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的那份情

不可思議的NFT
我第一次接觸
NFT是今年八九月
在香港首金集團的

一個推介會上，那時我聽了半天
講解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
腦。
NFT是Non-Fungible Token的

縮寫，意思是「非同質化代
幣」。「比特幣」、「以太幣」
等我也曾略有所聞，但這個「非
同質化代幣」還是第一次聽說。
後來首金集團讓人再給我詳述何
謂NFT，又講了很多藝術品如何
做成「非同質化代幣」賣出，有
些還賣出天價。
我覺得將一幅畫電子化就成了
「非同質化代幣」很難理解。
作為書畫家，我獲邀加入了香
港NFT協會，並與首金集團簽
約，合作用NFT技術拍賣書畫作
品，於是便得花點時間研究研究
這個NFT了。
據說NFT具有不可替代、不
可分割、不可篡改等特點，這
些特性使其可以與特定事物進
行綁定，提供一種標記數字資
產權利歸屬的方法。所謂的特
定事物，可以是一幅畫，一段

視頻，一首歌，甚至名人發出
的一條推文。
一個名為「First Born」的NFT

是推特首席執行官Jack Dorsey在
2006年的第一條推文，該推文寫
的 是 ： 「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而今年3月，Dorsey以
驚人的290萬美元出售了他這條
推文的NFT。
購買一件以NFT形式拍賣的數

碼作品，藏家其實只得到了所有
權的標記，類似於知識產權，而
不是實物產品。
奇怪的是，愈來愈多公司嘗試

鑄造自己的NFT，愈來愈多傳統
品牌認真擁抱這種獨特、可收藏
的代幣，並在數字世界裏與受眾
積極互動。
據說NFT提供了對數字物品

的安全所有權證明，可以保護買
方商品的價值，賣方通過拍賣交
易獲得永久的收益。與傳統藝術
品被拍賣的收益不同，NFTS可
以被編碼為允許原始創建者在每
次令牌交易時獲得收益，通常是
銷售價格的2.5%到 10%之間。
若果真如此，大家是否有興趣更
多了解NFT這個新事物？

今年適逢母校香
港浸會大學65周年
校慶，由於疫情關
係及秉承「五年一

小慶，十年一大慶」的傳統，我
們浸大尚志會以贊助形式，在鳴
芝聲劇團演出《鄭和．情義篇》
之際，特別前奏演出一段《眾仙
賀壽》粵劇籌款建設母校，祝賀
母校同時，亦恭祝該劇團《30＋
1》紀慶。
浸大尚志會是一個資深校友組
織，1976年由我們尊敬的榮休校
長謝志偉博士創立，獲邀入會的
成員皆事業有成，最重要常存回
饋母校及服務社會的心——「出
心出力，出錢出席」是我們的尚
志精神。
是次演出雖然只短短十分鐘，
但見校友們個個落力排練，正如
會長徐國榆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據說他們排練時
獲飾演玉皇大帝的文武生陳培甡
及游龍老師專業指導，非常認
真，難怪演出時也有板有眼。
猶記得5年前，我們慶祝母校

60 周年紀念時，以《萬世師
表》為題，舉行慈善晚宴。席間
校友們亦粉墨登場，作籌款演
出，更有穿上漢服扮演孔子的盧
恩成學長及其他孔子學生演出者
葉家寶師兄等，原來許多校友們
都喜歡唱粵曲、着古裝。
5年延續至今，他們竟然興趣
越濃，紛紛拜師學藝，研習粵
曲粵劇，甚至間中上台演出，
追求專業。可能我以前曾拍許
多古裝劇集，早已沒有他們對

古裝那份「新穎」感……我答應
了會長的盛意邀請，同古裝上陣
扮演《神仙》之一的葉家寶師兄
一起合作做大會司儀，一古一
今、中西合璧，不但沒有違和
感，且默契十足！
時光飛逝，當年獲邀加入尚志

