」「可
以，沒問題。」「謝謝爺爺，祝福您健
康快樂！」「謝謝，祝妳旅途愉快！」
踏足西寧後，我才驚覺祖國大西北有

這麼整潔、恬靜的城市，讓我深感欣
慰；而西寧人的精神面貌更讓我深刻領
悟：遊走大地的欣喜愉悅，在於您所到
地方上的人，他們的內在修養、生活態
度，能帶給您對生命的信心和盼望－
這就是每個人生存的力量、喜樂的泉
源……而這一切，在西寧俯拾皆是，令
人獲益良多！

中國四大河流行︰黃河篇西寧之二

姨甥A仔今
年在美國大學

畢業，一早雙親計劃飛去參加他
的畢業典禮，誰想到會爆發一個
全球性新冠肺炎，其弟在另一個
州，雙親飛快地決定叫弟弟趕回
來，A仔因為要考完畢業試才
行，結果畢業典禮取消，雙親也
就取消行程，他一個人無奈地穿
上畢業袍在學校門口影兩幅相，
大學階段也就這樣告一段落！因
為還有一個課程要讀，他只好跟
同學兩個在那邊捱着。這一次對
年輕的他來說是一個很不簡單的
經歷。
作為家長的當然很掛念，看
見美國像癲了似的，人民生命
什麼也不重要，嚴重的疫症政
府不重視，生命如草芥，姨甥
A仔一個人在那邊，無依無
靠，猶幸他的雙親從小灌輸正
確價值觀，兄弟倆雖然在一個
瘋癲的國度，但仍清晰地知道
什麼是黑什麼是白，有着正確
的人生目標和路向，這是我們
所有親人覺得非常安慰的！
A仔月前領養了一隻狗狗，
狗狗是隻大型鬥牛犬叫Kim-
ber，品性馴良，服務自閉症人
士，跟A仔日夜相隨，是很好
的朋友了。不過A仔也準備年
底返香港，狗狗怎辦？A仔爽
快地告訴我，他會把狗狗留在
美國，讓室友照顧，因為室友
一家在那邊，也很疼錫狗狗，
A仔放心的！

我相信男孩子的感情沒那
麼癡纏，也容易放得下。現
今美國的形勢，對在當地的
中國人真不是那麼輕鬆，白
人歧視黑人，黑人歧視別的
有色人種，近月各地不斷有
大型示威，亦有對華人的攻
擊，華人在外的日子並不好
過，也不自在！
幸好A仔所處的環境還好，

遠離市區，也沒有接觸到動亂
的地方和混雜的人群，目前仍
是安全的，雙親每天跟他視
像，清楚了解情況。我們一眾
姨媽姑姐偶爾也見到他的視
頻，大家也會安心些。
如今世界紛亂，美國對着中

國不停挑釁，處處與中國不
妥，作為在外的中國人的確擔
心，亦只有作好心理準備，跟
瘋癲的對手「玩吓」！

經歷

我曾不止一次跟朋友說，大灣區
很適合安家。

住在廣州，粵府文化的平民視角，和濃重的煙火
氣息，在現代文明的快捷和距離感中，混雜得很妥
當。粵人甚少浮華，處處展現人性本色面目，直
接、確切，有時候不太能理解，但容易接受。就像
是請人喝粥，排場平淡到有些簡薄，腸胃裏卻是受
用又舒服。東莞在城市化進度上，不如廣州方便，
勝在每個鎮區都自成一體，勝在土著粵人的味道更
濃。每個鎮上都能感受到最流行的元素，也能看到
從農耕一步躍入工業社會的清晰足跡。深圳很忙
碌，也很驕傲。與生俱來的優越感，從來都不滿足
於只是溢於言表，也就少了幾分從容和淡定。惠州
面積最大，面目卻模糊，有時候像是附屬於深圳，
有時候又如廣州人的後花園，不如佛山，在氣質上
跟廣州一脈相承，有些地方甚至更醇厚。比如，在
菜品的味道上。再比如，在接人待物上。肇慶離得
相對有些遠，山水風物清晰，人情世故淡遠。江門
的存在感明顯不足，新會、鶴山、開平、恩平，提
起來哪一個都虎虎生威。
珠海自有一種難得的超然物外，與人煙繁盛貨如

輪轉的廣州深圳近在咫尺，卻嫻靜得像個閨秀。每
每走在情侶大道上，總有不期而遇的片刻鬆弛，可
以暫時抖落在深圳在廣州積聚的壓力。中山跟珠海
很相似，恍若一城。
香港和澳門的城市個性無須贅言。
從粵港合作，粵澳合作，升格到國家戰略層面的

