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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公報
織
網
王 偉

二○○四年四月六日，我踏進了
灣仔軒尼詩道三四二號的大公報館大
門。那一刻，我有些興奮，一則因為
自己在暌違多年之後，又能重返鍾愛
的報紙工作崗位；二則慶幸自己再度
投入一家名報的懷抱，得以親炙前輩
的遺澤。
不曾想，報社安排我主持大公網
編務。
當時的大公網，主要的內容，就
是把報紙搬到網上，再根據中文通訊
社的消息，滾動編發幾十條即時新
聞。開張雖已有些年份，但人員不過
十人，其中能上手做內容的還不到七
八條槍，大部分人又在深圳上班，多
是新招的大學畢業生。而一向以傳統
報紙為正統的我，對網絡新聞還有點
排斥。報社的調遣，讓我感到理想與
現實的距離。
我在國華大廈十四樓那間逼仄的
辦公室，見到了先我一年來港，當報
社副總經理兼大公網總裁的烏寶貴。
烏總以北方人特有的熱情，歡迎我的
到來。因為前任大公網總編輯陳杰文
（有報社才子之稱，寫得一手好字，
香港 「中央圖書館」 那幾個字，就是
他題寫的）到特區政府高就，烏總一
肩挑行政與編務兩擔，每天也直接動
手整理頁面、編發新聞，幹得不亦樂
乎。他向我介紹大公網的詳情，談報
社對網站發展的厚望，談我們擁有的
優勢。我得知，一個小小的大公網，
正以網絡無遠弗屆的能量，擴展着大
公報在全球的天地，特別是立足香
港、面向全球而又能無障礙地快捷進
入內地的優勢，使它在報道新聞、傳
播觀點、影響輿論和延續百年大公文
脈等方面，發揮特殊的作用。
我感受到了正待擴張的大公網，

在報社傳承和發展中的地位，領略到
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很快，我就和性
情耿介、學電子工程卻又雅好文學、
有較深古詩文底子的烏寶貴一起，全
身心投入到大公網的壯大發展之中。
我做過多年的報紙版面編輯，編
稿、改稿、做標題，已經成了我的愛
好，即便承擔組織指揮的工作，仍喜
歡親力親為，以直接動手幹活為樂
事。於是攬下了整理首頁新聞的任
務。每天一早起來，就坐在電腦前，
一通忙乎，從已經上傳的當天報紙新
聞中擇選重要的、吸引人的，重新製
作一行精要概括的標題，編好言簡意
賅而又能引發閱讀興趣的提要，再從
頁面整體美觀、重點突出的角度，做
一番審視和調整。沒過多久，我和烏
總就把這些有專業追求的編輯手法，
變成一套操作規範，使全體編輯人員
掌握。

滾動新聞 初具雛形
那時，大公網的小，表現在它的
主體仍是報紙內容的網絡版，自編即
時新聞數量很少，而且每天有效發布
時間只有不到十小時，下午五時下班
以後，若無重大事件，一般就沒有即
時發布了。顯然，這還不能符合網絡
新聞的要求。我和烏總商量，首先要
延長即時新聞的發布時間。我們在深
圳增招了兩名小編，以應輪值之需。
隨即，將即時發布的時間延長至晚七
點，很快又延長到晚十點。至於夜半
到凌晨的這段空窗期，就常常由我和
烏總，不分業中業餘，遇有重要消
息，在家裏就選編稿件上傳，由此，
使得網站具備了滾動發布新聞的基本
樣貌。
我也在想，有容乃大，大公網要

