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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節
行政長官李家超這
頭在施政報告宣布香
港兩年後主辦「粵港

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以及「香
港周」、「中國戲曲節」等大型文
化活動，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
潤雄隨即表示康文署明年會舉辦
「流行文化節」。暫時未知具體構
思，卻不失為反應及時又上下配合
的好消息，也符合中央賦予香港作
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全
新定位，值得一讚。
「流行文化」是香港的一張招牌
和名片，它的形成及其蓬勃發展，
乃至產生的巨大影響有其歷史背
景，乃在自由氛圍中，由下至上共
同營造的社會現象和消費產物，它
代表的是民眾的心聲，也撫慰乃至
凝聚着民心。
人們對流行文化巨星的追逐、狂
熱和懷念，除了他們在舞台上的歌
聲、台風，在銀幕/熒屏上的演技、
造型，以及漫畫中的生動形象予人
視聽覺享受外，也因為他們的歌
聲、對白說出了小市民的心聲，演
出的角色有小市民的影子，而且，
內容往往及時回應社會議題，反映
民間情緒，從而引起廣泛的共鳴。
如果更廣義來看，除了歌影視、
漫畫插圖和小說小品等外，流行文
化還應包括立體而流動的時裝──
廣義的時尚，因為一場時裝騷往往
融合了其他流行文化元素如音樂、

舞台設計、繪畫等，而它的商業化
運作在某種程度上也壯大其聲勢。
各種文化元素互為融合和影響乃常

見的，我想起已故漫畫家李惠珍的少
女漫畫《13點》。在時裝騷和彩色
電視還沒普及的年代，觸覺敏銳的
李惠珍已用她的妙筆勾勒出一個個
富於時代感的人物及其摩登的時
裝，畫中人物及其衣着成為上世紀六
七十年代白領和工廠妹們模仿的對
象，成為潮流指標，風行一時。
據悉，明年舉辦的首屆「流行文化

節」，首階段將重點介紹上世紀六
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及代表人物，包括粵語流行曲「開
山祖師」許冠傑，以及已故的張國
榮、梅艷芳等，這應該是香港流行
文化從萌芽、崛起、發展到蓬勃的
時期，粵語片、粵語時代曲自此受
到主流社會關注。其實，康文署旗下
香港文化博物館去年開始有個關於
香港流行文化的常設展館《瞧潮香港
60+》，當中收集了不少本港流行文
化代表人物及其相關遺物。
不過，「流行文化節」不同於紀

錄歷史的博物館，它應該是動態並
充滿動感的，更應該是與時俱進和
具前瞻性的，除了紀念故人、緬懷
輝煌，更重要的是當下和未來。無
論是香港、國家，乃至國際社會，
都進入一個全新格局，流行文化在
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也呈現或將呈
現不同的風格面貌。

還有3個星期便是
11月20日，就是今屆
世界盃即將於卡塔爾
開幕的日子。日前，

卡塔爾更是奪得2023年第18屆亞
洲盃主辦權，意味着卡塔爾將會於
世界盃後，連續舉辦多項國際足球
賽事，包括亞洲盃及U23亞洲盃，
足球熱潮真是一浪接一浪。該2023
年亞洲盃原本是由中國獲得主辦權
的，但在今年5月14日，中國宣布
因新冠疫情而放棄主辦，澳洲、韓
國、印尼、卡塔爾等便相繼表示願
意承辦，最後由卡塔爾奪得主辦
權。上屆亞洲盃的冠軍正正就是卡
塔爾隊，所以今屆卡塔爾就身兼衛
冕國家及東道主國家。由此看來，
由其獲得2023年亞洲盃的主辦權也
是順理成章；屆時卡塔爾剛辦完世
界盃，各種準備及經驗齊備，而8
個新球場也可以馬上重用，無須動
用額外成本再興建，無論從哪個角
度評論，由卡塔爾承辦確實實至名
歸。至於中國放棄主辦，最快也要
到2031年才有機會，下一屆將會由
印度或沙烏地阿拉伯主辦。
目前購買卡塔爾世界盃門票的外
國球迷遊客已經達150萬人，比預
計入境人數高出150%，由11月14
日至12月24日世界盃期間，從阿
聯酋、阿根廷、日本等航班前往多
哈至少增加十倍，以每位遊客消費
估計約3,000美元計，加上各商業
廣告贊助，卡塔爾就今屆世界盃的
收益可高達170億美元，真是名利
雙收。而緊接其後的亞洲盃雖然相

