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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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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保障私隱

近期香港掀起一股創科
熱潮，特首去年在《施政報
告》宣佈加強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加強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教育，《財政預算
案》提出預留 500 億港元支援創科發展，包
括發展落馬洲河套區創科園、注資創新及科
技基金、建議新的科技創新平台、發展電子
競技等。最近更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當中央宣佈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時，更讓政府和業界信心大增。
科技走得快，為我們日常生活帶來方
便，包括資訊無間。但科技用得不當，就為
我們帶來危機，包括私隱被侵，正如臉書
（Facebook）因劍橋分析公司涉密，令大家
對向來信任的企業及品牌一下子信心大跌，
陷入不安全的恐慌。
最近和初創企業家安宇昭聚會，聽他說
新科技令我獲益良多。當中他提到現代企業
已可以用區塊鏈這新技術保障消費者私隱，
重建大家的信心。他說全球金融和科技公司

余似心

七嘴

八舌

在區塊鏈上已投資達 14 億美元，在 2024 年
全球區塊鏈市場價值估計為 200 億美元。迪
拜和其他城市已積極把握席捲全球的區塊鏈
技術浪潮，即使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及愛沙
尼亞等也有多家區塊鏈初創公司在探索及發
展這新領域。
他說區塊鏈可解決私隱盜用及外涉問
題，因為消費者可控制他們願意透露的個人
信息，並可清楚了解他們的數據將如何被廣
告商使用，會大大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
程度。原來區塊鏈技術同時可應用於管理護
照、出生和結婚證書、國家和選民身份證以
及處理電子住所計劃等，當中的身份識別服
務可有效阻止個人的身份被非法盜用。
安宇昭告訴我們，即使在援助和發展
領域，區塊鏈也可革新非政府及人道救援
機構的業務模式。聯合國中七個機構正探
索或使用這技術來支援運營。看來香港的
企業也要考慮以區塊鏈等技術保障消費者
的私隱。

不愛陽光的小子
約，站起身也不告辭便走了。
開了話題，古銅媽媽說他們這個兒
子，就是不止對日光浴沒興趣，甚至還怕陽
光，理由就是不想皮膚轉黑，平時還塗什麼
美白霜，最令他們擔心的是，最近一家人驗
骨質，夫婦倆正常，反而兒子疏鬆，可是勸
他曬曬太陽，他老是不聽，席中家有千禧後
兒女的父母都有同感，說這新一代跟上世紀
他們年輕時那一代健美觀念不同了，男生女
生大都喜愛“奶油”不愛“朱古力”。
想來必然是韓風吹出來的潮流吧，自
幼在冰天雪地環境裡長大青春派的韓劇主角
和歌星，等閒沒直接接觸過陽光，加以這形
象給傳媒人封稱為“小鮮肉”，有嫌皮膚不
夠美白的小明星，為了爭取票房和討好粉
絲，還出盡方法漂白皮膚呢，年輕韓迷上了
心，以白為鮮，以鮮為美，便連紫外線低的
日子，男孩子出街也跟女孩子一樣避開陽
光。不像他們父母輩，不少迷過古銅色明
星，喜愛健身和陽光。

