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八月，各地的納涼花火大會開始競相爭艷，
東京各區，周圍各縣各區都會舉行自己的焰火大會，
所有的花火大會的時間地點均在網上可以查到。花火
大會一般由各大企業牽頭，行會聯合舉辦，這是日企
做PR宣傳的一部分，大企業出多一些捐款，中小企業

各自出一些分子，作為回報，花火大會最後會廣播主要承辦企業的名字
，規模較大的花火大會則會最後發射各個企業名字和Logo的花火。

花火大會年年舉行，和每年的看櫻花一樣，成為消夏的儀式。
場地通常選擇在河邊、灘塗、運動公園等寬闊地帶，有水的地方可

以映射出花火的倒影，效果更好，因此人氣更高。比較狂熱的年輕人一
般會提前去佔位，人數根據地點不同規模不同都有變化，規模大的發射
焰火達到上萬發，小規模的焰火在幾千發左右。焰火的技術精益求精，
製作廠家每年都有開發新的作品，從形狀、顏色，以及焰火在空中開放
的時間，都有創新，例如迪士尼的米老鼠圖案焰火、套環行星焰火，超
長焰火等等，因此年年都有新的話題。

每年的花火大會亦有排名，通常江戶川花火大會、隅田川花火大會
比較著名，因為有河流映襯，地點開闊，參加人數多，焰火數量多，式
樣翻新較快。

花火大會周圍常有一些小吃攤，熱愛乾淨的日本人即使小吃攤看起
來也很整潔，通常賣得較多的是章魚燒、炒麵等等，釣金魚遊戲、五顏
六色的沙冰、團扇、浴衣，年輕的面孔，裝點出夏天應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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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大會 一 度

我童年時，
空調尚未出現，
電風扇都是鮮見
的奢侈品，出了
梅雨季，一進三

伏天，酷暑中只能到戶外乘涼安睡。
我的老家在江蘇南通小鎮，青

石板街上坐落萬戶千家。夕陽西下
，每家先做的事就是去打井水，把
每家門口的青石板打掃乾淨，把冰
涼的井水澆上去降溫，然後把竹床
搬到門口，沒有竹床的家庭就用門
板搭成一張床，鋪上涼席，一家人
就可以在戶外乘涼了。那時，電視

機尚未出現，乘涼時最多聽收音機
，或鄰居們拿着蒲扇串門，聊聊家
常。一條街上，一張床連着一張床
，全是乘涼的街坊。

兒時的記憶裏，躺在竹床上望
星空，還會有螢火蟲，當然蚊子們
就被床下的蚊香給熏跑了，洗完澡
，身上塗滿上海六神花露水。乘涼
時，就在竹床上睡着了，夜深時，
都是被父母給抱回屋裏的床上。早
上醒來，青石街上露宿一夜的人並
不多。

那時可口可樂尚未進內地，除
了冰棍外，童年時的防暑飲料叫寒

涼水，這是用色素、糖配置的飲料
，那時沒有家用冰箱，冰塊只能購
買，這種飲料就用井水降溫，幾分
錢一杯，算是孩子們最愛的降溫飲
品了。酷暑水果就是西瓜，立秋這
天一定要吃西瓜，我記得外婆說是
因為我們吃了一年的豬肉，立秋吃
西瓜可以將體內的豬毛爛掉。至今
我都沒明白西瓜與爛豬毛的關係，
這個說法倒是很魔幻。不過立秋一
過，我們家就不吃西瓜了。如今西
瓜已是四季水果，青石板街上的螢
火蟲再也不見。

「不如意
事常八九」，
「八 九 」 是

80%-90%，比
數一面倒。不

如意，情緒當然不會好，如果生活
有80%-90%被壞情緒佔據了，質
素一定很低，使人有點不想活了。
如何把壞情緒排遣掉，真的很考智
慧。這方面我智慧不足，因此處於

壞情緒的情況亦頗常見。不過還是
有些方法可提供給大家試試的。

一是從壞事中找出好來，例如
女友背叛，移情別戀，想：這事總
比結婚之後才發生好得多！再想：
她又不是最好的，她的離去倒是給
自己一個重新選擇的機會。又例如
被服務多年的機構炒魷，想：如果
不炒，自己一定捨不得走。結果一
生困守一隅，見識、經驗都是井底