信不會像世界盃這樣豐收，大部分
為亞洲球迷，但估計也可以為卡塔
爾進賬1.2億美元。
就香港球迷來講，明年亞洲盃是
一個好機會，香港隊已進入決賽
周，相信球迷也會去支持香港隊，
這個機會真的不多，已經54年未進
入過亞洲盃決賽周了。雖然香港球
圈人士寄望2034年香港隊能打入世
界盃決賽周，但期望歸期望，中間
尚有十多年時間，我們又有什麼計
劃配合可以達到此期望呢？大家知
道下一屆世界盃決賽周，名額由32
隊增加到48隊，機會是大了，但很
簡單的睇法就是要香港隊在世界排
名達到前50位先有機會，目前香港
世界排名145位， 要去到100名內
也相當困難，要入世界盃決賽周談
何容易。
足球產業是全球體育項目中最

大，也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單一體育
項目，參與者很享受比賽過程，而
觀眾也享受觀賞刺激的比賽，正所
謂「玩又好玩、睇又好睇」，既然
足球可以瘋靡全球的群眾，香港又
可否在足球產業中分少少羹呢？
3個星期後世界盃熱潮又會來，

這次的熱潮會持續多久呢？還是大
家熱潮過後就把足球忘記呢？足球
業界又該如何靠着這個熱潮去發展
本地足球呢？足總要進步、球隊要
專業、球員要用心投入、球迷也要
熱心支持，看來足球界的各持份者
真的要眾志成城，多方面配合，我
們足球才有得救，才有機會重拾昔
日的光輝。

雖然香港過去十多年因為
泛政治化的社會環境窒礙了
社會各方面向前發展，一些
不合時宜的政策措施得不到

及時的改革，影響了解決社會問題、民生
問題。經過中央定下「愛國者治港」大原
則下，政治爭拗消失，香港的行政、立法
會議員、政府官員都明確只有一個目標：
搞好香港，不為國家添煩亂，為國家多作
貢獻。大家有共同理念，工作展開自然很
快見效。就以國家將香港定位為發展成「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為例，近大半年來
香港的文化藝術界立即動起來，無論是政
府機構或私人機構都組織不少展覽、講座
推動文化藝術。相信其他各界都很快找出自
己的定位，按照所長爭取在最快時間做出最
大的成果。令人感覺到香港未來很有希望！
香港人真的很講求效率，以往政府的

施政報告對文化藝術界着墨極少，2022
年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立即
有很具體的文化藝術政策提出來了。包
括組成「文化委員會」制訂「文藝創意
產業發展藍圖」。提升文化基建，包括
增加康文署旗下博物館數目至19間，
增加表演場地座位數目約50%，亦鼓勵
私人發展項目加入文化藝術設施。成立
「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吸引更多國際
文藝活動在港舉行，加強香港與內地文
化藝術交流。聚焦電影、電視及串流平
台三方面，推動香港流行文化走出香港。
優化「亞洲知識產權交易平台」，支持
版權交易活動，促進文藝創意商品化

和產業化。從實際情況出發，令業界
人士覺得政府措施貼地，為業界拓展
未來機遇，大家會願意加入一齊做好
件事。
目前香港每天都有各類書畫藝術、雕

塑藝術、古董文物展覽在舉行，除了政
府西九文化中心、香港故宮博物院、香
港藝術館等等，還有非常多小型的私人
畫廊策展的展覽，喜歡文化藝術的人真
的嫌不夠時間看不完，愛好藝術的人不
愁沒有吸收文化藝術營養的地方。而且
與科技結合得很好，內容東西方文化藝
術方面都有，令展示藝術行業更興盛，
文化藝術土壤慢慢成熟豐厚，自然匯聚
藝術家到來，正所謂物以類聚，創造具
國際視野的創意文化也是香港人強項之
一，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提供的良好環境。
在培養人才上，擴大香港演藝學院規

