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達共識 再迎亞運

秦怡，豈止跨世紀美麗！
100歲的「中國最美
麗的女性」（周恩來總
理言）秦怡走了，算是

笑喪，但這位被喻為「不老女神」的
人民藝術家留給後人的，又豈止是美
麗！在她身上，兼具中國傳統女性的
質樸美德和現代藝術家的執着和毅
力，令人欽佩！
記得早年在上海出差和工作期間，
經常有人向我提及秦怡，說一定要寫
寫她。秦怡是大名鼎鼎的表演藝術
家，形象又那麼美麗和優雅，當然值
得寫。我只覺得奇怪，提及她的都是
上海文化界中人，秦怡對他們來說，
不僅僅是名氣或明星，而是她的善良
和堅韌。
香港影迷對秦怡不太熟悉，但其
實，她跟香港是有淵源的。在上世紀
四十年代中，她曾來香港拍電影《海
茫茫》，並在這裏和她的第二任丈
夫、韓裔華籍男星金焰結婚。當時的
金焰有「電影皇帝」之稱，有眾多文
化界名流見證其婚禮，證婚人為郭沫
若，出席者有作家茅盾夫婦、漫畫家
丁聰和劇作家吳祖光等，當時的《大
公報》對婚禮做了生動的報道。
秦怡翌年生下兒子金捷。由於秦怡
和金焰都是二婚，既是同行，人生理
念也相近，兩人有過一段很美好的日
子。但命運似乎給予你美貌和機遇的
同時，也給你帶來挑戰和考驗。新中

國成立後，金焰由於在上世紀三十年
代和抗日題材電影方面的貢獻，與趙
丹、白楊被授予「國家一級演員」的
稱號，同時獲委任為上海電影製片廠
演員劇團團長，秦怡也是該廠演員。
但後來的政治運動，金焰由於家庭

背景，受到一定的影響，加上行政事
務忙和年紀漸大，影壇光芒漸漸暗
淡，身邊一度出現第三者，給這段婚
姻蒙上陰影，兩人也曾分居。但對秦
怡更大的打擊還在後頭，1962年，金
焰胃部大出血，做完胃切除手術後，
精神非常消沉，經常喝酒，以致成為
終日臥床不起的病人。兩年後，天生
有自閉症的兒子因為受到刺激，患上
精神分裂症！
身為妻子和母親的秦怡身上的壓

力可想而知，除了本職工作外，她
以極大的耐性和韌力照顧丈夫的起
居，又要承受兒子病發時對母親動
粗。而且，這樣的日子不是幾個月
或幾年，而是21年和43年！其間，
秦怡自己也患上腸癌等重疾，接受
過7次手術！
丈夫病逝時，秦怡61歲；兒子走

時，她已85歲！而她不但不認老，還
在年逾90的高齡，自編自演自籌資金
拍了電影《青海湖畔》，更親自登上
海拔數千米的青藏高原拍攝。如此人
生經歷和態度，真的，秦怡，豈止跨
世紀美麗！

在過去個多月以來，
坊間一直有消息傳出指
杭州亞運會可能會延
期，所謂空穴來風，就

在上星期亞洲奧委會終於結束流言，
官方宣布：第19屆中國杭州亞運會正
式延期，亞奧理事會還一併宣布成都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延期以及取消本
屆亞洲青年運動會。在五一內地長假
期前，曾經跟亞組委朋友聊天，當談
及亞運的情況時，他們指要五一假期
後才有決定，聽罷也心知延期的可能
性甚大了，但在我們體育界，當然不
希望發生，因為無論延期或取消，對
運動員以及體育傳媒而言都是一個打
擊，畢竟體育比賽競技需要頗長時間
準備及備戰，對運動員而言整個訓練
計劃馬上要改變，如果一些年紀相當
的運動員甚至可能要放棄未能再次參
與，而我們體育傳媒亦如是，以年計
算擬定的計劃也可能要從頭做起。
延期消息宣布了，接着下來便是善
後計劃，例如改期到什麼時間呢？世
界大學生運動會是兩年一屆，成都世
大運已經由2021年延到今年，再次延
期是否延至2023年？但本來2023年
這一屆已經定在俄羅斯舉行，這應該
怎樣處理呢？一年舉行兩屆有點不切
實際，那或者跟着順延一屆？這都是
要從長計議的。世大運情況尚且如此
複雜，亞運就更不容易協
調延期日期了，必須要跟
不少國家、地區體育總會
研究。對於運動員而言，
如果亞運參考東京奧運延
期一年至2023年9月，則
2023年除了要參與亞運
外，還有單項國際錦標
賽，再加上巴黎奧運的多

