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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參加了幾次香港青年朋友的
活動，想了解香港青年在經歷了社會
變化後在想些什麼，在做些什麼。香
港的專業人才領域一直是年輕人奮鬥
的目標，來自法律、金融等行業的青
年對生活和工作的態度和抉擇非常積
極和務實，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擔當
意識給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年就業難、
發展難。香港青年對外發展的兩個平
台，一個是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另
一個是國際。大灣區在政策支持方面
無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金融領域的
互聯互通、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的實
行以及科創企業的優惠政策等，都為
青年專業人士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
遇。

季輝是香港年輕的執業律師，律
師工作非常繁忙，工作之餘，季律師
還擔任大灣區青年專才協會主席，每
年組織幾次論壇，論壇內容除了專業
領域熱門話題之外，像這場邀請幾位
在專業領域取得不少經驗的人士來分
享他們的經歷，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她還帶領協會青年參與社會公益活
動，創辦 「夢想獎學金」 資助在校大

學生等，盡心盡力。
香港青年組織 「就是敢言」 熱心

社會公益，香港疫情最嚴重的時期，
我也參加過他們推介的義工工作。
「就是敢言」 執行主席陳曉鋒分享了

在中國科技發展中的許多香港元素，
比如阿里巴巴第一個天使投資人和騰
訊的第一個職業經理人都是港人；中
國最大的人工智能應用公司和無人機
應用公司的技術分別來自香港中文大
學和科技大學；中國首個火星 「天問
一號」 探測器也有香港理工大學的貢
獻等等，香港青年要對香港有自信。
他也很理性地建言青年，去內地創業
不是唯一的選擇，在香港同樣可以服
務和貢獻國家，但他鼓勵香港青年多
去內地走走，看的東西越多，視野越
寬廣。

香港青年有社會擔當和務實精
神，且身體力行，相信一定會開創出
自己的一片天地。

京城周末逛舊貨市場，偶然發現
一本舊連環畫《邊防線上》，一番砍
價，三十塊錢拿下。這是半個世紀
前，在江西插隊的陳丹青畫的第一本
連環畫。以前看過翻拍的電子版。這
次意外邂逅，算是 「撿漏兒」 。

若不了解背景，初看《邊防線
上》，很難將其與陳丹青這位油畫大
家聯繫起來。這本書創作於一九七三
年，與那個年代的其他作品一樣，人
物形象、姿態、表情都未免略顯概念
化。然每一幅圖的布局結構，都可看
出作者的審美表達。

陳丹青曾說過： 「我一直以為四
九年後中國最了不起的繪畫既不是國
畫，也不是油畫，而是連環畫。」 筆
者對此十分同意，但又覺得不夠準
確。嚴格來說，連環畫與國畫、油畫
不是並列關係，連環畫是一種載體，
國畫、油畫、水彩以及鋼筆、炭筆等

各種畫法的都有。
改革開放前，美術教育的培養方

向是為大眾服務，宣傳畫、年畫、連
環畫成為了主流表現形式。而連環畫
選材範圍是其中最廣泛的，便成了很
多畫家 「避難」 的港灣。延續到上世
紀八十年代，連環畫進入鼎盛時期，
幾乎所有中外名著都有相應的連環
畫。筆者至今記得，兒時與鄰居家互
通有無，看了全套的《聊齋》《水
滸》，也不求甚解亂翻了《哥倫布》
《巴黎聖母院》。

連環畫，俗稱 「小人書」 ，其實
並不是只給兒童看。有些連環畫堪稱
每一頁都是藝術品。像劉繼卣工筆重
彩《武松打虎》，黃雲松鋼筆畫《神
秘島》，陳逸飛油畫《魯迅在上
海》，王叔暉工筆白描《西廂記》。
可惜，隨着市場大潮的奔湧，費時費
力的連環畫，逐漸沒落。如今有時看
到兒童手裏的一些電腦卡通片，形象
呆板，創作者既無藝術功底，亦缺乏
潛心創作的工匠精神，心中未免學九
斤老太，哀嘆一聲。

