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運會又來了

兩代詩人陳鳴華
十幾年前，我到上
海談版權合作，知名
畫家樂堅介紹了陳鳴

華給我，他時任上海文藝出版總社
副社長。樂堅說，陳鳴華在出版界
建樹良多，很有市場觸覺。當時，
由於兩間公司的出版方向不同，沒
合作成功。
幾年後，陳鳴華來了香港，在聯
合出版集團出任多個要職，偶有茶
敘，談的都是出版現象。如今轉眼
十年，想不到這位資深出版人還是一
位詩人！月前獲贈詩集《句敘》，
甚為驚喜。
這本「天地版」詩集以深綠色為封
面，簡約純樸，猶如詩人的質樸情
感，收錄了作者近40年的創作，以
「年份集」和「年代集」而輯，相當
部分是他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
社會中創作的。「在極為認真地履
行了作為個體對於社會和職業特別
是員工和讀者的責任之餘，不斷聽
到自己曾經的一些興趣及愛好在蟄
伏過久之後由內心發出的抗議之
聲。」所以，「中斷了十年的創作在
香港這個異度空間奇妙回歸」。
集名《句敘》不好理解，作者在

《後記》中解釋為「句子的敘
述」，「只是敘述的並非故事而是心
事」。這在早期的創作「年代集」
（1982年至2010年）中較為明顯，
應該說，是用富於想像的詩意語言

敘述作者所觀察到的人和物，比
如，「小鎮車站如我愛人的髮辮/輕
輕一甩送我走向漫漫的旅途」
（《小鎮車站》）。
相對而言，在「年份集」（2011

年至2021年），語言更凝煉，句子
也較簡短。同樣是「二月」，2017
年在香港的體悟是：「春天還有些
冷/風吹過來的時候/枝頭的凜冽/已
萌生退意……」1985年作者還是大
學生時創作的《早春二月》，寫的
是父親：「父親濃濃的影子被灌木
叢遮掩了/就像他樂呵呵的鬍子淹沒
我的童年/父親走時太陽已高高升
起/我僅僅瞥了他一眼/望見嘴角含
笑的歲月……」
有人說，詩是年輕人的專利。那

是假設年輕人充滿激情和想像力。
青年詩人的語言天馬行空，盡顯想
像之美；中年詩人則多了對周遭環
境的體察，文字蘊藏人生睿智。
詩集中至少有一半是中年以後的

詩人在香港創作的，尤其是夾在書
頁中間的《俳 句》，乃仿日本古典
短詩「俳句」而作，但他特意在兩
字中用了間隔號，以示有別，創作
並不拘謹於其「三句十七音」格
式，比如：「水管窒息/目光爬上
去/到樓頂澆花」和「壞脾氣的風/
激起樹的不滿/狂吐葉的舌頭」。在
這裏，兩個年代的詩意融為一體，
詩人不老。

東京奧運、東京殘
奧、中國全運會相繼圓
滿閉幕，香港體育熱潮
也開始淡下來，接着要

到明年才有大型世界體育盛事：包括
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季奧運會、6月
26日因疫情而延期一年舉行的成都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9月10日的中國杭
州亞洲運動會，以及11月24日在卡
塔爾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
這幾個大型體育項目，究竟哪一
間電視台會轉播呢？抑或是像今次
奧運、殘奧和全運會，所有香港電
視台也可以轉播呢？早在 2018 年
時，TVB已經購買了北京冬季奧運
的電視播映權，也就是說電視觀眾
一定可以免費收看這屆的冬奧。這
個冬季奧運會欣賞價值很高，項目
包括高山滑雪、花式溜冰、冰上曲
棍球、冰壺等等，這些都是香港人
比較喜歡觀賞的雪上運動，但因為
香港只得一兩個運動員參與，其成
績對比起其他國家/地區的運動員亦
平平，因此香港觀眾很少關注香港
冬奧運動員。
而另一邊廂的明年9月亞洲運動會
香港市民就一定會比較關心，相信
如果疫情緩和，香港會有很多觀眾
希望前往杭州觀看比賽，現場支持
香港隊！但這個亞運電視轉播版權
又是哪一間電視台所擁有呢？目前
還未揭盅，過往亞運會的電視版權
費用大約200萬至400萬美元左右，
通常電視台轉播亞運會也是虧本
的，廣告收入不足以彌補成本，因

