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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地，國慶有七天假期。身邊
的夥伴們都出門遠遊，我回到家裏，
與故友與父母安靜祥和地響應要求，
就地過個國慶。

第一天的路上，並不似以往般整
街紅旗招展，倒是每一面高揚的紅旗
都乾淨簇新，稍有些國慶的氛圍。稍
微修整，我便出街與朋友們簡單聚
餐，準備與夥伴們在流汗中度過這個
十月一日。

健身的流程倒不複雜，以團課為
主，但是與朋友們一起在健身課堂揮
灑汗水的感覺還是頗為奇妙，一堂熱
力滿滿的課程後，後續的環節倒真的
頗給人驚喜。

只見教練從一個小包中拿出一小
把國旗，細心地給每一位上課的學員
發上一個。朋友還為我們細心地準備
了紅領巾，紅領巾加紅旗的組合，瞬
間讓我們回到了以前相識的舊時光。

與朋友們的相聚，也讓我對這個
時代的同齡人們有了更具象而深刻的
了解。

網上許多人談及與我年齡相近的

九○後時，總以 「躺平」 「潤」 為代
名詞，認為我們缺乏前進的鬥志與對
國家熾熱的愛。實際上，生長在物質
不甚缺乏的環境中，我們這代青年人
更多地將以往長輩們外化的情緒內化
為實際的行動。嘴上說着 「幹不動
了」 「躺平」 ，行動中將工作一點點
幹好，眼中能清楚看到整個世界的發
展，甚至也在海外有過生活工作的經
歷，但最後回到國內工作生活。雖然
工作生活仍然在起步階段，可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是這代人前進的動力也是
奮鬥的目標，這種目標更現實也更具
象。

這不，健身完，門口的餐廳也打
出：為慶祝國慶，衣服裏有紅色的顧
客能拿到一個小禮物。這不，小小國
旗與紅領巾的一抹紅，成了國慶的一
波小小 「彩蛋」 。

胡雪巖有 「紅頂商人」 之譽，因
為他靠着經商博得了頭品頂戴、賞黃
馬褂准紫禁城騎馬的殊榮。胡雪巖本
名胡光庸，據說因助浙江巡撫王有齡
「發達」 而在商界出人頭地。太平軍
破杭州城王有齡自殺身亡後，胡雪巖
又受到左宗棠的青睞，多次在奏摺中
予以褒獎，說他 「素敢任事，不避嫌
怨」 ， 「實屬深明大義不可多得之
員」 。左宗棠任浙江巡撫期間， 「委
任益專，卒得其力」 ─可見胡雪巖
是個幹才，不但經商很有一套，出手
辦理軍火、籌糧籌餉也 「援急可
恃」 。當左宗棠率軍西征保衛新疆之
際，胡雪巖受左宗棠委託 「辦理上海
採運局務」 ，籌餉購械 「無不殫誠竭
慮，黽勉求之，始向洋商籌借巨款，
格於兩江督臣非體之議中止，續屢向
華商籌借，均如期解到，幸慰軍
心」 ，可以說，左宗棠在西北 「荒瘠
寒苦之區」 ， 「人物凋殘殆盡」 之
地，能夠軍心穩定一戰而勝，與胡雪
巖強大的後勤保障能力密切相關─

在華商借款不敷之時，胡雪巖甚至
「勉竭己資，並勸各親友助同出借，

計借十萬兩，以副期限，不取息
銀」 。很顯然，在保衛國家領土、捍
衛國家主權的西北戰事中，胡雪巖可
謂勞苦功高。

胡雪巖在經商方面的突出才能，
得到左宗棠的一再稱讚，他在與朋友
和親人的書信中，毫不掩飾他對胡雪
巖的欣賞： 「胡雪巖，商賈中奇男子
也」 ， 「胡雪巖人雖出於商賈，卻有
豪俠之概」 ─要知道，能得到目無
餘子的左宗棠的誇獎，可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有才幹有魄力
的經商能人，卻因廣置妾媵，奢淫過
度，加以在經營上擴張過度，導致流
言四起引發擠兌，其一生心血所寄的
阜康錢莊，竟至面對 「競往取所寄
者，一時無以應，夜半遂潰，劫攘一
空」 ，一世盛名，毀於一旦。

