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更優質文化

初戀劇
近 期 日 劇
《First Love》
在串流媒體上

映，吸引一眾日劇迷收看。
初戀，或校園初戀的主題，
歷久不衰，日本人拍得淋漓
盡致，現在任何青春愛情
片，都若隱若現看到日本初
戀傳統的風格。
因為有了串流媒體，反而
有機會多看了韓國片，發現
有不少也是初戀題材，簡單
又有笑點︰
1.《那年，我們的夏天》︰
講述一男一女，分別是全校
最差和最好的學生，被放在
一起拍了紀錄片。長大後，二
人重遇及墮入愛河。中間當然
不少轉折，但最終二人一起，
亦說回初見時的感覺。
2. 《20世紀少女》︰ 一個
女孩因為幫助去美國做手術
的朋友而認識她暗戀的對
象，但愛上了對方，進退兩難
之下，和男孩失去了聯絡。
3.《二十五，二十一》︰這
是收視率很高的韓劇，劍擊

少女與家道中落的少年互相
扶持，講述女孩18歲至21歲
的故事，由世界動盪的1998
年金融風暴講起。
以上3套電視劇或電影，

都以校園戀愛為先，但故事
亦伸延至主角們投入社會後的
人生。除了愛情之外，方程式
當然包括你是否成為了青少
年時夢想、理想中的自己。
值得一提是，這些初戀故

事多發生在二十世紀末，二
十一世紀始，這些主角現在都
是25歲至40歲，亦是多看串
流媒體的一班觀眾。針對這
個群體，「懷念已逝及最簡
單的愛情」永遠是最佳的切入
點，適合已投入社會、下班極
度疲累的觀眾，讓他們有喘息
及幻想的空間。這類題材雖
然相近，但觀眾都百看不
厭。我自己則最喜歡《二十
五，二十一》，可能因為有運
動比賽的元素，背景又比較
立體。聽說男女主角在韓國
都算十分當紅，的確是顏值
高且屬演技好的一對。

去年 8 月，
「第十二屆魯
迅青少年文學
獎」首設香港

賽區，我作為評委會主席曾
應邀參加頒獎禮。
今年11月，「第十三屆魯

迅青少年文學獎」香港賽區
成功舉辦，令人雀躍。我作
為評委會主席，發表了致
辭，以下是致辭內容摘要：

我非常榮幸第二次出席魯
青獎香港賽區頒獎禮。從小我
便閱讀魯迅的作品，早年負責
香港一家出版社編輯部，曾與
周海嬰先生有過交往。魯迅是
我非常佩服的作家，他的雜文
文筆犀利，小說是社會現實
的縮影，散文隨筆優美而富
詩意。

魯青獎提倡青少年寫作，
對提升香港青少年中文水
平，功不可沒。

綜觀這次獲獎作品，無論
在數量上和品質上比起上一
屆都大大提升了。同學們的
題材開闊了，內容更具深
度，文字水平更可讀流暢。
特別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不
少作品都是現實社會人與事
的寫照。海明威說過：「好
的創作是真實的創作。如果
有一個人寫一篇故事，忠實
於他所了解的生活的知識，
而且寫得有誠意，那麼他創
作的東西會是真實的。」將
是好作品。

最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樁
香港文學盛事。擁有300多名
會員、成立了34年的香港作

家聯會，剛選出新一屆理事
會，我們吸收不少年輕的新
血進入理事會，擔當聯會的
要職，我們歡迎更多年輕作
家加入。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贊助、香港作家聯會主辦，17
家大灣區文化機構作為合辦
機構、15家大灣區傳媒支持
和協辦，配合大灣區發展國
策，正舉辦「大灣區文學徵
文獎」，其中也有大學生組
別，也有中學生組別，歡迎
大家踴躍參加。在大家座位
上都有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單
張。

