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一波熱潮？杭州亞運？

是時候融入灣區了
這十多年，我們總
聽到香港經濟發展出
現瓶頸現象，卻也僅

僅停留在口頭上警醒而已，頂多看
到政府官員出席什麼合作會議之類
的活動，回來向市民交代一下，卻
看不到有什麼實質上的行動，也看
不到小小香港進一步有效開拓市場
空間的部署和對未來的展望。
於是，長年累積了民怨和失望，加

深了社會矛盾，以致造成了多場對社
會嚴重傷害的騷動，乃至被外部勢力
挾持。如今，在香港國安法這定海神
針下，香港社會正在復元和漸趨安
穩，人們再有盼頭，尤其年輕人希望
能在更大的空間下發展。
中央顯然洞悉香港社會的深層次
矛盾，早於2015年已在國務院各部
委文件中提出「大灣區」這個概
念，更於3年多前正式發布《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港澳
地區的擴大發展提供機遇。而且，
作為同是說粵語地區，香港不但和
中央規劃中的大灣區各城有共同語
言和嶺南文化基礎，而且長期以
來，在整個珠江三角洲乃至泛珠三
角區域，都有緊密的民間聯繫。
40多年前，當香港的工業發展因
為成本上升和西方國家關稅政策的
改變而出現瓶頸時，是國家的改革
開放大門打開，給了一批面臨生死
抉擇的本地工業家北上設廠再發展
的新出路，並助香港成功轉型為服

務型社會；之後，隨着內地資本的
加大投入，配以香港完善的法制基
礎和廣泛的國際聯繫，香港成為國
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不
能獨沽一味，只依靠金融業，堅實
深厚的文化底蘊必不可少，是以
「文化之都」被排上日程。大約兩
年前，國家文旅部又跟有關部門聯
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
遊發展規劃》，為大灣區的整體文
化和旅遊發展提供指導性方向，引
領大灣區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樞紐
及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可幸的是，近年，香港鄰近城市
居民的生活水平漸跟香港接近，為
兩地的融合發展和協助香港成為新
定位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提供有利條件，「文化之都」似乎
是水到渠成。所以，跟內地大灣區
各城的深度交流，攜手共進，互為
補足，已是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在民間，尤其是從今年慶回歸祖

國25周年一系列文藝活動來看，文
化藝術界的反應熱烈，很多藝術家
不但希望自己的作品有更多的觀
眾，更希望有機會到大灣區各城展
演，甚至到當地體驗生活，發掘新
的創作素材。執筆時，欣聞特區政
府將舉辦包括「粵港澳大灣區文化
藝術節」、「香港周」、「中國戲
曲節」等活動。看來，真是官民同
心了。

受疫情影響而延期
一年的 2023 年第 19
屆杭州亞運會，其香
港電視版權終於在日

前塵埃落定，由香港有線電視奪
得，對香港體迷觀眾而言可謂放下
心頭大石。如此算來，有線電視由
1998年起連續7屆奪得亞運獨家播
映權，這是有線電視的情意結，縱
然過往亞運都是香港電視台虧本的
生意，但仍無阻有線對其的興趣。
在2006年前，亞運電視版權是綑綁
世界盃版權一同出售的，因兩個電
視版權是同一代理商，其後2010年
及2014年因電視台互相爭奪，每屆
版權費便炒高至400萬美元，令不
少電視台卻步；今屆杭州亞組委沒
有交給代理商處理，轉為自己發售
版權，大會定價大幅回落到百多萬
美元，價格下跌加上此前東京奥運
會香港運動員的好成績，原以為各
大電視台會爭奪亞運播映權，但意
料之外地未聞有爭奪戰就由有線電
視購入。
百多萬美元版權費，加上約2,000
萬港元製作費，整個成本不到3,000
萬港元就有一個亞運，這個製作數
字放在過往還是會虧本的，但目前
香港體育氣氛不錯，如果得到廣告
商贊助，加上延期一年避過與世界
盃同一年而互相爭奪贊助商，所以
可能不會虧本太多，情況樂觀的話
或者還有得賺，如果虧本少少就當
是電視台本身的宣傳費也划算。今
屆杭州亞運，香港隊估計會派出超
過600人，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香港代
表團，獎牌估計也會超過上屆8金

