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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消受粉絲「恩」

男的要求樣子俊朗不凡，外形高大威猛兼
且剛中帶柔，最好能有六塊腹肌；而女的
嘛，樣貌俏麗可人，身材凹凸有致，膚白美
少爺兵
肌大長腿，扮相也要宜古宜今……以上都是
這時代粉絲們對男女演藝人偶像的「審美」要求，演藝人
除了要在演出工作中使出十八般武藝「圈粉」外，如何
「留得住」粉絲令他（她）們不會「蟬過別枝」，也是現
今演藝人於星途中的另一項「工程」啊！
演藝人在娛圈能否名成利就，粉絲佔着很大的「比
重」，但不少演藝人同時亦都慨嘆着︰「唉！最難消受粉
絲『恩』吖！」
「做演藝人的，是靠『臉』吃飯的行業，是否有觀眾
緣，也得要看際遇中的天時地利人和，每個時代的粉絲們
對他（她）們心中的男神女神或是偶像，都有着自己的視
角，所以沒有誰比誰美，重要的是該位演藝人是否『切
合』他們的口味而已。正如最近 TVB 某劇的男主角，被
觀眾吐槽並懷疑他『整過容』，因總覺得男主面部肌肉很
『膠』，故此表情是皮笑肉不笑，削弱了男主本有歲數的
男性魅力。」娛圈人士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粉絲能直
接接觸到演藝人的機會不多，縱然偶遇演藝人感到喜悅、
心情興奮，粉絲們亦能禮貌地展現出尊重別人的個人修
養，然而時至這年代，社會及民生已有着大大的進步和提
升，但某些人的智商、行為素質卻不斷在下降，甚至有
『零分、負分』的。」
演藝人被評頭品足是無可避免，不過絕不代表可以用貶
義之言去羞辱他們，任何人是可以不喜歡任何一位演藝
人，但不要傷害。
客觀而言，娛圈裏也有不少天才演藝人，明事理的人會
說︰「普通人考試考到 100 分是他們的極限，而天才亦只
能考到100分，是因為試卷最高分是100分哦！」

山茶花遐思
了，他對她的話就是一首詩，那音色柔軟得像
雲一樣。今天真奇特，我發現原本早有鍾愛者
從山茶花中找回了自己。
去年春上，我曾在湖南湘西儀器儀表總廠
內，見到一株四色山茶花樹，大為驚歎。這株
山茶花高 3 米，樹的胸徑 4 厘米，從 1986 年開
始，已連續多年開放出 4 種不同顏色的花朵。
聽管理者引以為傲地講，這株山茶先開放出幾
朵玫瑰紅色的花，接着又開出 30 多朵白、黃色
和桃紅色的花，這些花朵都有茶杯般大小，色
彩特別分明。玫瑰紅的花盛開於樹冠頂端，好
像端坐中軍帳，白、黃、桃紅的花則分布於樹
冠的中下部，聽其號令。四色山茶花競相怒
放，相映成趣，漂亮極了。
我想，在四色山茶花樹面前，連最有想像力
的畫師，也會驚奇地張大嘴巴吧。難怪席慕蓉
由衷感嘆，山茶花開了，一開便是滿樹的詩情
和畫意。滿樹的花，在月光下朦朦朧朧，可香
氣卻一點兒也不含糊。美麗的白色花，使人幻
想它是茫茫一片的大海，幾隻蜜蜂飛過像小船
悠悠划過。我也曾一日日看着，這些溫潤可愛
的花兒，從青綠小芽兒到漸漸飽滿再到綻放，
從半圓到將圓再到滿圓，懂它所說的每一句
話。每朵山茶花都開得極為小心，滿樹的花就
沒一朵開錯了的。
對於山茶花，你不得不驚訝與屏息於花兒初
期的謹慎，但怒放之時又風範大改，它們迎風
笑開，沐雨怒放，明淨而端莊，清新而坦蕩，
灑脫而高潔。一位文友說，小時候淘氣，他特
別喜歡鑽進寧靜的山茶林，總是將一根用稻草
特製的吸管——插進山茶花黃蕊中，吸上一口
甜汁，那真是沁人心脾啊！露水打濕了頭髮，
浸透了衣服，已全然忘記。至今想起，那清香
悠悠的山茶花，還是讓他百般眷戀。
是的，不去用嘴吸，即便用鼻子聞，山茶花
也會透出陣陣芳香，就別說那溢滿玉液瓊汁的
花蕊了，那是山茶花最純潔的心啊！當山茶花
大朵大朵掉下地時，去撿它，然後送親人送朋
友，或夾於書中，也有幾分「予人玫瑰，手有
餘香」的情味。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
乃詩之至也。氣韻搖盪的山茶花，形諸舞詠，
儀態萬方。纖麗風致，花緣情而真摯，樹生碧
而瀏亮。
風很輕，沉默也輕，山茶樹上灌滿了蟬的嘶
鳴。風中的山茶花一朵朵被吹開了，那是一顆

