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盃荊棘滿途

烏克蘭超模
俄烏衝突，時值香港
疫情嚴重，除了國際新
聞板塊外，一般市民不

太關心，畢竟，那是兩個離我們很遙
遠的國家，而且語言不通。
倒是內地網民和學者議論不少。民
眾當然以同情處於戰事現場的烏克蘭
民眾為多，還時不時調侃「烏克蘭美
女」。這可能跟該國年輕女子近年常
出外「搵食」有關。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編高端生活雜
誌時，每期都要拍好幾個時裝大片，
因應刊物市場定位和廣告商要求，希
望用一些洋面孔。在我上任前，公司
已跟一間代理公司簽約，他們會每期
幫我們找來國際「超模」，當然開價
甚高。
然而，我們的時裝編輯卻發現，這
些「超模」不但身材欠佳，擺甫士和
動作都很生硬，有些甚至腳肚子和雙
肩都略粗，不但影響拍攝進度，拍出
來的效果也很不理想。往往要重拍，
浪費時間和金錢。
同事向我反映多了，我於是到拍攝
現場觀察，並跟「超模」閒聊，才發
現，所謂「超模」，全是扯蛋，她們是
來自烏克蘭的新人。她們其實不差，
尤其是皮膚，非常幼白細膩，臉部輪
廓甚佳，只要稍加訓練，不難成器。
顯然，模特兒公司「吃水」厲害，
當時說她們是專誠從國外經香港請來

的超模，我們要付出來回上海的機票
和酒店費，另加「超模價」。後來才
知，有些模特兒的確是從香港飛過
去，但有些根本是在上海的新人。而
且，他們給「超模」的報酬是我們付
出的一成五；換言之，代理吃水太
深，卻交不出合格貨，還連累我們的
工作進度。
後來我出面交涉，成功跟該代理解

除合約，為公司節省了一大筆開支，
也有利於同事之後的拍攝工作。記得
那些烏克蘭模特兒當時很疲倦兼無奈
的樣子，她們需要這份工作，不介意
被剝削。
說到烏克蘭美女，我想起十多年前

颳起一陣時尚強風的「美女總理」尤
莉婭．季莫申科，她當時40 出頭，持
經濟學博士，是一位商人。除了因為
參政出名外，主要是她常把頭髮編成
辮子，再盤到頭上，成為其標誌性髮
型。當她以此造型出現在烏克蘭版
《ELLE》封面時，不但受國內白領
追捧，也在國際時尚界捲起一陣風
潮，就像當年南美貝隆夫人般。據其
前顧問表示，季莫申科相信自己是伊
娃．貝隆轉世，並且自覺地複製後者
的風格與習慣。
傳媒常將她和年齡相若、背景相似
（都是商界女強人）的另一位亞洲「美
女總理」、泰國的英拉對比。不過，
兩人下場都不好，或入獄或流亡。

一支在香港有不少球
迷的意大利隊，繼上屆
俄羅斯世界盃再一次被
擠出今屆卡塔爾世界盃

決賽周外，意大利隊剛於8個月前奪
得歐洲國家盃冠軍，這支曾4奪世界
盃王座的球隊為何會敗在世界排名比
他低61位的北馬其頓（意大利世界
排名第6）呢？是球隊青黃不接？還
是缺少了一些運氣呢？
意大利無緣卡塔爾，作為球迷的筆
者只是感覺一點可惜，但我們國家隊
及中國香港隊從踢外圍賽我們已經沒
想過有機會，何解呢？簡單以世界排
名計，國家隊世界排名75，中國香港
隊則排名148，世界盃決賽周得32個
名額，以排名計一定無機會，雖然排
名不代表一定沒有機會，弱隊也可以
有超水平演出，正如北馬其頓贏意大
利隊一樣，「波是圓的」，弱隊也可
以擊敗強隊。下一屆2026年，世界
盃決賽周提升到48隊，希望屆時國
家隊及中國香港隊有機會入決賽周。
足球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運
動項目，而身為世界體育強國之一的
中國，在這幾十年間總是落後於世界
及亞洲區內的地區，香港隊在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被稱為亞洲足球王國，有
香港足球員曾於1954年及1958年奪
得亞運會金牌，也於1913年至1934
年期間多次奪得遠東運動會足球金
牌，參加1936年柏林奧運、1960年
羅馬奧運，可以走上國際舞台，雖然
這已經是陳年歷史，但也證明我們也
可以踢足球，而且成績也不錯，但不
解時至今天，成績一落千丈，是人家
進步還是自己退步呢？當然亦可以是