之蛙。如今給自己一個擴闊視野，
提升知識的機會，不是應該慶幸嗎？

二是提升自己地位，學阿Q，
你不愛我是你走寶；你不用我是你
損失。或許過去因謙虛踩低了自己
，今後要增加自尊自信，做出成績
，這是對看小自己者的最佳回答。
立即要做的是學習和實幹，哪有時
間自怨自艾。

三是獎賞自己，吃好點、穿好
點，想買的東西買了它，把一些為
難自己的戒條解禁，人生苦短，別
太難為自己。

一個愛森堡
，手上握有納粹
德國研究原子彈
的大權，他盡力
，德國贏，他不

盡力，德國輸。不但德國輸贏操在
他手上，世界是否沉淪，也操在他
手上。結果美國研發出來，而德國
卻無端失去機會，正義取勝，邪惡
敗亡，這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
的偶然？

一顆原子彈可以決定戰爭的勝
負，在當年形勢下，應該是可以成
立的。因為英國一旦被炸，全國夷
為平地，人民的慘痛遭遇被廣泛報
道後，美蘇都會腿軟，那時談判媾

和，德國以受降的姿態君臨全世界
，人類至少要在黑暗中生活一百年。

愛森堡沒有像愛因斯坦他們逃
離德國，他在思想意識上還是認同
希特勒的，但當他手上握有殺傷力
空前的武器時，他猶豫了。

這意味着人的良知獲勝，不關
德國，也不關美蘇，只關良知。一
個科學家發明新型坦克，他的內心
交戰不會那麼強烈，但原子彈動輒
以數十萬人的性命為代價，愛森堡
到此止步了。

愛森堡在那個時空中是偶然，
但大部分人類都有良知，這是必然
；發明原子彈是必然，原子彈沒有
落到希特勒手上，這是偶然。

偶然與必然 斯 人

我這個曾學
酒店管理的，到
哪裏，因職業習
慣，對所住酒店
會多關注。

曾在九寨溝給當地的旅遊執業
者提意見，他們回我讓我不要把他
們山溝溝裏的服務與上海等大城市
比。這種態度，指望他們改進，根
本不可能。這次中國行，在上海、
鄭州和徐州住的酒店，論條件徐州
不是最好的，可是徐州的客房服務
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話說我
的一堆護膚化妝品隨意放在衛生間
的台上，打掃房間的服務員看見，
用一塊白毛巾鋪好，把我的東西整
齊排放在毛巾上，並寫了一張小紙
條告訴我她幫我歸整了一下。我看
了很溫暖，第二天，按照國外的習

慣，我放了一張鈔票，並在紙條的
空白處寫上謝謝她，告訴她那是給
她的小費。可那天我回到房間，鈔
票依然在那裏，她在紙條上又寫
上她不收小費，那是她應該做
的。

這家酒店在我的國際酒店業標
準眼裏，有很多問題，比如：前台
服務員亂指揮、缺乏訓練，房間裏
還有不像蚊子的不明東西叮咬我
……可是，因為這個客房部服務員
令人溫暖的行為，我可以原諒他們
其他方面的欠缺。英文有句：go
extra mile。這個服務員正是如此，
她只是鋪了塊小毛巾，寫了張小紙
條，我卻因此記住了這點而忘記了
其他方面頗嚴重的不足。這就是
extra mile 的 魅 力 ！ 希 望 這 樣 go
extra mile的人會越來越多。

酒店的感人細節 海 雲

上海東方
衛視的電視劇
集《我的前半
生》已曲終人
散，網民仍意

猶未盡，為劇中男女主角未可終成
眷屬，替他們淡淡地哀愁。

畢竟那只是 「戲」，對於常人
，能從女主角羅子君那兒借鑒到的
實在有限。若前半生也經歷了一場
坎坷，絕大部分女性不會如女主角
那般幸運：閨密會為她兩脇插刀，
前夫會無窮盡地提供金錢，更不會
有命水遇到一個比前夫更富有更威

猛的新愛……一句話，結束了前半
生的不幸，許多人的下半生或會過
得更清苦。

當事者也許會有朋友親人，但
他們最多只能在一邊開導激勵，不
能代去承受萬般滋味。

從投入社會那天起，人便是獨
立的一個人。人生說到底，是一個
人的戰鬥。

所有的幸福與不幸，都是一個
人的事。有別人分享分擔自然很好
，但細想，心底絲絲縷縷的感覺，
還不是只能獨自品嘗嗎？

有個母親硬着心腸告訴離異的

女兒：媽媽會永遠注視你的點點滴
滴，但媽媽不可能替你去過你的人
生，所以那條路只能由你一個人去
走。

我在一旁聽得心裏淌淚。多年
之後，看到她的孩子生活得堅強而
安適，我才明白了母親的睿智。

很多人已過完了前半生，好壞
已成定局，但後半生還在進行，修
煉自己依靠自己才能掌握人生主動
。劇中的羅子君在這點上倒是很有
啟發：劇終時她沒想到要依傍誰，
而是獨立去闖蕩天下，去經營值得
期盼的後半生。

