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參考香港七欖的成功模式

粉絲文化
提到粉絲對偶像的深
情，我聯想到潮流偶像
文化的源頭：英美流行

文化。事實上這股吹自上世紀五十年
代的文化狂潮也由這兩個英語大國帶
動，並在資本的背後操作下，構成社
會現象，並形成粉絲文化。最典型的
例子莫過於兩位早逝的荷里活影星占
士甸和瑪麗蓮夢露，以及整個西方公
認的優雅代表柯德莉夏萍。
占士甸短暫的一生只主演過3部電
影，包括《癡兒蕩母》、《阿飛正
傳》及《巨人》。但在1999年，美國
電影學會（AFI）總結上世紀「百年影
人」（男女各25名）表現時，他位列
最偉大的男星榜第18名。他生前愛玩
跑車，結果發生車禍死亡，才24歲。
占士甸接連主演了前兩部叛逆少年
角色後，形象大為受落，他在片中的裝
扮和舉止，成為當年潮流追逐者模仿的
對象。1990年王家衛也拍了一部《阿
飛正傳》，劇中張國榮飾演的男主角
那種浪蕩不羈就有他的影子。之後，
他選擇嘗試新的角色，在最後一部電
影《巨人》中飾演一名農場長工，他
漸漸愛上由伊莉莎伯泰萊飾演的女主
人。他後來開始墾荒，結果因挖出石
油而暴富……他憑此片第二次獲奧斯卡
提名，但他趕不及影片上映。
瑪麗蓮夢露活得稍久，她在「百年

影人」女星榜排名第六，乃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初最受注目的性感女星，並
成為性革命的象徵。她36年的生命拍
了逾30部電影，佳作不多，卻也當過
金球獎影后。
她兩段婚姻都涉及名人如棒球運動

員喬．迪馬喬和劇作家亞瑟．米勒，
但都以離婚收場，生前最後一段感情
糾紛更涉及時任總統甘迺迪及其司法
部長弟弟羅伯特．甘迺迪，雖然她的
死因被裁定為可能自殺，但在她死後
幾十年內不斷有許多陰謀論傳出。令
其傳奇的身世更添謎團，有位男粉絲
數十年為她叫屈，年年到其墓碑送花
圈。其形象和遺物也成為後人模仿和
收藏的對象。
至於同樣活躍於荷里活、以比利時

為國籍的柯德莉夏萍可以說知名度最
高、觀眾基礎最廣最扎實的，不但在
電影界，在芭蕾舞界、時裝界，乃至
晚年的慈善界，都廣獲讚譽。她在女
星榜排名第三。
3人生前身後都有大量鐵粉，追隨

多年，久不久的紀念或遺物拍賣活
動，也令其常年「活」在世上，溫暖
癡迷者的心，也豐富其文化生活。粉
絲文化影響所及，經英美、日韓、港
台，乃至千禧年後的內地，雖然崇拜
的對象不斷變更，但人對物件
（Object）的癡戀本性沒改變。

過去這個星期，久違
的香港體壇又再度活躍
起來，停辦了3年的香
港七人欖球賽再次舉

行，雖然與疫情前的熱鬧比較，還是
有點距離，但在這後疫情期間氣氛也
算不錯，平均每天有超過2萬人進
場，3天賽事累計有6萬多人次親到現
場觀看賽事，相信大會也感覺滿意。
香港欖球總會由1976年開始主辦這
個七人欖球賽事，當初只是邀請世界
各地的隊伍來參加，發展到1999年成
為世界巡迴賽的其中一站，固定每年
3月在香港舉行，是香港最大型的國
際體壇盛事。就算你不是欖球球迷，
或者不喜歡體育，但你總會在這幾天
感受到七欖氣氛。在銅鑼灣、灣仔等
街上、食肆、酒吧等總能碰見本地及
外國的七欖球迷，一個成功的體育項
目賽事就是要有能力帶動整個社會，
帶動整個旅遊經濟。
以前曾與一些外國朋友討論，他們
的公司每年也會在七欖期間，特別選
在香港舉辦會議、工作坊等，待與會
者除了工作會議外，還可以入場觀看
七欖賽事，娛樂一下。筆者每年也有
入場，因職業病關係，除觀賞賽事
外，還會留意活動製作、各項安排等
等，如果你有入過場，你也會知道七
人欖球賽事不只是體育項目，現場其
實已經是一個嘉年華會。在南看台區
域，你更會像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
般，好像離開了香港這個繁
忙社會，去享受一個充滿年
輕人的嘉年華；有些香港年
輕人及一些外國人，一年就
期待這個日子，特地到來香
港參與，因此香港七人欖球
賽是成功的，但其他體育項
目又是否可以也一樣辦得這
樣成功呢？

