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是「Failed State」

沙子憂喜錄
最近，芬蘭西部
一個叫坎貝爾鎮的
小角落裏傳出一則

消息。這裏有一家小發電廠，成功
研發並安裝了全球首款「沙子電
池」——在「能源短缺」的時代，
這個消息不能不說確實有點優秀。
據該發電廠某負責人說：「它
真的很簡單……」事實也的確如
此：這個設備的主要結構就是在
一個筒倉裏裝上約100噸建築用
沙，然後充入來自太陽能或風能
的低成本熱量。這些沙子是儲存
熱量的有效介質，而且在長期儲
存過程中的損耗很小。聰明的當
地研發者用低成本電力通過電阻
加熱使沙子溫度達到了500攝氏
度，之後就會產生熱空氣；熱空
氣通過熱交換器在沙子中循環，
就會形成「沙子電池」，且能有
效保持沙子熱量長達數月。
僅就這一點而言，它比太陽能

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等新的再生
能源更可取。因為在沒有陽光、
沒有風的時候，這些新能源自然
是不能保證電燈不熄滅，但沙子
電池則能——無論有無陽光或
風，它都能照常工作。另外當能
源價格上漲時，它也依然如舊釋
放熱空氣。這些炙熱的氣體可以
燒熱水，然後被運輸到住宅、辦
公室甚至暖水泳池裏去。這對於
芬蘭、尤其是冬天的芬蘭來說，
是多麼幸福而重要。

但是，目前看來，「沙子電
池」仍有諸多技術需要突破，只
有再上層樓才能起到真正改變人
類生活的作用。最首當其衝的一
個，除了供暖，沙子怎樣供電？
最新消息是，包括美國國家可再
生能源實驗所在內的一些機構已
積極將沙子列為大有希望的綠色
能源之一，甚至因其「熱量儲存
更長時間」的主要特性，視其為
全球工業面對的一個巨大機遇。
然而，硬幣總有兩面。「沙子

電池」雖讓人歡喜，但有個問
題：沙子電池的最主要原料——
建築用沙——正陷入危機。
來自荷蘭萊頓大學的一項研究

結果表明，全球建築用沙年需求
量將從2020年的 32億噸飆升至
2060年的46億噸，而且「這正在
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後果」。
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網站最近
報道說：「我們要沒沙子用
了。」據相關研究人員稱，人類
對沙子的需求可能在40年內飆升
約45%。而由於製造混凝土、玻
璃和其他重要建築材料的建築用
沙的需求不斷增長，現在已出現
大量「沙海盜」——最嚴重的印
尼，數十座島嶼已經因無節制的
採沙而慢慢消失。
亦喜亦憂，地球資源是有限

的，而人類面臨的生存環境愈來
愈複雜，只有均衡地保護與發
展，才是真正的聰明之道。

前一陣子，有人
以 「Failed State」
來形容香港，語帶
雙關之至！

英文字「State」有多重意義，
可以解作「國家」，尤指「國家
機器」。此間有些年輕人被「反
中亂港」政治勢力洗了腦，妄想
香港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而成為
一個主權國，於是用「Failed
State」（失敗國家）來形容香港
特區。「State」又可以解作「狀
態」。按照「港獨」暴徒的想
法，香港特區在過去十年之間經
歷連番「顏色革命」的衝擊，經
濟、治安和發展亦確實一度處於
近似「失敗狀態」。
俗語說得好：「來說是非者，

便是是非人。」英國歷屆政府都
死心不息要干預香港事務，彼邦
的 宣 傳 機 器 惡 意 中 傷 香 港
「Failed」。好了，現實擺在眼前
卻 是 英 國 已 確 認 是 「Failed
State」！英國的國家機器失效，
而國家的日常經濟活動亦陷入失
敗狀態。香港人卻戰勝了連場
「顏色革命」，日常生活已陸續
回復正常。
筆者生於二十世紀，是「二十

世紀的小孩」，1984年中英談判
香港前途時已經懂事。然後是回
歸祖國前13年的「過渡期」和回
歸到今天的25周年紀念，共38年
整都是躬逢其會，見證英國和香
港的變化。千禧年（或應該2001
年才算）以後出生的香港小孩則
是「廿一世紀的小孩」。生於
1997年以後的香港小孩，怎會知
道此前香港被迫受到英國的管治

