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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雲展與線上展
今年是中日恢
復邦交50周年，
筆者最近正組織

策劃「中日書畫交流展」雲
展，有 60 多名中日書畫家參
展，作品將通過線上展出。
過去辦的書畫展覽都是實
展，所謂實展，就是實物展。
主辦機構找個展覽廳，定好日
期，請參展者交上作品，開展當
天上午布展，下午便舉行開幕
禮。當日一千或幾百人來觀展，
開展過後，參觀的人便漸少。幾
天過後，展期便結束，若認真
統計一下，可能就幾千人觀
看，來看的人也許就是方圓十公
里愛好書畫的親朋好友。
但自有網上雲展和線上展之
後，情況稍有變化，策展人只
需通過電腦軟件在虛擬展廳裏
放上作品高清照和資料，展覽
便可以開幕了。這樣的展覽，
就算身處萬里之外的人，也隨
時隨地可通過互聯網參觀。雖
然看的都是作品照，效果不如
看原作，但觀看的人少則幾
萬，多則幾十萬，甚至上百
萬，輻射面之廣，影響力之

大，與實展不可同日而語！去
年筆者策劃了一個網上的香港
書法家協會書法作品雲展，便
有5萬8千人觀看。
網上雲展和線上展，只要上

網打開鏈接，便隨時可進入參
觀。而且展覽開幕了，便可一
直展下去，沒有時間空間限
制。
現在，藝術家不但可以在網

絡世界舉辦各種線上展覽和雲
展覽，還可以把作品通過線上
找到收藏家，又或者製作成
NFT產品出售。所謂NFT產品
即非同質化代幣，將藝術品數
字化製成NFT產品，大大有利
於藝術品在全球或元宇宙流
通。這樣一來，藝術就不單存
在於現實世界，而且存在於元
宇宙這虛擬世界，這是藝術類
產品的一大進步，也是人類社
會的一大進步。
自元宇宙的概念推出後，虛

擬世界愈來愈為年輕人所接
受，藝術家不妨多了解一下，與
時俱進，學會把藝術數字化，
推向元宇宙，那是另一個廣闊
的藝術天地。

2018 年，攝製
電視特輯《一帶
一路醫藥行》的
時候，攝製隊先

從北京出發，介紹中醫藥歷史
的源遠流長，繼而前往世界各
地探討中醫藥的發展，包括香
港、澳門、亞洲及歐洲等地。
我們選了位於亞洲重要交通樞
紐的新加坡，作為代表亞洲的
其中一個拍攝定點。
自古以來，新加坡便是海上
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新加坡一直是中國、東南亞和
歐洲大陸的橋樑，其中就有許
多中國藥材，由當地轉口，再
運往世界各地。由於地理上的
優勢，新加坡一直是中藥材主
要的中轉港，產品通過當地再
轉口至鄰近各國。
華人聚居眾多的新加坡，對中
醫藥的接受程度頗深，尤其以
前，當地華人大都是從中國南
來，而西醫當年亦不甚發達，中
醫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老一輩
飄洋到新加坡的華僑，基本上皆
以中醫藥治病強身。
攝製隊特別去到當地人購買
中藥材的地方，就是有唐人街
之稱的牛車水——但見中藥店
林立，好不熱鬧。陣陣香氣、
藥味撲鼻，倍感親切，原來有
些中藥店也賣茶葉蛋，不禁食
指大動。藥店的中醫師告知，
茶葉蛋在我們民間，是一種十
分普遍的保健食品，製作茶葉
蛋要先煮熟並敲裂，再放入茶
葉、一些中藥材（包括補氣血

的黨參、北芪和補血的生
地），然後加上五香粉、醬油
等調味料烹調……說罷，隨即
向我們送上茶葉蛋品嘗。遊子
在外，嘗到家鄉的味道，瞬間
暖在心頭，這是我多年喫茶葉
蛋以來，最深刻體驗的一回！
華人華僑移居海外，中華文