每一個項目活動需要時間去成長，
辦七欖賽事已經超過40多年經驗才有
這成果。其實過往每年的世界女排大
獎賽、國際羽毛球公開賽、渣打馬拉
松等賽事也相當成功，由此可見香港
還有能力可以主辦很多體育盛事，例
如七人足球賽與七人欖球賽性質差不
多，我們是否能把它辦得像七欖一樣
成功呢？記得年少時，每一季香港足
球開季前會有一個七人足球賽事叫
「士丹利七人木盾賽」，兩天賽事，
全日比賽，每一隊甲組隊分兩隊AB
隊比賽。當年競爭激烈氣氛熱鬧，興
奮場面至今仍歷歷在目，這個賽事其
實也有條件發展成城中盛事，當然不
可能只做單一比賽，當中必須要加入
一些環節，例如可以結合嘉年華會或
音樂會，就像今屆七欖，每一到轉場
時間，太極樂隊便會出來表演去保持
着觀眾興奮的情緒；像新加坡一級方
程式賽事便與音樂會結合，氣氛很
好，這些都是未來的體育賽事可以參
考的地方。
現在主辦賽事活動，已經不能墨守

成規，一定要好好包裝，我們行內稱
之為「辦好製作，做大個市場」。正
如一些演唱會，只要辦好推廣包裝，
有三分一的觀眾是由內地而來，這些
觀眾除了觀看演唱會外，又可幫香港
做好旅遊業，所以辦活動，一定要有
無窮創意，屆時「做大個餅」，香港
盛事之都就能應運而生。

驚聞新界大埔梧桐寨在10
月 28 日發生樹木倒塌的意
外，64歲村長丘玉生與村民

處理村內一棵枯樹期間，被塌下的樹幹擊中
昏迷，丘村長被送往醫院，其後證實不治。
這一則不幸的人命攸關事件，讓我思考這

不幸事件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新界鄉郊地
區的樹木比居民多得多，村子內大人小孩都
習慣坐在大樹下聊天玩耍，甚至有人說，在村
內某一株老樹下就是村內的「廣播電台」，例
如：某家廚房半夜灶上發現一條盤踞的大蟒
蛇、某家田裏種的蘿蔔給野豬咬了、某家的
新抱（兒媳婦）又惹怒了家婆等等；春有鳥
兒枝頭歌唱，夏有涼風習習，秋有金風送爽，
即使冬天嚴寒也減不了村人在樹頭下東家長李
家短的熱情，我每一次經過樹下，一種人與
自然與樸實生活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新界鄉郊的樹木比居民還要多得多，一

些樹木早已枯死，或樹幹有白蟻，或樹根長
蟲導致腐爛，但沒有人理會，村民主動打電
話1823或向村長投訴，村長聯同村民實地
勘查，村長經過確認該株樹木確
實有問題，再向政府有關部門投
訴，如此公文一來一往少則也要半
年，主因是政府部門分工非常細，
例如一株樹要不要處理？該怎麼
處理？需經過地政總署、路政署、
康文署甚至食環署、漁護署各部門
的程序；大埔梧桐寨村長就在這樣
的情況下，因已是枯樹，怕等不及
政府執行，恐生意外，不如自己處
理枯樹，而造成此次不幸事件，這
是新界人的悲痛。
颱風天或者颱風剛過，新界鄉郊