會的我是各學長們眼中的小師
妹，但此刻擔任司儀，喊我師姐
的竟此起彼落……歲月匆匆，尚
志會不經不覺已成立45周年。還
記得第一次替母校擔任司儀是
1978年，那年我剛入讀傳理系一
年級，母校在剛落成的大專會堂
舉行「傳理十年」晚會，我以小
師妺身份演出，眼中的師兄師姐
都是身居要職的傳媒名人，如今
許多也退休了……數十年轉眼過
去，經歷多少變遷的人和事？！
唯獨不變的是那份情——我們對
母校的那份「浸大情」！

一年前羅霖升級當奶奶，
22歲的二兒子Jordan在美國
結婚，大家都恭喜她快做嫲
嫲。事隔一年，她再升級了

嗎？「還沒有啊，我不急，我鼓勵他們多
一點二人世界，他們好恩愛又好想結婚真
的好難得！其實，我早已經將所有首飾分
成3份，分給我3個仔，我亦準備一隻戒指
送新抱，當時仔仔要我寄過去，嘩，太不
安全，我說不如見面時親自送上啦……
Jordan在美國讀心理學剛有實習工作，正
儲錢讀碩士，所以我暫時不用他給我家
用，做人最重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職
業，好像我入娛樂圈並非我想，當年入無
綫兩年多，拍《真情》飾演雙雙好受歡
迎，但因結婚離開了劇集，回想起來真的
好可惜。如果讓我再選擇，我會繼續留下
來不會結婚！」
「現在離婚接近10年，我自食其力養大

3個仔，好辛苦時常失眠，也許因為單
親，兩個仔對婚姻都抱不同看法，大仔
Nathan是不婚主義者，可能看到爸媽的不
快過程，說一個人自由自在；二仔卻不
同，15、16歲已經說希望快點組織一個美
滿家庭……我好想飛美國探望他們，但來
回要隔離 21 天真的好辛
苦，我試過返內地工作，隔
離期間會有抑鬱、哭泣，當
連網上課程也完成了，什麼
都做不來，會想起很多負面
的事情，最要命就是到過美
國，再返回內地工作頗麻
煩，因為從重症紅區回來，
人家都怕了你！」
「回想帶着 3個兒子成
長，有苦有樂，最難忘遇上
他們提出要到外地留學……
當時我本來打算不再租房
子，但最後我還是決定用一
層房子的積蓄去供他們讀

書，因為對小朋友來說知識是一生一世
的，金錢沒有了可以再賺返來……雖然自
知已經50多歲好老，無房子怎辦？但，我
都要讓他們讀書！是的，我在兒子面前會
扮強者，單親家庭的孩子心理有陰影，我
不想釋出負面情緒，我哭過後走出來對着
3人都要笑。肥媽教我不可以這樣，教我
要做戲，讓他們知道媽媽辛苦，要懂得珍
惜……記得一次我失聲只能寫紙仔，他們
以為我快死，一個煲粥、一個斟水，真激
死！他們總以為我30多歲，我其實50多
了，腰骨好痛要多多幫忙……我更提醒他
們要愛爸爸，其實我都想和對方做朋友，
二人離婚可以做陌路人。但，有小朋友最
好商量孩子的成長，可惜他不想，我也沒
法子。不過，我教他們過時過節要給爸爸
祝福訊息，因為恨一個人，一世都會好辛
苦，一定要放下才可面向未來。憎恨，只
是折磨自己，好蠢！」
離婚差不多10年，好媽媽可有等到第二
春？「3個仔都贊成我拍拖，我都試過帶
埋細仔去同男朋友一起去旅行，不過我怕
感情上如有挫折我會崩潰，我要專注工作
賺錢，暫時為3個仔要放棄幸福……以前
緣分全放走了，要看未來我自己的命運，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得強
求，遇到就是我的福氣，我希望
對方能夠與我心靈溝通，好健康
的，不需要我照顧，什麼年紀都
可以，不過最重要心地善良。」
羅霖守得雲開見月明，大兒子
剛剛理大畢業，在廣告公司勤奮
工作、二兒子已經在美國成家立
室、16歲的三兒子Johnathan正
努力求學，3名兒子一表人才，
謙謙有禮，恭喜羅霖，她是女人
當自強的最佳典範！我想家家有
本難唸的經，只要咬緊牙關、顧
全大局，一定可以走出困境，遇
上更美好的將來！