時 期 ， 社 會 是 個 什 麼 的
「State」？由這個年齡層的所謂
「學運領袖」來對香港回歸前後
的變化指指點點、說三道四，還
能有什麼內涵可言？無非是當為
背後操控他們那老一兩代政棍的
「代言人」、「傳聲筒」而已。
因為潘老頭在1984年已經是個

懂點事的成年人，當然記得那個
時候為英國人辦事的「香港精
英」、「高等華人」是怎樣謳歌
英國人對香港百年發展的偉大貢
獻。於是問題來了！如果香港由
1841年至1984年這百多年間的所
有成就都要歸功於英國「海盜」
的佔領，那麼因何到了香港回歸
25周年的今天，英國的政治、經
濟和民生卻是沒有停過的「舊年
又勝過今年」？
香港在1997年前的繁榮安定，

除了英式政經制度之外，少不了
天時、地利、人和的幫助！如果
全靠英國人管治就成功，英國人
親自當家作主的英國，又為什麼
會每況愈下呢？
香港回歸中國，對英國有些什麼

影響？1997年前後出生的「香港學
運領袖」可能從來未聽過英國人形
容香港是一隻「會下金蛋的鵝」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
吧！這些「屁孩」也沒有經歷過當
年港英政府用高昂代價從英國購
買用殘用舊的「二手貨」吧？
英國那個「西敏模式」（West-
minster model）的政制，在現任
首相的領導和催殘之下醜態百
出，已經確認是「Failed State」
了！被洗腦的香港「屁孩」何時
可以回頭是岸？

歌德在《格言和感想集》中曾說：「歷史給我們的
最好的東西就是它所激起的熱情。」今年正值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如何讓香港成長的孩子，對這顆東方明
珠的今昔歷史加深認識？激起家國熱情呢？

呼應香港書展今年度主題「憶．寫香港故事」，潘金英和我策劃舉
辦了「香港今昔故事︰溫情人間—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創作大
賽」，這計劃有幸獲得勵進教育中心的贊助，認同此比賽的意義。活
動邀約香港中小學生自行閱讀搜材，參加徵文；青少年可觀賞書展的
香港「築跡」繪圖等摘取靈感，或可選取香港地標如大會堂、灣仔會
展、獅子山、新港鐵及高鐵站、大館等，或特色事物如涼茶、戲棚、
舞火龍、漁船及高腳屋等，通過擬人化童話，以故事捕捉這城市今昔
變遷、歷史地貌，家國情懷、民生溫情，社區活力，反映或記錄這城
市有趣多彩的生活面，呈現其變化和成就，讓更多讀者樂於從這些今
昔故事中，加深認識香港，達至徵文相互交流之目的。
我在讀書會呼籲學生們踴躍參加，還

展示了一些香港特色景物圖片和視頻給
學生看，以刺激靈感。我講述何紫故事
《尖沙咀海旁的聚會》，提及尖沙咀海
旁的大鐘樓伯伯，介紹香港美麗的夜景
時，訴說這海港滄海變桑田的經歷，還
引來附近的太空館等建築物朋友的熱烈
討論！但當我問：誰曾到過尖沙咀鐘
樓？竟然無人去過。那麼誰去過海洋公
園？只有3人舉手。有學生說：「老師，疫情影響我們沒機會旅遊
啊！」孩子們面有難色，似乎對香港不少地方都認識較淺，感到寫這
樣一個融入香港事物的童話有點困難呢。
我遂即場給學生們示範怎樣搜材寫童話，我把曾登過鳳凰山，也近

距離看過獅子山的趣事告訴孩子們，當我呼吸着山上的氣息時，我
問，這山與我有什麼關聯？我想跟它說什麼？後來我就寫了《群山奏
鳴曲》的故事了，孩子們聽着，眼眸裏都閃光了。
除了香港景色，還可選些特色物件來寫。學生們曾乘坐過的電車，

知否它已超過100歲？學生們參閱了我寫的電車換季的故事，忽然引
起熱烈的討論呢！期望青少年有興趣參與此寫作活動，我深信過程中
必有更多發現，並燃起心中對香港的熱愛！

