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決拒絕「被陪葬」

敦煌文化
多年前我曾去
過號稱東方世界
藝術博物館的敦

煌莫高窟。莫高窟修建於前
秦，經過了十六個朝代，最終
形成了非常大的規模。坐落在
沙漠當中的莫高窟保存了公元
四世紀到十一世紀的洞窟735
個，彩塑3千餘身，壁畫4萬5
千平方米，唐宋木構建築5座。
那些壁畫與雕塑，帶給我極具
震撼力的藝術感受和視覺衝
擊。
敦煌可以說是多種文化融匯
與撞擊的交叉點，著名學者季
羨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歷
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
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4
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
蘭，再沒有第5個；而這4個文
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1個，就
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
沒有第2個。」千餘年來，中西
方各種文明在敦煌匯聚、融
合，創造出了具有敦煌氣派、
敦煌風格、敦煌特色的輝煌燦
爛的文化，形成了敦煌獨特的

文化性格、文化傳統和文化精
神。
據說敦煌文獻寶庫有數以萬

計的赤軸黃卷，蘊藏着豐富的
文獻資源，漢文、古藏文、回
鶻文、于闐文、龜茲文、粟特
文、梵文，文種繁多；內容涉
及政治、經濟、軍事、哲學、
宗教、文學、民族、民俗、語
言、歷史、科技等廣泛領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敦煌文化
是整個中華文化的縮影，是體
現中華民族團結的象徵，是令
各族人民深層次文化認同的證
據，隱藏着凝聚各族人民的密
碼。
作為中國的書畫家，我知道

敦煌文化中「天人合德」的思
想一直貫穿着中國文化藝術。
著名畫家張大千的畫有如此之
高的藝術價值皆因他獲得敦煌
文化的滋潤和對「天人合德」
思想的認同。
展望未來，中華民族的復興

需要文化復興作為精神動力，
深層次的文化認同是宏偉的復
興大廈穩如泰山的無形支柱。

香港電台的去
留問題，最近引
起各界人士的熱
烈討論，不少人

認同現在的「港台」，有必要
進行「大刀闊斧」認認真真地
改革。
過去「港台」身為公營機
構，縱容節目製作內容及主播
嘉賓的以偏概全、戾橫折曲的
種種言行，將一己之私的政
見，凌駕在它的約章之上，司
馬昭之心，香港市民是有目共
睹，強烈指責此歪風絕對不可
讓它無止境的繼續下去，必須
重回到約章的正確軌道上。
對要將「港台」摺埋的民意
呼聲，香港市民中都表示能理
解，政見偏激的分子歪理滿
滿，對不同政見的人，施以
「暴行伺候」；若關閉「港
台」，多位曾在「港台」努力
工作，揮灑過汗水的前員工
（已退休）坦言是捨不得，有
情意結︰「將『港台』推倒重
來，真是無可厚非，必須要將
壞分子連根拔起，不能留半點
根或底，才是最有效的改革做
法。然而摺埋『港台』對其他
守規舉的員工很不公平，他們
不斷強調那些人的言行並不代
表他們，他們也堅決拒絕『被
陪葬』，故此『港台』能否
『重生』，仍要看台長和管理

層是否有甩掉這條難纏尾巴的
決心了。」
有前員工表示，當年他們也

曾對「港台」的人與事等事情
有過不滿，不過他們最多只是
按章工作，準時收工︰「雖然
大家並非全都是一心撲在工作
上，只是遊戲規則在你加入時
已明瞭，若硬要違規操作，並
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被
東家炒魷就在所難免了。」
歷屆「港台」台長以前台長

倫兆銘最得「民心」，話說當
年有某個節目，倫兆銘覺得內
容過於「一面之詞」，節目亦
只訪問三、四位剛入行的新
人，於是他找來資深的業內人
了解到行中有些不成文的舉
措，乃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但業界已逐步有所改善，倫兆
銘認為不能「一竹竿打死一船
人」，故果斷將節目抽起不播
映，此舉也為着持平及社會責
任使然。