項奧運測試賽及奧運計分賽。巴黎奧
運會於2024年7月26日至8月11日舉
行，2023年 9月離巴黎奧運不足一
年，那一定影響運動員備戰奧運及爭
取奧運入場券，屆時相信國際各項目
總會賽事也不會遷就亞運會，便很有
可能導致各地區均派非主力運動員參
加亞運會，留主力運動員迎戰巴黎奧
運，這就十分影響亞運的可觀性了。
除了對運動員影響大外，其實亞運

延期對經濟影響也很大，資料顯示
2010年廣州亞運會投資達1,200億元
人民幣，相信今屆亞運總支出不會少
過廣州亞運會，這個經濟損失由誰來
負擔呢？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大會
與68個贊助商協商贊助金額由合共33
億美元追加至37億美元，但亞運贊助
商會不會妥協多加贊助金呢？亞運贊
助商大部分是中國品牌，在疫情之
下，很多企業經濟也受影響，相信再
難多加贊助，加上亞運電視版權費跟
奧運版權費天淵之別，收入完全幫助
不到電視製作，正如香港電視台轉播
亞運，一定虧本。
疫情之下，沒有人知道什麼事情會

發生，亞運相信不會延期一年，或可
能會在明年四五月比較合理，希望亞
組委也好，奧委會也好，各國各地區
體育總會也好，能夠達成一個以各國
運動員的利益為前提考量的共識吧！

今年7月1日，香港將迎來
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大歷史節
點，特區政府第六任行政長官
李家超將上任。未來5年是香

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香
港各界都冀望李家超為香港開新篇。
香港回歸20多年，由於政治環境影響，

前幾任特首的鴻圖大計不少都未能如期實
現，例如當初董生的「八萬五建屋計劃、
中藥港」等等如果能推行，今日就不用面
對劏房、籠屋愈來愈嚴重及新冠肺炎來襲
醫療系統崩潰的問題。正如李家超提出過
去已有太多的辯論，方案已很多，新一屆
政府應該是執行的時候，必須坐言起行，
「以結果為目標」是其施政方針，實現強
政勵治。
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部門顯露出應變、

協調及動員能力不足等問題，各界紛紛要
求政府必須提升執行及協調能力，架構重
組，要改善監察公務員績效的機制，改革
落伍陳舊的措施，拆牆鬆綁。李家超競選
時亦承諾團隊在上任百日內，會為指定的
工作定下目標，訂立「關鍵績效指標」，
各部門亦要檢視運作方式、行政程序及相
關法例，以減省不必要或重複的環節，提
升施政效率。主責官員要敢於擔任積極的
領導角色，在問題醞釀初期及早介入解決問
題，帶給大家一個會做事、做成事的政府。
這就是非常得民心的承諾，也是非常艱難的
工作。因為目前的政府某些制度是回歸前已
經存在，而且牽涉到不少人事，人事正是最
難搞的，遇到抵觸反抗最大，需要一個硬朗
的團隊承擔「動手術」的風險，但「不動手
術」會死，那長痛不如短痛。李家超的擔子
確不輕，幸好紀律部隊出身的他抗壓力比人
強，有一副扛得起外來壓力的「鐵肩膀」。
香港有識之士、商界人士都很清楚，香港

