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8

副刊

大公園

責任編輯：謝敏嫻

2022年1月20日 星期四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心必受之方為愛



書寫新年
新年將至，上環樓梯
街懸掛一排春聯和虎年
「福」 字，更有人現場展
示揮春， 「書寫」 新年。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
無綫電視有一個資訊節目叫做
《每日一字》，當時收視率非常
高。節目主持人林佐瀚，是一位
學識淵博的好好先生。他曾任職
行政局及立法局總主任，也在大
人生在線 學教過書。節目每集約三分鐘，
余亦非 他用風趣幽默、深入淺出的方式
解說一個漢字。
記得那時候我和弟弟每天完成功課後，都要
追着看，從中學懂了不少生澀字的讀音與字義。
父親看見兩兄弟好學如此，便笑着打趣說，想不
到一個解說漢字的節目竟具如此魔力吸引了莘莘
學子。後來，他也拿出白紙在上面寫了一個大大
的 「愛」 字，他將自己對愛的詮釋娓娓道來。
父親說將漢字 「愛」 拆開，是 「受」 與
「心」 兩字，愛必須用心去感受的，唯有心感受
到了才算是真正的愛。愛有付出者，也有接收
者。他認為從客觀理論上講，愛若有接收者來論
斷更具說服力。因為付出者往往會為愛呼天搶

地，挖心掏肺，但這份愛的被愛者能否心甘情願
感同身受全然折服接收呢？倘若不然愛永遠是單
向的，沒有了互生情愫，互贈愛意。那麼單向的
愛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愛。父母子女間的親情，男
女間的愛情，以至朋友間的友情都是這樣的。故
此他說，心必受之方為愛。父親的那些話語常在
我腦海裏迴盪，雖然他已離開世界快整整十年
了，但是我感覺到他對我的愛不但沒因人離世而
消逝，反而越發強烈了。
現在我們大多都喜歡談愛，常常將愛掛在口
邊，卻很少言及恩。更多的是要求別人愛自己或
者自己愛別人。但其實所有的愛都是源自於內心
的感恩，如果不能理解，就不可能正確地或真正
地去愛一個人。恩意味着一定是某種東西觸動了
我們的內心，而這個觸動一定是感激的。母親的
名字裏有個 「恩」 字，而且是恩上加恩，她對我
及孫輩們的愛也都是切切實實深刻感受到的。尤
其是對着小孫子，祖母無微不至的愛散發出勝似
彩虹般的光芒，小孫子與祖母在一起的時候最輕
鬆且自在。

竊聽帝國



中環街市敘事曲
HK人與事
黃虹堅

中環是香港的重要地標，夜間從尖沙咀看
去，標誌性的摩天高樓匯成了璀璨的燈光世
界，體現着建築匠師的才智，綻放着香港的繁
華。
在領略中銀、滙豐、渣打、友邦等這些當
代建築風采時，人們也希望讀到建築歷史的變
遷與新生，這些當代建築頂多還只有三四十
歲，談滄海桑田未免有點妄自尊大。那麼，同
駐中環的 「中環街市」 ，歷經了過百年的 「四
代市場，三代重建」 ，相比已是老者，有足夠
閱歷及智慧向後人講述她的前世今生，成為了
一部標準教科書。
「中環街市」 前身稱作 「廣州市場」 ，本
坐立在皇后大道與嘉咸街交界處，始建年份已
不可考。街市於一八五八年遷到皇后大道中和
德輔道中之間的現址，於一八九五年、一九三
九年、二○二一年三次重建落成，並於上世紀
八十年代成為了中環爬登半山的自動扶梯系統
的一部分。街市一直存活於中西文化及新舊交
替中，終活成了二○二一年八月重啟的樣子。
立面、空間和體量是建築的常用語。現在
的中環街市保留了一九三九年落成的德國包豪

斯風格，其立面牆全由通透的玻璃門及格子窗
組構，南北面左上右落的雙道樓梯連接起東西
兩座大樓。樓高三層，樓層高，樓面闊。街市
夾在南北方向的租庇利街和皇后街的樓舖中，
絕對是龐然大物。
歷時十八載的 「保育活化」 計劃塵埃落
定，大功告成。古建築的 「保育活化」 ，在全
世界都是難題，人們總寄望修舊如舊。但時間
已流逝，要完全還原已荒置了十多年的中環街
市，希望進門便見到歷史畫面重現，見到賣菜
攤檔和檔主阿姐阿嬸，或是剁肉的案板和赤着
上身揮着斬骨刀的阿哥阿叔……此方案雖如珍
貴發黃的歷史舊照，但難以實現，也與時代脫
節，失去了建築負荷的傳承與發展的功能。
經活化了的中環街市，體現了 「保育活
化」 的其中一種可能性。其功用已不迷戀舊時
街市的販菜賣肉，除保留了商品交易的特點，
還植入了服務當今、服務今人的觀念，活化成
市民休憩、娛樂、飲食的歇腳地，並加進了信
息教育的功能。
港人在享受街市今天價值的同時，也會關
心她的來路及去路，這便超越了時空限制，把