小人書不小 自行車友好城市

浪漫的節日快來了
一提起聖誕節這個節日，總是會聯想到冰天

雪地的環境，繼而想起《冰雪奇緣》裏的安娜、
艾莎和可愛的雪寶模樣，那是一齣充滿浪漫的奇
幻音樂劇。

踏進十二月，氣溫雖然還是有點兒暖洋洋的
感覺，但各商場內的聖誕布置，都已充滿濃濃的
節日氣氛；聖誕老人、盛載着禮物的小鹿車，還
有雪人和閃爍的聖誕樹以及五光十色的禮物，最
令小朋友們心動的，當然是各式各樣的聖誕玩具
了。

而對女士們來說，最吸引目光的自然是一系
列的聖誕彩妝品。每年到了這時刻，就像時裝師
為不同季節而精心設計的服裝一樣，各大化妝品

牌都會在旗下的美妝市場推出各種類別的節日產
品，特別是彩妝部分。因為節日關係，各式美妝
用品需求大增，無論是自用或作為禮物，此時推
出的妝品，多會用特別的包裝系列來吸引顧客，
當中不乏是限量版，尤其是聯乘系列。

除了限量版的節日包裝，一些聯乘的特別產
品，更是每年難得的選購機會，成為美妝品最受
歡迎的項目，像植村秀品牌的劇場版 「美少女戰
士」 ，眼影組合 「棱鏡一號及二號」 、 「月光之
境」 眼影及光影粉，藍色主調和閃閃金光的精美
包裝，都是限量彩妝品的主調。

法國紀梵希品牌的冬雪夢幻彩妝四色蜜粉、
絲滑唇膏，還有YSL聖羅蘭品牌的節日彩妝限量

系列，十色的彩妝盤，包括有玫瑰色、金色和深
紅色，喜愛低調一點的則有米色和啡棕色，還可
用作胭脂粉，一盒彩妝眼影盤，已可搭配不同衣
飾，滿足整個節日妝容的需要。

為了迎接這浪漫的節日，眾多美妝品牌都會
各適其適，推出不同層級的產品應節，讓消費者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港青的視野

這幾年，生活的外部環境急劇變
化，都市興起戶外運動風，重新帶火了
騎行。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擁有濃厚的
騎行氛圍。在城市裏騎自行車，最心慌
的莫過於缺少騎行道路配套，現在這種
擔憂可以逐漸減少了。

家在深圳，最近出門，驀然發現很
多熟悉的道路最兩邊畫上了約一米多寬
的藍色實線，貼近馬路中央的一邊設了
路側護欄，這是自行車專用通道，不時
有騎車的路人悠閒地踩着自行車一閃而
過。翻看本地媒體報道，得知這是深圳
打造 「慢行交通友好城市」 的具體舉
措。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自行車在深圳
還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隨着城
市發展規模越來越大，更多的小汽車湧

上街頭，在快速機動化的浪潮中，由於
空間資源緊張，原本的自行車道被取
消，深圳城市中心區幾乎不見自行車的
身影。但近年來深圳地鐵建設快速發
展，地鐵接駁需求增長，特別是共享自
行車的迅猛發展，加之休閒健身需求不
斷增加，自行車交通正在快速回歸城
市。

把自行車道歸還於民變得非常迫
切，順應形勢，深圳提出了建設 「自行
車友好城市」 的方案，倡導綠色出行，
還專門編制了自行車交通發展規劃，明
確自行車交通發展定位，即自行車交通

是綜合交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
他交通方式同等重要。

隨着城市自行車道不斷地變長，越
來越多的市民加入騎行大軍。有一個統
計數字，截至目前，深圳共享單車投放
量四十二萬輛，註冊用戶二千多萬人，
累計騎行量近三億人次，日均騎車量較
新冠肺炎疫情前提升約一點五倍。還有
一個顯著趨勢是， 「軌道＋騎行」 的出
行方式被熱捧。