為亞運的同一年會有世界盃舉行，
而大部分廣告商都會認為投放廣告
予世界盃效果更理想，廣告收入也
就會給世界盃搶去；加上這些綜合
運動會對一些收費電視台「吸客」
幫助不大，因此購買轉播版權意慾
一向較低。回顧上一屆2018年印尼
亞運會，香港電視轉播版權要到開
幕前兩星期才落實，由於付出轉播
費用太低，大會限制每天只可轉播6
小時，因此部分香港隊決賽項目香
港電視台也未有機會播放，香港觀
眾也就錯失收看賽事的機會。
以目前成本估計，轉播一個亞運

會，版權費及製作費估計合共約
5,000萬港元，以目前經濟現況和廣
告收入，先不說盈利與否，到底可否
達到收支平衡5,000萬這個數字呢？
哪一間電視台願意冒這個風險呢？轉
播大型體育活動，或者可以以市場宣
傳費來支付這個支出，因為雖然單計
轉播十有八九都會虧本，但無疑會加
強電視台的品牌商譽，算是一項投資
未來的決定吧。以上屆印尼亞運指
標，香港運動員成績其實相當不錯，
有8金18銀20銅，共 46 個獎牌，排
行亞洲第13位；如果東京奧運之後，
香港幾間電視台能再度合作，轉播亞
運，相信也能與個多月前一樣轟動全
城。
姑勿論哪一間電視台或者全港電

視台一齊去轉播亞運，作為一個「體
育人」，希望香港也能跟上次東京奧
運一樣，眾志成城投放資源，一同
製作一個有水準的「亞運會」。

相信不少人都收過類似
美容業推銷的電話，無論
你在開會、你在上課，白
天、晚上、工作日、休假

日任何時候都會接到這些騷擾電話；什
麼免費請你試做 facial、什麼試做價88
元……什麼新到的韓國、日本醫療儀
器，讓你年輕 10 年以上，體驗價 98
元……什麼美容業協會的抽樣問卷調
查，你幸運地被抽到了，請你去試
做……各種推銷詞彙多如天上繁星，不
勝枚舉，唯恐你不去！但當你去了，恐
怕你不買張套票，根本走不成！
有位朋友經常不在香港，外地、香港

兩邊居住，近日向筆者反映，她的美容
套票在並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取消，朋友
當下立即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並拿出
收據和當時銷售經理的名片。朋友表
示，當年收到推銷電話去做了facial，做
完之後，美容師領朋友進入經理的小房
間，該經理表示，只要買套票，今次的
facial可以免費！該經理憑着三寸不爛之
舌推銷這個美容儀器，推銷那個美容療
程，朋友向經理表示，自己在其他多間
美容院已買了幾張套票，只想付了錢走
人！談話之間，美容師又走了進來，一
個不到20呎的小密室，有兩個人一起，
一唱一和對着朋友，大有不買走不成的
情勢！朋友於是問，如果買，可不可以
沒有時間限期？因自己又常住國外。該
經理立刻說︰「可以，可以沒有時間限
期！只要你買套票可以無限期慢慢使

用！」最後朋友終於買下套票。
朋友說，手上有四五間美容院套票，
既然是無限期慢慢用，她也就真的留着
慢慢用。眾所周知香港2019年發生黑
暴事件，2020年至今（2021年）香港受
新冠疫情影響，社會環境嚴峻長達3年，
在此期間政府曾禁止美容院營業。
當政府宣布美容院有限度開放時，朋
友多次致電該美容院預約，不是沒有人
接聽電話，就是有人接了電話叫你留下
號碼，會有專責預約的同事回覆你！光
陰如箭而過，一直沒有回覆，朋友鍥而
不捨再多次致電，依然沒人接聽，若遇
有人接聽，依然說留下電話號碼，等預
約同事回覆你，如此不覺時間慢慢滑
過。據朋友告知，對上一次到該美容院
做facial，櫃枱職員說，你的套票快要到
期了，朋友答之，買套票時，你們的經
理說是無限期的，沒有時間限制。該美
容院職員卻說，那位經理已經離職，她
說送層樓給你都得啦！
香港社會足足3年飽受黑暴事件以及疫