化也會在當地扎根。「一帶一
路」的戰略構想，融通古今，
接連中外，承載着絲綢之路沿
線國家繁榮發展的夢想，亦為
中醫藥文化傳播指明了方向。
故中醫中藥保健治病一直是新加
坡華人的傳統，而古人主張的
「藥食同源」之道，在當地亦流
傳甚廣，除了這道由中國傳來、
混合了中藥的美食茶葉蛋以外，
還有一種跟中藥有關的新加坡地
道美食——肉骨茶，竟源自一段
感人的華人歷史…… （待續）

她是「手套女王」林曉
盈（Juliana），對於這個稱
號她謙稱自己是個勤力工
廠妹，幸運家裏有平台讓

自己去發揮，但其實她獲獎無數︰傑出
青年企業家獎、大灣區傑出女企業家大
獎、2019傑出商界女領袖獎等等……
Juliana一直視父親為偶像，「他16歲

由內地來港，每晚收工回家在巴士上背
英文字典，他也曾讀過一年的大學課
程，他認為文化溝通是非常重要的！
1963年他在元朗設廠，全世界有六成的
勞工手套都來自我們的出產。我更敬佩
他在1989年民運的敏感時刻，當商量是
否要移民或將廠房結業，爸爸說無論怎
樣我們都是中國人，工廠的工人一人養
活四口子，若工廠關閉了，他們便會無
飯開，於是他要繼續下去！他也教曉我
何謂準時，如果人家約9點，無論之前你
什麼時間到達，但請你在8點55分將自
己準備好讓人家知道，太早到會影響到
人哋安排。父親常說你
沒有200分，請勿告訴人
家你有100分！」
「自加拿大大學畢業

回港，我要求最低工資
一切由紅褲子做起，我
要同事知道我在勤力方
面好靠得住。但是好景
不常，2013年事發了，
一對我非常尊重的夫婦
長輩，合作了50年的夥
伴要對簿公堂，結果我
們最後選擇和解，50年
的心血也要結束了，感
覺到非常可惜，2007年

父親中風後也未必適合繼續勞碌，就讓
這個驕傲了50年的驕傲畫上了句號。」
「其實公司有很大的發揮，契爺也曾

經說過我每年都創業績，是會生金蛋
的。記得當年奧巴馬總統就職，第一夫
人就用上了我們的手套，好開心，也很
驚訝。當時美國的品牌方面急切需要一
堆的顏色，以配襯不同的服裝，並沒有
告知是什麼原因，但我知道有大事發
生。終於第一夫人選了綠色的，用意大
利羊仔皮製成的手套，輕柔舒適如牛
油，更令她的手型變得更纖細！當她亮
相時，我們都很感動！」
「2007 年對我來說是一個艱難的年

頭，不單爸爸中風，我也離婚了，因為
我們的價值觀大不同，我當時瘦得如一
條地拖，一下子輕了20磅。為免解釋太
多，我決定去修讀一些EMBA課程，結
果我在市場課程方面得到93分，我高興
因為這課程將來會為公司帶來更大幫
助。父親那一代完成了歷史使命，我也

從第二代成為了第一代開設
新廠房，我着意繼續推進
可持續發展，ESG環保、
社會和企業管理等，新科
技也必須要美觀和時尚。
有了證書更可給單親媽媽
知道，我得你都得，女性可
自強！」
其實 Juliana更令兒子學