此外，可以告慰大家，由
香港作家聯會牽頭、30位文
化知名人士簽名發起倡議香
港成立「香港文學館」，經
過18年漫長的吶喊和奔走，
已獲李家超特首的積極回
應。李家超特首在立法會回
應議員關於建立香港文學館
提問，正式作了表示：「對
文化歷史，我追求百花齊
放。文學館我是非常支持，
因為文學是代表整個社會的
素質，是素質的代表，所以
推崇文學是會推崇我們的素
質，能發揮精神上的昇華作
用，令我們整體社會在這方
面都會變得具更優質的文
化。」

我們在籌建中的香港文學館
將設有學生的創作基地和學生
寫作培訓班，相信將來可與魯
青獎主辦機構一起推進香港青
少年的文學創作，套用李家超
特首的話，共同發揮港人精神
上的昇華作用。

參加某宴會，同枱有幾位外籍人士說得一口流利
的普通話（雖然帶有點鄉音，但他們說的普通話比
我們這班香港人發音更標準，令我們汗顏），原來
他們是其國家的殘疾人士慈善機構的主事幹事成

員，來中國出席有關殘疾人活動的會議，途經香港故逗留幾天順
道遊玩一番。
其中一位幹事娓娓道來，因為若干年前他們曾看過由中國殘疾人

藝術團表演的「千手觀音」舞蹈，場面很震撼。近百人一舉手一投
足盡顯高度的默契，配合得很完美。後來才知道舞台上表演者是聾
啞人士，更驚呆了：「是中國其中一種很美妙的舞蹈表演，充滿着
視角上的壯觀感，很感人！殘疾人士的才藝表演都有着不可思議的
一面，能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藝，欣賞及關注他們，是
跟他們的一種『共情』；對身體有缺陷的人來說，任何才藝都是很
大的挑戰，練習的過程肯定挺不容易，而他們在舞蹈方面也能展現
出藝術的美感，實屬難能可貴。欣賞過很多國家的民族舞蹈表演，
看到的是文化的顯現，在不少國家亦有殘疾人士慈善機構，對殘疾
人士多些關愛及支援往往是體現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的程度，假若能
更多人從個人做起，那就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
該幹事還強調，接觸過他們之後，知道他們要的不單止是對殘疾

人士的體諒和憐憫心，更需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份發自內心的
「尊重」及正面情緒。
「以我所知，有聽覺視覺的就能聽到音樂及看到其他人在做什
麼，擺移肢體做動作是很自然的事，不過對聾啞人士的表演，多是
有專屬的導師同在舞台兩側以手語提示着他（她）們，能想像得到
他們的學習都比較艱辛，故此所謂『十年磨一劍』大概就是此意思
吧！另外，有殘疾人士團隊出外（包括國外）演出，由於需要更多
的人手，經費往往是邀請他們的另一項難題，所以各個國家地方的
殘疾人士慈善機構經常都會舉行會議，尋求解決種種難題的方法，
比如有某些舞蹈表演會由不同國籍的殘疾人士，彼此學習組成團
隊，控制成本；當然中國是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國家，能在舞台上
表演的題材亦不少，吸引着外國殘疾人士希望到中國與其殘疾人士
『共舞』。儘管仍有很多問題需要去克服，然而有志者事竟成，彼
此也要努力加油吖！」
志願者的心聲是︰做到多少是多少！

十年磨一劍
這些天，為了慶祝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我正在內地
舉行小提琴獨奏個人音樂會
內地巡演的第二階段。這個

階段巡演的開幕音樂會是在珠海舉辦，回
歸25年，我自己也是25年前在珠海結
婚，所以珠海對我人生來說，是幸福圓夢
的城市，意義非凡。而且我公公魯平還在
世的時候，每年我還去珠海看望他，也從
他那裏得到人生追夢的經驗和鼓勵。這次
是多年後再到珠海，我感覺城市變化很
大，既乾淨又充滿活力，是一個讓人氣定
神閒、沉靜思考的地方。珠海站開幕音樂
會圓滿順利，主辦團隊及時根據疫情防控
要求，調整演出細節，珠海的樂迷和很多
朋友們來到現場，觀賞和支持我的演出，
都讓我深受感動。
珠海站之後，由於疫情原因，原定的深

