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月灣區」文藝園地

《初戀》裏的父母
純 愛 日 劇
《初戀》成為
話題，人人焦

點是初戀、青春，還有成長
遺憾。作為父母，我的着眼
點當然是「父母的抉擇」。
這齣劇刻畫家庭/家人的篇
幅不少，首先是女主角來自
單親家庭，與男主角的熱鬧
家庭不同。女主角的媽媽因
不想孩子重蹈自己舊路，以
浪漫為先，愛上有生命危險
的未來自衛隊成員男友做伴
侶，於是私下把他的信都收
起來，不讓女主角知道，甚
至鼓勵她嫁入豪門，和醫生
結婚。
但最終離婚收場，女主角
甚至無法養育孩子，最後要
把孩子歸還前夫，結果女兒
走上單親媽媽的後路，甚至
比媽媽更可憐，因孩子都不
在身邊了。

究竟這一抉擇，誰做錯
了？媽媽做錯了？但女主角
放棄孩子又是否錯了？有沒
有另一方法？讓孩子離開自
己，走向物質富庶的前夫家
庭，又做得對嗎？
孩子長大後，爸爸對其興

趣多番阻撓，只想他做標準
的專業人士。孩子卻與母親
一樣，是一個有夢想的人。
他無力對抗爸爸，女主角則
竭力回到其身邊，用自己的
方法支持着孩子，再一次完
成母親的使命。
什麼是對的決定，什麼是

錯的決定？我認為，對青春
期的孩子而言，任何在子女
不知情之下，為其做的決
定，都是不對的。母親決定
斬了她的初戀，她這一生的
心裏都會有個洞，這已是不
對。嫁入豪門又如何？知情
的決定是很重要。

為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
年，香港作家
聯會籌組「文

藝大灣區計劃」。
隨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
為國家的重點戰略，大灣區
「9+2」城市之間的經濟、社
會、文化人員交流愈加頻
繁，大灣區文化概念油然而
生。2020年以來，廣東、深
圳、澳門先後召開研討會，
成立「粵港澳文學聯盟」。
作為其中的委員的筆者，
經過徵求香港文藝界知名人
士的意見，覺得香港過去較
多從建立大灣區的經濟着
手，較少考慮文化大灣區的
建構，後者也是國策之重，
開闢大灣區文藝園地及舉辦
文化大灣區活動，整合大灣
區文化，意義深遠。
值茲香港回歸25周年的推

出，忝為「文化大灣區」鳴
鑼開道，為配合國策，把香
港文藝創作活動融入「文化
大灣區」大格局中，由香港
作家聯會提出「文藝大灣區
計劃」，這項計劃最終獲得
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
由香港作家聯會主辦，香
港藝術發展局贊助，大灣區
17個文化團體合辦、15家傳
媒支持，於今年7月在香港創
辦了「明月灣區」文學園地
及大灣區徵文獎，展示了大
灣區文學的嶄新面貌。
「明月灣區」作為《明報

月刊》附冊和在《明報》設
立雙月刊，我們組織策劃了

大灣區的文學特輯，包括
「澳門文學特輯」、「廣東
文學特輯」和第一位獲魯迅
文學獎香港作家葛亮特輯等
等。
與此同時，我們還舉辦

「大灣區文學徵文比賽」。
這也是30多個大灣區文化

團體、傳媒聯袂舉辦的首次
徵文比賽，共分為公開組、
中學組及大學組3個組別，在
大灣區的32家文學社團、支
持媒體推廣宣傳之下，投稿
十分踴躍。截止日期是今年
12月31日。
我們還在香港中央圖書館

舉辦了大灣區文學講座：
「不一樣的大灣區方言」，
探討大灣區不同語言文化。
語言是文學的載體，粵港

澳大灣區有共同的語言文字
環境和基礎。香港作家聯
會、《香港作家》網絡版、
《明月灣區》文藝版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舉辦。
明月灣區——大灣區文學

講座：「不一樣的大灣區方
言」，邀請到香港知名的文
學和語言方面的學者專家何
文匯教授、張雙慶教授、黃
坤堯教授及潘耀明，分享在
大灣區內的語言現狀以及文
化由來，講座由香港中文大
學中文系教授潘銘基主持。
大灣區文學是一樹豐茂繁

花，如何通過文學筆觸和多
樣式表達方式去呈現，是我
們共同的課堂。讓嶺南文學
通過這個文學紐帶得到充分
交流和廣泛傳播！ （下）

在香港舞蹈圈及電視圈被稱為「一代舞師」的李
察施路華病逝，友好們知道李察生前為人樂觀愛熱
鬧的性格，故搞了一個派對形式的聚會，將本來傷
感悼念好友的追思會，化作絲絲暖意，冀求李察一