會幸福就是將每一個擁有，
都當成最好的。Juliana不單
是家族裏的抗疫先鋒，更是
業內的防疫前鋒！家族誕生
了一位「手套女王」，相信
爸爸一定深感安慰！

「手套女王」林曉盈如何令富裕顧客看到你的宣傳

《痞子殿下》
播出已三星期，
收視連續高企，

但仍有問「痞」字點讀？網上
字典指「痞」粵音是「婢」，
解作流氓或無賴。劇集未播
前，被指主角均非一線小生花
旦，不被睇好，結果叫好叫
座，爭回一口氣。
首次擔正的周嘉洛考牌成
功，露鋒芒，但浮誇的演出被
指模仿周星馳，外界有讚有
彈，周嘉洛不用擔心，反應開
心，周星馳是笑匠品牌、「無
厘頭」宗師，有他的影子能成
為周星馳2.0是個光環而非詛
咒。周嘉洛對此的回應十分得
體，他不否認自己的周星馳式
演出，但強調並非模仿，而是
因很喜歡周星馳，經常看他的
演出，以致不知不覺間用了偶
像的演繹方法，即是周星馳方
法演技已入了血，是致敬，比
複製高了一個層次。
「神級」的周星馳近年未有
新作，少有露面，新生代觀眾
對他陌生，甚至有代溝，周嘉
洛的出現正合時機。周嘉洛不
算男神級靚仔，演技也未至爐
火純青，回看周星馳初出道時
的無厘頭演出，曾備受爭議，
最後周星馳式搞笑大受歡迎，

更成為他的金漆招牌，周星馳
也不是大帥哥，但人紅了自會
魅力過人帥起來。周嘉洛勝在
笑容陽光，有喜感，親切如鄰
家男孩。
周嘉洛被力捧，在《愛．回家

之開心速遞》的長期演出，飾
演安仔已成功入屋，儲了高人
氣；他在《回歸》中的演出，
本欄早已讚賞過，《痞子殿下》
有好成績，可見他時裝、古裝皆
宜，接下來就看他會接到什麼
好劇本，給他更多發揮機會，
捧他上一線小生之位。
其他演員，包括演剛烈公主

的陳瀅，既兇悍又可愛，她的
演出稍有過火便不討好；頻頻
赤裸騷肌的朱敏瀚 ；練精學懶
的張頴康，都跟周嘉洛的演出
擦出笑點，很有化學作用，如
開續集，少不了這鐵三角組
合。《痞子殿下》的編劇亦應
記一功，不少穿越古今的場
口，如古代的「網上」投票，
是將票投入魚網，名字玩諧
音，有寓意：納克溫柔公主
（立刻溫柔）、首振鎮（手震
震）、歌蓮神國（歌連臣
角），好玩。
現時大家心情悶悶的，很需
要喜劇帶來歡樂，《痞子殿
下》快打鐵趁熱開續集。

周嘉洛周星馳上身

人們談及別人的缺點時，似乎都
能夠滔滔不絕並且都喜歡一起討論
別人的不足之處，以此作為茶餘飯

後的娛樂，對於別人身上的缺點總能看得一清二
楚。但是，朋友們可能沒發現其實我們卻不了解
自己。西方有一句名言：認識你自己。年輕時不
覺得這句話有什麼哲理，甚至會在心裏認為，這
算什麼名言，有誰不認識自己的？
但是，隨着年歲逐增，回頭想想這句話——認
識你自己，覺得裏面有無限的涵義。雖然非常
簡單直接卻是亘古不變的道理，人都應該認識
自己，我們以為了解自己了，其實只是停留在
表層的認識，只是根據自己職業和生活來判斷而
已，但這真的是認識嗎？中國也有古老的話：吾
日三省吾身。這足以證明，時常反思自己是多麼
重要。

常常聽到一些年輕人抱怨生活裏的各種人和
事，尤其是一些正在創業的朋友，每當遇到頭痛
的事情，就滿口怨言，抱怨顧客、合作夥伴，甚
至抱怨自己處處倒霉……確實，創業剛開始，
事事都很艱難，日常中也會遇到很不順心的事
情，但是很多年輕人卻只會抱怨，然而很少有人
會好好反思自己。一個善於反思的創業者，最終
都會獲得成功。反思不是踩低自己，相反更可提
升自己。
和大家分享一件小事，有位朋友某年跟朋友去

