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事之都 何去何從？

打造感動人的力量
無論什麼行業，要
發展成為國際級樞紐
或中心，除了一套開

放的政策和透明的制度令人信服
外，還要有一定的市場規模去配
合。就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14年前被《時代》形容為「紐
倫港」（Nylonkong），令香港人
興奮了好一陣子。
紐約、倫敦及香港3個城市有不
少相似之處，比如都有較大比例的
移民人口，是一個文化多元、宗教
自由、種族寬容的社會，擁有一個
規範化的證券市場，以英語這種世
界流通的語言溝通，它們也分別坐
落不同的大洲及時區，既互為競
爭，也互補不足。
時值全球金融海嘯，全方位開放
的香港金融市場難免受到衝擊，不
少買了跟股票掛鈎衍生產品的投資
損手爛腳，當中包括很多影視紅
星，一時成為社會問題。不過，相
比起歐美社會，香港的股市和市場
悲觀情緒恢復得較快，因為背後有
中資的支持。至今時今日，中資已
取代其他資本佔據主流。反映的不
僅是資本的力量，也同時反映位處
東西交匯的香港佔據地理優勢，又
在「一國兩制」下發揮了制度優勢。
不過，文化中心不同於金融中

心，金融產品是無形的，可以在網
上交易，交易者之間不用面對面；
文化產品卻是有形的，是一個由具
體的人創作的實體成品，可看可聽
可品味，既反映現實社會，也包含
創作者的個人思想、情感、價值觀
和想像力，需要有心人去帶動、推
動，共同打造感動人的力量。
所以，一些金融上的優勢延用到

文化中心的建設，就發揮不出來。
文化界是人的行業，以人為本是根
本，也是在艱難時撫慰人心、在戰
鬥時激勵士氣、在創傷時滋潤心
靈、在和平時陶冶性情的行業，它
需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
人類情感之間的紐帶。所以，人，
對這個行業尤其重要。
同樣一個題材，同樣一個劇本，

不同的人去編寫或導演、去演繹或
詮釋，效果可以相差很大。而這有
時是無法解釋的。這樣的創作人
才，有後天的訓練，也有先天的基
因和觸覺，無法解釋，也不需要解
釋，只需要尊重和欣賞。而如果真
的欣賞了，就要激勵、獎勵對方堅
持下去。優質而具內涵的文化精
品，不是一次性或若干次消費，能
流傳下來的，是當時人類文明的紀
錄、審美情緒的反映，也是歷史的見
證和後世的精神食糧，是無價的。

香港一直有「盛事
之都」的美譽，國際
展覽、頂級賽事、國
際演藝活動和藝術節

等精彩活動，包羅萬有，全年不
絕，這亦是旅發局對外推廣香港的
賣點之一，使香港能成為亞洲及世
界矚目的大都會，當中最吸引的，
莫過於一些大型體壇盛事，往往選
擇扎根香港，每年都會在港舉行賽
事，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渣打馬
拉松、羽毛球六星級賽事、女排巡
迴賽等等，吸引世界各地的觀眾來
港欣賞賽事之餘，亦會遊玩香港這
個中西合璧的城市；但奈何在新冠
疫情之下，這三兩年間以上的活動
全部取消或改期，在鄰近地區逐漸
放寬疫情限制政策下，很多賽事已
經改去亞洲其他國家舉行，如新加
坡及泰國等，這些都是香港的競爭
者，一改之後，日後短期內也未必會
再回歸香港舉行，長久下去，香港不
知是否能保住「盛事之都」的美名？
全球疫情確實影響世界體育賽
事，2020年東京奧運會也延期一年
舉行，但目前世界各地在疫情肆虐
兩三年後，慢慢已經適應了該如何
運作，各地本土賽事及國際賽事都
能如期舉行，世界慢慢地復常中，
但香港好像還未適應。最近疫情反
覆，每天感染人數劇增接近萬人，
政府有關方面立即收緊主辦賽事規
章，造成一些體育賽事即時要取
消，當然這是源於我們防疫程度比
其他地區嚴謹，但疫情已快3年
了，我們是否應該有一套體育賽事