妙筆童話 香港故事
大概6年前，我曾在

西環小住。破舊的唐
樓，侷促的街道，香
港大學、英皇書院、

聖保羅書院等名校挨挨擠擠地靜默
着，似與不時叮叮而過的電車唱
和，錯落有致地構成了西環的日
常。每到周末，我會去石塘咀街市
買餸，一個挎着提籃的小女孩，讓
我看到了一份生動、一份別致。
小女孩大概十二三歲，我常會在

蔬菜檔遇見她。起初，我以為她是
跟着家人來的。與同齡人相比，她
瘦瘦的，以至於我有些擔心她會不
會過於柔弱，特別是她挎在胳膊上
的竹籃子，明晃晃的。我之所以記
住了她，是因為她付錢時的表情：
小心翼翼地從銀包裏摸出硬幣來，
一個一個地數。那銀包磨得久了，
邊緣露出了線頭，但銀包上面的米
老鼠圖案依然清晰。幾根青瓜、幾
把蒜薹，再加上幾個薯仔，不一會
兒就裝滿了。每到這時，她的臉上
總會露出一絲純淨的微笑。但也只
有那麼短短的一瞬間，轉瞬即逝，
稍不留神，就錯過了。
日子久了，我發現她是一個人來

的。菜檔的商販似乎對她都很關照，
時不時會多給幾棵菜，或是少算一兩
元錢。小女孩的眼神裏滿是感激，清
澈、明亮，像一汪清泉。馬尾辮一看
就知是精心地打理過，一絲不苟。
我在與一位攤主攀談時得知，小

女孩就住在附近的唐樓裏，和外祖

母一起生活。她讀小學三年級時，
一家人出遊時遭遇車禍，驚魂未定
的她眼睜睜看着父母離世。她開始
和外祖母相依為命。最開始的幾
年，外祖母身體尚且靈便，每到周
末就會帶着她到街市買餸。祖孫二
人幾乎沒有收入來源，生活的困頓
可想而知，「但她們一老一小，衣
服從來都是乾乾淨淨，頭髮梳理得
整整齊齊。」攤主說這話時，帶着
一份隱隱的欽佩。
「後來呢？」我連忙追問。「老人

家半身不遂，出不了門。小姑娘就一
個人來買菜。天氣好的時候，也會看
見她推着輪椅，帶老人家曬太陽。她
那麼瘦，真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
的。」攤主說完輕嘆了一口氣。
望着小女孩遠去的背影很快消失

在街道的人流中，我的心像是被什
麼扎了一下。她手中的提籃裏，裝
滿的不僅僅是蔬菜，分明是生活的
希望啊。她那馬尾辮伴着腳步一下
一下地翹動起來，那麼有力、那麼
倔強。她在困苦的生活中，過早地
成熟起來，但她懂得知足，懂得感
恩，像是把遭遇的所有不幸都輕輕
地放進了人生的提籃裏。
前些天，我到西環辦事，路過石

塘咀街市，鬼使神差地去轉一下。
在一個魚檔前，我看見了正在宰魚
的她。那隻竹籃裏裝了不少散紙，
專用來找零吧。我沒有問她過得怎
樣，但我衷心祝福這個曾經挎着提
籃的小女孩日子會愈來愈好。

挎提籃的小女孩

參觀一些小型畫
展，不難發覺當中
總有些作品是臨摹

照片的，這很容易分辨出來，取
材自真實場景或人物的，不可能
出現那些千鈞一髮的場景或稍縱
即逝的動作。對於繪畫的參考資
料，畫壇各有不同意見，有些人
認為不應臨摹照片，有些人認為
無傷大雅，各有道理。
學畫的臨摹階段，就像我們學習
書法，由臨帖開始，從學寫「上大
人」至「永」字，熟練了各種用筆
便能發揮所長，建立出自己的風
格。當然繪畫較複雜，要兼顧構
圖、用色、比例等等。而臨畫是個
必經階段，從名師的畫中，我們體
會到他們用色的巧妙、風格的獨到
等。我當年到意大利學畫，老師就
常帶我們到美術館去臨畫，令我深
深體會「事非經過不知難」，看似
平平無奇的細節中，往往就成為一
幅名畫的靈魂。臨摹，就像深入畫
家的心靈進行探索。
臨畫跟臨照片不同，臨畫最好
是看着真跡來畫，因為這才看到