一個城市的發達程度，不僅要看馬
路有多寬，也要關注步道有多長，是否
有自行車道。 「友好」 ，意味着社會既
能提供普惠性的、高品質的公共服務，
也能提供和滿足部分小眾、個性化的需
求。希望 「自行車友好城市」 不負 「友
好」 二字。

亨利．摩爾被譽為英國最傑出的現
代藝術家之一，他創作於一九八○年的
雕塑《女人坐像》，最近成為輿論熱
點。《女人坐像》先在今年佳士得拍賣
中以一百三十萬英磅售出，後又被民眾
目擊被部分包裹着運抵唐寧街十號。於
是，深陷四十年來最高通脹之水深火熱
的英國民眾怒了，狂轟政府慷納稅人之
慨添置 「奢侈」 雕塑，而唐寧街方面則
宣稱該雕塑來自 「慈善捐贈」 云云。

圍繞《女人坐像》的是是非非，外
人一時難辨真偽。可以肯定的是，一入
侯門深似海，現豎立於英國首相府花園
的《女人坐像》，今後除非是極少數有
資格進入唐寧街十號的達官顯貴，民眾
怕是難有機會再睹摩爾這一最具代表性

的女性雕塑之真容。
相比藏在 「深宮 」 的《女人坐

像》，摩爾另兩座雕塑《尖環》和《對
環》，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運抵香港後，
一直豎立於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的中
環，與川流不息的行人擦肩而過，在
「石屎森林」 中呼吸，被維多利亞港的
海風吹撫了四十多年。

豎立於交易廣場的《尖環》，是摩
爾創作於一九六八年的青銅雕塑，由置
地公司於一九七四年購入。《尖環》是
摩爾多項呈現尖角的雕塑創作之一，當

中伸出的尖角渴望互相觸碰卻可望不可
及，營造出一種戲劇性趣味和動感的張
力，自然流出，渾然天成。

摩爾創作於一九六六年的青銅雕塑
《對環》，由置地公司於一九七五年購
入，豎立於怡和大廈康樂廣場的水池之
上。《對環》中的雙環在變形中保持平
衡，呈現摩爾的標誌性風格，作品表面
粗幼有致，觸感各異，予人均衡和諧之
美。《對環》圓形中空的形象，穿透的
空間，與周遭的建築物遙相呼應。

因工作的關係，筆者常在中環行
走，每次與《尖環》和《對環》面對
面，總會想起亨利．摩爾的名言：孔洞
本身如同實心的體積一樣具有形體的意
義。

日本便利店集團「羅森」（LAWSON）
負責人最近為大阪某分店貼出的告示而
公開道歉，公關災難全因分店職員的傲
慢和愚笨而起。

到外國旅遊，言語不通，許多時候
也要配合身體語言，指手畫腳一番才能
讓他人明白自己的需要，然後給予協
助，例如在餐廳點菜、於地鐵站購票和
到便利店購物。日本是旅遊業發達的城
市，但日本人的英語聽講能力一般不
高，因此遇到不諳日語的外籍人士，
「雞同鴨講」 的情況在服務行業理應見
怪不怪。許多時候遊客只能指着餐牌或
貨品，簡單用英語說句 「This One」
（這個）向服務員傳達選擇意向，偏偏
大阪某 「羅森」 便利店的職員卻覺得這

樣不受尊重，竟在擺放即食肉包子的櫃
上貼出告示，禁止外籍人士說 「This
One」 ，必須用完整句子說 「給我一個
肉包子」 才能購買。事件在網上公開後
受到公眾猛烈抨擊，普遍認為該店對外
籍顧客的要求無理又嚴苛，服務態度異
常傲慢無禮。其實不懂日語的人說
「This One」 只是權宜的溝通之策，並
非存心不尊重店員，而且往往接着說
「Please」 表示禮貌，不明白為何該店
職員對這表達方式那麼反感。集團負責
人向公眾解釋該店為怕拿錯貨品給顧客