模和招生，計劃在「北部都會區」設立
新校舍和增加非本地生比例，為大灣區
培育所需文化藝術人才。開展不同文藝
範疇的見習計劃，資助演藝學院或大學
修讀文藝課程的學生在藝團和西九文化
區實習，這樣演藝學生就明確自己的路
可以怎樣走，找到希望。影視表演、音
樂流行表演產業對年輕一代極具吸引
力，香港這國際都會政策開放、思想開
放，通常會以最快的速度吸納巴黎、紐
約、韓國、東京的流行文化，形成香港
的特色再輻射到東南亞，也發揮到「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功能。

各界動起來 香港有希望
不時有新聞報道，「電話騙案」成功騙取數

十萬元至幾百萬元，有的更是千萬元，實在令
人費解。如果是「網上情緣」，或許可以理解
情到濃時失了方寸；但一些成功騙案，冒充政

府官員，屢見不鮮，好像冒充「醫務衞生局」、「內地公
安」的電話，一聽就知道「假的真不了」，怎麼還有人上
鈎，除非不看新聞，或者另有內情？
我認為，上鈎者大多數是跟騙徒談得太多，給了對方洗腦

的機會。晚餐時分，接到一個「媽媽聲」電話，對方叫了幾
聲「阿媽」，聲音不是兒子，最初以為搭錯線，回應「請問
搵邊位？」
對方還是堅持叫「阿媽」，還說：「我叫得你阿媽，仲會
係邊個？！」不用說，騙徒「扮仔叫阿媽」，手法層出不窮，
厚顏無恥，不與對方糾纏，即時掛了電話。當然，第一時間
便向兒子作了求證。朋友說，為何不和對方「玩一下」，看
看有什麼新手法？對不起，我是實用主義者，和陌生人或騙
徒搭訕，浪費時間。
時常也會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電話：「我姓陳，想問你幾
個問題……」是不是很可笑，「姓陳」是一種什麼身份，可
以令人回答你的問題呢？
也有些電話是較為禮貌的，「我是X調查研究社，想花你

2分鐘時間，訪問一下你。」2分鐘的時間不短，還是不知
來路的「調查研究社」，即時回應「我不接受訪問」；說罷
自我感覺良好，「不接受訪問？」大人物啊！（一笑）
朋友愛心爆棚，「接受訪問」總是不厭其煩，有問必答。
理由是，對方一句「請幫幫手」，於是念及別人的飯碗，不
忍遠離。也有朋友愛與「電話騙徒」打交道，一直玩到「電
話騙徒」知難而退。與騙徒鬥智，朋友對此有莫大成功感；
就是奇怪，我完全沒有這方面「磨」的耐性，而且聽着聽着
就會頭痛。
除了電話騙案外，還有短訊詐騙，什麼快遞公司，套取個

人資料，雖然慣見，還是有人上當。

不給騙徒機會

記得某年《挪威的
森林》出版之後不
久，諾貝爾文學獎揭

曉前，村上春樹的粉絲已開始表現
得十分緊張，可惜往後多次村上都
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村上本人表
示過他自己不在乎，事實上其他讀
者數量之多也的確足以令他自豪得
起，只是粉絲們渴望在精神上有機
會更近距離擁抱他們的偶像而已。
雖然如此，多次文學獎接近揭曉
之前，村上春樹總有新作面世，而
且宣傳得鋪天蓋地，時間配合得不
遲不早，是不是作者還有問鼎之心
呢？不過《刺殺騎士團長》之後到
這次文學獎揭曉前，已不見村上春
樹推出新作，粉絲們也完全沉寂下
來了。
可能到了今次安妮艾諾得獎，大
家已察覺到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作品
始終原則不變，評判諸君心目中只
著重作者自己或者自己家鄉的真實
故事，題材貼地，感情真摯，看到
作品靈魂所在，才是諾獎審評唯一
標準，即如安妮艾諾正成功在以她
「個人記憶」為寫作題材的根源。
不知道安妮艾諾是否暢銷作家，
但是諾貝爾文學獎不等同暢銷作品
獎，已是大家終於認同的事實。話