「紅頂商人」 胡雪巖堪稱中國近
代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的超前意
識、過人眼光、敢於擔當和商業才
華，是他成功的基礎，卻也是他悲劇
的根源。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着實
令人感嘆。

胡雪巖 重陽話養老

跳出來的港姐時裝
「跳出非凡精彩」 ，這是今屆

電視台最初招募港姐報名時所用的
宣傳語句，象徵擁有美貌與智慧的
佳麗們不要再猶疑了，快些跑去報
名參選，考驗一下自己的實力吧。

經過多個月的籌備工作，一年
一度的選美盛事日前終於進行了決
賽，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屆取消了
初賽，十九位不同年紀、不同美貌
的準港姐日前齊集在紅磡體育館一
決高下。

今屆主題是環繞港姐五十周
年，所以節目中有歷屆佳麗分享回

憶當選時的感受，而闊別十二年重
歸紅館舞台，也讓這個選美節目增
加了一點特別的意義。是晚節目由
兩位歌星帶領十九位佳麗和司儀組
合出場，並介紹當晚評判團成員，
選美盛會由此展開。

司儀組合中的鄭裕玲，淺桃紅
色晚裝長裙，胸前及腰間有銀色裝
飾，外配紅色長外衣，一貫有水準
的衣着風格。麥美恩的金色幼帶晚
裝，也穿得亮麗。四位前輩級男司
儀組合，曾志偉、陳欣健、陳百祥
和鄭丹瑞，服裝設計各有特色，細

看阿叻哥的服裝，連頭上髮色也互
相配合，鄭丹瑞則是時尚流行的混
色搭配西裝；也看到評判席上久違
了的甘國亮，黑色暗花西裝和琦琦
的黑色晚裝，衫身有不同顏色的閃
亮心形和星星作配，很漂亮。

佳麗們在出場介紹自己時的晚
裝，衣飾大部分以純色和閃亮元素
為主，配上誇張的花飾，到黎明出
場時則改配全白色套裝，展示佳麗
文靜的一面，節目到此只餘十位佳
麗參賽，一如既往問答環節以泳衣
上陣，比堅尼款式，設計與色澤都

顯得相當漂亮。
五位準港姐爭奪后冠，冠軍林

鈺洧和季軍梁超怡都是穿有薄紗裝
飾的金色晚裝，而亞軍許子萱則是
略帶性感的低胸金色晚裝。環顧全
晚參賽佳麗和眾嘉賓們的衣飾，各
有不同的設計和風格，都予人華麗
和賞心悅目之感，整體是成功的。

一抹紅

重陽節來臨，養老話題再次進入公
眾視野，一則 「計劃生育先進縣面臨養
老困境」 的消息，在網絡平台引發熱
議。

江蘇南通如東縣一九六○年代初就
率先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此後保持了低
生育水平，已連續二十多年實現人口
「負增長」 。分析預計，到二○三○年
如東六十歲以上人口佔比將達百分之五
十七，可謂名副其實的 「中國最老
縣」 。

隨之而來的，是老齡化社會給如東
帶來的嚴峻考驗。縣城街上的三輪車夫
幾乎清一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活躍在
建築工地和企業工廠之中的，也大多是
滿頭白髮的老年人；村莊裏許多土地撂
了荒，偶爾看到的農忙場景，也是佝僂
着腰的老人在勞作。

如東縣的現在，或許就是二十年後
中國的縮影。 「銀髮浪潮」 席捲之下，
要解決勞動力供給收縮與養老需求快速
上升的棘手難題，除了加快普及人工智
能等先進技術之外，還應想方設法激活
低齡健康老人這一人力資源寶庫。

統計預測，二○三五年中國共有四
點一五億六十歲及以上老人，其中三點
零二億為六十至七十四歲的低齡活力老
人。他們當中大部分生活自理能力較
強，可自由支配的時間較多，若能為他
們提供再就業或參與志願服務的機會，
無疑是發揮他們人生價值、推動社區互
助養老的有效途徑。

著名的 「朝陽大媽」 ，顯然就是低
齡老人參與社區管理的最佳範例。而在
廣州，不少社工組織也推出了 「電話大
使」 服務，讓退休不久的初老者通過電
話聊天方式，為獨居高齡長者提供心理
疏導服務。幾年來， 「電話大使」 服務
高齡老人超過兩千人次，長期處於 「關
懷飢渴」 的老人們得到心理慰藉，也與
服務者建立了深厚情誼。對他們來說，
老人服務老人的意義在於相互攙扶陪
伴， 「讓變老這件事多了一分快樂和從
容」 。

