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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風華在校園
由於疫情，這兩年
的互動活動減少了，
加上防疫需要，各活

動也限制入場人數，「盛況」不
再，反而令出席者或參觀者跟主講
者和策展人有較多的互動機會，即
時請教和討論。日前出席在香港城
市大學般哥展覽館舉行的《盛世壁
藏》唐代壁畫文化特展，及其相關
講座，就感到收穫頗大。
這次特展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國家文物局、陝西省文物局及香港
洛士文基金合辦，並由文物館及各
地收藏家借出珍貴展品和文物，曾
在台灣及澳門展示，頗受好評，香
港站展覽由三聯文化基金項目經理
梁冠文策展，其特色是借助數碼科
技及投影技術，並對舊作重新整
合，不但呈現出42幅皇陵壁畫的恢
宏氣勢，也令畫中人「走出來」，
尤其是當年的場域和古風，現場更
配以唐朝風格音樂，生趣活潑，有
點像多年前在香港展出的動畫版
《清明上河圖》，令人彷彿走入時
光隧道，再配以藝術史學者郭燕寧
博士在講座上賞析唐畫特色，以及
策展人梁冠文對展品解說，猶如上
了一堂兼具藝術史和體驗盛唐生活
風尚的課。
有別於一般人常說的佛教洞窟壁

畫，是次展出的壁畫主要出自唐高
宗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旁17座陪葬
墓，題材多元化且生活化。而且，
由於壁畫藏於墓穴內，避過戰火侵
蝕及人禍摧殘，保留相對完好。將
壁畫上的圖像和史料記載對照，對
認識當時的社會等級、墓葬規制、
宮廷生活及審美風尚頗有助益，可
謂了解盛唐文明的重要線索。
展覽入口處有一幅大型《長安城
繪圖》，乃特邀香港著名畫師曹志
豪及其團隊繪製，綜合描繪了盛唐
帝都的整體格局和生活風貌，再欣
賞原創動畫短片，令觀者感受一千
多年前國際都會的風采。
值得一提的是，盛唐社會開放，

女性地位也相應提高，女人不但積
極走出宮廷和家門，更參與戶外活
動，如野外騎馬，裝扮上也大膽破
格，除高髻低胸露肩外，更愛女扮
男裝，展示英姿。同場還有一個名
為《天朝風華》、有關唐代文明與
絲路的實物展，可欣賞到唐人的精
巧技藝，透過文物也窺視到當年商
賈貴冑的生活習俗。
這個展覽及其講座設在校園內，

有助大學生近距離接觸，但家長也
可偕中小學生子女前往參觀，藉此簡
淺生動的展示，引發學子對中國歷
史的興趣，也助增加民族自豪感。

這個星期相信大家
都有留意到香港游泳
選手何詩蓓，繼東京
奧運為香港首奪兩面

游泳銀牌後，今個星期更在世界短
池游泳錦標賽，再為香港奪得100
公尺金牌、200公尺金牌及400公尺
銅牌，共兩金一銅，三面自由式獎
牌的佳績！「游泳賽」向來是世界體
壇兵家必爭之地，在何詩蓓之前，香
港真的從未想過可以在游泳項目取
得奧運或世界錦標賽獎牌。
今次何詩蓓奪獎，大部分香港人
也從不同的渠道得知，大家都為她
感到非常開心；但根據非正式統
計，資料顯示卻發現大部分香港觀
眾是沒有收看何詩蓓的比賽，許多
受訪者表示事後才知道原來有游泳
比賽，更少人跟上直播追看。他們
的回答是：「唔知電視有得播」、
「有開着電視但沒有睇到」、「我
唔知幾點有得睇」等等。其實是否
電視台宣傳不足，抑或觀眾沒有刻
意尋找哪裏可以收看呢？
每間電視台收看的觀眾群也不一
樣，可能有些觀眾只是收看自己慣
性收看的電視台，如此一來，觀眾
能看到的節目種類也就相對較窄，
何詩蓓在世界短池游泳錦標賽奪獎
的這類「突發性」的節目，就較難
讓觀眾可以緊貼收看了；相反如果
所有電視台也有播放，雖然對電視
台而言就無法做到「獨家播放」，
但觀眾容易收看之餘，亦會去選擇
自己覺得比較好的電視台去收睇、
去比較，電視台在競爭下亦會投放