天地

思旋

盛夏五月，藍天白
雲，大部分日子高溫炎
熱，人們大嘆火熱難堪，不少人“中招”
中暑。似乎本年是最高溫的五月，男女老
少為求消暑解熱，不少人都往海灘或泳
池游泳，好多人穿上夏裝在城中逛逛。
踏入六月，高溫依然，熟悉天象的人在
揣測暴風雨將至，天文台預告將有颱風
甚至雙颱風，大家應做好防風防洪的準
備，以策安全。正所謂居安思危，是為
之也。
我們正遇上天然災害肆虐，想不到在
政治經濟又遇上風暴。世界各地很多地方
都出現政局不穩，內部紛爭，在歐洲更顯
著。意大利、西班牙政權都不穩，經濟當
然遭殃。涉及脫歐與否的風波，殃及匯率
波動，金融市場起波濤不在話下。世界全
球化，一處地方有事，必將牽連各地。近
月來，美元高升影響所及，也令世界各地
匯市有不同的波動。尤其是新興國家貨幣
暴跌，為求穩定市場，多個國家都急急連
番加息，以穩定資金外流。似有像年前金
融風暴初期，令人憂心忡忡。
事實上，在歐洲也不見得安穩無事。
歐盟當局前有為英國脫鉤談判在忙碌，而
今又恐防有後來者跟逐。如何應付？實在
是難搞的大事。
政治經濟密不可分，互為影響。本來
已是多事之秋，加上某大國的領導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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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熊孩子盜用家長銀行卡
填“網絡毒坑”的紀錄再創
新高：據《成都商報》報道，四川一名年
僅 8 歲的女孩，用媽媽的手機下載了一款名
為《炫舞浪漫愛》的遊戲，同時偷偷綁定
了家裡的銀行卡，12 天工夫，伙同自己的
另一個小伙伴——11歲，華麗地花光了13萬元
人民幣（下同）去“充值遊戲鑽石”，最
後榮登該遊戲區的土豪榜榜首。
類似的新聞，任何搜索引擎都能一搜一
大把，甚至能做到“月月鬧事”，比如上個
月，福建省建甌市一名 8 歲小男孩，用爺爺
的手機玩遊戲買裝備，短短 1 個月花掉了 4
萬多元；又比如上上個月，廣州高女士的
兩兒子，一個 10 歲、一個 9 歲，10 天內在
騰訊、網易等多款手機遊戲中一口氣花了5萬
5；還比如上上上個月，陝西西安高新區張先
生發現 13 歲的兒子在不到 50 天裡為手機遊
戲充值了 3 萬塊……在網遊界，有個專有名
詞叫“氪金”，意思就是通過花錢充值，
在遊戲中購買裝備、人物等，以達到強大
自己遊戲角色的目的。而誰又能想到，那
些氪金土豪榜上，一個個神秘的 ID 背後，
其實是一群乳臭未乾的熊孩子。
而要命的是，熊孩子們在網絡上的
“錢坑”還不止遊戲一個，近年來躥紅的
網絡直播是另一個銷金窟。再來一輪新聞
轟炸：今年 3 月，北京一個不滿 12 歲的女
孩用家長手機登錄直播平台，大手筆 10 萬
元打賞男主播；今年 2 月，大連一名 9 歲女
孩用媽媽手機看虎牙直播，一天打賞主播5萬
多元；去年3年，湖北一名8歲男童用媽媽的支
付寶打賞多名遊戲主播，共計9.3萬元……
有意思的是，氪金也好，打賞也好，縱觀