衡量一個社會是否真正發達，老年
人的幸福感是重要指標。如何才能從制
度上為他們完善保障，從情感上為他們
提供支撐，是整個社會亟需高度重視的
課題。因為關注老年人，說到底就是關
注我們自己的未來。

「左麟右李」 ，是香港歌手譚詠
麟、李克勤音樂組合的名稱。在香港，
有《左麟右李》歌曲，有 「左麟右李」
音樂專輯，有 「左麟右李」 餐廳，還有
眾多的 「左麟右李」 演唱會。

由於疫情及其他原因， 「左麟右
李」 已久未在香港合體演出了，讓歌迷
驚喜的是，在今年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播
出的 「中國夢．祖國頌」 國慶晚會上，
譚詠麟與李克勤合作演唱一首《家
園》，兩人身穿白襯衫黑西服，中氣十
足的歌聲和充滿活力的表演，讓人們暫
時忘記了舞台上的兩位歌者相加超過一
百二十五歲的年齡。

譚詠麟與李克勤，二人年齡相差十
八歲，惺惺相惜。作為晚輩，李克勤一

直視譚詠麟為唯一的偶像；作為前輩，
譚詠麟認定李克勤是自己的接班人。李
克勤曾在一個節目中憶述， 「我十八歲
的時候參加歌唱比賽拿了冠軍，然後簽
了當時的寶麗金唱片公司，就跟他（譚
詠麟）同一家公司。感覺就像做夢一
樣，他從我的偶像變成我的同事，這太
神奇了！」

更神奇的還在後面。二○○二年二
月，李克勤在紅館舉行《李克勤情情塔
塔演唱會》之後，接檔的便是譚詠麟
《港樂Alan Live》演唱會，由於兩人的

演唱會均反響熱烈，於是二位歌手一同
舉行記者會宣布各自的演唱會加場事
宜。結果，有記者看見以《譚詠麟李克
勤演唱會記者招待會》為題的新聞稿，
卻誤以為是譚李二人合辦演唱會。記者
的這一場 「空歡喜」 ，意外地促成 「左
麟右李」 組合的誕生，譚詠麟與李克勤
從此雙劍合璧，從公司同事變成組合拍
檔。二○○三年二月，一連十二場的
「左麟右李」 演唱會在紅館打響頭炮，
從此踏上「左麟右李」逾百場演唱會的合
作之旅，足跡遍及香港、台灣、澳門、
東南亞、澳洲、美國、加拿大等地。

明年是 「左麟右李」 成軍二十周年
紀念，歌迷們期待譚詠麟和李克勤帶來
新的驚喜。

我在疫情期間多看了網絡電視劇，
內地劇、日劇、韓劇，各自精彩，百花
齊放。若論題材多樣化，內地劇的發展
確是一日千里。然而，我通常都以近代
劇為首選，對於改編自小說的劇集更有
信心。古裝劇一般不屬於我的優先選
項。究其原因，戲劇必然具創作成分，
否則難將現實世界的事情去蕪存菁，藉
此構成戲劇衝突或諷刺。古裝劇雖然遠
離現代世界，卻不能過度脫離史實，否
則難令觀眾入戲，甚至令人失笑。由
是，既具史實背景，同時亦可發揮戲劇
效果，實在並不易為。

早前在內地火紅的電視劇《夢華
錄》，最近亦在香港的免費電視台黃金
時段播放。我好奇《夢》劇能否適合香

港觀眾口味，於是便在網絡一口氣看完
內地的四十集版本，尋找答案。

《夢》以北宋汴京為背景，兩條主
線分別是趙盼兒、宋引章和孫三娘三位
女士，如何從 「賤籍」 的身份奮發自
強，闖出女性天地；另方面就是趙盼兒
與皇城司武將顧千帆的男女情緣。

