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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剛剛過去的中秋
節，老天作美沒有下
雨，雖然白天酷熱達
攝氏三十度以上，但
晚上海邊涼風習習，
適宜一家大小外出賞
月。筆者隨潮州商會
黃書銳會長及一眾會
董到觀塘海濱公園，
參觀由商會贊助的中

秋賞月遊園晚會，抵達時大約晚上八點
多，只見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喜氣洋
洋，如果不是入口處要求掃 「安心出
行」 ，幾乎忘記現在仍是疫情期間。有朋
友中秋夜去維園看花燈賞月，入場要排隊
一個小時，沒有聽到有人抱怨。新聞報道
指，今年中秋節消費市道非常旺，有食肆
主管表示稱生意大致已回復至疫情發生之
前，售賣中秋燈籠的店主笑笑口告訴記者
說生意比去年增加三成。

所有人都期待生活能回復至疫情發
生之前，不僅希望取消限聚令，更盼望港
深兩地能早日恢復通關。香港和內地民眾
日常往來被按下暫停鍵已長達一年零九個
月，很多人的工作、生計、親情都受到極
大影響。 「中秋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
誰家」 ，此刻多少家庭受防疫措施阻隔不
能人月兩團圓啊！甚至連中央公布的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規劃、前海方案的推進也難
免受到影響。早日通關，是民心所望，也
是香港重新出發、經濟強勁反彈的必要條
件。

到目前為止，香港已經連續一個多
月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是少數成功頂住
DELTA變種病毒在社區爆發的地區之
一，內地近期雖有少數省市出現小規模爆
發，但很快受到控制回復清零，整體防疫
成效仍是全世界主要國家中最為安全。換
言之，香港和內地都基本上處在安全狀
態，香港特區政府已重新啟動 「回港易」

和 「來港易」 ，即是滿足相關防疫規定的
香港市民和內地居民，從陸路經深圳或港
珠澳大橋入境香港，可以豁免強制隔離，
但兩項計劃都不是全面放開，每天僅限區
區數千名額申請。而另一邊廂，從香港入
境內地雖然未聞限定名額，但不論香港居
民還是內地居民，一律必須接受強制酒店
隔離檢疫十四天另加七天居家隔離。此
外，就疫情而言，香港肯定不會比澳門的
風險高，但澳門和珠海已恢復通關，而港
澳通關卻未有期。

經常聽到特首在記者會上被問 「什
麼時候可以通關？」 林鄭月娥回答稱，日
前在深圳，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韓正副總
理即時要求內地有關部門派專家與香港的
專家溝通對接，而內地要求特區政府提交
進一步資料。有中央高層領導人直接指
示，兩地相關部門的對接相信會更有效
率，社會上對近期可以通關的期望因此進
一步升高，會不會大約在冬季，甚至更
早？

既然香港疫情已趨緩和，兩地通關
的主要障礙，恐怕要多從其他方面找原
因，筆者認為，建立粵港兩地防疫措施的
確認機制是當務之急。以筆者七月初一次

切身體會，港府衞生防疫部門要求內地提
供認可核酸檢測機構和醫院名單，對粵康
碼及離境通行憑證的綠碼制度概不接納，
說輕一點是對內地防疫機制及具體運作欠
缺了解，說重一點，是對內地防疫卓越成
效視而不見，或對內地防疫措施做法不認
同，根本原因，可能是偏見作祟。對於這
個問題，如果我輩普通市民能看到，內地
防疫以及相關部門，難道會看不到、感覺
不到？因此，兩地專家對接和溝通，首要
是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尊重科學。至於
坊間有傳言，有的市民擔心兩地防疫機制
對接會影響個人私隱，港府因此對推出
「港康碼」 的建議有顧慮。其實，港府之
前對推出 「安心出行」 也有類似顧慮，現
在聽見有人投訴嗎？

英國日前宣布放寬規定，已打疫苗
的外國人入境可免強制隔離檢疫，但指香
港的打疫苗證書沒有持有人出生日期，不
能納入新規定範圍，港府立即回應將改正
做法以符合英國的要求。筆者希望，在內
地相關部門和專家就恢復兩地通關提出具
體要求之後，港府也能夠第一時間採取行
動，讓兩地千千萬萬民眾對通關的期盼早
日實現。

