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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沉的王室注入生氣，她也母憑子
貴，隨着地位的牢固和成熟，風頭
無雙，其高挑的身材更被時裝界看
中，捧為英倫時尚代言人，成為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受攝影師歡迎的
世界名人。不過，這位表面風光的
王妃內心卻很孤獨，因為早婚，對
王室森嚴的制度欠認知，加上跟丈
夫在年齡和思想上的差距，溝通出
現問題，日積月累，形成抑鬱，以
至出軌，不但導致離婚，更造成車
禍身亡之悲劇。
她的經歷早讓人看透了王室存在
的種種利弊及其內部陰森的一面，
但是，嫁入王室仍然是不少女人的
夢想，包括當過十多年演員的美國
女人梅根。
從梅根的成長經歷、張揚個性，
她和王室的衝突是預料之事，事實
上，她和哈里也於去年初在未知會
白金漢宮下自行對外宣布脫離王
室，不再履行相關義務，日常開支
也不再由王室承擔。既然如此，人
們以為這對夫婦會低調過日子。
但梅根本性難改，以她的荷里活
背景，沒理由不知專訪的價值。所
謂清官難斷家務事，王室當然不是
普通家庭，只是梅根所指控的都是
一些「人所共知」的制度產物，予
人發洩個人情緒、爭風吃醋之感。

摘下建制派帽子 做建港力量

隨着《香港國安法》
落實，再到中央出手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鐵定
小臻
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政策；加上泛民「反中亂港」的激進分
子紛紛外逃或被捕，香港政局的改變焦
點自然落到將來有機會成為管治階層或
主力議政團體的建制陣營上，所以輿論
就有「沒有泛民挑戰政府，建制派要面
對能力和責任的考驗。」「權力愈大責
任愈大建制派要好自為之 」之說。權
力愈大責任愈大說法是沒有錯，不單止
是建制派，對所有管理層官員都一樣合
用的。
而隨着中央提出的「愛國者治港」
的準則，香港未來實在不該再有建制派
的稱謂，因為能合資格進入參與行政、
立法領域的人都已經是為建設香港而來
的，形成一股建港力量，再不會有親疏
有別之事。相信政府官員落實政策時不
用花太多精力去應付做游說政黨支持的
工作，集中精神與代表各界利益的議員
討論，找出最好的方案，平衡各方利
益，達到施政有效率，社會和諧。
中央也表明，在愛國愛港前提下日
後愛國的民主派可以存在，反對的聲音
亦會存在，冀大家回歸理性討論。相信
中央明白，畢竟香港未來廿幾年仍然實
行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認為中央擁有主導權，香港已
經不是昔日的「港人治港」，那就要從
另一個角度看？中國領導人有能力可以
令中國內地行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的
「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相信中

央也會為香港設計出一條適合香港行的
路，具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
香港政局的改變，造就建制新勢力
冒起， 不思進取者那怕是建制派陣營
的人一樣將被淘汰，這種情況必然會發
生，不需要某些媒體刻意渲染、分化。
「建制派」跟「精英」沒有必然的對
立，兩者可以二合為一，你我都可以努
力令自己變為建制精英的，承擔起服務
香港的使命。
新制度擴大選舉委員會權力及人
數，立法會議席亦增加，分散了政黨掌
握的權力，不再存在某政黨被視為既得
利益的問題。政治遊戲規則出現巨變，
必然加快權力再洗牌，不想被時代巨輪
淘汰，政黨、團隊人人都要講求拿出真
本事，為香港社會謀福祉。所以新形勢
下對所有從政人士都係一個機遇及挑
戰。
有人謂中央對治港愛國者的能力和
表現將有更高要求，「服務不好市民就
必須下台」。其實服務不好市民必須下
台在內地一直發生，睇睇「新冠一疫」
有多少個地方官員下台就知道。
香港叻人不缺，但缺乏有品德有使
命感的人才，培養既熟政策又懂政治的
人才才是香港當務之急。近年因為直選
關係，政黨工會愈來愈被民粹主義牽
着走，希望新制度下政黨可以放開包
袱，爭取發揮的空間，以實力向港人
證 明 ， 有 決 心 、 有 能 力 改善經濟民
生，成為真正建港力量。所有年輕精英
才俊，願意為改革香港出力，未來將可
以大有作為。

