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史以來最好的世界盃？

魅力和實力
粉絲對偶像的瘋狂和
深情，常常為一般人不
理解，卻是人的天性，

就像一些「戀物狂」，沒理由，也不
用理由。至於喜歡到什麼程度，則因
人因文化環境而異。
在歐美社會，人們對占士甸、瑪麗
蓮夢露、柯德莉夏萍等的迷戀和懷
念，尚屬理性，只是深情地長期送花
致意，或在特別日子辦個紀念活動，
雖有商家利用粉絲情意結而將之物化
賺錢，但程度尚在接受之內。
不過，亞洲的日本和韓國的情況則
有些不同，早年成龍的日本影迷就有
為他自殺的行為，以致這位功夫巨星
在好長一段時間要把妻兒「收藏」。
為了丈夫的事業，林鳳嬌不但息影隱
居，還在背後默默支持和包容，包括
其「犯下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當然，成龍不算魅力天成的影星，
他那一身功夫是從小吃過很多苦頭練
出來的。但有些演員如劉德華等卻幾
乎出道不久就竄紅，粉絲捧場就有市
場。電視台或電影公司自然也給你表
現機會，加上願意努力，多磨練，成
功之路就順暢一些。
我們看到有一些女演員從樣貌到演
技都不差，就是成不了「明星」或主
角。可幸這些實力女星熱愛工作，甘
之如飴地演好每個角色，比如前輩演
員鮑起靜、演藝學院出身的蘇玉華
等。前者出身演藝世家，父親鮑方名
望響噹噹，弟弟鮑德熹是奧斯卡金像

獎最佳攝影獎得主。但鮑起靜在很年
輕時就已經演媽媽，大多是配角。直
到2008年，她59歲時才因為在《天
水圍的日與夜》中飾演基層母親而獲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之
後，電視台才藉名氣找她夥同陳展
鵬、胡定欣領演《同盟》，3人同時
入圍當年電視台頒獎禮「最佳男/女
主角」最後5強，以她飾演的令熊最
搶鏡。
蘇玉華也是我為之不值的女星，我

曾深度訪問過她，印象深刻。她受過
表演專業訓練，加上舞台劇的實戰磨
練，是我見過最具內涵的女星，人美
心善能言，真人比上鏡好看。她本是
香港話劇團當家花旦，當她在30出頭
轉戰電視台時，卻「淪」為二三線演
員，在飾演小三和姑媽之後，很快就
當上「媽媽」。
對如此遭遇，她坦然面對。我問她何

以有此涵養，她冷靜地跟我講起一堆戲
劇理論和專業精神，「在專業角度，
主角和配角的英文是Leading Role和
Supporting Role，分工不同而已，藝
術分量是一樣的。有時配角反而有更
大的發揮……」她有魅力嗎？當然，
但不屬於大眾，而在專業舞台。
演藝界長期有偶像派和實力派之分

或之爭。當然，當中有人兼具偶像魅
力和演員實力。只是實力派要付出更
多的時間和精力，堅持下來，最後也會
成功，但正如張愛玲所說：成名「來
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再過3天，世界盃就會
在中東卡塔爾開幕，國際
足協（FIFA）代表指今屆
世界盃將會是有史以來最

好的世界盃，希望大家能好好期待。卡
塔爾世界盃是否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屆，
現時言之尚早，世界盃尚且要待決賽完
結後才有定論，但絕對是投資規模最大
的一屆，無論是球場、交通、酒店等的
基建硬件，或是軟件方面如游說有關國
家投票支持卡塔爾申辦的宣傳費，全都
是天文數字。
今次是亞洲區第二次主辦世界盃，
而第一次是2002年日本韓國合辦。前
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日前表示，卡塔
爾主辦2022年世界盃並不適合，而當
年他也沒有投卡塔爾一票，但卡塔爾
是在白禮達在任期間奪得主辦權的，
其後白禮達也因涉嫌貪污而辭職，當
時各方都感到奇怪，一個中東小國能
擊敗如美國般大國，又能把原本慣例
在夏天各國聯賽完結後6月舉行的世
界盃，因遷就6月份卡塔爾平均30~
40度的過熱氣溫而改到冬天11月舉
行，所有歐洲等聯賽均要讓路改期，
實在是令人費解。
卡塔爾人口約250
萬，但因石油、天然
氣出產而成為全球最
富有國家之一，人均
生產總值居世界第四
位。主辦世界盃的主
要目的就是向全球推
銷卡塔爾，整體而
言，藉着主辦世界
盃，將提高卡塔爾的