其他國家及地區進步，而我們也大幅
退步所造成。
香港足球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

輝煌的歷史，筆者沒有見證只是從
歷史文獻中及一些曾參與羅馬奧運
會足球比賽的足球老友記（黃文
偉、劉添、林尚義）口中得知，其
後我見證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足
球職業化及興旺年代。進入上世紀九
十年代後期就開始走下坡，加上足球
圈不時有些負面消息出現，更令到
一班球迷意興闌珊，筆者熱愛運
動，由小學開始已經玩「西瓜
波」，中學玩七人小型球，去球場
睇波，香港當時踢波氣氛很好，大
部分同學都玩足球，時至今天也有很
多小朋友玩足球，參加一些私人足球
訓練班、足球學校，但總沒有把這一
班熱愛玩足球的小朋友去提升培訓他
們去踢正式足球比賽的系統。
九十年代初，因拍攝日本廣島亞運

宣傳片，去到廣島拍攝當時剛起步的
日本足球聯賽，現場氣氛很熱烈，觀
眾大部分都是家庭為主拖男帶女入場
去擁護自己的球隊，而足球比賽水平
也不比香港高，但是今天日本每一屆
也能進入世界盃決賽周比賽，這當然
有賴日本有他們一套完整的足球發展
計劃，如果香港足球業界能好好計劃
一套足球發展方案，相信要入世界盃
決賽周，香港隊還是有機會的。
其實目前國家足球隊也面對與香港

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去實踐中國足
球夢，進軍世界盃。明天 4月1日便是
卡塔爾世界盃決賽周抽籤日子，不知
4年後下一屆世界盃抽籤又會否有中國
國家隊及中國香港隊呢？

春天是一步一步走來
的，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溫馨可人，那景象如一張久
未翻閱的畫卷，徐徐展開，

只是3月已到尾聲，疫情依然沒有離去。
處處春色如畫的江南被細雨籠罩，給周
圍的景色蒙上了一層淡淡的灰色，讓人多
了一種傷感。轉眼間清明不期而至，那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
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情
形在疫情影響下，增添了人們的哀思。
記得小時候，只要快到清明時，總是

少不了清明果吃，鄉下清明果是俗稱的
蒿子耙，也是南方清明節最為流行的一
種特色美味小吃。家家戶戶過清明時都
留有吃蒿子耙的習慣。清明前後，母親
總是到田野裏摘些青蒿葉回來，洗乾淨
後和着糯米粉一起揉成蒿麵團，然後把
麵團分成一塊塊，再加上煮過蒿葉的溫
水慢慢將蒿麵團揉壓出一個餡兒窩，包
上事先用臘肉和香椿芽及葱炒好的餡，
一個圓乎乎的蒿子耙便做好了。
等蒿子耙全部包好後就放入鍋裏蒸籠

裏蒸，沒多久整個屋子裏就充滿了青蒿
和糯米的香味。大概半個小時，蒸好的
蒿子耙就可以出鍋了。剛出鍋的蒿子耙
顏色晶瑩翠綠，口感細軟中帶着糯，咬
上一口之後滿嘴充斥着臘肉和椿芽的香
味，回味無窮，讓人愛不釋口。
以前清明節時，父親帶着我一起到祖

先墳頭上墳，母親就用小碗裝上一碗蒿
耙，用來做祭品。一些清明花都是自己
動手做的，那些用過的作業本或者煙盒
紙剪成三分長半分寬的長條條，然後將

竹子劈成許多小塊，將剪好的紙用飯粒
黏在小片竹子上，一圈、一圈纏着便就
成了清明掃墓的清明花，有錢人家則買
些紅紙和黃紙來紮。現在很少再有人自
己動手紮清明花了，大街小巷裏到處擺
滿了祭祀用品，品種繁多應有盡有，什
麼搖錢樹、紅燈籠，小花圈都有，紮出
的東西也趕時髦，紙紮的手機、電腦、
冰箱、彩電、小車、別墅等等，讓人眼
花繚亂。
清明來臨時，一些從城裏趕回鄉下過