圳站演出暫時取消。因此巡演第二站就到
了南京。這也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城裏逛
逛，感覺很有文化底蘊，也很像家鄉上
海。雖然疫情影響了一些城市的演出，但
我仍然積極調整心態，希望用最好的狀態
來上台演奏。我覺得能夠在回歸25年的重
要時刻，代表香港的藝術家到內地展現
「國家新征程，香港新機遇」的風采，是
我的榮幸，也是我的夢想。
巡演的第三站來到了無錫，這場演出也

是參加無錫星期廣播音樂會，並且採用現
場直播的方式。聽演出負責直播的人員
說，我們這場音樂會現場到直播室共有一
萬多名觀眾，是他們直播現場觀眾最多的
一次節目。我覺得無錫在音樂教育方面做
了很多的工作，樂迷們都非常懂音樂，現

場的觀眾也非常熱情。
我記得5年前我曾經帶領香港弦樂團到

訪無錫，當時我接受了無錫廣播電視台
《悅談》節目的專訪，節目的主題就叫
「夢想成真」。人生無處不相逢，當時節
目的導演和攝製團隊這次也參與了我無錫
演出的直播節目。他們中有擔任這次直播
總導演的，也有在現場觀眾裏欣賞演出
的，與他們的重逢讓我感到欣喜和振奮。
演出中場休息15分鐘，主辦方還特意安
排播放了當年專訪的節目，現場觀眾反
響熱烈。
當年的節目提到我2006年尋覓到1713年
的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並經過一
年努力，最終夢想成真，成為華人中第一
個擁有這把古琴的演奏者，2007年9月我
為此舉辦了3場《夢想成真音樂會》。對我
而言，尋找人樂合一的小提琴一直是我的
夢想之一，演奏這把古琴時，我能感受到
與小提琴之間的對話，你要講什麼它就給
你什麼，它的震動和你的心連在一起。最
重要的是尋琴的經歷也告訴我，夢想成真
是一種人生態度。我的人生觀一直相信，
你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只要付出，總
會有成功的一天。我一直這麼想，不論是
我的琴，或是我創辦的樂團，還是我對自
己事業的要求。可能我很幸運，我從小得
到很多人的幫助，但自身的努力更為重
要。我覺得如果你有一個想法，你只要有
一個目標、一個夢想，你就向着它勇往直
前，總有一天會成功的。
夢想成真的精神，在這次巡演也繼續鼓

舞我使命必達，下周再和大家分享巡演的
花絮和故事。

夢想成真

近日似忙着
很多事情，大
家見着都說忙

些好，忙些好，今時今日很
多人想忙也沒有得忙，心中
不知幾徬徨無助，工作一直
找不到，到有份小差事，做
不了兩個月老闆叫你撤退，
不用補錢不用交代，不用你
就是了。有些僱主就用這樣
的手法，兩三個月就換人，
打工仔就被你這些僱主玩弄
於股掌之中，看着真是心
痛，一份小差事餬口，還是
挨不了幾個月。這樣的日子
教人心灰意冷，怎樣積極起
來呢？能怨嗎？可以怨誰？
看着身邊的人徬徨無助，又
幫不了，究竟可以怎麼做才
能把日子過得稍為舒心，他
們燃眉之急可以向哪裏求
助？什麼是生活逼人，看看
身邊的人便知道！我想幫忙
勸說或安慰，但想想是沒
用，沒能實際地幫上，幾多
心靈雞湯也喝不下！
朋友還是來安慰我身邊的
人，誰不知不說還好，再安
慰，他們的眼淚已忍不住
了！特別是朋友本身有情緒
病，生活的打擊不斷，實在

