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爾的世界盃

以歌劇說孔子故事
時值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再配合獲定
位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激發了各界支持文化
活動的動力，以及文藝界的創作熱
情，今年的藝文活動特別多，筆者
也看了不少，雖然水準參差，但整
體提升市民對文化尤其是優秀中華
文化的關注和興趣具促進作用，尤
其對青少年。
香港作為有逾百年殖民歷史的城
市，雖然九成以上市民為華人，但長
期受西方文化熏陶和影響，有相當一
部分人尤其是掌握實權的精英階層往
往着眼於來自西方的藝術，包括政府
或公共機構投入大量公帑邀請西方藝
團或藝人來演出，有些名大於實，得
不償失。人們印象深刻的大概是2003
年「沙士」之後，特區政府撥款1億
港元舉辦的大型表演活動「維港巨星
匯」，市民反應冷淡，不但被批評浪
費公帑，更因外判承辦商缺乏經驗，
招至「官商勾結」質疑。
本來，交流應該是雙向的，也應

該是平衡的，由於歷史原因，香港
長期以來以「引進」居多，而且偏
向西方。這當然不利於平衡發展和
吸收，本地藝術家們也不時批評政
府重外人而輕本土。但經過了一輪
社會風波後，人們覺醒了。可幸的
是，國家在經濟發展上取得成果
後，也加強了文化建設，內地很多

藝團的演出也達國際水準，更具東
方特色，很值得關注並引進。
不過，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性城

市和東西文化薈萃中心，還要在
「輸出」方面加強，除了協助「輸
出」內地的優秀文化藝術節目和項
目外，更重要是如何扶植具創新精
神、有誠意的本土藝術家和藝術團
體，為他們創造交流演出條件，可
以先從到大灣區各城開始。
昨晚有幸看了歌劇《孔子傳》首

演，乃香港文聯統籌，國際知名指
揮家兼作曲家麥家樂特別創作，並
由他創辦的寰宇交響樂團主辦並演
出。歌劇是源自西方的藝術體裁，
以這種西方人熟悉的形式說中國孔
子故事，正是文明互鑒、平等交流
的體現。
由於是首演，演出尚有不少待改

善的空間，但意念新穎，予人清
新、悅目之印象，為幫助今日華人
觀眾理解歌劇的高端風格，以及文
言文歌詞，導演特別安排顏聯武作
為敘述者在舞台一側講解。而且，
音樂中採納了旋律優美的山東民歌
曲調，也令人感覺舒暢。
一場好的藝術演出，需要「千錘

百煉」，要在不斷地演出中總結經
驗並改善，才成為經典。《孔子
傳》是麥家樂的嘗試，相信會啟發
更多藝術家在這方面努力，也令香港
乃至內地的文藝創作更多元更豐富。

史上最昂貴的卡塔
爾世界盃開幕了，雖
然在開幕前主辦單位
亦面臨一些如競投主

辦權及勞工問題等的爭議，但在開
賽後，毫不意外地全世界就把焦點
放在比賽上，幕後的問題將變得不
重要了。雖然此前世界已在疫情中經
歷了東京奧運及北京冬奧，但兩者均
以閉門作賽及閉環的形式進行，因此
今屆世界盃是這3年來真真正正「復
常」地舉行的國際體壇盛事，回復疫
情前氣氛熱鬧狀況，令人好不感動。
國際足協（FIFA）估計今屆全球收
看觀眾將達50億人，遠比2018年俄
羅斯世界盃的36億人要多。
卡塔爾要辦一個最昂貴最好的世
界盃，其花費高達2,200億美元，過
往世界盃主辦國都是賺錢的，如：
2002年日韓世界盃收入達40億美
元，GDP增長0.74%；2014年巴西
收入也達47億美元等，而FIFA也有
48億美元收入，今屆世界盃FIFA估
計收入甚至會達50億美元，收入如
此天文數字，也難怪2021年FIFA因
疫情影響收入大幅減少時，曾經提
議把世界盃改為每兩年舉行一屆，
藉此增加收入，但卻遭各會員國，
特別是歐洲足協及國際奧委會的反
對，最後不了了之。
雖然這次卡塔爾為了世界盃花費
以千億美元計，但卡塔爾能在世界
打響知名度，藉此推動中東本土文
化，成為全球關注點，他們就認為
這是值得的支出。在籌備世界盃的
這十年間，卡塔爾足球隊由2010年
世界排名第113位 ，上升到目前世
界排名第50位（超越了排名第75位