18銀20銅，排獎牌榜第13位。正如
日前港協暨奥委會辦了個與傳媒的
飯局，副會長霍啟剛指出目前他們
主要重點工作是亞運會，統籌亞運
會代表團是他們的工作，透過傳媒
飯局就是加強港協暨奧委會與體育
傳媒之間的溝通，讓我們傳媒可以深
入報道香港運動員現況及狀態。
體育媒體，可分為電子傳媒及文字

相片傳媒，筆者是從事電子媒體為
主，所以在這講述大多是電子傳媒，
是利用電視去報道體育比賽、直播賽
事，帶給觀眾親臨現場的氣氛和感
動，是有版權所規限的，也要繳付昂
貴版權費及製作費；另一種叫文字相
片傳媒，以文字和相片去報道比賽，
是賽後透過文字去表達，透過相片一
張一張去帶出運動員背後的故事，不
用版權，也不需要交費用，取得記者
證就可以去報道。而報道亞運會，無
論電子媒體，還是文字相片傳媒，都
是非常吃力，比起報道奥運辛苦很
多，這是因為參加的中國香港運動員
很多，項目很多，40個大項，482個
小項，中國運動員得金牌也很多，要
全面報道實在很困難，奥運會中國香
港運動員比賽，傳媒可以一項不漏，
每一個運動員也可以做到訪問，而每
一個奪金牌中國運動員也可以報道
到，但亞運就困難。作為傳媒，當然
希望做到100分，因為每一個中國香
港運動員的努力都應該讓世界看見
的。
既然版權塵埃落定，就讓體育各

界好好準備，期待一年後2023年9
月23日至10月8日杭州亞運再次在
香港掀起體育熱潮。

招彥燾是香港80後的年輕
人，來自書香世家，幼承庭
訓，熟讀唐詩宋詞，而他卻走
出不一樣的精彩人生。是的，

他才30多歲，已可以用成功人士來形容；剛
剛（2022年）獲選為「世界十大傑出青
年」；誠如曾鈺成對他說︰「這不是你個人
的事，是全香港人的事。」而我要說，這不
是他個人的榮譽，這是全香港人的榮譽。
記得8年前出席他的婚宴，對於他在婚禮

上新郎的致詞，我相當驚艷。他對生命的感
恩，對人生的抱負與追求，表達出厚度與深
度；我看得出來，他很優秀！但沒想到他竟
可以獲得「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的殊榮。
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 」，招

彥燾謙虛地說︰「是這一場遍及全球的新冠
疫情，使得世界看到了我的研究成果。」他
有一句座右銘：「因為相信，所以看見！」
這位「華仁仔」到美國大學攻讀「生物

醫學工程」，博士論文研究「快速測試」，
在這方面的研究領域已積累十多年經驗。
2017年他決定將設在美國加州的總公司遷
回香港，最主要的原因有二：1.感情上的家
國情懷，香港是他生長的地方，父母親皆在
香港；2.他看準香港是傳染病溫床，世界各
地的人絡繹不絕來到香港，也將所有的傳染
病帶到香港，香港人口密度集中，所以傳染
病容易發生。
招彥燾創辦「相達生物科技公司」的原

意是希望將自己所學貢獻給社會，完全沒料
到2019年的新冠疫情席捲全球，給了他發
揮專長的機遇；他說，他創業的初心是希望
全世界人類能夠掌握自己健康的信息，一場
新冠疫情出現，使所有人要使用快速測試；
每個人都是採樣人、都是實驗室，但快速測
試的產品質素一定要有保證，上星期他的公
司剛剛贏得紐約州政府訂購每個月400萬至