女人當自強背後的苦樂
近年，野豬在市區出沒，時有所聞，據報

道，平均每年有十宗野豬傷人個案。在上星期
即有一位輔警警員，在天后廟道被野豬追撞，
受傷送院。

為應對野豬對民居的滋擾問題，漁護署隨後宣布新措施，
對在市區出沒的野豬，執行每月5次，定期用麻醉槍捕捉及
人道毀滅行動，並優先處理有大量野豬出沒、有野豬傷人或
對公眾構成危險的地點。而漁護署亦正研究修訂《野生動物
保護條例》，擴大野生動物禁餵區範圍，減少吸引野豬於市
區出沒。
漁護署助理署長（自然護理）陳堅峰，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行動只針對習慣在市區出沒的野豬，不會捕捉郊區的
野豬；但為解決市區野豬問題，不排除考慮向野豬狩獵隊重
新發牌。
政策甫一提出，即有野豬關注組織在社交媒體起而反對獵
殺行動，認為漁護署兩年前廢除荷槍實彈的狩獵行動，推行
和平理性的「人豬共存」政策，現時卻選擇開倒頭車，令人
費解及憤怒。組織進而指出，是因為有人餵飼野豬，令野豬
走入市區，因此，署方應加強巡查及罰款，提高阻嚇性，以
阻止餵飼野豬行為。
事實上，野豬是非常危險的動物，根本不適合在市區生

活。以往，香港一向有兩支民間狩獵隊，持有漁護署根據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發出的野豬狩獵特別許可證及由警務
處發出的槍械管有牌照。漁護署在2019年4月1日起，不再
為野豬狩獵特別許可證續牌，原因是考慮公眾安全，狩獵隊
亦被迫解散。今次同樣為市區的公眾安全，宣布每月5次定
期捕殺野豬行動，的確令人有朝令夕改的感覺。
在互聯網流行的年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發聲平台，

而香港人口眾多，有不同聲音，是非常自然的事。今次事
件，事實上也是經由互聯網引發，有人拍攝到天后廟道輔警
警員被野豬追撞的影片，先在網上發布，再在電視新聞出
街，令公眾親眼見到野豬傷人的危險，因此，輿論自然會迫
使漁護署正視市區野豬問題。
漁護署急推恢復獵殺市區野豬行動，對野豬傷警的危

機，作出即時處理，在危機管理而言，是正確的做法。然
而，在應對反對殺滅的網上輿論時，卻只能聲明獵殺只針
對市區野豬，明顯未能擺平同情野豬生存權利的聲音，顯
然並非好橋。相信比較持平的做法，應該是用麻醉槍捕捉
後放回郊野？並透過教育與罰則並重，阻止市民的擅自餵
食行為？

獵殺市區野豬是好橋？

今個星期五（11
月 19 日）是 TVB
55周年台慶的大日

子，今年新人事新作風，《萬千
星輝賀台慶》的戲碼相當吸引。
加盟TVB 8個月，連升兩級的
曾志偉再度發功，除了全台藝人
總動員落力演出台慶外，更請來
草蜢任表演嘉賓，率領一眾男歌
手勁歌熱舞，Hot爆台慶。
女歌手陣容不遑多讓，十分鼎
盛，由聲夢導師江海迦及李幸
倪，跟40位女歌手載歌載舞，儼
如盛極一時的《翡翠歌星賀台
慶》，場面熱鬧，女歌手定必精
挑細選戰衣登場，鬥唱又鬥靚，
真箇極視聽之娛。
聲夢奶爸李克勤在內地搵真銀
後，特地趕回來用歌聲賀台慶，
預告到時會獻唱經典歌，會是他
的首本名曲《紅日》嗎？聲夢學
員擁有不少粉絲，台慶夜怎少得
這批年輕面孔，自畢業出道後，
他們出過商演大騷，已累積了不
少舞台經驗，台慶夜是表現實力
的時候。青春無敵的樂壇生力軍
與前輩同台，是樂壇的一種傳
承。
譚俊彥擔正男一的《換命真
相》有口碑，加上他爆出跟韓星
李政宰撞樣，人氣旺盛，他會帶
領幾十個藝人用手跳舞，看綵