種在門外的旋覆花

主人不在家，我把鎖着的兩扇門推
開一點兒，門內的看家狗衝到門口，
又趕緊把兩扇門帶嚴。看家狗並沒離
去，不停地吠着，似乎在猜我下一刻
想幹什麼。我看見朋友家門外種着不
少旋覆花，這小花又名金佛花、金佛
草，黃花、黃蕊，非常好看。曾聽好
友趙大夫說過，旋覆花能入藥，生用或蜜炙
用都可，降氣、消痰、行水、止嘔。清代趙
瑾叔在《本草詩》中寫道：旋覆花開洵足
珍，別名金沸草稱神。蕊繁最喜生家圃，根
細空教產水濱。鹹可軟堅痰不老，溫能散結
氣俱勻。
給朋友打了手機，他回話讓我等一會兒，
看看門前的旋覆花吧。因路上堵車，還要半
小時才能到家。於是，我就站在他家門外，
蹲下身悉心看旋覆花，此時花兒開得正艷，
這兒一簇，那兒一朵，在門前鋪就一幅金色
的畫卷。想起汪曾祺的一句話：「如果你來
訪我，我不在，請和我門外的花坐一會
兒。」自我嘻哈之間，竟興趣盎然起來，金
黃色旋覆花，似濃縮版的向日葵令我生出無
限驚喜。
大門擋住去路，旋覆花卻送我一地詩篇。
記得文友魏霞也是訪友不遇，卻因朋友家的
凌霄花鋪了一牆，火紅的花朵燦若雲霞，讓
她莫名驚喜，於是連連用手機拍照。季羨林
先生曾寫過一篇短文——《自己的花是讓別
人看的》。講的是自己在德國留學期間，看
到德國人喜愛把花兒栽種在臨街的門窗外。
人走在這樣的街上，彷彿置身於人間仙境，
心情舒暢自是不言而喻。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把花兒
種在門外的人家，是那些最有生活情趣住戶
的「惠民」之舉，這也顯示了「本人不在花
兒在，另有笑臉來待客」的美妙情境。身為
菊科花卉的旋覆花，足有半人之高，花枝密
集，莖幹挺拔，花朵生在主枝與側枝的頂
端，直徑 1-2 厘米，種群簇擁，陣容強大。
我聽趙大夫說過，旋覆花這味草藥最好養
活，適合粗放管理，極耐修剪，剪過的旋覆
花花枝密集，育花量多。

琴台客聚

英國王室再鬧新
聞，已脫離王室的哈
呂書練
里王子和夫人梅根日
前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名嘴
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專訪，
大吐苦水，梅根更爆有王室成員指
其長子阿奇（Archie）膚色「不知
有多黑」，不希望阿奇成為王子云
云。訪問一出，輿論嘩然，英王室
自然被批種族歧視，威廉王子出面
反駁。結果，一場指控和反指控之
戰幕拉開，乃至上升至英美文化戰
爭之高度。
英國挾着帝國餘暉，王室成員比
一般歐洲國家如丹麥、日本和一些
中東國家的受世人注目，他們因為
享用納稅人的錢，一方面受國民監
督，另方面也給眾人消費，尤其被
視為飛上枝頭的王妃們，從出身、
到顏值、到衣着、到談吐，無不在
媒體鏡頭下被放大，供人談資。
置身這樣的輿論圈子中，難免產
生壓力，她們討厭傳媒，卻同時利
用傳媒，為自己造勢，也為自己鳴
冤。二十多年前的戴安娜如是，她
身後的兩個媳婦也如是。
戴安娜當年嫁給查爾斯王子時，
時年 20 歲，臉上尚未脫稚氣，羞澀
兼青春成為最大本錢，她的出現及
其後誕下的兩個王子，為當時死氣