粵港澳大灣區，交通設施上的變化最為顯著。這些

年，眼見着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廣深港高鐵，
還有正在緊張施工之中的深中通道等，在加速縮短
這片富庶區域內部之間的物理距離。就我自己而
言，以前會搭乘廣九直通車，從廣州到香港，後來
又喜歡搭乘廣深動車先到羅湖，過關坐火車到紅
磡。再後來很癡迷從蓮花港乘船，經南沙港到尖沙
咀，一路上乘風破浪悠悠蕩蕩。待廣深港高鐵全線
貫通，從廣州南站直接坐到西九龍，就成了最優先
選擇的出行方式。那時候，看着車窗外藍天稻田，
城鎮交織，總會從心底浮起一縷感慨：在大灣區，
安一個自由穿梭的家。
天降疫情。
1月28日，從廣州南站搭乘高鐵到了西九龍站，
正準備刷卡過關，北方朋友的電話打了過來。朋友
說看新聞你們那裏的口罩很難買到，我買了一些寄
給你，寄到哪裏呢？我略微想了想，說寄到廣州
吧。下周回廣州，我就能收到了。1月30日西九龍
高鐵站關閉停運。今天是8月19日，差10天，西九
龍高鐵站就整整關閉7個月了。封閉之後的關口，
像一道銀河，把灣區分成了兩半。從春節到立秋，
銀河那邊灣區裏的牽絆，活生生就被隔斷了。我一
度恍惚地有些明白，當年稀里糊塗跟着蔣介石去了
寶島台灣的人，可能也以為海峽淺淺，很快就能回
來了吧。
疫情之前，「一國兩制」3個關稅區之下，灣區

各市拆除彼此之間藩籬的暢想，無處不在。深港要
同城，廣佛要同城，廣佛肇要一體化，深莞惠要一
體化，珠中江也要一體化。要建灣區大學，要建科

技走廊，要建優質生活圈，要無縫對接，要互補競
合，要超越世界三大灣區。疫情來了，以城為限，
封關閉城，嚴陣以待，嚴防死守。趨利避害是人之
常情，無可厚非，但也讓之前的暢想看起來有些脆
弱。廣東疫情嚴重的時候，香港地方小人口密集，
先封關運作。可以理解，廣東疫情漸漸散去了，灣
區之內何時恢復通關，成了一道久議無果的熱門話
題，直到香港社區疫情再度陡然爆發，才漸漸冷
卻。
一道關口，隔絕了許多許多普通人的生活。
其實，關口好開，心魔難除。心魔不除，便不能

真正放下戒心，建立互信。人人都需要安全感，疫
情狂虐之後，對安全感的渴望愈發熾熱。看到一組
數字，本地保險業一隻大鱷，除去內地業務方面的
損失，今年以來，本地業績增長數字非常好看。變
局之年，販賣安全感真是一樁不錯的生意。
大疫當前，灣區11城的安全感，更需要共同修
築，這也是未來要實現優質灣區生活圈，最不可忽
視的一道安全屏障。如果說之前灣區諸城在公共衞
生方面的交流、探討、備忘錄還是紙上談兵，這一
次無疑是絕佳的實戰演習機會。港澳的整體醫療體
系優勢，灣區9城的公共衞生資源優勢，和醫療設
備、防護物資的生產製造優勢，再加上彼此之間放
下芥蒂誠心誠意地聯手抗疫，放眼全世界，僅憑抗
疫這一戰，粵港澳大灣區就能彎道超車，勝出全球
另外幾大灣區不止一籌。
我樂觀地冀盼，今年國慶節，可以重新從西九龍

搭高鐵回到廣州的家。

在大灣區，安一個自由穿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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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真的是
父母官，都幹實事，對民
生、社會問題都處理得很貼
心，看着他將影響民生民心
的事一件一件處理，令人很

安心。有些可能觸碰到既得利益者令那些人出
現抵制情緒，但都受絕大部分老百姓支持，難
怪習近平主席那麼受中國人民尊敬愛戴。近日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人餐飲太浪費 ，令人痛
心，儘管中國糧食生產豐收，還是要「牢牢把
握糧食安全主動權」，對糧食安全還是始終要
有危機意識，培養節約習慣，真的太好了！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人經濟環境好轉，形成吃
喝玩樂風氣，而酒店酒樓晚宴上滿桌都是剩餘
飯菜，睇得人肉痛，如今國家倡導「浪費可
恥、節約為榮」相信很有效。以前有人食「公
家」的落單就亂點一通，食不完就浪費，到私
人掏腰包的也有些為面子而多點的，記得2013
年也曾有過「光盤行動」，自助餐剩下太多食
物會罰款，但執行上不算好。今次國家層面提
出，加上大家都見到世界動盪，經濟下行錢不
該亂花。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預計，受疫情
等因素影響，今年全球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的
人口數量可能由1.35億人增至2.65億人。此情
況推動節約為榮，拒絕「舌尖上的浪費」、拒
絕「剩宴」應該是最合時。
各大城市的餐飲業紛紛響應倡議，北京武漢