小徑觸目所見皆是倒塌的樹木樹枝
樹葉，滿目瘡痍。特別在欠缺路牌
指示的山區小徑，經年累月布滿厚
厚青苔，層層枯葉日積月累無人清

理；有護土牆上側的小徑，生長出一株樹，
其樹根竟然橫生穿過了護土牆，長出另一株
樹，橫伸入某戶人家窗口，經過投訴，經樹
木專家鑒定，建議外判公司將橫空長出，穿
過護土牆的部分樹幹鋸掉，至於藏身在護土
牆內的樹幹怎麼辦？有說這是另一個政府部
門的事。如果政策不是如此僵化，丘村長不
會死，這是新界人的憤怒。
大埔南分區委員會主席陳笑權，擔任28

年的原居民村長，五屆區議員，深切了解鄉
郊地區民生問題，他建議政府，必須簡化作
業程序，地區事務由地區地政專員負責，地
區官員最了解地區的脈搏，增加人手協助地
區工作，不應該地政總署跟進，若如此遊花
園，太浪費時間，減低工作效率，我們為何
要設27鄉18區？陳笑權說「新界鄉郊處處
有地區陷阱」。舉例，位於大埔公路側，有
樹高超過丁屋4層樓的高度，外觀是一株有
枝有葉健康筆直的大樹，但樹根已經嚴重發
霉腐爛，陳笑權於2021年6月5日遞信地政
處，一直不見有人來處理，幸好該大樹在同

年8月底一個微風細雨中自然
倒下，當時沒有行人、車輛經
過。近年鄉郊多項工程，政府
採取公開招標競投，價低者
得；中標以後，由於標示價
廉，大大降低了工作成效。
中華丘（邱）氏宗親聯誼

總會香港分會邱錫琪會長要
求政府正視樹木風險，希望
政府安撫死者家屬並提供協
助。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促
請政府檢討樹木管理制度，增
派人手檢視全港鄉郊樹木，避
免樹木倒塌致人命傷亡的意外
再次發生。
今次悲劇，人神共憤。這原

非天災，本可避免。

新界人的悲痛與憤怒
中午時分到灣仔做物理治療，主

幹街道的車站，排滿長長的人龍，
好奇問這是排什麼路線的車？原來
不是「車龍」，而是「飯龍」，白

領中午排隊買兩餸飯，30元一個熱氣騰騰的飯
盒，兩餸任搭配，比連鎖店快餐店還要便宜。
再到中環金融區，相熟的銀行職員對我說，她

吃不起名廈商場午餐，要到中環內街吃便宜的，
中環內街可能有兩餸飯供應，只感覺，連穿戴光
鮮的銀行職員都要「慳住食」，真是世道艱難，
有點心酸。
3年疫情折騰，香港人的飲食習慣都改變了，

不再是結黨成群的午餐，而是「一個人的午
餐」。一個人「獨食」，但求果腹，還有便宜選
擇，何樂而不為。
有酒樓老闆轉數快，主動找商機，改做兩餸

飯、三餸飯，提供菜式達十多廿款，有經營頭腦
的，不單為打工仔提供快捷午餐，還要搶做晚
餐，加多少少錢，還可以有海鮮上盒。職業婦女
買3個飯盒，已經有6個菜了，慳水慳力，不用
自己買餸煮飯洗碗，騰出更多時間照顧兒女。
逆境當前，已沒有什麼「華麗轉身」，而是

「鬥快轉身」，轉得快，好世界。前特首梁振英勸
勉香港人，不要坐着等通關，不要介意前往內地
「7+3」的檢疫安排，要主動找商機。是的，機會
留給主動的人，坐着等運到，今時已不同往日了。
為我做物理治療的治療師說，他曾經羨慕一些

醫護行家，幾年前乘着「自由行」的北風，為內
地客來港做手術、分娩、整容，一條龍服務，收
費昂貴，利潤甚豐；然而，一場世紀疫情，內地
與香港不通關，沒有了「自由行」旅客，一切打
回原形，甚至因為擴充過度而陷入困境。物理治
療從來不是「自由行」旅客的選擇，當香港人都
在等通關的時候，他還是做不停手。
可記得《阿信的故事》主題曲歌詞：「命運是

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
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靠一
雙手奮鬥」。