傅昱

獨家風景

梅根
「申冤」

新春後到中環銀行與相熟的客戶經理見
面，在會客室處理業務後閒聊一兩句，他
方芳
忽然說，過年往親戚家拜年，事後親戚家
居大樓出現確診個案，他馬上自費去做了
檢測，幸好是陰性，有驚無險。我也為此抹一額汗，如
果他早說，我就不會去見他了。
兩天前，客戶經理又邀請往訪，我第一時間就問，你
們銀行可有受感染？這陣子因為健身群組的感染個案波
及金融、銀行業人士，連滙豐銀行總行也因出現個案需
暫時關閉。銀行之間的人士往來聯繫密切，有潛在的風
險，能不見，暫不見，需要觀望。
這一年，「觀望」已成了我們的新常態，注射疫苗仍
在「觀望」。因為接種疫苗後出現數宗長者死亡個案，
朋友圈中的長者，都顯得謹慎了，都在「觀望」。
專家都明確說，死亡個案都是死者自身的慢性疾病所
致，與接種疫苗沒有直接關係；但有沒有「間接誘發」
的因素，專家也說不清楚，只能說需要時間考證。正是
這疑慮，造成推行疫苗計劃的滯點。
本來，長者被列入優先接種群組，保護長者也是國際
共識，政府若能為市民解開這心結，相信長者接種會踴
躍得多。族中有一老是 80 多歲的「老頑童」，身體狀
況好，手靈腳靈，雖是獨居，但活動能力非常強，常有
老友聚會，港九各地周圍去，大家都覺得她應往接種，
以免在社區受到感染。
但老人堅決拒絕接種，理由是自己 80 多歲，隨時
「走得」，趁自己還可以自理，正享受餘暉，為什麼還
要冒打針的風險？正是打又死（未必），唔打又死（未
必），我們說不過她，只好留下一句，問問家庭醫生。
長輩笑說，她沒有家庭醫生，看病都在公立醫院，很
久才見一次醫生，次次見不同醫生。事實確如此，公立
醫院病人那麼多，醫生能有時間和耐性為長者解說嗎？
解決不了的事，也只能繼續「觀望」。
話說回來，如果大家都在「觀望」，疫情反覆，生活
不能改變。

家家廊廊

千萬片酬明星，億 發自善良內心的對白，精練自然得
萬金元製作，背景華 如飲醇醪。感情戲不以催淚譁眾，
連盈慧
麗，場面千軍萬馬， 不以暴力製造高潮，拍到溫馨而不
一分鐘 60 個動作，為滿足觀眾高度 煽情，這樣的功力就是十分罕見；
官能剌激類似滿漢全席一樣的大片 之前看過同是內地出品的《河內/
看多了，忽然發現一部明星不見經 河內》、《你是我的牽掛》、《馬
傳，背景只是大幅草原沙漠，少見 奈的新娘》等片編劇者，都有同一
人煙，畫面平靜，主要出場人物只 共識，題材各異，精神都同出一
有兩個小孩和幾個老漢，這樣的電 轍，可見內地電影工作者對電影都
影竟然可以令人不自覺着迷看到終 有新的感覺和抱負，大家同樣不着
痕跡一致摒棄譁眾取寵的公式，開
場，不是太神奇嗎？
不錯，這部如喝清涼泉水令人心 拓出感情電影的新路線，真是可喜
曠神怡的電影，片名就是《姐弟 的現象。
回頭再說《姐弟倆》，原來這對
倆》，是無意中網上瀏覽吸引我感
興趣其中一部影片，看到故事內容 姐弟並非來自任何電影學院，而是
說一對姐弟歷盡千辛萬苦為爺爺換 從千萬華北人家中挑選出來的男女
取新嗩吶，不知道這嗩吶有什麼重 孩，之前全無演戲經驗，很可能片
中角色，是編導根據他們本人原來
要，才好奇點擊追看。
活像小管家那麼神氣的 10 歲大家 性格而度身塑造，否則一定不會演
姐，聽話而無奈受屈的 8 歲小弟 來那麼自然入戲吧。
弟，因為發覺爺爺的嗩吶
破了，擔心爺爺到時不能
參加吹歌大賽，不想爺爺
失望，便想盡辦法給他弄
個新嗩吶，故事結尾出人
意料之外，為了讓讀者對
這影片更有興趣，也就不
便在這裏劇透，保留住幾
分神秘感了。
不能不提的是，片中好
幾個老幼人物，性格都各
作者供圖
有各的可愛，尤其莊稼人 ●嘴頭不說愛字的感情片。