1,000萬套的快速抗原測試棒。美國FDA對
新冠抗原測試審批十分嚴謹，至目前只有
20多間公司獲批「緊急使用」，全部都是
跨國大公司，只有招彥燾公司是唯一的初創
小公司，還是大中華地區公司當中最先獲批
的。他打算用這賺來的錢全部投放在癌症的
檢測研究。
招彥燾是一個懂得感恩的青年，這位土

生土長的香港青年，認為香港學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加上背靠祖國，是無與倫比的發揮
抱負的所在地，如果沒有內地的深圳廠、沒
有價廉物美的發展成熟的香港物流中心、沒
有美國經驗，就無法成就今天的「相達生物
科技公司」。
招彥燾在中學時代參加「中樂團」，負責吹

笙，曾參加「香港校際音樂暨朗誦節」，在
「笙」的表演項目中，取得公開組的冠軍，並
獲選隨團遠赴日本演出。他也曾參加「全港青
年學藝比賽」演講、朗誦比賽，四度奪冠，
在「大會堂」面對幾百名觀眾，代表所有得
獎者致詞。這些寶貴經驗，使他面對日後的
人生起伏跌宕，有充滿自信的底氣。
招彥燾的故事，代表着香港青年奮鬥的

故事；他的故事，也就是香港的故事！

招彥燾說好香港故事
早年移居英國的朋友歸來有期，第

一句就問，香港樓宇是否很「便
宜」，想趁機回購。之前在香港有個
不錯的小單位，作為回港探親的居停；

但不知怎的，在別人游說下，七八年前賣出了，幾年
間樓價又翻倍，想回購也無能為力，如今，再「便
宜」也不便宜。
年輕人去年初自置了物業，因為上一手業主急於移

民，以低於市價轉讓，年輕家庭居有其所，意氣風
發；但一年後的今天情況逆轉，樓價下行，還要面對
供款加息，抗疫之餘還要面對經濟抗逆，但生活總要
向前走。
如果樓宇作自住之用，是不需太理會樓價升跌的，
反正與買賣無關，其實只需面對樓宇按揭加息。供款
加息無疑增加開支，若有穩定工作，也不是不可面
對，在「可控」的情況下，循序漸進。
經濟反覆無常，無人能料，正如年輕人的舊業主，

年前蝕讓香港樓宇移民英國，如今香港樓價下行，難
道他會慶幸自己走得快好世界？因為他又得面對急風
驟雨的英國，英鎊貶值，身家縮水，通脹壓力，前景
不明。
英國新首相上任僅40天就面對逼宮壓力，經濟再

加政治，亂七八糟，昔日「大英帝國」又能強大到去
哪裏？投奔英國的徒子徒孫，不是心裏很清楚嗎，政
治如此不明朗，數年後是否仍得到入籍的承諾，還是
未知之數。有些移民英國的香港人，不時詛咒香港
「未夠衰」，其實自己也處身「衰開有條路」的風暴
圈中，我們不會落井下石，只會回敬一句「顧掂自己
先啦！」
有香港護士移民英國，說是專業人士了，也找不到

原來的專業，轉行做了理髮師，她說，只能剪下去，
直至剪不動退休算了。香港有高薪專業，也有瓦遮
頭，還要嫌棄，真是讓人看不明白。
也有一位衝動派掌門人，鼓勵子女選擇移民之路，
先在英國生活一陣子，成本太高住不下去，又到台灣
住了兩年，台灣難以入籍，英國亂七八糟，如此漂
泊，既損失金錢，又浪費青春。

