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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到《鋼鐵洪流進行
曲》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
周年大閱兵的直播，當威武雄壯的坦
克部隊入場時，配樂就是這首曲子。
旋律中，鋼鐵洪流非凡氣勢，音符
中，排山倒海鏗鏘有聲。果不其然，
閱兵結束之後這首曲子就立刻火遍全
網，出現了無數以它為背景音樂的二
次創作視頻。

為了寫這期專欄，我在B站眾多
《鋼鐵洪流進行曲》的視頻中，找到
一個自稱 「原版」 的版本來重溫。總
共三分零五秒的視頻，其畫面只是一
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
的Logo，就已經衝到近四百萬的播
放量，還有一點二萬條的 「彈幕洪
流」 。會看B站的人，一定會留意視
頻的彈幕。這個視頻的彈幕中，網友
們就用各種各樣你想像不到的角度，
表達了對這首曲子的由衷熱愛，摘錄
些許與各位讀者共享──

「全體起立！」
「李雲龍要是有這首曲子，他

敢打太原。」 （《亮劍》梗）
「媽 媽 ， 我 要 去 保 衛 祖 國

了！」

「我 們 有 自 己 的 背 景 音 樂
了！」

「長纓在手，直縛蒼龍！」
「鷹醬瑟瑟發抖。」 （《那年

那兔那些事兒》梗）
「攻守之勢異也！」
「[美國]離開了直播間。」
「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

玉門關。」
「自 然 選 擇 號 ， 前 進 ！ 」

（《三體》梗）
正當我心潮澎湃之際，突然一

句彈幕讓我 「破防」 ，當場笑出了聲
── 「古德里安：同志，請問解放軍
還缺人嗎，我想加入你們。」 哈哈，
雖是荒誕卻又不無道理，若是這位二
戰時期德國最著名的裝甲部隊指揮
官、將坦克與機械化部隊應用於現代
化戰爭的提倡者和實踐者、 「世界裝
甲車之父」 能聽到這首《鋼鐵洪流進
行曲》，定然會對孕育這首曲子的國
度心馳神往吧！

公孫龍的 「白馬非馬」 ，是最有
名的詭辯之一。不料，時隔千多年，
竟迎來了現實版。

近日，貨車司機王先生從廣東拉
一車蘋果蕉運往昆明。按照國家的扶
持政策，對於蔬菜、水果、肉蛋等日
常生鮮貨品，實行免收高速公路過路
費的綠色通行制度，以鼓勵物流從業
人員，保障生活供應。王先生一路暢
行無阻。不料進入昆明境內，卻遇到
攔路虎。收費站堅稱蘋果蕉不是香
蕉，不在 「綠通」 之列，必須收取一
千多元過路費。

對峙僵持了幾個小時，因擔心水
果因天熱腐爛，王先生只好忍氣吞聲
先交費。直到事件曝光後，收費站
才道歉退款。其實，蘋果蕉是香蕉
的一個品種，不過是帶有蘋果的香
味。無獨有偶。今年五月在江蘇某
收費站，有司機拉了一車剝掉葉子
的萵苣，結果也被強行收費。理由
竟是：帶葉子的萵苣算 「綠通」 ，
去掉葉子就屬於深加工產品了，不
再屬於生鮮。實際上，深加工是指醃
製、烤製等工序，簡單的削切並不屬
於深加工。

對此類迷惑行為，有些收費站以
沒有準確理解《目錄》為藉口，諸多
推搪。其他收費站都沒有誤解，可見
這些乃是基本常識，本沒有什麼誤讀
空間。老百姓憑汗水吃飯，搵食艱
難。長途貨車司機，一趟運輸就要
跋涉數千里。而上千元的額外收
費，幾乎就會讓整趟辛苦勞動白白
打水漂。

任何法規文件，不可能巨細靡
遺，具體執行時難免需要結合生活常
理靈活變通。僵硬甚至扭曲執行，沒
有一絲人情味、煙火氣。掉進了錢眼
裏，將貨車司機視作待宰的羔羊、創
收的來源，摳字眼、玩弄文字遊戲，
百般刁難，實在令人齒冷。老百姓氣
極時，往往會罵對方 「不是人」 。說
「白馬非馬」 ，大家一笑了之；而提

