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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進入歷史，二零一七闊步走來！掀

開新年日曆，玫瑰色的憧憬隨着元旦的朝陽湧入心

田，羊城人登上珠江邊四百五十四米高的“小蠻

腰”（廣州塔），從塔頂懸下一幅標語︰“你好，二

零一七！”

是啊，“新年好！”此刻正成為全球人的共同

語言！辭舊迎新之際，回望逝去的一年，無數感人

情節值得我們懷念。

二零一六年，戶籍改革更惠民了，城鄉差別更

縮小了，一千萬農民脫貧了，百姓荷包更鼓了！

“天眼”在貴州落成了，“悟空”、“墨子”從酒泉升天

了，“神舟十一號”、“天宮二號”在太空成功對接

了，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貫

通了，大國工匠變身“中國智造”了！奧運健兒再

度奪魁了，“一帶一路”快速推進了，亞投行開門

迎賓了，西湖邊G20峰會全球驚艷了，“遼寧號”

航母編隊出海遠航了……太多的收穫令國人扼腕感

動！

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紀念，令人念念不忘！

沒有當年尋夢人篳路藍縷胼手胝足的冒死拼爭，今

天的一切都是白日做夢！當然，逝去之年也有淚

水，莫要忘記那些喪生於安全事故和自然災害的無

辜人們，仍需警鐘長鳴！還有壯烈的犧牲，中國維

和部隊多名勇士為世界和平獻出年輕生命，豈可忘

懷他們！更有美中不足，歲末年初，極端天氣籠罩

華北廣大地區，京津冀數十個城市霧霾爆錶，鄭州

人戴着口罩在PM2.5包圍中歡慶跨年夜，這鏡頭怎

一個“苦”字了得！前瞻總比憶舊瀟灑，嶄新的二

零一七，彩虹勢必勝於風雨，驚喜終將多於牽掛！

家國情懷、文化自覺、社會擔當、精神高地，將成

為中華大地最大公約數。披着新年第一縷陽光，海

南省三沙市暨南海九島礁同時舉行元旦升國旗儀

式，中國航母艦載機戰鬥群遠赴西太平洋演練，這

鏡頭通過電視信號傳遍世界，那一小撮“台獨”分

子應該感到震懾吧！

新年新氣象，樂事數不完！昨天老鄰居送來喜

糖報捷，說他的獨生子生下第二胎，“如今是兒女

雙全太有福氣了！”遠在雲南的外甥女發來微信，

稱她有幸乘上第一列時速三百五十公里的“滬昆高

鐵”，全程僅需十一小時，還發來列車穿越海拔二

千米的高原風光照！安徽淮南一位賣野菜的八旬老

漢因收到一張五十元（人民幣，下同）假幣坐地悲

泣，一位好心女士塞給他一百元錢後悄聲離去……

這樣的暖心事令我感動不已！

新年總有新希冀，說一千道一萬，民生話題排

第一。看病難、買房貴是困擾中國兩大短板。醫改

藥改雖然困難重重，多方掣肘，但公立醫院綜合改

革已全面推開，各項改革新政已惠及民生，醫療、

醫保、醫藥聯動改革將覆蓋全國，讓更多患者減輕

負擔、讓百姓擁有更多“獲得感”。開封市一位

“三高”患者劉先生來電稱，他在南京軍區總醫院

看病，剛剛異地報銷了六萬元，解決了他全家燃眉

之急！習近平一句“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更解開“買房難”的癥結所在。寧波一對退

休雙職工滿懷信心道︰“有國家主席這句話定調，

房價調控定會大見成效，今年我們一定要買到新

房！”