英國「風暴」

外國人名字還是最
好音譯，巴哈/舒伯
特多麼簡明清爽，不

經意套上中國姓氏的蕭邦蕭伯納也
不錯，用到2個字3個字接近中國好
名字的，大都來自天然巧合，通常還
是4個字而又容易上口者為多，如直
接音譯的莎士比亞—伊利沙伯，字
雅音清，也無須探取當中有些什麼
深厚含意，反正外國人取名只在乎悅
耳，不像我們那麼講究以名字立身
立命，所以看到4個字5個字而不問
有什麼含意的名字，不問便知道是外
國人了。「少數民族則例外。」
可是超過5個字的名字還勉強容
易令人記得起，7個字就很少人有
興趣記住了，讀書時同學們談外國
翻譯小說，碰到主角7個字的譯
名，就連什麼名著便都提不起興
趣，每當碰到主角長名字的小說，
我倒用自己的方法看了好幾本，比
如將《浮士德》中的「米菲斯托弗
勒斯」簡化成「阿米」；《罪與
罰》中「洛斯可爾尼可夫」簡化為
「阿洛」，便看得津津有味，雖然
往後提起那本小說好看，人家問到
主角全名也答不出來，也真奇怪外
國人的名字譯起中文會那麼長。

多月前英國選首相，參選人的名單
列出來，卻也令人看呆了眼，清一
色3個字，都是常見的中國姓氏，名
字含意也中國化得來看出譯者費過
不少心思，可不知靈感何來，譯得
幾乎像他們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
鳳一樣的心願，男不是偉就是雄，
一下子還以為全是華裔參選人，其
中那個女（特拉斯或譯卓慧思）的
更了不起，姓是超卓的卓，名是智
慧的慧，思是思想的思，連姓帶名3
個字加起來，不是今聖人就是今哲
人了，絕頂好名字嘛，果然就是由
她當選，可惜兆頭太好，不知是不
是好到如算命家說的財旺身弱，一
時受不起，憑着所謂什麼政綱中一
句「中國威脅論」坐上「寶座」，
沒幾天就先受到自己人的威脅，黨
內噓她下台之聲不絕，至今民望仍在
跌到一仆一碌。你還卓得起麼！

外國人的中文名

時隔一年，我與閨蜜燕婷夫
婦、忘年交何龍再度駕房車來到平
潭。

平潭的海壇島是中國排名第五的大島，它的
別名叫嵐島，雖然「嵐」字本意是指霧氣，但
畢竟沾了「風」的邊，這裏便成了與百慕大、
好望角齊名的世界三大風口之一，但是因為一
年前來的時候天氣晴朗，風平浪靜，我們沒有
一點「嵐」的感覺。這一次正巧趕上颱風季，
車過海峽大橋的時候，我們就體驗到了嵐島的
風的威力：3米高的房車在大橋上如蝸牛一般緩
慢行駛，仍舊抵擋不住大風的攻擊，被吹得左
右搖晃，車上的人如同坐在海浪中的小船上一
樣。我們一路驚聲尖叫，一路和駕車的燕婷的
先生江山開玩笑，拜託他千萬要把好方向盤，
因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大風中艱難地晃進了城，詩人林性強接我

們到他的新家參觀，一行人在性強兄的帶領下
頂着風進了電梯，摁了半天關門鍵，電梯門卻
始終剩下一條縫不肯合攏，我們幾個來自外地
的客人本能地認為是電梯出了問題。待到性強
兄熟門熟路地用手將電梯門用力合攏，這才知

道是因為島上風力太大，許多在風口上的高層
建築的電梯門都會被風吹得關不上門，大家都
習慣了手動操作自動的電梯門。
到了性強兄家裏，燕婷發現放在他家陽台洗
衣台上的搓衣板居然是用石頭做的，馬上就想
到大抵是因為相對木頭搓衣板，石頭搓衣板更
有分量，不容易被風吹走，就像島上的民居，
房頂上的瓦片都要用重重的石頭壓着。
因為風大，亦因為我們是二進嵐島，許多景

點都已經去過，未曾去過的，也因為大風而不
能成行，我們這次的平潭之旅便成了美食之
旅，一連數天都是在不停地吃吃喝喝中度過。
之前在島上結識的《平潭時報》副刊編輯欣