排，已覺甚有節奏感。
做藝人都有份即學即會的潛

能，黃智雯不單動作向高難度挑
戰，會用威吔吊高8、9米，懸空
表演妙曼舞姿，更挑戰自己的耳
水不平衡，每次練習都會暈陀
陀，甚為辛苦，正式演出時相信
她憑藝人特有的超強意志，克服
暈眩。看表演知道藝人苦練背後
的故事，倍添投入。
陳展鵬將表演疊羅漢，看綵

排片段，他連環失重心，甚為
驚險。疊羅漢看似簡單，其實
不單是力的表現，還要速度夠
快及有技巧，練習期間已有人
拉傷了，表演帶有危險性，非
常講求合作精神。到時看他們
苦練的成績。
近期演傻大姐獲好評的劉佩玥

在台慶表演打鼓，看綵排片段，
她走位準確敏捷，活力十足，與
其他鼓手十分合拍。
至於會不會有招牌的藝人互相

整蠱的趣劇環節，則未見提及。
在台慶，但凡有藝人作有危險

性的高難度表演時，觀眾覺得刺
激之餘，現場其他藝人都會肉緊
地在旁打氣，更有藝人會投入得
眼泛淚光，當順利完成後，大家
會大拍手掌，鬆一口氣，非常團
結。這個畫面應會在今個星期五
重現。

TVB台慶有什麼戲碼？

在朋友當中以及對生活的觀察，
愈來愈發現同一種生活可以過出一
千種不同的姿態。這種姿態或許是

一個人的格局。
比如有的人在貧窮的生活中，一樣覺得很幸
福，因為他覺得能夠自給自足，擁有的少，也就
少了很多煩惱，每天不需要想着要去獲取什麼，
在清貧之中也尋到一份樂趣。但是有的人就會對
貧窮深惡痛疾，處於貧窮中就會整天怨天尤人，
也看不慣別人比他好的生活，所見之處都是覺得
令人煩惱的。
再比如有一些人在失敗當中，也可以用積極樂

觀的眼光來看待，也能夠看到一份生機所在，哪
怕受盡挫折也覺得下一步依然會柳暗花明，無論
生活給予他什麼磨難，他都可以向光向上；而也
有一些人經歷了一些小小的失敗，就會把它擴大
成無法超越的災難，自憐受盡了命運的打擊，從

此對生活滿懷怨氣，於是把日子過得愈來愈糟
糕……看過很多的案例，其實也都可以總結出
來，一個人過得怎麼樣不在於他所處的是什麼樣
的生活，而是一個人的格局和心態。
從某種程度來說，一件事情根據人的不同看

法，它會有極壞的一面，但也會是一件完美的事
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偏差呢？這就在於人的心
態和目光而已。我們並不用覺得很極端，因為我
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怎麼樣，很多時候都是取決於我
們的心態。如果一個人的心態壞了，就好像是他戴
上了有髒污的眼鏡，那麼他所看到的一切也都是
消極的，如果時時能夠保持積極的心態，那無論
在什麼境況裏都一樣可以看到光明的一面。
是的。我非常佩服那些經常能夠在事情的壞處

中看到光明一面的人。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經
歷過很多挫折，甚至是磨難，但是如果我們撐不
過去，那我們就會被困難打敗，如果我們善於從

困難中看到希望、看到生機，那麼這種受挫的經
歷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回看身邊的一
些朋友，他們在創業之中曾經遇到過很多困難，
但是他們現在的事業根基都變得穩固，無可否認
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所在的環境，在大灣區發展所
帶來的機遇也對他們的事業有所帶動，面對生活
或困難的一種態度令他們能夠從壞的事物中看到
光明的一面，其實這就是一種非常厲害的心理綜
合能力，我們也知道事物發展的規律，總不會讓
我們走投無路的，但是人們往往在遇到困難時就
容易退縮，容易消極頹廢，但機會是留給那些心
態好的人的。
從那些創業朋友身上看到一次一次的失敗又算