社會再沒有本錢讓你去蹉跎，輸不起，需要

新一屆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把握好歷史機
遇，帶領香港社會走出困境，各行業繁榮昌
盛，才是給青年一代最好的希望。在新選制
的保障下，李家超也透露不少賢能之士表明
意願加入他的團隊，願意進入特別行政區管
治架構，一支肯擔當作為、精誠團結、為民
服務的「愛國者治港」隊伍初步形成。正當
中國已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征程。國家
領導人表明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
中，香港不能缺席！當香港新起點與國家新
征程相交匯，必將產生強大合力，迸發巨大
能量，定能再創新輝煌。
新政府最艱巨任務當然是磋跎20多年的香

港房屋問題、土地問題牽涉許多規條，想很
快見效不容易。若是改革公營醫療系統，政
府架構重組方面做得快速，相信效果是最快
讓市民感受到的。加強基層醫療系統很重
要，醫療體系比住屋更嚴重，生活費不夠無
錢買菜，但有米飯食，至少不會死人，但有
病入急症室卻要等4至10小時是大問題，當
患重病需看專科醫生都要排一兩年才輪到見
醫生，市民都說︰「盲咗、死咗也未輪
到。」命都沒有了，你給其他福利他們有也
沒用了。增加醫護人手、擴大應用更多創新
科技和遙距醫療的主動權應該在政府，不是
全歸醫管局。
公共設施、生活住屋問題上市民有困難向

政府部門查詢求助，被政府部門當波踢來踢
去，需要找電視台的節目《東張西望》幫手
將問題曝光，群眾施壓下相關部門才處理，
熱線電話總是無人聽，極度諷刺。要掌握項
目的主動權就少些外判，慳不了多少，有自
己的團隊才談得上靈活調動，具應急能力。
完善官員的崗位設置與職責分工，明確責任
到部門，責任到人，急市民所急，快速回應
協助市民解決問題，自然贏得民心，贏民心
推政策自然獲支持。

新特首擔子重需要鐵肩膀
5月先後有勞動節、母親節、
佛誕等多個長假期，社交距離大
放寬，飲食業在母親節生意額是
以往的八成，情況相當不錯。假

期中就有元朗食肆群組爆疫，感染增至20多
人，會否造成進一步社區感染，還是未知之
數，疫情能否如期受控，這兩天就分曉了。
母親節避開酒樓，選擇到剛解禁的海灘家庭
聚會，幫襯海灘唯一的外賣小食店，買了一客
薄餅和一客漢堡包，竟然承惠300大元。一客
薄餅150元貴價，還可以理解，但一客漢堡包
加薯條也150元（在漢堡包專賣店才不過40
元），真是貴到飛起。物價通脹，百物騰貴，
連續兩年疫情下，相信這沙灘小食亭，也是久
旱逢甘露，消費者沒有留意價錢的「秘密」藏
在單張裏，唯有安慰自己，當作是為支持飲食
業出一點力吧。
久未相聚的朋友，疫後「秘密」也何其多，
兩年疫情沒有社交，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解決，
不習慣與人分享，人與人之間，感情疏離，自
我保護，失去信任。有朋友家人離世，好友送
上慰問，當事人感覺受到極大困擾；也有朋友
轉業，好友送上關懷討個沒趣；更有朋友搬了
屋，雖得好友祝賀，但「洩密者」為此遭殃。
所以，吸收了經驗分享，得知老朋友在外地
染疫中招，也不敢送上問候，「洩密者」再三
叮囑，不要關心，不要過問，不是人人都能把
自己的健康秘密與人分享。
兩年的疫情生活，考驗每一個人面對困難

的承受能力，也考驗友情的質變。禁足固然
少了自由，但不知不覺間，心靈也因此封
閉，相當一部分人，生活經歷了驟變，敏感不
安，情緒起伏，本來昔日互助互幫，現在都成
了戒備的「秘密」。
或許疫後需要有一套「保密處世」之道，讓
人與人的關係重新得到適應緩和。不讓你知道
的事，還是不要過問，再見雖是朋友，還需作
好心理準備。