旅行，剛開始他們都玩得很開心，但到了一個著
名景點，卻因為沒能拍到好看的照片而心情鬱
悶。經常旅遊的朋友都知道，在著名的風景區拍
一張沒有旁人的背景照，簡直難上加難。而且大
家都慕名從遠方而來，都是為了拍一張有代表性
的照片做留念。當天，在人山人海的風景區，一

人拍照另一個人就要維護，但因遊客太多了，時
間又緊，別人也想拍，擠來擠去，所以朋友沒有
做好維護的任務。最後他們都生氣了，一路上也
沒有話說，各自情緒上也有一點煩躁。
於是，在車上時都很安靜。這時候，他忽然想

想生氣的原因——怎麼能全怪朋友呢，自己也有
錯，不應該那麼急躁，由此又想到在生活中各種
因為急躁而造成事情的失誤，才發現其實自己還
有那麼大的缺點，從來也沒有發現。於是他誠心
向朋友道歉而朋友亦向他道歉，彼此的心情也轉
好了。因為那次深度反思，旅遊回來後他更加下
定決心克服缺點，現在大家都對他的評價很好。
在創業中，這也是同樣的道理，當遇到不如意

的事情別忙着抱怨，這個時候最好能夠安靜坐下
來，反思自己哪個方面沒做好，只要這樣才能得
到更長遠的發展。

靜坐常思己過

對生命瞬間的思索
小時候，我常問媽媽：「媽媽，一瞬

有多長？用直尺量度有多長，用公式推
演有多久？」媽媽親切地說：「傻孩
子，一瞬用手摸不到，用筆算不清，只
能用心靈去感應。它不可測量但可以感
知，一段時光由無數個瞬間組成。」

真的，一瞬，只有細心體會，你才可感覺
到。現在的我，已經明白一瞬有多長，明白了
一瞬間的把握和爭取，意味着成功；懂得了一
瞬間的珍惜和擁有，意味着長久；感覺到一瞬
間的微笑、甜蜜與憂傷，意味着幸福；頓悟意
識到一瞬間的放棄和揮手，意味着訣別。
記得在我去貴州支教所教的那個班上，有個

叫志勇的孩子。他個頭不高，一頭微黃的毛髮
鬈在頭上，眼裏有一股說不清的茫然。有次課
堂上，想讓緘默的他得到口頭表達上的鍛煉，
我幾乎已把答案告訴他了，可他還是「吭哧吭
哧」答不出來。後來了解到，他的舌頭天生比
較短，說話非常費勁，一般人聽不懂。
那次家訪，我到了志勇的家，竟有一種想哭
的感覺。他家實在太窮了，家門口堆滿了廢報
紙、廢電線和空瓶子。爺爺告訴我，他有弟
弟、妹妹，還有一個終日躺在床上的奶奶。父
母去外地打工了。志勇因舌頭短，經常語無倫
次，時間長了，就變得不愛說話。後來，家長
不想讓志勇上學了。我又去家訪，正趕上他父
母回家，最終在我的說服下同意讓他繼續讀
書。志勇上初二時，我支教結束，離開了貴
州。好長時間沒有志勇的消息，我慢慢忘了
他。直到前幾天，他給我發來一條信息：「傅
老師，很多年沒見你了，你還好嗎？感謝你對
我的關心和鼓勵。我上完了初中，對物理電路
特別鑽研，所以在鎮上開了一個汽車修理店。
今天是教師節了，祝你節日快樂！」我反覆讀
着志勇溫暖的文字，那些支教的日子好像一瞬
間就過去了，又彷彿成為了永恒。
作為老師，當時覺得對後進孩子的付出，短

期看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但只要我的心是熱
的，我堅信——孩子的內心總會把曾經的一個
個學習瞬間變成燃燒的火炬。張學友有首歌唱
道：「為我點上一盞燭光。」對老師來說，給
孩子的心靈點燃燭光，也許只是短短的一瞬，
而對孩子來說卻是長長的一生。

