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燒鵝的味道」的球賽

文化產業
由於相對富裕和自
由，以及長期作為外
商進入內地的窗口，

香港有很多國際藝術團體來演出，
所以，香港不缺藝術活動。只是，
這些活動似乎只為富裕階層服務，
普通市民可望不可及。
真正的文化藝術之都，除了要擁
有一批具國際知名的藝術團體或藝
術家外，還要有願意花錢專門到這
裏看演出的外來觀眾。像紐約的
「百老匯」，除了少數紐約市觀眾
外，更多是專程從美國各州來看音
樂劇的遊客，這些眾多的外地觀眾
可令一齣排練多時的音樂劇演出多
幾晚，令平均成本拉下來，投資者
也有多些收入，藝術家及其藝團的
生命得以維持。
近期，隨着西九文化區各設施陸
續落成，尤其是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開幕，一些深圳朋友常問我
看了有沒有或感覺如何之類？他們
很想過來參觀。當然，現在因為疫
情封關，他們來不了只是暫時的，
卻反映出跟香港毗連的大灣區內地
各城居民的想法，而這正是香港要
發展為位處亞洲的「文化之都」的
觀眾基礎。
同樣的邏輯也可應用在表演藝術
方面。以前，香港曾被捧為「東方
荷里活」，是因為小小香港的影視
製作成品除了香港這點人口外，還
輸出東南亞市場，乃至日韓和歐美

的唐人街，擴大了觀眾基礎，而這
些外地收入可彌補製作成本。當
然，現在隨着當地電影業崛起，尤
其是內地製作水平提高，低成本兼
題材太本土的「香港製造」難引起
外地華人的共鳴，加上很多影視工
作者北上發展，香港本土電影業不
振，難以避免。
但在舞台表演藝術層面則不同，

他們北上發展的機會不多，既然香
港有這麼多表演團體，大灣區內地
居民長期受香港文化影響，又有粵
語這道「共同語言」，這是一批潛
在的文化消費力。
政府之前常宣傳「1小時或2小時

生活圈」，如今又有高鐵兼港珠澳
大橋等交通便利，如果政府文體旅
遊局能制定相關政策，並跟各方作
些協調工作，把來香港看舞台表演
或參觀藝術展作為文化旅遊項目之
一作推廣，吸引內地居民來港觀
看，既豐富他們的文化生活，也為
本港演藝團體擴大觀眾基礎。打響
了這個文化品牌之後，內地其他城
市乃至東南亞等地的華人也以來香
港參與藝術活動而非只是購買奢侈
品，「文化之都」自然而成。
就像幾十年前，香港的文青以

「歐遊」為時尚，甚至嚮往台灣的
文化氛圍，正是因為當地有他們長
期打造的本土文化節目或項目，並
形成其獨特的文化產業，吸引另類
遊客。

香港足球總會日前
舉行記者會，宣布今
屆足球賽事賽程及各
項安排詳情，足總已

定球季將由8月27日至明年5月20
日，雖說「已定」，但能否在這
日期內完成，還是要視乎新冠疫
情的最新情況。過去3年足球賽
事，足總及球迷可以說被疫情
「玩死」，沒有一季能完成完整
賽事，有些球員為了生計也不得
不考慮轉行，縱使球迷想繼續支持
香港足球也很困難。
過去已經過去，我們也只能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足總目前要面對
的是想對策重振本地足球圈，今屆
港超有10支隊伍，將會參加超聯、
銀牌、菁英盃、足總盃等約150場
比賽，場數之多好不熱鬧，但各隊
班費不同，可能相差達好幾倍，所
以實力上有一定參差，這樣比賽起
來又會否精彩呢？我想那就要看球
員、球隊的表現，班費和本身實力
雖然有差距，但不代表一定會輸，
如果戰術運用得好，超水準表現也
可以出現「巨人殺手」，加上眾所
周知：「波是圓的」，比賽是否精
彩也要比賽過才有分曉，強隊對弱
隊，只是勝算高低而已。
今屆足總足球賽事，分別會有網
上及免費電視台做直播，對本地足
球在聲勢上及宣傳上會有很大幫
助，最基本會有過百萬人知道香港
足球還持續地有比賽進行，也提醒
了大家要多捧場支持香港足球；但
傳媒的責任亦只能到此，能否持續