觀望

七嘴八舌

然最後無電視台負責轉播，到時要
看到香港運動員初賽片段的直播就
很困難了。現時的奧運比賽時間表
大致上已出爐：7 月 24 日，劍擊一
姐江旻憓首先登場，當天上午初
賽，而香港時間晚上 7 點則會有銅
牌金牌決戰，而同一日中，乒乓混
雙也會出戰初賽；7 月 26 日上午，
則輪到香港飛魚何詩蓓出場；8 月 2
日下午 6 點，則有亞運體操跳馬金
牌石偉雄，再次衝擊奧運獎牌；到
8 月 4 日，就輪到我們單車一姐李慧
詩出場；而8月5日是空手道運動員
劉慕裳出戰。
除了上述我所講的香港運動員，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其他運動項目代
表，也極需要我們支持，但由於國
際奧委會、東京奧運大會都曾經有
消息流出，指很大機會不准外國觀
眾入場，就算屆時可以「開關」去
旅行，我們想去東京入場支持香港
運動員也機會渺茫，我們極其量只
可以在電視機旁邊歡呼支持，但這
也一定要有電視轉播的前提下才
行！電視轉播奧運除了可以讓觀眾
欣賞運動員的比賽之外，我們更希
望能夠透過節目製作團隊，聽到香
港運動員內心世界的聲音，他們由
香港踏上世界舞台，實現夢想的心
路歷程。
大家當然明白，如果由單一電視
台轉播奧運，成本實在太大，但如
果能夠由幾個電視台一同合作轉播
呢？這樣一方面可分擔成本，另一
方面更可加大播放項目數量，得益
的就是我們香港的普羅大眾！

方寸不亂

翠袖乾坤

清涼如泉水的好片

在新冠疫情的影響
下，有「香港體壇奧
斯卡」之稱的香港傑
李漢源
出運動員頒獎禮原本
是於去年 3 月舉行的，由於疫情肆
虐，導致這項由 2001 年以來從未試
過延期或取消的體壇盛事也只好一
而再、再而三地延期。
日前，香港奧委會終於宣布，香
港傑出運動員頒獎禮會於今年 4 月
10 日假西九龍文化區舉行，大會更
宣布有別於過往傳統頒獎方式，這
次的頒獎禮將會以「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的嶄新方式進行
頒獎，雖然未知實際操作如何，但
相信到時無論是哪一個運動員得
獎，對他們而言都是一個創新突破
的新感受。
其實由哪一位運動員得獎，投票
早已經在去年就有了結果，只是投
票結果因疫情拖了一年才公布及頒
獎而已，不過相信有留意香港體壇
的朋友，心裏仍然會暗暗緊張，為
自己特別喜歡和支持的那一位運動
員打氣，希望看到他上台領獎。今
年大熱的運動員包括有：李慧詩、
江旻憓、劉慕裳、石偉雄、何詩
蓓、吳安儀等等，這一班有機會得
「傑運」的運動員，大部分已經取
得東京奧運參賽資格，相信大家都
非常期待今次東京奧運他們有好成
績，更希望能看到他們在國際體壇
舞台上為香港爭奪獎牌。
上一次提及「東京奧運」的香港
電視版權尚未知道花落誰家，因此
籌備轉播一事便一再拖延，只是若

