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汕頭拉票
亞奧理事會

日前決定，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
響，原定今年九
月舉行的杭州亞
運會延期，另
外，鑒於亞洲青
年運動會（亞青

運會）去年已經延期一次，決定取消原
定今年十二月在汕頭舉辦的第三屆亞青
運會，亞奧理事會執委會在宣布這一決
定時，對汕頭方面為籌備本屆亞青會所
做的卓有成效工作表示感謝。其實，上
海疫情造成的影響出乎意料之外，杭州
亞運要延期舉辦乃是意料中事。但是，
汕頭亞青運會要取消，就令很多海內外
的汕頭人失望和失落。據筆者所知，汕
頭市委市政府以及一些在海外有影響力
的汕頭華僑，為爭取本屆亞青運會的主
辦權，全力以赴做好宣傳游說工作，主
辦權到手之後，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包
括興建主場館汕大體育中心等多項設
施，希望借此機會向亞洲各國、向全世
界展示汕頭這顆南海明珠、粵東首府的
奪目風采，五百多萬汕頭市民翹首以
待，倒數這項國際賽事開鑼的日子，沒
想到亞青運會被取消。

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
情最終沒有辦成，不是因為努力不夠，
而是因為遇上不可抗力的情況。汕頭好
不容易爭取到亞青運會主辦權，晉身全
國少數幾個主辦國際性運動會的城市之
列，可惜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延期
一年之後，最終與主辦國際盛事的機遇
擦身而過。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汕頭已
被證實有條件有能力舉辦大型國際性運
動會，這是一項權威的國際認證，是汕
頭重要的無形資產，汕頭市應該趁熱打
鐵，充分發揮這項無形資產的優勢，為
汕頭發展開創新的局面。因此，對於汕
頭正在申辦二○二四年第二十二屆國際
潮團聯誼年會，筆者認為，汕頭市政府
應該像當年申辦亞青運會一樣，全力以
赴積極爭取。

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當然不同於亞青
運會，既沒有運動比賽可以觀賞，也沒
有任何官方色彩，而是全球潮籍社團領

袖和代表兩年一度聯誼性質的活動，但
是，這項國際潮人民間活動的影響力不
比任何官方主辦的大型活動遜色。自一
九八一年首屆年會在香港舉辦以來，迄
今已開過二十次年會，主辦方還包括泰
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門、法國巴
黎、美國加州、澳州悉尼、加拿大溫哥
華、印尼、新西蘭等國的潮人社團，以
及中國內地的汕頭、廣州、北京、武漢
等城市，原定去年在海南島舉辦的第二
十一屆年會，受疫情影響延至今年年底
舉辦。筆者出席過多屆年會，包括前兩
屆在印尼雅加達和新西蘭奧克蘭舉行的
年會。每次年會，全球各國各地數以千
計潮籍商賈名人雲集，既聯絡鄉誼，又
創造商機，雖是潮人社團主辦，當地政
府都有內閣成員甚至政府首腦出席，在
北京和廣州舉辦的年會都有中央政治局
常委出席，規格之高不言而喻。近幾屆
年會增加了國際潮學研討會等環節，令
年會內容更豐富多元。可以說，全球潮
商在各國各地有多大影響力，國際潮團
聯誼年會的影響力就有多大。因此申辦
這項出錢出力的年會，幾乎每一屆都
「爭崩頭」 。

據國際潮團總會副秘書長楓林兄介
紹，有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潮人社團申辦
第二十二屆年會，除了汕頭，還有相鄰

的潮州，以及柬埔寨、新加坡和菲律
賓，競爭非常激烈。據悉，柬埔寨潮團
志在必得，該國首相、副首相公開表示
支持。潮州市在上屆申辦時，與海南島
同票，結果擲幣惜敗，今次不勝無歸。
新加坡已主辦過兩屆年會，當地潮商實
力雄厚，第三度叩門。菲律賓新總統即
將上任，如果當地潮團能主辦下屆國際
年會，有望為該國經濟發展帶來動力。