的國家隊）更奪得亞洲盃冠軍；基
建方面，為了世界盃，卡塔爾建立
了8個新球場，其中一個是組合球
場，可以隨時搬到其他地方，並建
立了一個地鐵網聯繫8個球場，另外
亦創建了半島電視台作媒體宣傳軟
實力。很多主辦大型體育盛事的國
家都會受國民質疑，這些基建是否
可持續利用及發展，但卡塔爾已經
奪得2023年亞洲盃主辦權，這些基
建都不會浪費，而他們亦會繼續在
體育文化爭取主動，除了世界盃和
亞洲盃外，亞運會亦會在2030年第
二次由卡塔爾城市多哈主辦，相信
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主辦奧運。而
同在中東的競爭對手沙特阿拉伯也
不讓其專美，首都利雅得拿下2034
年亞運會的主辦權。其他國家在主
辦一些大型運動會時會因虧本而卻
步，但中東國家有的是錢，他們主
要希望在國際舞台上能與國際社會
合作及受認同。
可惜於本屆世界盃揭幕戰卡塔爾

以0比2負於厄瓜多爾未能一炮而
紅，更成為世界盃首支敗陣的主
辦國球隊，但開幕禮則達到奧運開
幕禮規格，令在場6萬觀眾看得熱
血沸騰。開幕禮成功宣傳中東文
化，過往大型運動會亦如是，每次
開幕都是宣揚本國歷史文化的機
會，說穿了，大型體育競技就是
「民族主義競技場」和「體育軍
備競賽」。
從卡塔爾及伊朗輸波後，本以為

亞洲6隊代表出線機會渺茫，誰知沙
特阿拉伯隊居然爆冷以2比1打敗勁
旅阿根廷，真是老話一句「波係圓
嘅！」亞洲球隊要繼續加油呀！

如果將元朗錦田比喻為微型
的中國西安，一點也不為過。
西安（古稱長安）是陝西省

省會。有句順口溜：「隨處踢
一腳陝西的土，就是秦磚漢瓦」。而在元朗
錦田的古物古蹟比比皆是，那口耳相傳留下
來的故事也多不勝數。我們要說好中國香港
故事，千萬不要忽略了新界，原居民的祖先
已在這片大地上居住近千年，自然留下許多
感人的事跡。
1997年回歸以前的港英政府在99年租借新

界期間，特意忽略新界，把原居民營造成一個
野蠻、粗暴、貪婪之土霸形象，甚至將原居民
保鄉衛族的英勇抗英愛國事跡鎖在抽屜裏或壓
在泥土下。自從香港回歸祖國，一些被忽略的
歷史重新浮出枱面，近期有某家電視台想拍攝
新界歷史文化的專輯，採訪了幾位學者，他們
選擇在大學裏或者在電視台接受專訪，而我選
擇到錦田的二帝書院。
香港的11月仍然秋高氣爽，天氣不冷還有

些微熱，非常適合外景隊取景；我們從吉慶圍
的兩扇鴛鴦大鐵閘開始說起，鄧氏族人鄧浩
然、鄧國邦很熱心介紹始末。是的，這是他們
既屈辱又光榮的故事。
鄧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首，始

於宋朝始祖鄧漢黻居於江西省吉
安府吉水縣，至北宋熙寧二年
（西元1069年），四世祖鄧符
協考取進士並授廣東陽春縣令，
話說某日宦遊至元朗一帶，見風
水奇佳，遂退任後遷居至此，開
基立村，稱之為錦田。
錦田立村至今（1069-2022
年）已953年，錦田大地上的古
物古蹟有「二帝書院」、「周王
二公書院」、「清樂鄧公祠、
「廣瑜鄧公祠」、「長春園」、
「便母橋」、「樹屋」等。這些
古物古蹟，在歷史的鈎沉下彰顯