主動找商機

表叔行將退休，對已
退休的十叔說，擔心退
休後日子苦悶，不知如

何度過，十叔看他一臉徬徨，也就認
真對他說，退休最好看書，表叔說他
看書不到兩行就睡着，十叔說不明白
他幹了幾十年會計，看了幾十年數目
字為什麼就不會「睡着」，表叔苦笑
說大概是工作狂吧，他只有看到數字
才醒眼。
十叔跟他一樣搖頭苦笑，知道幫不
了表叔，也就無話可說。「讀書最快
樂」是十叔一向的口頭禪，我們每次
探他都見他書不離手呢，他同時又是
電腦迷，十嬸說他除了不時為電腦手
機更新，其餘時間也是上網看書，不
止一次對我們說，電腦和文字打成一
片，真是我們新一代人的幸福。十嬸說
他疫情下迷於看書，幾乎斷絕社交，
愈來愈孤獨了，十叔馬上反駁她：「誰
說我沒社交？臉書和微信上五湖四海
的朋友都有，五顏六色的朋友都有！」
還說最近網上分別交了來自非洲和印
度的兩個朋友，跟他大談中國，談得
還很起勁，雖然純以文字會友，有些
還未露面，總覺得心靈交通比見面還
重要，網上還是個交友樂園，普通話

粵語英文日文固然難不到他，就是不
懂其他國家語言，電腦還方便到可以
即時傳譯，退休後網上交友，何愁寂
寞，反而現實生活中的老朋友，退休
後各有各忙，應酬式的廢話說多了也
無意義，反而交換意見時，人老小
器，話不投機碰到玻璃心也不自覺。
回頭再說讀書，十叔說閒書固然開

心，做學問更加妙不可言，真肯用
功，4年一個學士，埋頭自修十年，
不難讀出兩個半學士，退休歲月寶貴
在黃金時間任由自己支配，所以十叔
為接近生日，還請他的國畫家小姨給
他畫幅「迎客松」，作為他臉書和微
信的封面，以示他交友滿天下。最後
還笑說不止滿天下，古今中外陰陽的
朋友都有呢，昨天看嵇康的《與山巨
源絕交書》，今天看《一個瑜伽行者
的自傳》，真是其樂無窮。

萬事不如讀書樂

從前我總認為我的拖延症無關
緊要，對生活和工作不會造成太
大的影響，因此無論是寫稿、交

稿，或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都是能拖則拖，
能推後的，絕不提前。直到我家狗貝貝因為乳
腺腫瘤要進行手術。
收養狗貝貝已經10年，從牠5個月大將牠養
到10歲，我對貝貝的感情已經超越了「鏟屎
官」對普通寵物的感情，因為女兒常年不在我
身邊，貝貝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早已成為了我的
另外一個女兒。貝貝是在我精心的呵護和百般
的寵愛中長大的，被愛着的毛孩子一直以來身
體都很健康，10年來連感冒都不曾有過一次。
因為愛牠，便不忍讓牠受一點點的苦，就連朋
友們建議堅決要給狗做的絕育手術也一直拖着
沒有去做。
發現貝貝因為沒有做絕育手術而導致長了乳

腺腫瘤的時候，閨蜜燕婷替我聯繫了離我家最
近的惠州瑞鵬寵物醫院的院長郭震先生。與郭
院長電話聯繫之後我又猶豫起來，其時貝貝已
經9歲，在犬類中已屬高齡，因為害怕牠會由
於做手術而發生意外，又因為其時貝貝身上的
腫瘤尚小，便懷着一絲僥倖開始拖延。如此，
一拖就是一年。一年以後貝貝肚子上的腫瘤已
經長成嬰兒的拳頭大小，不敢再拖，在燕婷的

