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驚濤駭浪的奧運會

尚存人性底線
一場突如其來的新
冠疫情，把時尚界襲
個重挫，不但向來設

計師重頭戲的時裝騷被迫叫停或
移師網上，也間接導致時裝專門
店或關門大吉或規模縮小，然
而，人們的時尚之心或之夢永不
會泯滅。
疫情中上映的《黑白魔后》正
好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而大收
旺場，據說投資方迪士尼因此決
定開拍續集。
源自西方先進國家的時尚產
業，尤其是時裝，在上世紀八十
年代末發展見頂後橫行十多年，
為開拓新的收入來源而走向全球
化，各大時尚品牌也大力開拓亞
洲市場，並以亞洲的收入──從二
十多年前的日本到今日的中國內
地，來補貼歐美市場的停滯乃至
倒退業績。於是，巴黎、米蘭、
紐約和倫敦仍然是無可取代的世
界時尚之都，四大重鎮仍堅持舉
辦每年兩度時裝周（尚有男裝或
高訂時裝周），以保護這種體現其
高貴文化和產業優勢的傳統。
但這個兼具誘惑力和勢利的華
麗圈子，仍然是許多年輕人想躋
身的地方，與此同時，這也是一
個相當尊重權威的產業，大品牌
們的壟斷性優勢和大師們長期堅
持和付出所建立起的信譽和地
位，又豈是初入行的小子們所輕

易挑戰或擊敗的！
時裝電影也多以年輕人為主

角，往往把老一輩的時裝人當作
反派角色處理，這除了迎合年輕
觀眾外，還因為這的確是一個殘
忍卻有夢的行業，大師們也是從
年輕時一步一步捱過來的，其間
經歷過多少的淘汰，他們的成功
非僥倖，想保住地位和品牌聲譽
亦無可厚非。
但各時裝電影往往是從年輕人或

傳媒人或挑戰者視角出發，名成利
就的大師或高層自然被描寫成霸道
專橫而高高在上的反角，還是靈感
枯萎的腐朽之人或不擇手段的鼠雀
之輩。
《黑白魔后》中的男爵夫人如

是，《穿Prada的惡魔》中的時尚
雜誌主編也如是，《霓裳風暴》中
的眾潮人更如是──這部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公映的電影以巴黎時裝周
為背景，對有份參與的各時尚人極
盡揶揄之能事，盡顯虛偽的浮世眾
生相。
比較起來，《黑白魔后》由於給
女主角安排了一個不幸的身世，以
及具戲劇衝突的情節，令這部電
影在令人炫目的奇裝異服和時裝
騷之外，還帶出一點勵志性，並守
住了反叛狂野而不逾越法律和道德
的底線，令女主角在復仇的亢奮中
尚存一點人性。這或許是這部時裝
電影的價值所在吧。

掐指一算，還有43
日，東京奧運就正式
開幕，有些電視台已
正在準備7月初到達

東京拍攝及準備轉播工作，但因為
大會到現時為止還未可以幫香港製
作團隊辦理奧運工作證，因此香港
電視製作團隊到今天都還未能確定
哪一天可以踏上征途，前景可謂有
點不明朗。
目前日本是禁止外國人進入的，
所以參與奧運工作人員必須要有奧
運工作證才可以入境；未有奧運工
作證，連訂機票、酒店也不行。日
前香港奧委會及體育記者協會舉辦
奧運記者採訪指引簡介會，除了十
多位文字記者於去年已經申請到採
訪證外，其他採訪隊還在惶恐中，
不知可否成行，那只好先研究有關
採訪指引，做足準備功夫，希望這
兩天能收到好消息。
採訪指引非常詳盡，說明了來自
海外的所有記者、工作人員、運動
員等均需要在自己地方出境前96小
時內接受兩次新冠病毒檢測，入境
日本時在機場再次接受檢測，以此
強化口岸檢疫，而入境後的頭3天
也每天都要接受檢測。受檢測人士
中，運動員以及同行的教練員等原
則上每天也需要接受檢測，而提供
服務的酒店和工作人員，也需每天
接受核酸檢測。雖然現時距離出發
日期不足四個星期，但指引列明所
有相關人員原則上需在出發前四星
期提交「入境後14天活動計劃書」