真實的色彩。而照片的問題是色
彩的分析度不足。一個實景，色
彩受到光線影響，層次感強，比
如香港夜景，燈光璀璨，十分好
看。但你試試在山頂或海邊面對
真實夜景之時，拍一照片，比對
實景，你會發覺照相機解像度無
論有多高，始終和我們的眼睛分
析度的能力有一定的差距，尤其
是面對陽光和燈光的變化、色階
的層次，相機更易被比下去。
我的一位名畫家老師，他最反

對繪畫相片，鼓勵學生實景寫
生，除了上述原因外，還認為臨
照片欠了創意，且是別人的作
品，畫出來的沒了藝術味道，他
常說：「我們用相機按動一下便
拍了照片，為何花費龐大心力和
時間去畫得跟相片一模一樣？況
且，一定不會好過照片。」
也有畫家認為，現代科技可以

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和更舒服地創
作，旅行時自己拍下的照片就是
個人的作品，舒適地在家參考照
片去發揮畫技，從照片內容中取
捨，也可以創作出出色的畫作！

繪畫臨照片？

有一種交談叫做傾聽。這種談
話技巧要達到真正的效果，需要
讓傾聽者以喪失主體性的方式設

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着想，說對方想
聽的話。一旦這樣做了，你就會發現交流效果非
常之好。你會因為對方的憤怒而憤怒，會責備對
方尚未出口的那個對手。而對方因為你的完全理
解，就得到了巨大的安慰。
其實，從你的角度看過去，這次交流並不好。

甚至因為你完全拋棄了自我在感知方面的主動
性，你的價值感極低。但是傾訴者不這樣看。
他會覺得自己得到的情感支持遠遠要大於那個
在對方看來十分重要的實際的策略。因為他的
傾訴被理解了。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境遇裏
有了同路人。
倘若你不按照傾訴者所期待的方式給予這份

他所期待的情感式認同，非要用理性的方式去
分析利害關係，並給出諸種解決方法。或許你
認為這樣對他更好，但其實效果卻不佳，甚至
還會適得其反。對方在聽完你的分析之後非但
未能平息怒火，反倒更生氣了。因為他發現，在

傾訴之後，他依然無法逃離現實，還要一再被
你的話引向現實，以至於他變得更加抑鬱。其
實，這些在你看來能夠稱之為解決方案的內容，
他早就在自己的境遇裏思考過無數遍，現在的他
只是想聊一聊，在情緒上宣洩一下，僅此而已。
所以，主體意識過強的人很少有朋友，因為他總
是忙着表達自己（比如我）。任何一次傾聽，在
他看來，都是一次激發思維的機會，這令傾聽這
個看似十分簡單的行為無法到達。
宗教就是在此時趁虛而入的。福柯曾在他的
《主體解釋學》當中回顧過西方傾聽的歷史。
他認為，天主教之所以可以招攬到那麼多的信
眾，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它早在3、4世紀就意識到
了傾聽的重要性。於是，它用一種非常簡單並且
可以複製的方式將無條件的傾聽與接受固定成為
一種儀式，這儀式在隨後成了天主教的7種聖事
之一——告解聖事。到了13世紀，在天主教最如
日中天的年代，告解聖事更是隨處可見。
在這種制度當中，神父會走進一個小隔間，去

聽取信徒的告解。並且，從始至終，神父都不發
一言。直到最後，才說一句：「我寬恕你的

罪。」於是，神就作為寬恕的神重新與它的信徒
成為一體。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宗教程序當中，
傾聽者以無我的方式接納信徒，它所使用的方
法僅僅只是尊重了傾訴者的主體性。所以，交流
有時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必須要有一個能動
的、可以反饋的對象。很多時候，談論者僅僅只
是需要一位聽眾，以完成說聽這個互動假象。尤
其是那些不可告人之事，最需要無聲的傾聽。所
以，告解聖事在天主教又叫做懺悔聖事或和好聖
事，意即懺悔被接受之後我們又重歸於好。
這樣說起來，天主教聚眾的方法，就在於它看

