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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9 月，第 一起，那麼我們對香港的政策，
一次有記錄，周恩 如果說從新中國建國前後到文化
來曾經到香港。當 大革命之前，可以用兩個八字方
陳復生
時 27 歲的他剛剛由 針來概括，就是 16 個字，那麼前
歐洲學習回國，途經香港，還住 一個八字方針就是『暫不收回，
在香港大學，探望他一位當時在 維持現狀』。」
港大唸書的中學同學，這位南開
原來，當時美國不承認新中
的老同學就是石志仁，他在北京 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和禁
大學畢業後，就到了香港大學繼 運。英國承認新中國，但英國卻
續讀鐵路機械工程，取得學士學 一直追隨美國。周總理考慮到國
位，後來回到北京出任新中國鐵 際戰略形勢之後，認為不能用狹
道部的副局長。
隘的領土觀念來看待整件事，認
關於周總理在廣東的事跡，我 為與其讓香港落入美國人手中，
在攝製紀實片《感恩東來愛香 不如仍放在英國人手中，同時也
江》時，特別請教了跟我合作文 可以通過香港爭取外匯。所以定
化交流多年的好友廖心文主任， 下「暫不收回，維持現狀」。
她在中央文獻檔案研究室專責周
廖主任續說：「到上世紀五十
總理生平事跡的研究工作。
年代中期，就是通過我們研究周
在解放以前，周恩來曾經到香 總理當年的一些講話，主要是 8
港 3 次。第一次 1924 年住在港大 個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時候，他已經是青年職業革命 當時周總理和香港工委的很多領
家，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委派，在 導都有一些談話，概括起來就是
廣東參與領導廣東的大革命。另 要求在香港工作的人員，就是在
一次來香港，是在 1927 年南昌起 政治上考慮到香港還是在英國人
義失敗之後，曾經南下到潮汕地 統治之下。」
區的海陸豐，當時他染上重病，
當時，中國只剩下香港作為經濟
還坐船來香港醫病，住在九龍油 港口，因此需要「長期打算，充分
麻地廣東道養病。第 3 次是 1928 利用」，香港的經濟地位非常重
年3月到4月，中央派他到香港召 要。周總理還批示在香港的央
開廣東省委的擴大會議。
企，制度是社會主義式，管理方式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在客觀環 是資本主義，勞動人事的管理是
境因素下，周總理再沒有前往香 統戰形式。廖主任又說：「那麼暫
港，但是他對香港
不收回？是不
仍然十分關心。其
是就不管了？
實，當時祖國早已
周總理說『暫
可以收回香港，為
不收回』，不
什麼沒有進行呢？
是說我們就不
廖主任接受專
管了，如果不
訪時說：「周總理
管我們對不起
是參與香港決策的 ◆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廖心文 祖宗，也對不
一個重要決策人， （左）透露在解放前周恩來總理 起後代……」
作者供圖
主要是和毛主席在 曾到過香港3次。
（待續）