反腐倡廉已屬老生常談，每逢新年還必須提

及！歲末年初，中國“打虎拍蠅”並未停息，又有

一批老虎被繩之以法鋃鐺入獄！目睹電視裡蘇榮、

白恩培、斯鑫良、楊衛澤、仇和、令政策、杜善

學、陳川平等一眾大貪官低頭受審、領刑服罪的鏡

頭，街坊們拍手點讚︰“好啊！這說明中央反腐大政

不會變，黨風、政風和民風全面好轉指日可待！”家庭是

社會細胞，良好的家風令人感念。

新年前夕，三十三歲的河南省孟州市村婦郭欣

欣從北京載譽歸來。郭欣欣貌不驚人、也無超凡壯

舉，卻擁有孝老愛親的大德懿行，十五年前她辭掉

在省會高薪的崗位，返鄉精心照料因病致殘的植物

人公婆和癱瘓的奶奶，以柔弱的雙肩扛起家庭重

擔。她還成立孝親敬老團隊幫助周邊殘疾孤寡老

人，榮膺河南省十大孝親敬老楷模、中華孝親敬老

楷模等稱號，演繹出一曲曲人間大愛。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習近平在會見全國文明家庭代表時，

高度評價郭欣欣等人愛國愛家、相親相愛、向上向

善、共建共享的社會主義新風尚，榜樣的力量是無

窮的，這風尚應該成為二零一七中國社會的風向

標！

反恐情勢愈加迫切，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

身”。就在歡樂的元旦之夜，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

夜總會遭遇恐怖襲擊，致三十五人死亡、四十人受

傷。這個新年慘案令世界又蒙上陰影，也為二零一

七反恐形勢來了一個“下馬威”。去年，地球村屢

現槍聲、爆炸和鮮血淋漓的慘象，死亡五十人以上

的恐怖襲擊共發生二十八起，被稱為“恐怖之年”。

恐怖主義的禍根是刻骨的仇恨，仇恨的根源在哪

裡？人們在痛斥恐怖行徑之時，更該好生研判恐怖

襲擊的根源並採取切實有效的舉措，防止它像瘟疫

一樣持續蔓延。去年索馬里青年黨製造了一百四十

八名大學師生罹難案，該國女外長阿明娜說︰“打

擊恐怖主義就像守門員一樣，你撲救一百次沒人記

得，但沒撲出一球大家就記得！”但願二零一七，

不再成為“恐怖年”——這不啻是新任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的使命，更是各國人民的職責：但願天下