出一轍。
早在十九世紀末，英國作為世界上鋪設最
多海底電纜的國家，利用大量海底電纜從自己
家門口經過的便利，大量安放竊聽裝置，竊聽
和監控各國信息輿情，試圖掌握外界的任何風
吹草動。直至一九一七年初，發生了被公認改
變人類歷史進程的 「齊默爾曼電報」 事件，當
時德國外交部長發給駐墨西哥大使絕密電報，
提議兩國結盟進攻美國，不料遭到英國從海底
電纜竊聽，電文隨後被公之於世，導致英德矛
盾激化和最終一戰的爆發。
對於英國藉海底電纜竊聽全世界，英國作
家戴維．雷諾茲在《大英帝國與第一次世界大
戰》書中記載，英國憑藉擁有眾多殖民地和屬
地，得以控制全球絕大多數海底電纜連接的中
繼站，從而確保了竊聽領域的優勢地位。用作
者的話說，只要使用海底電纜發送有線電報，
不論從哪裏發送到哪裏，多半都會在某個鮮為
人知的地點和英國的海底電纜 「接頭」 。也就
是說，英國總會想方設法把海底電纜連接到某
些特殊裝置，以方便竊聽。如此看來，英國喜
歡竊聽的本性似乎從來沒有改變過。
作家詹幼鵬在《英國情報組織秘密較量》
一書中更講述英國竊聽幾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
步，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竊聽器曾裝到唐寧
街十號首相府，時間長達十餘年，被秘密竊聽
的對象至少有五任首相及內閣成員，包括外國
領導人等訪客也全都在竊聽範圍之內。英國劍
橋大學歷史學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魯也說

過去、現在、將來的文化思考，附在了有百年
歷史的這棟建築物身上。
這正是古建築 「保育活化」 的最大價值。
中環街市底層有東、西入口。不論從哪兒
進去，抬頭便可見到由幾百個小燈組成的八環
燈飾。西廳是紅燈，東廳是黃燈，都是街市慣
用的半球型小燈罩，樣式平凡樸實，燈光明亮
柔和。大廳兩側是食肆、茶室、酒吧。東西兩
座樓間是個歐式庭園，植物充分接收了從透明
天幕射進的日光，冬天裏也綠意殷殷。庭園兩
旁是一溜桌椅，簡便舒適。坐下曬太陽，叫上
茶，打開書，便可悠閒半天。庭園也是個教
室，不時會舉行講座，主題多與生活、健康相
關。人們遊逛時，興之所至也可臨時聽上一課
增廣識見。樓下最東邊盡頭，有家相貌久違的
一比一米舖模型，重現了五六十年前的模樣。
店門放着幾個圓形大木桶，堆着小山般的白
米，寫着價目的木牌插在米上。直摞疊到天花
頂的麻包米袋，稱米用的稱磅，都是當今年輕
人陌生的，正好讓有心人補上香港歷史風物的
一課。
二樓有不少文青小舖，賣時尚飾物、手工