贏得球迷的支持，責任就落在球員
和球隊的身上，因為比賽是否精彩
是球圈能否復甦的最重要因素。記
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隻新牌子
香煙推出市面，廣告宣傳做得非常
好，一天之內銷量達到40萬支，但
3天後，銷量卻狂跌，不到一個月
這個新牌子的香煙甚至消失於市場
了，雷聲大雨點小、後勁不繼，代
表着香煙的味道不被煙民接受，只
靠包裝沒有內涵的話，終會被市場
自然淘汰。正如去年東京奧運，電
視收視爆棚，除了傳媒宣傳做得好
之外，更重要是因為香港運動員表
現好，如果香港運動員表現未如理
想，拿不到獎牌，收視一定差。有
電視直播本地足球當然最好，宣傳
效果一定高，但當電視觀眾球迷收
睇直播時，發覺賽事精彩程度，與
他們祈望精彩程度差很遠的話，一
場、二場、三場也是一樣差，觀眾
球迷自然就會慢慢失去興趣，繼而
失望離棄。
筆者不是足球員，但總覺得大家用

心去踢，具投入感，球員踢起來便會
有「球味」，而「球味」是球迷在睇
波時絕對感受得到的，一路睇，心情
會隨着比賽狀況而緊張，雙手握着拳
頭，當見球員射波時，會緊張到整個
人彈起，如球隊輸了更會流下淚來，
只要兩隊都傾盡全力去踢，比賽自然
扣人心弦，踢出「燒鵝的味道」，這
就是觀看球賽、睇波的樂趣。今個星
期六便正式「開League」，祈望足球
圈有個好開始，疫情快些回落，球賽
真的不可以再停了。

說到我與旗袍的故事，一
定會說我的母親，自小看着母
親穿旗袍，記得她除了夜晚睡
覺穿睡衣以外，其餘的時間全

部是穿旗袍，有外出工作的旗袍、有參加宴
會的旗袍，還有上菜市場的旗袍等等。
記得有一次我印象深刻，在學校受了一

些委屈，回到家見到母親，我就撲在她的身
上大哭一場後，見到母親身上那件旗袍上有
我的眼淚鼻涕，原來那是母親一件很漂亮的
旗袍，等我哭完了，母親沒說什麼，她將自
己身上的珊瑚胸針取下，扣在我的衣服上，
然後輕輕拍一拍我說，不要哭了！所以我對
旗袍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以前我覺得自己對旗袍的喜愛是基於對

母親的懷念，但更深一層的意思是我對民國
時期人物的一種致敬。
1929年4月26日民國政

府公布旗袍為國服之一，
即為代表國家的服裝，國
服是端莊高貴的服裝，今
日香港的女高官也喜歡穿
旗袍，而我們中國代表出
訪外國或是接待外賓，或
者是在正式的場合，都被
要求穿上國服，也就是旗
袍。我認為旗袍和偉大的
中華文化一樣，具備強大
的生命力。
中華文化一路沒有斷

層，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不
斷淘汰不合時宜的，不斷
吸收新的元素，所以中華

傳統文化一路綿延至今。金耀基教授曾經說
絕對沒有傳統的現代化！所以說，所有的傳
統一定有它新的元素、新的生命力，才可以
持續五千年以及未來一路延長下去。
這就好像旗袍，大家一聽便知道是滿清

旗人的服裝，滿清的旗袍，原來是一件長
筒、直身的、不分男女老幼個個都穿的袍
服，這是因為他們在東北要騎馬打獵。
旗袍，真的是滿清旗人的服裝？是滿清

旗人的旗袍？清代文獻中雖然服飾名目繁
多，但找不到旗袍這一個名目，為何清朝滅
亡十多年後，才有旗袍這一個名詞呢？漢人
為何以穿着滿清袍服為時尚？這些都是旗袍
的迷思。1926年 2月 27日上海《民國日
報》文中〈袍而不旗〉，提議改稱「中華
袍」；又有人提議叫「祺袍」，但最後還是
稱為「旗袍」。我們今天稱之為旗袍，其
實它已經融入我們漢文化中。
1930 年代台灣短暫地曾掀起旗袍之