不知秋思落誰家

老同學傳來高中畢
業錦言集的掃描版，沉
寂多時的同學群瞬間上
演一幕激情燃燒的歲
月。伴隨着指尖在手機
屏幕的滑動，舊時人事
不禁湧上心頭。俱往
矣，數懷舊人物，還看
今朝。

思緒紛飛，直至驀然發現當年的自己。
日漸泛黃的留言頁上，一首名為《花期無
季》的小詩映入眼簾： 「雨打梧桐的哀婉，
隨風飄去。丁香般綻開的傘花，裝點寂寞的
雨季。清悠的音律，伴着風花輕快地絮語，
泛起碧月一彎柔媚的記憶。心中的青翠，永
不褪色，芬芳成美麗的詩意。日日是花
期。」

一筆一畫的工整字跡，無比認真地訴說
着關於青春的絮語，字裏行間流露出花季少
女對花期無季的執念。彼時正值花樣年華的
我，竟然對日日花期生出無盡的渴望，究竟
是憂慮年華易老的危機意識，抑或相信青春
不老的樂天性格，因着歲月久遠，已然無從
考究。無論如何，終究是無法洗脫 「少年不
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的嫌疑。然則
作為高中畢業在即的留言，似乎又在提醒着

自己當年的過於 「文藝」 。
對於花季的執念，或許早在小學時期已

經萌芽。在娛樂生活尚不豐富的年代，青春
劇《十六歲的花季》風靡一時，裹挾着將臨
花季的期待、正值花季的觀照、走過花季的
懷念，橫掃大中小學，令一代人為之着迷。
在重播與翻看的經年循環中，花季故事早已
潛移默化為青春的光影印記，夾雜着委婉動
聽的旋律、純潔明媚的色彩、熱情奔放的詩
句，交織成一生一世縈繞不去的青春夢。一
如詩人席慕容曾經無限留念地說： 「十六歲
的花只開一季，但我仍在意裙裾的潔白，在
意那一切被讚美的、被寵愛與撫慰的情懷，
在意那金色的夢幻的網，替我擋住異域的風
霜。」

及至真正步入花季，才意識到劇集中同
齡人的花季故事與現實生活竟是這麼近那麼
遠，既有你我他的生活縮影，也有別人家的
青春時速。在千軍萬馬闖獨木橋的年代，考
上名牌大學才是莘莘學子的時代主旋律。與
花季劇情重合最多的，無疑是面臨高考的壓
力。於我而言，還有從 「學霸」 的神壇跌落
凡間的巨大心理落差。從小學、初中名列前
茅的一騎絕塵，到高中五甲止步的躑躅彷
徨，在全市數一數二重點中學，有生以來第
一次意識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以致多年

以後回想學生時代，仍然以高中階段為人生
的至暗時刻。儘管以優秀的會考成績獲保送
當時中國四大高校之一，即使大學時代再度
奮起，先以優異成績將雙學位納入囊中，再
獲保送中西文化交流專業研究生，負笈港
澳，連續攻下碩士、博士學位，但高中時期
趨於沉靜內斂的性格，卻再也未曾改變。

至於粉紅色的少女心，在異性之間請教
多幾次問題也要被一口認定為暗戀的年代，
只是屬於小眾特立獨行的勇敢與浪漫，對於
循規蹈矩的我，絕對是一件無福消受的奢侈
品。於是， 「文藝」 成了高中時期唯一的亮
色，每日埋首一篇隨筆樂此不疲，忙裏偷閒
讀書為樂，在無日無之的升學高壓中，以文
字的微光呵護內心的一份柔軟。大學時代，
亦是沉浸於系報、系刊的主編工作，一心一
意將 「文藝」 進行到底。

直到某年某月，在午夜的電影院看完台
灣青春電影《我的少女時代》，彷彿重回
「四大天王」 的追星時代，再一次記起我那
早已隨風而去的少女時代。原來，那早已遠
去的青葱歲月，並未隨風飄逝。青春的故
事，早已埋藏在心房某個不知名的角落，等
待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被尋獲。一如同名電
影笑中有淚的共情，一如早年小詩欲語還休
的回味……

我的少女時代

不負如來不負卿曾慮多情損梵行，入山又恐別
傾城。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
不負卿。