顆顫慄的赤子之心。記憶輕淺，只有在某個不
經意的情境裏，我們才會恍然明白：花有花的
因緣，茶有茶的宿命，人有人的約定，世間萬
物都有着各自的使命。一念花開，一念花落。
其實，山茶花芯蕊中的每一空間，每個人都持
有一枚鑰匙，都有權利出入；持續撥動愛的心
弦，就能找到開啟山茶花的鑰匙。
當枝條試探着吐出花蕾，山茶花隱在那裏；
當蓓蕾悄然結胎，山茶花抱在那裏；當花瓣怒
張之時，山茶花笑在那裏；當香銷委地成泥，
山茶花化在那裏。見或不見，山茶花總在山茶
樹那裏。山茶花很小心在意地貯香，把香膏一
點一滴地積於玉瓶，最後將猛烈的馨香並作揮
盡。陽光薄金，天際朝霞，花溪春水，山茶花
就是這樣奇特的戰士，平時隱忍不語，艷異時
精緻無瑕，那種唯美勇敢幾乎讓人難以置信。
山茶花，別名茶花、耐冬，屬山茶科花卉樹
種，為常綠灌木或喬木。因山茶樹葉類似茶
葉，可作茗飲，故得名。山茶原產我國雲南、
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省，山茶花嬌美可
愛，花色紅白不一，碧葉常年不落。山茶花的
園藝品種很多，有單瓣、重瓣等等。山茶籽呈
橢圓形，背有角稜，用山茶籽榨出的油，為上
等食用油。中醫中以山茶花入藥，性平而微
寒，味甘而微辛，功能涼血止血，散瘀消腫，
主治吐血、衄血、便血等症。
有趣的是，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時尚界
的香奈兒女士就愛上了山茶花，並將山茶花作
為胸針佩戴於肩頭，或點綴在鬢邊髮際。她沉
醉於山茶花的無限遐思中，尤其對那渾圓飽滿
的花朵鍾情有加。山茶花樹鬱鬱葱葱的風姿和
層層疊疊的花瓣，成為香奈兒高級珠寶的靈感
發源。那巧奪天工的山茶花瓣圖案設計，已經
鋪展開與時空並存的栩栩如生立體經卷。

●花開並蒂醉山茶。（韓鳳平攝）作者供圖

香港，不適合
「與病毒共存」

寒潮突襲，北方一夜入冬，香港的
氣溫也跟着跌了不少。早起在海邊跑
步，居然看到有人已經穿上了帶風毛
的羽絨。不由心生感嘆，還是時間跑得更快。暑去
寒來，年頭又到年尾。疫情停滯了香港與內地的主
要往來，季節更替和氣候變化，卻絲毫不為所動。
疫情肆虐的 2020 年初，城市停擺，工廠停產，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度下滑，有人樂觀地以為，
新冠疫情會對氣候變化產生積極影響。很可惜，在
低位短暫徘徊之後，導致氣候變暖的主要溫室氣
體，仍舊以一種看似不可逆轉的勢頭，持續增加。
世界衞生組織上個月發布的一項報告說，氣候變
化是當前人類面臨的最大健康威脅。確實，儘管新
冠疫情還未有會散去的跡象，但加強針的疫苗，和
各路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的特效藥，還是讓我們看
到了不算很遠處的些許曙光，而氣候變化給全球造
成的健康威脅和危害，則遠遠超出我們能預估和應
對的層面。
再看看眼下內地的防疫措施，頗有些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的即時感。