出中國傳統的忠、孝、仁、義、信美德。
近日看新聞時，驚見某記者向行政長官李
家超提問：「我們更加期望，你能夠更加積
極，更加大膽地處理丁權問題，行使《收回土
地條例》。」李家超回答：「丁權，我們需按
照《基本法》，按照法律框架去做。」從這位
記者的提問看出他與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一樣，
不甚了解新界史。
新界在1898年6月30日以前是中國廣東寶
安縣的土地，新界原居民原是寶安縣的老百
姓；在法理上從來沒有離開過祖國，在1971
年10月以前，婚姻法仍沿用大清律例，直到
今天依舊沿用清朝的宗法制度。故以我的觀
察，在管治上，當時新界地域是英國與中國的
中間地帶，因而天然地保留了中國的宗法制
度、氏族社會和傳統習俗文化，所以港九與新
界在基點上就根本不同。舉例，在未簽訂《南
京條約》（1842年8月29日）以前，元朗錦
田收田租到達香港島的南灣、赤柱，因為是割
讓地原居民早已各散東西，歷史也灰飛煙滅，
而新界地域為何保留下來土地與氏族社會？因
為是租借地。
溯自1898年10月8日《洛克報告書》已清

楚說明，最初英國官員張伯倫並
不完全同意，但不到半年時間，
最後他完全接受報告書的建議，
必須要尊重原居民的土地業權及
保留現有鄉村制度才能有效地管
治新界。
我經觀察的結論是，新界地域

所有的土地原來都是原居民擁有
的，百年來港英政府以各種名目
劃分，進而進行收地。我了解原
居民保鄉衛族護土的天然情感，
也了解他們被誤解的悲情。
1997年因新界租約到期而展

開波瀾壯闊的香港回歸，回歸以
後新界原居民的權益是否應獲得
社會的合理尊重？

從元朗錦田看新界
疫情偷走了3年的時間，世界

各地防疫鬆綁，鬥快復常，其中
旅遊業振興經濟，是重中之重。
然而，復常一切都未正常，好像

泰國今年遊客只是3年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旅
遊業深受重創，泰國導遊流失不少，很多都已
轉業，不會重操故業。有的能說廣東話的導
遊，3年沒接團，幾乎不會說廣東話了。
新聞報道泰國的旅遊業人士說，他們很留

意中共二十大的新聞。驟聞不明所以，中共
二十大關他們什麼事？原來，泰國復常都在
等待最大市場的中國旅客到來，看來還要等
一段時間。
復常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嘗到甜頭，香港人外

遊意慾，需要時間提振升溫，3年已習慣蟄
伏，生活習慣改變了，也不是說變就變，朋友
圈已多次呼籲起行，但總是得不到回響。唱反
調者說，為什麼要捱貴機票（復活節來回日本
9千元機票）、租貴車，冒着請假去酒店「生
病」的風險？可不是嗎，外國疫情高企，當地
人都卸下了口罩，都不當一回事（其實還是有
事），旅遊的樂趣，還能復常在心中？旅遊也
只能是「博一鋪」。
別說外遊，連餐聚意慾也要提振，呼朋喚友

能坐在一起的，需要有「檢測共識」，餐前自
行快測，大家食得安心；但未必人人願意這樣
做，認為是多此一舉。不強求，不強求，昔日
至親友好，也只能各自埋堆。
星期天，「檢測共識派」在港島某星級酒店

頂樓來個午餐，維港兩岸景色盡收眼底，這樣
的餐廳環境，價錢肯定不會便宜了。訂位時倒
有很大的意外驚喜，訂餐即時付款7折，訂4
位以上還有六五折，一致贊成即時付款。
為了享受優惠，也接受「博一鋪」六五折，