風，但很快地被日本殖民地警務機關列為
「挑撥性服裝」。1949年之後大批的外
省人到台灣，尤其是蔣夫人宋美齡愛穿旗
袍，所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再次掀起了
旗袍的熱潮直到今天。
旗袍已經成為服裝的經典，已經超越潮

流，這麼多年來常遇到一些女孩子問我，
哪裏可以做旗袍？我看見旗袍的生命力也
看見中華文化的生命力！
服裝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首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
中華傳統文化要復興，就不能不重視我們
傳統的服裝。所以旗袍的意義不只在於
美，還關係到民族的文化自信。

漫談旗袍的故事
恐龍，這巨型史前生物曾在地球存在

過的事實，加上電影的震撼影像，書本
的詳細述說，卡通漫畫的可愛描繪，一
直是孩子謎一般的幻想。家中的小孩子

都是恐龍迷，早早就嚷着要去參觀。重視教育的父
母，都不會錯過親子學習的機會。今年科學館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舉辦特別恐龍展，有別於一般
恐龍樂園，而是學術和趣味並重的展覽。
家人網上預訂了門票，一家大小看恐龍，也真是大

開眼界的。展品珍貴在於有來自德國、瑞士、意大
利、荷蘭、羅馬尼亞、摩洛哥博物館及學術機構的珍
藏，總共8個物種，7組重構骨骼組裝的巨型化石，
還有一組是完整度超過9成的骨架標本。
恐龍像真的比例，孩子們都驚愕了，一進場就被全

球首次亮相的大型三角龍骨架震懾！三角龍、暴龍，
本來就是他們熟悉的「朋友」，再看下去，還有異特
龍、西龍、梁龍、棘龍、哈特茲哥翼龍等等，書本上
的史前巨型生物，一下子來到跟前。
展覽配合標本及多媒體投射技術，令參觀者恍如置

身於史前的恐龍盛世。孩子們在大型光幕前，與河中
巨怪一起奔跑「跨越河流」，樂不可支；家中老二只
是5歲半的小女孩，之前已借看了圖書館的恐龍圖畫
書，對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竟然說得上兩句，展
覽也有一個幻彩投射的「恐龍時光隧道」，就是讓孩
子腳下跨越三疊紀、侏羅紀、白堊紀不同時期的恐龍
世界，寓教於樂，年幼孩子踩恐龍、騎恐龍、捉恐
龍，不亦樂乎。
整副埋藏狀態的幼齡蜥腳類恐龍化石、恐龍蛋標

本，更有可以觸摸的真實恐龍骨，小孩子來一下「骨
感」體會，疑幻成了真。
此外科學館還有「與龍同眠留宿」活動、瑜伽體
驗、古生物學家講座、電影放映、創客工作坊、兒童
實驗班、導賞等，這是更進一步的體驗了。

恐龍盛世遊

松本清張的讀者，
必然發覺無論從他任
何一部作品中，相信

都找不到一個完全健全的角色，無
論這角色是男是女，來自財經界/
文化界/教育界或是藝術界，無論
來自高端上流社會或低端基層，無
一不是負面人物；而且可怕在出場
時，大都有一副正人君子的好面
目，可見松本清張對本國人的偽善
最為深惡痛絕，也鞭撻得最不遺餘
力。（事實以我們和日本人交往得
來經驗，他們待人接物口頭的千聲
多謝和90度鞠躬，亦多看出過於造
作和言不由衷。）
所以如果給松本清張全部小說統
一定名為「醜陋的日本人」也不算
怎樣離題，雖然客觀來說未必百分
百正確；但是審閱過松本小說的日
本政府，卻已視清張為眼中釘，奈
何他作品多至排山倒海，在出版
界中納稅之多可謂首屈一指，為
了庫房收益才任由他作品陸續過
關；看日本今日經濟下滑，漠視
國人健康，鼓吹年輕人多買酒飲
以求酒稅挽救危機，便知這政府
從來凡事看錢不講原則。
話題從「醜陋的日本人」扯
開，很多不同國家的作者，自從