趙鵬飛

水過留痕

餅乾出來吃，除下口罩就不能
談話。我聽到有朋友分享，有
一些小學甚至不能吃小食及除
口罩，家長接放學時唯有立刻
帶小食給孩子吃，畢竟已足足
6 小時沒吃過東西了——這是
合乎人道的處理嗎？
看着其他國家或地方雖然疫
情較嚴重，但生活已大致如
常。打了疫苗後，口罩的需要
也降低了，學生回學校如常上
課和用餐。誰有確診便回家一
星期喝水睡覺，現階段大部分
個案，已不是我們想像般的入
院插喉。當個案少的地方覺得
慶幸自己控制得好，慶幸自己
不在高感染率的已發展國家或
地 區 時 ， 他 們 其 實 已如常生
活，經濟都慢慢步向正常，只
有我們在逆向而行。
只見香港愈來愈不便，外國
朋友聽聞我們的措施，還以為
香港如東南亞其他地區般個案
頻生呢！疫苗愈打愈多，卻沒
有換來對應的自由，不少人都
慢慢受不了。但大家也沒有選
擇權，以疫症之名，還是好好
聽話吧！

成交流合作、共建共享的優質平台，自此大灣
區的文藝合作進入嶄新的局面。
不過萬里長征第一步，好的政策還需群策
群力、落到實處。中國古代清初思想家唐甄在
《潛書．權實》中說「以實則治」，講的就是
要付出實際勞動才能天下太平。對於灣區的文
藝工作者和廣大的觀眾，如何使得他們能從大
灣區的文藝合作發展中得到實實在在的滿足和
幸福，才是關鍵所在。
在我看來，大灣區城市在文化資源方面各
有所長，未來協作創新是大有可為的。我曾經
兩次率領香港弦樂團代表香港特區到內地大灣
區城市交流演出，感覺在音樂教育方面香港有
自身的優勢，不論是國際化的音樂教育師資，
還是培訓學校和演出舞台，都能使得學生得到
很好的國際化專業訓練。而廣東的音樂教育資
源，獨立的音樂學校只有星海音樂學院聲名在
外，其他只是在學校裏開設音樂專業，在國際
化教學方面還有提升的空間。另一方面專業樂
手只能在香港演出則又有局限性，大灣區廣闊
的演出市場將為香港樂手提供很好的專業發展
機遇。如果把兩者優勢結合，就能在大灣區的
文藝發展空間走出一條新路，也讓更多的參與
者收穫實惠。
不過當前大灣區文藝融合創新最急需解決
的，還是和內地盡早「通關」，便利兩地文藝
界的來往與合作。2022 年下一屆大灣區文藝
合作峰會將在廣州舉辦，我殷切期盼屆時兩地
已自由往來，峰會所有成員單位都能在現場實
現大團圓，共譜明日華章。

