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奧運征途（五）

幾與西方同步
說到流行文化，很
多人都會懷念上世紀
八十年代，那的確是輝

煌時期，不僅僅是香港，也是整個
西方世界。而作為「西化」的香港在這
方面的發展幾乎同步。
那是經濟繁榮時期，也是奢侈時
代，消費熱達到高潮，除了傳統的荷
里活電影和進入家庭的電視劇外，還
有音樂和時裝，尤其是充滿感官刺激
的搖滾樂，歌手和超模攜手，音樂和
時裝結合，極具視聽震撼力，更把這
股消費潮推到頂點，而消費潮又反過
來推動音樂和時裝。
這過程中，1981年出現的音樂電視
（MTV）被視為是對這股潮流的最有
力推動者，除了捧紅多位流行歌手如
米高積遜和麥當娜等外，也令時裝模
特兒的身價大大提高。麥當娜更被視
為手法最高明、成效最顯著者，這位
從言論、歌詞到舞台動作、衣着形象
都極出位的搖滾樂女王，憑藉MTV
的高效傳播力，迅速冒起，一首《物
質女孩》配合當時的消費潮，不但唱
得街談巷議，更把赤裸裸的物質世界
剝離。
記得梅艷芳病逝前後，很多人開始
研究她的表演風格和舞台服飾，自然
把她的「壞女孩」形象跟「壞女孩」
前輩麥當娜比照，說她模仿麥當娜。
這顯然是以強大的西方文化為指標而

論。當然，麥當娜比梅艷芳大5歲，
出道也較早，前者還有一個更大的市
場和強勢的英語文化作後盾，加上
MTV的推動，當時的影響力可謂無
遠弗屆；梅艷芳是否受其影響，不得
而知，但根據一心打造梅艷芳的時裝
設計師劉培基憶述，梅艷芳很多造型
和舞蹈動作都具原創性，因為她早在
童年時已登台。
除了音樂，在電影上也不遑多讓。上

世紀五十年代，荷里活有部著名時裝電
影《Fanny Face》（港譯《甜姐兒》，
1957年），乃由柯德莉夏萍主演的歌
舞片；兩年後在香港，也有林黛主演的
《雲裳艷后》，也是歌舞片。兩部片
子除了講純真少女愛美夢故事外，也
有多場時裝表演，讓人看到當時的衣
着、髮型和化妝風格，以及禮儀。
那個時期的香港，可以說是跟隨歐

美風，但與其說模仿，不如說是借鏡
或受啟示，因為故事背景不同。到了
七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受亞洲的
日本影響可能更大。多位歌手名作的
曲子源自日本歌，只是填上中文歌
詞。而日本的流行歌手也常來香港，
從推銷唱片到開演唱會，香港歌手從
汪明荃、陳美齡、羅文到周慧敏等都
曾到日本發展，其中留日時間較長的
陳美齡不但在當地贏得多個獎項，更
一度出任日本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
金協會大使等。

為期17日的疫下東京
奧運最後在充滿日本風
格的閉幕禮下完結，奧
運五環旗正式移交給下

屆主辦城市巴黎後，象徵今屆奧運會
圓滿結束。本身是體育傳媒人的我，
跟很多同行同業朋友討論過都覺得今
屆香港電視轉播奧運十分成功，各電
視台收視率在各個奧運精華節目下都
有大升之勢，17天內可謂全城為這個
國際體育盛事而哄動，大家都熱血沸
騰，除了欣賞和感受琳瑯滿目的精彩
賽事外，更加用盡全力為自家香港運
動員打氣。
當然購入轉播權的香港政府也好，
多間電視台也好，他們對在香港推廣
這屆奧運都功不可沒，但其實要數最
重要的是本屆香港運動員獲得一金兩
銀三銅史無前例的好成績！做電視節
目要成功一定要有好的內容，今次香
港運動員表現就是最好的內容，香港
有46位運動員達標參與奧運，奧運有
16天賽事，香港運動員每天也有比
賽，能夠轉播他們的比
賽，採訪他們，那就已
經是內容豐富，加上劍
擊選手張家朗在奧運的
第3天已經為香港取得
一面金牌，隨後緊接何
詩蓓勇奪兩面游泳銀
牌，令到香港市民振奮
不已，覺得香港運動員
是有能力爭取獎牌，並
不是遙不可及的，那麼
接下來的比賽日子，觀
眾就自然俯伏在電視機
旁邊去支持香港運動
員，希望能親眼見證下
一面獎牌誕生的一刻；