清明的人多了起來，很多人開着私家小
車回鄉下，一時間，那些荒山上、樹林
間、田野裏一座座墳墓都成了節日的盛
點，各種各樣的鮮花、紙花、塑料花插
滿了墳頭。以前，父親帶我去上墳時，
除了帶上米酒、米飯、臘肉、蒿耙、香
燭、鞭炮等祭品外，鐵鍬和柴刀也是必
不可少之物，因為墳山大都在荒山坡
上，荊刺比較多，柴刀是用來砍刺樹枝
的。等到祖先的墳前，父親先用鋤頭和
鐵鍬挖來新鮮泥土把墳塋修葺一新，再
用柴刀割去長在墳前和周圍的雜草，然
後擺上供品，點燃香燭，我便焚燒一大
沓「百元大鈔」，在每個墳頭插上3炷香
和清明花，在一陣「噼里啪啦」的鞭炮
聲中磕頭禱告先祖保佑平安。
如今，父親帶我清明掃墓的日子不再

了，父親走了，去了遙遠的天國，我只
能帶去父親愛吃的饅頭和愛喝的米酒，
在父親墳前燃上一炷清香、焚燒一堆紙
錢，慰藉九泉之下父親和先輩們，希望
父親和先輩們保佑我們後輩平安渡過疫
情，有好的工作。

蒿耙裏清明情
朋友本月初互相打聽，家中的幼兒打

針沒有？兒媳正在猶豫觀望，忽聞老表
的孩子針後沒什麼反應，於是放心讓女
兒打了第一針，繼而堂妹也隨後接受注

射。打針這碼事，互動起了點作用。
第二針還未到來，忽聞政府宣布4月19日小學、幼

稚園及國際學校「恢復面授課堂」，心裏暗叫不妙，
家長簡直招架不住了！早在第五波開始，政府遲遲沒
有停課措施，不少學童已在學校傳播染疫，兄弟姐妹
感染後，又跨校感染……家長提心吊膽，好不容易才
盼到停課，當時疫情已一發不可收拾。
學童雖然被困在家上網課，但相對安全；上網課才

一陣子，政府又說提早「放暑假」；又那麼一陣子，
忽然改說要「恢復面授課堂」，家長能不憂慮嗎？
幼稚園學前預備班的幼兒才2歲多，幼稚園低班的

幼童3、4歲，他們仍穿着尿片上課，自理能力不用
說了，更未達打針年齡；即使幼稚園中班及高班的幼
童，才5、6歲的孩子，即使有打針，也未有足夠能
力處理個人衞生；小學一二年級學生，有的還要在學
校用餐。
政府基於什麼理據，作出「恢復面授課堂」的決定

呢？學童注射疫苗的數據顯示，已打針的小學生才一
成四，幼稚園生更低，不足一成（百分之六），怎具
備復課的條件？何況，社區感染確診的宗數、死亡人
數仍高企。不足一個月，就要讓年幼學童進入社區，
面對疫情最前線，是否有點不可理喻？
日前由教聯會調查有關「恢復面授課堂」，有七成

教師不支持4月19日小學及幼稚園恢復面授課堂；八
成半認為要視乎確診個案宗數，才能決定全日面授；
逾五成認為需分階段復課，順序是高小、初小、幼稚
園、中學。
作為務實的政府，應傾聽業界的聲音、考慮家長的