知道第一個說自己國家醜陋的作者
賺了大錢，便都也來跟風了，而那
些以他們自己國家名字出版過的
「醜陋的×國人」，之所以都有不
俗的銷量，大概因為讀者看到作者
談他自己民族的醜陋，都有人性中
隔岸觀火的心態，好奇之餘，還帶
有滿足於自己民族優越感的喜悅，
同時知道文字裏不會有歌功頌德的
悶調，第一時間對那些作者先投以
坦白的好感，不期然代入隔村婆婆
愛理閒事的角色而欣賞那些著作。
其實人性各有善惡好醜不同面

目，真要執着他醜陋的一面，本來
大都相似，什麼醜陋的A國人B國
人，只不過那些A那些B各自佔有其
中某一不同部分的醜陋，任從A國B
國的作者，從不同偏激角度抽不同
的絲剝不同的繭盡情誇大，綜合一
句，無非都是「醜陋的地球人」。

哪一國人最醜陋？

我搬到新屋後極少外出，曾經
創過5個月一步也沒邁出小區大門
的紀錄。

不出門，見的人自然就少了，小區的入住率
本來就不高，這一來，我最常見最熟悉的人就
成了小區裏的保潔大姐，每天早起遛狗或者到
門口扔垃圾的時候遇到，總要和她聊上幾句。
久而久之，我連保潔大姐的兒子幾時拍拖，與
女朋友認識的過程都知道了。
「人不可貌相」用在保潔大姐身上是最合適

不過的，因為保潔大姐是本地人，城市快速發
展起來之後，保潔大姐家有土地被收購，還有
房子對外出租，孩子也在開公司做生意，保潔
大姐生性勤勞，在家閒不住，便找了這份每個
月工資僅幾千元的工作，也和大多數的保潔員
一樣，會把垃圾裏可以回收的廢品揀出來賣
錢，而我亦常常把家裏快遞拆除後的紙皮箱之
類的留着送給保潔大姐拿去賣。
在和我愈來愈熟悉以後，保潔大姐有時候會

悄悄地向我抱怨小區裏一些住戶的「不文
明」，譬如把未繫緊袋口的垃圾隨意地扔在垃

圾桶旁邊，導致流浪貓把垃圾扒開尋找食物，
熱起來的時候便臭氣熏天。保潔大姐給我看她
的手，她的手經常舊傷未癒又添新傷，多是垃
圾裏一些帶刺的樹枝，鋒利的草葉或者玻璃、
釘子劃破的。抱怨別人的時候，保潔大姐說：
「他們像你這樣就好了。」
保潔大姐這樣說，是因為我有一次打爛了一
隻玻璃花瓶，扔垃圾的時候用了一個袋子把碎
玻璃單獨裝好，並在上面用白紙寫了很顯眼的
字：「裏面有碎玻璃，請小心。」保潔大姐因
此小心地處理了那些碎玻璃，並未因為不知情
而受傷。保潔大姐文化並不高，和我聊天的時
候時時詞不達意，但她說，那些人住的房子那
麼漂亮，但是他們很自私，心裏只有自己，一
點也不文明。
保潔大姐的話讓我想起了作家余秋雨在他的

書裏寫過的自己的一段經歷。余秋雨到德國體
驗生活、收集寫作素材的時候找到一套很合心
意的房子，房東亦非常願意租給他，但是在試
租後，房東準備和余秋雨簽長租合同時，余秋
雨把房東的一個玻璃杯打碎了，他把碎玻璃掃

起來和其它的垃圾裝到一起放了出去。
房東看到余秋雨的做法後，自己動手把碎玻

璃重新和其它垃圾分開裝袋，在袋子上寫了提
示危險的文字，然後告訴余秋雨，自己的房子
不會再租給他。余秋雨以為房東是怪自己打爛
了他的玻璃杯，但房東告訴他「因為你的心裏
沒有別人」，他寧願房子空置，也不願租給一
個心裏沒有別人的人。
我的閨蜜燕婷正在自駕遊的路上，她的遊記