國際聲譽，加強該國成為全球知名度
高的旅遊勝地，從而使國內生產總值
增加1.5%，日後還期待各方會持續增
長，這也是各國各地區希望能舉辦大
型活動如世界盃、奧運會等的原因。
卡塔爾是一個很有長遠計劃的國

家，2006年已經主辦亞運會，當年筆
者也參與採訪卡塔爾多哈亞運會，當
時他們自己國家可能能力不足，他們
就聘請英國及澳洲大型公司來協助辦
理亞運一切事務；因足球水平一般，
十多年前就邀請一些有水平球員移民
到該國，時至16年後的今日，卡塔爾
已可憑自己國家的力量主辦大型活
動，足球水平方面亦比十多年前上升
不少，成為上屆亞洲盃冠軍，因而有
條件成功主辦本屆世界盃，可以見到
他們真是計劃周詳。反觀中國有14億
人口，有足夠資源、足夠基建、足夠
達標球場，但也未能主辦世界盃，唯
一的不足就是我們足球未能達到世界
級水平，又或者相比卡塔爾，我們中
國已經不用靠主辦世界盃等賽事來宣
傳了吧，但作為一個足球發燒友，個
人總希望中國能主辦世界盃，能走上
足球的國際舞台。
卡塔爾為了宣傳世界盃，之前宣布所

有到當地觀看世界盃的球迷，只要持有
「球迷證」（Hayya Card），所有公共
交通工具都是免費的，包括地鐵火車，
而地鐵是可直通所有球場的，從此可看
出本屆世界盃規模之大。卡塔爾力求辦
一屆與過往不一樣的世界盃，投入2,200
億美元，可能是史上最昂貴的世界盃，
或者也能成為最無與倫比的世界盃，就
讓我們拭目以待。

今年是TVB 55周年，一
連串的台慶節目令人覺得曾
志偉掌管了TVB的節目內容
營運後真的很拚命，為提升

TVB的節目質素使出渾身解數，他入主
TVB後，無論綜藝節目或音樂節目，甚至
劇集都很有創意，並令整個電視台工作氣
氛充滿生氣，節目收視普遍提升，要知道
目前是沒有太多人專門坐在電視機前睇節
目的年代，收視仍有20多點其實不容易的
了，令人感到這兩年TVB在打翻身戰，而
且非常成功！傳媒行業想成功是需要人力
財力的付出，缺一不可，因此沒有主席許
濤及董事局成員黎瑞剛的支持，曾志偉這
個總經理也英雄無用武之地。志偉重返
TVB自言3件事情最掛心，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港姐50周年、55周年台
慶，如今3大項目都做得有聲有色，收視
口碑都好，全賴他頭腦轉得快又喜歡集思
廣益，得道多助，因此造就了他的成功。
早前無綫《節目巡禮2022》總共介紹了25
套綜藝節目，包括《滿足的味道》、《好聲
好戲》、《周末大選》、《霎時再感動》、
《星光匯聚成翡翠》、《全城選擇一分鐘》、
《我們的主題曲》、《黃金壽宴》、《遊走
世界天與地》等等，可見TVB是非常着重綜
藝節目。記得當初他試搞類似EYT的大型綜
藝節目《開心大綜藝》效果未如理想，他立
即轉做半小時的多元化綜藝節目和遊戲節目，
效果非常好，他打算重做時許多人潑冷水，
笑他又炒冷飯，結果如今《開心無敵獎門人》
收視達26.1點令那些人收口，志偉說在街上
出現都被小朋友拉着拍照，這個成績不是天
上掉下來的，據知《開心無敵獎門人》的製
作組很拚命地每集拍攝前開會度橋，錄影完
又開檢討會。節目名稱雖舊，但內容有新意，