百五元漢堡包

從App上輸入「親」
字，剛打到「亲」，
「親」字便同時出現；

四筆打個丰字，豐字也出現了，才知
繁體和簡體，早已相融入電腦，字盤
設計家給予繁簡體打字人的方便，都
是對中文值得鼓掌的貢獻。
過去談過繁體字形之美，因為類似
「愛」字和「廠」字結構的扎實感，
最令人引起美麗的聯想，可是有次自
幼便受簡體教育的表弟就打趣問我：
「你喜歡使用繁體，那麼甲骨文、篆
書不是更有美感嗎？」他說最反感是
有人譏諷簡體是「殘體字」。
說來也有他的道理。
今日問題已不成問題，因為漸漸發
覺到大多數香港人不知不覺已習慣混
和使用了繁簡，不少簡體朋友電腦上
傳來訊息，也似乎特別有興趣在試寫
繁體，雖然很多同音字出現混亂，
如「在」字誤寫為「再」，「發」
和「髮」不分，以為筆劃較多那個
字就是繁體。至少肯定這些簡體朋
友，一定對繁體已產生了興趣。
香港長大的中年朋友閱讀簡體
早就沒有難處，只要接觸過幾本
內地出版的書刊，就是少年朋友
也看懂了簡體。
五四時期散文小說，作家們全都

用到「剛纔」一詞，那個 23 劃的
「纔」字，可真是繁體中最累贅的頑
石，礙眼得很，最初以為是「才」字
的繁體，原來不然，之前絕對想不到
它還是在繁體「手」字部才查得出
來，《說文解字》中解說「才」字第
一劃代表地平線，往後一撇寓意為草
之根，也就是剛發芽的草，比草還來
得早，由此證明「剛才」絕對正確；
至於「纔」，是指黑中帶紅的織物，
《說文解字》稱為「帛雀頭色」。
此外「表」字也常給人誤為「錶」

的簡體，殊不知「手錶」的「表」字
原意是指「時間表」，並無需要強調
它製自五金，可知有些簡體也是來自
繁體。
看來今後「一字兩制」或者「兩制

一字」已是必然趨勢，而且用得正
確，中文越豐富，已無必要分繁簡。

繁簡一家親

不知不覺地又過了一個母親
節。
疫情還未結束，這個母親節，

女兒依舊不在身邊，只在地球的另一端發來電
子問候和擁抱，又通過網絡為我訂購了康乃
馨。
作為一個虔誠的吃貨，心裏對孩子的思念之

情與對美食熱愛的分量是不相上下的。看到
花，先想到在西方被當作母親花的康乃馨可以
泡茶，但吃起來沒有營養價值，味道亦是乏善
可陳，便只能作欣賞用。而在千年以前的中國
就已是母親花的萱草則不同了。
西方的節日裏有母親節，亦有父親節，中國
人似乎一直沒有刻意地去為父親和母親們單獨
擇日慶祝，中國古人對父母的愛都很婉轉地藏
在「椿萱並茂」裏。舊時孩子遠行，有「知君
此去情偏切，堂上椿萱雪滿頭」的感嘆，不
過，此處的「椿」並不是吃貨們喜愛的香椿，
而是《莊子．逍遙遊》裏寫到的「上古有大椿
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的臭椿樹，
是不能吃的。

天下的父親和母親之間的區別大抵就在於，
母親為孩子的付出會比父親多一點，因此，蘇
東坡的詩中會寫到「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
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此處的「芳
心」當然不是少女「芳心大亂」的心，而是指
母親愛孩子的一顆心。萱草亦名忘憂草，據說
古時的孩子離家遠行前會在母親的住處種下萱
草，希望自己不在身邊的時候母親能夠減輕煩
惱，睹花思人的時候可以忘憂。
代表父親的臭椿雖長壽，卻不能吃，而代表
母親的萱草，後來俗稱為黃花菜的母親花是可
以吃的。黃花菜最初雖是孩子種來安慰母親
的，但久而久之，「慈母倚堂前，不見萱草
花」卻更是加深了母親對遠行的孩子的思念。
千年過去，萱草亦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地年年生發，既寄託了千年來母親對孩子
不變的思念，吃起來亦是十分美味的。
我的父親在他的大院子裏沿着菜地邊緣種了