路走好。
筆者並不認識李察（他的英文全名是Richard Da Silva），筆

者投身傳媒工作已知他在舞圈享負盛名，不過筆者跟李察的親侄
女康妮（她的英文全名是Connie Morales）是朋友，乃好友唐麗
球介紹認識的；然而叔侄女二人的姓氏並不同，康妮表示因祖母
二婚後才生了李察及康妮的姑姐（李察在香港出生，說得一口流
利廣東話和英語），從姑姐口中康妮知道叔叔曾在報章做過記者
工作，更參加過當年《阿哥哥》舞蹈比賽奪冠，報章自然「與有
榮焉」報道李察獲獎的新聞。
談到親情的點點滴滴，康妮說：「我父親早逝，李察和姑姐對
我們疼愛有加，我踏入社會工作時，也是在李察創立的模特兒中
心（公司）任職，除了教導我如何營運模特兒公司外，亦經常帶
着我認識很多演藝人朋友，李察性格開朗樂觀、幽默，對朋友仗
義，當年TVB負責《香港小姐》競選的工作人員，多番要求李
察推蔫旗下模特兒靚女們參選，不過李察從不擔任任何佳麗的提
名人，只鼓勵她們多考量自身對未來前途的要求及出路，而參選
過『港姐』的如高麗虹、唐麗球等等都曾是李察的學生，某年李
察還應邀為『亞姐』擔任過儀態導師，利智當選後也曾攜來兩打
西餅到模特兒公司以示對李察的謝意。」
不少品牌商家更慕名而來，邀請李察為他們的時裝產品推廣

活動舞台表演、拍攝
廣告等擔任指導或監
督的工作，因李察衣着
時尚，自有一派的
「帥」氣，所以就算李
察退了休，他們仍力邀
李察復出，康妮說：
「我們的家族都好貪
靚，舞蹈、儀態、服
裝、眼光……也有着
天賦的基因；李察好
喜歡去旅行，經常周
遊列國，十分寫意。」

受人景仰的一代舞師
這周末最開心的是與好朋

友譚盾大師在香港重逢，我
觀看了他創作的《志蓮淨苑
．視聽界》沉浸式實景演

出。這場演出把夕陽美景、古典建築、音樂
舞蹈、敦煌宗教等元素都融為一體，讓觀眾
在自然和藝術中穿越時空，帶來視聽的滿足
和心靈的提升，同時由衷感嘆中華文化之美
是世界的財富。
譚盾大師在香港的創作總能讓人耳目一

新，此次他受聘擔任香港首位文化推廣大使
當之無愧。記得1997年回歸時，他就特別
受邀創作了《交響曲1997：天地人》。當
時他首次把代表中華文化的編鐘引入表演，
並加入童聲合唱，與大提琴家馬友友，以及
流行歌手張學友共同完成。他曾解釋，編鐘
代表過去，童聲代表未來，大提琴像一位歷
史老人——把過去和未來連接起來。從他
的作品，我們能夠深刻感受天、地、人的呼
應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與世界現代文明的對
話互鑒。
天地人的中國哲學也是我們常說的天

時、地利、人和，來源於戰國思想家孟子。
他講的是戰爭取勝的三要素，天時指氣象條
件，地利指地形環境，人和則是指人心團
結，孟子把人和看成是3個條件中最重要
的。到現代，天時地利人和已經引申到行事
創業各個方面，成為中國哲學中最主要的理
念之一。
香港的文化發展目前也迎來新的天時地

利。二十大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背靠祖國、面
向世界」獨特優勢的香港大有空間，建設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準確可行。因
此，抓住機遇，積極有為，人和因素就顯得
更為迫切和重要。
2020年11月香港文聯應運而生，兩年多

來，香港文聯已經成為我們「香港文藝工作
者之家」，充分凝聚人心，重振香港精神。
我覺得，香港文聯協助香港藝術團體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還特別給予許多香港中小藝術
團體發展的機遇，也使很多年輕人加入我們
文化藝術界。今年是國慶73周年，同時也
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慶祝，香港文聯
推進了很多的項目，許多中小藝術團體都有
機會參與，帶動了香港整體文化藝術氣氛。
我率領的香港弦樂團將於12月17日晚
上，與香港文聯首次共同舉辦「一代香港
情，弦繫祖國心」音樂會，這也是文聯慶祝
回歸系列活動的壓軸演出。演出的門票將免
費派發給基層市民。本次音樂會我們精心安
排，以展現對於中華文化之根的傳承發揚。
弦樂團與一位香港新銳導演合作，用中國民
謠《茉莉花》拍攝MV，並在音樂會首播。
弦樂團創新的系列MV具有濃郁的中華傳統
文化韻味，同時畫面又極具香港特色，已經
代表香港在海內外廣為傳播。配合慶回歸的
主題，弦樂團還將在網上發布介紹我個人故
事的短片，講述回歸25年香港對我的積極
人生影響，更會公布很多精彩歷史照片和演
出片段。
本次音樂會將延續香港弦樂團一貫的創