推動數字化經濟須實幹

財政司司長於2月23日發表的財政預算
案宣布，為進一步紓緩中小企在疫情下的
文公子
周轉壓力，將「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
劃下，每家企業最高貸款額由 18 個月僱
員薪金及租金總和，提高至27個月，上限由600萬元增
加至 900 萬元，最長還款期由 8 年延長至 10 年。換言
之，合資格的中小企可額外多申請 9 個月的「救命
錢」。文公子一向主張，保住中小企的生存，就是保住
就業。財爺此舉，絕對是德政。
財政預算案中亦提出，政府將配合國家「十四五」規
劃，將香港發展為大灣區國際創科中心，未來將繼續透
過創科，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及提升長遠競爭力，並提出
將繼續投資發展創科及數字化經濟、鼓勵科研、吸引投
資、培育人才、鼓勵企業善用科技，繼續發展電子化政
府服務及開放數據等，都是有遠見的政策。
財政預算案提及政府將成立一個「數字化經濟發展委
員會」，以加速數字化經濟進程，成員包括專家學者，
業界精英，以及相關政府官員。本港歷史最悠久、最具
代表性的資訊科技專業機構香港電腦學會，也對此表示
歡迎，並樂意以專業團體身份參與及提供意見。
數字化經濟是香港未來經濟命脈所在，各行各業亦宜
加速數碼轉型，政府亦應致力建設香港成為智慧城市，
因此如能有一個統籌如何推動數字化經濟之機構，將令
進程事半功倍，因此，文公子希望新成立的「數字化經
濟發展委員會」，可以承擔實幹的責任，不要淪為只在
形式上收集專家意見，但實質上最後一事無成的「口水
會」。要實幹，就應有考績。因此，文公子非常同意香
港電腦學會所建議，應該由副司長級的高階官員，領導
「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並定下年度工作成果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ex，簡稱 KPI），為香港推動數
字化經濟和智慧城市，定出落實各項工作的分期目標、
路線圖及時間表，並定期檢討進度。
政府要推動數字化經濟與智慧城市，更應以身作則，
完善各項電子政府服務。財政預算案提出已預留 6 億
元，在未來 3 年進行一次全面的電子政府審計，檢視各
政府部門利用科技的進度，並通過科技及創新方案，協
助部門提升公共服務的效率。其實，香港的創科水平非
常高，如政府能優先採購本地科技企業的產品和服務，
既能有助推動政府運作數碼化，也有利本地創科行業發
展，絕對是一個共贏的方案，政府不妨考慮。

從零創夢

彩的美感。一幅沒有作者蓋上印
章的作品不算上完整的作品。
除了姓名印章，書畫家還用很
多閒章，印文多為古今哲理警言
名句、詩詞、箴言句章。有些篆
刻家還刻自嘲閒章，如清趙之謙
刻有「為五斗米折腰」、清陳鴻
壽刻有「我書意造本無法」、清
黃易刻有「畫梅乞米」、齊白石
刻有「老夫也在皮毛類」、李可
染的「白髮學童」等等。好的印
章與書畫配合便成高雅藝術品，
絕非可有可無的「閒章」。
由於書法有篆、隸、草、楷、
行，風格各異、字的大細又不盡相
同，落款時便需與之配合。畫亦因
形式、內容等不一，用印也需考
慮，因之書畫家需很多印章。
一般而言，用印章的定是書畫
家本人，但有趣的是，中國藝術
作品市場形成了之後，出了所謂
「掌印夫人」，就是書畫家的夫人
將書畫家丈夫的印章「收起」，
待買書畫的人交了潤筆，畫家夫
人才取出印鑒在作品上用印，這
是書畫家為了拒絕「吃白食」者無
償索書畫而設置的「護身符」。
所謂「掌印夫人」，其實是被吃白
食的人逼出來的。如此一來，印章
便真的有「妙用」了。

鍾倩

筆者自學書法以
來
，便開始用印
梁君度
章。幾十年下來，
不論好醜，印章也有一堆，雖未
能成齊白石那樣的百石富翁，也
有好幾十方。篆刻家何國勳說，
書畫家從來不嫌印章多，幾乎人
人皆用時方恨少。
古時候，印章的主要功用是作
為取信於對方的標誌，《後漢書
．祭祀志》中說：「自五帝始有
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
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
萌。」古代的官員都有個官印，
上任時必須帶上，這是身份證
明，也是官員們行使權力的信
物，一般在製印材料上刻有文
字，註明某某官員之印，如「丞相
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也
有註明某某官府之印的，在發布
行政命令的文件上加蓋上官印，
即成為一份標準的正式文件，官
印也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公章。
後來，文人也開始流行用印
章。文人在自己的書畫作品上蓋
上自己姓名印章，以證明那件作
品是自己的原創真跡。慢慢地，
普通書畫家都習慣了在作品上用
印，這除了輔助說明藝術作品的
作者之外，也增加作品構圖和色