給東京奧組委備案，而可活動範圍
僅限比賽場館、訓練場、國際廣播
中心、國際記者中心和住宿酒店，
但因為時間上的安排實在緊迫，相
信大會在計劃書的部分也要再作安
排。
另外指引提到，原則上禁止運動

員、記者及工作人員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避免與普通日本民眾接觸，
如違反所提交的活動計劃書，運動
員將被取消參賽資格，而記者則沒
收工作證。在酒店範圍內，運動員
也按照原則被安排單人房間居住，
用餐也要在酒店、場館或大會所指
定的地方，也規定了最多4人一枱，
用餐時要用隔板隔開，如有購物的
需要則委託工作人員代為購買。
這是目前的指引，大會稱還會在
6月下旬再有最後一份更新的指
示，需要遵守的規則可能更嚴苛，
在這個疫情肆虐的環境之下，明白
這些嚴格的指引都是為了好好防
疫，但在一連串的掣肘下，各位傳
媒行家還可以做到什麼呢？奧運開
幕的日子愈逼近，各位有份參與的
人士就愈來愈擔心，過往每一屆奧
運，憑着經驗自然能比較順暢地處
理，今次在世紀疫情之下，不停的
變化真的令人無所適從，也沒有人
知最後奧運的結果會如何。
雖然每一次奧運會的經歷也不一

樣，這樣的世界性活動在製作上每
一次都是一個大挑戰，但即使對製
作奧運經驗豐富的人而言，相信這
一次也是最驚濤駭浪的一次了。

日前有報道目前中國網絡經
濟收益達9千多億元，旅遊業
被稱為無煙工業，現在覺得互
聯網應被稱作「夢想家工

業」，創造不少以低成本的創業贏得豐厚利
益奇跡，這是多少人的夢想（低成本不包括
開拓科研技術的公司），這種新經濟就令不
少傳統的實業家重新思考要跟時代步伐轉
型，網絡經濟在中國市場是勢之所趨。「追
夢者的樂園」的確很美好，正因如此，就更
加要保護她健康發展。
近年來隨着互聯網產業的快速發展，內地
直播帶貨出現後，產生主播、微博主表現好
便有網友自發性「打賞」，同時「網絡打賞」
日益成為網友支持偶像的一種表達方式。本來
欣賞自發「打賞」沒有問題的，但一涉及了商
業利益問題人為操縱就並不是一種簡單的交
流互動。對香港人來講網絡直播「打賞」還
不是太普遍，始終香港人太精明、太現實，不
輕易隨便「打賞」人，網上購物近兩年才接
受、習慣使用。然而在社交媒體年輕人群組內
亦很快傳開的，正如內地流行一些追捧偶像
的模式，例如花錢賣廣告用來為偶像造勢方
式，近日也在香港有人發起，模仿其做法。
這種方式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捧偶像的方式

很不同，以往是買唱片回家聽、買飛入戲院捧
偶像場，很扎實的支持。那時唱片銷量是歌
星紅與不紅的最佳證據。現在花金錢賣廣告
造人氣，買點擊率，都是幫偶像吸引贊助商搵
快錢，變得很商業化。個人感覺失去一份出於
真心欣賞的純真感情，製造假象不太好。
內地出現了利益驅動下網絡直播「打賞」

是一種新型商業消費模式和消費文化。一些
網絡運營商或開發商出於追求最大利益的考
慮，不惜觸犯道德和法律底線。例如有的網

絡主播和平台通過一些虛假手段獲取打賞，
找冒充粉絲、偽造主播人氣流量數據等；有
的主播利用低俗內容、情感攻勢等不當方式
誘導粉絲非理性打賞。這顯然有違公序良
俗，挑戰人們的三觀容易助長不良之風。因
此內地相關部門已經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整
治舉措，管治網絡直播領域存在的亂象，對
打賞必須實名制、未成年用戶不能「打
賞」、單次「打賞」額度合理設置上限、直
播賬號分類分級規範管理。互聯網不是法外
之地，網絡直播不容胡作非為。
中國人很聰明，網絡直播平台、主播及其