說到這裏，猛覺本文有點離題，怎
麼說書架呢，對了，原因是至今仍
未看過安妮艾諾任何作品，對她唯
一的認識，就是她在報章上發表的
一張照片罷了，使我感到興趣的，
不止是她本人，還是她書架上面的
書籍，排列得潔淨整齊的書籍多麼
漂亮啊，而且重要的是書的厚度適
中，當中沒有一本怯人的巨著，這
裏說的巨著，只是指某些本來150
頁裝潢到5、6吋厚度之類的作品，
因為那一類精裝本硬皮厚封面的
「巨著」隨着社會富裕之後愈來愈
多見，漸漸只為討好藏書而不讀書
的人而設計，通常一塵不染大量見
於另類文學愛好者的書房裏。我之
所以對安妮艾諾有好感，正因為發
覺她是真正喜歡讀書的著書人，她
選書只重內涵不重包裝的精神，着
實令人敬佩！

從書架看她迷人的藏書

尋訪貓頭墘在我們這一趟旅程
的計劃之外。
我與燕婷在嵐島厭倦了日復一

日的應酬，準備「賣甩」我們的「帶頭大哥」
龍兄先行「走佬」，結果還未出門就被龍兄心
靈感應般地發現，為了讓我們愉快地在島上多
逗留幾日，龍兄請島上的朋友安排我們到了貓
頭墘。
到了貓頭墘，自然是要在遊記民宿入住。未

進貓頭墘之前，我就聽島上的朋友說起遊記民
宿的老闆游晉嘉，這位生於80後的年輕人是個
非常傳奇的人物。
當然，說起游晉嘉的傳奇，首先要說到貓頭

墘村的歷史。貓頭墘村的歷史並不長，大抵只
能追溯到清代，迄今僅一百多年。「墘」在潮
汕、台灣、福建等地意為「邊上之邊」，當地
俚語裏有「貓頭墘，貓頭墘，踣倒無處牽」之
說，可見貓頭墘地勢的偏與險。據說從前琉球
國的駙馬帶着一隊人馬乘船前往中國，在貓頭
墘遇上風浪，琉球駙馬與部分下屬遇難，被葬
在了貓頭墘。
後來村裏的年輕人紛紛外出謀生計，賺了錢

以後大多在外定居，村裏只剩下一些戀舊的老
年人。游晉嘉便是年輕人裏外出謀生的游氏家
族的一員，也是事業做得相當成功的一員，成
功以後的游晉嘉與其他的年輕人不一樣，他在
外打拚的同時，又忍不住轉身去看自己生長的
島嶼。他的眼裏看到了那些自己從小住過的，
如今已經年久失修的，卻依舊有着古樸淳厚的
氣息的民居，也看到了那些仍舊艱難地生活在
村落裏的老年人，便起了心回到島上，來到貓
頭墘。
游晉嘉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租下來，付

給老人們適當的租金，再將老房子按原樣修葺
好，把它們做成了民宿的客房。這一來，村裏
的老人們有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穩定收入，村裏
的老房子又得到了保存和保養，在海風吹拂裏
又重新煥發了生機。
抵達遊記民宿後很難不被它的客房的名字所

吸引：榕樹下、半坡、停雲……無一不充滿詩
情畫意。我們到的時候正是黃昏，一行人在主
人的帶領下到了民宿的後山坡，在山風中與一
輪暖紅的夕陽相遇，聽着海濤聲，近看葬着流
落異鄉的琉球駙馬的岬角，遠眺橫跨兩島的宏

偉的海峽大橋，感覺貓頭墘這座小漁村與遊記
的詩情畫意又為更大的詩情畫意所包圍。
前些日冒着大風遊覽大練島最高處的村莊，

爬到山頂發現了許多在寒風中生得油綠水靈的
絲瓜，當即垂涎欲滴，卻又只能望瓜止饞，遺
憾地離開。島上的朋友們都很熱情，每次外出
赴宴，望着滿桌的各色海鮮，我這常年吃素的
人只能尷尬地請主人給我單炒一碟青菜，日日
口中寡淡。到了貓頭墘，在遊記吃飯時卻收穫
了意外的驚喜：竟然吃到了我在島上數日來夢
寐以求的炒絲瓜。
飯吃飽，游晉嘉帶我們到他的茶室喝茶。茶