太平，祈求家家安寧！

二零一七，中國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年，

高齡化、空巢化、失能化等問題備受國人關注。這

股“銀潮”有三大特徵︰老得快、農民多、女性

多。國務院新聞辦新年前夕舉行例行吹風會，國家

衛生計生委副主任馬曉偉介紹稱，二零一五年中國

六十歲以上人口已達2.2億，二零一七年這個數字

還會劇增。應對老齡化，首先要解決醫養結合和醫

療照顧問題，主要是誰來照顧、怎麼照顧、誰出錢

照顧等問題。古賢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一件需要社會各界共同

關心、協調管理、多頭運作的系統工程！政府已出

台並正在制定一系列尊老愛老政策舉措，相信“老

有所依”、“老有所養”、“老有所樂”等善舉在新的

一年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二零

一七的“新桃”何等的新鮮、艷麗、碩大、香甜，

面對的征程又是何等任重道遠、充滿挑戰！只有大

家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能走好我們面臨的新的“長

征路”！南宋詩人文天祥在《除夜》一詩中寫道︰

“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無復屠蘇夢，挑燈夜

未央”，那是八百多年前國破家亡暗無天日的舊時

代，文天祥的無奈孤獨無可避免。

今夕是何年？是最接近華夏崛起中國夢的氣象

萬千新世代，展望二零一七，我們豪情滿懷、神清

氣爽，有更大信心和“洪荒之力”去挑戰不可能，

詩曰︰

新歲曙光佈天涯，

願景高掛億萬家。

縱然前路多荊棘，

牢記初衷更出發！

水滾茶靚
身在深水埗桂林

街，卻怎麼也找不到

信興酒樓，原來碩大的招牌全被街邊

的攤位遮住了。酒樓頗顯殘舊，人

聲、笑聲、叫賣聲，滿滿都是茶客，

我有點遲疑。深水埗街坊說，酒樓玻

璃門在夏天會罩上一道霞氣，令路過

的人感到裡面很神秘，一打開門煙氣

撲鼻，客人都是中老男子，講着粗

口，生客怎有膽坐入去？

“壽眉思舊事，普洱憶甘甜”，

開了八十年的信興酒樓以水滾茶靚聞

名，茶水間的水標溫度長年是一百一

十度，茶葉也講究。大多數人以點心

評論一間酒樓的好壞，但懂得飲茶的

人，是以茶評論酒樓的，一般酒樓的

茶葉沖兩次已淡，信興酒樓要求最少

能沖四次尚有回甘。現時不少酒樓的

茶葉是預先包裝，信興堅持每日在茶

倉由老闆親自“溝茶”。茶店曾問信

興羅老闆，做這一行不進貴茶葉，為

什麼你堅持要進貴茶葉？老闆說：

“我要茶靚，客人先會飲我杯茶，飲

我杯茶，就會試其他東西。”貴買粗

用，成為羅家經營酒樓的指標。信興

每日用約二十四斤茶葉，茶倉的茶葉

堆成三座小山，只能應付七至十天的

茶客。從美國回來的二十八歲第四代

羅少東到茶倉混茶，拿起茶鏟，茶葉

碎末漫天飛舞。“有一次篩走所有茶

葉碎，茶客說不夠味，我才知原來茶

葉碎也有作用”。

點了“豬肚燒賣”、“鵪鶉蛋燒

賣”，老闆推薦的“肉絲炒麵”、

“乾炒牛河”，真材實料，大大件，

味道純正。竟然還有“碟頭飯”，大

碟料足，這在其他茶樓極少見。塵封

的餐牌上寫着：“紅炆斑頭腩”二十

二元（港元，下同），“桃珠鮮蝦

仁”二十九元，至少是三十年前的價

錢。酒樓有人氣有煙氣。羅少東說，

他要茶客像其他場所一樣嚴禁吸煙，

一開口，對方回應，“我在你阿爺那

個年代已經在此度，那時你都不知在

哪！”少東哭笑不得。老茶客舊習難

改，老闆也無可奈何。

觀察四周，五花八門，來飲茶的