成本做好節目吸引觀眾，觀眾受惠
之餘，香港電視圈也百花齊放。
而這次何詩蓓為港爭光卻又鮮有

觀眾知情，歸根究底，相信是電視
台宣傳不夠，如果能在比賽前幾天
大肆宣傳何詩蓓將會出戰世錦賽的
日期、時間等，觀眾應該會定時定
候一同等着看。電視體育傳媒人，
除了不停思考如何製作好的節目外，
更要懂得包裝和宣傳，有效地告訴
觀眾什麼時間有直播可收看，當然世
界盃、奧運會、亞運會等大賽很多
傳媒會幫手宣傳，但其他也真的要
靠電視台自己好好努力了。
講開大賽，2022年世界盃FlFA

上星期向香港所有電視台發出電視
版權標書，香港電視台須於三星期
內，即明年1月7日中午前提交；過
往幾屆國際足協也是私下跟各電視
台接觸，商討購買電視版權，今次
以招標形式，相信是因為香港電視
台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購買意欲
不大，除非價格相宜；但今次對方
開價是5,000萬美元，個人覺得就
算回落到3,000萬美元也太貴，如
果用3,000萬美元去拍攝劇集，以
平均每集200萬港元計算，可以製
作120集，拍攝劇集經濟效益比播
放大型體育節目大得多，難怪電視
台下不了手。
同一時間英超也提出未來3年電視

版權標書，今季會否也是2億美元
呢？世界盃是一個月內發生的64場
賽事，英超則是一年380場的賽事，
相信英超及世界盃在這全球經濟環
境之下，要賺香港錢並不容易。

2021年12月19日對香港來
說是個大日子！是特區政府
推出完善選舉後的第一個立
法會會議員選舉投票日。

這段期間，香港政府以及香港各界社團
都站出來呼籲香港市民踴躍投票。無論是電
視宣傳、各類型公共交通工具的廣告，有些
大廈的外牆，甚至出動花車大巡遊，在提示
市民記得12月19日投票；在153個候選人
當中，包括台灣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國籍的
「老外」、專業人士、勞動基層人士等等，可
謂五光十色，選出自己心中心儀的候選人，
可為民請命、為民爭取權益的候選人。
毋庸置疑12月19日是全城的投票日，我
的投票區在新界，為響應政府號召，一早
出門搭小巴，只覺今天乘客疏落，空位特
別多！下了車，順利找到投票的地點，我們
排隊有序地進去投票，不消三五分鐘就投完
票，履行了做一個市民的義
務，心情特別輕鬆。
漫步走向海邊，人潮湧湧，

其中有一段路遊客多到連針都
無法插入！陽光輕灑在波平如
鏡的海岸，有賣藝的老人、有
玩雜耍的年輕人、有放風箏的
小孩、有賣魚蝦蟹乾貨的水上
人，還有賣有機農產品的農夫
村婦。在一條曲幽的小徑上，
看到一些人帶着小貓小狗在追
逐嬉戲，這種情景簡直就像聖
誕節嘉年華會。

我走進茶座，選了一個看海的位子坐
下，點了一盅兩件慢慢地品味普洱茶和蝦餃
燒賣的滋味，一邊看着遠山近海。海面上有
三五艘正在航行的小船，給平靜的海面添上
幾許動感。12月19日之後香港即進入一個
嶄新的局面，全面落實完善選舉制度、愛
國者治港，不會再有拉布、打架的動作及
侮辱國家的言語和行為，增加了政府施政
的有效性。我希望已移民的香港人能回
流，參與今日香港的建設，讓我們一起見證
香港在2019年被大破壞之後，重新整頓社
會秩序，恢復國際城市的光彩！
坐着看山看海看人，不如我再次走入人