而電視台方面亦不停宣傳，香港還有
兩三面獎牌的希望，最後香港運動員
亦不負眾望連續3個銅牌出現，為香
港奧運史寫下輝煌的回憶。
老實說，雖然大家心裏都非常支持

我們的香港運動員，但如果香港無獎
牌，收視率也一定沒有這麽好，電視
節目無可避免一定是Content is King
（內容就是王道），同樣道理美國收
視也是一樣，今屆美國運動員在東京
奧運的成績沒有這麼理想，收視相對
也比以往表現好的奧運差，其實全世
界基本都是一樣，本身運動員表現好
收視率一定就會隨之而好。
既然做電視節目內容這麼重要，而

香港運動員就是我們的內容，那麼3
年後下屆巴黎奧運內容又如何呢？其
實很多運動員背後本身就有很多感人
故事，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未必拿到獎牌才有報道的價值，他們
默默耕耘，為自己的夢想奮鬥，亦希
望代表香港在世界舞台爭光，作為他
們身後的香港市民，我們應給予熱烈

支持。今屆是香港運動
收成期，收成期過後，
是否要計劃如何再發芽
成長呢？這就需要大家
支持體育大家庭，我們
做體育傳媒也可以考慮
如何協助香港體育成
長，包括宣傳、報道、
待大眾能了解體育對社
會的好處：如身體健
康、減少醫療負擔、體
育經濟產業、年輕人經
歷有成功有挫敗的成長
路等等，藉着今次東京
奧運熱潮，希望能讓市
民真正投入體育世界！

東京奧運在新冠肺炎疫情
陰霾的籠罩下，經已在8月8
日圓滿落幕，中國國家隊、
香港隊的成績大家有目共

睹，創造多項歷史紀錄，媒體捷報如雪片
飛來鋪天蓋地，朋友間欣喜若狂的討論紛
紛，引發我的一些思考。
當頒布成績的那一剎那，每一位獲獎選

手，都七情上面痛哭流涕，有的甚至哭倒
趴在地，為什麼會有如此至情至性的表
現，特別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因為他們經
過被層層挑選，關關可能被淘汰出局，所
選出來的精英；日復日，月復月，年復
年，非一般的刻苦訓練，而今所得的成
果，得之不易；沒有留下血汗怎知道成功
彼岸的滋味？贏得金牌的選手會說︰「謝
謝父母！謝謝教練！謝謝大家！」而某些
獲銀牌或銅牌的選手則一邊掉眼淚，一邊
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父母！對不起
教練！對不起國家！」好像對天下的人都
對不起了！為什麼？能夠走上世界級的運
動殿堂，運動員已經是過五關斬六將，頂
尖級的優秀人物，他們平日接受極端刻苦
的操練，憑的就是頑強的意志力！堅毅的
持續力！發揮了個人無限潛能，哪怕是身
上負有舊患或新傷，還要往前奮進！奮
進！再奮進！最終沒能奪得金牌，是一道
難以撫平的遺憾。
「少年劍神」張家朗捷報傳

來，成為香港回歸後，贏來的第
一面奧運金牌，全城瘋狂地歡
呼！為香港這兩年來低迷的社會
氣氛，帶來新的激活力量！
我注意到他說的其中五句

話，頗發人深省：「謝謝父

母！謝謝教練！沒有你們的嚴厲，不能成
就今天的我！」「享受輸了再追翻返的過
程」、「去年（2020年）比賽，我的狀態
不一定這麼好！因為疫情，無法出去比
賽，所以天天練習。」「我會繼續努力，
希望每一個香港人都跟我們一樣，一起努
力呀！」當奧運會現場的香港記者欲訪問
他，他卻說︰「比賽期間不接受訪問。」
於是，記者對着電視直播鏡頭說︰「等一
下訪問他獲得金牌的感想。」果真一語中
的，如願以償。
香港「女飛魚」何詩蓓勇奪兩面銀牌，
她是愛爾蘭和香港的混血兒，多次拒絕愛
爾蘭游泳總會的邀請，她堅定地要代表香
港出賽，只因為愛香港這塊她生長的地方。
「一分天才九十九分努力」、「千錘百