桐得知我們3人再次進島，便又生出法子對我們
進行「壓榨」。她迅速地組織了由平潭作家協
會、平潭攝影家協會以及平潭西汐裏海景民宿
聯合舉辦的文學分享會。於是，在雨橫風狂的
深秋的周末，在驚濤拍岸的大海邊，我們被欣
桐「擺上枱」，作為嘉賓坐在了主題為「在行
走中發現美」的分享會的主席台上。
如此，我們才發現在平潭竟然有那麼多的文
學同好，儘管那天風大雨大，分享會會場又遠

離城區，海邊氣溫亦比城區低了不少，現場卻
是出人意料地幾乎座無虛席，就連平潭電視台
的記者們也冒着風雨，趕來對我們3人進行採訪
並對現場進行拍攝。
何龍在台上談到了由於新媒體的日益興起而

導致的傳統文學的日漸式微，我們都為此感到
遺憾，但台下卻有一些年輕的文學愛好者表示
反對，他們說自己也在不斷地讀書，有的就連
燕婷在十幾二十年前寫的小說都讀過，也看過
她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還有的年輕人正在嘗
試走職業寫作的路。這一來，我們便又高興起
來，我的在公眾面前不敢發言的咪高峰恐懼症
也因此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與平潭一中的校
長吳思廉小聚，吳校長和我們談到學校的書籍
種類繁多的圖書館，談到他們學校對學生的在
文學方面的引導和培育，也談到了文學和文
字，他開玩笑說嵐島的「嵐」，還能解釋為風
大到「平地都能吹出一座山」。
聽完吳校長的話，我想，文學之風或許也能
吹成一座山，它會帶着一份堅實的希望，成為
無數座的大山。無論是在嵐島之內，抑或嵐島
之外。 （福建漫遊記之二）

在嵐島風中聊文學

「北有山頂洞人，南有奇和洞
人！」一錘定音！石破天驚！2011年
從考古界裏傳出的特大喜訊，如核反
應，轟動了中國，乃至世界。
奇和洞在哪裏？在蒼茫逶迤的戴雲

山深處，在閩西與三明、泉州交界的
荒野深山之中，在漳平市象湖鎮灶頭

村奇和自然村。
當多元的閩西文化被「割據」成客家文

化、紅色文化、閩南文化、海洋文化等板塊
時，漳平奇和洞古人類遺址文化的橫空出
世，頓時打破了這一文化籬樊。更有文化支
流，百川歸海，最終形成關於人類終極的哲
學問題，那就是「我是誰？我從哪裏來？」
探秘奇和洞古人類遺址，正可揭開這個冰山
一角。
千萬年之前的「海西造山運動」，在造就

戴雲山脈的同時，也孕育了漳平豐富的石灰
岩地形；數百萬年以來，豐沛的雨水，葱蘢
的植被，在石灰地貌發育了多樣的溶洞，其
中最著名的就是奇和洞。奇和洞，因洞內多
蝙蝠，俗稱蝙蝠洞，海拔442米，距鎮區10
公里，距漳平市區50公里，洞以村名。奇和
洞出土了古人類頭蓋骨，在內地現存的古人
類頭蓋骨中，奇和洞是最完整的一個，連喉
節都還有。在奇和洞不止發現一個頭蓋骨，
是3個，另二個是破碎，但可修復！無論從
數量上，還是完整程度，奇和洞堪稱奇跡，
打破了學術界的斷言。
庚子仲秋，帶着虔誠、帶着膜拜、帶着景

仰，我們朝奇和洞進發。途中山道九曲十八
彎，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連綿的
山，綿延的綠，修竹茂林，葱葱蕪蕪。
良禽擇木而棲，古人擇洞而居。我想像中

古人會落腳在深山老林，在如今人跡罕至的
地方。到了奇和洞，才知此臆想對了一半。

對的是它確實在山裏，錯的是，滄海桑田，
如今此山不深，此洞不僻，就在大路邊，就
在村莊裏，一直有人在此活動，諸如供奉觀
音、拜祭神靈、躲雨納涼、窖藏酒水、捕捉
蝙蝠、開採礦石等等。
奇和洞洞口呈扇貝形，似睜着一隻明亮的