因為如果其中一人臨時中招，那就得不償失
了。幸好大家爭氣，身體健康，平均每人才花
300多元，吃了一頓酒店精美午餐。
如果花費巨額旅遊「博一鋪」，你是否寧可

留港「博一鋪」呢？

漫漫復常路

不知打從什麼時候
開始，市場物價定點
後總是以9結尾，令人

迷惑的是，99.9元一件的東西，究竟
是100元減1毛錢，還是本來99元多
賣9毛錢，可是在消費者眼中，加有
定點的99.9這3位數字顯然比沒有定
點的100來得便宜，可是會不會本來
99元可以賣出的一件貨品，為了3個
位齊頭數字而多賣9毛錢？消費者就
蒙在鼓裏了，與其說生意人聰明倒
不如說他們蠱惑，這種美國商人發
明的經營手法，上世紀視之為時髦
的香港便一直流行至今不變。
傳統中國人做生意，一向重視童

叟無欺，明碼實價。明碼，就是說
一是一， 二是二，怎會每種價目
尾巴拖個9！可喜的是，這種正常
優良風氣在內地依然存在，卻沒有
受到一水之隔香港
的影響。
說過西方「減一」
的劣質文化，現在就
來談談同是來自西方
的「加一」。
內地保持一貫傳統
的，還有大小食肆茶
樓酒家，一律照食客

所要點心原價入賬，從沒收取什麼
加一，這種所謂加一服務費，也不
過同樣是西方的把戲。
食肆本身已是服務行業，收入包

括支付各部門工資在內，有了加一
必然連帶貼士，貼士厚薄導致食客
分成等級，食肆無形中便淪為炎涼
世情之地。同一消費食客享受不到
公平待遇之外，同時亦令服務同事
之間為爭豪客貼士而傷感情。
再說，有些夥計收取貼士後也會

臉露不悅之色，如果茶客跟夥計交
情相熟到可以為友，自然就知道是
什麼原故，因為「老友夥計」一定
會靜靜在客人耳邊告訴他貼士是由
老闆收取，你便明白夥計何以只留
取收費盤中3枚硬幣，而為你省回那
張大額鈔票，同時你又明白為什麼
不相熟的夥計，收了貼士不止不會

道謝，離開時面口
還黑似玄壇。
所以只有不設

加一的飲食場所，
才能令顧客賓至如
歸，工作人員心無
雜念工作，這才
是應有的傳統服
務精神。

減一與加一的西方蠱惑

這些日，粵地幾個城市疫情緊
張，省城廣州動輒出現近萬宗新
增病例，令人不敢隨意出門，生

怕一不小心就跨進了高風險區，又要提心吊膽
去驗核酸以自證清白。
這樣一來，就連「為食」的我也忍不住「口

痕」，和朋友步行到小區外的腸粉店去吃一碟
腸粉成了一趟奢侈的「遠遊」。
吃腸粉的時候接到在澳洲的女兒打來的電

話。掛斷電話，還是掛住女兒，便和朋友說我
們正在吃的腸粉亦是女兒愛吃的，朋友馬上表
示同情：那她要等回到中國才吃得成了。我笑
着告訴朋友，不用等回到中國，女兒早就在澳
洲折騰着學會自己做腸粉了，除了腸粉，但凡
她愛吃的中國飯菜，她自己都能像模像樣地做
出來滿足自己的思鄉之情。朋友更是加了一聲
嘆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應該是她小時候沒被
照顧好，所以現在才這麼「強」。
朋友說的話我是不贊同的，因為，她認為的
我對自己女兒的「沒照顧好」，恰恰是我以為
的「好」。

我對女兒的確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照顧」，
除卻正常的課本知識的學習，在她才上幼兒園
的時候就開始讓她自己動手穿衣吃飯，自己能
做的事情全都自己去做，學着自己「照顧」自
己。待到再大一點，連簡單的飯菜也學會做
了。早早地帶她出去旅行開拓眼界，旅行過程
中的一切事務都讓她參與處理，上了中學，不
管是內地還是國外的長途旅行，一切都由她全
程安排。於是，無論是做事的原理抑或是做人
的道理，女兒便在她自己照顧自己的時候一點
一滴地體會和學會了。而在這些「不被照顧」
的過程中，女兒認為她需要照顧我，又去學了
跆拳道，才上大學不久就已是黑帶，用她自己
的話說，她不單能保護自己，亦能夠保護我。
正是由於對女兒的「不照顧」，當很多孩子
被父母殷殷「照顧」成「媽寶」的時候，我反
倒被女兒照顧成了「寶媽」。因此，無論女兒
近在身邊，還是遠在國外，我都會因為她的獨
立，她的能照顧自己的能力而放心。
我的閨蜜燕婷亦是如此。
燕婷的女兒愛美麗與我的女兒年紀相仿，由