裏除了照常寫到的沿途的風光和美食，還特意
提到自己在路上看見一個男人把車停下來，在
烈日下冒着危險，在馬路中間來來回回地撿不
知道從什麼車子上掉下去的舊木板，那些舊木
板上有不少釘子，隨時會把後面車子的輪胎扎
穿。而與之相反的例子，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
人，在服務區裏直接打開車門把垃圾扔到地
上，哪怕垃圾桶就在她車前。
燕婷後來說，倘若真的愛國，首先就要對這
個國家的環境負責，對自己的同胞好一點，這
比任何豪言壯語都實在。如此，心裏簡簡單單
地裝下別人，其實極容易做到。

你心裏有別人嗎？

天氣預報說明天北京有大雨，她
下意識地揉了揉膝蓋，嘆了口氣，
繼續唱歌。「怎麼也得去一趟，看
看醫生說能做手術吧，我才死了那
條心。」直播過程中，她不時地與老
鐵們搭訕、聊天。不遠處，她的母親

穿着長筒黑膠鞋，弓着腰在菜地裏澆水。
這是一對母女倆，關注她們的直播有段

日子了，偶爾進去送個小禮物，點點小紅
心，其餘的就是默默祈禱。鄉村、菜園、
蜂箱、老狗、有故事的人，本來就容易吸
引眼球，可她們略有不同，不主動添加好
友，不主動跟人要紅包，簡介寫得平鋪直
敘，且對「身世」和「過去」也毫不掩
飾，苦難疊加的人生版圖，着實叫人喘不
過氣來。老嫗68歲，離婚20多年，早些年
兒子當了上門女婿；閨女38歲，幼時患
病，一年級沒上完，生活不能自理，依靠
她照顧。大約8年前，她們開始四處賣唱，
近兩年因為疫情，在家直播為主。閨女始
終有個心願：做人工關節置換術，站起來
走路，能夠照顧母親。於是，經過前期各
種諮詢，她決定去趟北京的大醫院，提前
一周在網上搶到了專家號。她把專家的名
字擱在嘴裏唸了又唸，彷彿嚼碎咽在肚
裏，自己給自己壯壯膽。
出趟遠門談何容易，對身體不方便的

人，得有勇氣和膽量。前者是不怕別人異
樣眼光，後者是不懼各種困難。那天早上
不到5點，天還黑着，哥哥開車過來接她
們，把她抱上車的瞬間，她回頭瞥見菜園
子上空掛着的幾顆星星還在酣睡。到了車
站，核酸檢測結果沒出來，她硬着頭皮改
簽，候車大廳裏又多了兩個焦灼的人。午
飯時間到了，母親從背包裏掏出根洗好的
黃瓜，旁若無人地啃起來，她說餓得很，
母親才起身去買了幾個包子，一口一口餵
給女兒吃。旁邊候車的旅客換了一茬又一
茬，她們的耐心也將消耗見底。終於，她
們坐上了去北京的高鐵。沿途的風景向後
奔跑，她的心卻向前飛奔，一步恨不能邁

出一萬步。座椅上的母親，卻從頭到腳不
自在，她不停地搓手，臉上的皺紋層層疊
疊，像蛋糕裱花將要融化的樣子。順利抵
達北京，下車，恰逢晚下班高峰時段，找
無障礙通道，打聽去醫院方向的地鐵線
路，她們彷彿在一座錯綜複雜的迷宮裏趔
趄穿行，走走停停，或來回折返，她的臉
上寫滿疲倦，母親緊跟其後，生怕走散。
當天晚上，她們住進提前預約的小旅
館，住進去才發現沒有坡道，離醫院也不
近，陰影下，進出口的高台階恍若張着大
嘴，令她心裏不安。這時候，她聽網友說
明早去醫院要在當地做個核酸，這麼晚到
哪裏去做呢？從旅館裏挪出來，她向一小
伙子求助，對方趕時間赴飯局，但還是停
下腳步，幫忙打了幾個電話諮詢，告訴她
要等明早去醫院做了。天空中飄着小雨，
她們去買飯，也沒有撐傘。沿街的櫥窗，
燈火通明，飄出誘人的美食香味，母親背
着手，用目光挨個逡巡，看看這家，搖搖
頭，問問那家，又搖搖頭。她有些不耐
煩，「出門在外不能疼錢，先吃飽再
說！」母親買了兩個素燒餅、一個豆沙
餅，拎在手裏，輕飄飄的，這是她們在北
京的第一頓晚飯。
第二天又是起個大早，晨曦微露，她們