這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
傳世名句。筆者由成都自駕經三一
八國道入西藏，理塘是必經之地，
而這地方是倉央嘉措的出生地，這
位清初時候的高僧、詩人，其傳奇
人生，令人浮想聯翩。

筆者來到理塘時已近黃昏，航拍完漂亮的理塘
後，便到去年十二月誤打誤撞發現的咖啡館晚飯。
筆者去年因為自駕去稻城亞丁航拍，故曾造訪理塘
（在理塘折向南便可到稻城）。今次自駕入西藏，
理塘也是三一八國道入藏必經之地。由理塘再往前
走二百七十三公里，便是西藏昌都市芒康縣了。

適逢中秋佳節，筆者因為要圓隻身自駕闖大西
北的夢，故不和母親在香港過中秋。當然，回港容
易回鄉難，再回到內地時又要經歷二十一天隔離，
故筆者很猶豫。月圓人未圓，通關是何期？數以十
萬計市民過去兩年中秋都未能回內地（近六百天不
能互通），筆者只能扼腕三嘆再三嘆！

回說入藏行，筆者是在九月二十日早上由烏魯
木齊飛成都，空姐說這航班一般都較正常早飛抵目

的地；果真如此，故筆者在九月二十日下午三時便
於成都機場旁的租車公司拿到預訂好的越野車。這
個 「兄弟」 （筆者對越野車的昵稱）要在未來二十
多天陪筆者走完八千公里，真的是 「冇咗佢唔
掂」 。不過筆者在八月底至九月初的二十天裏，也
是用租來的越野車在新疆跑了六千多公里，只要小
心計劃，不要去闖只憑前人車轍的無路區，估計今
次也應能順利完成。九月十九日晚還在烏魯木齊出
席晚宴，聆聽當地朋友教益，二十日晚便住在情歌
之鄉的康定，令筆者感覺很不真實，也令筆者驚嘆
內地交通的發達。

由成都出發，經瀘定（就是紅軍一九三五年五
月飛奪瀘定橋的所在地）再去康定宿一宵，便在中
秋節當日早上經三一八國道，爬過海拔四千二百九
十八米的折多山，下山後便到了三千六百三十米的
新都橋，此地被譽為攝影家的天堂，在新都橋航拍
完，便開始爬上近四千米的高山，之後又迂迂迴迴
地到二千多米的平原，然後又再爬山，今次是爬上
號稱 「天路十八彎」 的高山，爬到四千六百六十八
米的尼瑪貢神山，四千米高的 「天空之城」 ──理

塘便在望了。筆者邊開車爬山邊航拍，走了近八小
時，才完成二百七十一公里的 「山中之旅」 ，其間
可能因為高原缺氧，人非常睏，幸虧憑着途中休息
及駕駛時不斷拍打自己，終於安全到達理塘。

理塘是 「天空之城」 ，筆者希望在高原賞月，
會更有一番風味。由於筆者去年底來理塘時已發現
了一家名叫 「喜瑪拉雅黑牦牛」 咖啡館，筆者便來
這裏晚飯兼寫遊記。這咖啡館的前身是一藏族傳統
民居，經過 「活化」 之後便由咖啡館東主租下。正
對咖啡館的便是倉央嘉措的出生地。這裏整個片區
叫 「千戶藏寨，仁康古街」 ，是一個把藏寨活化的
景區，不收門票。景區管理方每晚近八點便安排藏
族歌舞，開始時只是景區十多名員工在跳，之後氣
氛熱烈起來，旁觀的遊客及藏族同胞也會加入。筆
者身在的咖啡館內有三名女藏族同胞員工，其中一
位剛好到了下班時間也很想參加，但她見到景區職
員都穿了藏服，而她只穿便服（上班方便）便打消
了念頭。勁歌熱舞一直繼續了個多小時還未停，筆
者一面寫遊記，一面聽着外面音樂，偶而瞄一眼外
面歡樂的群眾，也算是另類 「中秋晚會」 吧。