防疫指引，即使在嚴謹防疫下，也
不必強行取消賽事呢？2020年東京
奧運在繁複防疫指引下順利完成，
而今年2022年北京冬奧也在防疫指
引閉環運作下完成，證明防疫和舉
辦賽事，是可以共存的。
取消賽事暫停賽事，當然是最安

全最簡單的方法，但對主辦單位、
運動員、工作人員、贊助商等等影
響很大，事前以年計的準備工作可
能全部白費，筆者並不是防疫專
家，但在參考及參加了各地於疫情
下的活動後，我想香港政府也應該
如其他地區般有方法去處理，繼續
舉行賽事。筆者今年有幸參與北京
冬奧，除打齊三針外，出發前72小
時多次核酸檢測取得認可醫學證
明，並入境再核酸檢測陰性就能入
境工作，運動員也是這程序，冬奧
結束回港也是一樣程序，這樣的防
疫措施可以保障參與人員的安全，
也能繼續舉行賽事。11月份香港將
有大型體育賽事：國際七人欖球賽
舉行，屆時將有16個國家及地區運
動員來香港參賽，希望到時賽事能
在防疫指引下順利完成，如果政府
繼續嚴謹防疫，那麼参賽運動員及
所有工作人員打齊三針，做齊賽前
檢測，應該夠安全的。
全球疫情世界各地都要面對，3

年了，目前就看誰能先擺脫這個疫
情魔咒，重新出發，以前我們既然
能夠成為盛事之都，相信現在也可
以，只要各方努力配合，香港將來
也可以繼續享有「亞洲盛事之都」
的美名的。

9月1日又是新學年開始，
見到小孩子穿上校服上學去
特別有喜悅感，雖然不是自
家的孩子，但他們天真的臉

蛋、純真的笑容會令人感覺到生命正在萌
芽，很可貴的時刻！近年在國家大力提倡
保育傳承有意義的中華傳統文化，正好看
到一則南京夫子廟小學的一年級新生來到
夫子廟大成殿前舉行「開筆禮」，孩子們
穿傳統服行古禮、點硃砂、聆聽師長寄
語，在傳承傳統文化的儀式中開啟人生第
一課。孩子們在開筆禮儀式上展示「人」
字紙牌，挺有意思。
「開筆禮」為我國傳統中對少兒開始識

字習禮的一種啟蒙教育形式，期望為他們
啟蒙開智的同時亦能讓他們明白讀書做人
的道理，建立正向人生觀。香港的一個宗
教慈善團體嗇色園黃大仙祠自2018年首辦
「萬世師表孔聖先師啟蒙開筆禮」，為全
港首個以敬拜孔聖先師為主，並結合道教
科儀與儒家教義的宗教儀式。據介紹程序
通常由史學學者、宗教領袖致訓勉詞；然
後擊鼓鳴志；學子恭領毛筆及證書；學子
往麟閣參拜孔聖先師、上香；嗇色園黃大
仙祠監院於麟閣內為學童硃砂開智就宣布
禮成。很遺憾自己當年開學沒經歷過這個
「開筆禮」，求學是人生旅
程的開始點，「開筆禮」確
實是個很有意思的儀式，相
信每個學子到長大後看到自
己「開筆禮」的照片，都應
該覺得是美好的記憶。
回味童年之餘想到這個年

代的小朋友，他們的童年時

光變得愈來愈短，是社會的錯還是家長的
錯呢？香港小孩幾乎是懂得說話時已經要
「上班」，從學前班、興趣班，正式讀幼
兒班，讀小學中學有補習班，大學畢業出
來工作又是「上班族」，總括一句︰人生
都在「上班」。而且現在的小朋友12、13
歲就在做18歲的事，18歲做20多30歲的
事，40歲的人想到的是40歲前賺夠錢退休
享受人生，金融界人士最流行，想比平常
人早20年退休嘆世界。這樣將人生經歷濃
縮不就好像在將生命周期縮短嗎？這麼趕
為什麼呢？真是想人生匆匆過完就算？
無論是香港、韓國的演藝圈，你都會發