情影響，在此嚴峻情況下，該商舖竟以
套票過期為由，取消套票！「跑得了和
尚，跑不了廟。」該經理為了業績，軟
硬兼施，硬銷朋友買下高額套票，今該
經理離職，商業承諾是否可以一筆勾
銷？如此營商手法，政府是否有必要規
管？切不應姑息養奸，助長美容業界歪
風；然而筆者相信，大部分的美容院都
是正當手法經營，唯怕一粒老鼠屎壞了
一鍋粥。

美容業的一粒老鼠屎
香港有人賣樓移民他國，補充入市的

潛力陸續有來。有地產公司移民顧問調
查香港樓市走勢，有近八成準「新香港
人」擬買港樓。所謂「新香港人」，即是

目前還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但即將擁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
這批人有意投資買港樓的意慾相當強烈，比例約近八

成，而且其中兩成四客戶願意繳付高達三成的買家印花
稅去買樓。香港樓價這麼高，本地人不甘心付高昂的買
家印花稅，但「新香港人」卻有一定的購買力，相信未
來數年，將是「新香港人」購買力爆發的高峰，這批買
樓生力軍的消費力不容小覷。
有人帶着幾十萬港幣膽粗粗移民，世人笑他太瘋癲。

早前也有前電視主播，移民英國後大吐苦水，因為沒有
工作，租不到樓，一直只能住在酒店，因為沒有住宅地
址，孩子又不能上學，總之一環扣一環，困難就是比預
期來得多，究竟點收科？對於該主播的遭遇，在完全沒
有鋪排下，人走佢走，相信同情他的人不會多。不過，
事後他又「報喜」找到工作，受聘當地地產公司，做市
場推廣及直播主持人，是耶非耶，祝君好運。
有才子也想到這門生意來了，轉到英國做樓市顧問，

為移民者實地介紹住區的周邊環境。其實講到底，移民
不是講膽量，而是講實際。
朋友的兒子因為有BNO在手，也學人到英國開展新

生活，到埗後租住一個香港人物業，其中一個類似劏
房的房間，折合月租7千港元，再加上其他開銷，生活
費太高，又轉到台灣找出路，同樣大小的房間，折合
月租約1千港元，生活指數低，才能安定下來。膽粗
粗移民的人，在地球兩端走來走去，腳跟未站穩，盤
纏已倒掉了一大截。
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香港人賣樓移
民，回流已是百年身。連根拔起，真要三思。

買樓生力軍

防潮珠最初只出現
在某牌子的即食麵
裏，好處是保持食品

乾燥，不致潮濕受到細菌侵蝕而變
壞，也許方法可行，往後很多乾貨
和零食之類產品便爭相模仿，普遍
在包裝裏頭也開始附有「防潮珠」
了；一二公斤的乾貨放入小包防潮
珠，當然沒有問題，反正乾貨使用
時，用家都先用水浸透，就算防潮
珠少量粉末透過紗布小包溢出，一
經清水過濾便不愁受到污染。
其後愈來愈多不同品牌的零食，
為使形象令顧客看來安心，包裝上
也多附有防潮珠了，甚至有些不足
兩吋小包裝的餅食，每小包也附夾
近半吋的防潮珠，是否過於濫用就
很值得研究。
慣見這些小零食的防潮包，並非
紗紙密封，大多用的是彩色光面疑
似錫紙和不透光的膠紙，要是密不
透風的話，裏頭的防潮珠粒散
發不出防潮效果，豈不是裝飾
作用大過防潮？
除非錫紙也有肉眼看不到的
小孔，跟薄紙一樣可以防潮也
就無話可說，可是真有防潮作
用的話，問題又帶出來了，密
封包內的防潮小粒滲透到食物
裏，食物與防潮物體密切接
觸，難道對食物沒影響？

