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球迷召集！

抄襲和借鑑
法 國 名 牌 迪 奧
（Dior）有一款前後
兩面交疊剪裁的中長

半身裙，被內地網民質疑抄襲傳統
漢服中的「馬面裙」，惟迪奧辯稱
乃該品牌的「標誌性廓形」，更引
發不滿和熱議。部分網民措辭嚴
厲，批「文化挪用」、「文化掠
奪」，有人因此要求國家管理好我
們的文化遺產。
根據資料，馬面裙又名「馬面褶
裙」，乃漢服的一種，其設計是前
後共有4個裙門，兩兩重合，左右
打褶，因中間裙門重合而成的光面
被稱為「馬面」而得名。從網上流
傳的圖片比較來看，兩個款式的確
很像，稍有不同的是，或許為了穿
着方便，迪奧的裙子較短。
內地網民出於愛護中華文化而抗
議，當然是好事。然而，這算不算
抄襲？如何界定為「抄襲」？本
來，文化藝術交流就包括了互相借
鑑，藝術家通過借鑑不同的文化再
創作出屬於個人風格的新作，這本
來就是受到鼓勵的事，可以說是再
創作，或以新的手法傳承文化。
很多設計大師一直這麼做，關鍵
在於Credit（標註來源）──這是
對被借鑑方的尊重。
據說，由於網民抗議，這款原來
售價2萬9千元人民幣的半身裙已從
內地官網下架，但在其他地區仍然
照售，迪奧官網稱其「採用標誌性

的Dior廓形，是一款全新的優雅時
尚的單品」。在商言商，無可厚
非。只能說「各自表述」。
這應該是該品牌女藝術總監

Maria Grazia Chiuri的傑作。法國
和意大利都是很重視自己文化傳統
的國家，它們的經典品牌和設計名
師亦然，女設計師也有可能真的不
知道「馬面裙」，即使看過類似圖
片，也未必了解其歷史。
翻看迪奧75年的經典設計中，的

確出現過多款百褶裙裝，尤其是已
故意大利設計師費雷（Gianfranco
Ferré ）「主政」的上世紀九十年代
初、中期，有「時裝建築師」之稱
的他為迪奧留下多款百褶晚裝。同為
意大利人的Maria Grazia Chiuri借
鑑自己品牌前輩的作品，並不奇怪。
不過，正如迪奧同名創辦人當年

的對手可可香奈兒說過的一句名
言：「抄襲是最好的讚美。」由於
她的名氣，香奈兒的多款設計都被
美國的廠商和百貨公司抄襲，但這
位市場觸覺敏銳的設計師卻看透人
的心理，反而借別人的「抄襲」為
自己做了一場免費宣傳，她因此在
彼邦「成名」，獲邀出任多部荷里
活電影服裝設計師。
所以，無論迪奧是否「抄襲」或承

不承認借鏡，還是「純屬巧合」，
「馬面裙」這款漢服卻因為「抄襲」
而令更多人認識，在某程度上，也令
中國優秀服飾文化得到一次弘揚。

在受疫情籠罩下已
踏入第3年的香港足
球，今年球季又已悄
悄流走，香港的足球

賽事幾乎沒有回響，好像完全沒有
發生過一樣，幸好一些港超球隊也
有參與香港以外的亞協盃分組賽及
附加賽賽事，香港隊6月份也到海
外參與2023年亞足聯亞洲盃D組外
圍賽，成績更能爭取進入明年亞洲
盃決賽周，令香港足球賺回不少
「存在感」。這是香港隊54年來再
次殺入決賽周，決賽周原定在中國
舉行，但中國考慮到疫情關係而放
棄主辦，現時澳洲、卡塔爾、印
尼、韓國都爭取接手主辦，到10月
時我們便會知道花落誰家。
香港隊從1968年後再次入亞洲盃
決賽周，香港球迷一定很開心；其
實每一次只要香港隊有小小成績，
球迷已經滿足，例如在2009年東亞
運動會中奪得金牌，更轟動全城，
見足球有成績，政府也希望乘勢而
上全力支持足球，奈何每次足球改
革都有點不得要領，總是未能達到
預期效果。坊間一些球圈人士，甚
至立法會等也曾經提出意見如何改
革球圈，各方都只限於紙上談兵，
實質也沒有人接手正式參與，只在
旁邊指手畫腳，卻沒有真正為香港
足球幫到什麼手。有時不禁會悲觀
地想，究竟香港人是否已經厭棄香港
足球呢？還是以前年輕時十分投入，
每場波即使未能入場，也跑到山上遠
眺球場的球迷已經跑掉了呢？至少在
筆者身邊，球迷仍是存在的：亞洲盃