沒有烤地瓜的冬天是不完整的。
街巷一隅，白鐵皮套的圓筒爐子，
爐子上蹲着隻鐵盆，旁邊站着一個
老大爺，聲音洪亮如鐘，身着軍綠
色棉大衣。他戴着棉絮破綻的舊手
套不時勾開爐膛，翻弄地瓜，神情
專注，從他的身邊走過，我又倒了
回去，原地呆呆地看了一會兒，不禁勾起好
多往事與回憶。
烤地瓜是冬天的入場券。今年冬天冷得
早，下第一場大雪那天，我就饞烤地瓜，從
外賣上搜了一圈，大都是電爐子烤製，頗為
失望。後來，輾轉打聽到小區附近一家炒貨
店有售，且是中午才烤，眼巴巴等着買來，
吃上了第一口烤地瓜，感覺還是差強人意。
我貪戀的是剛出爐嘶嘶哈哈的熱乎勁兒，燙
嘴，稀甜，用紙托着，手也暖和，直蔓延到
心裏。
記得上小學，大雪天裏，放學回家，我故
意在後面磨蹭，因為大院門口三叔家賣烤地
瓜，我一眼一眼瞥過去，就會有人招呼我，
「來，凍壞了，拿塊地瓜吃！」我猛地吸吸
鼻涕蟲，飛一般跑過去，雙手接過熱氣騰騰
的烤地瓜，稀甜，噴香，心裏樂開了花，但
每次回家都被父母發現，聞到我身上有炭火
味，少不了一頓挨熊。
很多人問過我怎樣與文學結緣，或許就與
三年級的那堂作文課不無關聯。當時，我們
那一級有兩個班，我們班的語文老師休病
假，只好請一班班主任王老師過來代課，作
文課是每周兩節連堂上，王老師以《濟南的
烤地瓜》為作文題目。她啟發我們如何調動
感官和味蕾，我聽得入了迷，直嚥口水。也
許是王老師聲情並茂的講述打動了我，我來
了靈感，一氣呵成，下課前就完成了，而且
沒有錯字，也不用再謄抄一遍了。待下周作
文課上，我的作文被王老師當做範文朗讀，
我是說不出的高興，還伴有些許害羞，臉蛋

家家廊廊

愉韻度曲

印章的妙用

百百

娛生樂與「「路路」」

新興的行業，雖然以前也有人做
這份工作，但沒有那麼多的需
要，現在需求量就非常之大。不
過在參與清潔消毒訓練期間，讓
我大大提升防毒的意識，這個對
我也有幫助。事實上，你走在最
前線面對病毒，不能不講香港的
醫護人員是值得讚賞，祝大家身
體健康！
我有一個朋友本身已經在家中
工作，就是因為在樓下超級市場
買日常用品時，不小心感染病毒
在家隔離，真的病毒無處不在，
太容易傳染，所以平日我回到家
也習慣在門口向身上噴上酒精消
毒，怕自己不知道會不會在外面
接觸到病菌，每日回家清理好才
安心在家中休息，心情也變得沉
重。
現在口罩、消毒搓手液、眼
罩、面罩已經是我們日常需要的
日用品，所以提提大家，最重要
的是令到自己除了不被病毒感染
之外，心靈健康也是重要的。下
次再同大家分享如何令到自己心
靈平衡安穩，希望大家一齊努力
打贏這場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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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39年 陶大宇「倒轉地球」