最近擔任了「義務工作
發展局」主辦「香港義工
團2020傑出貢獻獎」的評
選工作，目的嘉許香港義

工團表現傑出的義工，肯定其成就和
貢獻，按義工參與服務的理念和態度、
服務成效、投入程度及貢獻作準則，選
出對社會最具貢獻的義工以作表揚。評
審團包括王希人先生及梁麗慈女士，結
果我們選出了3位成年組及兩位青年組得
獎者。
（成年組）周鳳珠女士來自「香港卓
護義工協會」，她為照顧兩名年幼女
兒，辭去護士工作成為全職媽媽，並積
極陪伴女兒參與學校的義務工作，開始
了行義生活。她認為義工應該懷着愛
心、細心、耐心和責任心服務社群。陳
秀雲女士由「義工局義工服務中心」提
名，她參與義務工作20多年，每年服務
超過500小時，致力統籌各項大型義工活
動。鄭玉琴女士為「香港移植運動協
會」主席，她曾患腎衰竭，2003年接受
器官移植重獲新生，並運用自己的經驗
和知識努力推廣器官捐贈，與器官移植
者同行復康之路。
（青年組）陳浩然参與義工局義工服
務中心7年，受到小學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啟發，矢志在行義路上發
揮自己的專長。就讀大專的黃嘉琪同學
來自「香港青年會」，她運用魔術的才
能和豐富創意，為義務工作帶來不少新
亮點。
將行義變成生活化正是「義務工作發

展局」創立半世紀以來的宗旨，為慶祝
金禧紀念局方推出了50年來第一首主題
曲，鋼琴王子陳雋鶱作曲、編曲兼監
製，黃浩林、陳凱雪作詞，國際著名男
高音莫華倫主唱《齊心創美夢》，這完

美的結合緣起於去年5月，莫華倫從新冠
康復出院，在電視上高唱一段《獅子山
下》，聲音嘹亮引人注目，後來更在我
的節目中透露希望推出廣東流行歌集，
結果在張文新穿針引線下，由香港創
作、在北京錄音，主題曲終於面世！
歌詞如下︰尋意義，覓愛善，一同忘

掉自私，恩善將會顯。共讚頌，宏愛景
象，幫助貧窮疾苦，非牟利全力為社會
劃世紀。風雨同路，美舉廣傳多好，五
十寒暑永未變遷，義工抱信念，總有迷
霧，靠兩手添愛修補，五十寒暑永未停
止，義工能繼續前行。齊心創美夢，城
市關愛盡見，分享愛心的溫暖，協力挽
手，繼續並肩，全心作貢獻！心已忘
倦，困苦作為鍛煉，努力發展，奮力揚
鞭，再下前路也互勉。
歌曲旋律優雅澎湃，歌詞貼題到位，

再加上無上限的美聲男高音歌唱技巧，
為「AVS義務工作發展局」50周年增添
了強勁的印記，局方為各位能夠珍藏，
特別製作了限量版禮盒，內附莫華倫簽
名誌慶CD及行義八達通。
願「齊心創美夢」響遍各界，種下更
多義行我生活的大愛種子！再次恭賀
「義務工作發展局」創美好將來，為社
會更添美夢和溫暖！

「齊心創美夢」發揚大愛種子
瑞典品牌H&M，在無實質證據下，曾發表針

對新疆棉花的不實聲明，明言品牌對新疆少數民
族被強迫勞動和受宗教歧視的報道表示關切，因
此不再採購新疆棉花。由於近月歐美以新疆人權

為幌子，肆意造謠抹黑中國，並作出制裁，H&M此舉遂招來
中國媒體及網民猛烈抨擊，引發了一場公關災難。
消費者發起杯葛H&M，貨品更迅速被淘寶、京東等多個大

型電商平台下架；並如火燒連環船一樣，牽連了曾發表類似聲
明的Nike、Adidas……等一眾國際名牌，不少藝人更紛紛宣布
終止彼此的合作關係，嚴重打擊品牌的形象和市場地位。
近年來，不少「非政府組織」都以壓力團體的身份出現，要

求一眾名牌在設計製造、原料採購、勞工聘用以至市場推廣
上，都必須注重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公平貿易、良心
營商等原則。一旦有國際名牌或其製造商，被發現沒有依從守
則，就會被口誅筆伐，甚至登門抗議。而現代通訊科技發達，
互聯網無遠弗屆，不利的輿論往往如星火燎原，可以非常迅速
地破壞品牌在全球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從而嚴重打擊業務。
服裝零售業當然亦沒有例外。
正如文公子經常提醒客戶，危機由未發生前開始管理。因

此，不少講求形象的國際名牌，都會未雨綢繆，以認證或合規
的形式，尋求該等「非政府組織」的認可，以免誤觸地雷。
H&M及一眾服裝名牌，基於支持可持續發展原則，一直只