而且即食粉麵的防潮小包經常跟
調味小包混在一起，雖然防潮包上
註明「不可食用」，但是細號字體
排在花花綠綠圖案紙包上也容易走
眼，一時給人大意誤作調味粉料豈
不危險？
多日前有則新聞，上海一個8歲小

童就因為多吃了接觸過乾燥劑「也
就是防潮珠」的零食，眼睛便即時
受到嚴重傷害（嚴重的恐怖程度，
未經徹底證實，本文還是沒勇氣說
出來）。
且不提防潮珠關乎食物衞生和健

康的重要，就說說有個朋友的「奇
遇」，她多年前自作聰明，不想丟
棄即食麵的防潮包，順便放到文件
抽屜裏，以便文件得以防潮而保持
乾爽，最近開啟抽屜不由嚇了一
跳，原來有些文件受到防潮珠發揮
的威力，乾燥到已變成粉末，萬一
是重要文件就夠驚心吧！

了不起的「珠」

很喜歡一句話︰真正的自由不
是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你
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

我的一位身在官場打滾了許久的師兄說他恨
極了每天言不由衷的應酬，他最大的願望就是
將來無論在和任何人吃飯的時候，想不喝酒就
不舉杯，還有可以任性地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
上牧羊，那位師兄後來戒了酒，辭了職，帶着
他的牧羊犬隱居到深山裏，雖然沒有羊群可
牧，但是也過上了雞鴨成群，有牛馬相伴，有
土地可耕耘的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然而過了
不久，都市人的餐桌上忽地流行起有機食品
來，遠在深山裏過得本來如閒雲野鶴般的師兄
一下子又有了造福人類的念頭，想要讓大家都
吃上健康食品，開始在村裏買田買地種植有機
農產品。
對於「食」，本呆這個吃貨自然是感興趣

的，於是也花了一些時間去了解「有機」的食
品，發現同樣的蔬菜水果，只要貼上了「有
機」的標籤，其品質和味道且不論，價格首先
已經和普通種植的尤其是大棚產出的蔬果拉開
了大大的距離，同樣的東西，「有機」是「無

機」的數倍。查閱的資料中說，有機食品是指
不使用化學合成物生產出來的食品，它的生產
過程中亦不能有輻射、工業溶劑、化學食品添
加劑等等，並且，當下的有機食品還要通過所
謂的第三方認證機構從種植、加工、生產、製
造、包裝等等進行評審認證達到國際標準……
這一來本呆真是呆了，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
想要去吃的到底是什麼？
到底還是吃了「有機」，一面吃一面在記憶

深處搜尋。年少的大部分時間本呆都是跟隨從
部隊轉業到鐵路部門的父親到處跑，父親單位
的駐地多在山野裏，我亦常被父親寄養在鄉
下，也親手種植過各類的農作物，那時沒有化
肥，也沒有化學合成物，偏遠的鄉下更沒有輻
射，土地是乾淨的，用農家肥種出來的蔬菜瓜
果都是香甜的，味道只比如今的「有機」更
好，大抵能算得上是「有機」中的「有機」，
只是沒有經過認證。
本呆只是偶爾花點自己支付得起的銀子去吃

點被重重認證過的「有機」，而要做「有機」
事業的師兄卻是苦了，先要花錢去買「有機」
技術，再要花錢請人去認證自己的勞動成果。

勞動的過程辛苦且怪異，臉朝黃土背朝天和蛇
蟲鼠蟻鬥爭是難免的，從前的「綠色食品」可
以用普通的農家肥，如今的「有機」卻奇怪地
要用牛角、羊角把糞便裝起來埋進地裏去發酵
做肥料……如此種種，勞動的成本增加了，種
出的「有機」拿去售賣時價格自然不能低，賣
起來，自然要花更多的力氣和心思，哪裏還能
想不做什麼就不做什麼！
吃「有機」是人類食欲新踏上的一個台階，