孵化機構等行業不希望政府出手嚴打就要自
律。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倡議不為未滿16周歲
未成年人提供網絡直播服務，已有超50家網
絡直播平台和MCN機構響應倡議。政府再鼓
勵家庭、學校等加強青少年網絡素養教育，
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令網絡娛樂及經濟產業
健康發展。網絡管理制度必然要建立，否則
對社會穩定造成的影響實難以控制，因網絡
發展對人的思維發展導向已經是不以傳統思
想意志為轉移的了，要預防出現不良影響，
一定是跟隨其發展步伐想出對策，這些對策
不是遏制其向前發展而是引導其健康發展。
對虛擬貨幣、網絡直播帶貨已經是深入到經
濟民生的問題了，出現亂象怎能放任之。
中國政府的政策許多時因時制定，是很有

效的管理方法，有商人會認為政策變得太
快，不利公司部署計劃。事實上中國這樣一
個發展中的大國，如果不以靈活運用，快速
應變的手法處理問題，社會不會安定，很難
有今日的成就。沒好的客觀環境你一樣沒法
做生意。看看香港，有些幾十年前訂下的規
則如今仍使用中，官僚的，不合時宜的也沒
有任何改革，才引起那麼多社會矛盾。

管理好「追夢者的樂園」
內地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改善國

家人口結構，推出「三孩政策」，鼓
勵生育。調查之下，年輕人反應冷
淡，意料之中。結婚生子，高昂成

本，不是容易的事。連結婚都不去想，別說生孩
子，還要三個咁多？
內地的情況跟香港不相伯仲，去年香港結婚登記

數字，按年大跌36%，是17年來新低，香港的生
育率，去年也打破了過去50年最低紀錄。
疫情稍緩，老朋友約飯局，8人其中5人全是不

婚族，無牽無掛的，沒有另一半，也沒有下一代，
疫情下，她們歡樂聚會停不了。這一代不婚已成風
氣，新一代的不婚數字年年創新高。
上世紀五十年代物質水平不高，孩子天生天養，

三孩家庭比比皆是；到七十年代，香港家計會的宣傳
口號「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擔
挑！」是鼓勵節育；2000年，香港「風之后」李麗
珊拍的廣告「養大一個孩子需要400萬」，金句具有
一定的震懾作用；今天，養大一個孩子400萬遠遠
不夠，單是教育經費就逾100萬了，當屬全球最貴。
身邊的一孩夫婦，為了給孩子最好的，幼稚園

每月學費以萬計，其他補習班、興趣班，數得出
幾多就有幾多，還有為孩子建立人際關係，聯誼
活動馬不停蹄，一孩每月花費如流水。
另一對二孩夫婦，花費就謹慎得多，兩個孩子

在國際學校的暑期班，一個月萬五元，其他補習
班、興趣班則要精打細算。捱得過幼稚園，怎樣捱
到大學呢？以今天的情況是，養孩子就不要想房子
了，要房子就不要孩子。
年輕人低欲望的「躺平」風氣，風捲亞洲地區，

年輕人努力與回報不成比例，無論打工仔多努力，
儲不到首期買屋，不吃不喝21年，才能買到港
樓，不解決房子問題，哪有能力多生孩子？
國家若要鼓勵生育，真是需要花大氣力，對育孩

夫婦在生活上優惠逐步配套，才能刺激生育的欲望。

生育的欲望

以前常聽人說：
「 十 年 人 事 幾 番
新！」可是新冠肺炎

盤桓了這幾百天，好幾個認識或間
接認識的朋友，生活和環境無論自
動和被動，也不期然或多或少有了
改變；日前和旅英一個舊同學在
WhatsApp通訊息後，順便問到近
況，知道她和她的另一半分了手，
便教人感到意外和難以想像。
聽她說來，「性格不合」當然是
主因了，性格本來就不是任何熱戀
中情侶在燭光晚餐中可以探測出來
的婚姻密碼，只是我們的女主角說
是受不了「噪音」的干擾才有點不
可思議。
何來「噪音」？驚人的答案原來