憂心，以孩子安全為上。希望政府聽取民意，從善如
流，改變初衷，延後「恢復面授課堂」的決定。

延後復課

都說疫情下百業蕭
條，可是貼近濕街市附
近開設的大型蔬果攤檔

卻如雨後春筍般愈開愈多，幾乎每隔
三五七日就有一家掛起七彩招牌了，
所在舖位有些前身還是剛剛結業的另
一行業，可見攤檔老闆行動敏捷，一
旦發覺有舖位空出，第一時間便急於
接租開市。
也許蔬果入貨方便而又成本不大，
只要有足夠空間，來貨充足的話，毋
須裝修便可即時開業，不然又怎吸引
那麼多人經營？市場需要可能也是原
因之一，疫情下大多家庭少到食店開
飯，主婦親為家人煮食，自然少不得
生果瓜菜，專家提議每人每日4份生
果蔬菜嘛，四口之家便等閒為蔬果每
日消費一百幾十，看準這門生意利錢
深厚而又容易招客，自然有人樂於投
資。
近兩年開設蔬果新店的，以
30歲左右年輕人為多，其中
不少看似是家族成員，很可能
之前做過白領工作，公司關閉
後兄弟姐妹才合作試行創業，
所以離不開上班時打扮，男的
身光頸靚，女的還輕抹口紅畫
過眉，不再是往日菜攤主人那
般街坊模樣。
招牌到貨品擺設也跟攤檔主

人一樣清潔悅目互相呼應，不同果菜
歸類分別整齊擺放，紅椒綠菜黃薯紫
茄入眼鮮明，陽光下燈光下看去時刻
都一片朝氣。
搬貨小伙子口齒伶俐，花甲師奶走

近攤前，順口叫聲「靚女」便推銷正
在開箱新到提子：「30蚊一袋，超過
一磅，粒粒爽脆清甜呀！」師奶順他
推介就買了。
「靚女」一詞是近年市井日行一善

式口頭禪，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在魚菜
市場流行起來？總之禮多人不怪，中
年女士無不開心受落；花甲叔伯亦不
尷尬，入耳「靚仔」如常開顏，真是
青春常在好時代。
街市生意人真有一套市場心理學，

怪不得說人無笑臉休開店，口甜得人
歡喜，生意便貨如輪轉了，疫情下城
市滿目瘡痍，就只有蔬果店的新角落
令人入眼精神一振。

蔬果市場新景象

這個3月有太多的不幸和意外。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一直未

曾停歇；中國東方航空的客機墜
毀，帶走了100多條鮮活的生命；繼深圳按下
「慢行鍵」停擺之後，上海亦因為疫情開始暫
停交通，進入封閉式管理……
上天似乎亦因為同情人間的不幸而開始淚灑

大地，在溫度高到像是快要入夏的時候突然降
下來，又回升，然後和風細雨、狂風暴雨、驟
來驟去的雷陣雨輪換上陣，一下就是半個月，
粵地的回南天便如約而至了。
北方人很多不懂南方的「回南」，大部分廣
東人卻是自小就熟悉的：當屋內的相對低溫遇
到屋外的暖濕氣流，地板、牆壁、鏡子都「淚
流滿面」地往外冒水珠，到處都是霧濛濛、濕
漉漉的，人走過玻璃門的時候都像在鑽水簾
洞……有人用「水沝淼㵘」4個字來總結回南
天，因為除了地板、牆壁、玻璃是濕的，被子
蓋起來也像被水浸過一樣黏在身上，如果沒有
烘乾機，洗好的衣服晾了一周後有可能還會擠

出水來。據說今年的回南天是自2016年以來最
「正宗」的一次，豁達的深圳網友依舊苦中作
樂，有的說自己彷彿住在游泳池裏、有的說自
己上洗手間都要打雨傘、有的說早晨被天花板
上掉下來的灰砸醒，還以為天上掉餡餅了……
而我大抵算是這一波回南天裏為數不多的，

沒有感受到屋內潮濕的幸運者之一。一年多前
在裝修新屋的時候，我因手中的預算有限，亦
因想要返璞歸真的感覺，除衞生間的地板和牆
壁用了瓷磚之外，客廳和所有房間的地板、牆
壁都是傳說中的「敘利亞風格」，保持了原始
的水泥地面和水泥牆面。這一來，到了四處滴
水的回南天，我家卻是如平常一般乾燥，連衞
生間都是乾淨清爽的。後來才聽說是水泥會吸
收水分的緣故。
我小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跟隨父親住在他