「師奶殺手」陶大宇最近因 甘來之外，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大家一見到
水潑式的《倒轉地球》演出人 他的成就，第一件事不用多說先拍手！我們
車淑梅
氣飆升，再約見面，大宇哥精 好好感情，雖然最近碰面少了，但都好留意
神煥發是因為正在走運？他笑 對方！」
大 宇 哥 1997 年 離 開 了 TVB 往 外 發 展 ，
言只是自己健康了，特別在 10 年前戒了煙，
「這是一個戒煙奇跡，其實吸煙真的好奇 「其實我服務過不同電視台，但我從未簽約
怪，開心時要抽，不開心時更要抽，那是漂 亞視，我只是在外邊拍劇在亞視播放……最
亮的藉口。我 18 歲開始吸煙，社會上沒有吸 難忘拍《縱橫天下》系列我扮江湖大佬，對
煙危害健康的教育，當時以為自己大個仔 收視好大期望，拍得好辛苦，那次從船頭跳
了，入行後更刻意學習抽煙的姿勢，再者等 海，位置有四五層樓高，我沒有用替身，親
埋位之時人人都煙不離手的……40 多歲時， 自上陣，我有足夠心理準備，可以應付得
醫生問我有沒有吸煙習慣，我話平日一天一 到。跳完後才識驚，因為我直插下水插得好
包，可以變成抽幾支，他即指正一包跟幾支 深，久久未能爬上水面，開始飲水，再堅持
有什麼分別？不如戒掉罷。當時為了健康， 才上到去……登時他們拋水泡給我，耳邊滿
自己又怕死，我決心去戒，我沒有獨特方 是歡呼聲和掌聲。回到家裏發現耳朵流出少
法，也沒有用代替品，只是死忍爛忍，忍了 少血水，可能是水壓的問題，當時工作極忙
1個月、再忍3個月……直至我嗅到煙味像塞 沒去見醫生，漸漸也忘記了，幸好沒有後遺
住個肺，感覺厭惡好臭，結果我靠堅持一次 症。可惜《縱橫天下》收視不像預期，我不
戒煙成功了，這是送給自己的最好禮物。」
開心和失落，後來我發覺好多事情都是由心
其實大宇哥入行 39 年，更贏得了「師奶殺 出發，交代到自己和別人就不要太認真執着
手」的稱號，原來他初時並不習慣，「那時 了，否則會失望，負面情緒令自己更傷。」
我都好年輕，應該是少女殺手，或者小朋友
大宇哥自言入行數十年最難過的就是去年
殺手啊！哈哈……不過漸漸也習慣了這個綽 疫情下的 9 個月，「我坐在家中，藝人要在
號。最近知道黎耀祥（祥仔）不時在訪問中 工作裏爭取優越感，無論大事還是小事，我
提起我，我要多謝他，我們的感情由拍《影 都有一個宗旨，小事當大事做，並非上洗手
城大亨》開始，60 多集拍了八九個月，天天 間哈哈，是對工作的態度，沒工作時好痛
相對，感情開始建立。我要再次澄清我並非 苦，我靠煮飯、運動度日，心情好負面，直
什麼大恩人，他買樓有同我分享，我找他拍 至疫情稍為穩定，我才決定再北上工作。入
檔登台，完全不是因為什麼供樓原因，主因 行以來，我依然可以在跑道上跑，證明自己
我們拍完劇不捨得對方，我
並無入錯行，唱《倒轉地
想用工作去延續友誼。」
球》意外人氣急升，我要在
「祥仔好念舊，好久之
空氣中向華哥打個招呼，希
前，我們在酒樓合作做騷，
望他不要怪我，搞到他首歌
我做司儀和唱歌，他扮羅
這樣，哈哈！我只想帶歡樂
記，我送了一條好妖的螢光
給大家。」
綠呔給他做表演……多年
多謝大宇哥，請他繼續
之後，他在電視訪問中依
唱落下去、潑下去，為我們
然提起那條呔，更 Keep 到
帶來正能量。另外，我相信
◆陶大宇（左）話同黎耀祥相識
今天。祥仔念舊，他做 3 次
他以後不唱《倒轉地球》，
作者供圖 大家不會放他走哩！哈。
視帝我覺得還未夠，他苦盡 多年，友誼好。