外圍賽期間，很多朋友不斷在討論
香港隊應該如何踢，就可以殺入決
賽周，到時一定收睇支持云云，有
些球迷更加興奮地說：「成世人未去
睇過亞洲盃，但今次點都要去睇
喇，支持香港隊呀！」所以其實每
逢香港隊對外隊比賽，都一定有班
「死忠」球迷支持。
香港隊有「死忠」支持，本地波
又怎樣呢？入場觀賞香港球賽的球
迷總是寥寥可數，平均入場人數得
幾百人，究竟香港球圈發生了什
麼事？雖說造成目前的現象，也跟
這兩年疫情脫不了關係，但要是旁
人說經營不善的話大家大概亦無話
可說。新球季又來了，目前有10隊
球隊報名參加港超聯賽，雖然球隊
班費的參差相距達過千萬，相信水
平上有一定差距，但也並非表示賽
事就沒有觀看性和吸引力，到底足
總如何能把握這次機會，把這個聯
賽搞到有聲有色，在後疫情時期奪
回球迷的心呢？就要看足總內部如
何安排處理了。
最近為了宣傳本地足球，足總邀請

香港各傳媒大力支持，多報道香港足
球消息及直播本地賽事，讓香港市民
更了解香港足球。現時香港3大傳媒
均表示支持足球直播，期待今屆本地
足球有一個新景象，藉着香港隊在亞
洲盃外圍賽有少少成績，雖然在決賽
周對着足球勁旅要有很好成績或有困
難，但仍希望港隊能踢出「燒鵝的味
道」！7月24日對韓國、7月27日對
國家隊，各位球迷也應該支持香港隊，
香港隊加油。

愛美是人的天性，被俊男美
女第一時間吸引住是必然的，
絕不介意被人笑「你貪人靚仔
啫」，賞心悅目的東西誰會抗
拒？但講到你選擇誰是偶像就

不會隨便認，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最怕被人
笑沒品味、膚淺。但現今不少人很輕易就視某
人為偶像，因為他有人氣。其實捧誰為偶像是
反映出一個人的內涵、品味，正所謂物以類
聚，你必然認同對方的立場、觀點、所作所為
才封其為偶像。而偶像不單止是明星，可以是
政治領袖、商界巨賈、藝術巨匠，正是他們的
內涵值得欣賞才成為自己的楷模。
今年香港3間電視台都搞選秀造星節目，實

在是好事，香港過去十多年實在是缺少有「星
味」的明星，希望電視台能發掘培養多些有
「星味」的藝人和歌手，演藝行業才興旺，但
希望是帶有個性的明星，而不是千篇一律令人
分不清誰是誰。那就變成TVB J2台的節目
《喂喂喂！你話你係邊個邊個？》了。
「星味」不是單靠化妝品衣飾塑造出來，
還要靠其內涵氣質浸透出來。就以炎明熹
（Gigi）為例，參加《聲生不息》前
後的氣質上就有所不同，這節目做了
4個月，令人見到Gigi的實力、修
養、尊師重道、孝順乖巧的性格愈來
愈多人欣賞，看她向葉蒨文、林子祥
致敬那段話令全場淚崩，大將之風
「星味」完全顯露出來。
可惜香港太多人沒耐性去發掘別人

