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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婦女委員會主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 「優秀父母」 頒
獎典禮於2017年6月21日假座九龍灣國際展
貿中心隆重舉行，近千名嘉賓與鄉親聚首一
堂、參與盛會，向父母道出感激之心，表達
感恩之情。

晚會榮幸邀請到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潔，
原中聯辦副主任陳鳳英，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
，總會創會會長兼主席蕭樹強，深圳市政協副主席陳倩
雯，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王小靈副部長，港島工作部陳旭
斌副部長，新界工作部副巡視員何平，深圳市政協港澳
台僑和外事委員會潘家棟主任，市婦聯主席馬宏，市委
統戰部王子建副部長，全國政協委員葉順興來臨主禮；
出席晚會的還有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永遠主席文沛榮，永
遠名譽會長麥燦枝，名譽會長鄭鈞，常務副會長曾燈發
、張志聰、孫蘊、簡燦橋、莊創業、宋啟明、賴國輝、
總幹事林炬文等，眾嘉賓的濃情厚意、星光熠熠，令晚
會倍添光彩。

父母恩，暖似陽
深圳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林潔在致辭時表示，社

團總會通過表彰 「優秀父母」，正是用一種最樸素的方
式傳導着中國人內心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希望
「優秀父母」所蘊含的精神力量，能夠通過社團總會65

個大家庭，傳遍香港，為這顆東方之珠，增添溫潤人心
的光芒；同時也希望，在更多 「優秀父母」的精心呵護
下，更多更優秀的香港青少年快速成長起來，挑起家國

重任，為祖國和香港創造出更加燦爛美好的未來。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在致辭時號召社會弘

揚中華傳統孝道文化，期望 「優秀父母」頒獎典禮作為
社團總會的品牌活動，在社團總會婦委會共同努力下，
每年繼續辦下去，發揚婦女的美德，為家庭、為社會福
利事業作出貢獻。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婦委會主任莫靜璇
表示，婦委會舉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 「優秀父
母」頒獎典禮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舉辦是次表彰活動，
在總會內，甚至在社會上下，弘揚愛家重教、尊長敬老
，孝順和諧的正能量，推廣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成為促進
社會和諧，培育青年一代的重要基石。香港深圳社團總
會婦委會全體成員將繼續為新時期婦女工作的創新發展
注入活力，發揮婦女潛能，為促進和維護香港和諧穩定

發展貢獻力量。

16對「優秀父母」獲大會頒獎
晚會精彩紛呈，婦委以震撼人心的《念親恩》和《

歌唱祖國》兩首歌曲大合唱贏得全場最熱烈的掌聲，久
經不息，展現了當代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精
神氣質；父母大愛無言，子女孝心有約，大會共向16對
優秀父母頒發了獎狀及紀念品，他們來自於香港深圳社
團總會的各同鄉會。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每一對 「
優秀父母」身上的恭敬慈愛、和諧包容、團結互助，在
生活與家庭中書寫了平凡的偉大。博愛的關懷、諄諄的
教誨助子女成長，是堅強不倒的後盾，亦是遮蔽風雨的
港灣。在優秀父母代表分享環節，他們平實，卻飽含情
感的演講深深感動了每一位嘉賓的內心。香港深圳社團

總會中的眾多優秀父母鄉親，他們無怨無悔地默默辛勤
付出，不求回報地孜孜言傳身教，傾盡所能，將兒女撫
育成人；辛勤耕耘，教會子女善良與正直，為家庭的幸
福和諧、社區的關愛和睦、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作出了
自己的一份貢獻。

社團籲傳情誼，揚美德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由居港深圳籍鄉親在2003年發起

成立，是香港最具影響力的愛國愛港社團之一，下設的
婦女委員會凝聚了眾多優秀的婦女代表，不斷為新時期
婦女工作的創新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父母德高，子女
良教，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婦女委員會希望通過是次活動
，在總會內、亦在社會上弘揚愛家、尊長、敬老的正能
量，為香港繁榮穩定再建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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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會長鄧清河為 「優秀父母」 頒獎

在日本媒體中，不斷有着中國崩潰論的說法
，然而真正的日本投資家們很清醒，一些金融雜
誌中的評論人員出來強調，日本人現在不要再沉
浸在意識形態的固有思維模式中去批判中國了，
要看到中國的成長，要看到這個以實力說話的世

界叢林法則。
近二十年中國的發展委實對日本是一種折磨，面對中國經濟的

高速發展，一種日本特有的嫉妒心和日益減弱的優越感在作祟。但
又不僅僅是如此，這個可能要去看看日本的文化。毫無疑問日本的
古典文化是師從中國古代文化的，即使在當下也是如此。明治維新
之後，西方的文明進入日本，以非常日本的方式被吸收模仿，而戰
後日本經濟泡沫期間，日本強大到傲立於整個亞洲。這樣的日本在
模仿西方的價值觀時，內心認為自己就是西方國家。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發展漸漸停滯遲緩下來，西方的價值觀給
了日本虛幻的優越感，在日本的企業進軍海外的時候，日本歷來的
踏實苦幹和西方價值觀中尊重人性的一面結合在一起，委實讓日企
驚艷了世界，驚艷了亞洲。