眼睛。洞不高也不深但開闊，非常平實的一
個岩洞，就像居家未經裝飾的土坯房。洞面
前有一塊平坦的空地，再出去就是河流、森
林。奇和洞冬暖夏涼，陽光可以直抵洞內，
是個得天獨厚的棲息之所。有山有水，可漁
可獵，眾人很是佩服古人的眼光，紛紛被古
人擁有的智慧所折服。納涼避暑、沐浴陽
光，經過億萬年的輪迴，這些天然的陽光、
空氣，重新成為都市人追逐的夢想。
進到奇和洞裏，可見幾處1米多深的土
坑，地平面上迂迴着可供觀眾參觀遊覽的木
棧道。奇和洞洞小世界大，共出土了2萬多
件文物。這些出土文物，皆來自於1米多深
的土層。在一處土層斷截面，有數字標籤標
識着它的年代。時間是最好的作者，給後人
留下了不朽的史詩。這個土層，共有10層，
經測定年代距今17,000至7,000年前，每一
層就是千年的時光，一層一層，宛如樹木的
年輪，那麼的清晰明瞭，又酷似象湖的千層
糕，整整齊齊。這本窖藏了萬年的天書，超
濃縮的精華，它如一張程式編碼，以待後人
的破解，每一頁，都是千年的絕唱。在這天
文數字面前，每個人都渺小得不如一粒沙
子、一縷雲煙。有人問我奇和洞好玩嗎？我
說你若懂得它的珍貴，它便對你開啟它的心
扉，你若不懂得它的價值，它便封閉它的心
靈。奇和洞就近在咫尺，現代文明與遠古文
明只隔了1米之紗，遠古文明的發掘出土，
冥冥中昭示着遠古文明與現代文明終有歷史
性會晤的時刻。就在這一土層第三層之處，

居然出土出一具頭蓋骨，且是完整的頭蓋
骨，這個消息石破天驚。以往，眾多專家普
遍以為，中國南方雨水多，地表潮濕，人類
的遺體要麼早已腐爛，要麼早已被野獸吃
光，要麼早已被洪水沖走。總之，在中國南
方不可能存在新石器時代人類的遺骨。而奇
跡偏偏發生在地處中國南方的漳平奇和洞，
大大出乎國內外專家的意料。
奇和洞遺址出土的骨器，磨製精美，如：

骨錐、骨製魚鈎、古簪、骨針，還有魚形陶
飾件，紋理之清晰、美觀，堪比現代人的審
美，令人嘆為觀止。在奇和洞遺址中還發現
灶、炭痕跡，說明在新舊石器轉折時期，奇
和洞古人類已經掌握了鑽火技術，由生食到
熟食的轉變，這是遠古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
標誌。
古人由於生產力落後，過着群居生活。奇

和洞的鄰居在哪？真希望還有別的奇跡可以
佐證奇和洞，我搜尋着，沒有，感覺奇和洞
未免有些寥寂了。
據說，原來在奇和洞之北、東、西又各有

一個支洞，它們原本是可以融會貫通的，其
中兩洞猶孿生雙胞胎，當地人又稱之為姐妹
洞。在地理位置、洞穴容量、人居環境等要
素上，奇和洞要遜於姐妹洞。如今3個支洞
被村民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石灰岩開採轟炸
了，實在令人扼腕痛惜。
奇和洞岌岌可危，命懸一線，創造驚天奇

跡的奇和洞，差點毀於開山炸石而將永遠湮
沒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而萬劫不復。還好
市領導當機立斷，從中斡旋，奇和洞才得以
倖存下來。
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探秘奇和洞古人類

遺址，回溯到遠古，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
世間的一切煩憂都悄然消失，遁於無形，回
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探秘古人類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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