督促和陪同下終於鼓起勇氣帶着貝貝找到了郭
院長。
郭院長的年輕讓我吃了一驚，又開始擔心。

後來得知他在大學裏學的專業是動物醫學，如
今是國家執業獸醫師，亦是深圳市野生動植物
保護協會會員，在瑞鵬已經工作了12年，並且
成功地給1,200多隻動物做過手術，我才放下
心來。與同齡人相比，郭院長身上明顯地多了
幾分淡定和從容。他在給貝貝做過檢查之後果
斷地建議給牠做手術切除腫瘤，或許是他臉上
的微小的笑容和滿身的自信給了我信心，我便
不再猶豫，亦很果斷地決定了讓貝貝手術，很
快地簽了手術同意書。而郭院長真的沒有令我
失望：貝貝的乳腺腫瘤切除手術非常成功。
那是貝貝有生以來第一次離開我住在寵物醫

院，就連做手術的時候我也不能在身邊陪同，
原本擔心牠會害怕，或是和其它小狗一樣會有分
離焦慮症。結果，在郭院長專門為貝貝組建的術
後護理群裏，我看到醫護人員發來的視頻中貝
貝渾身纏滿紗布，卻邁着女王一般優雅的步
伐，一日數次地在他們的陪護下外出散步，每頓
飯的飯量比從前多了一倍……每日如此。在醫院
有郭院長和醫護人員精心的照料，貝貝住院的
日子看起來甚至過得比在家時還要滋潤。
日子過得這樣地滋潤，傷口好起來自然是很

快的，本以為貝貝在醫院無論如何也要住上十
幾二十天，然而不到兩周就接到郭院長的通知
說牠可以出院了。
去接貝貝出院的時候與郭院長閒聊，我很八

卦地問他學動物醫學和當寵物醫生的初衷，郭
院長很靦腆地笑，說起他小時候養過的狗、如
今和孩子一起養的貓，以及他救治過的一些貓
貓狗狗。他說他很感謝他養過的和救治過的那
些動物，牠們讓他愈加地懂得尊重和愛惜生
命，讓他的心境變得愈來愈平和，內心愈來愈
柔軟，讓他在這個人心日益浮躁和複雜的社會
裏一直葆有一份孩童般的天真和純淨。
得知郭院長屬虎，我忽地想起余光中先生翻

譯的英國詩人薩松的那句「心有猛虎，細嗅薔
薇」。郭院長大抵就是這樣的一隻老虎，他心中
的薔薇就是他對生命完全平等的尊重和愛，這同
時也令他擁有了其他生命對他的愛和尊重。

心有猛虎 細嗅薔薇

如果要選一種植物來代表秋天，
那桂花無疑最適合。桂花，是秋天
的值班樹。今年，立冬後天氣仍然
很熱。早晨，剛醒，一縷熟悉的香
味飄忽而來，咦，難道桂花開了？

來到陽台上，愈靠近桂樹，香氣愈濃。
拉一枝過來細瞅，果然，在樹葉的遮掩下，
桂花已結出一綹綹的花苞。性急的已打開
苞，露出細細的花蕊，香味就是從這發出
的。米粒般的小花低調，害羞般擠擠挨
挨，像約好了般齊齊拋頭露面。晨陽映
照，香氣一波又一波在空中蕩漾開來，秋
色瞬間充滿了溫馨。
再看日曆，後天就是中秋節。桂花這時

候開也算恰如其分吧。「桂」與「貴」諧
音，桂花是種高雅的花。桂花的花型不出
眾，甚至很普通，但花香馥郁，芬芳悠
揚，攝人心魄，使得它尋常的外表變得無
足輕重。這點類似米蘭。
我們郴州應該是原生桂樹的故鄉。很多

山就叫桂山桂嶺，桂山南邊的城就叫桂
陽。而且先後有4個地方叫過桂陽，即今
天的陽山、郴州市、汝城縣及桂陽縣，足
見對「桂陽」這個名稱有多麼地珍愛。
我也愛種桂樹。現屋旁有3株桂樹，一
株是我從郴州帶回來的，是金桂。一株是
從線務站院子裏移過來的苗，是銀桂。還
有一株，是從西村姨外婆家菜地邊移來
的，是四季桂。3株桂種的時候苗都不大，
而今都已高過2樓。線務站這株，桂樹媽
媽早已枯死，而她在我家亭亭玉立，一派
生機盎然。
陽光灑落桂樹上的時候，香氣變得愈發