是指她另一半每天從早到晚練琴的
聲音，十年八年前，這熟悉的聲
音，不正是她曾經陶醉過而譽為
「天籟之音」嗎？他每次出場演奏
時，她不是都風雨不改訂票捧
場，有時甚至還多購幾張票子送
給親友，讚揚過「此曲只應天上
有」嗎？
這美妙的聲音然後就促使她鍥
而不捨以鐵粉身份，由熟悉男主
角的朋友作媒，終於戀上她心目
中的鋼琴王子；然後又在一眾同
學祝福聲中，雙雙閃電移民英國
定居。

才不過3年光景，感情便有了變
化，怎不出人意料？雖然她強調和
他再見還是朋友，明白練琴是他不
可捨割的生命，她只深怪自己神經
衰弱，耳鼓容不下若干分貝聽到不
斷重複的聲音；事後鄰居告訴她，
往日她晨早吃過早餐上班之後，他
便在家練琴，直至練到接近她下班
回家前琴聲才停止，可見他對她如
何體貼。
兩口子各自過着平靜生活，就是

一向相安無事，但防疫期間，少出
外那段日子，彼此安坐家中相對時
間長了，才發現出了問題，連她自
己也說不出到底是環境還是性格改
變了她對本來熟悉聲音的喜惡。
也許真的正如老俗語所說：「英

雄慣見亦常人。」聲音物化了我們
女主角心目中的英雄吧，也正如很
多遠觀時迷人的事物，來到身邊便
失去珍貴的感覺。

疫情下的愛情故事

從去年到今年，新冠疫情像
是鐵了心要和人類糾纏，忽遠
忽近，忽輕忽重地戲弄着人

類。隨着天氣逐漸地變熱，才輕鬆了沒有多久
的廣東人又因為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的病例變得
沉重起來，廣東各地都開始了全民核酸檢測和
注射疫苗。
廣東人的「為食」在國人中首屈一指，即便

當下滿街都是排隊測核酸和打疫苗的人龍，亦
擋不住吃貨們的心：端午節近在眼前，隨便打
了幾個電話給朋友，同是吃貨的朋友們，不是
在路上買糉子，就是在家裏包糉子。在吃貨的
眼裏，與病毒相比，吃才是頭等大事，在一年
一度的端午吃應節的糉子才是頭等大事。
糉子也是本呆愛吃的食物之一，小的時候曾

有過餐餐把糉子當飯吃的時光，然而如今卻吃
得極少，即便是到了端午節，偶爾遇上清淡的
鹼水糉，亦只吃上幾口應節，平日裏，哪怕是
許多吃貨都心儀的肇慶裹蒸糉、各種湖州糉都
引不起本呆多大的興趣。
喜吃糉子的吃貨們大抵都知道，包糉子所用

的糯米和其它餡料，以及不同的糉子葉都會影
響糉子的口感。如今大家吃的糉子，大多是用
菰葉、箬葉、葦葉等葉子包的。曾被本呆當飯
吃過的糉子則不同。
那是在多年以前的粵北乳源山區，端午節對

於山區的農民來說自是大節，家家戶戶都會提
前包糉子。父親在當地工作，我在當地的村裏
上小學，放了學，也會隨村裏的孩子們一起去
摘糉子葉。村裏的老師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孤
兒，大學畢業回村當了老師之後無家無室，還
是吃百家飯，便帶我們去摘糉子葉。
村裏人包糉子不用竹葉，老師帶我們去摘的

是長在田邊和山腳的冬葉（亦為柊葉），一種
像芭蕉葉似的葉子，端午時節正值花季，像薑
花一樣，一簇簇地從樹芯裏長出來，有紫紅色
的，有鮮黃色的，糉子還未吃上，只看花便先
覺得賞心悅目起來。老師讀過《南方草木
狀》，摘糉葉的時候也教學，搖頭晃腦地告訴
一群連漢字還未識得幾個的學生：「冬葉，薑
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熱，物易
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冬葉摘回去，村民們用稻草灰泡好了糯米，
便開始包糉子。那個年代的物質匱乏，極少有
用鹹蛋和鹹肉做餡，多是用純糯米包的鹼水
糉，煮好以後的糉子是淺淺的棕黃色，帶了一
點淡淡的薑味兒，再蘸上一點白砂糖，嚼起來
發出沙沙的細響，那樣的美味，便是拿龍蝦來
也不想換。山裏的村民淳樸，父親不會包糉
子，幾乎每家都會給我家送上幾個，端午前後
那些天，糉子就被我和父親當飯吃了。
離開乳源以後很久都沒再吃到過冬葉糉子。