於燕婷本身堅強獨立，不喜歡嬌生慣養的「蛋
白質女生」，對自己的女兒亦是同樣的「不照
顧」，早早地讓愛美麗去讀寄宿學校，從中學
到大學，再到研究生。多數父母對孩子是「言
傳」，燕婷對女兒則全是「身教」，愛美麗在
燕婷的「身教」之下從嬌弱的「乖乖女」逐漸
成長為一個朋友們口中的「女漢子」，她可以
長髮飄飄、衣袂翻飛地去做電影的女主角，可
以背着照相機獨自面對黑夜，面對偏僻，只為
拍出一張自己喜歡的攝影作品，亦可以毅然放
棄高薪的工作，孤身一人飛去英國攻讀博士學
位。然後，在異國他鄉，讓自己的廚藝自然而
然地更上一層樓……
我和朋友說起「不被照顧」的女兒們的時候

是驕傲的，因為，我的女兒在畢業後因為喜歡
澳洲安靜而簡單的生活，通過自己的努力獲當
地政府之邀得到了澳洲的永居權，而愛美麗，
也即將在新年來臨之際飛回中國舉辦她的新書
簽售會。我們大抵都知道「授人以魚，不如授
人以漁」。如此，我們對孩子該授之以漁的時
候，當然不要只給她一條魚，抑或更多的魚。

不要只給她一條魚

母親從小教育我，白來白送，黑來
有用。我對前半句話不認同。我上小
學三年級時，放學了，班主任吳老師
相幫農民拔秧，擼起褲管的一剎那，
我們看見了吳老師的小腿，皙白，也
清爽，非常驚訝、非常羨慕，白比黑

好，最起碼入眼、心順。我就懷疑母親話
的正確性來。還有一次，我和幾個小夥伴
到鎮上去拷醬油。鎮上幾個小女孩盯着我
們的臉，一邊看一邊指指點點，那神情含
有鄙夷。小夥伴瞪着眼說，又不是猢猻猴
子，看什麼？小女孩不示弱，看着醬油瓶
說，面孔像醬油了，還拷什麼醬油。小夥
伴火了，掄起拳頭就想揍人。我們幾個人
撲上去摁住了拳頭，架沒有打成，但心裏
感覺自己低人一等，心情低落到極點。是
的，我們的臉是黑的，但不是自己要黑
的，另外這臉黑在自己的臉上，不是黑在
別人的臉上。能拿這醬油來比麼？
其實，對於黑的不稱心，我是從堂哥那

裏就感受到難過與氣憤的。堂哥22歲了，
長得人高馬大，到了相親年齡，相親的姑
娘說個子、手腳、力氣、脾氣都很好，就
是那張臉實在太黑了。姑娘問：能不能白
點呀？堂哥為了自己的臉白點，晚上洗澡
後就偷偷地擦起了雪花膏。他母親發現後
告訴他，這是給妹妹用的，男人不用擦。
堂哥不聽，繼續擦，擦了幾個月，臉沒有
擦白，卻得了個擦雪花膏的綽號，幹活派
工有人乾脆不叫他名字，說擦雪花膏的來
了。堂哥怒火中燒，從此不擦雪花膏了，
繼續黑着臉，他說今後相對象自己去相，
去相個臉也是墨墨黑的姑娘，這叫烏龜配
王八：對眼。我給堂哥那個強硬的態度翹
起了大拇指，因為我的臉現在也是黑的，
以後也要憑這張臉去相對象的。堂哥現在