江蘇姜堰溱潼古鎮，我是第二次來。
為的是觀賞始植於宋朝、有近千年樹齡
的萬朵古山茶，這株絕世珍品，不僅是
溱潼古鎮的名片，更是姜堰生物物種的
寶貴財富。兩次去的時間，都是中午之
前。陽光正好，青磚黛瓦。古樹就藏在
溱潼古鎮裏，房屋錯落有致。屋脊幽
亮，古山茶花樹看上去更養眼一些，那
些古山茶花就像一張張淳厚的笑顏——在樹冠
上裊裊而升。
獲得一個地方的歷史感，需要到現場去拜
謁。兩次去面對萬朵古山茶樹，我就是讓生命
中所有感官都打開，讓眼耳鼻舌身意入定的姿
態去體驗：時間之神把一株樹保存下來，千百
年裏不斷擎起紅色之花，又小心地放回大地，
這種心靈頓悟易以美的方式連在一起。眼前的
山茶花，這令人心喜的花兒，既浸染了歷史風
雲，又在每年的煦日中面頰緋紅，那麼古老，
又那麼飄逸。
午後一陣小雨稍過，我又在萬朵古山茶樹旁
逗留。看見一對老人依偎呢喃着觀賞山茶花。
淡紅色的花朵，一朵緊挨着一朵，依着高度向
上怒放，似是酒後微紅的臉頰被洗了一遍。些
許雨滴正在花朵間慢慢流動，一些雨滴順着
花瓣的弧線輕輕滑落，如此晶瑩的雨滴成了
花兒並不均衡的妝彩，欲遮還羞。我想，萬朵
古山茶正演奏着昂揚的生命之曲，即使將來愛
到浪漫凋謝，也從不放棄，難怪那對老人久久
佇立。
遐思中，一陣微風吹來，氤氳的古鎮氣息不
由讓人心境如夢。輕輕地走過去，與那對老人
攀談，令我驚奇的是——他們家裏連續 7 年養
了一盆白色山茶花，每年花樹上的並蒂花有 7
朵，山茶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在流逝的歲
月中，他和她像看護年輕時的純真愛情一樣，
不離不棄。有時，他會採一瓣潔白的山茶花，
遞到她嘴邊，說：「你吃，真甜。」她說不能
摘，也不能吃，只要看。這種發自心底的愛，
真是說也說不清楚。
潔白的山茶花幽幽含香，就像高貴的白雲在
他們家中裊裊婷婷。他曾指着並蒂的山茶花對
她說：「它們多像我倆，你是我理想的嬋娟，
我是在你手中的畫卷。我願為山茶花製作一疊
詩箋，為你，也為我，寫詩一百年。」呵呵，
理想中的山茶花，在這對老人心底款款綻開

鵬情萬里

之前參加婚
禮，入場前逐一
湯禎兆
檢查疫苗證明。
女家說因為她那邊大部分親友
沒有接種，所以唯有改以 4 人
一桌的方式，另外再進行晚
宴。人生大事，當然小心一點
好，但想起其實香港的確診數
字愈來愈低，我們生活回復正
常水平的速度卻不成比例的緩
慢，犧牲似乎太多了。
只說小學生的話，我們當然
有意見，也同屬家長群的意見。
這一代孩子本身已是數碼世代，
大家都想他們多點社交多點運
動，一個疫情卻令他們墮入不同
隔閡的人為陷阱——不能有大
型家族聚會，去餐廳也只看到不
同膠板，其實這些象徵意義對成
長中的孩子有深遠影響。
我們一心想着要找有大球
場、大空間又有飯堂的學校給
孩子，一個疫情便推倒一切。
所有小學校隊運動取消，有足
球場也不會開；午餐不能在學
校吃，任你有私家食堂也等餓
到半死等回家才可解決。小息
不能跑跑跳跳，要圍着隔板拿

姚弦雅音

一直好恨去雲 燒乳鴿，把香港茶餐廳的部分
代表作帶到雲南去，吸引了很
南，覺得那地方
林爽兒
會適合自己。其 多當地朋友。他還把自己的一
實是直覺，只不過因為那裏少 頭白髮當成註冊商標，註冊成
數民族多，對他們的文化習俗 「白頭佬」。他告訴我雲南很
舒服很寧靜，亦有很多來自各
特別喜愛，一句講晒是貪靚！
不少朋友知道我恨去雲南，都 地的朋友在那裏落地生根，所
自動提出各自在那邊的朋友、親 以他的茶餐廳也吸引着這些外
戚、兄弟姐妹的工作、生意、活 來的人。
他的餐廳有兩個股東，就是
動，非常熱情地向我介紹雲南的
種種，令我的腦海中不斷浮現在 他和那位做飲食 30 多年的朋
雲南的畫面，其實是發夢而已， 友 。 他 還 首 創 了 「 消 費 股
所以我想完全通關之後，第一個 東」，接受了 6 位朋友加入，
出發的地方應該便是做夢都做不 朋友不知多踴躍想成為「消費
股東」，他滿肚計劃地告訴
停的雲南！
我的其中兩位朋友兄弟，十 我，到他再開第二間的時候，
分有趣，兩個都是「浪子」， 他會接受更多朋友參與，做一
我認識他們的時候還好端端地 個 VIP 會員制，接納 30 人參
在香港搞東搞西，哥哥搞茶文 與。看來他的白頭佬港式茶餐
化頗有成就，不過早早已是喜 廳這 3 個月開始之後，已很有
歡到處「浪蕩」的人，帶着他 成績，朋友客人都期待着他的
的茶文化到全國各地宣揚，去 第二波，等待着當他餐廳的
喜馬拉雅山泡茶、在添馬艦舉 VIP會員。
聽着他的故事，我也在幻想
行 2,000 幾人的茶會。現今返
着什麼時候可以飛到雲南，什
回內地大灣區石牙垻開辦茶書
院，幾年間令石牙垻變了樣， 麼時候也能夠像他找到一個如
這樣的路向已令我們羨慕不 此充滿魅力的地方享受下！
已。誰不知他的弟弟更厲
害，返內地開拓市場 9 年，
2018 年在雲南大理落地生
根，先買房子再開居酒屋，
近月把居酒屋轉變成港式茶
餐廳，第一間由香港人主理
的港式茶餐廳，得到當地搞
飲食 30 多年的朋友支持，
茶餐廳搞得有聲有色，限量
每周一天推出港式燒鵝，每 ●朋友在雲南大理的茶餐廳，還
作者供圖
天供應港式叉燒、白切雞、 有露天座位。