單位的簡易家屬房，房子的頂部只蓋一層牛毛
氈，牆壁是用竹片編的，外面僅糊一層泥巴，
刷一層白灰，地板更是簡陋，只是把泥地粗粗
地剷平而已。這樣簡陋的房子，到了回南天卻

是一點沒有潮濕的困擾。後來父親退休在鄉下
養老，自己建了房子，用的是水泥地面。父親
留給我住的那間房最「漂亮」——因為與別的
房間兩樣，裝了石膏板的天花和瓷磚地板。然
而因為父親的房子前有水庫，後有竹林，春冬
兩季下雨的時候都會非常潮濕，趕上回南天回
去，我在自己的房間裏走動起來簡直就像溜冰
一樣。再後來，父親精心裝置的天花板也因為
受潮而變形，一塊塊地塌落下來，最「漂亮」
的房間變得最不漂亮。
3月的最後幾天，雨停了，我家後院那棵桂花
樹上的鳥窩裏有了第一顆蛋，趁大鳥們出去覓
食，我藉機去看鳥窩。鳥窩造得很簡陋，卻不
簡單，鋪好的樹枝和草葉疏密有致，雖是露天，
又經歷了半個月的風雨，看起來卻是乾爽而溫暖
的。鳥兒果真是大自然最偉大的建築師之一。
人類若是能和鳥兒一樣，對物質的需求適可
而止，將能源的消耗適當降低，未來的回南天
大抵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的「淚」，戰爭和災難
也會減少，而我們的生命亦會因此輕鬆和自由。

回南天不回南

近期聽到很多人講「元宇宙
（Metaverse）」和NFT（非同質
化代幣）這兩個詞，特別是NFT
這個近幾年大熱的數字產品與藝
術聯結上後，便成為熱門的話
題，有不少投資公司更找些藝人

協助宣傳推廣，吹噓到是很流行的投資，很
易賺錢。亦有專家逆勢提醒，「現在想賺錢
的話，遠離NFT」。對一向科技知識貧乏
的人來講更感到疑惑。要問句點解現代人那
麼喜歡活在虛擬世界？摸不着拿不到的虛擬
貨幣都那麼多人信，那麼容易接受？
當然，每個時代都有其「時代產物」，

必須學習接受新事物，但是需要頭腦清醒
地了解，有智慧地應用。
相信不少年長者對「元宇宙」概念仍矇

查查的。「元宇宙」一詞最早出現在1992
年，來自美國小說家Neal Stephenson的科
幻小說《Snow Crash》，書中的Metaverse
是一個繼互聯網之後的虛擬世界，人們可
以通過VR和AR等裝置進入這個虛擬世界，
以另一個虛擬身份在裏面生活。元宇宙的概
念是通過人工智能、虛擬實境、5G、大數
據等一系列技術支援，建構一個虛擬世界，
人們可在虛擬世界內進行社交、玩樂、買賣
等任何在現實生活會做的事，沒有任何限
制。在自己話事、沒有人管的世界當然是許多
年輕人想要的生活，難怪他們特別易接受。
這世界有人接受的東西很自然有市場，

「商機無限」，又變成投機一族的天堂。
而NFT是第一個被炒熱的。有混水摸魚的
人會在監管法規出現前先刮走第一筆金錢
再講。還好中國已經有應對政策出台了。
NFT（Non-Fungible Token）是「非同質
化代幣」的簡稱，是一種被稱為區塊鏈數
碼賬本上的數據單位，每個代幣可以代表
一個獨特的數碼資料，也是屬於數位加密
貨幣的一種。若睇中了喜歡的圖片、音
檔、影片、遊戲專案，甚至是一則社群帖
文形式的創意作品想收藏，現在可透過
NFT買入而且具備擁有權證明。

原創作者可出售代表該作品的非同質化
代幣，但他們仍然可保留作品的版權，並
創造更多的同一作品的非同質化代幣。這
個目前是無監管，是一個圈內人自己玩的
交易，可以說是虛擬經濟。
目前這個NFT與藝術創作連上本來不是