百百

源於奧運

運動員加油！

與閨蜜鄧燕婷久未見面，小聚
歸來，她送了我幾本新書。新書
放在書櫥裏還未來得及看，卻忍
伍呆呆
不住把我已讀過多次的那本《貓
看見》翻了出來重溫一遍。
年少成名，被稱為「美女作家鼻祖」的鄧燕
婷像貓，她在美麗嫵媚裏散發着幾分野性，一
雙明眸不乏敏銳的洞察力，盯着你的時候，你
會擔憂一個不小心就被她窺到內心的秘密。鄧
燕婷筆下的貓也如此。更詭異。
《貓看見》裏的故事格局很小，淡淡的，大奶
小三，柴米油鹽……連筆下人物的名字都與生活
緊緊相連：櫻桃、玫瑰、杜鵑、芙蓉、茅根、菜
薹、香草、板栗、花生……不是普通的水果花
卉，就是普通的調料食品。鄧燕婷用人物的名
字把讀者牽引到平常飲食男女的真實生活裏去。
在波斯貓多比的貓眼裏，牠所居住的移民城
紫荊花園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小世界。因為主人
櫻桃是靠出賣肉體過活的暗娼，多比因為主人
有時「不方便」而成為一隻放養貓。牠和所有

朋友回來之時，我問他為什麼要在門前種 的小小黃花，我挨着你，你擠着我，一派熙
旋覆花。他笑着回答：門前的土質板結，含 熙攘攘。這熱鬧也讓我心中一陣陣歡喜，透
有不少煤灰石渣，旋覆花耐瘠薄和鹽鹼，生 過頭上流溢的陽光，我彷彿看到了幻化向日
命力極強，是難得的好花材。果然與趙大夫 葵的執着身影。我也鍾愛旋覆花的氣味，那
所說如出一轍。既要與他人分享種花的美 不是最香的味道，卻是最溫馨的。難怪朋友
好，又要主人對花兒的照料不太多，朋友 說，把旋覆花摘下來曬乾後，院子裏花香繚
說，只有旋覆花是最佳選擇。因為他發現連 繞，連步伐都有些輕盈。旋覆花不但能裝飾
牆角光照不足之處，也不影響旋覆花開花， 門廳，而且採下來就是現成的良藥。毫無疑
只是花色略暗、花苞略少些罷了。
問，每個人一生中都會經歷咳嗽。有些咳嗽
門外種花，是詩意居住的真實體現。要想 只是暫時的，無礙健康，然而有些咳嗽卻是
獲得更多的快樂，就在自家門前種易上管理 長久的，甚至關乎性命。《紅樓夢》中多愁
的旋覆花吧。文友王太生講，他住的江蘇泰 善感的林黛玉，就是一位長久的咳嗽患者。
州小城，不少人家的宅院門旁都長着花兒。在 書中第82回：「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
一條老巷子裏，有戶人家門外長着紫藤，年年 一會兒咳嗽起來，連紫鵑都咳嗽醒了。」第
暮春一嘟嚕一嘟嚕，深深淺淺，垂掛於竹架 97 回 ： 「 黛 玉 氣 得 兩 眼 直 瞪 ， 又 咳 嗽 起
之上。有的人家庭則在門外栽着一叢叢芍藥 來……」在糾纏不休的咳嗽中，最後林黛玉
花。到這樣的人家拜訪，若主人不在，人又走 香消玉殞。
倦了，停下來找一級台階歇歇腳，可以和門
想要擺脫長久的咳嗽困擾，不妨自製旋覆
外的花草坐一會兒。這種「坐一會兒」，是 款冬膏。它的製作方法如下：準備乾燥的旋
用眼睛、心靈去交流，與花對視，與花默 覆花和款冬花各 200 克、蜂蜜 400 克。先將
想，或漫不經心睨上一眼，此間陽光正好， 旋覆花和款冬花用質地細密的紗布包裹好，
風吹得那些花兒動感而嫵媚；倘發現花草上 放入清水中浸泡 1 小時。然後，將布包放入
的一方洞天，更是美哉、善哉。等到大門嘩然 鍋中煮半小時，加水煎取汁液。布包留鍋
洞開，無論門前是旋覆花、雞冠花、牽牛 內，再加水煎後取汁，共煎 3 次，將煎取的
花，還是薔薇花、臘梅花，因曾和你親近、 汁液和在一起倒入鍋內。先用武火煮沸15分
傾心交談，她們已成為身後的「溫柔花侍」。 鐘，改用文火，等到汁液濃縮到黏稠狀時，
秋末，旋覆花正在溫暖地綻放，她心中的 倒入蜂蜜攪拌，約15分鐘後，關火，變涼後
情弦不僅對主人而彈，且對路人和朋友也一 裝瓶。
樣癡迷。旋覆花瘋狂地生長着，即使主人用
旋覆花和款冬花合用，止咳的效果十分突
剪刀掐斷了緊挨門側生長的脈搏，她又在別 出。旋覆花主疏降，能入脾胃，善降胃氣而
處快樂地歡歌。旋覆花的生命在修正中生 止嘔噫氣，又能入肺經，可化痰飲、下肺
長、生長，有傷痕記憶，也有高聲縱歌。即 氣，為降氣止嘔、消痰行水、止咳平喘的要
使花兒凋零成泥，都未
藥，臨床上常用來治療風
曾在雨中哭泣。當破碎
寒咳嗽、嘔吐、呃逆、胸
的秋風傳來，旋覆花紮
脅疼痛、頭痛、痰飲蓄結
入土地的根，卻緊緊抓
等症。款冬花，也叫「赦
住了心志的韁繩。
肺侯」，就是因它在溫
我從心底裏喜愛旋覆
肺、止咳方面具有強大功
花的堅韌和明艷，她們
效，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
開得輝煌燦爛，彷彿托
著《神農本草經》中指
起了住戶的整個門庭。 ●生命力頑強的旋覆花。（韓鳳平 出，款冬花「主咳逆上
作者供圖 氣，善治喘」。
挺拔的身姿綻放出成簇 攝）