室很小，簡潔而樸實，引人注目的是進門即可
見的半壁書櫥，書櫥裏的書一眼看去就不是擺
設，而是反覆翻閱過的，有的甚至已磨出了毛
邊，且多是國學與史書。如此看來，貓頭墘的
山水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厚重的沉澱，生活在貓
頭墘的人亦如此。
可惜我們只逗留了兩日便因故離開。貓頭墘

與生活在貓頭墘的人一樣，在我們的記憶裏成
了一本被翻開的書，若是閒了，總會尋機會回
頭重讀。 （福建漫遊記之三）

轉角遇到貓頭墘

晨露晶瑩，綴滿路邊的草叢，公園
裏，秋花啟程，而秋天卻已過去了大
半。時間在悄悄流逝，像一條小溪在
身邊潺緩，人影忽散，但是我們抓不
住，沒有人告訴我生命的走向，每每
回望，只有那些已經逝去的痕跡，在
我的身旁無聲無息。

時間是位不署名的來客，經常看一個人的
心情而走。心情好了，它就流逝的快；心情
不好就久駐心頭，總在某個地方盤繞起伏，
給人帶來說不出的悲傷。很想知道人類生命
的前世來生，如果生命逝去，之後果真還有
來世多好，也不至於讓人的思念，在魂夢的
邊緣無窮盡遊蕩。如果人類真的有什麼前世
今生的話，但願我的心能夠在虛無的空間裏
看到。
然而我不知道自己的前世，我敢斷定人類

可能是沒有什麼來世了，我們每個人都不記
得自己前生的樣子，我們還不如盛放在我們
面前的那些花，它們的生命該有多麼美好
呀！我說的是那些草本的植物，它們生長在
夏天，開放在秋天，清可絕塵，濃香遠溢，
看去不僅光彩奪目，還與落葉蕭蕭的大地形
成鮮明的對比，聚攏了多少遊人的目光。
如果真可以把它們的盛開，當作迎接秋天

的一個儀式，那這個儀式的主題應該叫作
「守候」。很多年前它們就曾開放過，一年
年繁衍生息，這可能就是我們所說的生命輪
迴。總愛看韓國電視劇《師任堂，光的日
記》，不光因為男女主人坎坷的人生，還有
劇中提到的那些花的種子，從四五百年前的
沉寂裏偶然被人發現，宿命般從掉落的荷包
裏被風吹走，灑在男主人公靈魂的棲息之
地，於是那裏便有了一座花園，暗示着愛情
的忠貞不渝。
上中學的時候，老師讓我們寫作文，春天

的話讓我們去寫春，夏天的話讓我們去寫
夏，秋天就讓我們去寫秋。那時候，哪裏有
什麼花可寫？經常這樣描寫秋︰不知道什麼
時候，金黃色的菊花開了，它象徵着秋天到
了。而現在，不知什麼時候，秋天的公園裏
就能看到那些花，一種花接着一種花，片片

相連，簡直就是座百花園。
它們是粉色的龍頭花、天竺葵、紫色的馬

鞭草和瑪格麗特花。魅力無窮的瑪格麗特花
是秋季草花的主角，它們年年秋季開花，冬
天死亡，可年年都會重新生發，欣欣然走過
滿載盛譽的夏日畫卷，在這秋高氣爽的日子
裏，把自己最美麗的一面捧給大地。我對黃
色的9月菊是有感情的，我對它們名字的熟
悉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那時我的父親喜
歡種小菜園，而我母親喜歡養花，父親在小
菜園裏種菜，年輕的母親在小菜園的周邊種
上那種9月菊，秋天所有的果實收走，菜園
蕭索之後，母親的9月菊就怒放起來，翠綠
的花葉托起燦燦的花朵，亮人眼目，直到今
天，我才用識花軟件知道了它叫萬壽菊。
那時我們在一個機關大院居住，一院子的