現有些30幾歲的藝人已經被所謂觀眾嫌老
了，搞到現在的藝人愈來愈年輕就出道，
以前家長都說先讀完書再入行，現在沒有
人這樣說了，有機會紅就別管其他，因為
「後浪」太多，只爭朝夕，你一旦放手就
讓別人搶走了。你看出來參加歌唱比賽的
人年齡愈來愈細，因為公司也為他們預備
了一段接受訓練時期，學唱、學跳、學
演，準備好一身本領才正式出道，計算起
來16、17歲就剛剛好。但10幾歲的人你
認為他們能夠承受得起失敗的壓力？懂得
待人處事？所以你見到不少「無品」的後
生藝人，發展到目前的狀態真是非常之不

理想。雖然演藝行是吃青春
飯，但30幾歲正是生命最旺
盛的時期，思想開始成熟有內
涵、有味道，待人處事有分
寸，怎可以不珍惜！所以當有
「無品」後生彈前輩老時，有
人都會不客氣回敬一句︰你有
無機會老都是問題。

人生都在「上班」
中秋節家人提議酒樓做節，因家有幼童

未有打齊針，正猶豫之際，食肆已張貼通
告，「8人以上聚會需做快速檢測」。本
來早有習慣家庭聚會前檢測，只不過社會

氣氛忽然緊張，多了一份警覺。
現在疫情升溫，政府限制食肆8人以上餐聚，需要快

速檢測證明，這其實是好事，若然4人以上餐聚也要快
速檢測，社交活動就輕鬆多了。因為疫情，這兩年減少
了聚會應約，但個別「同道人」還是會見一見的，能見
面的，都是檢測同道人，聚會前自覺檢測，拍張照片互
傳一下，讓大家都放心。但是，並非人人「同道」，所
以只能有所篩選，這種聚前快速檢測措施，有人視為壓
力，不能向所有人要求，除非政府有所規定。
日前往探望長者，出門前先做了快速檢測，對被訪者

多了一層保護，也是一種尊重，被訪家人也安心接待。
如果人人都能自覺快速檢測，相信有助社交正常化，當
然，這需要一個過程，公共衞生的防疫觀念，需要時間
建立共識。
現在政府在社區免費派送了不少檢測包，長者手上的

檢測包相信並不缺乏，是否有善用，也沒有人考究。獨
居的姑母家中有不少檢測包存貨，政府派送、社團關懷
都少不了，檢測包就是原封不動，她總是說，家中只一
個人，樓下逛街市、吃個茶餐，也用不上檢測包，如果
長者飲茶需檢測的話，相信使用率會增多。
食肆經營者認為政府的限制令進入食肆的手續多了，

減低了食客光顧的意欲，會打擊食肆的生意。我倒認
為，香港地方小，社交就局限在食肆，有需要光顧食肆
的，無論什麼措施，食客都不會因此減低意欲；相反，
因為疫情而害怕光顧酒樓的人，也會因為有快速檢測這
道保障，因此解除社交心理壓力，說不定對酒樓生意有
幫助哩。
香港是國際金融城市，既要面向世界，也要和內地通