群中，深刻體會這片土地與人們給我帶來的
歸屬感！歸屬感是重要的，它是一個人生存
的尊嚴之一。
黃昏時候，我打算到尖沙咀，選擇小巴到

港鐵站，這才發現今天的港鐵、公共巴士免
費「No need Doo」。無論是港
鐵車廂、月台都擠得水洩不通！
走上地面的大街小巷，各個商場
更是人擠人！有攜老扶幼的、拖
兒帶女的，也有手牽手的，今日
好像全香港市民都出來慶祝了！
這不就是一個太平盛世嗎！
香港社會由亂到治，如今第七

屆立法會議員經已順利誕生，不
需執着於投票率的高低，樂觀向
前看，行政、立法相互配合在政
府有效的治理下，相信香港的明
天會更好！

投票日即景
年關在即，各大銀行都要谷數，客戶

經理施展渾身解數，催客戶到銀行「見
個面，送禮物」，游說購買金融產品。
各大銀行的客戶經理都有不同風格，

中資銀行比較「人性化」，極力游說之餘，還是讓客
戶從容有退路；外資銀行則有點「進逼」，奪命追魂
Call，客戶即使能全身而退，還是比較狼狽的。當
然，你可以說這是「進取」。
我在外資銀行的客戶經理是個女的，是職場大姐

大，手下成隊兵，氣場很勁，作為她的客戶，多少都
要有點定力。這次應邀前往見個面，純粹是「盛情難
卻」，同時要處理一些財務。大姐大的團隊主力推銷
年金，先是讓手下Ａ跟我講解年金，誘以一大把的
「優惠」。其間有手下B推門進入，被大姐大不客氣
地「趕走」，似乎是不讓騷擾正在「落疊」的客人。
職員一輪嘴的推銷，幸好還有點定力，拒絕之餘，

託詞要留現金「買樓」；大姐大即時轉軚游說把住屋
「按」給銀行「借錢買樓」，不理客人的需要，一篇
「借錢為上策」的大道理，洋洋灑灑。本人並不準備
「買樓」，也不需要「借錢」，只是應付死纏爛打的
推銷頗費勁。
無奈大姐大很快把手下C召了進來，查詢「按揭樓
宇」的程序，手下C是位年輕女士，正常回大姐大的
問話，大姐大不大客氣教訓手下C：「不要望住我
講，望客人講！」女職員頗尷尬地面向我這位客
人，為了讓女職員下台，我這位客人還是禮貌讓她
把話說完。
對於現在的職場女性，真是有點大開眼界，對下毫

不尊重、對客自以為是，以為氣場可以壓陣，所向無
敵。中國人講禮貌，互相尊重，我就是不喜歡這種霸
道、氣焰的推銷手法，「進逼」變了「趕客」。

新一代職場女性

朋友傳來山東省金
魚大賽短片，什麼鶴
頂紅/長尾獅頭/冠軍

國壽……名種金魚一下子搖曳生
姿，在熒幕上顯現依然水清魚靚，
登時手機便像個迷你水族箱，看着
好不心醉。
魚，我所欲也。有好幾年，金魚
養不成（因為不知金魚不能吃得
太飽，過分餵飼而飽死），其後
也買過不少觀賞魚，那些日子，真
是有喜有驚，喜在曾經買過一尾粉
紅色尾指般大的小塘虱，放進魚缸
後半小時便失其所蹤，滿以為給大
魚吃去，誰知過了一段日子清理
魚缸翻動細砂時，塘虱從砂堆裏
猛跳出來，已是7吋大塘虱了，原
來牠一直躲藏在厚砂堆裏，真是意
外之喜。
至於驚，則在於最初愛魚心切，
捧魚回家，看着魚店水不夠清，第
一時間重新換過新水，過了一晚
魚就全反了肚，事後才
聽人說，養魚有六字
訣：就是「缸水新，魚
病瘟」，買來的魚保留
大半來處舊水，以後這
魚才好養。
第二批新魚入缸便混以
新舊水了，誰知明朝醒
來，又見半缸魚屍，養魚
專家朋友說我不熟魚性，