得了什麼呢？他們積極樂觀，努力在不好的方面
去發掘光明的一面，所以自然機會也就眷顧了他
們。不僅僅是在事業方面需要我們有這種心態，
在人生裏也是很重要的。

看見光明的一面

舊物裏的光陰
鄉村大地融入夜色後，眾多聲音

便會凸顯出來。
莊稼拔節抽穗的聲響，河流沖刷

石頭的淺唱，雨水從房簷滑過的滴
答，還有蟲鳴蛙鼓聲聲不歇。
這些鄉村的記憶，在我逃離村莊

後，都成為我腦海裏碎片化的幻
影，似乎一轉身，我便跌入了一個不真實的
夢。故鄉在時間的推移中漸漸沉淪，那些熟
悉的聲音逐漸隱去，一同隱於歲月褶皺的還
有浸潤着昔日時光的舊物。
掛在牆上的柴把早已老舊，鈎狀的把齒沒有

了竹的光鮮，歲月消蝕中變得灰暗，斑駁的把
梢盡顯滄桑。不用的把子一般都掛在牆上，
把子緊緊貼着牆壁，把齒在上，把把在下，
在時光中靜默。年少時，一夜北風颳過，黃
葉飄零，地上便鋪了厚厚的一層，這時候柴把
就派上了用場，秸稈和樹葉慢慢攏入柴把的懷
抱。孩子們則把柴把夾在兩腿之間踅圈兒跑，
一手拿着柴把、一手作打馬狀，嘴裏喊着，得
兒得兒駕！此時有小夥伴唱起了兒歌，「南山
坡，樹葉落。娃們起來摟柴禾。一摟摟了一
笸籮，點火燒鍋熬湯喝。喝了三碗還嫌餓，
騎上馬，找外婆，外婆給我烙油饃。」
院子裏蹲着一個大水缸，半拉葫蘆瓢就浮在

水面上，那半拉葫蘆除了自用，也是為過往商
販預備的。毒辣辣的日頭下，走街串巷的小
販焦渴難耐，搬開一家大門的柵欄，走進院
落，無須打招呼，操起水缸裏的瓢，半瓢涼水
下肚，如飲佳釀。有時候，祖父繞着水缸轉了
一圈，喃喃自語：「缸穿裙、大雨淋，看來要
下雨了。」缸成了鄉村天氣變化的預言家。
民間戲曲裏有《王大娘補缸》，王大娘家的

缸記錄着一個個煙薰火燎的日常：「這口缸，
是好缸，盛過芝麻盛過米，盛過百年老滷湯。
能醃臘肉能曬醬，能做黃酒能泡漿。中秋節
放進去幾個青柿子，到過年就捂成了稀稀溜溜
一包糖。」蘇童在《水缸裏的文學》開篇寫
道：「我始終認為，我的文學夢，最初是從一

口水缸裏萌芽的。」在蘇童筆下，水缸成了一
個孩童文學啟蒙的導師，水缸裏藏着一個秘
密，有一扇神奇的想像之門從水缸深處開啟。
橋頭臥着一個牛槽，青石鍛造，足有兩米

多長。年輕時，做過隊裏飼養員的根爺，趕着
幾隻羊從橋頭經過，看着蹲在橋頭的這個牛
槽，忍不住搖了搖頭。「啪啪啪」隨着甩向
空中的鞭梢發出的幾聲脆響，橋下面傳來了根
爺吼唱的民歌：「東山後日頭三萬個，一個
一個往西落。一輩子喝不完半井水，水罐罐兒
都在那井台上破。」聲音沙啞，曲調蒼涼，根
爺應當是從這黯淡的牛槽，望見了往昔歲月。
橋頭的路依然向村外延伸，河水依然長流不
息，牛槽依然蹲在橋頭，任歲月淘洗，似乎從
來未曾挪移過。生產隊牛屋的大門外有一個石
磨，石磨上下兩扇，上扇略厚。兩扇摞在一
起，圓心的地方，下扇嵌着一個鑲了鐵的木
軸，叫磨臍，上扇有一個圓孔，磨臍插入孔
中，兩扇磨便重疊在一起，下扇固定，上扇在
拉力下轉動。圓形的磨道上，腳印與蹄印疊
織，一個個苦難的日子便熬了過來。
小時候，我常常拿着個小板凳，牽着祖母的