一大圈的萱草，每逢初夏時節，花兒們次第開
放起來，院子便像被籠上了一層金色的光圈，
在花兒的清香裏有着一種夢幻的美。他的吃貨

孩子當然是不會辜負花兒們短暫的美麗年華
的，孩子們一回家，父親的黃花菜便從菜地到
餐桌，有了最好的去處。
大家最愛吃的是黃花菜做的川湯肉。黃花菜

在花蕾開始泛着橘黃但又還未開放的時候摘了
吃最好，新鮮的花兒雖有一些微毒，但摘去花
蕊，用清水泡過之後便能去除毒性，切成小片
的瘦肉用薑蒜、生抽、豆瓣醬和番薯澱粉醃出
香味，和泡好的黃花菜一齊放入開水鍋裏滾上
幾分鐘，起鍋時加上葱花、陳醋、紅油……一
盤漂亮的酸辣可口的川湯肉立馬令人垂涎欲
滴，食之，有夏天的清爽，也有母愛的溫暖。
雨季去了又來，我在後園種下的幾叢萱草亦

鬱鬱葱葱地長了起來，有幾株已經在這個母親
節來臨之前抽出了花劍，靜靜地等着花開。花
兒雖然不是遠行的女兒為我種下的，但一個母
親對孩子的思念之心卻是千古不變的。
臭椿不能吃，但有八千年春、八千年秋，給
孩子的庇護是長遠的，而萱草，眼觀為思念，
進食可溫飽，是孩子給母親的愛，更是母親對
孩子的愛。

愛在椿萱並茂間

慕思榮、孟建新、春桃、劉華、
王魯岩、楊春明、陳文英……當這
些陌生的名字充斥在我的腦海，我
就成為了那場1,700萬人運動中的一
分子。濟南、青島、淄博、孤島、
廣北、二分場、六干橋、黃河

口……當這些熟悉的地名糅雜進我的思
緒，我就穿越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段
如火如荼的革命歲月。
不得不說，作家陳謹之的長篇報告文學作

品《曠野與芳華》有着強烈的代入感。他的
筆觸在尊重歷史事實的框架下逐步推進，卻
沒有歷史類書籍的枯燥乏味。他以政治、經
濟、文化等多重因素對歷史的發展、演變、
影響為主線，把一代代知青人中的大英雄、
小人物當成一粒粒珍珠串聯起來，有骨有
肉，活色生香。他為大家展現了一幅當代視
角下別開生面的黃河口風情圖。讀歷史、
讀人生、讀沉浮，讀痛苦和遺憾，讀絕望與
掙扎，讀上一代人捨小家、顧大家的奉獻精
神，從而在心底產生了共鳴。
《曠野與芳華》讓我真切地感受到那一
代人革命的激情和熾熱的情懷；讓我深刻
了解了東營本土的移民文化、知青文化、
兵團文化、農耕文化和油田文化；更讓我
了解到，在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裏，山東
的「北大荒」如何從渺無人煙走向生機勃
勃，荒蕪的黃河入海口又如何因為這群知
青的到來而變得絢麗多彩。
從公元1855年黃河在陽谷決堤，到80年
後黃河在鄆城決堤，再到1949年黃河在魯
西決溢；從1936年8大組成立到日寇瘋狂圍
剿；從國營五一農場、廣北農場、渤海農
場、黃河農場的相繼建立到兵團時代的徹底
完結；從華八井噴油到勝利油田的崛起。這
是一段鮮為人知的山東生產建設兵團的苦難
史，這裏有着悱惻動人的青春記憶。這是一