粵港澳大灣區的橫空出世，為
區域文藝合作創新帶來廣闊舞
台。當年我在紐約茱莉亞音樂學
姚珏
院求學，親身感受到紐約灣區沿
海經濟和文化齊頭並進，灣區經濟文化帶已經
成為許多世界級城市發展的共同趨勢。
近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藝合作峰
會」又在廣東省珠海市舉行。廣東省文聯、中
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香港文聯）、澳門中華
文化聯誼會和廣州、深圳等大灣區 9 個城市的
文聯共 12 家單位代表，共同簽署了《粵港澳
大灣區文藝合作峰會成員單位合作備忘錄》。
未來將通過峰會這一合作機制推動大灣區文藝
交流、合作與創新，打造優質文藝展示平台，
提升大灣區文藝影響力。
因為疫情防控需要，香港文聯只能通過視
頻連線形式參加了峰會。我也受邀在香港現場
參加了大灣區這一文化盛事。對於大灣區文藝
合作共享、輪流召集舉辦的形式，我早在幾年
前的全國政協提案已經提出類似的構想。我多
次在提案中提出，要成立大灣區文化委員會統
籌推進區內軟實力的合作、發展、推廣。去年
的政協提案又提出由國家文化旅遊部牽頭，粵
港澳三地政府聯合承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藝術
節，另外成立大灣區藝團夥伴計劃和藝術院校
姐妹配對計劃，鼓勵香港、澳門和內地青年藝
術家跨區域交流，互惠互利。
此次大灣區合作峰會機制的設立，呼應了
我長期奔走呼籲的設想。峰會的創始成員單位
未來可以按商定順序輪流召集組織，峰會定位

付秀宏

路地觀察

打疫苗後的自由？

即使目前我們所能讀到的
《囚籠》及《博西》，也不是
特別出色。
《囚籠》是寫主人翁哈米德
在一家小鎮雜貨店做售貨員，
癡迷一個經常到雜貨店打印度
酥油的窈窕西班牙女郎。
初起這位女郎並不與哈米德搭
訕，令他六神無主，他把這位女
郎想像成冰雪聰慧的姑娘，成為
他心中的女神，經常在她購買東
西時給予一些好處。
後來有一位叫曼塞的老主顧
在雜貨店遇到這位女郎，公開
向女郎作了露骨的挑逗。之後
曼塞對哈米德說，這些女人都
是「假裝正經」，只要價錢到
位，不難得手。
哈米德「不相信那姑娘是幹
這營生的」。後來哈米德與這
位女郎有了一次簡單的對話，
令哈米德為之失魂落魄。
小說結尾，這位姑娘終於忍
不住對他說：「你總在給我東
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報。
那樣的話，光靠這些小恩小惠
就不夠嘍。」
可見，這位姑娘並不是哈米
德想像的那麼冰清玉潔。她與
老主顧曼塞所說的話一樣，是
可以交易的，與她在哈米德心
目中的形象落差甚大。 （中）