採購經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認證的農場所產棉花。該組
織其實是美國政府所資助，在去年10月已宣布暫停對新疆棉
花農場認證，遂令已加入該組織的一眾名牌，不能再採購新
疆棉花。
H&M迅速就事件發表回應，聲明該集團秉持公開透明的

原則管理全球供應鏈，確保供應商遵守可持續發展承諾，
並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而且強調品牌尊重中國消費者，正
與超過350家中國生產商合作，提供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產
品云云。
企業就危機發表聲明澄清立場，無可厚非；問題是H&M的
聲明，只在自說自話，並無站在中國消費者的立場設想，內容
和語調完全欠缺「同理心」！不只未能平息事件，更似在火上
加油，犯了危機管理的大忌。
文公子建議H&M應公開表示明白中國消費者對品牌的期

望，對基於未經證實消息所作的魯莽決定致歉，並承諾將親自
了解新疆實況及作出適當決定，方是解決危機之道。

H&M危機管理的敗筆

這兩年娛樂圈
失 去 了 好 多 好
友，實在令人心

痛，社會景氣不好，連人的離
開也特別多。這個真的令圈中
所有的好朋友也傷心，突發性
的離開更加令人心痛，在毫無
預警之下我們唯有迎接悲哀的
來臨。
音樂人、電台人、演員相繼
在這黑暗的疫情底下離開，可
能我們面對的是太多無助的生
活，使娛樂圈變得不景氣，沒
想到連身體狀況也不景氣，認
識當中的音樂人Gary，雖然不
是一個很熟絡的朋友，但每逢
演唱會當中有合作的機會，他
都會熱情地打招呼，一個很好
的前輩的關心問候，令人心
暖；一個30歲的年輕電台DJ離
開，擁抱大氣電波時間不久，
對樂壇對藝人對歌手抱有很大
的支持，突然一夜離開，使到
很多歌手們心痛不已，作為電
台人的我也感到失落。另外一
個為人所熟悉的藝人前輩廖啟
智， 40多年堅毅的演藝生涯，
得到多個獎項獲得社會認同，
但也敵不過辛苦的身體痛楚因
癌病離開。
我們相信人生真的不知道什
麼時候完結，差不多看到互聯
網上每一句？也是珍惜生命珍
惜現在所有擁抱當下，但傷痛
之情是很恐怖的，在互聯網上
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開心的娛樂
圈報道，反而看得最多的是這

些離開我們的好同業好前輩。
上星期我跟一些娛樂圈高層飲
咖啡時提到，差不多整個2020
年參加的都是喪禮，讓人覺得
麻木，悲痛的感覺已經好像從
我們生活中佔據了我們的生
命。為什麼有這樣的感覺，那
種痛不能夠用言語表達，疫情
的關係令經濟不景，再加上好
像整個娛樂圈也沒有好運的日
子，沒有收入還可以有生命，
但沒有生命怎樣可以有收入
呢？相信每一個朋友也覺得我
們可以什麼時間才能離開這段
疫情的日子，有些朋友說我們
要學習接受疫情成為我們生活
的一部分，當然我相信也沒問
題的，但為什麼連人的生命短
暫也要在這短短的兩年來發生
呢？
他們的離開令到我們更應該

清楚每一天如何過，如何對待
自己身邊重要的人，如何對待
自己認真的工作，如何對待我
們放鬆的心情，但願這些離開
我們的娛樂圈朋友，能夠在天
堂無憂無慮繼續用他們喜歡的
能力分享快樂。更希望他們的
家人能夠節哀順變平安繼續人
生。痛苦已經承受了，希望未
來的日子能夠更加強壯，珍惜
自己的生命擁抱每一個遇見的
人，將愛繼續，相信娛樂圈內
所有同業也感受到這股壓力這
個傷心，祝願我們娛樂圈所有
事件能夠快些平安平復安好起
來。

失去的傷痛

人類是群居動物，大部分時候是
結伴而行。人類的世界也是熱鬧喧
嘩的，它充斥着各種各樣聲音。但

正因為世界的喧嘩，我們的獨處時間才顯得更加
重要。仔細想想，其實我們真正獨處的時間很
少。即使有時我們是一個人，但日漸發達的互聯
網把我們連接在一起，我們的心同樣也投入到外
面繁雜的世界中。
獨處有其強大力量，唯有思考能見之。可是我