擔心他們吃不消扛不下！
因此我努力地去奔波，希

望奔走出多少機會幫他們，
那只是我的希望，自己自身
難保呀！
不過也不是失意的朋友都

那麼沮喪絕望，也有人會自
我開解自我調節的，沒有工
作沒有收入，他們反而去做
義工，看到比自己生活更難
的，沮喪怨氣都收起來，幫
人那一刻還是會自我安慰、
自我開解的。
但做義工的也要吃飯交

租，他們說借錢都借不到，
還好有親戚朋友可以暫且幫
忙，商借多少解解困。

解困

疫下的日常生活，除了柴米油鹽醬
醋茶，還多了三件︰口罩、快測、搓
手液。

整盒的口罩，疊放在門口的書架上，以備出門時
順手取一隻戴上。口罩的來源很多，公司發放的，
政府派送的，朋友寄送的，還有自己購買囤積的，
各種產地、規格都有，質量也參差不齊。有一款口
罩，掛耳的帶子有兩次毫無徵兆地突然崩斷，又都
是正好在搭乘港鐵，只好一路用手扶着一側的耳
朵，好似患了偏頭疼的樣子，事後想想都有些滑
稽。從此開始，隨身的背包裏，都會備上兩隻口
罩，以備救急。口罩不止出門上班才戴，平常戶外
跑步，全程都不會摘下。因為不管哪個時段去跑
步，總能迎面撞上不戴口罩的人，尤其是外國面
孔，即便戴着口罩，不論男女，多半都戴在鼻孔以
下。大部分香港人在戴口罩這件事情上，還是一直
都很守規矩。
一開始戴着口罩跑步，呼吸侷促，慢慢地氣息調
勻，也就習慣了。1小時13公里的速度，便是戴着
N95口罩跑出來的。
快測試劑，成盒成盒碼在飄窗上。每日臨出門前
必完成的步驟，就是坐在窗台前，取出一盒，撕開

包裝，擺平試劑槽，掀開蒙在試液管上的一小角，
斜靠在試劑槽上，這才騰出兩隻手，小心翼翼拈出
細長的棉籤，輪流探入左右鼻孔。雖是每天都做一
次，熟練得猶如教徒們每日例行的早晚禱告，可每
次從鼻孔裏拿出棉籤，還是要打上一連串噴嚏，兩
眼也在瞬時衝出的酸楚中溢滿了眼淚。顧不上拭
淚，得先把棉籤充分浸入試液管裏，拿起來有節奏
地晃幾晃，想像着鼻孔裏的因子，充分釋放出來
了，再緩緩把試劑液注入試劑槽上的小孔，含淚
看着試劑紙透過小孔慢慢被浸濕。在那一條鮮紅
色的橫杠還未徹底亮起來前，心裏多少還是會有
些忐忑。
身邊所有感染過病毒的朋友康復後回憶，幾乎沒
有人能準確判定，究竟是在哪個場合的哪個環節中
招的。疫情3年，港府採取量力而行的防疫措施，
相較而言還是比較寬鬆，每天出出入入，電梯、巴
士、港鐵、餐廳、超市、戲院……不知道多少次與
病毒做過近距離接觸，每次都能好彩躲過，也屬不
易。
1公升裝的搓手液，穩穩蹲守在門口的鞋櫃上，無

論什麼時候回到家，打開門第一個親密接觸的，就
是搓手液瓶樽上的按鈕。當時跟風買的時候，還以

為這樽超大號套裝，不知猴年馬月才能用完，今年
還未過完，眼見就要見底了。另一樽同樣大小的，
等在旁邊隨時準備上崗。外出回來，推開門第一件
事不是摘口罩，也不是換鞋卸包，而是下意識地用
一隻手按搓手液的蓋子，另一隻手接住冰涼滑潤的
液體，雙手交錯揉搓，再十指相扣揉搓，直至兩手
完成充分的交流後，才開始解衣除帶，放鬆下來。
手部衞生對於預防傳染病的重要性，袁國勇教授