而且十年一代人，如今小朋友未看過就是新
鮮。
叫好叫座的音樂節目《聲生不息．港樂

季》、《聲夢傳奇I 》、《聲夢傳奇II》
系列選出優質的新秀，全部簽約培養成新
一代樂壇接班人，有兒童版歌唱選秀節目
《聲夢Junior》又有《中年好聲音》，而
且反應很熱烈，經過初選有100位參賽
者，在一片追捧年輕偶像風氣下給中年人
圓歌星夢，很好呀！
同時TVB已經探索出一條充滿生機的道

路，不少藝人可以向公司自薦製作節目，讓
演員嘗試兼顧幕後創作，已經為觀眾帶來
不少新鮮有趣的節目，「疫境廚神」黎諾
懿主持飲食節目《滿足的味道》，如今正式
做監製節目。亦為TVB的年輕員工打開
「機會之門」，例如讓有潛質的新舊藝人
都有演出機會，全新綜藝節目《七線人棄
王》、梁思浩的《通靈之王》，而自我展才
藝的《全城一叮》及《全能司儀選拔大
賽》結果勝出的黃建東、蔡國威任台慶司
儀。這種風氣不錯，藝人最害怕懷才不遇，
給機會他們主動展才藝是令他們口服心服，
綜藝節目已打破山頭主義了，但劇集製作方
式似乎未變，仍舊出現一晚兩個劇都是差不
多臉孔，希望多畀機會有潛力二線藝人，
擴大演員隊伍，觀眾自然多些好戲睇。

TVB的翻身戰打得好
香港近日發生港鐵罕見事故，列

車埋站車門甩脫，同日另一宗扶手
電梯又有故障，事件為港鐵安全拉
響警號。世界各地都有鐵路意外，

香港的鐵路事故雖然不算多，但香港人口密集，
一宗意外都嫌多。
說到底是管理問題，如果有周密的操作，檢查維

修照足程序，事故應可減到最少，甚至是零意外。
有說，港鐵自己內部調查，查到了出事原因，但追
究不到責任。那麼，什麼樣的罰則，才能有效提升
管理？有說對港鐵公司的罰款，沒有阻嚇作用；若
罰不能加價，也無補於事；但罰則若針對董事局和
高層人員薪酬，相信層層管理會更加到位，當然，
這不是小市民能說的。
倒有小市民煞有介事說︰「香港發生連串事故，

繼舞台掉下屏幕，然後有天秤倒塌，造成人命傷
亡，如今港鐵又甩門，相信是香港走了不少會做事
的人才，留下來的不是跟班，就是新人，才會有這
樣離奇的事情發生。」這話出自一位專業人士之
口，真是哭笑不得。什麼都歸咎於「人才流失」，
這是一廂情願的說法。
每個地方都有意外發生，別的國家沒有嗎？美國

航空展，兩架表演的飛機相撞，造成6死的事件，
也夠離奇了，莫非他們駕飛機的也「人才流失」
了？
韓國欖球賽「播錯歌」事件，還有待調查，亞洲

欖總解釋也真夠離奇，竟辯稱是「實習生」出的
錯，這樣重要的國際賽事，有關國旗國歌的重要工
作，竟然交由「實習生」去幹，正常人會相信嗎？
如果這也成理，韓國還真沒有會做事的人了，「實
習生」還不是正職，連「新人」也不如，不是很可
憐嗎，這國家的「人才流失」豈不更不堪？
香港人移居最多的英國又怎樣了？既然他們自稱