人們把自己的身體糟蹋了之後又為養生去迷信
「有機」，他們大抵是忘記了，原本乾乾淨淨
的土地是人類自己用現代科技去破壞的，原本
乾乾淨淨的食物是人們自己加上各種化學添加
劑的。人類轉了一大圈，又變本加厲地回到了
原處，而被破壞過的土地和變質了的食品，並
不是用幾隻裝了糞便的牛角和羊角去「有機」
就可以改變的。
我想，人類或許是不需要真正的自由的。如

此，便能懂得有些事情不是我們想做就可以去
做的，不去破壞，就可以給自己留下一片淨
土，就可以不經過認證便能放心地吃所有的
食物。

有機無機皆是心機

豆 蔻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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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詩人杜牧《贈別》詩中，有
「娉娉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
初」名句，由此，後人稱十三四歲
的少女為「豆蔻年華」。當時，他
非常喜愛揚州聘婷少女張好好，但
又不得不離開此地。眼望着像早
春二月枝頭含苞待放豆蔻模樣的張
好好，杜牧心有眷戀，依依不捨，

情愫綣繾。正因愛之深，遂以豆蔻花着筆
輕虛托出，花兒神秘未開，卻因言美而妙
傳頌千年。
宋代陸游《小園春思》「小軒愁入丁香

結，幽徑春生豆蔻梢」，比杜牧「豆蔻梢
頭二月初」的虛化形象要實一些，丁香結
了淡淡清愁，豆蔻呢，則在咧嘴笑，好俏
皮、好有味呀。彷彿銀鈴般的笑聲猶在耳
畔，性格極其凸顯。豆蔻之年華，驚艷的
豈止是外在形象，還有美好的心性。幾番
光陰，幾番輕笛，豆蔻花的姿容出落得格
外絕美，讓人從心底深深地傾慕。
豆蔻花苞靜靜地睡在枝頭，直到天亮。

站在含苞的豆蔻花下，甚至產生一種瓷玉
樣的凝脂感，那麼寧靜，又那麼天籟。我
從那花尖上的那一點「紅唇」望去，就覺
得她——真像少女樣羞滴滴地說着話似
的，好一副欲露還休的甜美嬌容。在花前
佇留，被淡忘的少年情懷又回到了心間。
尤其在陽光下，那種天使般的優雅笑意被
我捕捉到，含有心靈上的某些會意。
豆蔻花苞柔若凝脂，晶瑩如夢，玉石般溫

潤可人。綻放之時，精彩絕倫，驚為花神。
蓓蕾初起，前端殷口微開，或紅或黃，或粉
或黑的條紋花冠乍現，美不自禁，古代詩人
之喻果然維妙維肖。尤其那抹胭脂紅染在花
朵張口處，巧嘴呼朋引伴，讓簇生枝頭的眾
多乳白花骨朵躍躍欲試，宛如打開少女隱秘
心扉的紅色指令，徐徐旋動，美到令人窒
息。花苑世界崇高、卓越而美，豆蔻花從含
苞開始，亦靜亦動，不斷書寫着神秘。
黃紅相間的豆蔻樹幹，像父輩對女兒有
所託付一般，豆蔻的花蕾上充滿着大大小
小的牽掛。拇指大小的豆蔻果實，又像憶

起了含苞時的花蕾，對大自然展現着無限
嬌羞。清代高粱芳《紅豆蔻花》詩云：
「結就同心蕊，因標連理名。」美麗的豆
蔻花曾有癡情傳說：清乾隆嘉慶時，有位
少女名叫豆蔻，不僅貌若天仙，且多才多
藝，為朝中某權臣所寵，後權臣獲罪而
死，豆蔻竟跳樓相隨，讓世人唏噓不已。
剛入豆蔻年華的女孩，像向日葵一樣明
亮，沾染了日光的妖嬈，俏皮得淋漓盡
致，活潑得無遮無攔。李清照有句「豆蔻
連梢煎熟水，莫分茶。」細品，細品，怎
一個香字了得！憑嗓音聽，借腳步想，正
是少女的豆蔻年華時，長長黑髮綑紮着青
春期的燦爛，卻如秋水般明淨。冰清玉潔
的身姿體態，令人神迷的柔美腰肢，映襯
裊娜的妙齡丰韻。恰如月光盈滿之夜，有
令人不忍擷取的獨妙境界。
豆蔻花是少女化身之物，二月初始含苞，