一個個“案件”，發現案件中的孩子們都
比家長們想像得要“聰明”百倍。比如文首
案中的母親，完全不知道“綁定銀行卡”為
何物更不知如何操作，卻被她 8 歲的女兒
輕易破解了；比如陝西的高先生完全沒想
到每當自己熟睡後，兒子便會拿他的手機
給自己狂發紅包，之後再刪掉記錄；還比
如很多家長都想不到孩子會精密到連銀行
的消費短信都刪掉，更想不到自己在使用
支付寶的時候，一旁的娃會默默把密碼記
在心裡……面對互聯網這個新戰場，誰是
強者還真不一定。
說回事件本身，“罪犯”是熊孩子，但責
任最小的恐怕也是熊孩子。在這件事上，
更該負責任的有很多方：其一，是家長。
現代社會，太多家長最常用的哄娃方式就
是塞個手機、塞個iPad，這些電子產品是無
數家長心中的“哄娃神器”。然而，沒有
監控、引導、節制的濫用此法本身就是不
負責任，再加上很多成年人在網絡世界中
的落伍，分分鐘被幾歲的娃娃虐。其二，
是遊戲廠商和直播平台。六一前夕，官媒
又恨恨發文，質問“多少道文件才能管住
網遊對少年兒童的戕害？”，痛罵網遊廠
商監管無力，大吃“人血饅頭”。而事實
確也如此，國家雖三令五申，但各廠商和
平台的防沉迷措施依舊無力。其三，是制
度。單靠廠商的良心並不夠，針對未成年
人的網絡管理，需要政府制定相應的網絡
規範和法律法規，並完善網絡遊戲和直播
平台的監管機制。
當熊孩子安安靜靜悶頭玩手機時，別
心裡偷着樂，過去看看，你知道他們在幹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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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狂妄之人，朝令夕改的公開說話，令
人摸不着頭腦，不知如何是好，無所適
從。政治噪音加上經濟貿易糾紛所爆發的
貿易戰，就算始作俑者美國其實也不會好
受。今時不同往日，大家對是否聽從“大
阿哥”的說話，甚為保留。近日，美國對
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由六月一日起加徵
關稅，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均稱將報
復。貿易戰陰霾籠罩世界，經濟前景亦將
難見美景。
其實，貿易戰聚焦點在美國和中國。
月前，中美進行經貿互訪談判之後，本以
為貿易糾紛將暫停，雙方會有共識。然而
出爾反爾的特朗普卻又有不同的說法，中
國奉陪到底，堅決以國家人民為重，中方
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然而談判大門始終敞
開。
市場魔咒“五窮、六絕、七翻身”。
事實上五月並不很窮，香港股市恒生指數
只不過下跌數百點。至於六月是否絕呢？
我亦不以為然。因為六月起，中國 A 股加
入 MSCI 指數，A 股入摩，吸引被動型基金
流入，香港同樣受惠。五月三十一日，香
港單日股票成交逾二千億（港元）之鉅，
是換馬之渠道。可想而知，港股將不愁寂
寞。當然，外圍政經不穩，對港股是有影
響的。相信大市會在 31,000 點上下徘徊。
若是你有實力又夠膽的話，可在“六絕”
伺低吸納優質股，待“七翻身”時獲利。

采 風

吳康民

我愛我的孫子。孫女已出嫁，但望她早
生貴子，讓我享受四代同堂之樂。小孫子他一
家與我同住，使家裡頗有生氣。可是小孫子一天天長大，他愛
好的是他的平板電腦，他看電視喜歡的是卡通片。電腦遊戲非
我所長，卡通片更非老人家所愛。於是我只好讓步，使客廳上
的大電視充滿卡通片的圖像，我只好看我的報紙去了。
小孫子一天天長大，他不喜歡老祖父的摟摟抱抱，也不會
嚷着老人家講故事。他埋頭看電腦，我低頭看報刊。兩者的愛
好距離愈來愈大，到了他到達談情說愛的年紀，老祖父的孤獨
感將愈來愈強烈！
老人有老人的聚會，可每周只有一次茶敘，打麻將也不可
能是天天打。我已年老體弱，不可能參加遠足，現在短途旅行
也很少，除了看看書報，還能做些什麼？
據說香港有一些“老人中心”，我卻沒有參加甚且沒有
參觀過。老人家各有各的“派系”，陌生的老人很難組合成
群。只有共同經歷或者在同一單位退休的老人才會相聚在一
起。我們的退休老人也有一個活動群體，每周相聚喝喝茶或
者打打麻將，老人活動也僅是如此這般。年輕一點的新退休
者還可以相約遠足行山，老的行不動的就只有坐在茶室談古
說今了。
打麻將是老人們最普遍的活動，猶憶童年時寄居在外祖父
家，外祖父每晚必提個燈籠前往不遠的老人家朋友中打牌，我
則獨守空房一個人睡覺。兒童睡暖了被窩，對老人家有益。外
祖父打完牌回來，我已呼呼入睡多時，早上梳洗完畢上學，老
祖父還在夢鄉之中。現在輪到我是老人家了，小孫子早起上
學，我還呼呼入睡，不過也有不少早起的時光，因為要趕上參
加某些活動。
俱往矣，當年我這個小孩子已成“登九”的老人。我的小
孫子喜愛的是他的電腦，不在乎祖父的摟抱了。

花名香鳶尾

若荷

■韓星愛美，不惜漂白皮膚。(網上截圖)