汕頭於香港回歸之年主辦第九屆國
際潮團聯誼年會，今次力爭再度主辦，
要擊敗上述四個對手，絕非易事，但並
非沒有勝算。筆者認為要發揮兩方面優
勢，首先是打好前文提及的主辦亞青運
會獲得 「國際認證」 這張實力牌，令總
會一百四十多個團體會員確信，汕頭可
為年會提供各項高質量的大會設施和最
優質服務，其次，應該全力爭取潮州支
持，潮汕本來就是一家人，千萬不能鷸
蚌相爭。毫無疑問，舉辦大型國際性活
動，汕頭各方面的條件比潮州好，汕頭
取得主辦權之後，應該與潮州共享主辦
年會的喜慶，讓出席年會的各國各地潮
籍僑領感受到家鄉最好最美的一面，這
應該是潮、汕兩市共同的心願。下個月
國際潮團聯誼年會理事會將投票決定主
辦權誰屬，筆者借這篇短文，為家鄉汕
頭拉票。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交子博物館市井萬象

野生柏林
柏林好歹也是個

首都，怎麼會 「野
生」 ？如果你知道柏
林是世界上綠化最多
的城市之一，便不會
驚訝在柏林的公園裏
隨處可見野兔野狐狸
了。

大部分時候，這些生活在城市裏的野
生動物都是我遛狗時發現的。那天傍晚帶
着小狗在柏林的 「中央公園 」 ——
Tiergarten裏散步，平時步伐均勻走得歡
快的小狗突然向着灌木叢衝了過去。我才
發現灌木叢周圍一群灰色的小動物蹦跳
着。趁着黃昏的光線，我定睛一看，才看
出來那是一群野兔。

小狗衝了兩步便被我手裏的牽引繩拉
住了，不然說不定牠還真能逮住隻小野
兔。這才提醒了我，我的小狗品種吉娃
娃，祖上也屬於獵犬，捕獵野味，也算是
本能。

自從第一次在公園裏看到小野兔後，
我便時常在街心花園甚至居民樓下的綠化
帶發現藏在草叢裏大大小小的兔子。不過

比起寵物店裏呆萌的長耳朵白兔黑兔黃
兔，這些野兔都是清一色的灰色，而且耳
朵不算太長。

之後，又看到了狐狸。那是在一個封
閉的狗狗遊樂場外面。柏林到處可見這樣
有鐵圍欄圍起來供狗狗社交遊戲的地方，
我們叫它 「狗狗遊樂場」 。可能是類似動
物的相互吸引，那天看到我的小狗專注地
看着鐵圍欄外面，然後跟着外面一隻跟牠
差不多大小的動物來回走動。我最初以為
是另一隻沒找着主人的小狗，後來發現牠
有一條很長的尾巴，毛色也比較粗糙一
些，三角形的臉。我才意識到，這應該是

一隻狐狸吧。
這是我第一次在動物園外看到狐狸，

竟然是在一個城市社區公園裏。這隻小狐
狸既不怕人，也不怕狗，感覺牠很喜歡在
這周邊轉悠，看看熱鬧。而遛狗的人們也
很喜歡看到牠，但不管是自己還是狗，都
不會去接近野生狐狸。

在柏林，大家從小都會受到教育：我
們和野生動物共同生活在這裏。為了保護
野生動物，也為了我們人身的健康和安
全，不要輕易接近野生動物，因為這既不
衞生也不安全。柏林也有自己的動物救助
中心和團隊，經常會收到熱心市民的電話
告訴他們哪裏有隻受傷的松鼠，哪裏又有
生病的狐狸等等。

日子長了，柏林人對於路上見到野生
動物已習以為常。稍微郊外一點，還可看
到野鹿和野豬。要知道，再早些年，在城
市公園裏都能見到野豬。只是這些年柏林
城市人口越來越多，野豬才慢慢消失了。