關，防疫的困難，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困難，香港需要
摸索一條自己防疫的路。

檢測同道人

遇到買菜歸來的同
樓 C 座 G 太，說到
「什麼都貴了！」大

家一致有同感，可是疫情下貨運有
欠暢通，物價上漲已是全球現象，
只是漲得來合理，也就不計較了；
雖然政府每次派錢之後，生意人看
着大家「錢包」鬆動，價目表總改
動多少，碰着有了意外錢，心情大
好，大家也不會有怨言。
只是這次政府派發消費券後，
AB兩大超級市場物價加幅百分點
過於不大正常，就有點不得人心
了。G太說她買慣A的雪藏深海鯧
魚，消費券未入數前 29 元兩條
（當時濕街市同體積活鯧魚還只賣
25元。）消費券入數後第2天即時
跳升到 32 元；其次 X牌子金標
500ml生抽，派錢前A與B同賣11
元 5角，派錢後更跳升到 16元 5
角；至於B，一種花生味威化亦由7
元9角漲至12元。
大家即時醒悟起
「買物過三家」這
句老話，可是還有
第3家嗎？終於想到
似乎還有這「另一
家」，這另一家宣
傳低調，行動積
極，幾個月內已一
聲不響開設了幾十
間分店，看來真是

有意省去廣告開支，降低物價吸引
消費者，放在人人迷戀廣告這個瘋
狂時代，此一行動和膽識真有點兒
冒險，可是看着「另一家」生意漸
有起色，香港人口之多，口碑一定
不會差過廣告。
妙在「另一家」跟AB大招牌都

用另一原色，冥冥中未知有意還是
無意跟老爺行家鼎足而三，作風別
樹一格，就她目前經營路線取向，
着重口碑的精神應有理由值得嘉
許，傳統老實生意人強調有麝自然
香，不少百年老店就是全賴口碑生
意做到遠近馳名。
也見過有些老店後人走在時代尖

端，商品大賣廣告花費昂貴開支，
削質減量，漸失信譽，銷路虛火上
升得意過一段日子，忽然無疾而
終。無他，積聚多年的聰明老顧
客，發覺貨不對辦搖頭止步，無法
再以足夠時日招徠同數量新顧客，
生意就做不住了。

廣告始終不如口碑好

說起「十年」，大多人都會想
到香港歌星陳奕迅。
想到陳奕迅和他所唱的膾炙人

口的那首《十年》，喜歡或者不喜歡流行歌曲
的人們都能哼上幾句「十年之前，我不認識
你，你不屬於我……十年之後，我們是朋友，
還可以問候」……一首《十年》，道盡凡塵俗
世中普通男女的情感。而無論年齡的大小，大
抵每個人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情感的《十年》。
我的朋友年齡跨度很大，比我年長的有很

多，比我年少的亦不少，寧彥卓便是我的年少
的朋友之一。
與寧彥卓認識非常簡單，他的師父和我的師

父是多年老友，當師父和師父相聚，徒弟與徒
弟便自然相識了。寧彥卓生於八零後，大家習
慣稱他小寧，後來了解多了，我便和師父開玩
笑，如果可以選擇，師父大抵是會選小寧做自
己的徒弟的。因為熟悉陳奕迅的《十年》的小
寧有着屬於自己獨特的「十年」。
小寧的師父是中國知名工藝美術大師陳子

光，拜陳子光為師學畫的小寧卻是個地道的理
工男，他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讀本科以及在北
京科技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所學的都是機械設

計製造專業。近不惑之年才學國畫，是因為小
寧未來十年的計劃裏要遊歷完100個國家，想在
每一個國家都用中國水墨留下一幅畫。
早在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小寧就開始給自

己的人生做了以十年為階段的規劃，譬如在每
一個大城市呆十年，這十年內的學業及職業都
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如此，在北京讀完研究
生，又進入知名外企工作的小寧達成了自己的
目標，繼而轉戰深圳，赤手空拳地開始了他的
第二個十年。用小寧自己的話來說，人生太
短，每十年走一段路，便可以把一輩子過成幾
輩子。
智商和情商都頗高的小寧到了深圳更是如魚

得水，工作於他而言，大抵只是人生的附屬
品。作為國際獅子會資深會員，小寧在深圳發
起「滿連公益行」教育類公益項目，將在十年
內為100所學校提供相應的資助。在深圳生活久
了，看到一些人因為無效社交白白浪費時間和
生命，小寧又策劃主持了新的公益項目「Ning's
Dinner—圓桌社交」，推崇有效社交的理念，
以此聚集了一大批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家聚在
小寧的「圓桌」上，又碰撞出了更多「公益
行」的火花。