由小變大，內容需要突破報紙和通訊
社電訊稿的範圍。而且，也要用好核
心部分在香港，能夠縱覽中外各路新
聞的獨特優勢，加力吸引渴望了解多
元新聞的內地受眾（當時大公網的點
擊率，超過半數來自內地）。因此，
大公網編發新聞的視界從電訊稿擴展
到方方面面，特別是有萬眾矚目的重
大事件和突發事件時，看電視直播、
請內地駐站記者報料、直接電話採訪
等等，各種手段都用上，想方設法編
發滾動、即時新聞。
那些年，網絡移動傳播尚在孕育
中，我們仍能找到大有作為的機會。
比如台灣地區選舉，國民黨、民進黨
的勝負，大陸人民也特別關心。我們
看着電視直播，一個白天滾動編發二
十多條消息，及時報道得票情況，膠
着或者拉開差距，等等。比如馬尼拉
人質事件，我們也是從電視直播中，
頻頻編發事態演進的消息。在準備充
分時，這些報道已接近於文字直播。
我們也從親歷者的角度，努力編發一
些即時新聞。韓國農民趁國際會議舉
行之際到香港抗議，夜晚在報社門前
的軒尼詩道上擊鼓進軍，我在樓上憑
窗俯瞰，馬上編發一條滾動新聞。未
幾，一位同事從會展中心警察驅散示
威韓農現場歸來，講述親嘗催淚彈的
經歷，我轉手就敲出幾行文字發在網
上新聞裏。
在網站規模小、人員少，技術支
撐條件較差的情況，我們在盡力擴大
即時發布的基礎上，居然還做成了一
次大型活動的多場文字直播。那是二
○○六年初夏，首屆世界佛教論壇在
杭州、舟山舉行。大公報是論壇的全
程宣傳支持單位，對大公網則提出做
直播的要求。我們勉為其難受領任



創設頻道 增加黏性
在努力做強新聞的同時，大公網
還創設了多個頻道，以增強吸引力和
黏性。比如，我們覺得大公報的百年
積澱，是一座豐富的寶庫。正好那時
百年間的報紙版面全部掃描入庫實現
電子化，又有一百一十周年報慶的系
列電視片等資料，我們就以此為基
礎，開設了 「百年大公」 頻道。我們
還與深圳的科技公司合作，引進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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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爬蟲技術的搜索程序，可供用戶
在網上下載，通過設定關鍵詞，及時
獲得與己相關或自己最關心的新聞推
送，因此豐富網站的服務功能。
我常常帶着一絲欣慰回想：那些
年大公網的追求，是適應互聯網時代
新聞傳播的潮流的，也可以說，體現
着大公報永不停歇的發展步伐。當
然，我們也曾遭遇一些波折，這多少
也是因為我們的追求超出了實際的可
能。二○○六年九月初，大公網及時
編發了多條上海社保案的新聞，其來
源基本上是內地公開報道的，但經過
我們的精心組合，可讀性倍增。結
果，網站連續三天在早上被點爆，因
為報社服務器的帶寬太小，承受不住
讀者蜂擁而至。
後來，我因工作調整，也漸漸淡
出網站的工作了。
二○一八年十一月二日，已返回
上海近六年的我，出差香港，有幸重
返報社。我走進了田灣的大公文匯集
團大樓，看到了擁有整個層面，氣
派、現代，設備齊全、工位眾多的全
媒體中心，也看到了多位轉崗辦網的
大公報老同事。我的那份激動，很有
些特別。我在微信中說：想着自己也
曾做過大公的網站，算是新媒體的
「先驅」 ，當年獲得的東西，大概總
有些積澱在其中吧！
二○○四年四月至二○一二年十
二月在大公報工作，曾任報社副總編
輯兼大公網總編輯
（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植物獵人

復得返自然

音樂劇《野地之聲》劇照。
▼
香港城市室樂團供圖

在倫敦皇家
園 林 邱 園 （Kew
Gardens），有幾
棵與眾不同的
樹，每逢花季來
臨，枝頭上白色
英倫漫話 花 瓣 便 在 綠 葉 中
隨風擺動，遠遠
江 恆
望去彷彿是一群
展翅的白鴿，這就是有 「植物界大熊貓」
之稱的鴿子樹，它的故鄉在遙遠的中國。
說起鴿子樹為何落戶英國，背後還有
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一百多年前，英國
人亨特．威爾遜受邱園的派遣，專程前往
中國尋找一種名叫珙桐的野生樹木，那是
二、三萬年前冰川時期地球上倖存的植物
之一，和大熊貓一樣，是中國獨有的珍稀
物種，也是西方植物界夢寐以求的 「東方
活化石」 。
英國學者羅伊．布里格斯在《中國威
爾遜》一書中提到，威爾遜抵達中國後，
根據前人的記載深入西部叢山峻嶺，輾轉
多個省份，卻始終找不到珙桐的蹤影，正
當他準備放棄之際，在湖北長陽的一處叢
林中，遠遠便看到一棵奇特的樹木，樹上
好像無數隻白鴿在翩翩起舞，這不正是他
朝思暮想的珙桐嗎？一九○三年，威爾遜
將珙桐引種到邱園，深受當地人喜愛，人
們親切地稱它為 「中國鴿子樹」 ，如今該
樹已成為英國乃至歐洲的重要觀賞樹木。
實際上，威爾遜在西方植物界擁有顯
赫的地位，在今天世界已知植物名錄中，
有二百多種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
這一切要歸功於他二十世紀初的四次中國
之行，在十一年間他於西部地區採集了數
千種植物，包括中國杜鵑、迎春花、小葉
薔薇等知名觀賞花。例如美國哈佛大學著
名的阿諾德樹木園中，有許多丁香花品種
就是他從中國引種的，每年五月的第二個
星期天，被稱作 「紫丁香星期天」 。另
外，他在湖北還發現了中華獼猴桃，外國
人把這種毛茸茸的果子叫 「威爾遜中國醋
栗」 ，後來被帶到新西蘭，成為今天商業
化種植的著名水果奇異果（kiwifruit）。
對於在中國的驚奇發現，威爾遜在他
所著的《中國──園林之母》書中寫道：
「在四川康定發現一種華麗的花，開着巨
大球形的、向內彎曲的亮黃色花朵，在山
坡上盛開，綿延好幾英里，千朵萬朵無與