「人才」，那麼「人才濟濟」的英國又是否好運齊
來呢，他們手上的英鎊升值了沒有？
一廂情願說「人才」，真是得啖笑。

一廂情願說「人才」

常聽人說：「寧為太
平狗，莫作亂世人」，
看超級市場貓狗罐頭糧

食品種比嬰兒產品還擺設得多，便
知今日已算太平盛世了。寵物主人談
起家中貓狗，總愛暱稱是他們的心肝
寶貝，連女孩子都不以未婚「生子」
為逆。
可是有些上世紀上半葉出生的老人
家卻對你說，她們少年時對貓全無好
感，她們那年代的貓長相，常給人說
成「衰貓病貓污糟貓為食貓懶惰
貓」，今時今日這樣說，怕有愛貓人
士告到平機會，還敢譏笑人醜是「貓
樣」、「花面貓」？
有個老前輩說過她的辛酸故事：抗
戰期間，窮到3月不知肉味，有天好
心人送她一尾煎魚，放在桌上不到2
秒鐘，就給鄰家大貓撲過來閃電啖
走，就此一生對貓
恨之入骨；那時人
餓，貓更餓，吃不
飽的貓自然不會好
看，哪會得人歡
喜，今日的貓不吃
老鼠，不吃人家餸
尾，吃的全是不同
味道的高級貴價貓
糧和鮮魚，營養豐

富脫胎換骨得人見人愛，全都是天之
驕子了。
貓與狗同樣嬌貴，晨運竟然看到有

人以嬰兒車推送小狗，較大的狗還有
4條腿穿鞋的，卻不知小狗大狗總要
走路，遛狗無非要牠走路，不遛腿力退
化，甚至會抑鬱成病，卻不知套上鞋
子，日久趾弱腿軟，走路都成問題。
貓狗身價一年比一年高，等閒過

萬，愛貓愛狗而買不起，到收留流浪
動物的愛護動物協會徵求領養嗎，有
人愛貓，事前買備貓籠貓糧，以迎接
新歡的興奮心情到該會探詢，可是因
為是單身人士，領養資格便取消了。
不知是什麼心態，單身人士往往被拒
諸門外。
向義工領養貓兒，同樣得忍受義工

是救世主的嘴臉，領養人家住地下，
窗戶從不開啟，仍要滿足義工要求安

裝圍網，義工稍不滿
意，即取消領養資格。
義工還要上門視察她家
中環境，毫無私隱可
言。領養一隻貓兒，就
和領養一個孤兒般繁
複！做太平盛世的貓，
比孤兒更幸福，在街上
看見一所新建動物醫
院，還挺漂亮呢！

寵物主人眼中的毛孩子

與朋友喝酒聊天，談到初戀這
件事。
朋友大張講了他的初戀，那是

在大家連「拖手仔」都感覺不好意思的年代，
兩人幾次約會之後，大張對手仔都沒拖過的女
孩心生好感，在一次約會過程中終於鼓起勇氣
想親吻女孩。然而，當女孩陶醉地閉上眼，朱
唇微啟，準備迎接初吻的時候，大張眼尖地發
現了卡在女孩牙縫裏的一絲韭菜，於是落荒而
逃。大張的初戀就此宣告結束，如蜻蜓點水般
轉瞬即逝。
似乎大多數人的初戀都沒有一個完美的結

果，朋友小謙也如此。但小謙的初戀故事比起
大張來更加地豐富有趣。
和大張不同，小謙的初戀是在自己的17歲開

始，一對情投意合的少年男女試圖在校園生活
中把這段初戀進行得甜蜜美好，但是兩人終究
沒有逃脫戀情的規律，在熱戀期過後開始矛盾
不斷。因為少年人的心性稚嫩，小謙無法理智
地處理兩人之間的情感糾紛，彼此都在這段感
情中深感受傷，於是這段戀情最終在小謙大學
還未畢業的時候就無奈地結束了。
與初戀分手後的小謙雖然也有過新的情感體

驗，但因為一直對初戀心懷愧疚，亦因為始終
覺得初戀無可替代，所以即便後來他又到海外
繼續深造、工作打拚，也從來沒有忘記過那段
感情。每一年小謙都會到日本京都宇治的萬福
寺，為初戀的幸福合十祈禱，算是補贖自己心
中的遺憾。
在成年人的世界裏，好像一切都可以被時間

沖淡和改變，但似乎只有在人的生命中佔有一
定比重的初戀是例外的。
如此，當小謙回到中國參加弟弟的家宴，看

到即將和弟弟舉行婚禮的準新娘時，頓時覺得
血壓升高、心臟狂跳：弟弟的準新娘竟是自己
初戀的閨蜜，對方曾經是為兩人傳遞書信的使
者和爭吵時的「和事佬」，見證、參與過自己
與初戀的那段感情，在小謙心裏，她如同是自
己的「半初戀」。小謙因此也落荒而逃，他覺
得自己既已告別了過去的情感，就不想再在弟
弟的婚禮上遇到自己的「半初戀」。
幾年後小謙再回中國探親，已經成為他弟媳