人生是由無數個瞬間組成的，一個個瞬間串
聯成為無窮無盡的生活。當你、我、他都肯把
幾個、幾十個的瞬間放到另一個需要的人的生
活裏，個人生命的意義就有了顏色，有了價
值。一瞬，到底有多長？瞬間裏藏着永遠。一
瞬，並非就是手錶「滴答」一聲輕響；同時，
百年千載也並非就是永恒。
譬如流星隕落的那一瞬間，恣意揮灑燦爛，

讓人驚嘆乃至震驚。再譬如，地震爆發的那一
瞬間，給無數人的心靈上留下長長的疤痕。又
譬如，曇花激情綻放的那一瞬，是生命積澱揚
眉吐香，艷驚四座的絕唱。生命一瞬的長短，
可以從星宇、天地、風物和心靈故事裏去採擷
詮釋，去解讀感懷。
一位技藝高超的走鋼絲演員，準備給觀眾帶

來一場沒有任何保護的表演。幾天後，他站在
16米的高空中，鋼絲微微地抖着，1米、2
米……一切動作都做得行雲流水。突然，他停
止了動作，經驗豐富的助手馬上意識到他遇到
了危險。他想問一問，但並沒有說話，1秒、2
秒……突然，走鋼絲演員向前走了幾步，一切
動作恢復正常。
回到地面之後，走鋼絲演員對助手說：「謝

謝，兄弟，剛才我被塵土稍稍迷住了眼睛；那
一瞬間，如果你對我說話，我肯定會分一下
神，生命就會有很大危險。謝謝在那一瞬間，
你保持沉默，沒有出聲。」是的，就在那一瞬
間，如果助手和他說話，他的生命就有斷送的
可能。所以生命只有一瞬那麼長。但是，助手
很快意識到——那一瞬間需要演員全身心的投
入，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去打擾。如果打擾了，
非但幫不了他，反而會害了他。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那樣的瞬間不是很多

嗎？假若你來到熱帶、亞熱帶叢林邊長的小小
豢養場，在那裏的空氣中，一定會嗅到——麝
香貓可怕的「囈語」：活着，不過是一瞬間；
死了，我就不再排洩了……一隻隻麝香貓的細
胞裏，竟包含了牠們群體的赴死信息，那般痛
苦而無助。
幾年前，我在上海世博印尼館看到，一杯麝

香貓屎咖啡賣 168美元（約合人民幣 1,150
元）。這咖啡的稀有之處，是它源自野生麝香
貓的糞便。有人形容該咖啡為「人間極品」，

味道非比尋常，喝到它，就像在石頭中找到了
鑽石。而另一種評價則相反：「帶點兒土腥，
略帶嗆味和內臟味，在嘴裏久久不去。完全是
噱頭。」
早在英國的莎士比亞時代，莎士比亞劇作

《李爾王》中就有對白︰「請給我一點麝香貓
屎，加工成世上最昂貴的咖啡，來刺激我的靈
感吧。」蓋因野生的麝香貓，能在自然跳躍狀
態下，挑選最好的咖啡果，雖不能全部消化，
大部分排洩了它，卻讓咖啡果產生了卓爾不凡
的奇異特點。
麝香貓，雜食動物，尖嘴巴，灰皮毛。牠最
愛吃新鮮的咖啡豆，咖啡豆通過其體內的發酵
和部分消化，成為糞便排出。沒想到，其糞便
能夠分離出一粒粒珍貴的咖啡豆。由於野生麝
香貓的糞便數量非常稀少，價格相當昂貴。經
加工和烘焙，貓屎咖啡成為最奢侈的咖啡飲
料。眾多的咖啡農看到利益，不斷將野生麝香
貓捉回家中豢養，其產出的貓屎咖啡，成色和
味道雖遜色了些，但價值依然不菲。麝香貓是
有「思想」的動物，對於人「揀糞為食」的行
為討厭又討厭，對牠構成了極大的侮辱。如果
麝香貓在野外，排洩完了，牠看不到被人揀
了，也就罷了；偏偏有人把牠們豢養起來，還
當着面不斷揀糞蛋，實在受不了。
麝香貓被關在鐵絲網裏，牠不斷吶喊——