的內涵。大家都認同韓星的「星味」
很「人工化」的，卻不介意他們「百
變」的樣貌，反正你這段時間能給我

娛樂就夠了。正是這種風氣搞到華語圈藝人整
容成風，有些人與出道時比較判若兩人，有些
女星外貌本來都不錯，為求演出機會，將本來
面目變為「V臉」，讓人難以認出來。很可
惜，想想你是蘋果要變成梨承受的痛苦後果如
何？這世上需要多樣化及有特色。睇睇曾比特
爆紅就明白大家鍾意的是爆炸頭的特色，還好
《聲夢傳奇》出來的新生代，無論男生、女生
都有自己的天生自然樣貌，令人看得舒服，炎
明熹、姚焯菲（Chantel）、鍾柔美（Yu-
mi）、詹天文（Windy）、張馳豪（Aska）各
有性格，樣貌令人記得清楚。
講到3間電視台搞這類選秀造星比賽，參賽
者都很自然歸類，知道哪台的風格適合自己，
反叛的類型不會去TVB，睇《聲夢傳奇》第1
和2輯的參賽者都較斯文乖巧類的，而且音樂修
養方面頗高，都是唱得彈得跳得，《聲夢2》參
賽者黃洛妍（Janees）15歲時考入被列為全球
50大音樂大學的薩爾斯堡莫札特音樂大學，獲
得小提琴演奏學士學位，唱歌收放自如；年僅
13歲的趙紫諾（Sabrina）舞台經驗豐富，12歲
時考獲英國皇家LRSM專業演奏高級文憑，還

擅長架子鼓，實力是Rockschool 八
級演奏文憑，並已擁有自己填詞及
作曲的作品。有人識廣東話、普通
話、英文、日文、韓文及西班牙文
6種語言。人人懷有一身好本領，
非常厲害！所以就算他們真的不能
贏得歌唱冠軍，也希望TVB好好利
用他們的專長，安排機會讓他們發
揮，提供一個平台給他們健康成
長。當然培養人才要成本，這就要
考電視台高層的智慧了。

期待電視台培養「性格明星」
多年前有位舊同事，未到退休之

齡就提前「退休」了，他說，要取
回強積金供兒子上大學，生活逼
人，責任未完，只能走這一步，我

記得他告別時，眼泛淚光的樣子。及後得知在港
有新工作，他當年究竟以什麼理由可以取回強積
金，不得而知。現在才知道，可以作出「永久離
港」聲明而提早領取強積金。
現在政府派發第二階段消費券，就以「永久離

港」和「有意圖永久離港」已提前申領了強積金
為審視條件，統計有24萬人曾以上述理由提前
取回強積金，但卻引發了3萬宗覆核申請。
這些申請覆核的個案，並沒有「永久離港」，

只是有另外的原因，需要提前領取強積金，不得
不以上述理由作了申請聲明，他們有的是到內地
生活，也有內地和香港兩邊走，更有些是回流返
港，繼續在港生活，重新供強積金。
為這於是有人就責難政府「一刀切」帶來「擾

民」；有說，「查一查稅務局」不就一清二楚了
嗎？一個政策推出，難免會觸及一些灰色地帶，
政府認為可以寬鬆處理，開啟了申請複核程序。
凡事有「前因後果」，或作「後果前因」。因

為生活需要而要以「永久離港」作出聲明，雖不
是真正意向，但你確是曾辦過這樣的手續，現在
已經沒有追究「虛假聲明」，還給予覆核的機
會，寬鬆處理，還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覆核已經花費不少資源，有人還把責任卸給政

府，「查一查稅務局」不就一清二楚了？推行一
項政策，要為這些「不符合資格」的人查稅務
局，不是很浪費資源嗎？既然是自己主動提前
取回強積金，責任還在自己，總不能世界圍着
你轉吧，連申請覆核都嫌麻煩感到委屈，這是
否成理呢？

責任在於自己

二手舊書有它可愛
之處，前讀者真是愛
書人，對書的珍惜總

看得出來，女讀者多少會附夾上漂
亮的書籤，書還是乾乾淨淨一塵不
染，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看
書粗心大意的讀書人就不必說了，
最討厭是書頁中出現淡黃色的水
漬，一看便知道那個人看書時還在
喝着咖啡或茶之類飲品，尤其是不
明來歷的污漬更倒人胃口，這書怎
看得下去。
最可愛是書頁頭頂空白處的眉
批，當然可愛在前讀者要有一定文
學修養，不是東拉西扯胡言亂語，
可惜這樣的眉批永遠可遇不可求。
名作家的粉絲最留意他已故偶像
的舊書，有人就是知道他心儀的作
家逝世後，後人變賣他的藏書，喜
孜孜購入了一大批，事後發覺大部
分除了封面完整外，內頁殘破到不
堪入目，他就是不曾看過那名
作家網頁上的專欄，他不是經
常在電腦文字中說過買來的
書，看到喜歡的句子或是圖
片，無論這書多麼珍貴，馬上
就撕下來另外存放嗎？後人日
後變賣他珍藏剪存的書頁豈非
才有價值？