到 「惡人非人」 ，可能很多人舉手贊
成了。

蘋果蕉非蕉 固執的推銷

南嶺之南
在走進這場以 「南嶺之南」 為

主題的畫展前，我似乎從未細究過
何謂 「南嶺」 ，又何謂 「嶺南」 。
放眼中國地圖， 「嶺南」 地據於南
嶺山脈之南，尤指比江南更為南隅
的一方土地。而 「南嶺」 則是中國
南部最大的山脈，橫亙在粵、贛、
湘、桂四省邊界，由大庾嶺、騎田
嶺、萌渚嶺、都龐嶺和越城嶺組
成，又稱 「五嶺」 。盛夏時節開幕
的這次畫展，不但讓人徜徉於嶺南
畫派的經典之作，備受藝術的薰

陶，更帶我重溫厚重的中國歷史，
體悟嶺南畫家傾注於卷、印刻於心
的家國情懷。

八十多組繪畫作品，創作的時
間橫跨四百餘年。相對其他地域的
繪畫派別，廣東繪畫直至明朝中葉
才開始有代表畫家嶄露頭角，所
以，當我在石濤、蘇仁山等明代畫
家的水墨畫中，看到羅浮山夕陽餘
暉的祥和、伶仃洋波濤洶湧的壯
觀，不禁真切地感受到一種嶺南氣
息的萌發、南中國海岸獨有的藝術

勃興。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進入二十

世紀後，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的
動盪歲月裏，嶺南畫派於丹青之中
融入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和憂患意
識，更用藝術的筆肩負起救亡圖存
的時代重任。胡藻斌在三米長的
宣紙上一氣呵成百獸齊喑、奮勇
向前的《義無反顧》，寄望 「驅
除韃虜，國人當自強」 ；李文珪
在半人高的立軸上揮毫潑墨作擊落
敵機、大快人心的《真茹灰劫
圖》，激發 「民族英勇抗戰之鬥
志」 ！畫筆是軟的，但在民族存亡
的生死關頭，又是戰鬥的、剛毅

的。那一幅幅傳世的作品，之所以
經典和被銘記、被懷念，正是因為
藝術只有在家國情懷的大義面前，
才能永葆青春。

展覽還專門安排了 「香江流
緒」 一章，趙少昂的《沙田望夫
山》遒勁有力，畫出了香港拚搏進
取的城市精神，值得玩味。

《鋼鐵洪流進行曲》

中年發福，是一條人生定理，也是
我用來寬慰自己的 「格言」 。變寬的腰圍
雖低頭可見，但也可視而不見，也可買件
寬鬆的襯衫，藏起肥碩的肚腩。不過，有
兩件事一再殘忍地揭穿真相。一件是坐飛
機，扣安全帶時，發現總要調節帶頭，頓
時醒悟自己比多數人胖。另一件是走在街
頭，老有健身房推銷員搭訕：哥，您不來
健身嗎？雖然他喊的是哥而不是叔，但健
身邀約本身足以令人心驚。當然，或許這
僅是胖人心虛，正如當過和尚的朱元璋聽
不得人說光、亮。

對自己的缺陷充滿戒備，是一種普
遍的心理。我讀大學時，有位同學臉上青
春痘十分茂密，按說大學生應該過了戰

「痘」 的年紀，但他是個特例。平日倒也
罷了，有時去商場買點日用品，一進樓，
必有數個護膚品櫃枱向他精準推銷，令他
極為不爽。

時下的網絡生活，也有類似現象。
有一次，為接收一封文件，我下載註冊了
某社交軟件，也 「被同意」 交出了手機
號。收完文件後，卻忘了卸載。大概見我
多日沒有登陸，這個軟件不斷給我發提
示，還 「自作多情」 地為我列出，手機通
訊錄裏有多少人已安裝了它，勸我與他們
互相關注，成為親上加親的社交好友。天
知道通訊錄裏的人，有些只是純純的工作
聯繫，有的更是存着備用的開鎖、訂餐電
話。若我真的聽從勸告，發送關注請求，

倒真為這個軟件作倀了。不勝其擾之下，
我把軟件從手機裏驅逐了出去。

不料，它陰魂不散，改變戰術，開
始隔三差五給我發短信。今天是我的 「老
朋友」 A先生向我發了信息， 「快去看看
吧」 ，明天又換成了就在 「附近五百米」
的B女士關注了我， 「趕緊回關呀」 。我
當然知道，A先生與B女士，子虛烏有，
都是這位 「軟件兄」 的畫皮罷了。推銷健
身卡或洗面奶，於商家而言，自是無可厚
非。但這固執的社交軟件，卻做過了頭，
好比把祛痘奶強抹到顧客臉上，令人厭
煩。