人來來往往，出出進進，年少的我們卻只看
到母親種花。秋天，滿院的菊花盛開的時
候，才知道在母親的喜好裏，還有多少人志
趣相投，願意當個踐行者而不僅僅是欣賞
者。種花種草是許多人共同的愛好，需要有
一個平常心，離不開人間煙火，是人類飲食
之外枯燥日子裏的詩情畫意。
花真美啊，美得像一張張燦爛的笑臉，它

們在秋天裏盛開的樣子是那麼壯觀。還值得
讚美的是，秋天的花很少凋落，從來不像春
花那樣落花滿地，它們怒放於枝頭，生命到
最後也是抱枝而枯，就像依戀母親的兒女，
相依相偎至死不離枝頭。這樣的情景，往往
讓人心靈有一些壓抑，不覺讓人思索、品
味，深深的感悟。母親是太喜歡花了，要在
從前，我會把她帶到百花盛開的公園裏，讓
她欣賞欣賞那些花，看看五顏六色的顏色，
讓美麗的秋天帶給母親一個華美的世界。母
親總能從中發現一些特別的花株，回家之後
用毛筆調出顏色，揮毫作畫，不一會兒，母
親案頭的宣紙上便附上了幾枝花。那上面草
蝶飛舞，花色相宜，成為永恒不敗的花，以
及永恒不滅的靈魂。
更多的時候，我們走向公園，從緋紅色的

鳳仙花間的小路上穿過。母親很喜歡走這條
小路，它平坦，悠長而寬闊，用三輪車推着

母親走過也行，聽從母親的意願自己蹣跚行
走也可。鳳仙花花朵滿株，色彩絢麗，葉子
油綠而亮澤，一路走來，母親的目光都不曾
離開那些花，母親的目光也不會離開那些
花，母親是那麼熱愛生活。而我的母親，卻
已經不在了，就在今年的春天。母親最熱愛
的生活，每天仍然在身邊繼續着，但我感覺
不到它的溫度，我的心像秋天一樣掉進一口
枯井，再怎麼努力也爬不出井沿。在公園裏
散步，我不敢去看那些花，更不敢在無人的
時候去拍照撫摸，它讓我想起從前的母親，
一言一笑從我的腦海掠過，內心是那麼絕望
凋零。那些修籬烹茶，聽人生有關的清詞雅
韻、花開花落的日子，都彷彿不曾有過。
幸好那些花，每日在我的窗前盛開。窗下

就是公園。儘管有些模糊，也能從窗簾的縫
隙裏看到裏面的一切。人生短促，我不知道
從什麼時候開始，生命裏只剩下蒼白的日
子，每天打開窗，那些人工堆砌的花苑便會
在我的眼前燦爛一回，也讓我對母親的思念
再拉長一次。與母親的記憶像一棵樹，枝葉
滿株，而我的心裏卻早已繁花落盡，我很怕
未來的日子裏飄泊尋覓，也只能想起一些點
點滴滴，孤獨離索，滿腔愁恨。
秋天的公園裏不光有這片鳳仙花，還有成

團成束的矮牽牛，角堇和三色堇。三色堇是
秋冬時節的網紅花，花形獨特可愛，五顏六
色，如若擺在案頭，一定比種植在公園更加
雅致。一串紅也是一種紅色小草花，我們都
叫它「炮仗紅」。它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進入
人們的視線，每年秋天都少不了它。它不適
合種植案頭，厚實的大地是它最好的花器，
溫馨的庭院是它最好的歸宿。
那些人為的落花也不時展現在地上，它讓

我的目光無法收攏。是誰的手這樣張狂，讓
它們在盛開的時候花瓣殘缺，將它們拆得零
零散散，落滿地上，我用雙手將他們收拾起
來，默默將它們埋葬。目光仰起，我知道，
所有的傷感都是心情所致。花開花落中，生
活還在步步向前。但我仍然想在這樣的一個
秋日午後，站在偌大的公園邊上，用手機寫
下這些文字，紀念母親逝去的第一個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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