家家廊廊

爽姐私語

白頭佬扎根雲南

２017 年 瑞 典
文學院曾因其中
一位院士的攝影
彥火
家丈夫捲入性醜
聞，令到其他瑞典院士辭職抗
議，致令 2018 年度諾貝爾文學
獎暫時擱置。
待到 2019 年那一屆，才將
2018 年、2019 年度獲獎作家一
起頒布。
陳文芬認為，瑞典學院因此
次風波，歷經３年的動盪期，
目前已恢復了獨立評選的方
式。換言之，經過一番改革，
目下瑞典學院已恢復了過去獨
立評選的方式及運作制度。
瑞典學院已為此增加了對外
語專家的資訊，不啻是好事。
陳文芬稱，瑞典學院這次的
選擇，終於跨越到非洲視野，
比較令人滿意，這個呼喚是長
久以來當地媒體給瑞典學院的
壓力。所以，媒體大部分都表
示對這一結果很滿意。
可惜本屆的獲獎作家，知名
度相對有限。
古納雖然有兩部小說翻譯成
瑞典文，但在瑞典，他在文學
界的地位並不彰顯。瑞典國家
電視台邀請了瑞典知名評論家
及文學大家作直播介紹，竟然
沒人讀過他的作品。

灣區文藝開新局 以實則治譜華章

百百

琴台客聚

人生的《囚籠》

面對新冠病毒的不斷變異，內地的防疫措施不斷
升級打補丁。隔離檢疫從14到14+7再到14+7+7，
疫情流調範圍從密接到次密接再到時空伴隨者，疫
苗接種從全員兩針到全民開打第三劑加強針。而國
外，從無所謂到學會戴口罩再到封閉國門，然後接
種疫苗恢復常態，再恢復到無所畏懼的狀態。兩種
截然不同的防疫取態，對於一直嚴防死守嚴陣以待
的中國而言，就是不得不持續加高防疫堤壩築牢抗
疫屏障。因為新爆發的每一輪疫情，都是因為境外
輸入病例蔓延燎起的。只要國內外的防疫目的和防
疫措施不看齊不對標，這場全人類與新冠病毒鬥法
的抗疫戰的硝煙，就始終看不到要休止的信號。
已經有超過 500 萬人因為疫情失去了生命，地球
村內部的抗疫鴻溝，沒有要彌合的趨勢。堡壘都是
從內部被攻破的，這句話放到這裏也有效。在享受
自由和恢復經濟面前，與「與病毒共存」的論調，
似乎正在成為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妥協的共識。這
樣的聲音，也開始蔓延到了抗疫戰績算是不錯的香
港。幸運的是，港府對標內地抗疫策略，爭取優先
恢復和內地通關的決心，並未因此動搖。

我在特區政府網站看到一組按照年齡統計的香港
人 口 情 況 ： 12-19 歲 ， 448,800 人 ； 20-29 歲 ，
808,700 人 ； 30-39 歲 ， 1,126,300 人 ； 40-49 歲 ，
1,142,500 人；50-59 歲，1,174,200 人；60-69 歲，
1,071,800 人；70-79 歲，560,500 人；80 歲以上，
401,800 人。現在，全世界關於疫情的普遍認知，
便是接種疫苗之後，即便被感染，還是以輕症和
無症狀的人居多，但基礎病較多抵抗力衰弱的長
者，患危重症的機率就相當高了。香港的公共醫
療水平很高，擁有的醫療資源，相對於所需要服
務的人群，就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粗略計
算一下，香港超過 70 歲的人多達 962,300 人，60
歲以上的人口更高達 2,034,100 人，倘若其中 1-2%
的老年人感染，公共醫療需要承擔的壓力，用不堪
重負已不足以形容。更何況，直到現在，香港兩針
疫苗接種率還未夠 70%，70 歲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就
更低。可見，香港並不是一座適合「與病毒共存」
的城市。
天氣雖然轉冷，熱乎的消息總算開始逼近。特首
說，預料通關初期只限於廣東省，且會設置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