反覆強調過，鍾南山院士也多次普及。科學和科學
家是站在防疫舞台中央的人，認真聽聽他們的話，
還是很管用的。
身體裏已種了三針疫苗，手機裏安裝了「安心出
行」，習慣裏早已把戴口罩、做快測、出入搓手，
和吃飯睡覺一
起，毫無違和感
地納入了秩序井
然的生活。

疫下生活三件寶

蒙山和沂河，是山東兩個重要的標
誌，遇見她們是許多人的榮幸，生於斯長
於斯的人更是感到有莫大的榮耀。蒙山和
沂河都在沂蒙山區腹地，這裏山多民間傳
誦的佳話也多，抗戰時期沂蒙山區是我軍
根據地，於是湧現了許多「沂蒙紅嫂」的

故事，當年攤煎餅送軍糧擁軍支前的她們，至
今仍然是沂蒙女性的典範。
母親的家鄉與蒙山腳下的蒙陰縣城相鄰。記

憶裏的村莊是一片破舊的房屋。姥爺姥姥去世
時，母親正值年少，是在她的三伯母的接濟下
長大的。母親後來在沂水師範學校讀書，經常
吃不飽飯，是在校生中最貧困的一個。一次二
舅媽放心不下，特意攤了一包煎餅送到學校，
發現母親的窘況，從此每隔半個月攤一次煎餅
給我母親當乾糧，使母親得以繼續學業。
除了二舅媽，家人們也很照顧我母親。我有

一個五舅，比母親還要小好幾歲，但他知道疼
母親，每次都計算着母親回家的日子，去野外
拾柴火，等母親回來攤煎餅。母親回家後，五
舅早早地幫母親在石磨上推好了糊子，又在灶
房裏幫着母親打下手。攤好的煎餅一半留給家
裏，一半被母親帶回學校，有了它，母親在學
校裏就能有溫飽，能酣眠。
因為家鄉的煎餅，夯實了母親對家鄉的依

戀，也夯實了母親對煎餅的情有獨鍾。母親畢
業後分配到蒙陰縣從事教育工作，工作忙起來
來不及做飯，便通過熟悉的老鄉購買煎餅，緩
解餐桌上的燃眉之急。我八九歲母親就常催
我，不是去張大娘家拿煎餅，就是到李大娘家
拿煎餅，每次遞給我一個包袱和5角錢，按照當
時的市價，5角錢能買一大摞煎餅。我收起錢，
到村西頭的一位大娘家，她正坐在鏊子窩裏攤
煎餅，是母親長期加工煎餅的「關係戶」。
寒暄過後，大娘繼續她的加工操作。那麼大

一坨糊子，在她雙手虔誠地拍打下，形象和韌
度得到了重塑，只見她將糊子托起放在燒熱了
的鏊子上，按逆時針方向翻轉，轉到哪裏，哪
裏就現出一片金黃，騰出一縷香氣。她轉啊轉

啊，每一次旋轉，都在鏊子上留下一朵花，彷
彿煎餅糊子在鏊子上舞蹈之後的足跡，再用一
根竹劈子在尚未乾透的麵糊上使勁抿，一朵圓
圓盛開的花頃刻間變成一張薄而均勻的大煎
餅。那動作揮灑自如，乾脆有力，有一股內在
的力量和柔性的美。往事歷歷，莫不與煎餅有
關。我參加工作後也與煎餅產生了不解之緣。
那時我在一個棉紡織廠工作，宿舍離單位

遠，白天還能吃得上飯，到了晚上吃飯就成了
問題，最好的辦法是買幾斤煎餅以備所需。蒙
陰縣城裏有個大集，每逢集市自然少不了賣小
吃的，那次我花2元錢買了10斤地瓜麵煎餅，
就着母親給我捎來的鹹菜炒肉絲足足吃了20多
天，從此趕集買煎餅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
們是隨時向飢餓開炮向味蕾開拔的勇士，只要
一聲令下立馬奔赴胃腸，忠實履行人是鐵飯是
鋼的使命與責任。
時移世易，轉眼來到二十一世紀。在經濟大