善良的紅蓮燈孔雀怎不給兇神惡煞
的鬥魚吃到甩頭甩尾，一怒之下，
撇去鬥魚，抖擻精神，以後便單獨
養定了金菠蘿。
於是重新選擇最高級的照明魚

燈和水族器材，漸漸有了成績，
金菠蘿是愈來愈漂亮了，為了
魚，也改變了生活習慣，夜眠還
得早起，清晨六點半左右便到魚
市場買紅蟲，因為有嫌魚糧令魚
顏色失鮮，餵以紅蟲才好看，那
年紅蟲渴市，貴過海鮮，也不得
不買，怎知就是這一次，買來的
紅蟲可能沾有細菌，從一角錢那
麼小養到傑克杯口大的20條心愛
金菠蘿，搶吃紅蟲不到半小時便
紛紛集體反肚，真是欲哭無淚有
冤無路訴，受過紅蟲一劫影響，
加以工作過忙，從此就失去養魚
的心情，今日手機上看到魚展，還
是「魚情」未了，手機上看魚也不
錯呀。

賞魚容易養魚難

一場冷雨下來，被高溫肆虐了
大半年的南粵大地終於在2021年
臨近結束的前幾天入了冬。氣溫
驟降，園子裏怕熱的花兒們都在

雨中恣意地開放起來，姹紫嫣紅，花香四溢，
冬天反倒比春天還要美麗了。
我家工具房裏從去年冬天就囤着的幾箱木炭也

終於派上了用場。早早地搬出爐子在後院生了
火，一面賞花一面烤火，連吃飯都不捨得回屋，
拿了燒烤架放在炭火上，去摘了已經吃過幾造的
茄瓜，加上地瓜和各色青菜，全都堆到燒烤架上
烤熟了蘸醬吃，如此，既不辜負美食，亦未辜負
美景。再斟一杯紅酒，便在天寒地凍間喝出了一
絲浪漫的意味。
享受着美好的花園午餐，被手機綁架了的現

代人卻仍舊牽掛着網絡，一面在炭火香中吃
喝，一面上着網，在網上吃了個令人五味雜陳的
「大瓜」。說是「大瓜」，其實亦司空見慣，不
過是娛樂圈中的一些大明星，從前有着被包裝
得很完美的「人設」，被眾多的粉絲追逐、崇
拜，後來這些明星大多因為劈腿、嫖妓、出軌等

原因完全顛覆了他們在公眾眼裏的形象，愈是
看起來純粹和完美的，愈是更加顛覆大家對「偶
像」的認知。對於在江湖裏歷練久了的「老油
條」們，對各種「瓜」早就見慣不怪，甚至還能
用各種「瓜」去蹭流量，給自己帶來種種好處。
而對於那些真正純粹的，對社會和人性的認識
尚淺的年輕人，每個「瓜」都是一個打擊，我便
因此收到幾條小女孩發的私信說︰「吃瓜吃到懷
疑人生，對愛情不敢憧憬，對婚姻不敢相信。」
雖然時常在寫人性，但在面對小女孩的問題

時亦會無言以對。
我有一對相交多年的朋友，夫妻倆從年少相

愛，感情幾十年如一日地好，他們倆都不是名
人，但在各自的工作領域裏都做得很出色，他
們的好也是表裏如一地好，妻子生病了去打個
針丈夫都會像心疼孩子一樣地心疼半天。然而
人性複雜，就連那位丈夫自己都不明白，他那
樣地愛自己的妻子，為什麼仍會不時地背着妻
子與別的女人幽會。
成年人經歷多了、閱歷廣了，就都明白，人
性從本質上來說，都會存在矛盾的自私或無

私，勇敢或懦弱，決絕或猶豫，狹隘或寬容，
粗魯或溫柔，坦蕩或陰暗……完美的人性只有
在童話和神話裏才會出現，在現實中，我們不
曾想像過的一切最壞的都會發生，所以我們才
會不斷地成為「吃瓜群眾」。而我們常吃的
「瓜」，小女孩不敢憧憬的愛情、不敢相信的
婚姻，不過都是複雜的人性裏的一種關係，親
情也是，友情也是。其實所有的關係都一樣，
都可以讓人感覺溫暖、安全，值得依靠，但所
有的關係都可能存在游離、欺騙、背叛等等。
前些天又重讀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范