壞事，愛好者用這種方式去擁有一件藝術
品的影像滿足自己，是一種推動藝術欣賞
普及化的好方法，對青年藝術家的作品推
廣更有幫助。若有人將其變成投資方式，
那也需要有法規保障參與者，更不能成為
無王管的賭博式炒賣平台。「元宇宙」應
用在一些遙距服務的工作，創作過程中模
擬每個步驟進行實驗都很有優勢，因在不
受空間和遙距限制能繼續工作。
就像元宇宙遊戲，都是基於「虛擬世

界」的概念，玩家可在遊戲中建立屬於自
己的世界，製造各種道具和建築，相信能
訓練出很好的想像力。能吸引人玩，自然
出現金錢交易。例如美國線上遊戲平台
Roblox，用戶除了可以直接玩平台上的多
個遊戲外，還可以設計道具和服飾出售，
甚至開發遊戲供別人玩，在平台上以虛擬
貨幣「Robux」交易之後，還可以把Ro-
bux兌換成美元，賺取收入。所以，利用
元宇宙製造賺錢商機是必然的發展。
而應用元宇宙在搞展覽、展銷、遊戲方
面已經很普遍了，2020 年美國歌手 Lil
Nas X 更在Roblox舉辦演唱會，總觀看人
數超過3,000萬，也是一個商機。
最近連時裝界也開始探索。Gucci曾在

2020年於Roblox發售一款限量版虛擬手提
包，售價從原本的475 Robux（約5美元）
一度急升至 35 萬 Robux（約 4,115 美
元），比起在現實世界中同款手提包3,400
美元的售價還要高，令人很有幻想。在
2022年秋冬紐約時裝周上備受矚目的獨立
品牌Rodarte退出了實體騷，通過Yahoo全
息投影技術加持，舉辦了一場以動畫形式
展示、屬於元宇宙的騷。美國設計師品牌
Rebecca Minkoff與Yahoo的Ryot Lab進行

技術合作，在2022年春夏紐約時裝周上發
布了首個NFT系列。由設計師提供了秋冬
系列和度假系列的數字版本時裝，現場觀
眾和遠程粉絲都可以通過沉浸式在線、全
息投影和AR的方式體驗產品。
元宇宙令時裝數字版本虛擬服裝可以虛

擬試穿。出現AR試穿、雲試穿、虛擬時
裝騷。將時裝騷中的模特兒形象通過一系
列極具視覺效果的材質進一步模糊了觀眾
眼中的現實和幻想界限。有品牌創始人
Tom在探索時尚領域全新需求，試圖打破
時裝周的傳統。讓品牌模特兒在洛杉磯工
作室穿着新系列服裝的等比例高清圖像，
也被投射到紐約時裝周現場的Portl機器
上，呈現在了全球觀眾面前。
而NFT概念也是時裝周邁入「元宇宙」

時代的另一嘗試，Altuzarra、Markarian兩
個品牌首次推出平台NFT產品，在紐約時
裝周上進行了發布。過往無論數字技術如
何發展並與時尚行業融合碰撞，最終目的
都在提升人類設計師的創造力與工作效率。
但今時已不同往日，智能技術給時尚行業的
未來增添了更多可能。Simkhai將實體時裝
變成虛擬服裝，以數字版本在虛擬平台上發
售，在虛擬世界中供角色穿戴，其中部分新
品還可以通過NFT形式在平台上進行交易
銷售。Simkhai本人十分看好這種發布形
式，他認為這是破格兼開拓新客戶的方式。
技術整合為開始感覺停滯不前的行業帶

來了新生命。疫情為許多依賴數十年老模
式和舊辦法的零售商敲響了警鐘。當顧客
的消費行為和生活習慣改變時，零售商就
需要真正開始創新。虛擬演示的目的並不
是取代現實世界的事件，而是對現實世界
的補充，讓藝術家和設計師有機會在不受
現實世界限制的情況下進行嘗試。
「虛擬」熱潮令大家玩得不亦樂乎，令人

想到，不少年輕人對精品店的「人手製造」
產品情有獨鍾，不就是覺得機械大量生產
的產品不矜貴，但無工廠大量生產又怎能應
付市場需求呢？似乎世事都是循環不息。

適應「虛擬世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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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見人愛的新型蔬果店。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