「沒有自由毋寧死」、「我是動物，不是『機
器』。」麝香貓開始絕食，用飢餓，用生命，
用死亡，對抗人的貪婪。現在麝香貓的數量，
已不到原來的一成……麝香貓的細胞裏，悲忿
成為永恒；牠們存活的每個瞬間裏，那種恨意
綿延不止……有關麝香貓死前瞬間的怨恨情
狀，那些喝貓屎咖啡的人可從牠絕望的眼神裏
洞悉。
生命瞬間的長短，無論人還是動物，只能用
心去量，用愛去嘗，用善去給予，用體會去衡
度。瞬間，正因熔鑄人的感知、動物的聰慧而
彌足珍貴。一瞬，可以電光火石般燃燒，可以
有飛蛾撲火的決絕，也可以讓靈魂涅槃重生。
擁有這樣的一瞬，就把瞬間變成一生或訣別。
正因一瞬凝聚了人和動物的感情和思緒，而無
限延伸或突然停止。瞬間有多長，願你細思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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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景榕在新加坡地標魚
尾獅前拍攝主持《一帶一
路醫藥行》。 作者供圖

吾友上市公司創辦人關志康兄，上星期在報章發
表專欄，題為「衞生巾廣告消失了」。其文指出，
衞生巾廣告曾經深入民心，但近年已絕跡於電視。
取而代之者，更多是滲尿墊、保健品、按摩椅等廣

告。關兄云：「衞生巾的電視廣告之所以消失，因為用衞生巾的
人已經不看電視，看電視的人已經不需要用衞生巾。」
此外，也由於愈來愈多人選擇以流動裝置收看視頻，一家人飯

後坐在電視機前追劇，似乎已成為一件頗有「歷史感」的家庭活
動。中年人不追電視，成年人不看電視，已經漸漸成為趨勢；此
言不虛。
當媒體進入2.0年代，網絡化、個人化、多媒體化和互動化，
已成趨勢，現在互聯網開始進入3.0年代，媒體更可能變成另一
種模式，在人類的「第二人生」中存在。傳統的媒體廣告，近20
年來一直被網上廣告侵佔市場份額，而且愈來愈失勢。雖然媒體
正進行數碼轉型，但在汰弱留強的市場力量下，一些媒體都因在
新的市場遊戲規則下，欠缺競爭力而停刊停播。
現今的網上廣告，也已進入了精準投放的年代。只要你登入了
社交媒體或電郵戶口，相關的網絡供應商就一直記錄你的網上瀏
覽足跡，對於你的興趣喜好、生活習慣和朋友網絡，可能比你自
己更清楚。
以前在傳統媒體出廣告，只能大致根據媒體的目標讀者或觀眾

群，猜想是否符合自己產品的定位；廣告費是付出了，但中不中
目標，其實要看彩數，也有不少預算是浪費了的。現時，廣告商
則可根據自己的目標市場，向網絡供應商作出要求，挑選能看到
宣傳廣告的群體。因此，就比傳統媒體更精準地瞄準目標市場，
所用的一分一毫也較有成本效益。所以，關兄上網時，身為一位
男士，也是不會有機會看到衞生巾廣告的。
營銷人一向有一個頗費心機的挑戰，就是如何向富裕的顧客做

推廣？因為傳統而言，富裕階層特別是商界高層，一般不會看電
視，印刷媒體的財經地產版廣告，回報事實上也不如理想。所以
不少廣告商會選擇戶外廣告，由商業區的廣告牌、巴士車身廣
告，以至高級寫字樓的升降機電視廣告都會被選用；然而始終成
效難以量化。
因此，可以精準投放的網上廣告就成為可接近富裕階層顧客群
的有用宣傳途徑。事實上，政府亦可考慮多用網上廣告，進行以
青年為目標的文宣工作。

◆Juliana（左）是家族裏
的抗疫先鋒。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