貓看見的世界
的貓一樣喜歡在夜間出沒，夜能讓瞪得滾圓的
貓眼看見人類的一切隱秘事。
貓看見了鄰居的單親家庭年僅 14 歲的少女玫
瑰自殺的原因。玫瑰自殺前，母親還沉浸在被
重男輕女的前夫背叛的痛苦裏，怕孩子「輸在起
跑線上」，玫瑰的老師來家訪也是「考試的重要
性」，沒有人關心玫瑰的內心……世界對玫瑰來
說是冰冷的。貓看見了貪官焦先生怎樣在妻子菜
薹和援交大學生芙蓉之間周旋，看見了芙蓉為了
車子和房子如何出賣自己的身體和靈魂，看見
了菜薹配合了丈夫的貪腐，在家裏晒鈔票的種種
不可告人的行為，看見了菜薹不動聲色地令芙蓉
流產死去……金錢導致的冷漠讓貓也感到害
怕。貓看見了茅根家的一切。茅根的妻子梅子患
產後抑鬱症失蹤之後，熱心的香草幫助茅根尋
找妻子，並幫忙照顧小寶寶。梅子失蹤以後久尋
不到，茅根麻木地放棄了尋找，於是香草住進了
梅子家替代了梅子的位置。在這個世界，愛和痛
都是能夠被替代的，少了誰，日子都能夠過
去，而替代品也很容易被找到。看見了很多的

貓最後死了，因為貓生病了。被主人放棄的貓最
後看見了天堂。
至今看來這還是一本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書。沒
有刻意的深沉和厚重，沒有強烈的愛恨情仇，鄧
燕婷用淡淡的筆觸、時尚的語言，用一雙貓
眼——或者說，用她的一雙慧眼，給讀者展示了
一系列真實的生活。生活是一個多面體，沒有任
何人會成為全知全能的智者，看到裏裏外外的一
切。但貓卻能看見，不是用貓眼，而是用貓靈。
貓是靠感官存在的動物，牠們的喜怒都來源於牠
們敏感的器官，所以牠們的直覺會優於人類，正
因為如此，牠們比人類更接近自然。從這個意義
上，貓才是真正的藝術家和文學家。
彼時寫《貓看見》的鄧燕婷也是一隻貓，一
隻外表冷漠、內心狂野的靈貓。她用直覺去感
知這個捉摸不定的世界。她透過一系列冰冷的
故事，折射出一個作家內心深處對人類的悲憫。
如今的鄧燕婷已退隱在深山中的「玫瑰
社」，種下滿園玫瑰，與丈夫和 3 條狗一起，終
日侍弄花草，用愛包容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