這家咖啡館是筆者在藏區見到最好的一家，據
說是兩位藏族青年和一位外國朋友合夥開的。他們
的總店在康定，理塘分店是應景區邀請而來的，這
也令一眾遊客能在藏區喝到較有質素的咖啡。筆者
也把倉央嘉措出生地、勁歌熱舞和咖啡館拍了視
頻，讀者們若不懼怕理塘這個高海拔，不妨來這裏
喝杯咖啡，望着窗外，遙想當年倉央嘉措如何在西
藏及青海等藏區留下足跡，發發思古之幽情，也是
饒有趣味。

是時候擱筆了，好讓筆者望着皎潔明月，也來
思考一下如何 「不負如來不負卿」 ！ （西藏篇一）

毫無疑問，在柏林，
嘗試和體驗各種不同活動
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
分；從社會活動到音樂體
育藝術，各個領域舉辦的
「體驗日活動」 應有盡
有。

這不，學校的郵件又
來了，FE電動方程式賽車
的決賽下個周末在柏林停
用的老機場滕珀爾霍夫舉行，不
僅有免費門票，還特地邀請八至
十八歲的女生前往參加體驗日活
動，活動名叫 「賽道上的女孩
們」 。填寫完網上申請表，簽好
家長同意書，做好新冠檢測便可
以參加活動了。

一大早我帶着女兒興致勃勃
地就出發了。從地鐵口出來便有
志願者舉着藍色的牌子，指着前
往賽事場地的方向。此後的每一
個路口，都有這樣的志願者，我
相信所有參加活動的人都能毫不
迷失地找到場地入口。

滕珀爾霍夫曾經是個機場，
入口也十分大氣。連續的檢票、
安檢和新冠陰性證明驗證，以及
進門後保留下的行李傳送帶，讓
人們感覺彷彿又重新回到了當年
這裏還是機場的樣子。

穿過大廳便是原本的機場跑
道了，還沒看到賽車，高分貝音
響和賽道上賽車馳騁的聲音已將
賽場氣氛營造得熱鬧非凡。場地
上有幾大德國汽車品牌搭起來的
活動中心，少不了的當然是新款
車型或者概念車模型的展覽，它
們都在展區最顯眼的地方。展區
裏面是模擬駕駛區和遊戲駕駛
區，中間的平台上還放着很多免
費發放的紀念品。

展區對面是高高的
賽道看台，能看到的是
賽道每一圈的終點。看
台旁邊便是 「賽道上的
女孩們」 活動中心，分
為四個部分：模擬賽道
區，技術學習區，安全
教育區，賽後媒體區。
前來參加活動的女孩們
被分成四個組，穿上活

動特製的T恤和帽子，便開始跟着
「領隊」 輪流參加每個區域的學

習，最後還會穿上賽車服和頭
盔，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試駕簡
易賽車。

國際賽車組織希望更多的女
性能夠加入賽車這項運動中來，
「賽道上的女孩們」 這個活動就

是告訴女孩子們，除了可以成為
賽車手，她們還可以有更多的形
式來參與。比如說，成為技術人
員，成為媒體工作者，或者醫護
安全人員等等。

活動過程中，我突然看到攝
像機和工作人員都圍住了前來的
一位老人和一位女士。仔細一
看，才知道來者是國際汽車協會
的主席和一個車隊的老闆，顯然
他們對這些 「賽車界的未來」 關
心備至。他們逐一看了每一個活
動區，還和所有活動參與者一起
合影。

賽車決賽圈的比賽在下午舉
行，我帶着女兒和兒子第一次坐
在觀眾席上在現場觀看了方程式
賽車的比賽。

回家的路上，女兒高興地跟
我說，很有意思，以後要多參加
這樣的活動。我不禁感嘆，柏林
的孩子們，真是幸運，有那麼多
可以嘗試的 「新鮮玩意兒」 ！

小小賽車手體驗日

 

































 

銘心妙相

二十一世紀
西行漫記

馮煒光

東言西就
沈 言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柏林漫言
余 逾

市井萬象



▲晚霞下的 「天空之城」 ─超過海拔四千米高的
理塘。 作者供圖

▼

香
港
疫
情
持
續
緩
和
，
不
少
市
民
外
出
歡
度
中
秋
。

中
新
社

「銘心妙相：龍門石窟藝術對話特
展」 現正於上海大學博物館舉行，展出
二十七件龍門石窟研究院特藏品和九位
當代藝術家的十六件作品。這是龍門石
窟文物首次在上海展出。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