的「半初戀」和弟弟在家為他接風洗塵。飯桌
上，弟媳有意無意地說起小謙的初戀仍是單
身，但話剛到一半，就被小謙生硬地打斷，表
示自己「心裏難過」，然而小謙心裏其實很想

讓弟媳說下去，甚至也想知道自己還有無可能
與初戀再續前緣。小謙事後曾給初戀寫電郵，
沒有得到回應，所以他又想起張愛玲的《半生
緣》裏顧曼楨對沈世均說的那句「我們再也回
不去了」，知道自己和初戀也一樣，彼此分離
多年，分隔兩地，在不同的環境中學習和生
活，在彼此的世界裏早已是漸行漸遠，他和
她，是真的再也回不去了。後來，當小謙乘坐
離開中國的航班飛離跑道，他覺得自己終於放
下那段情感，開始奔向新的時空。
小謙在攻讀博士時與同門師妹相遇相知，

結婚成家後便定居海外，消失在了故土的萬
千是非糾葛中。而那個承載了小謙的全部初
戀故事的「半初戀」，在經過時間不斷地洗
禮之後，已完完全全地成為了他的親人。他
的初戀，那個與他沒有血緣關係的女孩，也
隨着弟媳變成了自己人生的一部分，並沒有
隨風消逝。
小謙的初戀以及後續的故事雖然有點令人費

解，但是我想，大抵所有的帶着遺憾的初戀故
事都是如此，無論是轉瞬即逝，抑或是對方最
終成為了你的親人，只要相戀過，它就會永遠
烙印在你的生命裏。

初戀不會隨風而逝

一場盛大的音樂會結末，總會有
一縷餘音嫋嫋。一輪恢宏的秋收農
事謝幕，也應當留有令人回味的餘
韻吧！
然而，秋分時節，置身稻穀盡收
的川西平原之上，眼前卻是一片無

盡的空茫。千重稻浪遽然退潮，田畈赤裸
光禿，儼若乾涸的灘塗。
秋收的故事情節中斷得很突兀，田間場

景畫面有明顯缺失，呈現生硬的斷裂感。
一壩連一壩的穀物收打之後，缺少了什

麼呢？草垛，是草垛消失了！
高效率的現代收割機，把大地豐收演繹

成作物剿殺。一株株稻穗喪失了在好脾性
農人手中脫粒分身的機會。連穗帶秸，在
鐵牙鋼齒的啃齧下粉身碎骨。金籽玉粒被
剝離，悉數歸倉，零落草屑被遺棄，紛墜
田泥。
曾記得，傳統農耕年代，草垛，是家鄉

廣袤原野上收割季節千百年不可或缺的時
令物象，是鄉村風情生動鮮活的妙筆點
染，是田園牧歌娓娓動聽的一段樂章，是
與竹林院舍兩相廝守的青梅竹馬，是一季
夏糧豐收後必然縈紆田疇的悠悠餘韻。
草垛是中國的。「秋陽瀉金彩，遠樹鋪

黛青，閒憩倚草垛，笑喧響溪汀。」在華
夏農耕文明裏，草垛如同淳樸守拙的鄉
人，恬淡安適，寧靜致遠。
草垛也是世界的。19世紀印象派創始

人、法國繪畫大師莫奈，在1890年一個晴
秋黃昏，驟然被巴黎市郊吉維尼村莊稼地
上佇立的草垛深深觸動。靈感來襲，他立
即鋪開畫布，揮灑油彩，追逐陽光下那些
草垛煥發的靈動光影變幻。從此一發不可
收，持續兩年田園寫生，創作出幾十幅
《草垛》主題油畫。在莫奈眼裏，陽光讓

秋後的大地草垛流光溢彩，色調在瞬息之
間微妙變化，炫幻至極。每一墩草垛在每
一寸光陰裏都充斥着不同的情感：莊重、
威嚴、歡樂、愉悅、淡泊、沉默、孤
寂……大師筆下的《草垛》，成為傳世之
作，藝術瑰寶。
草垛，乃集草為垛，組合它的是一個個