段山東知青在黃河尾閭的拓荒史實，中間發
生着諸多催人淚下的勵志故事。
凌汛地震風暴潮，搶險築堤蓋土房。春
種秋收戰三夏，放羊牧馬學打靶。這些
「粗活兒」，似乎是那個年代知識青年的
標配。艱難和困苦，是對心性最好的磨
礪。從農場到兵團，從兵團戰士又回到農
場工人，這種身份的轉變與落差沒有打垮
他們。他們從五湖四海而來，服從組織安
排，奔赴四面八方。像一陣風，來得急，
走得也快。兵團的消亡，農場的興衰，像
是花落花開，又像是幕起幕落，更像每個
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
懂得它的搖曳多姿。在常人眼裏那個無情
的年代，知識青年們活出了繽紛的自己。
《曠野與芳華》分為5個部分——大河
之洲、沸騰的孤島、生命中的兵團、濤聲
依舊在和生命的答卷。全書22萬字，2017
年屬草，2018年竣稿，2019年付梓刊印。
作者行程幾千里採訪數百人，歷時3年向
上個世紀的兵團人和農場人交出了一份合
格的答卷。2021年，在眾多的角逐者中，
《曠野與芳華》成功摘得山東文學最高獎
項——第5屆泰山文藝獎的桂冠。
早在多年前，作家陳謹之已先後出版《勝

利大突圍》、《我不是傳奇》、《震撼世界
的「銅」話》等長篇報告文學。他是全國報
告文學黃河口創作高端論壇的策劃者和承辦
者。他在文學創作的路上堅持為東營發聲，
講好東營故事，為東營的新聞事業作出了卓
越的貢獻。作家對歷史跨度如此之久，人物
如此之多的題材早已是駕輕就熟，整部書讀
起來脈絡清晰，語言凝練，情感真摯。這部
長篇報告文學，無疑是我近幾年讀到的最硬
核、最具感染力的一部佳作。用時間煮一杯
茶，放進回憶，氤氳出最醇厚的香。在歷史
的曠野中，閃耀着那一代人的灼灼芳華。其

中的夏林，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是本書後
記《回望與繾綣》中的男一號，一位從湘西
的山水畫裏走出的藝術青年，也是徐悲鴻先
生的嫡傳弟子。一輩子很長，他卻沒有時間
拿起他熱愛的畫筆；一輩子很短，他卻用一
雙藝術的手創造了農場的神話與傳奇。
半個世紀之前，像夏林一樣的勞動者，用

勤勞的雙手和不屈的意志開闢出一塊地大物
博的物質家園。如今，作家用他的智慧和文
才為我們創造了一座豐富的精神家園。篳路
藍縷，砥礪前行。上一代人的血淚史和苦難
史最終凝聚成一種知青精神、拓荒精神與創
新精神。櫛風沐雨，朝乾夕惕。艱苦奮鬥的
創業精神就像是鹽鹼地裏開出的不死的花
朵，在大河之洲守望着黃河口的根與魂。
每部書都是一粒種子，讀一本書就是在心

田播下一粒種子。當無數拓荒人成就了這粒
種子，東營文化、黃河文化將被我們以及我
們的後人世世代代銘記、發揚和傳承，讓無
數後來者在書中汲取豐富的營養，讓他們在
遭遇苦難時獲取浴火重生的力量。那段特殊
歲月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沉入浩瀚的歷史
長河裏，但他們的故事無論看多少遍也不會
讓人厭倦。他們原本就值得被尊重、值得被
時光溫柔以待。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心中升
騰起一份驕傲、一股暖流、一種溫馨。我出
生的這塊土地是一塊革命的土地，我生活的
這座城市是一座多元的城市。這裏的小米曾
經餵養過中國的革命者、這裏的棉花曾經包
紮過革命者的傷口。這塊浸透着革命者鮮血
的土壤，正滋養着一代又一代的東營人。
《曠野與芳華》讓我重新定義了我生活的

城市，重新認知了我們的歷史使命。東營，
這個共和國最年輕的城市，有着被淚水和鮮
血染紅的大美濕地、有着美輪美奐的奇觀。
泰戈爾說：「天空中沒有留下鳥的翅膀，但
我已飛過。」願我們都飛過，像他們一樣！

黃河尾閭拓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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