大多數讀書人都常有以下這個習
慣：喜歡把一些珍貴的小型文件或
是鈔票郵票之類夾藏在書頁裏，主
要是為了保存也為了保密，朋友Ａ
就說過，有次買來前讀者帶有軟膠
書套的二手古書，拆去殘舊書套
時，竟然發現封面和封底與書套之
間，分別夾藏着一張千元面額鈔
票，同時另一書頁中附有一張寫有
電話號碼的小紙條，感性的她，想
到這書前讀者那麼重視這2,000塊
錢，生活一定不會怎麼好過，於是
試行撥動紙條上的電話號碼查問一
下，當對方說出他賣出的古書書
名，知道是鈔票原有人了，便帶同
古書相約到港鐵出口閘前會面，果
如所料，賣出古書的是個帶有書卷
氣一臉風塵的老人家，Ａ有感他無
奈才出售此書，退還鈔票之餘，並原
書回贈給他，老人當時感動的場面，
Ａ沒有細說相信大家已可想像出來。

珍中有奇二手書

舊時的鄰居妹妹要外出旅遊，又
把她家的小狗豆豆送來請我照顧。
豆豆狗是我家的熟客，輕車熟路

地進門，像回到自己家，欺負起我家的貝貝狗來
亦是駕輕就熟，又要和貝貝狗爭寵，又要霸佔貝
貝狗的狗窩，每天早上醒來，先是開開心心地躺
在臥室的地氈上晨練一般地扭上半天，然後就摁
住貝貝狗開始打架……牠的一天好像就是在「吃
飯、睡覺、打貝貝」中度過。如此，豆豆狗雖是
「客狗」，卻把寄居的日子過得極愜意。
自從搬到遠郊，習慣了簡單、安靜、悠閒的

生活，似乎早已沒有什麼人、什麼事可以令我
羨慕，哪怕是別人擁有再多的財富與權勢，或
是在城裏過得如何地多姿多彩。而兩隻成天打
打鬧鬧的狗子倒成了我羨慕的對象，牠們對生
活的要求簡單，只要能吃飽、能睡好，再有主
人的幾分寵愛，便好似達到了狗生巔峰。
前兩天看休斯頓的朋友曉白轉的一篇文章，

說到已為大多數人所熟知的騙局：殺豬盤。殺
豬盤是由詐騙集團團夥作案，騙子們有專業的
騙局腳本，他們多數是在各個交友平台上瞄準

目標，先利用浪漫的感情騙取受害人的信任，
然後再去引誘受害人進行所謂低投入高回報的
假投資，從而騙取金錢。從東南亞地區到美
國，在騙子的誘導下，受害人從被騙十幾萬元
人民幣到300多萬美元的都有。
大家或許會以為被騙的受害人都是一些沒有

文化或者智商很低的人，但是根據統計發現，
受害人裏面不乏高學歷的軟件工程師、非常專
業的律師，甚至在經營上很成功的企業老闆。
究其原因，被騙取高額金錢的受害者，多是因
為不用花費太大的力氣就能夠換回巨額的回
報，或者是因為過於相信殺豬盤裏那些用感情
「養豬」的騙子，以為真的能用金錢去收穫一
份愛情，甚至是一個家庭。
文章裏提到其中的一位女受害人因為受到這

幾年來新冠疫情的影響，感情極度的空虛和脆
弱，屏幕對面的騙子表現得像一隻熱情而忠誠
的小狗，對方的騙局腳本也像是為她度身定做的
一樣，她喜歡上了殺豬盤裏的騙子，結果這一喜
歡，就付出了200多萬美元的代價。騙子畢竟不
是真正的小狗，他們的胃口更像是狼，狼和狗是