難怪幼兒園老師給小朋友們講狐狸和
兔子的故事時，會神采飛揚說： 「你們知
道嗎，柏林的公園可是狐狸和兔子的天
下。」

柏林漫言
余 逾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即將開幕。開幕之後是否
收費，我認為取決於它的
定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首要任務之一是推動國
民文化教育，因為國民文
化教育是文化安全的基
礎。一直以來，香港社會
普遍缺乏這個意識。

作為與故宮相關的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必然以傳承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為目的，提升港人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認識，尤其應該培養中小
學生從小認識中國的傳統書法、哲
學、美學等等文化基本功。因此，
建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該長期
設定國民文化教育項目，並在開館
後，安排香港所有中小學生參觀，
使之成為國民文化藝術教育基地。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示模
式應該有助港人練好中華文化基本
功，而不是變成一個文物消費博物
館。每年拍賣行展會已經有充分的
曝光率。現在香港需要的是提升整
體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樣才
能夠加強香港的文化安全。為什麼
能達至提升文化安全？原因是消除

有些人對中國文化存在的誤
解和疏離感。這正正是國民
文化教育之必要性。學習書
法，了解書法的歷史、漢字
之美，透過文字學習文學、
哲學等等中國思想，有助積
累創意的底蘊，更有底氣說
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
事。

香港的成功在於能夠傳承中國
文化，從而再創新。例如李小龍、
金庸等等，由功夫到武俠小說，再
如徐克的電影《蜀山》，都是經過
一個提煉中華傳統文化而現代化的
過程。要說好香港故事，首先香港
新一代要認識中國文化，才能建立
香港的特色，從而有吸引力與國際
交流。

那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
不應該國際化？其實這並非重點。
我相信當初中央支持香港興建故宮
文化博物館，希望受惠的首要對象
是香港人，而非國際遊客。提升港
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識，引進不
同科技的方法，活潑創新地向市民
推廣，在我看來這些都是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基本責任。

善冶若水
胡恩威

起初聽到玄彬跟孫藝珍
相戀，秘密拍拖的新聞，我
還以為是炒作宣傳。最近兩
人真的結婚了。

韓國社會普遍仍是很保
守，戀愛結婚，不少人還是
介懷女比男年長。不過，近
年韓國藝人結婚，女比男年
長的例子不少。金泰熙比
Rain鄭智薰年長兩歲；當年
宋慧喬嫁給宋仲基時，一度傳出男
方父親覺得媳婦比兒子年長四年是
憾事。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而是
兩個家庭的事。其實當一對夫婦合
不來時，什麼都可以是分開的原
因，連雞毛蒜皮也會介意。

我不是哈韓族，玄彬是我第一
次看韓劇所認識的第一位韓星。那
些年，玄彬演出的韓劇《我叫金三
順》剛巧在晚飯時段播映，陪伴我
們一家吃晚飯。這個劇本不錯，加
上粵語配音 「生鬼」 ，我們每晚都
追看。及後我在首爾就讀梨花女子
大學時，在校園飯堂和洗手間常聽
到劇集的配樂聲，原來韓國電訊商
藉此劇廣受歡迎，把其配樂用作手
機鈴聲。那時無論在街上購物，坐
公車，以至洗手間也不時有《我叫

金三順》伴奏。
此劇令男主角玄彬

一炮而紅，他後來加入
了張東健經紀公司，成
為旗下演員。我跟玄彬
也有一面之緣。一次在
張東健辦公室等他的弟
弟拿東西給我，突然玄
彬進來，望我一眼就轉
身上樓。他身材高挑，

朝氣勃勃，但相比起張東健或吳智
昊的天生明星相，玄彬是鄰家男孩
的類型。

演員能否大紅大紫運氣很重
要，能遇上好劇本和好角色就容易
水到渠成。《推奴》男主角吳智昊
的外形及演技不比其他同期男星遜
色，但他真的缺乏運氣。

自韓劇深受各地歡迎，令韓國
文化掀起一片熱潮。幾位韓籍男同
事告訴我，他們受到不少中國女士
主動追求，我也有幾位女友在跟韓
國男士戀愛中。我奉勸她們嫁到韓
國當媳婦要有心理準備，因為在韓
國的傳統家庭觀念，媳婦必須照顧
丈夫無微不至，還要服從他的父
母、兄弟姐妹，他們的需要是首
位。韓國夫人的角色不易擔當。