煉始成鋼，百折不撓終成才」，參加奧運
的運動員都有共同特質，就是目標單一，
強烈爭勝心，遇到挫敗堅持鬥志，勇於挑
戰困難，他們接受魔鬼式的訓練，自律、
堅定、心無旁騖沒有雜念，成就了今天殿
堂級的奧運健將。
運動員發揮超越自我的潛力和爆炸力，

表現得無與倫比，為中國人爭光！感謝張
家朗、何詩蓓、劉慕裳、蘇慧音、李皓
晴、杜凱琹及李慧詩，他們為香港成功摘
下一金、二銀、三銅！非同小可，意義非

凡，好兆頭！在持續兩年低
迷的社會氣氛下，帶給我們
無比的振奮，自開幕日期7
月23日至8月8日閉幕，香
港人團結一心為運動員集
氣！打氣！寓意香港最壞的
時間已過，我們邁向安定繁
榮，香港否極泰來了！

一金二銀三銅的思考
東京奧運（東奧）曲終人散，埋門
一腳屈居第二，中國金牌數目被美國
反超前一面，不少人為此感到惋惜，
有些情緒轉發在得金熱門而不果的教

練和運動員身上，這不是真正的體育精神。
運動競技受很多因素影響，時差、水土影響運動

員的發揮，除了運動員本身的體力、心態，還有教
練的布局指揮，更不能排除幸運或偶發因素。有些
本來十拿九穩金牌的項目失了水準，我們為何不能
拿平常心去理解？把運動員當成「國家罪人」是不
恰當的。
好像我們的「少年劍神」張家朗，在東奧之前世

界排名19，誰會想到他東奧奪金後，排名提升做了
「世界三哥」，被擠掉的上屆冠軍又如何自處？當
你今天摘金，難保下一屆沒有英雄出少年？運動在
於拚搏努力，國人需以平常心看待勝負。
金牌劍神去了集訓，為下一個比賽作準備，雖未

回港接受凱旋歡迎，香港人的運動熱情已經動起來
了，運動用品熱賣，興趣班旺場。運動員的拚搏精
神，不單激勵年輕人，也影響着不同年齡層，一向
以乒乓球作養生運動的長者，礙於疫情之故，已經
停頓了一年有多，球友都變了軟腳蟹，球拍也發了
霉，以為就此與熱愛的運動告別；就是因為香港女
子乒乓球隊的出色表現，把長者球友都激活了，二
話不說訂場地，重新拿起了球拍。
看女子乒乓球團體賽銅牌戰，蘇慧音的表現是令

人感動的，多次在分數落後的情況下沒有放棄，一
分一分追回來，決勝分反敗為勝。讀幼稚園的小朋
友，在電視機前看比賽，從分數的遞增，學會了數
字的比較，從而懂得為香港隊加油，再看升國旗、
奏國歌，回憶學校所學。
奧運香港隊的佳績，也是一場國民教育，豐收