新風格，再次推出多個首演曲目，同時致
力於積累更多體現中華優秀文化的中國弦
樂作品。內地音樂家秦詠城的《海濱音
詩》將改編成小提琴獨奏與弦樂團版本，
這將是世界首演。香港作曲家梅廣釗把中
國民謠編曲的《戀戀民謠組曲2》，同樣
也是世界首演。音樂會的壓軸還將特別演
奏羅大佑的流行金曲《明天會更好》弦樂
版，這個版本也是首次在香港演出，以表
現香港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天地合和、
眾志成城，讓「東方之珠」更加閃亮，攜
手迎來更好的明天。

天地人

一位朋友告
訴我，他要移
民了，以前聽

到他人移民，很是羨慕，尤
其是早年家人親友一個個都
去了加拿大、澳洲、美國，
特別是加拿大，當年只一個
勁地「恨」，那麼好的地
方，真想一家人搬去那邊生
活，最後卻因為工作太忙，
沒有時候間去申請，到後來
家人又陸陸續續返港搵食，
我的移民想法又淡下來。特
別近十幾年國家飛躍進步，
發展速度快得驚人，自己都
有心思回歸到家鄉去，加上
鄉間的親友留了一間屋予我
們，更覺得無必要羨慕去人
家的地方！
當看到有些朋友，明明已
經賣了在海外的房子回歸，
卻仍裝作自己有大屋留着做
「後備」，每年還花錢過去
住一段時間，說是為子孫打
算，說他們將來還是要過去
那邊生活的。這種心態太多
人有，仍然覺得做海外移民
高人一等，非得以此炫耀不
可，看着都覺得好笑！
到今時今日見到不少朋
友，他們不是炫耀在外國生
活多好多好，而是告訴我返
內地生活有幾好幾好，特別
是那些正正式式移居回去
的，一家人下決心搬回去生

活，父親找到工作，女兒也
找到工作，要安安定定地住
下來，我又羨慕他們了！其
實要安居樂業是普通老百姓
的基本生活條件，但有些人
窮一生都不能安樂過日子，
奔波一輩子直至無法改變而
沮喪而怨恨！
我是羨慕歸羨慕，但思

前想後，計算來計算去，
最後仍然是覺得香港最
好，因為那是我長大的地
方，一個我很熟悉很有安
全感很有感情的地方，特
別是經過這3年，那麼難挨
的日子都挨過了，還有什
麼不能面對的。
所以，我還是把那些亂七

八糟的思潮收起，定定當當
地在這細小又人多擠迫的城
市過我的小老百姓生活！

香港仍是我最愛

內地防疫「新十條」上周公布實施
後，「陽了沒有？」，成了最新的問
候語，社交媒體熱搜霸榜的話題，幾

乎全部跟疫情有關。囤積退燒藥、搶購N95口罩、
買光抗原試劑……每一樣自主防疫蜂擁行動，照在
股市上，是相關板塊的迅速衝高，落在普通人臉
上，是茫然不知所措。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連開數
場記者會，就「新十條」就如何執行落實逐一解
析，鍾南山、李蘭娟、童朝輝、張宏文等內地疫情
防控專家紛紛登場，結合各自一線防疫防控經驗，
答疑解惑，力求消融誤解撫平焦慮。王石、劉強東
等一干知名人士，也公開分享感染後如何居家應對
疫症達至自癒的經驗，讓更多人祛除恐懼，回復積
極心態。不過，過去兩年多早已習慣嚴防死守的狀
態，並非一夕之間就能完成從行動到心理上的復常
調試。眼下，發熱門診的大排長龍，朋友圈裏的哀
嚎一片，社媒上的集體吐槽，其實都是防疫措施放
寬初期正常的應激反應，過個兩周左右，待各地衞
生部門、醫療機構應對自如，待民眾粗粗領略了奧
密克戎的特徵，一切便能自然而然回歸正常。
平心而論，過去兩年多，內地疫情防控嚴格執行
「動態清零」目標，除了在疫情最肆虐的武漢，集