從藝人婚戀說起



清心直說
楊美儀

故宮館的收費與定位
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香港持續約四個月的
第五波疫情，終於放緩，
多項社交距離措施因應放
寬。眾多宅家良久的市民
無不舒了一口悶氣，紛紛
走出戶外，盡情玩樂。市
面出現一片熱鬧景象，有
些地方更是遊人如織，於
是在文字媒介和人們交談
中出現一個流行的形容詞，叫做
「報復式」 ，諸如 「報復式消
費」 、 「報復式購物」 、 「報復式
飲食」 、 「報復式運動」 、 「報復
式健身」 、 「報復式郊遊」 、 「報
復式打麻雀」 等等。

為什麼人們的行為被稱作 「報
復式」 呢？按照辭典解釋，報復又
稱復仇或報仇，是指針對傷害自己
的人，以類似的手段進行還擊。那
麼，我們今天作出的各種各樣所謂
「報復式」 行動，針對的並非是
人，而是疫症，不過可以將它 「擬
人化」 ，視之為 「疫魔」 ，也可說
得過去。我們同仇敵愾，齊心協力
把這疫魔驅除，以雪心頭之恨，誠
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

其實，所謂 「報復式消費」 之
類，只不過是一種補償心理。在疫
情嚴峻期間，人們憋在家裏，慣常
的飲食購物娛樂等活動都被迫減
少或終止，心理上覺得蒙受了損
失，耿耿於懷，直至疫情緩和，
可以走出戶外，於是更多地參與

各種過去一段日子減少
了的活動，作為補償，達
至心理上的平衡。以此視
為一種 「報復性行動」 ，
可以理解。

我與不少朋友同樣受
到這種補償心理影響，近
期紛紛相約吃喝玩樂，其
中最多的是白天茶敘晚上

品嘗美食，眾友大快朵頤之後，各
人肚皮都脹了不少，互相取笑，如
何減肥又成為話題。娛樂圈好友黎
文卓在兩個手機群組發出邀宴通
告，在沙田龍華酒店舉行聚餐，反
應熱烈。我又有口福品嘗到這家食
府馳名的紅燒乳鴿和沙田滑雞粥
了。

在疫情嚴峻時期，所有體育館
和體育場地都關閉了，一向愛好打
乒乓球的我，過去幾個月來被迫中
斷了這項運動，終日感到若有所
失；另外，身體健康狀況好像走下
坡，心中不無擔憂。幸好體育館於
四月二十一日重開，我的球友第一
時間訂場，就在那天大家再在乒乓
球室相見，興高采烈拿起球板打得
不亦樂乎。我也許用力過多， 「報
復式運動」 的結果，這天晚上睡至
半夜，雙腿抽筋，十分痛楚，要起
床搓活絡止痛藥膏。心想，凡事過
了頭都不好，運動也如是，應按照
自己體力做適當的運動，何需過度
「報復」 ？

HK人與事
朱昌文

報復式生活

交子金融博物館日前在成都開
館。該館是全國首家以 「交子」 為
主題的金融專業博物館，總建築面
積為四千二百二十六平方米，展陳
面積近一千八百平方米，博物館共
包括兩個主展廳：第一展廳 「裂紙
為幣」 ，關於交子在成都誕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交子的發展演
變；第二展廳 「交行天下」 ，重點展示交子的發行管理制度
以及交子對後世紙幣的影響。

圖為館內的貨幣展牆。 中新社

▲偶遇野生小狐狸。 作者供圖

▲汕頭市時代廣場夜景。 新華社



（編輯註：交子，是北宋時期四川流通的紙幣。它是古代
四川的俚語，其中 「交」 是 「雙面印刷」 的意思，詞語的
解釋為雙面印刷的票券或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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