就推行「N-1點餐模式」，即10位進餐客人只
能點9個人的菜，不夠再增加菜品；針對兩三
位客人進餐，餐廳推出半份菜和小份菜；每家
餐廳要準備外帶盒，對萬一有剩菜、剩飯的顧
客提供外帶服務。連電視節目網絡上的噱頭節
目「大胃王」、「吃播」都整頓，原來許多網
友都表支持，事實上主播狼吞虎嚥假吃太浪

費！兼誤導消費習慣現象。
事實上，早十幾年中國內地興起農村城鎮

化，筆者回鄉省親時發現許多鄉村農民賣田賣
地變富翁，出租給人建工廠收租夠飲夠食，特
別是珠三角一帶許多田已變賣，變了大樓、房
屋，已很少見年輕人當農民種田了，鄉村基本
上沒有人種稻米，因此開始就冒起了一個想
法，會否有一天中國人會沒米飯食？同時如果
冇租收那怎生活呢？以往只要有田地，自己可
以種米種菜，就不愁餓死，但現在已經賣精
光，真的不知靠什麼，靠國家養。當然現代人
食飯分量小了，外國買米又和自己種的成本差
不多，那麼買更划算，從經濟學來講非常合
理，但從國家安全來講是有問題。別人不賣給
你怎麼辦？就像美國不准美國的晶片供應給華
為一樣。長遠儲糧的國策真的不能改。
過去全球各國都推動全球一體化，各國家地

區互相取長補短，推動世界向前發展，世界和
平，不會抗拒自由貿易！可惜到了2019年，美
國在共和黨執政者特朗普的商人思維下治國，
世界不再和平，特朗普發動美中貿易戰，美國
利益行先，一切都是美國說了算，他們要統治
世界，原來「誰大誰惡誰正確」正在國際舞台
上發生，美國以各種藉口退出聯合國組織，其
實想威脅其他國家服從他們，跟隨他們的路
線。最後拉攏五眼聯盟（加拿大、美、英、澳
洲和新西蘭組成的情報共享網路）來「圍堵中
國」，更擬納入日本變六眼一齊圍堵中國。可
惜他們手段太粗暴，野心太露骨，令世人睇清
楚美國政客無理霸道的真面目。
五眼聯盟這樣一個明目張膽收集別國情報的

組織，竟有顏面指中國研發的科網平台TikTok
是收集情報，用制裁的封殺方式去打壓中國的
科網企業，搶奪中國發展的成果，真是讓人大

開眼界。
請問西方有遠見有頭腦的政治家、政治人才

都哪裏去了？西方軍校訓練出來的有質素的人
才去哪裏了？目前美國政界話事人不是老頭子
就是老婆婆，這種人根本不接受時代進步，各
國都在進步，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小的現
實，擺脫不了非當世界一哥的觀念。反觀加拿
大、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家領袖人物都年輕
化，看到中國實際沒有侵犯他們利益。他們對
美國政客威逼「抗中」都是應酬式，就是同意
「不過分依賴中國供應，當香港是中國其中一
個城市，不再特殊。」
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呀，今時今日的歐美政策
也警醒了我們不要過分依賴美國、歐洲市場，
世界大同其實不再存在，利益面前各國都自私
得很。我們的投資、食糧、求學、求職、移民
定居也不能過分依賴外國，要防範有人隨時不
守信用。
有些中國人迷信金錢放在外國比中國安全，

這次正好是一個警號。中美建交50年，一直是
和平、互利方式交往，但可以在單一個總統的
思維下一年內就破壞得體無完膚，而且美國法
規可以容許總統以個人喜好為所欲為，沒有底
線的。那些經常以自己的領導人物是民選出來
為傲的人不知有何感受？像台灣人通常都說：
「選錯了人也沒所謂，下一屆選另一個就好
了。」說來倒輕鬆，但其實就正正是這樣，令
台灣停滯不前的就是每一次政黨輪替就是一次
對長遠發展策略的傷害。美國特朗普上任以來
的所作所為，美國人要忍受他這幾年帶來的傷
害又是否真的很自豪？目前國際上民主社會的
選舉制度似乎就變成去精英化，選舉出政治領
袖水平愈來愈差，管理水平淪落，什麼是罪魁
禍首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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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危機感 向浪費行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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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成了好朋友！
作者供圖

■西寧小廣場上的爺
和孫。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