結全國救治力量，打贏了武漢保衛戰，還贏得了兩
個寶貴的窗口期：推高全民接種疫苗率，病毒致病
性衰變轉弱。這也是優化防控措施重大調整、「新
十條」敢於闊步邁向復常的決策底氣。
與內地之前的防疫成效相比，香港並不能算做疫
情防控的模範生。此前，儘管政府和商界又是送出
優惠券，又是打針抽樓抽獎抽現金，疫苗接種率仍
然一直徘徊不前，結果第五波疫情來襲，香港正面
遭遇德爾塔和奧密克戎雙重夾擊，感染率和死亡率
雙雙大增，公共醫療資源一度遭遇擠兌，眾多感染
者被迫在醫院外露天徹夜排隊等待入院，由於死亡
人數短期內激增，以致殯儀館都告急。幸虧中央及
時施以援手，調派大量醫護和物資來港，才解了香
港疫患之急。現在回頭看，當時80歲以上長者第一
針接種率僅有31%，是導致病亡人數逾萬的一個重
要原因。待奧密克戎成為香港主要流行毒株後，疫
苗整體接種率快速攀升至80%以上，感染之後出現
的大量無症狀、輕症患者，大多無須入院佔用公共
醫療資源，市民緊張焦慮的情緒，和感染後的無所
適從，亦逐漸平復，再配上特區政府的一路見招拆
招，方有了現在百業穩步復常的階段性成效。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大幅度放寬防疫措施都並

非直接躺平，而是因應病毒變幻特徵，及時調整防
疫思路，力爭用最小社會成本獲取最大社會效益。
再說回陽性比例，截至目前，香港約750萬人，
220萬感染；台灣約2,300萬人，848萬感染，大致
算下來整體人群感染率都未超過40%。統計學上的
比例，對於一個個鮮活的普通個體而言，意義並不
大。只要打足疫苗，出門戴口罩，進門洗手，自始
至終做個「不陽」的人，於己於人都是最好的選
擇。萬一陽了，也無須過分憂心，無症狀或是症狀
輕，就多喝水多睡覺，有症狀就適當服用一些退燒
疏散的藥物予以緩解。若是高燒不退，呼吸困難，
血氧超標，那就及時就醫。
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過去3年累計的豐富治療

經驗，已經能讓絕大部分重症患者得到有效的救
治。

「不陽」最好

一身粉色的小西裝，毛呢質地，打着
漂亮的蝴蝶結。像是要展翅飛翔的樣子，
別致，優雅，派頭十足。頭上頂着粉色的
圓帽，手上提溜着粉色的小包包，手套，
甚至是腳上踏着的球鞋，都是一色的粉
紅。個頭瘦高，腰身筆挺。這樣的一副着

裝，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
到，會是一個老人。且不是老太太，而是老大
爺。
從上車，他就站在有扶手的座椅前。雖然座

位就在身後，且是空着的，他卻始終視而不
見，彷彿那空着的座位，與他毫無關係。這奇
怪的老人，與我記憶中的老人不同。我對他充
滿了好奇和想要探究的心理。儘管他的扮相，
從背影觀察，以為會是一個女子，或者稍微年
齡大一些的女子吧！畢竟那些灰白相間的頭
髮，已經無法掩飾從那個粉紅的圓帽邊沿探出
頭來。像若干個孩童，俏皮地貼附着他的肌
膚，不安分地暴露了一個老人想要掩藏的小秘
密。
果然，我的猜測很快被驗證。從他與另一個

老人的對話中，我已知曉了其中的秘密。他是
一個老人，一個將近80歲的老人，一個把老伴
走丟的，獨自前行在人生路上的老人。可是儘
管如此，依然不妨礙他看上去，是那麼的精神
矍鑠，志存高遠，心懷坦蕩的胸懷、情懷。他
哪裏像是一個獨居的老人？
與他斜對面的老人，一身黑色，語氣爽朗，

慈眉善目。當黑衣老人得知了紅衣老人的年齡
後，立即表現出一個老人對另一個老人的善
心，他比我更關心紅衣老人，那是同齡人之間
發乎於內心的，由衷的惺惺相惜。
黑衣老人坐在座位上，一扭頭就發現了粉色

西裝老人。可能他也被粉色西裝老人的裝扮吸
引了，他大聲地問他的年齡，問他的老伴，問
他工資，甚至他最後還又加了一句，你是華

僑？還是台灣或者香港來的？
問完了最後一句，黑衣老人終於舒出了一口

氣，我也似乎是跟着舒出了一口氣。心想，如
果換作我和我同齡的人，如此刨根究底，打破
砂鍋的問話，肯定會遭白眼的。誰願意把自己
的家底，或者說隱私袒露給一個陌生人？
可是，粉色西裝的老人卻沒表現出任何的不