都是些什麼身份？鄰近的一桌全是男

客，說話很大聲，談笑得好熱鬧，一

個阿伯吃得興起，竟然雙腳蹲在椅子

上。羅老闆說，幾十年他們天天都

來，坐一張枱，但彼此並不認識。我

悄聲問，這些人都是附近的勞苦大

眾？老闆說，是大眾，不一定勞苦，

分分鐘身帶十幾萬，喝茶也做生意。

同枱拼桌的一位中年男士衣着簡樸毫

不起眼，聽我們說起北京霧霾，搭話

說他在北京十幾年，做房地產生意，

專門經營四合院，而且是二環內的四

合院。驚詫！信興真是臥虎藏龍。

關門的這一天來了很多人，除了

在酒樓做了幾十年的廚師、阿姐，其

他的都是羅家後人，他們多數在美

國，有建築師、原子物理科學家、搞

統計學、教舞蹈，個個都是專才，是

信興八十年培養起來的羅家第三、第

四代，看着他拉起鐵閘成為塵封，別

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月一日忽然心血來潮，記起以前一位認識的英國

教授，很久沒有聯絡了，看看他的近況也好。在網上打

進他的名字，看到名字旁邊出現了（一九五三至二零一五），心裡很不

舒服，然後讀到他的訃文。

王富文是他的中文名字。這位英國教授早年在劍橋大學唸英國文

學，一次到訪泰國，愛上了清邁的苗族人，決意要好好認識他們。劍橋

畢業後他在倫敦東方學院唸社會人類學，並因為對苗族情有獨鐘，回到

清邁苗區做研究，學習他們的語言，並入住其中一個家庭。他們給他自

己的姓氏，並給他改了中文名字叫王富文。

王富文本是倫敦南部地區的望族後人，家族的大宅像個城堡。他為

何愛上苗族，其後還出了幾本研究他們流徙的歷史，以及身份危機等專

題，連他自己也不能說清楚。一個英國學者，從對泰國的苗族進行田野

考察，再到中國昆明山區的苗族社區，對他們的歷史、風俗、人情及生

活感受等，巨細無遺地以自己搜集的資料及觀察說明一切，這點不是好

奇即能解釋，還有一份鐘愛，又或如他在一次人類學演講中所言，源

於，但不止於一份浪漫的嚮往。

王富文教授曾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後來任職於愛丁堡大學，又輾轉

在澳洲國立大學工作了十年，榮休後受聘於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並

主領一個少數族裔的研究所，繼續他對苗族的研究。二零一五年一次貴

州田野考察後歸來，身體感到不適，診斷出淋巴癌，十月份與世長辭，

享年不過六十二歲，確是辛勞成疾了。

我猶記得王富文在中文大學時候有一位要好的法國同事，中文名字

叫杜瑞樂，便也順道訪查他的近況。誰知網頁打開，又在他的名字旁邊

驚見（一九五零至二零一六），甚是失落。這位法國教授曾在北京工

作，還認真唸柳宗元。他不是一般漢學家，更會留意中國傳統思想的當

代影響及發展。

杜瑞樂二零一五年跟另一位法國作者合著了《聖人與人民：儒家在

中國的復興》一書，花了他十多年的心血，作多重閱讀和民間觀察。王

與杜對他族他文化的深入認識，從未視他人為“他者”，哲人其

“愛”。

哲人其愛
好朋友、百分百美女

一族畫家楊素珊（Susan

Yeung）筆觸帶勁，畫作大氣，絕非什麼閨

秀畫家，由她與另一畫家陳竹君(Ada Chan)

牽頭，昨天（十二號）在香港公園香港視

覺藝術中心展出、不似過去以女班為主，

轉移全男班；鄧鉅榮、陳本立、鐘照、郭遠

堅、姚志良、駱子斌、鄭宏祥、吳以強及筆者

等等不同視覺領域工作者的作品同場展

出。

“生息藝術文化”Breath Life，由Susan

及Ada的創立，源自愛。地球最原始、最美

麗的面貌應該得到保留。不謹為自己，也

為下一代享有地球原始面貌、大自然饋贈

而推行。始自二零一一年九月，“生息”