過後，特區政府反應積極，快馬加鞭投入更多資
源，擴建運動場地，為運動基礎培訓制定政策，
是為上策。

豐收過後

8月1日那天，最令香
港人感到興奮的便有兩
件大事：其一當然是看

到奧運金牌榜上中國健兒金牌銀牌的
大豐收之外，香港的張家朗在個人花
劍比賽居然擊敗5年前里約奧運的意
大利衞冕高手加羅索（Daniele Garoz-
zo）奪得一金和何詩蓓的游泳兩銀
牌；其次不消說是消費券凌晨報喜，
滿18歲人士手上的八達通即時增加
2,000元了。
排隊人龍在港鐵站大堂拍過八達
通，知道這2,000大元入了數後的蓮
子蓉笑臉，就從未有過那麼喜氣洋洋
的場面，男女老少那張臉彷彿陽光照
進大堂一樣明亮，真是好一個美麗的
星期天！
2,000元，說少不少，說多也不算
多，大家可就那麼歡喜了。
隨後從港鐵站出來，同一蜂擁的人
群四處分散，第一時間走向的目的
地不是食肆酒家，就是超級市場和
便利店，景象真是年宵一樣熱閙；
接近午膳時間，手挽外賣盒飯出來
的，看起來都比平日塑膠袋裏頭的
東西豐滿得多，顯然這一餐是大加
料了。身邊擦過從濕街市出來兩個
並肩同行的老人家在開心對話，其
中一個說：「終於可以買得起龍蝦

了！」一個說：「我買了鮑魚！」濕
街市未必可以啟用八達通，可是有了
2,000元壯膽，都放心痛痛快快加餸
吧。看，小市民多麼容易滿足。
看來那 2,000 元除了實質銀碼之

外，還附送了一貼無形的舒情安心精
神藥，功效還大過白領藍領加薪得來
的喜悅；也許在職人士認為加薪是自
己付出勞力應得的酬勞，不同於消費
券那2,000元意外之財動用起來更加
倍開心。
消費券還有兩期分發，前後可得

5,000元，相信受惠者中期仍會保持同
樣的雅興和熱鬧，同時也可以預卜，
零售業和飲食業下半年的營業額，肯
定比上半年大幅度上升，政府下半年
的稅收滿意度相等於沒金牌也有銀牌
了，真是這樣，派錢能夠令到庫房和
民間皆大歡喜，按年重發一次甚至每
季派發一次豈不更得人心？

八達通多咗兩千蚊

有一段時間內地盛行學心理
學，到處都是心理學的培訓班，
只要交錢上課考試，就很容易拿

到結業證書，隨意去查看一些「新銳作家」的
簡介，都能看到裏面貼有「國家×級心理諮詢
師」的標籤，那時候，似乎一個人沒學過一點
心理學，就不配成為一個寫作者。
我因為開始職業寫作的緣故，也曾想過去學

習，去考一個心理諮詢師證書，認為藉此可以
增加一點相關的知識，也可以給自己毛髮稀少
的頭頂增加一點「光環」。只是由於一貫的懶
惰與拖延，加之吝嗇得緊，不想從自己並不飽
滿的荷包裏掏出高額的學費和考試費，直到政
府開始整頓、取締氾濫的心理學培訓市場，我
的學習都還未開始。
其實想去學心理學的知識還有一個更大的原

因，是想要治療自己的自卑。我從小不愛與人
交往，也不善與人交往，成長的過程亦是磕磕
絆絆的，到後來進入社會，在為人處世、經營

事業等方面失敗的次數多了，便愈發地自卑起
來。所幸後來有各路朋友以及前輩們的幫助，
在寫作上獲得了一點小成功，但仍舊是覺得自
己寫字寫得並不好，做事也做得更不好。這裏
也不好，那裏也不好，偶爾走到人群中，就恨
不得自己是個隱形人。一位前輩見當下有許多
人靠盲目自信就能獲得成功，我卻還在盲目自
卑，覺得我太不上進，時常會對我恨鐵不成
鋼。後來出了兩本書，戰戰兢兢地拿去請前輩
和朋友們檢閱，一位朋友看完書，很真誠地建
議我不要只埋頭寫自己的字，只寫身邊的人和
事，不管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那一刻我又
自卑起來，彷彿連搬到遠離城市的鄉下去居住
也是錯的，似乎如此便看不到大世界，成了一
隻坐井觀天的青蛙。
這段時間又閉門坐在「井底」寫劇本，寫到
靈感枯竭時上網閒逛，無意地看到中國作家千
夫長在談到文化觀時說的那句「把一眼井挖
深」，便又想起了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的名