們往往忽略了它。從我們的感官上來說，獨處可
能是無聊的、枯燥的、孤單的，所以很多人盡量
避免去面對它。他們熱鬧慣了，一旦獨處，就坐
立不安，渾身不舒服，渴望找朋友歡聚玩樂，在
熱鬧中給自己的心穿上「保護衣」。不去面對心中
的迷茫，置身於人群中，以為這樣就是安全。其實
剛好相反，只有我們沉靜下來，在獨處中看清自
己，明確心靈的方向，我們才能變得更強大。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無聊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個人在空白時間所做的事，決定了這個人和其
他人根本的不同。我深以為然。熱鬧玩樂固然可
以讓我們感到興奮，情緒上得到快樂的體驗，那
如果我們一直處於群居的熱鬧中，而沒有進行獨
自的思考，我們的心就會空虛，那快樂也少了分
量。正如美術上的留白，給人以藝術性的無限審美
感，我們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也需要有一定的留
白。需要有一些無聊時光，才能變得更充實。
我總是認為，人的一生中要把時間分為兩部
分。一部分是用於日常生活的各種交集應酬，因
為我們總要與人打交道。另一部分是留給自己。
而無聊的時光，剛好是自己最富有的時刻。這種
富有，體現在我們的精神上和心靈上，因為在獨
處的時候，我們不用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影響。
可以自由地支配時間，當我們把外界的喧嘩和浮
躁過濾掉，就是我們離心靈最近的時候。

那時候，你也許會迷茫，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
人，每天奔波忙碌所為的目的是什麼？走在生活
的畫卷中，我們就應該去獲取些什麼？如果你細
加思考，這些問題其實都非常重要。而且必須在
你獨處的時候才能進行深度的思考，你會慢慢撥
開雲霧，看到自己內心想要的是什麼，從而獲取
獨處的力量，再運用到生活中，你就會過得非常
充實。
因此，我們不必去害怕無聊的時光，而應該好

好利用它，獨處的時光是增值自我的最好時候。
你可以主動去找一些事情做，一個人的時候，是
否能做一次深度冥想呢？是否能夠安安靜靜認真
看完一本書呢？是否可以研究一下自己的形象並
進行改造？或者是獨自去散散步，看看平時被忽
略掉的風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們在無
聊時可以做的。就看你是否懂得利用而已。但願
我們在無聊時光都能夠過得充盈。

獨處的力量

是偏聽異見人士 定借意欺壓？
美歐霸道大國千方百計找借口製造

事端攻擊中國，年前玩「民主」花招
卻被自己國家的民主亂象自我擊潰；
就轉玩「人權」甚至「勞工條例」都
扯上來，指中國強迫新疆人勞動，多
間大型服裝企業竟自斷財路玩「抵制
新疆棉花」把戲，同樣不會得逞。估

計下一波會玩宗教問題，又找老掉牙的故仔
「西藏人沒有宗教自由」。
總括一句，就是要用政治手段打擊中國威

信，謀求達到打壓中國企業，削弱其市場競
爭優勢，從而達到壓抑中國崛起的目的。任
憑中國如何解釋，中國強國的目的只為人民
謀幸福生活，承諾永不稱霸，他們就是不信
你，寧願同好戰者結盟也排擠你。因為西方
人是奉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這個法則，都
是供奉強者為霸主。
也許我們應該這樣想，因你發展得太好

了，就反映了我的不足，影響到我的江湖霸
主地位這是不可能接受的。只有你永遠俯首
稱臣，一切全聽我的指令，買我的國債、飛
機、二手武器、不能跑在我前面，不能走在
「五眼聯盟」前面，最多賜個國際上第六位
給你，你不肯服從我就不會放過你的。他們
有沒有想到，當你欺人太甚時，別人自然會
反抗，現在的中國在外交上的立場轉趨強
硬，會說不了！歐美政府就很不習慣！他們
首先挑起事端，找借口「抵制新疆棉花產
品」，當激起眾怒，中國人起來杯葛他們的
品牌時，他們卻怪責中國政府鼓動民眾。退
一步講，哪怕是官媒表態而形勢加劇，都是
代表了國民認同觀點，不然怎麼會放棄個人
利益支持抵制？亦想反問一句，那H&M集
團、Nike等品牌做出「抵制新疆產品」的行
為，歐美政府政客敢說沒有插手？
西方多國指責新疆棉花涉及強迫勞動，央

視記者到新疆棉田採訪，實地報道現況，新
疆大部分的棉田都以機械種植及採摘，每輛
採棉車平均約半小時可以採摘到兩噸棉花。
在阿克蘇沙雅縣的一個棉花種植基地採訪，
190多萬畝棉田正在利用播種車播種，裝着這