到了信徒作為人無法擺脫的慾望。就像盧梭在
《懺悔錄》當中所說︰「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
然後，讓他們每一個人在你的寶座前面，同樣真
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看有誰敢於對你說：
『我比這個人好』！」天主教沒有去考驗人性，
他只是沉默着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絕對接受者。通
過告解聖事，它傾聽、寬恕，卻不宣之於口地接
納了那些永遠也無法達到完美狀態的人。於是，
它就在那些尋找認同感的罪人面前以無聲的方式
成了最仁慈的存在。

傾聽者不說話

「花中西施」：高山杜鵑
高山杜鵑既高貴孤傲、心向淨土，

又安身立命、堅韌質樸，被譽為「花
中西施」，是世界植物學界公認的
「高山木本花卉之王」，它與報春
花、龍膽花合稱「世界三大高山天然
花卉」。高山杜鵑屬木本植物，多為

常綠灌木或落葉灌木，也有小喬木，樹高
2-10米，無論叢林坡嶺，還是溝谷岩頂，它
們或以身姿清雅、幽香傳情而見長，或以婀
娜多彩、五色斑斕而稱奇。
位於四川眉山洪雅縣的瓦屋山，盛產高山

杜鵑，40多種野生杜鵑花分布面積達60萬畝
之多，被英國皇家植物大辭典收入、並以瓦
屋山命名的品種就達17種，被譽為「世界杜
鵑花的王國」。這裏的杜鵑花不僅花型美，
而且品種全，尤其幾種寄生在雲杉等高樹上
的杜鵑，在其他地方極其罕見。中國寄生杜
鵑90%的品種，幾乎都在瓦屋山上。站在瓦
屋山山頂的象爾山莊舉目遠眺，眼見一片緋
紅色的杜鵑花海，在夕陽映照下閃閃發光。
作家周聞道深有感觸地說，粉紅、雪青、

潔白的瓦屋山高山杜鵑，如雲如霞，花順山勢
蔓延而去，山到哪裏，花就開到哪裏。幾乎不
是人在看花，而是眾花在瞧人。杜鵑花似光影
下的一個個唇印，不分先後彼此，次第排列，
組成一隻隻嬌小羞美的小口型，令人愛煞。一
片片高大挺拔的雲杉樹，陪伴着它，也呵護着
它。據說，瑞典科學家發現的一棵雲杉已達
9,500歲，堪稱「世界上最古老」的樹木。
寄生杜鵑花，便生長於這種長壽雲杉軀幹

與枝杈結合部的綠色苔蘚之上。遠遠看去，
很像是開放在高空的格桑花。那細小的紅
花，鮮艷、嬌美、雋秀，好一個「枯藤老樹紅
花」！寄生杜鵑花生命傳遞的「紅娘」——
居然是飛鳥。杜鵑花籽是鳥兒們的食物，鳥兒
吃後飛回樹上的巢，無法消化的花核隨糞便
排出，灑落在樹丫的苔蘚上。待到來年春暖
花開，那花核便開始生命的萌動，發芽生
長，最終開出紅花，讓老朽的雲杉春風得意。
對杜鵑花寄生在雲杉樹上生根發芽的景

觀，在瓦屋山幾乎觸目即是，每年杜鵑花期

都會呈現「空中花園」的瑰麗篇章。高山杜
鵑迎風怒放，各色杜鵑花從山腰到山頂乃至
樹丫間次第綻放。遊人登上瓦屋山，彷彿進
入杜鵑花的「天然博覽會」，如同徜徉在一
片漂浮在雲端上的花海中。穿行在瓦屋山那
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林中杜鵑花一團團、
一簇簇，像幽暗的森林中燃起了熊熊火把，
是那樣鮮亮而耀眼。
早在一百多年前，歐洲人就被高山杜鵑花

所吸引，他們幾乎是冒着生命危險，不遠萬
里來到我國西南山區，後來這些引種的中國
高山杜鵑造成了西方園藝界的革命，逐漸形
成歐洲園藝引種栽培的方向。直至今日，在
歐美許多國家，還把高山杜鵑視為花園中的
寵物，無論皇家植物園還是私家花園，都不
可或缺地栽植來自中國的高山杜鵑，並留下
「沒有杜鵑不成園」的名訓。
「閒折二枝持在手，細看不似人間有。花中