滿，反而還笑嘻嘻地對黑衣老人的問話，一一
做了回答。最後，他還着重搖頭，以一口流利
的無錫話說，不是，都不是。我就是無錫人，
土生土長的無錫人。
從你的打扮看，你不像本地人呢！黑衣老人

並沒打算把話題停止，粉色西裝老人依然不羞
不惱，指指自己的上下，繼續道，你是說我的
這個顏色啊！我喜歡看上去更富有活力的色
彩，用這種顏色調和生活，我會覺得我還年
輕。用色彩上的差異，暗示自己，我還不老，
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說着，老人又笑了。
黑衣老人有3次揮手示意，讓粉色西裝的老人
坐在空位上，粉色西裝老人都搖頭。他說，我
不坐，我每天都這樣，從88路車始發站到終點
站，兩個小時的車程，我就這樣，扶着把手，
一直站着。我是為了鍛煉自己的腿，我要讓它
們始終有力氣。撐得起我，我要健康地活着，
有品質地活着。現在的生活多好啊！我想活
着。
你這樣站的時間太久了，腰會受不了的。畢

竟你也不年輕啦，坐下吧！黑衣老人繼續勸誡
着，每一次車子的剎車，老人都回過頭看看，
生怕粉色西裝老人會有什麼閃失，他一定捏着
一把汗。
沒事，我天天如此，習慣了。這樣的一個來

回，我這一天的鍛煉量就夠了。粉色西裝的老
人滿臉堆笑地說着話，依然沉穩地站着。
老人也偶爾望向窗外，窗外高樓商舖，以及

穿插在城市裏的河，河上有橋。路兩側的行道

樹，秋天的顏色，黃的綠的紅的葉子，穿插，
交錯，城市被渲染得美輪美奐。
又有幾個老人上了車，他們每次經過老人的

身邊，都會刻意地看看老人。口中「嘖嘖」
的，自愧不如。有一個小男孩，跟在媽媽的身
後，經過老人身邊時，睜大了眼睛，定定地盯
着老人，直到走過，又捂着嘴，偷笑。
我猜，他定是被欲飛的蝴蝶結逗樂的吧！
粉色西裝的老人，成了這班公車一道獨特的

風景，也是人們的焦點。
與我隔着過道的阿姨，一定錯把我當作了本

地人，她不時地找我說話。你看看，這麼大年
齡的人，背還是這麼挺，身材還這麼好，穿的
比我們還少。我們都穿裌襖了，他只穿小西
裝。沒法比，真沒法比。
我一般只是笑着附和，好多次，好多話，我

一面是不懂，而公車上的嘈雜聲，乘客上下
站，以及公車本身報站時喇叭發出的聲響，雜
混一起，都聲聲入耳，哪裏還能辨得清她在說
什麼！只能從她的手勢和臉上的表情，甚至是
眼神所傳遞出的資訊去鑑別，她的話中之話
了。
車上的人愈發地多起來，很多人站着，卻有

一個座位是空着的。沒有人會把目光投到那個
座位上，因為那個座位前，站着一個老人。那
個座位，在那天，在那趟車上，是老人的專
座。那把椅子，只為一個穿粉色西裝的老人，
敞開！
他一身粉紅，兩腿筆直，他站着，兩個小

時，他是車中唯一的風景。我一上車，就順理
成章地困頓，卻仍瞪大了眼睛。此時此刻，此
情此景，眼前彷彿有一隻粉色的蝴蝶在飛舞。
時光荏苒，不覺已幾年過去，又至暮秋，澀

澀秋風，吹皺了多少往日時光，在這最好的季
節深處，似乎又看見了老人那堅定的，亮麗
的，不容置疑的粉色西裝。

粉色蝴蝶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

彥火彥火

姚
弦
雅
音

姚
弦
雅
音

姚珏姚珏

水
過
留
痕

水
過
留
痕

少爺兵少爺兵

爽
姐
私
語

爽
姐
私
語

林爽兒林爽兒

趙鵬飛趙鵬飛

鵬
情
萬
里

鵬
情
萬
里

路
地
觀
察

路
地
觀
察

湯禎兆湯禎兆

副 刊 采 風B4

20222022年年1212月月141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

2022年12月14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葉衛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百百
家家
廊廊

戚
佳
佳

◆漂亮的維港日落！作者供圖

◆唐麗球與李察施路華（右三）的家
人。 作者供圖

◆放寬防疫生
活回歸正常。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