珙桐又稱 中國鴿子樹 ，是植物界著名的
▼
活化石 。花開時，似鴿子展翅欲飛。
資料圖片

六月十一日晚，由
港，倒也為本地藝團
屯門出發，前往沙田大
探索音樂劇帶來某種
會堂觀賞香港城市室樂
契機。不過，音樂劇
團（CCOHK）大型原創
雖說老少皆宜、受眾
音樂劇《野地之聲》
廣闊，製作上卻不乏
（Wild）。路過新界青
難度，不論對於編
山 公 路 旁 一 處 街 角 公 黛西札記 劇、作曲抑或演員，
園，竟撞見一頭野豬旁
都是挑戰。旋律要好
李 夢
若無人在花叢間漫步。
聽耐聽，故事要通俗
路人與動物相隔咫尺，卻互不
且不乏趣味，更重要的是演員
打擾，共享安寧。即便生活在
（不論是樂手、歌者或舞者）
繁華都市，也能遇見人與動
皆需身兼數職，如此，才能共
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瞬
同呈現整晚的熱烈與浪漫。
間，着實感恩。
依當晚所見，《野地之
進入劇場，宛若步入野生
聲》的劇情推展，的確頗能觸
叢林。音樂家、歌者和舞者，
動人心。叢林中的野獸，原本
不再如平日那般身着洋裝禮
自在無憂，卻被忽然闖入的兩
服、優雅翩翩，而是紛紛化身
位盜獵者打亂了生活節奏。盜
叢林百獸，或歌、或奏、或
獵者貪心，企圖將這些各有音
跳，與觀眾分享自然之趣。因
樂天賦的野獸們捕獲，送去城
為疫情許久難以出遊的觀眾，
裏表演賺錢。在盜獵者與野獸
尤其是台下的小朋友們，見到
鬥智鬥勇的過程中，台下觀眾
台上裝扮成獅子、長頸鹿和犀
尤其是青少年的環保意識也被
牛的藝術家們，驚喜興奮，台
喚醒，也引人反思名利與自由
上台下互動熱烈。九十分鐘的
如何取捨等形而上之問。這看
演出，宛若再造一處 「異托
似是親子家庭共賞的音樂劇，
邦」 ，讓人暫且拋下煩惱，一
其實不僅小孩子開心，家長也
同步入叢林深處，探險揭秘，
想必能得到啟發。
其樂陶陶。
返程路上，我又想起公園
印象中，上次在港欣賞音
裏那隻野豬。去年頗受到關注
樂劇，還是二○二○年香港舞
的新聞是有些野豬因闖入社區
蹈團與演戲家族聯合製作的原
傷人而遭到人道毀滅，不少動
創粵語音樂劇《一水南天》。
物保護組織呼籲政府與公眾一
疫情前，不時有演藝公司邀請
同推動社區內人與動物共存，
美國百老匯劇團來港，演出
包括禁止餵飼野生動物、改善
《貓》和《歌劇魅影》等世界
城市設計等。但願《野地之
知名劇碼；疫情下，跨地域出
聲》中的美好與諧和，也能發
行不便，外來劇團難有機會訪
生在你我身處的日常之中。