草把子。收割季，農人拖着方斗型木拌桶
蹈入穀田，雙手掄舉長長的秸穗，往拌桶
內沿嘭嘭摔打。脫粒後，回手將一握空殼
稻秸攔腰束以草箍，順勢翻腕一抖，一枚
草把便立於田中，下擺蓬開，形若翩然舞
者。草把經歷十天半月曬秋，被陽光炙
透、風乾，漂成一色金黃，透着些微銀
白。農人們復下田來，逐個兒攢收，或搬
運回家儲於倉房，或在田畔就近擇幾處寬
埂，將草把子層層累疊，堆成一座座蠻腰
矮塔，留待來日慢慢派用場。
這麼些草把草垛盤桓田間，正是季令由

暑轉寒的節骨眼上，幾多孱弱生靈就因此
尋到了福祉。秋後的螞蟻和田鼠在草秸間
急急尋覓，採擷殘留穀粒，為熬度寒冬囤
糧備荒；成雙的豆雀爭分奪秒借垛築巢，
趕着繁衍一窩子嗣；斑斕的飛蛾收斂羽
翅，憑草作繭自縛，進入生命的涅槃。偶
爾，還有星夜兼程的苦行者路過，力不可
支時，貓身遁入傍路草垛，暖暖身子，小
憩半宿，蓄了精力，再起身上路。順便取
草紮束為炬，打照腳下一團光明。
茅屋，是舊時光裏農家院落的主體居

室。秋後農閒，家家輪着請了本土匠人，
從草垛上卸幾把穀草，沿木梯爬上房頂，
將一夏風雨撕扯的幾處豁口牢牢織補。再
鳧伏身子，用一柄木梳耙，把茅屋頂篷細
細梳理一遍—就像婦人精心捯飭一頭秀髮
那樣。修補過的茅屋頂色澤有點斑駁，形

同鄉人身上的補疤衣裳，樸實而家常。
「稻草高茨屋，繩樞窄作門」。宋人陸游
筆下，稻草茅屋有一種別致的唯美，這屬
於文人雅士景由心造的浪漫。而鄉人是從
過日子的角度考量的：用草垛穀草蓋房，
耗的是莊稼地裏的餘料，省錢。茅屋還有
一點甚好—冬暖夏涼。
一些格外手巧的農人，趁閒時會以稻秸

為原料，編織出五花八門的玩意兒。隨手
扯幾根稻草起個經緯，一番令人眼花繚亂
的十指撥弄，不消一會兒工夫，草秸便化
作種種物象：寬邊草帽、麻耳草鞋、涼
席、蒲團、繩索、門簾、草提籃。沒有席
夢思的年代，草床墊、草枕子，築成千家
萬戶夜夜安眠的溫床。柔軟的草秸散發出
原野的清香，讓夢中人睡得很香很甜。
草垛的去向不止於這些。它們或許還會

被工坊收購用於搗漿造紙，被飼養場儲存
做牲口催膘的飼料，被蘑菇房拿去混合加
工製作食用菌培養基，被家家戶戶鋪設為
孵蛋的雞窩……
說不準哪個日子，一墩墩草垛最終耗用

殆盡。連地上撒落的幾團亂絮草，也會被
勤儉的村婦用竹耙攬回去，投進柴火灶
孔。稻草不經燒，做不了主柴，卻是引火
的好料。將亂絮草挽成麻花卷，劃火引
燃，投進爐膛，一口冷灶豁然紅亮。有絮
草先暖場，硬柴火便乘勢而上，虎虎生
威，熬出滿灶台熱氣蒸騰。
廚餘，燃過的草灰掏出來，每每還有小

驚喜：幾團紅薯土豆從熱灰中滴溜滾出，
那是掌廚母親給自己孩兒埋下的暖心伏
筆。孩兒趨前拾起，兩手團來團去，撮嘴
吹幾口冷氣，猴急地剝開黑乎乎的脆皮，
齜牙啖一口。那一味香，那一份甜，一輩
子都忘不掉啊！

草垛是秋收的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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