有着本質上的區別的。
騙子在人類的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很久，算得上

是一個古老的行業，然而這個行業無論在什麼年
代都能夠很好地存活下來，到了網絡時代愈發地
如魚得水了。文章說對於這些騙子，當地政府和
國際警方也無能為力。如果要停止受騙，除非人
們沒有一點的貪慾，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又看一遍美國電影《超越潛能》，作為男一

號的科學家把自己的思想上傳到電腦裏，通過
網絡控制了全世界的電腦，他控制電腦以後，
為警方找出了所有壞人的數據，又努力改善了
地球的環境。科學家亦通過電腦侵入了一些人的
大腦，他的思想可以進入任何人。假若未來真有
這樣的技術，騙子這個行業也許就會完全消失
了，因為科學家可以改變騙子的思想。只是，他
在同時也需要改變人類的貪慾，二者缺一不可。
若是到了那個時候，狗子的思想大抵也是要

通過電腦去改變才能適應新的世界。然而，牠
們能做出怎樣的改變呢？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是：誰能保證科學家沒有自己的貪慾呢？那又
由誰來改變呢？

簡單的狗與貪婪的人

女兒說，媽你要學會斷捨離。
在這之前，我沒有聽說過「斷捨

離」，好像一夜之間，這3個字成了
網絡上時髦的話題，就像如果沒有
「斷捨離」，生活就沒有質量可言似
的。斷、捨、離，出口間沒有齒音的

摩擦，沒有雙唇的碰撞，每個字都輕薄得只
剩下一尾舌尖的跳躍，決絕且沒心沒肺。
沒有人教會我斷捨離。母親就不是一個斷

捨離的人。她年輕時喜歡收藏碎布頭，用它
來給我們補衣裳，看看母親的衣櫥裏，至今
還有很多年前收藏的碎布片，各種花色圖案
的都有。打個卷，放在衣櫃的一角。除了碎
布頭，我不知母親究竟還有什麼可喜歡。
一個人之所以喜歡收藏，那就一定有自己

所專注的東西，因為它們能唯自己所用。母
親收藏碎小布頭，就是唯母親所用，我從那
些大大小小的布頭上，彷彿看到我們小時候
的棉衣，在母親的手中經過幾天幾夜的縫
製，然後穿在我的女兒的身上。
甚至，從母親收藏着的碎布頭裏，我還看

到了我當年的嫁衣，同類色和圖案的布料，
是我當年的大紅綢面的嫁衣剩下的邊角料。
它們被母親一針一線地縫起，用她心中最柔
軟的愛，製作出一件件給兒女禦寒的鎧甲。
這些已經再也找不到了的舊棉衣，唯有在母
親那裏還能想起。
母親的舊碗櫃上，永遠有幾個乾淨的塑料

袋，它們捲成一卷，隨時用來打包她認為需
要我們帶回家去的好吃的食品。母親買來好
吃的東西，要用那些塑料袋去分裝，然後給
我們留着帶回家去。母親做了好吃的飯菜，
也需要用那些塑料袋裝滿送給我們。母親用
它用得那麼順手，怎麼會願意「斷捨離」
呢？每次給母親整理家務，我都粗魯地把母
親收藏的東西翻出來，認為沒有多少價值而
偷偷地扔掉，來不及扔掉的大都被母親截了
回去。母親對它們就像對自己的羽毛一樣愛
惜，只有這樣，母親的愛才能跟着在上面飛
翔到我們手上。
母親珍惜着一切舊紙片，只要能夠拿在手

裏的，就必然會留下母親的字跡。瘦瘦的字

體，母親寫得很認真。母親在紙片上記每天
出門返家的時間，寫下每一天出行日記，記
很多養生口訣，儘管她還有自己專門的日記
本。母親的記性好，與她喜歡隨手記不無關
係。不知什麼時候，這樣的母親對她已往的
收藏愈來愈不關心，每年6月6日必曬舊衣
舊物的習慣不再繼續，她每年在忙活家務時
唱的「清凌凌的河，藍瑩瑩的天」不再唱
了，逐漸年老的母親逐漸變成沉默的母親，
唯有愈來愈多的慈祥掛在面龐。
母親住在我的家裏，她自己家中的傢具、