烤地瓜

疫情下的新工作

在疫情下有好多
人都很辛苦生活，
路芙
近日來收到消息中
央會全力支持香港，感覺安全。
但我在疫情下無意之中參與了一個
新的 part-time 工作，就是幫手做
一些確診地方消毒清潔的工作。
在這幾年，有很多新公司因疫
情引入了很多能夠殺死病毒的消
毒器材及消毒劑，我便遇上了其
中一位朋友他就是做這個工作
的，他說需要大量 part-time 人手
幫忙，所以我勇敢地接下這份工
作。老實說，如果是確診的地
方，我們去消毒當然是以全副裝
備上身，安全保護自己，但都要
有膽量、有勇敢才可以，因為始
終是到有人確診的地方工作。除
可賺錢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可以
幫到一些有需要幫忙的人；因為
他們可能是幾個人在家中住的，
如果有一個確診困在房間內，其
他地方也有危險，所以我會第一
時間安排去消毒，盡量令到其他
的家人避免染疫。
在病毒之下，人人都要懂得自
我保護，消毒工作絕對是這兩年

淑梅足跡

文公子手記

點滴

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在一個清閒的日子裏，刷着手機
看到一個漫畫上，有這麼一句話：
王嘉裕
花看半開，酒飲微醺，方是人生美
妙時。於是停下來想了一想，這句話是這麼耐
讀，它說得多麼有道理。
一朵花最美麗的時候，也許並不是它開得最盛
的時候，儘管那時候它的顏色是那麼鮮艷，花瓣
是那麼的飽滿，但其實這朵花最美麗的時候是花
開一半時，這種美麗並不是局限於它當時的模
樣，而是從這花開一半的光景裏，我們能想像它
更美麗的時刻。花看半開，看的哪裏是當下的模
樣，而是寄託在它身上的一些期待和憧憬，花開
了一半，意味着它將會愈開愈漂亮，而那漂亮會
到達何種程度？這就給了我們美麗的想像，也是
美好的期待。那為什麼又說花看半開，酒飲微
醺，方是人生美妙時呢？這句話可以引申到我們
的生活中去。

發燙，燒得和地瓜爐子一樣熱。我至今記得
開頭是這樣寫道︰「烤地瓜是濟南的特產，
也是最平民的小吃。」其他不少同學，都不
約而同寫到了自己生病時，父母頂着寒風騎
車滿城跑買烤地瓜的場景，被王老師批為
「造假」。從那以後，我的作文大有長進，
老師勾畫的波浪線和紅圈圈逐漸增多，語文
成績也名列前茅。
烤地瓜是冬天的親切問候。詩人路也寫
道︰「天愈來愈冷，心卻冒着熱氣/我抱着一
棵大白菜/頂風前行，傳遞着體溫和想法/很
像英勇的女游擊隊員/為破碎的山河/護送着
雞毛信。」每次讀到這裏，都有種氣吞山河
的豪邁與柔情。我覺得，地瓜也能擔負起這
樣的使命——它與白菜一樣卑賤、扛凍、親
民，又讓人值得信靠，甚至患難與共。那年
冬天我剛出院，家裏日子過得緊巴，上頓地
瓜黏粥，下頓也是地瓜黏粥，一家人圍坐，
吸溜吸溜轉着碗沿喝得微微冒汗，再冷也不
覺得冷。每次做飯母親都帶上套袖，舉着菜
刀削地瓜，邊削邊遞給我一塊嘗嘗，有時候
也放上幾根胡蘿蔔；把大鍋蹲在蜂窩爐子
上，「咕嘟咕嘟」響的時候，就快熟了，滿
屋子暖烘烘的，鍋沿上浮着一層黃澄澄的地
瓜油，很是好看。如今，用蜂窩爐子煮地瓜
黏粥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白鐵皮套的土地
瓜爐子也很少見了，就像家庭相冊被剪去了
幾頁，一陣惆悵。
不得不說，烤地瓜與大雪天更配。《紅樓
夢》裏，曹雪芹在第 49 回和第 50 回均寫到下
雪天，大家身着奇裝異服，喝酒作畫、即景
聯句、踏雪尋梅，還在蘆雪庵烤鹿肉，那日
子過得叫一個愜意。誰能想到，琉璃世界之
外下着一場更大的雪，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
《赴淮舟行雜詩》中寫道︰「客程過大雪，
家信只空函。或問淮南事，中冷水一甔。」
一個「冷」字，暗含淮南的饑饉和貧寒，與
大觀園裏的命運走向出奇一致，換句話說，