務，在毫無經驗和參照的情況下，自
編了直播程序，幾經調試基本可用。
我帶着兩名並無採訪經歷、主要負責
攝影攝像和傳輸的員工赴杭州，一落
地就投入工作，既即時發布各種圖文
報道，又事先準備好文字直播的各種
資料，在論壇開幕式、閉幕式現場根
據進程精準上傳相應文字內容、配發
現場圖片，經後方烏總等的有力保
障，順利完成了報道和直播任務。我
們報道和直播水平，甚至超過了有裝
備和技術支撐，並且組成二十多人專
業團隊到現場的其他網站。
我們努力突破各種條件的限制，
運用網絡傳播優勢報道新聞的努力，
受到了同行的關注和受眾的歡迎。大
公報社長到訪內地，聽人們說：現在
我們看境外新聞，除了鳳凰網，就是
大公網了。我們借着百年大公的名
聲，靠着精編新聞、快捷發布，讓大
公網聲譽漸起。我至今還依稀記得一
連串年終統計數據：二○○四年，大
公網日均點擊率（當時我們很少統計
頁面瀏覽量）為二百七十七萬，二○
○五年為三百六十萬，二○○六年為
六百萬，二○○七年則達一千萬，二
○○八年約一千三百萬，之後又攀升
到一千八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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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比，呈現一片宏偉的景觀，相信再也找
不到如此奢華的地方了！」 他的感嘆恐怕
還來自於採集植物帶給他的名利雙收，當
他第一次來到中國西部時，還是一個默默
無聞的園丁，而四次中國之行後，他已聲
名顯赫，並且獲得邱園支付的高達數百英
鎊的總酬金，是當時英國一個中等家庭二
十年的收入。
威爾遜的功成名就，也離不開十九世
紀園藝在英國的盛行，欣賞從遙遠異鄉帶
回來的奇花異草，成為上流社會的時尚。
但一百多年前，整個英倫三島所有植物總
數只有區區的一千五百種，本國植物的稀
缺，對域外植物的渴望，催生了不少和威
爾遜一樣專門在世界各地採集花木的人，
他 們 被 統 稱 為 「 植 物 獵 人 」 （plant
hunter），但毫無疑問植被豐富的中國成
了主要採集地，僅邱園裏引種自中國的植
物就超過五千種，威爾遜稱中國是 「園林
之母」 並不為過。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量中國植物在
十九世紀已經引入西方園林，因此人們認
為未知的植物品種不會太多了，但威爾遜
的發現燃起了西方園藝界對中國植物資源
的濃厚興趣，中國西南的廣袤深山峽谷，
無疑是一處遠未開發的神秘寶藏，成為大
批植物獵人的目標。
比如來自蘇格蘭的喬治．福里斯特，
受愛丁堡皇家植物園派遣，先後六次前往
中國西南收集珍奇植物，他以雲南騰沖為
基地對周邊山區的植物進行了系統調查和
採集，為方便工作他學習漢語，甚至給自
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叫傅禮士。多年來他共

將三萬多件植物樣本帶回英國，其中包括
一九三一年他發現的世界上最大品種：大
樹杜鵑，當時他讓人砍下一株高達二十七
米的大樹杜鵑，並將三米多高的橫截面寄
回愛丁堡皇家植物園，該植物標本現存放
於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大樹杜鵑極為稀
少，中國植物學家在半個世紀之後才重新
發現大樹杜鵑的群落。
這也引發一個極為現實的問題：趁當
時中國處於戰亂，打着科學的名義擅自運
走甚至破壞珍貴植物，他們究竟是 「植物
獵人」 還是 「採花大盜」 ？就像另一個替
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工作的蘇格蘭人福鈞，
在英國殖民機構東印度公司資助下，多次
前往中國西南採集茶樹並成功在印度北部
山地種植，而且還偷走了茶葉製作的工
藝，他的行為與強盜無異。
邱園從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質疑，
其作為大英帝國在世界各地植物園的神經
中樞，曾積極協調在殖民地種植被 「植物
獵人」 發現的新作物。例如十九世紀六十
年代，原產南美洲的金雞納樹被移植到印
度，摧毀了南美洲人從樹皮中提煉抗瘧疾
藥物奎寧的產業。在七十年代，巴西橡膠
樹種子被偷運到馬來西亞並種植成功，對
巴西橡膠業也是一場災難。
客觀講 「植物獵人」 對人類發現和認
識自然界，帶動全球植物大遷徙存在正面
意義，但收集植物過程中巧取豪奪的性
質，以及在對待原產地物種上的種族主義
態度，均需檢討和反思，這樣才能像邱園
之前發表的《變革宣言》所說，要真誠對
園內龐大收藏 「去殖民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