的結局，一定是我將來的結果，逃不掉。
但黑的姑娘沒有這方面的擔心，她們照

樣嫁得出去。我看見與我一道拔秧、插秧
的姑娘，一個個地嫁到灣張村、周陸村去
了，心裏着急，擔心將來沒有姑娘可以成
為自己的愛人，但我無能為力，這些姑娘
的婆家都是「光榮之家」，他們的丈夫都
是現役軍人，都在保衛國家。我算什麼？這
些姑娘回到娘家看娘親，我們看見了她們
的臉，她們好像變白了，變得嫩生了。我
問爺爺為什麼海邊村人的臉都是黑的，為
什麼只隔一條排河的草庵村人的臉是白的，
他們也是吹海風的呀？爺爺告訴我，我們
是曬鹽的，腳下是鹽鹼地，吃的水也是鹹
的，是上下、左右夾擊，不黑才叫見怪了。
爺爺的話實事求是，但給我的啟發卻是相反
的，我從此認定：生在海邊村就是投胎投錯
了地方，投錯地方就要等下輩子紅腳桶再翻
身，但下輩子到底有嗎？
我們的臉到底有多黑？村上人說，你看見

河裏面罱起來的河泥嗎？你看見了家裏鑊子
底的黑灰嗎？你看見一隻在屋裏走來蕩去的
大黑貓嗎？你看見了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臉
黑到什麼樣子。我的南匯表妹來了，表妹真
白，像一片白紙，我站在表妹身旁就像麵粉
邊上的黑芝麻，黑白分明。但表妹餵豬，豬
食盆拿不動；燒飯了，叫她燒火去，表妹
說，蚊太多了；吃晚飯了，八仙桌扛一隻角
也說手要斷了。母親說你表妹輕鬆活兒幹不
了，就是白來白送。我說表妹是居民戶，吃
糧吃菜都是從店裏買的，不需要力氣的。母
親不反駁，乾脆說這是牛吃稻柴鴨吃穀，生
來的福氣。表妹卻安慰我，哥哥，你再黑也是
我哥哥，我愛哥哥的呀！聽後面孔像塗了一
層白石灰，臉燙得火辣，心裏就默唸起了小
學裏學的課文，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幸福。

不過後來我也白了，我到上海讀書去了，
半年後回老家，母親見着了我，滿臉歡喜，
第一句話就是兒子也白了。一年後我回來，
母親大驚，兒子白多了、嫩多了。為了讓我
繼續白下去，母親規定我不可出大門，不
可在太陽下走路。母親每晚很忙，我幾次
看到母親找來的婦人，隔着門縫在偷看
我。母親讓媒婆給我介紹對象了。母親
說，趁白了一點的時候，要解決好這個問
題。母親給我說的對象是胡家的妹子，我
說不要。我要找鎮上那次笑話我們黑得像
醬油的姑娘。回到學校，同學們說高明昌
黑了，我就有點悲觀失望了，我告訴同學曬
黑我的不是陽光，而是海風，而海風無處不
在。我怨恨海風。可是到了大熱天，我們還
希望海風大些，吹在臉上風涼。那個時候，
就覺得母親說的「針尖兒不能兩頭快」的比
喻符合事實，就看你用哪頭了！
村裏來了兩個插隊的小年青，一個是男

的，一個是女的，他們的臉孔確雪白雪白，
海邊村男人們誇張地說，這臉孔能生吃。我
們一起耘稻去了，半天彎腰，半天朝天，他
們的臉曬得通紅，紅到脖子根。母親說，過
幾天要蛻皮的，晚上洗臉千萬別用毛巾
擦。但第二天出來耘稻時，我看見他們的
臉已經蛻皮了。蛻皮要蛻三四次，蛻皮的
結果是臉愈來愈黑，到黑到一定程度時，
這臉就不會蛻皮了。後來知道，這些都是
多餘的擔心，他們的臉還沒有曬成和我們
一樣的黑，他們就戀愛了，出門時十指相
扣的，一年後就結婚了，臉再黑也不影響家
庭生活。可是我呢？還有我的夥伴們呢。母
親說，不可太急的，等到大家不種田了，大
家就一起白了。可是農民不種田，吃什麼
呢？天上從不掉餡餅，米粒、麥粒，它們哪
一樣會自動掉進鑊子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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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一有乾坤，加一無道理！
作者供圖

◆作者廖書蘭（紅衫）選
擇在錦田的二帝書院談新
界歷史與文化，清朝二帝
書院等同於今日的皇仁書
院！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