在北京、上海、首爾及香港推動、舉行二

十多個視覺藝術展覽，受到內地觀眾與媒

體廣泛關注。

視覺藝術包羅廣泛，並非以傳統畫作

釐定，建築、攝影、飾物、擺設、室內設

計、平面設計，時裝設計甚至在香港比較

少見展覽的時裝繪圖。差不多一年前 Susan

便將構思與我交流，感覺新鮮亦可行。大

學畢業之後，為何離開加拿大到倫敦再上

課、唸設計？自小沉醉畫畫、偏好繪圖，

清楚創意思維路不接通，餘生難得安穩，

二十出頭，往後的日子流流長，必須朝心

中所思所想向前，心到、立馬向前，至今

不變。不論平面或電子媒體訪問，曾亦刊
登筆者時裝設計繪圖，具體搜羅舊作加上

新作，用到展覽上，首次；光為新鮮已經過

癮。

回顧留戀舊作這動作，並非自己杯

茶。每次完成的作品都感覺不同程度未完

善，改進頗多。今次多人共展，雖則展品

數量有限，過不了自己那關，與理想展出

的作品水平有距離，夾在自己幾個旅程中

間不斷伏案重新再畫，沒想過先回收不少

興奮。

一段日子之前，筆者自內地工作匆匆

急流勇退，只望盡早踏出時裝大氣候已呈

膠狀的巿場景氣。厭惡管人管事話事從來

是自己天性，容忍了好長時間，自由無

價，幾百天以來幾乎全放棄天天必畫的作

息習慣。為了這次展覽，重新再畫，重拾

筆墨難以形容的舒暢，坐下畫桌伏案落

筆，當然精品難求，專注過程歡天喜地才

是最大回饋。

視覺生息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乾坤坤

■香港公園視覺
藝術中心，二零
一七年一月十二
至十六日展出。

作者提供

掌握知識的電視台
在亞洲電視台還

存在的時候，許多香

港居民都可以看到中央四台的節目，

從文藝表演到劇集都有。最吸引人的

就是《國家記憶》、《海峽兩岸》、《中

國輿論場》、《華人世界》、《國寶檔

案》、《一帶一路》等節目，幫助香港

人了解新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

決策的背景，特別是青少年，可以作

為中國歷史科的學習。

可惜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每年撥

出六億多元（港元，下同）的香港電

台，就是不播放中央四台的節目，然

後不斷研究為什麼青年人會走上“港

獨”的道路，還不停討論中國歷史要

不要單獨成科。再過十年，仍然這個

模樣。這正正是深層次的問題，不好

理解。

在沒有辦法之下，要看中央四台

的節目，需要使用兩個辦法，第一個

方法，就是定購香港寬頻的互聯網服

務，然後買一個網絡電視機頂盒，把

網絡電視接上互聯網線，就可以收到

全世界的電視節目，其中包括中央四

台的節目和世界足球比賽。

網絡電視機頂盒不是隨處可以買

得到，大概二千元，可在深水埗鴨寮

街一間蛇舖附近可以買到。有些互聯

網線路，流量不足，看網絡電視會上

不了網，或者經常斷線。香港寬頻的

速度1G，可以暢順地上網，月費比其

他互聯網公司便宜。大概每一個月，

要繳交月費二百多元。

另一個辦法，就是要裝上衛星天

線，用解碼器收看，也是可以在鴨寮

街找得到，投資要大概一千四百港

元。但這個辦法，並不是每個住宅單

位都可以做得到，因為衛星天線要朝

着西南方的天空，許多新型的大廈都

不允許裝衛星天線，只有舊式大廈可

以，還要大廈天台或者露台可以看到

西南方的天空，如果居所面向北方或

者東方，或者你的樓宇裡面是一個三

十多層高的大廈，擋住了電波的方

向，就不能收看了。

當前世界瞬息萬變，蔡英文怎樣

舉措，中央政府怎樣應對。特朗普上

台，會對中國玩弄什麼花樣，中國會

怎樣拆解，《中國輿論場》，每天晚

上八點鐘都會為你解釋，讓你知道世

界大事。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發生了許多大

事，面對着許多艱難險阻，中南海的領

導人怎樣進行決策，怎樣打開中美關

係，怎樣處理同蘇聯的緊張關係，怎樣

決定開放改革，有很多內幕，《國家記

憶》都為你揭開了內幕；《一帶一路》

的戰略方針，為中國的企業和中小企業

帶來了無限商機，香港的右翼報紙說

“一帶一路”不會成功，但是“一帶一

路”的專題節目，卻介紹了許多成功的

經驗；怎樣調查研究市場，怎樣創造新

的產品，怎樣轉變思維邏輯，把成功的

經驗介紹出來。

《華人世界》介紹了世界各國華

人艱苦創業，異鄉發展個人企業的成

功辦法和經驗。各國的風土人情和美

麗風光盡收眼底，如果你家裡有一台

電腦，互聯網流量足夠，也可以利用

電腦進行回看，什麼時候上網，都可

以利用“回看”的功能看到中央四台

的節目。

李 白 的 《 清 平

調》說，“雲想衣裳