柳原和白流蘇的故事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大
瓜」，如今人們已經在叫囂着往元宇宙進發了，
而人性與兩性關係卻和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並
無兩樣。有很多東西同樣在緩慢地消失，但這
並不意味着這個世界就是糟糕透頂的，我們只
要記住自己經歷過的那些正面的一切，在人與
人的關係中曾得到過的美好，在以後的日子裏
讓自己繼續做一個美好的、警醒的人就行了。
至於那些「瓜」，好吃的，就用炭火烤着

吃，不好吃的，棄之而去就是。

吃瓜時代

家裏的菜，空了。清晨，想起去山
村趕集。想到從前的時候，鄉村的集
市，簡直就是青菜的天地，別說是當季
的蘿蔔、白菜，就連早已過季的青椒、
西紅柿都堆滿小攤。因為蔬菜新鮮，
引來許多城裏人開車到這裏來採購。
這些菜，是在塑料大棚裏種植出來

的，塑料大棚的運用，首先惠及的是
當地的百姓。除了塑料大棚，在我們這裏，
很多人家還建藕池。藕池不深，經過一番硬
化處理，最終把種籽播在了裏邊。池底下，
是泥。到了春天，藕葉生長出來，我們叫它
蓮。蓮葉愈長愈大，愈長愈高，不經意就漫
過人的頭頂。蓮花也是如此，一朵朵迎風探
出頭來，高過了圓圓的葉子。花是白色的，
很少有粉紅，據說，粉紅色花的藕不脆嫩。
新挖的藕上市，一枝枝帶着泥巴，採購的

人蹲在地上，使勁地用手去摳。泥愈少，分
量愈不帶水分。賣藕人也及時在一旁推銷，
將一節白胖的藕折斷，長長的絲頓時就拉了
出來，細如蛛網，讓人想到某些愛情小說裏
的一個詞：藕斷絲連。
而眼下，季節已經進入初冬，山野空寂，

落木蕭蕭，也不見蔬菜葱蘢。該收的，都已
收穫，秋收冬藏。沒有收穫的，只有馬上就
要飽滿結實的蘿蔔白菜。立冬之後，它們
作為最後一輪即將脫離泥土的生命，仍然堅
守在山野。今年的雨水太大，很多地方的青
菜都被積水泡過，根鬚全無，基本無收，不
知我們去的那個山村怎樣。說是趕集，其實
還是想到山野裏散心，不想在城市裏待得太
久，就像困在籠子裏的小鳥。從山頂俯瞰山
腳，四面的山，圍着一座座水庫，如微型的
三峽，氣勢磅礡。果然，沿途的山窪裏，蘿
蔔沒有看到，白菜倒有，只是葉子在棵上焉
焉的，葉片蓬亂，一副毫無生氣的樣子，就
像被霜打了一樣，不是往日所見的景象，冷
清的田野，令人落寞。
集市上，人已散去，只有兩個賣豆腐的攤

子，還在街頭支着。車子就要急馳而去，同
行的朋友急呼停車，聲音裏帶了驚喜，告訴
我們這個村裏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朋友是本村人，對於當地的美食，是有發

言權的。即刻，4個人一起下了車。豆腐已

經快賣沒了。兩個小攤，每個攤面上只剩下
一塊，用塑料袋裝着，好像在等待着，給我
一個滿滿的回憶。
彷彿知道我們從城裏來，也彷彿知道，我

們是來買青菜的，賣豆腐的女子對我說：
「青菜少，也貴，買豆腐的就多起來，吃起
來實惠……今年的青菜種得少，加上夏、秋
兩季雨水大，園子裏的菜有些都爛了，所以
集市賣菜的不多。」她的話，我沒有聽進心
裏，目光直奔那兩塊豆腐。和我們城裏的豆
腐不一樣，雖然還冒着熱氣，但是結實着
呢，這樣的豆腐，嚼起來有一股清香。我提
起一塊掂了掂，沉甸甸的。
在這裏買豆腐，不用稱斤較両，而是論塊

賣，這點和城裏又有些區別。城裏人賣豆
腐，按斤稱，你想要多少，就給你切多少，
我剛進城的時候還不習慣。這裏賣豆腐的人
家，是用一個模具比着切，切好的豆腐正方
形，擺在攤子上，像幾何圖案，放在攤面上
任你挑。我對這樣的賣法不陌生。許多年
前，我故鄉的小村裏，也是這樣的賣法，這
個山村離我童年的村莊並不遠，想來也還是
近鄰，所以風俗上基本相同。
做豆腐，是個技術活，一般的人做不來，