有一次回韶關，在街頭看見一個老太太賣鹼水
糉，像是冬葉包的，買下打開，卻發現是芭蕉
葉，味道差之千里。久而久之，冬葉糉子在記
憶裏便淡了，像是做過的一場模糊的夢。後來
讀清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看到其中有
「五月街頭賣冬葉，捲成片片似芭蕉」，才又
重新想起了小時候的味道。
或許，真能再次吃上冬葉糉子，它也不再是
我曾經吃過的味道，大抵會和其它的小時候吃
過的食物一樣，早已成了一種遙遠的記憶，一
種對從前的念想。

遠去的冬葉糉子

插花之道的精髓是最難領悟的，插
花所選用的瓶器要和所選用的花卉相
得益彰，相互搭配，兩者達到完美的
融合。只有這樣，才能將花藝的獨特
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
花瓶材質最好選擇瓷器和銅器，忌

諱選擇金器和銀器，因為瓷器和銅器
更加樸素和清雅。選擇的花瓶，忌諱瓶上有
環耳。擺放時，忌諱成對擺放，這就好像神
廟的祭祀一樣，不能供兩尊不同的神。瓶器
的開口要小，瓶底要厚，這樣才能放得安穩
而不洩氣。
遠古沒有瓷瓶，都用銅瓶來插花。從唐代

開始推崇用瓷器。花瓶形狀的選擇，宜細而
瘦小，寧可選擇小一點兒、矮一點兒的，也
不要高大的，不能太豐滿和強壯。花瓶的高
度最好不要超過一尺，六七寸或四五寸的瓶
器來插花是最好的。古銅壺、均州瓶，有極
大高三二尺者，就要折大枝的梅花來插供
了。各式各樣的古壺、膽瓶、尊、觚、一枝
瓶等瓷器，都是書房中絕妙的陳設之品。其
次，像小蓍草瓶、紙槌瓶、圓素瓶、鵝頸壁
瓶，也可用來插花。《花經》是按照「九
命」來評議花卉的等級高下，能入清供的花
卉幾十種，用「九品九命」來為其編排等級
次序。
一品九命：蘭、牡丹、梅、蠟梅、各色細

葉菊、水仙、雲南山茶花、瑞香、菖蒲。二
品九命：蕙蘭、薔薇、西府海棠、寶珠茉
莉、黃白山茶、桂花、白菱花、含笑花、普
通茶花。三品九命：芍藥、千葉桃、蓮、丁
香、蜀茶、竹、玫瑰、紫薇、豆蔻。
在文人眼中，折花入室屬風雅非常之事。

插花所用之花，雖非常廣泛，但用來插花
時，就要像畫家的折枝畫一樣，必須要有高
低俯仰之態，稀疏斜正不盡相同，各有各的
姿態，才能夠將花的靈性完美地呈現出來。
折枝時，要在自己家的庭院或離家不遠的

花圃。早上亮光初現時，花上還留着露水，
要選擇只開了一半的花枝，折來插供，這樣

才能保留花的香氣和色澤。如果太陽出來
了，再去折枝，太陽就會將花上的露水曬
乾，就不能保證花的香氣和色澤，過一兩天
之後花就會枯萎、凋落。
選擇花枝時，要麼選擇上部重疊繁蕪、下

部細小瘦削者，要麼選取左高右低或左低右
高者，要麼選取盤結互接、覆垂屈曲互倚
者，要麼讓一條枝幹挺拔突出、使其上下都
繁茂成簇，覆蓋着瓶口。惟有遵循花枝的俯
仰高低、疏密斜正，方能讓花枝獨有的神情
姿態凸顯出來，這樣才有天然的情趣。
插花時，最多選擇兩三種相同性情的花