過，曾兩度擔任首相、來自工黨的威爾遜，一
直懷疑軍情五處和六處等情報機構因為想趕他
下台而在竊聽他，如果不先打開全部水龍頭、
朝天花板上想像中的竊聽器打手勢，威爾遜似
乎很少在廁所內說話，可以想像這樣的首相生
活是多麼讓人膽戰心驚。
前首相貝理雅的內閣成員也曾遭到竊聽。
二○○三年，時任北愛事務大臣莫．麥拉姆與
北愛新芬黨教育部長馬丁．麥健力士的密談，
包括兩人在背後談論貝理雅的悄悄話，都被媒
體曝光，引發輿論軒然大波。原來鑒於新芬黨
一直主張北愛爾蘭獨立，麥健力士也成了軍情
五處長期竊聽的對象。只是沒想到，這份由特
工忠實撰寫的竊聽紀錄不慎外洩，不僅暴露了
竊聽的魔爪無處不在，也讓當事方無比尷尬。
書中還提到了位於距離倫敦約一百五十英
里處的曼威斯山竊聽網，這是二戰後英美兩國
合夥打造的全球監控中心，建築規模極其龐
大，包括兩個佔地五英畝的工作大樓，以及林
立的白色蘑菇形狀的天線和衛星接收器。前年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將領蘇萊馬尼被暗殺
事件，就是該基地與美軍分享了竊聽資料。
當然英國連自己的盟友也不放過。據斯諾
登披露，二○○九年倫敦舉行兩次二十國集團
（G20）峰會期間，峰會外國官員的通訊遭英
國監聽。塞爾維亞總理武契奇據報也曾遭英國
竊聽一年多。畢竟作為竊聽帝國，英國可以偷
聽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
《無處可藏》揭露美國國安局對全球進行系統性的
▼
秘密監控。
資料圖片

不久前，獲邀
光》，為我中學時
參與香港電台《與
代很欣賞的台灣作
文同樂》部分節目
家簡媜的《夏之絕
策劃，最近的幾個
句》附上十八世紀
周末一直在文學和
意大利作曲家韋華
音樂的世界裏漫步
第小提琴協奏曲
遊走，過得十分
《四季》（The Four
「文藝」 。顧名思 黛西札記 Seasons） 之 《 夏
義，此系列節目意
李 夢 天》，這些都是自
在尋找文學與音樂
然而然的選擇，樂
音與文字的契合毋須多
的潛在關聯，字詞與音符
互動，人與文字同樂。
言，而另外的數段文本與
我以八個主題來鋪排
旋律之間的互動，則給我
自己參與策劃的八期節
意料之外的驚喜。
目，包括愛情、自然、旅
比如，我選了汪曾祺
行、故鄉和女性等。根據
先生的散文名篇《故鄉的
不同主題，首先找尋自己
野菜》，並突發奇想配上
熟悉的文本（可以是小
貝多芬的《十一首短曲》
（Bagatelles，Op.119）。
說、散文，也可以是藝術
家傳記和書信等），再依
浙江鄉間野生芥菜的故
照文本的內容、行文風格
事，看似與兩百多年前德
和語境等，搭配適當古典
國作曲家為鋼琴寫作的小
音樂選段。此前，雖說知
品風馬牛不相及，但細細
道音樂與文字之間可能存
品讀，汪老文字的生動、
在的關聯與互通，但直到
俏皮及偶爾顯露的小幽
開始為這些節目搜集素材
默，與 「樂聖」 貝多芬的
這些短小精巧的曲目對照
的時候，才真正發覺其間
來看，着實有異曲同工之
的樂趣和奇妙。不同國家
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文
意。另外，當挪威作曲家
本，配合他國、他處或是
格里格廣受歡迎的鋼琴協
他人筆下的樂音，竟能撞
奏曲第二樂章遇見老舍先
擊出如此妙不可言的化學
生的名作《想北平》，安
反應，可見 「藝術世界不
寧、詩意又略帶憂傷的氛
設限」 從來不是一句虛
圍彌散開來，時空的距離
彷彿頃刻消弭不見。
言。
疫情反覆已有兩年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在準備以 「故鄉」 為主
多，在並不明朗的冬日再
題的那期節目。為季羨林
讀文學名篇，重溫那些聽
先生的散文《月是故鄉
過千百遍的旋律，分外覺
明》配上著名印象派作曲
得感動。我想，藝術的價
家 德 布 西 （Claude
值與力量，恰是在這不明
Debussy）的鋼琴曲《月
朗中找出光亮來吧。