於是便有了家族的傳承。故鄉的村裏，有兩
個賣豆腐的人家，一個在村西，一個在村
東。村東很少去，我家住在村西，自然是先
到村西的攤上買。賣豆腐的是一位少婦，正
青春，人們叫她「豆腐西施」。每當家裏有
客人來，母親都讓我去她那裏買豆腐。
她就用一個模具隔着切豆腐，在一包豆腐

上左量右量，用刀順着模具的邊沿切下去。
一定要切得端端正正、四四方方，要大小相
等，才不會讓人覺得缺斤短両。
買她的豆腐，需要趁早，晚了就買不到

了。她清晨天不亮就出來擺攤，不到中午就
賣完了。母親讓我去她那裏買豆腐，十有八
九是帶着空碗而去，又帶着空碗而歸的。
也有不空碗的時候，那就是周末。起一個

大早，在寒風裏瑟縮着脖頸，一路小跑到她
的豆腐攤前，遞上錢，眼睛盯着她的手，看
她把豆腐輕柔地切開，在我匆匆地挑選下，
一塊豆腐被她麻利地一推，一托，雙手翻
轉，瞬間扣進了碗裏。端着豆腐，我一路小

跑着趕回家。她的豆腐賣得快，是有原因
的，脾氣好，這是其一，人還長得十分漂
亮。她短髮，娥眉，眼睛水汪汪的，兩腮被
冬天的風吹得緋紅。人實在，不作假，公平
買賣，不卑不亢，很討人們喜愛。
除了人美，做出來的豆腐也是真好，不但

結實，還厚墩墩的。用它來做紅燒豆腐，清
炒豆腐，正好。所謂的紅燒豆腐，是將豬大
腸洗淨，煮熟，再和豆腐辣椒一起炒，是當
地有名的傳統菜，我在集市上見過，卻很少
吃，那豬大腸就很難搞到。
鄉間的大集，尤其是冬季，附近的人都集

中在這裏，人山人海是常事兒，幾個做熟食
買賣的也瞅準了商機，適時地架起鍋灶，向
遠道而來的人售飯菜，其中就有大腸燴豆
腐，遠遠地聞着，香！這樣的小攤，相當於
現在的大排當、快餐店。
清炒豆腐品類就多了，「豆腐菠菜」、

「豆腐蝦米」等等。在中國人的食譜裏，豆
腐是百搭菜。最喜歡的是豆腐炒韮菜。將鐵
鍋加熱，放花生油，把切好的豆腐擺進去，
烙到金黃，加葱、鹽、蝦米，翻炒，再加
水，大火燉。水要沒過豆腐，才能燉出香味、
筋道。母親深諳此法，她常說︰「千滾子豆腐
萬滾子魚。」一個「滾」字，就知豆腐在沸水
裏進行着怎樣的脫胎換骨。久歷風塵，經過
千百回的滾沸、煎熬，這樣才能幡然新生，
再撒上韮菜，快速翻炒出鍋，以免把韮菜炒
老，這樣便有了蝦米和韮菜的雙重味道。
聽過一個故事，說的是朱元章年輕時乞討

在外，幾乎餓死，被一位老夫人用一碗「珍
珠翡翠白玉湯」救了。當了皇帝之後，吃厭
了山珍海味，對當年飢凍交切時得到的那頓
飯十分懷念，心中擾擾難止，只好歷經周折
找到那位老夫人再炮製一回。結果發現，所
謂的「珍珠翡翠白玉湯」不過是3種普通食
材的一個大雜燴。
這則故事告訴了我們一個人餓飯香的

道理。
每聽一次，母親就讓我們猜一次，這「珍

珠翡翠白玉湯」都是什麼東西，我們每猜必
中。想想都曾是皇帝誇讚的美味，救過蒼生
無數，便會對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珍珠」、
「翡翠」、「白玉」們肅然起敬，格外珍惜。

鄉村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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