全劇起首七集以《趙盼兒風月救風
塵》為楔子，就如關漢卿的曲本一樣，
趙盼兒整治周舍，將歌伎宋引章救出深
淵。此期間，盼兒結識了千帆，二人初

期不睦，但漸生情愫，經歷重重波折，
最終當然是大團圓結局。

全劇首要主旨就是如何打破階級差
異和性別歧視，我相信這亦是該劇集吸
引觀眾之處。宋朝着重階級觀念，即
「士農工商」 有序，但商人的地位仍處
末席，難以被人敬重。三位娘子本已出
身低微，但靠着精明頭腦和曲藝及廚
藝，在繁華汴京先開茶坊，後開酒樓，
排除萬難的過程確是引人入勝。然而，
四十集的劇情亦有欠利落，尤其在末段
有關盼兒和千帆之間的誤會，以及二人
向傳統朝政不斷挑戰，便令人摸不着頭
腦。古裝劇的平民角色可以在禁宮自出
自入，並與皇帝直接對話，實在匪夷所
思。

《夢華錄》

左麟右李

以前的節日先有情、再有物，一個日
子一種由來，或鑽到教科書裏去跟古人共
情，或眼望江河湖海，以無比摩登自在的
方式一一詮釋；現在的節日，枱曆還是翻
到那一頁，路數卻變了，更像是以吃銘
志，以物載思，先有花樣百出的噱頭，再
有不露痕跡商業目的下的人間記憶。

心理學早就說過，人類的記憶最靠不
住，會因為主觀傾向而偏頗，甚至刻意過
濾、美化、拼接。活了些年歲之後也深有

體會，特別是那些被歷史車輪鐫刻下的日子，在一代
又一代人身上，總能看到特有的標誌性模樣。無論褒
貶，每一次的 「更新換代」 也確實不復當年，每一回
似是而非的紀念，也都好像無形中丟掉了點什麼。

如今的我們，因為糉子而記得端午，因為月餅而
不忘中秋。少有人意識到這個跟寒露前後腳到來的重
陽，也曾在秋水長天中吟誦夢想，在歲月漫長裏抵抗
暮年風霜。畢竟登高望遠，擺宴敬老，都是古人做的
事，數千年時光奔波，別說沒心思遍插茱萸，就連喝
杯菊花酒大概都是奢侈。流行於江浙一帶的重陽糕，
幾乎也成了稀有物種，年輕人對它知之甚少，只有爺
爺奶奶輩，能邊吃邊唸着秋色正好。我腦海中也只剩
下小時候的記憶，一塊端莊秀麗的糕點擺出來，挖一
下，裏面竟然是滿滿的豆沙板栗蓉，暄軟的糕身溢出
糯米香，嵌進去的核桃蜜棗青紅絲，也顯得沒那麼面
目可憎了。

可惜跟重陽糕僅有幾次交集，再後來家中老人相
繼過世，他們的生活、飲食習慣也被留在了那些年月
裏。偶爾在思緒漲潮時，能模糊喚醒重陽糕甜糯溫婉
的味道。細細想來，重陽節可真吃虧！甚至沒有一種
能讓它長久沿襲下去的方式，明明身邊父母已青春不
再，明明自己有天也會雙鬢斑白。

重
陽
糕

一位青年負責我家花園改造的地台工
程，幾百呎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從
搬運碎石、沙土到攪拌英泥，全是苦力
活，僱用他的老闆中午給他送飯盒，有時
也會幫幫手，但大部分工作是他一人在
做。從早上九點至傍晚六七點，酷暑之下
埋頭苦幹，廁所都很少上，喝進去的冰水
都變成了汗水，皮膚曬成 「非洲色」 。

每塊面積約兩呎的長方形白色地磚，
在他手裏就像珍貴物件，先是散開碎石，
抹平英泥，再按測平儀將磚一塊塊鋪下，
每鋪一塊就以器械震平，磚塊之間還要用
儀器擰緊固定，縫隙另外抹石粉膠……從
未留意過鋪地磚需這麼多道工序，我先生
說這是技術活， 「日薪至少一、兩千元，

這孩子能幹，何愁賺不到 『首期』 。」 見
識了他工作的鄰居也是讚不絕口。

欣賞這位青年的匠心，台階及大小花
槽的邊沿被他磨得光滑，地台永遠保持着
潔白，美觀得似藝術品。青年說幹此行六
七年了，以前在九龍工作，近兩年經朋友
介紹到新界來。問他想過開公司嗎？他說
有想，但要考慮人脈、資金等因素，非易
事， 「不急，看機會吧！」

這位青年











漂遊記 杜 若
laser.li.h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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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笑臉莫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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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二、四見報

紅塵記事 慕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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