晚春或初夏開花，謂之花中極品，極具觀賞
性。豆蔻花雖不語而俏，讓人微笑頷首或眉
目欣喜。她為總狀花序，直立頂生，花軸上
分布着眾多小花，類似舒蘭花和蕙蘭。花期
在陽曆4至6月，而果期在6至8月，果實殷
紅扁球形，有香味。豆蔻種子有些像石榴
籽，可入藥，還可做香料，氣味馨香，頗辛
辣。豆蔻產於嶺南，屬薑科植物，外形有點
兒像芭蕉，高丈許，葉片細長，披針形。
在75種西雙版納薑科植物中，紅豆蔻、

黃薑花的花朵尤其好看。與紅豆蔻、黃薑
花等開枝頭的薑科植物不同，九翅豆蔻的
花很特別，是藏在地表的落葉之中，她通
過根部快速繁殖，每天早晨4點左右開放。
九翅豆蔻花開9朵，圍成一圈兒，花色晶瑩
剔透，特別精美，每個花序能持續盛開半
個月以上。早上開花之後，她能散發出一
股獨特的香味，吸引蜜蜂前來拜訪。
為避免自交、增強異交，保證種子多樣遺

傳，九翅豆蔻「設計」出一套特殊的繁殖方
式：當蜜蜂拜訪自己時，花朵通過控制花
柱捲曲方向，讓其早上和晚上分別成為昭示
雌性和雄性，避免自花受精。早上，花柱向
下彎曲，剛好位於昆蟲拜訪通道上，能接

受傳粉；晚上，花柱向上反捲，則遠離昆蟲
拜訪通道，不接受傳粉。如此一來，蜜蜂能
在九翅豆蔻的不同植株上的花朵完成授粉。
豆蔻花果不僅是嫵媚的絕世尤物，且應

用十分廣泛。豆蔻可作香料，或烹調飲食使
用。中藥裏的「豆蔻」，味辛、性溫、微
澀、無毒。豆蔻分4味，即白豆蔻、草豆
蔻、紅豆蔻和肉豆蔻，均具芳香之氣，一般
作用於中焦，適用寒濕嘔逆、上腹脹痛、
食積不消、胸悶不飢等症，具有化濕消痞、
行氣溫中、開胃消食的作用。《中國藥
典》、《本草拾遺》、《開寶本草》、《本
草經解》等醫學著作有收錄。
藥理表明，豆蔻能促進胃液分泌，增強
胃腸蠕動，防止腸內食物淤積導致的異常
發酵，消除胃腸內的積氣，芳香健胃，並
能止嘔、暢通，是臨床上常用的幫助消化、
促進胃腸動力的中藥。《本草綱目》言
「豆蔻治病，取其辛熱瀉散，能入太陰、
陽明，除寒燥濕，深具開郁化食之力。亦
能助脾熱，過量則傷肺損目。」除藥用
外，豆蔻還是保健食療上的上好配料。用白
豆蔻3克、生薑3片、大米50克煮白豆蔻
粥，適用於濕阻中焦、脘腹疼痛、納食不
香、噁心欲嘔、肢體重困等症；用肉豆蔻煨
肘或煮羊肉湯，和胃健脾，滋陰補氣，溫
陽散寒，適用於消瘦乏力、胃氣虛弱、中
寒胃痛、胸脘痞悶、肢體冷痛等症。
人的身心，逗留於影影幢幢的豆蔻世

界，沉思、沉迷、沉醉，再尋覓、相遇、回
味，尤似一朵初如芙蓉、穗頭深紅的豆蔻
花。萬古虛空，一朝風月。乍看，豆蔻花厚
潤光亮；再觀，如入萬頃深林，仙氣頓出。
豆蔻世界的音容笑貌，每一朵都是有氣質
的，縱歷經千萬年，一旦被人讀懂，就像忽
然又活了過來，與你同聲共氣，讓你欲罷不
能。並非相見恨晚，而你此時恰好正在。

●為安全計，防潮警句不宜太細。作者供圖

●豆蔻花嬌容。（韓鳳平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