近日美歐等部分西方
國家對參加二○二二年北
京冬奧會的運動員發出警
告，聲稱不要攜帶手機，
以防止中國監聽。這應驗
英倫漫話 了英國一句諺語：揣測他
人別有用心，暴露的恰是
江 恆 自己的陰暗心理。
去年八月，法國芯片巨頭金普斯公司創始
人馬克．拉敘斯出版了一本新書《芯片陷
阱》，書中描述了他在英國如何遭到監聽：
「我和妻子在倫敦出行時總是被人一路跟蹤。
當我們回頭時，跟蹤的人會立刻 『躲進』 電話
亭。或者趁我們不在的時候，多次 『拜訪』 我
們倫敦的公寓，而且奇怪的是，經警方調查，
門是從裏面被砸開的。」 書中還提到，好幾次
他的電腦和手機遭到了黑客入侵和竊聽，甚至
被盜，他形容身後彷彿時刻伴隨着一個黑影。
拉敘斯所說的那個黑影，正是英美兩大竊
聽帝國。他在書中披露，美國為英國情報機構
政府通信總部（GCHQ）提供財務和技術支
持，兩者聯合開發黑客技術，通過入侵金普斯
公司的芯片卡，在全球範圍成功截取和解碼了
數十億次通話和短訊。接下來僅充當黑客已滿
足不了兩國的需求，為一勞永逸地來竊取數據
和實施監聽，美國最終不擇手段地搶走了公司
的控制權，而在此過程中，英國扮演了極不光
彩的同夥角色。
無獨有偶，英國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在
有關美國 「棱鏡」 （Prism）監聽計劃的《無
處可藏》一書中也寫道，英國政府通信總部早
在二○○七年就開始實施一項代號為 「顳顬」
（Tempora）的計劃，進行全球性的竊聽。該
書引述叛逃俄羅斯的美國情報部門 「吹哨人」
斯諾登爆料，該竊聽計劃對全球電話和網絡光
纜系統進行秘密監控，攔截和存儲個人通話、
電子郵件、上網歷史等數據，並且將資料與美
國國家安全局共享。
英國的竊聽方式非常簡單粗暴，就是借助
自身的地理優勢，即跨大西洋光纜都會在英國
海岸經過，英國便順藤摸瓜，在光纜上裝設攔
截器，然後堂而皇之地竊聽起來。據估計，英
國總共竊聽了逾二百條光纜，獲得海量數據，
資料最長會保存三十天，用於詳細對比和分
析。如果翻看歷史，會發現英國這種做法似曾
相識，與一百多年前英國竊聽海底電纜可謂如

《
▼芯片陷阱》講述法國芯片巨頭金普斯公司
創始人馬克．拉敘斯在英國如何遭到監聽。
資料圖片

與文同樂

愛在這樣一個疫情肆虐的年代，有時也帶給
大家不多不少的遺憾。岳父最愛我的大女兒，長
女出生那年他剛退休，常常來我家幫忙照顧陪
伴，一老一少感情甚篤。去歲岳父彌留間，長女
仍在海外修讀大學最後一年課程，不及趕回送
別。最後也只能萬分自責，淚灑異鄉。她感受到
外公對她的愛是最珍貴的，而且她知道此生也難
以再回報了。懊惱之情，日夜縈繞，想來也只能
由她母親來安慰勸導了。
其實，在我們每一個人身邊甚至心中都有
愛，只不過我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定義罷了。仁
愛、慈愛、真愛、博愛、情愛……愛無處不在。
紀伯倫說，愛是伴隨我們存在的一種力量。小王
子不也是只愛屬於他的玫瑰嗎？因為肯定愛已經
將他們結合在一起，唯獨這樣他才會捨五千朵玫
瑰而只愛他的那一朵。愛是一種心靈的感受，也
是自我成長的過程。
心必受之方為愛。我想我們應該一起去感受
源自於恩的愛，並將愛和祝福輕輕饋贈他人，如
此之愛必定會更真實更恆久。

藝品、食品。針對香港居民的多樣性，還設有
賣西方食、用品的專門店。最吸睛的還是某些
舊式 「士多」 ，樑上飄拂着紅綠紙，寫上品名
和價錢，推銷傳統的鹹蝦醬、鹹柑橘等。望上
一眼，恍然時光倒流。
三樓是各式小食攤，飄着各種風味的香
氣，令人忍不住要嘗上幾口。
在街市任何一處坐下，靜然四顧，都能見
到這座建築的不同面相，除可閱覽建築，也可
在享受輕鬆與愜意時，閱覽心中的景致。這正
是許多建築師對自己作品的期望。
俄國文學巨匠果戈里不但在小說中對社會
與人心洞察深刻，對建築也有真知灼見，他
說： 「建築是世界的年鑒，當歌曲和傳說都緘
默的時候，只有它還在說話。」 只要建築還在
說話，那麼傳說就是永恆的，也因此中環街市
的傳說還會延續下去。這座曾被輕棄多年的建
築，如今被歲月溫柔以待，被賦予了文化審
視的熱情。其走過的幾個時代，恰如交響樂的
幾大樂章，以不同的音色、節奏、風格共融
一體，共同演奏出貫穿歷史的中環街市敘事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