花想容”，花想的是容顏的美麗，但

雲想的是什麼樣的衣裳呢？是日出時

和黃昏前那彩色的繽紛？抑或是艷陽

高照時，那潔白的無瑕？

之所以想起李白的詩句，因為最

近在微博上，看到有位廣州的女作

家，幾乎每天都對着天空拍攝，於是

我們看到在樹影婆娑中的高積雲，在

花葉映照中的舒卷雲，以及晚霞滿天

下的彩雲。

李白筆下的雲，自然想的是各式

各樣的衣裳，因為他的詩句，是形容

楊貴妃的，楊貴妃穿的衣裳，當然包

括純白和彩艷的，但絕不會有黑衣，

因為誰會喜歡烏雲滿天的日子？我曾

經也在山上拍攝過天空裡的高積雲，

因為太吸引我的視線了，那高積雲的

分佈，恍若一隻展翅的鳳凰，讓人驚

嘆不已。還有人看了之後，寫了篇頗

有所思的散文詩。王維的《終南別

業》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的詩句，這行為和景象，我在

求學時，在山上做過，那驀然升起的

白雲，在不經意間就飄在眼前，這份

閒適，如今再也找不到了。

長年生活在都市的人，最不喜歡

的是烏雲滿天的下雨天，但生活在農

村的農民，天旱時最渴望的就是天降

甘霖。

唐代來鵠的《雲》，蠻有意思

的：“千形萬象竟還空，映水藏山片

復重。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

奇峰。”雲就是那麼悠閒，讓悠閒的

人觀看，哪管農民內心的焦急？同時

代的曹松的《夏雲》說得好：“一天

分萬態，立地看忘回。欲結暑宵雨，

先聞江上雷。”既可忘情地看雲，又

有消暑解旱的雨降下，多好！

雲的隨想

我常常到北角某酒樓喝茶。每次經

過一張圓桌時，總會看到一張小時候常

在電視周刊見到的臉孔坐在那兒喝茶，那張桌子好像就

被他長期訂下來似的。這位先生退休後的樣子與他在無

線電視工作時沒有多大的變化，所以我這名“電視精”

能夠把他認出。不過，他是幕後人員，我亦不曾認識

他，所以每次經過他的桌子時，只能看他一眼，並沒有

打招呼。縱使只是這樣，也有種熟人的感覺。

可是，這份“只看一眼”的緣分在今年一開始便告

結束了，因為這位先生——何家聯先生已經因病離世，

難怪我近來到酒樓時已經不見他的影蹤。

我與酒樓的侍應熟稔，他們告訴我何先生家居北

角，視酒樓為他的飯堂，每天都光顧，中午和晚飯時候

總會在酒樓內找到他。可惜他因為患上鼻咽癌，已經有

一段時間不能進食，所以沒有再到酒樓。他們談起這位

熟客時，均唏噓不已。

報章上不少藝人都稱讚何先生是一名樂於助人、視

他們如親生子女的藝員部經理，甚至連劉德華亦公開憶

述當年他被無線“雪藏”時何先生如何幫助他解困。至

於鮑起靜稱何先生為她全家的恩人的言論則更令人注

目。原來在一九八零年，鮑起靜父親鮑方因沒電影可拍

而生活拮据，何先生遂引薦鮑方加入無線拍攝電視劇

《京華春夢》，令鮑家的經濟情況得以改善，所以鮑起

靜一直對何先生感激不已。

這些都是藝人公開向觀眾表示懷念一位“電視伯

樂”之語，私底下，還有一些曾受過何先生恩惠的藝人

默默地對他追憶，黃文慧正是其中一人。

文慧姐在獲悉何先生仙遊的消息後，立時與我聯

絡，向我表達她對她的伯樂的感激之情。她哀傷地說︰

“何家聯先生已經作古了。無線初期時，是何先生給我

一張合約；若干年後，當他任職亞洲電視藝員部時，我

曾在何先生的領導下學會了不少管理方式。無論是台前

幕後的知識，我都是由何先生教導的。願他老人家一路

走好，我們亞洲電視藝員部全體工作人員永遠紀念何家

聯老師。”

文慧姐這一段話令我領悟了數樣事情。第一，大家

都知道何先生是無線的幕後功臣，所有新聞都是以“前

無線高層”來稱呼他，原來他曾經在亞洲電視任職；第

二，他肯定是一位宅心仁厚的藝員部主管，因為文慧姐

會在私底下如此讚揚他和悼念他，完全是發自真心的；

第三，文慧姐已經是前輩級的資深藝人，但她仍對在多

年前曾經提攜她的人心存感激，可見她是一位念舊、不

忘本的人；第四，何先生在位時曾努力助人，在他離世

時，伴着他的是曾受過他知遇之恩的人的追憶、不捨和

祝願，他已經不枉此生了。

電視藝員的伯樂

HELL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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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氣象，
樂事數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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