近年七月必到的活動，是香港書
展。今年書展已辦至第三十一屆，在各方
努力下，它成為了香港文化的一個品牌，
吸引了本港、內地、台灣的出版社參展，
也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觀眾參觀。

我曾受邀到書展為讀者簽名或出席
各類講座，近年更是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
子」 活動的嘉賓。它由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除了去年
因疫情停辦，今年已是第六屆了。屆時
中、小學生濟濟一堂，上午由香港、內
地、台灣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作閱讀和寫作
的專題講座；下午在作家輔導下，學生們
命題作文。這些作文經編輯後，會集結成

書出版，對中小學生鼓舞甚大。多年因用
心經營，該活動已建立了影響和聲譽。前
年最盛時，參加的學生範疇已擴大至內地
和台灣，還有些相關部門要求讓本國或本
地區學生參加。

若非出現特殊情況，本屆活動的學
生人數將擴至千人。可惜受制於疫情，今
年的人數只能在數百人，時間縮短至半
日，作文環節也只能取消。

但各方的認真和努力未減絲毫，現
場的學生反應一如既往地積極活躍，讓作
家深受感染。

邀請作家並為他們服務、接待到會
的官員和嘉賓、設計講座題目及安排議

程、掌控講座現場的各種程序和細節、編
輯出版作文集……這一系列繁重繁瑣的
工作，均由零傳媒老總江迅先生帶領一組
實習生進行。實習生多是內地到港讀碩士
學位的年輕女孩子。她們的勤奮、謙虛、
細緻，特別是不畏苦累、任勞任怨的工作
態度，令我感佩難忘。她們的活潑快樂，
也令我減齡變小，心情也格外舒暢開朗。

這個活動提供了了解社會各種動態
的機會。不論是人生還是寫作，都是我的
加油站。倘無意外，這個活動我當凡請必
到。

去年，桃桃是一個十歲小女孩，就讀
小學四年級。她與父母、外傭 「姐姐」 ，
還有六隻不同品種的可愛小貓同住。桃桃
另有外祖父、外祖母住在香港其他地區，
並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好些親戚。去年初，
父母帶着桃桃到新加坡旅行，在當地迎接
農曆新年，本來是一家人開開心心的日
子，可是香港卻出現了一件大事：新冠肺
炎疫情開始傳播。媽媽對桃桃說： 「我有
預感今年是特別的一年，你可能會有很多
東西很想好好記下。不如你由這個農曆新
年開始，每星期寫一篇周記，好嗎？」

為此，由去年一月直到今年二月，橫
跨兩個農曆新年，桃桃總共寫了五十六篇

周記，除了記錄她在家或在學的趣事，以
及父母親及其他親朋好友的閒事，更重要
是記下香港十四個月以來的抗疫生活。當
中有喜有哀，有生有死。對於一些特別事
件，例如學童在家進行網課，以及食肆暫
停堂食而令到勞動階層要在風雨戶外用
餐，周記裏都有細緻描述。

《桃桃疫記》是一本電子書，又或可
稱為電子圖書。這兩個名稱都好像不足以
涵蓋它的獨特性。在網絡上點擊鏈接便可
免費讀到這讀物，五十六篇周記有條不紊
地以月份編排，每篇文章長則六至七百
字，大部分都是幾百字的短篇。最特別之
處是文章內附有與文字內容相關的動畫繪

圖，只要點擊被標記的詞彙或短語，頁面
便會彈出有關圖像；然後再點擊圖像，便
會產生更多變化或動畫，令讀者既可閱讀
文章，亦可參與玩耍。

《桃》的作者涂小蝶乃是本地戲劇藝
術研究者，以往曾編著多本戲劇刊物，並
曾撰寫及出版《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
術》三部曲，成為本地戲劇論述的重要藏
書。小蝶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而創作
及編輯《桃》，適合青少年學童在暑期休
閒期間閱讀，亦是香港市民共同抗疫的集
體回憶。

《桃桃疫記》

凡請必到

呆在雲南這片土地上的幸福感，來自
於被花海包圍的浪漫和柔軟。雖說這裏有
很多東西值得驕傲，從煙草到茶再到讓人
如雷貫耳的雲南白藥，可雄性特質太強，
就好像再接近再接近，自己就能長出鬍子
來！唯有鮮花是留給女生的， 「公主夢」
的故鄉，全年供應哪有人不上頭？在一片
燦爛裏沉醉，不吃都有三分甜。