才張貼告示，這理由卻難以服眾，難道
日後遊客進便利店購買付款處貨架的東
西，都要用完整句子說話並唸出貨品名
稱才能獲得店員的服務嗎？

對顧客作上述要求還不算奇葩，令
人詫異的是那告示竟然是用日文寫的。
明明顧客已不懂日語，難道店員會認為
外籍人士可以看得懂日文告示然後遵從
購物規則嗎？態度傲慢已經不當，愚蠢
更是可笑，可憐負責人還要為那麼拙劣
的行為公開謝罪與收拾殘局。現在該店
不但成為國民笑柄，還惹來好事之徒到
訪惡搞，紛紛指着肉包子向店員說
「This One」 。知名集團竟因肉包櫃上
一張告示而招致滿城風雨，真是倒霉得
很。

愚蠢的告示

《尖環》與《對環》

最近的狀態，用 「couch potato」
（沙發土豆）來形容真是精準至極。這個
俚語來自於早年間，大眾媒介剛盛行的時
候，形容人們成天待在家中、窩在沙發裏
看電視。不想年輪轉到了二○二二年尾
聲，一個世界盃，一個新冠病毒，竟讓很
多人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回了那個時代。

世界盃，當然有熱門也有冷門，弱隊
的掙扎強隊的抱憾，很多時候只在一念之
間。競技體育用最直接也最殘酷的方式向
世界證明，不到最後一秒，答案永遠都不
確定，你也仍舊有奮力一博的機會。只是

這個時候的我，不知道該心疼自己，還是心疼那些遠
在六千多公里之外，綠蔭場上的英雄們。

慶幸還有足球陪伴，窩在一籌莫展的沙發上，一
邊熱血沸騰，一邊狂刷外賣軟件尋找能量補給。此刻
的我們，再也不會嫌蛋糕太甜、奶蓋太濃、蔬菜無
味，但凡能點到烤魚這樣的 「硬菜」 ，都足夠開心一
整天。有時嘗試自己做飯，把冰箱角落裏被打入冷宮
的食物們拿出來，看完日期標籤後，來一次久別重逢
的靈魂對談。結果不一定滿意，但至少過程有趣，就
像你永遠不知道小葱還能切得再細些，跟蛋液一起炒
香，蓋在熱乎乎的米飯上，就能吃到自己感動涕零。
再然後重拾拌飯這一門手藝，屢試不爽，猛然間想
到，每次看見大街上的狗狗把剩飯剩菜吃得噴香，現
在完全不用羨慕，只要對生活有足夠的堅持，一碗拌
飯，作為人類的我也能吃到忘乎所以，嘴角流油。

日常零食是堅果，堅果真是個好東西，又樸實、
又解饞。只是買堅果的地方，有時供貨不足，偶爾聽
聞一個區域爆發新冠肺炎病例，周圍一片立刻變成
「暫停營業」 ，原本等着接單的小哥也不知道跑去了
哪裏，希望風裏雨裏的他，既然跳出了沙發，就再用
力一下，奔向遠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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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和電話的騙案不停發生而且不停
被揭發之後，為什麼類似騙案仍是有增無已
呢？

一是利用懼怕心理，騙徒恐嚇他們被控
洗黑錢，恐嚇走私物件被扣查，恐嚇他的親
人被捕要保釋金……

一是利用貪婪心理，騙你參加有賺無蝕
的投資，初時略有斬獲，在加額投資後，一
去不回。

一是利用求職心切，介紹無專業要求、
薪酬優異的筍工，但要繳交這樣那樣的費
用，結果成空。

一是利用感情，打扮成多情、多才、多
財，成為戀人後，用這樣那樣的理由騙財。

被騙者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生活在
一個封閉空間，不看報、不聽電台、不看電

視新聞，所以才會對這方面的報道一無所
知。你會問：我們的社會真有這樣的人？答
案是的確有，哪怕只佔全港人口的百分之
一，已經有七萬個懵懂市民。

正因如此，他們才會隨便把銀行賬戶密
碼告訴人，才會隨便把大筆資金轉給人，才
會對未見過面的人託付終身。

防騙應是每個家庭談論的話題，尤其是
家有長者的，要講述常見的詐騙手法，要提
醒別回應可疑電話和電郵，一有懷疑就要跟
家人商量。

為何騙案停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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