言：「我的像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是值得好好
描寫的，而且，即使寫一輩子，我也寫不盡那
裏的人和事。」故鄉是福克納的精神家園，是
他靈感的源泉，他的一輩子都在寫他的「郵票
大小的地方」，幾乎是掘地三尺，把那塊「郵
票大小的地方」的土壤反覆地耕耘，放進自己
絕大多數的作品裏，讓他的故鄉變得豐富多彩
和廣袤無垠。
我的一位舊鄰居覺得自己的孩子「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傾其所有把孩子送到國外去
深造，自己也去做了陪讀媽媽。前不久那位鄰
居帶着孩子回了國，孩子除了英語水平比以前
提高了之外，與人談論的僅是國外的時裝和流
行的電子遊戲，行了萬里路回來，與從前並無
區別。而那位陪讀了幾年的媽媽亦只是在國外
多學了幾款西餐的做法。
有的人即便是走遍了全世界，看到的還是自

己頭頂的那片天空，而有的青蛙，即便坐在井
底，也可以挖掘出一個遼闊的世界。

井底青蛙的天空

中國有許多關於女子擇偶的詩聯
趣聞，很多讀書女子看重未來夫君
的才學品德，那些有學養、有真情
的女子更是願意自主擇偶，真所謂
「才子配佳人，學識覓知音」。更
有甚者，女方家裏把詩聯當作考驗
男方智力和應變能力的手段。從唐
代開始，有些女子擇偶便把門第、

錢財放在第二位，而把才學、外貌放在首
位了。例如，李郢與人同時求娶一女，女
方要求賦詩一首，以詩的優劣來決定夫君
人選。最後，李郢更勝一籌，如願求娶了
這位女子。
相傳，唐末有一女子自恃才學不凡，便
別出心裁要求對詩擇偶，只要能對上她出
的對題者，不管來自何方，即為如意郎
君，詩曰：羊毫筆寫白鸞箋，鴻雁傳書，
心屬南來北往客。一位喜愛讀書的青年皮
匠，路過此地，當即對得下句：馬蹄刀切
黃牛皮，豬鬃引線，情繫東選西挑人。上
下聯對仗工整，情思依依，使得那才女無
可挑剔，便履約與皮匠結為伉儷。
宋代，20歲的王安石上京趕考，路過馬
家鎮。偶見馬員外家在走馬燈上懸賞求取
「走馬燈，燈走馬，燈熄馬停步」的下聯，
王安石久思不得。他到京應試後受到主考官
的賞識，傳其面試，主考官指着廳前飛虎旗
說：「飛虎旗，旗飛虎，旗卷虎藏身。」很
快王安石以「走馬燈，燈走馬，燈熄馬停
步」巧妙應對，考官聽後讚嘆不已。
考畢，王安石回到馬家鎮，想到走馬燈
對自己的幫助，想致謝馬員外。誰想，馬
員外不聽王安石解釋，只請他對上走馬燈
的對子。王安石揮筆寫下：「飛虎旗，旗
飛虎，旗卷虎藏身。」馬員外聽完王安石
的故事，因其處處留心，十分欽佩其才
華，有意將小女許配王安石，並在府上完
婚，原來那走馬燈上的對子是馬家小女為
擇偶而出的。這正是巧對聯成雙喜慶，走
燈飛虎鑄深情。元末明初，江蘇興化縣有
位書生叫顧斐，患病數月，神情恍惚，整

日口中唸唸有詞：「五月艷陽天……」文
學家施耐庵精通醫術，觀察顧斐的病情、
神態，聽到病人又在自言自語：「五月艷
陽天……」施耐庵信口對道：「三春芳草
地。」顧斐頓時雙目圓睜，精神為之一
振，鄭重地給施耐庵行禮後，又口唸一
句：「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為柴……」
施耐庵懂了，此人是因對不出下聯急出
來的病。他稍一思索，極工穩地對出下
聯：「白水泉中日月明，三日是晶。」顧
斐「服」下兩副對聯「良藥」，竟大病痊
癒了。原來，顧斐愛慕當地一才女。多次
求婚，女方要求對出以上兩副對聯，便可
嫁給他。顧斐冥思苦想未果，急出病來。
施耐庵解救了這位特殊病人，並促成了他
的美好姻緣。
1832年春，湖南湘潭周姓大戶，家中才
高貌美的小姐周詒端以聯對招親。當時，
左宗棠尚未婚配，好友勸其應「擂」。周
詒端的母親王慈雲是有名的才女，擔任主
考官，周詒端則躲在屏風後暗中觀察，一
旦相中意中人，讓丫鬟添茶為號。輪到左宗
棠出場，周母先出第一個上聯：鳳凰遍體文
章；左宗棠略作思考，不急不慢道：螃蟹一
身甲冑。周母再出第二個上聯：解解解元之
渴；左宗棠淡淡一笑，從容答道：卜卜卜士
之命。周母又出第三個上聯：胸藏萬卷聖
賢書，希聖也，希賢也；左宗棠蹙眉沉
思，片刻回覆道：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
乎，飲武乎。此時，周詒端已芳心暗許於
左宗棠，忙命丫鬟出庭添茶。周家因覓得
佳婿張燈結綵，大宴賓朋。
清末，洞庭湖水鄉有一個年輕的私塾先