政治經濟遇上風暴

百家廊

宴會上重逢健美夫婦
一家三口，十年不見，兒子
也二十歲了，夫婦倆曾任健身院教練，據說
鄰居時兩小無猜已互相認識，求學時代又同
一學校，離校後同一愛好同時進入健身院，
兩人一向酷愛日光浴，婚後每逢長假期還遠
涉長途到希臘海灘曬太陽，這對俊男美女，
年過四十，還是一身柔潤古銅色皮膚，席上
滿座客人都不禁投以艷羨目光。
有趣的是跟這對健談又古銅父母身邊
同樣俊美的小男生，卻雪膚花貌，靜如玉
女，染不到父母半絲古銅色彩，其中一個朋
友看着笑說︰“你們仨，可真像朱古力爸媽
生了個牛奶仔！”
問小男生，可有跟父母一起日光浴，
小男生一直在低頭看手機，這叔伯的話也許
沒有聽進耳，也許假裝聽不到也懶得回答。
他媽媽看了兒子一眼便說︰“當然沒有
啦！”他爸也說兒子自小不愛陽光，小男生
好像有點不高興，關了手機，說了句朋友有

連盈慧

思旋

■責任編輯：周文超

我剛調到新單位上班的時候，就看到四
壁皆櫥的辦公室裡，栗色的桌椅板凳間擺放
了許多花，它們從此陪伴着我，讓我扎扎實
實做着屬於我的工作範圍之內的事，而不再
去遊走於從前的工作環境，以及四季的變
化。那些花不是什麼名品，無非是冬青、蘭
草之類，大概是為了讓它們吸收辦公室裝修
的氣味吧。
有一種叫滿天星的花，莖葉纖小，整個葉
分裂為三瓣，每瓣都有一個狀如心形的葉
線。它根鬚發達，枝葉茂盛，很像是苜蓿
草。這種花可觀賞，只是因為不是開花的季
節，整個植株除葉莖的綠色之外，再無其它
可觀的顏色。據說開出的花是粉紅的，如果
是在花期，花兒多得就像滿天的星星，故而
叫它“滿天星”。
還有一種花，它的模樣更像是一把草，從
外形看像極了田間野地的小麥草，同事告訴我
說這是香雪蘭。我到辦公室的時候是秋天，香
雪蘭已生長有兩寸高，看樣子它還要生長，那
碧綠的生機告訴我，它絕不會停留在這樣低矮
的高度。果然一個月後，它又長高了十多公
分，並且從青蔥簇新的枝葉間，斜斜地竄出幾
枝花穗來，上面佈滿了花苞。最初的花穗是綠
色的，花穗愈長愈大，花苞愈顯瑩白，又過半
月左右，花苞開始抽蕊開花，次第綻放。它的
花色開始有了變化，花瓣潔白，花蕊則微黃，
一副乾淨無瑕的狀態，在綠意盎然的花叢中，
高過枝頭，在潔白與淺黃兩種顏色的濡染與過
渡中，盡顯其典雅與高貴。
香雪蘭形若萱草，但比其小，花瓣頂端飽
圓，具有濃郁的芳香，在花開的日子裡，何止
是辦公室啊，整個樓道都瀰漫在它的香氣裡。
從那時起，我認識了一種花叫“香雪蘭”。我
還知道，香雪蘭的花種是根莖球形的，十月種
下球莖，十一月份就會發芽，及時搬到通風透
氣的地方，一、二月份便會開花。在我們北
方，春節至正月十五，花期最盛，潔白的花
朵，象徵着歲月的安詳，也象徵着主人無上的
氣質與精神的高貴。因此愛花的人，喜歡在這
個時間種上幾盆，裝飾新年的房間。打掃一新
的客廳裡，一邊是牆上張貼的紅“福”字，一
邊是花香撲鼻的香雪蘭，給樸實平凡的小家增