衣角去村西頭看戲，有一則《小寡婦推磨》唱
腔淒愴，台下一片欷歔之聲，應該是唱盡了人
世的辛酸：「推磨推到打一更，天上有雲沒星
星。一盤石磨涼冰冰……推磨推到打四更，頭
暈眼花兩腿疼。磨槓像有千斤重，磨道好似萬
里程……」我記事起，石磨就躺在了牆角，見
識過村莊歷史的石磨，像一個寡言的老人笑
看塵世變遷。由石磨衍生出的諺語，卻帶有樸
素的鄉村智慧，母親常說︰「磨臍不動使死推
磨的。」「使」在豫北平原的方言中是「累」
的意思。如今，石磨早已淡出人們的視線，和
它相關的諺語卻一輩輩傳了下來。
鐵疙瘩，靜靜地坐在院內一隅，泛着烏黑

的光澤，這時候它內在的靈魂尚未喚醒。一
塊生鐵只有經過鐵匠的鍛造，才會閃耀靈性
之光。鐵匠在合作社門口擺開了陣勢，一人
拉風箱、一人掄大錘、一人掌小錘，我看見

火苗舔紅的生鐵扔進了盛滿涼水的水盆裏，
伴隨着滋滋啦啦的聲響，一股白煙從盆內升
騰而起，瀰漫在空氣中。經過大錘夯砸、小
錘敲打、淬火重生的鐵，開刃處閃着鋒利的
光，像是在招呼一個農家好把式的到來。
祖母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財神爺想要幫助

一對勤勞卻貧窮的老夫婦，於是黃金和白銀
幻化的黃人、白人去借宿，黃人和白人都好
動、不夠安分，老婆婆害怕打碎盆盆罐罐而
沒留他們，接着來了一個穩當的黑大漢，夫
婦倆接待了他。第二天早上醒來，黑大漢變
成了一大塊鐵疙瘩，窮夫婦這才明白黃人和
白人乃是黃金白銀所化，嘆息一聲「生就的
驢命，怎能不曳磨？」將鐵疙瘩打製成農具
繼續辛勞的生活。家鄉的兒歌也唱出了富貴
的虛幻，「馬馱金又馱銀，馱回一個聚寶
盆。馱到家，睡醒了，馱的都是土坷垃。沒
有金、沒有銀，一地坷垃硌死人。」
無形的風，因一個風箱而聚攏。風箱就是一

個風的收集者，多用桐木板製作。「呼嗒呼
嗒」，風箱喘着粗氣，隨着這呼嗒聲，爐膛裏
的火苗一張一翕，跳躍的火苗映紅了祖母爬滿
皺紋的臉龐。記憶裏，鄉下最常見之物還有架
子車，有人力車也有套牲口的，車的外觀樣式
一樣，套牲口的車略大。承載重物時，前後空
當處各固定一個荊條編織的荊笆。有時候走親
戚也坐馬車，鄉下有民謠「坐大車，哐噹噹，
去舅家，吃麻糖。」麻糖不是糖，是一種油炸
麵食，外面裹着薄薄的一層糖，泛着紅光，仔
細推敲應和油條同宗。
萬物皆背負着自己的使命，舊物在完成使
命後轉身隱於歷史的蒼茫。如今，舊物以沉
默代替了訴說，在無聲無息的時光中靜默。
歲月輾轉盤桓，光陰流逝嬗變，然記憶永不
消亡，舊物裏有過去歲月的溫度。我彷彿從
舊物身上，睹見了時光在輪迴中亘古不變的
往復，每一件舊物身上，都可以打撈逝去的
時光，每一件舊物裏都藏着一個漸行漸遠的
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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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復生跟葉家寶（右）一起替
母校香港浸會大學65周年校慶擔
任司儀。 作者供圖

●羅霖為 3個仔努力
工作賺錢。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