曹雪芹流浪街頭比他父親好不到哪裏去。
在小說中，曹雪芹把雪的隱喻用到極
致——他最擅長的是不着一字，不留痕跡，
以園林造景來烘托悲劇底色。比如，妙玉寄
寓的櫳翠庵，寶玉「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
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
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
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
有趣！」一個超凡脫俗的宗教之地，紅梅依
次燦爛綻放，形成對比。無獨有偶，李紈的
稻香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青山斜阻，轉過
山可見黃泥矮牆村居，與「噴火蒸霞一般的
數百枝杏花」構成反差，讓人不由得感嘆，
「一株竹籬茅舍自甘心的老梅」也難抑內心
的複雜波瀾。青山斜阻與山屏橫亘，把出家
與守寡、被迫與壓抑襯托得淋漓盡致，指向
命運的殊途同歸。可見，曹雪芹以雪寫
「雪」，既是對家族沒落後的悲憫與慈悲，
也是以澡雪精神彰顯君子性格。據說，「雪
芹」二字就是出自蘇東坡獨創的美味「春鳩
膾芹菜」，「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
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如此可見，此前
的雪中大聯歡，不過是一種背景鋪墊，嗨到
極致轉樂成悲，這讓我想到木心的詩句，
「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
我貪戀嘶嘶哈哈燙嘴咂舌的烤地瓜，我貪
戀的其實是人世間的樸素真情和拳拳溫暖。
那上下竄動的爐火，把地瓜烤得外焦裏嫩，
壤紅可愛，叫人垂涎欲滴，想起童年的記
憶，想起過往的經歷，想起隆冬的盛大美
好。大約 4 年前的那個冬天，晚上我應邀去對
過圖書館報告廳給大一新生做講座，報告廳
上面露天，也沒有暖氣，凍得我不停地呵手
跺腳。剛回到家，就有同學氣喘吁吁追了過
來，塞給我兩塊烤地瓜，「老師，今天凍壞
了，趁熱吃。」我的淚水在眼眶裏打轉，那
分明是一爐冬天的溫暖，蓋着愛的郵戳，永
不褪色。

花看半開
在思考時，又想起了我們平時在一些美好時
刻，總會許下很多的願望。好像永遠都不知道
滿足一樣，希望我們凡事順順利利，希望什麼
事情都能達到圓滿、完美。也許我們處於幸福
中，卻還是想要更多。是的，常常聽到有人說
想要滿滿的幸福，但是滿滿的幸福就一定是好
嗎？我看並不一定，我們可以仔細想一想，花
看半開，酒飲微醺，這都只是達到一半一半的
程度而已，為什麼又說這是人生美妙時？和花
開一樣，如果一朵花開到最絢爛，那麼迎接的
是即將衰敗，它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加敗落，而
如果一壺好酒，我們要將它喝成一個爛醉，那
豈不是辜負了這壺美酒嗎？喝成爛醉之後，我
們哪裏還能夠品嘗出它的美呢？
而在生活中也是一樣，如果我們的幸福已經
達到了一個「滿」字，如果凡事都特別順利，
不再有半點憂慮，到了那樣的程度就是完美

嗎？不，其實這樣的道理是多麼樸素又簡單，
月盈則虧，月亮太圓了，那麼往後的一天就會
慢慢虧缺。所以我們不用期待生活能夠達到十
全十美，也許現在我們的生活還是會有一些煩
惱和憂慮，有些事情還是未能達到我們的心
意，但是保持着積極向好的心理，把目光看得
更加長遠。一朵花開到一半就是最美麗，我們
的生活能夠保持基本的美好，就代表着還會向
着更好的方向發展。說到這裏，想起平時有些
創業朋友會跟我分享創業道路上的酸甜苦辣，
「創業就像爬山一樣，我們只是爬到半山腰，
但不知道山有多高」。
其實這也是和「花看半開」一樣的道理，無
論是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的事業發展，到達一
半一半的程度，就值得我們期待，值得我們歡
喜，因為更美好的即將到來。難道不值得期待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