昨日
紀

陶然

提起紀德修，我眼前便浮現一
條壯壯實實、皮膚偏黑的山東大漢
的樣子。其實，說大漢，並不確實，只是表明其壯
而已。
那時打籃球，他橫衝直撞，不愧是最佳中鋒的
角色，也是班隊的得分好手，對手很難看管，此乃
拜身材魁梧之利。那時他一度剪個平頭，有一夫當
關萬夫莫開之概。
他跟同班的劉志碧相戀，已經是他們幾個人徒
步長征歸來之後；至少我是那時才聽說的。我是到
了較後期才出去串聯，對外間世界後知後覺。後來
畢業分配，他和成都人劉志碧一起給分到山東，也
是照顧的結果。
他分到濱州市，當了濱州日報的老總，卻以書法
令人刮目相看，他是當地的著名書法家。不久前他寄
我一本書法集，是他這些年的驕人成果。在學校的時
候，我倒沒有看出他有這方面的才能，不知是深藏不
露呢？還是日後的努力？不過我從沒有跟他住同一個

添許多的溫暖。
香雪蘭花期過後，就不用再澆水了，等待
花葉自然乾枯，從乾透的土裡把花種取出，或
者將整個花盆閒置一處，不再動它，任其安靜
地待在土中，做着屬於植物的甜蜜的夢，單等
秋風再次吹動。我到單位的第二個秋天，便得
到香雪蘭球形的花種，開始在家裡進行自己的
盆栽，種了兩盆還是三盆？或許是更多吧，二
十年瞬間而過，記憶變得模糊。那時住的還是
平房，每天想像着住上樓房的滋味，香雪蘭種
子撒下不久，便順利生長出來，那抹單一的綠
色一直持續到秋後，冬季來臨，有花穗從葉腋
下鑽出來，清新可人。
那年冬天，外面天寒地凍，香雪蘭在並不
亞於室外的寒冷裡經受嚴峻的考驗。沒有取暖
設備的冬季，許多花都落光了葉子，凍得瑟
縮，有葉也緊抱着枝幹，像冬天穿戴單薄的女
孩，凍得鐵青着臉。而那一年，我的香雪蘭卻
從容地開放了，冷雨、冷雪、寒風中，開得香
氣四溢，美麗嫣然。冬日陽光下讀書、寫字的
時候，香雪蘭就陪伴在旁邊，伴着我將一篇篇
文稿謄寫、寄出，然後是漫長的等候，這一
陪，就是三四個秋冬。
春天過後，夏天來臨，香雪蘭逐漸花葉乾
枯，整個植株自然而終，整個序幕華麗而落，
而我這時卻要搬家了。無花的陶盆，被我帶到
新居住的樓房，在溫暖的室內和陽台置放，繁
衍、播種，繼續着香雪蘭不息的生命，直到我
第三次搬家。這一次，我忘了哪個花盆是它的
寄身之所，因為盆中無花，鬼使神差般將一棵
帶刺的仙人球種進去。仙人球不需要勤澆水，
僅憑濕潤的空氣和泥土，也能汲取良好的水分
和養分，這可苦了香雪蘭，試想在乾燥板結的
泥土中，得不到一點水分的香雪蘭，會怎樣在
這種環境維持嶄新的生命？
這年初秋，當我再次為仙人球澆水後，花
盆裡竟萌出針尖般的綠芽來，繼而是大量的綠
葉生發。香雪蘭強大的繁衍力，使整個花盆都
佈滿了它的種子。叢生的芽苗，幾乎把那棵仙
人球給淹沒了。只是隨着時日的生長，它變得
愈來愈纖弱，葉片完全不如單獨種在花盆裡長
得的寬碩，畢竟是與其它植物競生的地方。多
少次我想把它挖出來，讓它擁有單獨的花盆，