卉，要插得高低錯落、疏密有致，就好像畫
中的場景一樣。擺放花瓶時，切忌成雙成
對，在乎枝蔓長短錯落，情態意向出自天
然，就好比蘇軾的文章，斷續的時候，隨性
自然；又好像李白的詩，並不拘泥於工整對
仗，但詩句卻渾然天成。
插花時，盡量做到花與瓶的相互搭配；折

花之後，就需將花插於瓶中細細玩賞了。選
擇大瓶插花時，不需過多的修剪，要保留花
的原貌，展現隨性自然的情調；在選擇小瓶
插花時，則應遵循簡單的原則，不適合太過
複雜，盡量展現一兩枝花的獨特魅力。折得
花枝，急須插入小口瓶中，緊緊塞之，勿洩
其氣，則數日可玩。
插花，最好選擇當季花。春天以梅花、海

棠為佳；夏天以牡丹、芍藥、石榴為佳；秋
天以桂花、蓮花和菊花為佳；冬天以蠟梅為
佳。選擇當季的花，能夠保留花的芬芳，清
新自然，能增加賞花的趣味。如果沒有當季
的鮮花，可用翠竹、柏枝來代替，切忌胡亂
插花。
選擇插瓶花卉，就像結交朋友，一定要選

花之高潔者。梅花以重葉、綠萼、玉蝶、百
葉緗梅為上品；海棠以西府紫綿為上品；牡
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瓤、大紅、舞青
猊為上品；芍藥以冠群芳、御衣黃、寶妝成
為上品；石榴花以深紅重台為上品；蓮花以
碧台、錦邊為上品；桂花以毬子、早黃為上

品；菊花以各種顏色的鶴翎菊、西施菊、剪
絨菊為上品；蠟梅以磬口梅為上品。
品味插花之時，不適合焚香。花有自己本

來的香味，是不需燃香來進行熏染的。但有
人說，韓熙載曾講過，賞桂花時焚燒龍腦
香，賞酴醾花時焚燒沉香，賞蘭花時焚燒四
合香，賞含笑花時搭配麝香，其實這樣
做——如同在竹筍中夾肉，是官衙內廷廚師
侍奉人之舉，並非文人雅士的純本風格。
花草像人一樣，有自己的喜怒哀樂，有甦

醒與沉睡、拂曉與暗夜的區別。花在拂曉
時，應放置高大的堂廈之中；花在暗夜時，
則應深藏在深宅內室中。花在喜悅時，人
可以與它一起歡呼雀躍；花在睡覺時，則
要將窗簾帷幕放下；花在醒來時，則要為
它梳洗打扮。這就是懂得花的性情，切合了
它的實際。
插花品類不同，姿容情態各不相同。水仙

花清高冷艷，就像織女在天那般高貴典雅；
山茶花鮮艷美麗，像舞姬張淨琬儀態萬方；
瑞香芳香濃烈，如同潘炕的愛妾趙解愁善解
人意；玫瑰旖旎多姿、明艷動人，如同司空
圖的侍女鸞颱風韻嬌媚。這些插花被賦予清
妙、潑辣、柔媚、纖巧不同的性格魅力。
真正愛花的人，是能享受賞花之事的，尤

其能通過觀賞一枝兩枝的插花，徹底探索花
之心靈的千變萬化。古時候，這些人每當遇
到花朵含苞待放時，就會攜帶枕頭和被子，
睡在花叢下守候，伺機折枝回家，然後再觀
察花朵從初綻到盛開再到枯萎的全過程。有
的人看花葉，就知道花的大小；有的人見到
花根，就能曉得花顏色的不同，這才是真正
的插花賞花之人。
插花賞花時品茶最風雅，清談次之，喝酒

最差。寧可閉嘴坐在一邊，也莫要將花神惹
怒，要與花心真誠相待。像芙蓉這樣的插
花，需凝神閉目用心靈感悟，而不是阿諛奉
承。正所謂：一本一枝之間，最好與大自然
互通款曲；一花一蕊之前，最能顯出儒雅賞
者的絕佳修養。

插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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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聲音，不同環境聽來也有不
同感覺。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