些紫紅色棉花種子的播種車裝有導航系統，
駕駛員只要在屏幕上輸入起點及終點位置等
資料，播種車就可以自動前進。其間播種車
還一邊撫平棉田，一邊在田上鋪上地模，防
止水分蒸發。「這麼多道工序，其實這個播
種機走一遍就全部完成了，所以人的工作只
是做一些非常輔助的，譬如說給它鋪一些
土，棉花種子不夠用的時候再添置一些。」
新疆官員還向包括英國工商界在內的國際

相關企業發出邀請，歡迎這些企業到新疆棉
花生產基地和棉紡企業實地參觀，更加深入
地了解新疆企業在履行體面勞動、社會責任
和員工勞動權利保障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如
果你嫌央視記者是自己人，你就實地考察一
下。其實這個科技資訊發達的年代，若發生
「種族滅絕」的情況會沒有影片公開流出？
歐美政府怎會收集不到情報？只是他們自己
也不願接受大部分新疆人幸福生活的真相。
任何政府或領導層若做事偏聽，處事有預

設立場就肯定出事的。正如一位網紅KOL提
出︰「嚟自新疆嘅人，就講明新疆冇問題。
反而一些從來未踏足過新疆嘅外國人，就喺
毫無證據嘅情況之下，指責新疆有『人權問
題』係好荒謬！」每個民族的特性、風俗習
慣也有不同，新疆族人和漢族人的文化生活
有不同之處，管理方式也有不同，是平常
事，不等於就是沒有人權。符合自己的國情
的措施就是好國策。中央政府是千方百計幫
助新疆的社會環境穩定，發展經濟，人人過
上好日子，美國黑人生活水平在什麼狀況？
大家心知肚明。西方國家政黨政客很喜歡透
過民間人權組織、異見人士發表的言論去斷
定那個國家的政治狀況。不只對中國，對所
有不服從他們的國家都一樣，西方不理會那
些人或組織都帶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去講說
話，去取悅他們，反正正好順手拿來作攻擊
彈藥。所以選擇相信新疆有「種族滅絕」，
「國安法令香港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事
實上國安法令香港人生活回復平靜。
特別是主力做維護人權問題的組織，這些

組織的存在本來是好事，協助一些弱者對抗

不公平的待遇。可惜種種因素下，有些組織
最後都成為某些國家的政治工具，最後都是
會因為立場問題而有偏見，而一些國家領導
人、政客正好利用他們的材料來做彈藥，將
個別事件以偏概全。正如今次的新疆棉花事
件，可能係有個別人士不願工作就想有飯食
和有收入，覺得被安排工作是強迫呢？
大國每一次的政治角力，都讓我們開眼界，

考智力眼力，認清真相和世界形勢。最可笑是
日前美國聯合歐盟、英國與加拿大，以侵害人
權為由制裁新疆官員及機構，中國隨即對歐
盟、英國、加拿大人士及機構實施制裁。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及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就譴責「北
京在毫無依據下對歐美人員實施制裁，此舉顯
然是報復美國。」你說是報復，我說是以牙還
牙，各自表述，但重要一點是你用報復一詞也
就承認是你先動手，對方才有報復的行為出
現。請美國與加拿大、英國、歐盟與其他聯盟
回答，他們之前對中國官員及香港官員的制裁
又有何依據、證據？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談內政和外交政策就

表明，他的中國政策主軸是「競爭不對
抗」，但會聯合其他民主盟國問責中國在新
疆、香港、台灣、南海的行為。亦即預示了
美國未來都會有不少針對性「搞作」，中國
也已經表明了︰「中美之間在利益交融中出
現競爭並不奇怪，關鍵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基
礎上良性競爭，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對方，而
不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
正如美國資深外交官、前國務卿基辛格日

前在一個網上研討會上指出美國和中國必須
在國際事務上互相諒解和停止無休止的競
爭，否則將面臨「災難性」衝突，對兩國都
沒有好處。希望美國回復理性，損人不利己
的事莫做。
既然未來中美關係可能是波濤起伏，每次

波浪來襲時中國人還是要沉着應對，把握好
分寸，不要講過激言詞，不要因少數過激行
為被人拿作話柄影響國家形象，要理直氣壯
講道理，亦要有胸襟與風度，贏得世界的認
同，顯示大國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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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新（左二）與鋼琴王子陳雋
鶱、黃浩林及陳凱雪合影。 作者供圖

●市民話現時的「港台」有必
要進行「大刀闊斧」認認真真
地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