當然，吃，終究還是要吃的。
走一遭亞洲最大的花卉市場，完完全

全驚嘆於這陣勢、這價格，瞬間覺得自己
是井底之蛙。也明白了為什麼在當地，玫

瑰能如此無孔不入，甚至成了甜品界的寵兒。味道
好、產量多，豈有不吃之理？更何況這藝術品一般的
纖弱氣質，每每放到食物當中，都能讓動嘴的人多了
一份神思，以及齊刷刷的 「惻隱之心」 ，這食材，果
然好手段！

其中最盛大輝煌的標籤，無疑就是玫瑰餅了，大
到鋪天蓋地氣勢統一，但總是吃起來覺得平平無奇，
緊跟着吐槽一句 「名不副實」 。到了雲南之後發現玫
瑰可不只有餅，炒玫瑰、炸玫瑰、玫瑰現做的果醬都
揮舞着小手，等你光臨。然後興致勃勃吃了一圈，最
後竟然又回到了原點。當然，本地的玫瑰餅，高度已
有天壤之別，幾乎每家都裝着透明的落地窗，現採現
晾的花瓣懶洋洋鋪灑，阿婆熟練地團起、包上，一排
排規規矩矩，披着乳白發光的外衣放入烤箱。也是這
個時候才驚覺：玫瑰餅，一定要剛烤好出爐才是王道
啊！酥脆的餅皮膨出密密麻麻的無數層，微微放涼之
後一口咬下去，全沒有包裝商品的廉價甜，是清新到
感人的花香氣！柔嫩的花瓣幾乎不會破型，在口中嚼
出奇妙的層次感，好吃到讓人愣神，然後被大自然悄
悄安撫，連吐出的呼吸都被治愈。原來，這才是玫瑰
餅真實的模樣。

玫
瑰
花
開

為應景七月十八日法國畫家安
東．華托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本周
所推薦的唱片依舊以其畫作用於封
面。一九六一年， 「指揮帝王」 赫
伯特．馮．卡拉揚攜手柏林愛樂樂
團灌錄了莫扎特最耳熟能詳的《G
大調弦樂小夜曲》（K.525，德語
《一首小夜曲》），三首《德國舞
曲》和亨德爾《水上音樂》；並執
棒英國愛樂樂團和維也納音樂者協
會合唱團合作了莫扎特《聖體
頌》。上述曲目均收錄在同一張由
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發行的唱片中，
其封套選用了收藏於羅浮宮的華托
名作《公園聚會》。

作為華托 「雅宴畫」 風格的另
一幅代表作，《公園聚會》描繪了

一群年輕的巴黎名流身着華麗的服
飾圍在公園中的水塘邊消遣的一
幕。茂密樹林正中縫隙所透出的一
縷光灑在平靜的水面上，此細節巧
妙增強了畫面構圖的透視空間縱
深；而樹木的黃綠色彩漸變也凸顯
了森林在光線照射下的層次感。迎
着湖面高光處的一對看似小情侶的
男女正挽着臂膀竊竊私語，另有四
位紳士和三位貴婦圍坐在畫面右側
的綠蔭處打情罵俏，兩個孩童則在
他們身旁玩耍。在人與自然和諧相
容的愜意畫面中，畫家安置了兩位
略顯不合群的人物：一位年齡稍大
的女孩獨自站在池塘邊，面對眼前
美景彷彿陷入沉思，她的腳旁還有
一隻小狗相伴；而在畫面最右側，

一襲紅衣紅帽、顯得與這群人格格
不入的演奏者則面朝樹叢吹奏長
笛，他似乎並非在伴奏助興，而是
沉浸在自己的音樂世界中。

事實上，《公園聚會》沒有任
何確切的敘事情節，華托通過這群
在大自然中享受閒暇時光的十八世
紀貴族男女們，為觀者留下了極大
的想像空間。其畫中所傳遞出的愜

意氛圍顯然與莫扎特《一首小夜
曲》中歡愉的旋律相契合，而人們
圍在公園池塘邊消遣的情境也影射
亨德爾《水上音樂》的標題。遺憾
的是由於版面所限，原本出現在畫
面最右側吹奏長笛的紅衣男子慘遭
裁切，畫中原有的音樂元素也因此
未能出現在唱片封面上。

（ 「碟中畫」 ：《公園聚會》
／莫扎特《G大調弦樂小夜曲》、
三首《德國舞曲》、《聖體頌》、
亨德爾《水上音樂》）

《公園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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