此物是西施，芙蓉芍藥皆嫫母。」在瓦屋山溪
流和深潭邊，高山杜鵑沿着水畔開得如火如
荼，花影在水中隨風浮動，流光溢彩。很多林
中的高山杜鵑，已不是灌木叢，而是高大如喬
木，地上落英繽紛的花瓣營造出迷人的意境，
這正是瓦屋山高山杜鵑的天然之美所在。漫步
在這片雲端花海之上，目之所及盡是一株株迎
風怒放的杜鵑花，在縹緲的雲霧中顯得神韻非
凡。每年5月，四川巴中南江縣光霧山的高山
杜鵑也綻放了，漫山遍野，嬌艷的花朵映紅山
林。光霧山杜鵑也以高山野生大杜鵑最為奇
特，因海拔較高，生長緩慢，有些杜鵑樹甚至
有上千年的歷史。這裏的高山杜鵑樹形奇特，
猶如盆景，花開起來很有氣勢。特別是香爐山
高山杜鵑盆景堪稱一絕，1,000多株枝繁花盛
放的野生大杜鵑令人嘖嘖稱奇。
光霧山杜鵑長於山澗幽壑裏、險峰峻嶺
上，不僅因花開時節姹紫嫣紅、儀態萬千、
美不勝收，更在於這裏的杜鵑花種類繁多。
目前發現有30多個杜鵑品種，僅次於四川瓦
屋山。這裏既有早春杜鵑，也有腋花杜鵑，
其中常綠大喬木、小喬木、常綠灌木和落葉
灌木等均有分布，花色也極為豐富，涵蓋了

紅、紫、黃、白、粉、藍等多種色調。
湖北神農架東連襄陽，西接重慶，北瞰十
堰，南鄰宜昌，因華夏祖先神農氏在此搭架
採藥而得名，素有「植物王國」和「天然花
海」之譽，也是名副其實的高山杜鵑花之
鄉。在神農架，從海拔1,500米到3,000米都
有高山杜鵑的神奇足跡。神農架高山杜鵑品
種有映山紅、粉白杜鵑、毛肋杜鵑、秀雅杜
鵑、粉紅杜鵑、紅暈杜鵑、麻花杜鵑等。
因靠近九省通衢的武漢，神農架的高山杜

鵑令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稱頌不已，學者唐
錫陽讚道：在那無邊無垠的立體風光海洋
裏，浮動着一塊塊紅色的彩雲。不，那是心
花怒放的高山杜鵑！詩人紀鵬嘆曰：那鮮花
滿枝的杜鵑，宛如嬌柔的少女，活潑而又有
些靦覥，它是永恒的主題、不朽的詩篇！
東北長白山本是一座死火山，山頂上覆蓋着

黑色火山石和白色火山灰，原來長白山海拔
400米以上幾乎是「不毛之地」。然而後來，
在浮石山灰之上，竟坐地生根、綻開了漫山遍
野的高山杜鵑。那一坡坡的杜鵑花啊，若破雪
而出，白如縞素，紅得滴血。是神奇的高山杜
鵑，把長白山的山頂染成了一片片「火海」。
為什麼長白山山頂拒絕喬木、其它灌木等植
物，獨留高山杜鵑在這裏生存呢？原來，高山
杜鵑能在寸草不生的碎岩石灰中生存，並綻放
出一道美麗風景，最根本的原因是矮小而自
謙。它們的植株只有幾厘米，幾乎貼地而生，
達到了木本植物的最小極限，它們對養料的需
求也幾乎低到了極限。正因為這樣，山上可吹
折樹木的強風襲來，也不會波及這些矮小頑強
的高山灌木杜鵑。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因高山杜鵑深深懂得，自己所處位置
愈高，環境愈是險惡，處世態度愈要低調。
低調，不僅可以保全自己，使自己絕境逢
生，更能因韜光養晦而不斷悄然潛行。矮小
的高山杜鵑灌木，爬滿長白山山頂並頑強地
活下來，詮釋了「以小博大」的深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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