濃烈。清風徐徐，陣陣桂香更加沁人心
脾。桂香可以傳很遠，無影無蹤，又無所
不在，不知不覺間，將經過的人衣衫染得
一襲香氣。
我久久地貯立桂花樹下，一種無法言說

的感覺湧上心頭。當初，父母的房子剛建，
既有剛擺脫上無片瓦窘境的喜悅，又有結束
3場爭地官司的驚悸。我和母親以及侄子侄
女們一起，挖坑，填垃圾土，放樹苗，壓
實，再澆透水。那時，真的希望桂樹快快長
大呀。時光易逝，歲月無常。現在，母親都
已過世11年了。我也退出工作崗位了，可
以在鄉下老家樂享歲月靜好了。輕鬆閒適在
鄉下閒逛，放鬆每一個器官、每一個細胞，
在桂香的籠罩和浸潤中，信馬由韁思考，靜
靜分享桂香的神秘與縹緲。
我們家族似乎都對桂香有一種偏愛。外婆

生了4個女兒，其中3個取名都與「桂」相
關。我母親叫「愛月」，兩個姨媽分別叫
「愛桂」、「愛香」。連起來就是愛「月桂
香」。還有一個，叫「愛蓮」，也不能說不
相關。外公是大戶人家當家人，據說曾經是
有過花園的，那可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呀。
我對花草也是鍾愛的，這種愛帶有先天性，
是不是遺傳母系基因呀？花草無言，可她又
是可人的。你對她呵護鍾情，她報你以艷容
和馥郁。我對花有一種無以言表的感激。鬱
悶的時候，在花前駐足，心情就會開朗起
來；疲憊的時候，在花前凝眸，頭腦就會
鬆弛；開心的時候，在花前流連，思想就會
沉思寧靜。雖然做不到黛玉葬花心心相惜的
程度，但也算是愛花惜花物我兩忘。
「雲天收夏色，木葉動秋聲。」光影守

約，花草輪序，如我般迷糊之人，在花草
提醒下也能感知季節變換。我乾脆掐幾枝
帶回臥室，插入瓶中。頓時幽香盈室，柔
和、溫婉。光線柔和，捧卷細品，神思恍
惚，心情頗好。古人詠嘆桂花的佳句縈繞於
耳邊：「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
流。」「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於是
整個人似乎在香味中輕飄起來，如醉如
癡……愈來愈喜歡一個人聽音樂。尤其是
聽老歌，聽當年感動過的歌。選好一曲，單
曲循環，反覆聽，行雲流水般的曲調讓內心
化為烏有，飄渺中，向着無涯游離。心靜而
氣順。風輕，雲淡。很多事，只有歷經歲
月，時光發酵，才能明白此中道理。
生老病死，曾經那麼遙遠，而今，不知

不覺來到了眼前。人生如一場長跑，此時
的我，已經進入下半段，曾經邈遠的終點
彷彿已看得見。身邊，不時有人離世的消
息傳來。我甚至都開始勘探久居之地了。
蕭蕭和陽陽老師每天都把陶陶在幼兒園

的上課視頻發到家庭群裏。看到大寶在學
校的表現，真是開心極了。孫子們都長大
了，我能不老嗎？
時光是一劑良藥，讓人心性漸柔。春有

春的盎然，秋有秋的韻味，與其長吁短嘆，
不如笑對人生。雲開了，月明了，小美好小
確幸便齊齊來到眼前。晚報張老師說，我的
文字還有些不甘，真正超脫了，會有無限容
量。美好一直都在，等着被我發現。秋天，
像美麗的畫卷，五彩斑斕，次第展開。花草
雲溪，匯成汩汩清流，入眼入心。秋天，遺
世而獨立，不溫不火，於清爽明朗中吐露着
幽香。季節如此，人生亦是。

三株桂花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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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欖球賽現場氣氛熱烈。 作者供圖

◆迎客松像伸出無形的友誼之手。
作者供圖

◆郭震醫生與手術後復元的貝貝。作者供圖

◆陳笑權指該株大樹
外表美觀，卻不幸在
2021年 8月底倒塌
了。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