潮的簇擁下，煎餅也一步步走向了市場，改變
了只在集市擺攤售賣的單一方式，從村莊、家
庭中剝離出來，辦成了一個個產業網點。從人
人攤煎餅，家家攤煎餅，逐漸形成了沂蒙山區
的特色產業，他們成立了煎餅合作社，村村有
作坊，戶戶有加工點，通過一張張煎餅，實現
了致富的夢想。這些新社會成長起來的沂蒙女
性，從來是不甘寂寞的，她們忘不了前師的教
導，也忘不了自身的開拓創新。品種的單調、
匱乏，讓她們發現並且意識到，那些千百年來
就備受青睞的瓜果蔬菜，也能充當煎餅加工的
原材料，並且可以為傳統煎餅增光添色。
創新的激情，像一把爍爍閃耀的陽光，一下

把她們的心頭照亮了。那些整天調漿抹糊圍着
鏊子轉的女性們，早已不再是只循環利用眼前
單調的玉米、小米、高粱、地瓜去機械加工
了，單一的產品，很難贏得日益競爭激烈的市
場，這讓她們啟動智慧，向更有利於人們身體
健康的產品開發邁進。
有年秋天，蒙陰縣常路鎮舉辦一個煎餅比武

大賽，讓我去當評委，這一去差點兒把我驚呆

了。這哪裏是煎餅啊，簡直是一張張柔軟的彩
紙、一張張飄着香甜的藝術品，那麼均勻、細
膩，舉起來在陽光下薄如蟬翼。那次評選，有
位名叫徐海霞的農村婦女脫穎而出，她的煎餅
以品種豐富、乾濕度掌握良好、口感軟香適口
而名列前茅。而且她參展的煎餅是有顏色的，
遠遠看去五彩繽紛。紅的是在煎餅糊裏加了甜
菜根，綠的是加了芹菜汁，看去粗陋嚼起來香
甜的煎餅裏加了紅棗，而黑色的煎餅是在煎餅
糊子裏摻進了芝麻。凡是能夠榨出汁來的瓜果
蔬菜，都是徐海霞加工煎餅的好材料。新研發
的產品除了能飽腹，還有足夠的營養填充身體
的缺失，有足夠的色彩賞心悅目，給傳統工藝
「錦上添花」。
前不久，微信好友中有人問：「你們那裏是

不是有種『煎餅花』？有個巧手大嫂徐海霞，
她的煎餅花上了央視。」我有點意外，這又是
什麼樣的「煎餅花」呢？百聞不如一見，便約
朋友去參觀，在現場，她親手為我們摺疊出一
朵黃玫瑰。走進她的工作室，長長的案几上也
擺滿了已經摺好的「煎餅花」，分別盛在花盤
中，紅色的玫瑰、黃色的月季、藍色的鬱金
香、白色的茉莉，造型各異，栩栩如生。早在幾
年前，就有人用攤好的煎餅做成花，那時很簡
單，將疊好的煎餅摞成摞，切出各種幾何形，然
後擺放在精緻的托盤上，造型美觀好看，我們都
叫它「煎餅花」。而徐海霞，利用煎餅的柔韌
勁，把煎餅搓成莖，拈成蕊，用雙手綰出了一束
束真正的煎餅花。勤勞聰慧的她，別出心裁地用
五顏六色的果蔬煎餅做材料，再現了梵高、莫
奈、達利等畫家的名作，一花一葉，維妙維肖。
今年10月1日前後，每天都有媒體專訪，分享
徐海霞的「煎餅花」和創業故事，經歷過下崗創
業的徐海霞成了沂蒙女性的驕傲。那天，我站在
她的工作室看「花」，金黃的陽光，形成細長
的光帶在閃動。新時代沂蒙山的婦女，就是這樣
在這道金燦燦的光照下結束以往陳暗的日子，
昂揚走進新時代的陣容，而那一束束美麗的煎餅
花，也將會成為沂蒙女性最靚麗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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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健也愛幫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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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拍攝於般
咸道疫下普通人
的生活日常。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