桌椅板凳，曾經萬般擦拭的常用物品，我突
然發現，母親好久不再理會與牽掛了，耳邊
也再聽不到母親想家的念叨。母親看淡了一
切，也釋然了一切。也就是今年4月，我發
現母親的那個家裏，記錄着我從小到大成長
時光的家裏，所有的用具都在，只是簡單得
不能再簡單了，冷清得不能再冷清。那個曾
經供我成長的家，那個沒有母親則不能呵護
的家，已經有十幾年都交給了一把鎖。
那個家裏曾經盛放過我的遊戲道具，擺放

過我讀過的書本，偶然翻翻，還能找出一兩
本童年時候的小人書。有我從記事起就熟悉
的桌子，一頭是母親在上面批改作業，一頭
是我在上面寫寫畫畫。我和母親一樣珍惜着
家裏任何一件能與記憶有關的物品，是它們
組成了我和母親共同的記憶。
這樣的家，一草一木，一枝一葉，都與幸

福有關，都與記憶中的溫暖親情有關，怎麼
能夠讓它斷捨離呢？母親不會，我也不會。
母親年邁，無力再保管它愛惜它，母親無

力反駁年輕人斷捨離的高論，無力去翻閱她
每天記錄下來的日記和舊照片，保護她的從
參加工作那天就帶在身邊的小木箱，從某種
意義上說，那是母親唯一的嫁妝。
斷捨離，不是在你年輕的時候，不是在你

生活囧困的時候去實施。
斷捨離的背後，不是生活的奢侈與富足，

就是人生的囧困與悲涼。
我珍惜着母親的珍惜，愛惜着母親愛惜的

一切。從窮困歲月裏走來的母親，怎麼會理
解斷捨離呢？從母親的濃濃母愛裏走來的

我，怎麼又捨得斷捨離呢？楊絳先生說過：
「老人的眼睛是乾枯的，只會心上流淚。」
面對不能捨棄的，母親乾枯的心田是否充滿
淚水？母親病重的時候，我看見過她的淚
水，在眼角，那麼一滴，久都不曾落下。那
是母親在努力隱忍，滴血的心，難捨她的一
雙女兒，難捨她即將離開的人世。
病痛也會讓人流出淚水，我不知道母親那

一刻的心裏，那珠淚是病痛還是不捨。
最終，母親把一切都放棄了，帶着我們的

擁抱離開。真正應了那句話，斷捨離。斷與
捨，都是人生之舉的無奈。斷與離，更加讓
人心痛無比。母親用她的離去，教會了我一
個不同尋常的道理，原來真正的斷捨離是這
樣的：斷，斷到猶如刀割。捨，捨到一雙巨手
撕破五臟六腑，汩汩淌血。它斷得永遠，再也
不會迴旋，它離得永遠，再也不會踞守相依為
命的這一世。母親走後的幾天，我突然明白了
什麼是「斷捨離」。它讓我大徹大悟。母親用
她的方法，告訴了我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生命
的最後一刻，誰也帶不走原本屬於自己的東
西，哪怕它價值連城，彌足珍貴。如果斷，趁
着身體還好，最好不要忽視你生命裏的東西，
因為總會有一天，你沒有機會轉圜；如果
捨，最好不要過於追求不必要的東西，因為早
晚要捨，幹嘛還要背上那麼多沉重的羈絆？人
生最苦是離別，生死離別，永遠離別，永不交
集。這個時候的生命和心靈，都承受不起。
母親用這種方式，告訴我人生沒有不去實

施的斷捨離，母親原本就不情願啊？斷，和
女兒斷；捨，與女兒捨；離，與女兒離，且
永不再見，哪怕真的有傳說中的生死輪迴。
這幾天，我在收拾自己的家，只要能扔的都
扔了，只要能放棄的我都放棄，沒有了母親，
我又有什麼不能斷捨的呢？人生半百，我積攢
的東西太多，「斷捨離」對我來說，只算輕
裝簡從。每一次輕裝，腦海裏都是母親撒手人
寰的那刻，任何身外之物，對我們已經沒有意
義。沒有人，能夠終極幾代、幾輩子，握住
它們。只有母親的「斷捨離」裏，有她做人
的勤儉、智慧，以及生命最為樸素的美德，
我能夠留住的，只有這些。

母親的斷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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