生，發現一個學生作業本上，常有別人批改
的字跡，蠅頭小楷，清秀可愛。一打聽，原
來是學生姐姐批改的，天長日久，先生對那
位學生的姐姐漸生愛慕之情。有一天，他在
學生的作業本裏夾了一張字條，字條上寫的
是：桃李杏，春日鮮花，歎問何時開放？
姑娘看到字條後，以為先生對自己心懷

不軌，便提筆在背面寫了一個對句：稻粱

菽，三月雜種，倒看什麼先生？私塾先生
看到姑娘在罵自己，也不生氣，只在字條
上寫了一句解釋的話：竹本無心，節外偏
生枝葉；姑娘見到這句上聯，也回了一句
表白的話：藕雖有孔，胸中不染塵埃。私
塾先生見姑娘態度緩和，就借景抒情表明
心跡：湖水漣漪，一碧深情，何不生蓮
（憐）？聰慧的姑娘對這位文采風流的書
生頗顯愛意，因作對句回覆：秋波含笑，
兩隻秀目，怎可無眉（媒）？
私塾先生知道這是姑娘在暗示自己要有

明媒引線，便請媒人說合，一對才子佳人
終成眷屬。這正是沙啦啦，沙啦啦，兩情
相悅情書飄然而起；丁鼕鼕、丁鼕鼕，一
曲對歌餘韻繞心不絕。嘻嘻嘻、嘻嘻嘻，
深情好似吉日喜鵲，讓人笑意充盈；啪啪
啪、啪啪啪，愛情猶如丘比特之箭，令你
心間蘸蜜。在民國年間，湖南常德鄉下的
趙家村有個鐵匠叫趙青山，他的獨生女兒
寶翠是十里八鄉出了名的小美人，讀過
書，十分聰慧。女兒寶翠準備出聯招親。
寶翠出的上聯是：鐵錘打鐵鏟，鐵打鐵。
恰好趙家來了3個姓魯的木匠，因為趙家
的小樓房有幾根檁條朽壞了，趙青山請他
們來換新的。
木匠魯小亮聽說出聯招親的事情，甚感

興趣。於是，他找到寶翠，看了一眼要修
的樓房，吟道：杉木修杉樓，杉連杉。
「對得好！」趙青山高興地說：「看來俺
閨女和你有緣啊！」「慢！」不料寶翠卻
說︰「他家是木匠，俺家是鐵匠，木匠能
對出這聯，或許是巧合，不一定有真才，
我要再出一聯：東風南風西風北風，東南
西北四季風，風送風，風迎風，風送風迎
心不渝。」魯小亮看到遠處一座白雲繚繞
的大山，馬上吟道：「山霧水霧天霧地
霧，山水天地八方霧，霧連霧，霧牽霧，
霧連霧牽情相依。」「對得好！」村學堂
的姚先生從門外走進來說：「此乃罕見的
情聯互對應答，寶翠姑娘和小亮有情有
意，真乃珠聯璧合啊！」

詩聯擇偶真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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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獅子頭的金牛更美麗。作者供圖

●與奧運空手道銅牌劉
慕裳合照。 作者供圖

●在東京奧運，港隊女子
乒乓球團體賽奪得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