輾轉換乘地鐵，提前來到醫院，很幸運的
是趕上了做核酸。見到醫生的瞬間，她有
些語無倫次，露出掉得只剩兩個半顆的門
牙，接着裂開嘴笑了起來，母親站在一旁
聽着，眉頭擰成一根粗線。先去拍片做檢
查，回來再找醫生。她嘴裏唸叨着，「嘀
嘀」兩聲，開着電動輪椅出了診室的門。
很快，拍完了片子，就在她們躊躇之時，
有位網友趕了過來，她曾買過她們家的蜂
蜜，看直播知道她來京看病，請娘倆去醫
院門口吃了頓飯。等吃完飯，去自助機取
了報告單，再去找醫生，已經下班。她有
種想哭的衝動，但揚起頭，沒讓淚水溢出
來。「我把醫生弄丟了，你們說好玩不好
玩？本以為拍完片的空檔去吃個飯，誰知

道醫生下午不坐診啊！」她又補充道︰
「都怪我沒經驗，不用等結果出來，醫生
電腦上也能同步看到，真是太笨了！」她
的自嘲叫人心疼又心酸。
她們掃興而歸。又換了家旅館，價格比

上一家便宜10塊錢。睡了整整一下午，比
一個夜晚還要漫長，是鬱悶，也是無助。
偌大的北京，她找不到可停靠的心靈港
灣。這天晚上，她們進了家路邊小店，點
了一碗餛飩、一碗餛飩皮。母親不吃肉，
準確地說習慣了不吃肉的日子。她邊吃邊
直播。從問診到拍片，再到找不到醫生，
病只看了一半，拉拉雜雜說了很多，又像
是什麼都沒有說。離開時，小店要打烊，
母親小聲嘀咕道︰「一碗煮餛飩皮，沒餡
也收同樣的錢，大城市就是大城市，但
是，大家都不容易啊。」這是她們在北京
的第二頓晚飯，比第一頓飯還要糾結。
去北京看病，是為了圓一個夢，也是不

屈的靈魂在歌唱。第3天，她們抱着碰碰運
氣的心態，早早去醫院等醫生。或許是被
她們的遭遇所感動，醫生沒讓再掛號，看
了片子，又檢查了她的身體狀況，最後告
知能做手術，讓回去籌錢吧。聽到這裏，
她開心地笑了，露出兩個半顆的門牙，很
快又皺起眉頭，心事重重，四五十萬的手
術費如同一座大山，馱着她們的命，也負
載着未來的路。走出醫院的大門，她加快
腳步，準備返程。在地鐵站附近，轉眼工
夫母親走丟了，手忙腳亂之下，她報了
警，10分鐘後母親出現在候車室裏，她的
眼角噙着兩顆碩大的淚珠，很重、很重，
差點把心底的一堆柔弱壓碎，滾落一地。
去北京看病，她們這一趟的波折和艱難，

被直播間裏的幾萬人在線圍觀，但是，她們
的苦難分毫未減，甚至還在看不見的地方擴
張和咆哮。此刻，窗外的大雨敲打玻璃，是
杜甫的雨，呼嘯着某種悲傷，把大地的淚痕
淹沒得乾乾淨淨。或許，她們離我們很
近，悲憫也離我們很近，只是浮躁的靈魂
經常地失去知覺，轉身隱入塵煙。

去北京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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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來自ABCD國都可以。作者供圖

◆旗袍已成為服裝
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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