過好下半生 凡 心

中國俗語 「
滿天神佛」，當
中既有神亦有佛
，種類多不勝數
。有神佛便有鬼

怪，相生相剋，對立共存。西方的
古希臘神話亦有不同的神明，較為
人熟悉的是太陽神阿波羅、天神宙
斯等。踏入現代世界，另一批宇宙
奇俠陸續湧現，超人、蝙蝠俠、神
奇女俠、鐵甲奇俠等。這批俠士都
有一些共通點：並非真的從天而降
，實際是由人類演變而成；都是由
漫畫家創作出來。由是，每個奇俠

都成為電影系列，不斷重拍，死而
復生。

我已數不清現代版的《蜘蛛俠》
有多少集，因為每隔兩集便更換不
同演員，總之男主角是越來越青春
。本來，蜘蛛俠與其他俠士都有近
似的背景，就是家人被壞蛋襲擊致
死，然後男主角誤打誤撞獲得某種
外來力量，因而得到重生，並且身
懷絕技，從此行俠仗義。蜘蛛俠其
實是一個年輕人，被蜘蛛咬傷之後
，身體衍生變化，邁向新生。

暑假期間上演的《蜘蛛俠：強
勢回歸》，與之前的版本大相逕庭

。這集的男主角註明是十五歲青少
年，在學校裏暗戀高班女生。他獲
得 「復仇者聯盟」的老大鐵甲奇俠
賞識，授予改良版的戰衣，令他可
發揮更強大的威力。然而，原本的
蜘蛛特性卻大為減退，男主角戰鬥
時都由戰衣的電腦裝置遙距指示，
再加上鐵甲奇俠經常像老爸般給予
訓示，令到男主角活脫就是一個長
不大的小孩。雖說這可能是年輕人
學習成長的故事，但對以往的捧場
客而言，這集《蜘蛛俠》的風格實
在太稚嫩了，就像在看一齣青春歌
舞片，淡然無味。

青春蜘蛛俠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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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公告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現特通告：湯桂齡其地址為九龍又
一村海棠路66號地下，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九龍又一村海棠路66號地
下（餐廳）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
會社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8月1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Tong Kwai Ling of
G/F., Canteen, 66 Begonia Road, Yau Yat
Chue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at G/F.,
Canteen, 66 Begonia Road, Yau Yat Chuen,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0-8-2017

申請新酒牌公告
熱血一流

現特通告：楊稀雯其地址為九龍九龍
灣宏照道38號企業廣場5期辦公大樓1
座22樓03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
龍旺角奶路臣街17號The Forest地下
G12號舖熱血一流的新酒牌。凡反對
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
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8月10日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公告
有蒸氣海鮮石鍋專門店

現特通告：廖志強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天文
臺圍5, 7及9號諾仕佛廣場1樓及地下（小部
份），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天
文臺圍5, 7及9號諾仕佛廣場1樓及地下（小
部份）有蒸氣海鮮石鍋專門店的酒牌轉讓給
麥穎琦其地址為九龍尖沙咀天文臺圍5, 7及9
號諾仕佛廣場1樓及地下（小部份）及續期，
*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基隆街
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7年8月10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STEAM SEAFOOD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iu Chi Keung of G/F
（Minor Portion） & 1/F, Knutsford Place, Nos.
5, 7 & 9 Observatory Court,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TEAM SEAFOOD RESTAURANT
situated at G/F （Minor Portion） & 1/F,
Knutsford Place, Nos. 5, 7 & 9 Observatory Court,
Tsim Sha Tsui, Kowloon to Mak Wing Key
Winkey of G/F （Minor Portion） & 1/F,
Knutsford Place, Nos. 5, 7 & 9 Observatory Court,
Tsim Sha Tsui,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0-8-2017

Mr. Fred
Please contact Ms. Jolian CHUI,

social worker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ervice Hong Kong Branch at 132

6816 0986 or (852) 2353 6119 for

the discussion on the welfare plan

of a 9-year-old girl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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