但這個念頭被各種原因沖淡了。香雪蘭，就這
麼生長在帶刺的仙人球旁邊，一晃就是十幾
年。這十幾年裡，因為仙人球能夠吸收輻射，
又往往對它高看一眼，最大的約束，就是對它
剪了又剪，以防帶刺的外表，觸碰更多的空
間。而香雪蘭卻由於得不到養分，不能成功繁
衍，從而零落，棵數愈來愈少，花株愈來愈
小，年年遞減。
去年秋天，香雪蘭再次生發，在龐大的仙
人球邊上，它只生長出幾棵。在與仙人球的生
命競爭中，它傾斜着身子，衝刺而出，幾乎倒
伏在盆沿上。我終於被它震撼了，震撼之下打
定主意把整盆花土全部倒出，重新對香雪蘭和
仙人球進行分類栽培，挪走仙人球，保留香雪
蘭在原盆之中，並用一根木棍把香雪蘭固定，
這樣一來，我又看到了它的潔白、清秀，為了
不讓它們孤單，我又打開淘寶網站，在上面買
了幾種顏色的花——原來香雪蘭，還有多個不
同的品種，紅、黃、綠、白，五顏六色，並
且，我知道了它另外的一個名字：“香鳶
尾”。
最初知道這個名字，是在今年的臘月，我
在網上百度，得出這種花的底細：香雪蘭，屬
鳶尾科，學名 Freesia hybrida Klatt，是多年生球
根草本花卉，百度稱它“花似百合，葉若蘭
蕙，玲瓏清秀，花色素雅”，有鎮定神經、消
除疲勞、促進睡眠的作用，是人們喜愛的冬、
春季室內觀賞花卉。得知它是鳶尾屬這個名字
後，突然感覺它變得陌生了，那些不同的花
色，姹紫嫣紅啊！原來香雪蘭如此的高雅，而
我自己的學識是多麼淺陋。
許多年來，實在是辜負了這花，懷着深深
的懺悔，我開始動手種植香雪蘭，並且在淘寶
網上，購買各種各樣的花色。想起二十多年
前，同事把花種送給我，說它生命力頑強，不
用太盡心去管理。有一年秋天，我種下的香雪
蘭出苗不久，在一次換盆中不小心碰斷了一
枝，心疼長了這麼高的枝，扔了可惜，就順手
插到花盆裡了，二三個月過去了，插花盆裡的
花枝竟然沒死，到來年的春天，把那根斷枝挖
出來一看，發現上面已經長出白嫩的根鬚了。
我喜愛香雪蘭的潑辣，更喜愛“香鳶尾”
的雅致。

紀德修
宿舍，對於他的生活習慣雖不能說一無所知，但也所
知應該有限。更令我驚奇的是，書法之外，他還夾來
一本他的山水畫集，令我眼福不淺。當我表示欽佩的
時候，他回說，山水畫是處女作，見笑。當然是客氣
話。不論畫冊還是墨寶，都叫人拜服。都說書畫養
命，寫作用命，大概有道理。我看着他意氣風發的照
片，開心之外，只覺得慚愧。
寫紀德修，不能不提他的另一半劉志碧，他們
畢業分配時，獲照顧到德修家鄉山東，但好像沒回
到老家。從這個角度而言，劉志碧是作出一點犧
牲，她放棄回重慶的機會，如果按老話來說，就是
“從夫”了，但也並不是那麼講，在那種情勢下，
兩人只能做一種選擇，不是去四川，就是去山東。
結果山東得勝了，當然有兩個人的考慮，如果當時
條件允許的話。我雖然認識志碧也很久，但似乎沒
太多的交集，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一群人曾經徒
步串聯，在武漢長江大橋畔照過集體相，其他就幾
乎一無所知了。

不過，再仔細想想，還知道她喜歡樂器，好像
是三弦吧！如果不錯的話。儘管我並沒有聽她彈
過，但有這個印象。到不久前，從德修傳來群組的
照片中，還看到她在樂團的演奏。看來，即使退休
了，一個專攻書畫，一個熱心樂器，也是一種自我
健康身心的極佳活動。對於他們倆的高雅興趣，我
只能羨慕佩服。也許他們以前就有這些天分，但為
職業所困，不能施展，現在無憂無慮了，正可施展
所好所長。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可以隨心所欲，
追求自己的興趣和美好理想了。記得二零零二年北
師大一百周年校慶，我們班到會同學曾在學校附近
的北太平莊“牡丹飯店”聚會，德修和志碧也來
了，當時天津的于全林也在，久別相聚，大家嘻嘻
哈哈，回到青春歲月，非常愉快，不知夜之既深。
看着他們倆歡快，衷心祝福老同學煥發青春，
重新回到大學時代。當然只是期望而已，歲月步伐
不饒人，我們都無力回到過去的時光；但還是要欣
賞黃昏歲月，特別是曾經留給我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