因為對時間和生命的珍惜，在疫情期間小寧
也做到了「不浪費」，他見縫插針地制定了一
年內登10座名山的計劃。很多人都愛說「不可
能」以及「計劃沒有變化快」，但對小寧來
說，「不可能」會成為「可能」，計劃可以隨
着變化而變化。就像他去登衡山，早上搭高鐵
出發，上山，下山，晚上搭高鐵回來，一天內
就完成了計劃的十分之一；去登泰山的時間本
不在他計劃的時間內，只因出差的城市離泰山
近，便順勢多花幾小時繞過去登了頂，亦未耽
誤工作。在小寧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那些人都
還坐在原地，腦子裏想着「不可能」。
小寧喜歡和我聊他的新計劃，譬如他從小愛
做俠客夢，所以最近他的Ning's Dinner系列增
加了「俠客行」的主題，因之搭建起一個社會
名人社群，請他們發揮各自的影響力，把更多
的「不可能」變成「可能」；譬如他最近要寫
一本《尋味記》，記錄他在不斷探尋的人生百
味……許多人十年磨一劍已是不易，而小寧卻
是十年磨數劍，他磨的劍把把鋒利，他用他的
計劃和行動讓我看到「一切皆有可能」，重新
對與人們漸行漸遠的夢想有了期待。因此，我
堅信小寧的俠客夢很快就能夠實現。

十年磨劍記

地處北方的內陸城市，能稱得上
「瀟灑似江南」的，大概只有濟南。
這不僅因為濟南「家家泉水，戶戶垂
楊」，有名聞天下的「七十二名
泉」；更有波光瀲灩、蓮荷飄香的大
明湖。而在明鏡般的大明湖上蕩舟賞

荷，更是一件令人神往的賞心樂事。
正是夏雨初霽時。翡翠般的大明湖水，浩

浩淼淼，一望無際。湖上景色，秀麗如畫。
我們一幫文友乘着畫舫，暢遊湖中。遠望，
近岸的湖面上，荷湧綠浪，碧葉接天，嬌艷
的荷花紅寶石般點綴其間，映日綻放，搖曳
生姿，真實地再現了「接天蓮葉無窮碧，映
日荷花別樣紅」的大美詩境。船行至荷叢
邊，又如到了「芙蓉國」，只見碧波上的層
層荷葉，有的如綠傘高擎，傘蓋上飛珠滾
玉；有的像連綿的綠茵，平鋪在湖面上，使
動盪的湖水更加綠意盎然。那亭亭玉立的荷
花，一枝枝從綠葉間冒出，紅如珊瑚，白如
美玉。含苞的，嬌羞欲語；怒放的，笑靨迎
人。微風起處，蓮動花搖，清香四溢，猶如
體態輕盈的美麗女郎，正歡快地跳着迎賓
舞，歡迎四方客人的到來……此情此景，使
人不禁想起清人王允榛的遊湖佳句來：

千條楊柳數聲鷗，一片玻璃一葉舟。
閒看魚兒游鏡裏，不知人在鏡中游。
一聲欸乃破蘆煙，直向湖心放釣船。
水面風來香不斷，才知撐到藕花邊。

現實與歷史，竟是如此相似！詩人在二百
多年前寫下的遊湖佳句，不正是今日秀麗湖
光的真實寫照嗎？
同船的幾位年輕詩人，正你一言我一語地

編造着詠荷詩句，我則打趣說：「別在那裏
閉門造車、狗尾續貂啦！與其搜盡枯腸尋章
摘句，何不誦讀一下古人的詩章？」我的話
雖有些刻薄，倒也不全是玩笑。因為一些古

代文人已寫下了不少詠誦明湖荷花的詩詞，
有些佳句至今廣為傳誦。如宋代曾鞏的「莫
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最喜
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明代王象
春的「五月荷花半壓塘，北風直送滿城
香」；「蓮花水底危城出，略似鏤金翡翠
盆」；清代任宏遠的「荷葉田田千點碧，藕
花冉冉滿城香」……都把荷花寫得那樣多彩
多姿，清雅高潔，香遠益清，美麗動人。而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筆下的蓮荷，更是別具一
格，她在《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一詞
中寫道：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
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
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萍花汀草。
眠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女詞人眼中的蓮荷，雖有些「老邁」、
「紅稀香少」、「蓮子已成荷葉老」，但那
飽滿的蓮蓬、厚綠的荷葉，展現出一種成熟
之美，更讓人感到親切可愛。大明湖的荷
花，不但有「兼百花之長」的麗質天姿，更
「有五穀之實」（李漁語），渾身是寶。因此
自古以來，濟南人就有食荷的風俗。食荷首先
是食荷葉。過去，濟南人在夏天常食「荷葉
粥」。這種粥的做法是：將鮮荷葉洗淨，用
熱水略燙一下，煮粥時蓋在粥面上。粥煮好
後，荷葉的清香全部滲入粥中，連粥的顏色
也變得淡綠可愛。再在粥中加入白糖。這種
粥喝起來又香又甜，味美可口，人人喜愛。
荷葉還可以做「荷葉肉」等菜餚。將切好

的豬肉拌上醬油等作料，備好炒米，然後選
碗口大鮮嫩的荷葉，洗淨，一張荷葉包一塊
豬肉和適量的炒米，攤在碗裏，放進蒸籠，
蒸熟後就是「荷葉肉」。吃時連荷葉一起
吃，既有豬肉的美味，又有荷葉的清香。用
同樣的方法，還可以做成「荷葉雞」、「荷

葉魚」等名菜。此外，用荷葉包裝食品，也
是濟南的一大特色。以前飯店裏賣的包子、
鍋貼、熟肉、醃菜等，多用荷葉包裹，好處
是不透水、不透油，還帶有荷葉的香味。
不但荷葉可食，荷花也可以做成名菜。濟
南人吃荷花，一個獨特的吃法是「炸荷花
瓣」。將新鮮、完整的荷花瓣洗淨，掛上一
層薄薄的雞蛋糊，放到油鍋裏炸，炸好後撒
上白糖，就可以食用。這道菜吃到嘴裏，外
酥內軟，清香可口，回味無窮。曾在濟南生
活過的老舍先生在他的《吃荷花的》一文
中，就對這道菜大加讚賞，並稱其為「濟南
的典故」。
至於蓮藕，更是濟南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食品。大明湖中出產的白蓮藕，味道清甜，
食後無渣，可作為水果生食，也可做成水晶
藕、薑拌藕、炸藕盒等傳統名菜。在北魏賈思
勰撰寫的《齊民要術》中，還介紹了一種古代
濟南人別致的吃藕方法——「蒸藕法」：將洗
淨的藕去節，在藕空中灌滿蜂蜜，再用麵糊
將口封住，放入籠中，蒸熟後即可切片食用。
夏天涼吃，冬天熱吃；也可在一個盤中冷熱分
列。這道菜吃起來香甜可口，頗受歡迎。
除了花、葉、藕外，蓮子也是食中佳品。

它既可鮮食，也可曬乾後，做成蓮子粥、蜜
臘蓮子等美味佳餚。
在古代濟南的文人雅士中，還流行一種十

分有趣的飲酒方式——「碧筒飲」。過去
每當大明湖荷花盛開時節，一些文人雅士就
相約來到湖上，邊賞荷、邊飲酒。他們把翠
綠的荷葉帶莖割下，盛上美酒，再用簪子將
蓮葉的中心刺開，使之與空心的蓮莖相通。
眾人輪流從荷莖末端吸酒喝，那滋味清香可
口，妙不可言，謂之「酒味雜蓮香，香冷勝
於水」。這種飲酒方法，一直被傳為佳話，
宋代大詩人蘇軾也曾效法，並作詩讚曰：
「碧碗既作象鼻彎，白酒猶帶荷心苦。」箇
中滋味，令詩人回味無窮。

賞荷．詠荷．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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