然而日本對於二戰缺乏反思或者說各種原因導致無法正視歷史
，使得日本這個民族在亞洲國家看來顯得割裂而偽善。

而日本內心的不服輸，想重現經濟奇跡的心態，又時時讓人誤
以為是那不小心暴露出來的獠牙，提醒亞洲國家不堪的過去。

日本，在世界上總像是一個大寫的尷尬。

日本的尷尬 一 度

今天揭曉
的上海國際電
影節電影頻道
傳媒關注單元
中，北京導演

王冉的處女作《閃光少女》獲得最
受關注影片，以及編劇、新導演、
女主角與女配角等五項大獎，被媒
體與影評人評為暑期檔最受矚目的
新片。該片出品人即是香港電影人
江志强先生。

江先生深耕內地電影市場近二
十年，從北京投資影院開始，到投
資內地新導演。他曾投資編劇薛曉

璐的導演處女作《海洋天堂》，請
李連杰助陣，獲獎無數，又成功投
資薛導演的《北京遇上西雅圖》，
連續兩部，共贏得近十億票房。

《閃光少女》是編劇鮑鯨鯨自
薦的劇本，導演選擇了未拍過長片
的王冉，主演也都是新人。這部全
新的陣容，講述了音樂學院附中裏
中國民樂系與西方管弦樂系的兩派
學生們的故事，民樂系的孩子們如
何通過網絡二次元包裝，以及對民
樂的心無旁騖地執著，贏得了對手
的尊敬。導演調動了攝影、音樂、
剪輯等綜合手段，把這個青春勵志

故事講述得引人入勝、詼諧動人。
該片拋棄了近年內地校園青春片打
架墮胎等俗套，用古典樂與民族樂
融入青春的節奏，讓人耳目一新，
因而率先贏得了媒體記者與影評人
的肯定。

江先生曾投資過《卧虎藏龍》
、《英雄》、《捉妖記》等大片，
但他在《閃光少女》這樣的低成本
小片上投入的精力卻更大，為了質
量、不惜追加資金進行補拍。他每
成功扶持一位新導演，如同為中國
電影種下一棵樹苗，獻給未來。

一個偶然的
空閒，在附近這
幾條街道散步。
不是貴區，房子
都是三十三呎闊

的所謂標準闊度。也就是說地不大
，僅僅合格。房子都有四五十年樓
齡，樓不值錢，但價格上漲不少，
那是因為地價升了，最少要加幣一
百五十萬才能買一間，合港幣也近

九百萬了。
街道比較窄，加上兩邊都可停

車，對頭車相逢時要讓一讓。但兩
邊都有人行道，散步是挺適合的。

我發現在並排的幾條街道中，
有一條街的房子布置特別精緻。小
小的前園，草地平整青綠，花木修
剪齊整。每一種花都生長在最適當
的地方，如有小小的露台，一桌一
椅都精挑細選。窗台上、屋簷下都

有花。有的是一個小小的舞台，有
的像童話世界，有的是一幅畫，有
的是一張攝影作品。我帶了相機，
忍不住拍了又拍。

我的一位朋友住在這區，我問
他這條街為什麼如此突出？他說因
為住的多數是白人。他們捨得買花
，捨得花錢布置，一家如此，漸漸
感染鄰家，連幾家華人也跟着向他
們看齊。我說另一條街許多人家在
前園種菜，搭豆棚瓜架，都是經濟
作物，想是我們華人帶頭。朋友笑
說： 「正是。」

退休後多
了空餘時間，
書又讀多了。
大半輩子做出
版工作，閱讀

書稿是例行公事，但工作上處理的
書稿，未必是自己喜歡，因此只能
視為工作，不能視為讀書。

我讀書的高峰時期，最早是升
入高中時，那時功課還不算多，又
剛剛嘗到讀書的樂趣，因此讀了不
少經典。

第二次高峰是 「文革」後以至
上山下鄉時期，那時很多書都被禁

，因為找書難，更拚命去找書，找
到就沒日沒夜拚命讀，反而因此讀
了不少。

第三次高峰是初來香港，當時
在報館當校對，晚上上班到半夜，
白天有半天空閒。

那時每周到圖書館一兩次，借
一批書回家，有空就讀，當年讀了
不少心理學社會學的書，等於業餘
自己進修了幾年。

現在退休了，空閒時間又多起
來，有些多年想讀的沒機會讀，現
在可以一償夙願。四次高峰，沒有
第五次了。

讀書高峰 斯 人

落基山之旅
的回程途中，我
們在一家加拿大
西洋參農莊休息
停留了一下，也

順便接受了一下科普。
人參分兩大類：亞洲參和美洲參

。亞洲參主要是中國人參和韓國參為
主，北美參主要是美國威斯康星州和
加拿大西洋參為主。

人參這種植物很嬌嫩，對種植的
土壤氣候和緯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土
壤需要那種易透氣的砂性土，緯度通
常都比較高，記得中國人參的產地都
是在東北，長白山人參全中國有名。

種過一茬人參的土地，得過十五
到二十年才能再種第二茬！人參的種
子發芽之後，第一年會長一枝三片葉
，第二年長出第二枝，每年多一枝直
到第五年不再增枝了，但土下的根即

參本身的頭上，每一年多一個節頭，
那也就是分辨參的歲數的重要標誌。

亞洲參屬熱補，我還記得小時候
看大人吃人參，他們總對我說小孩子
不能吃，吃了會流鼻血，因為太熱。
而美洲參滋陰，多吃無妨。

據說西洋參對降三高有幫助，與
雞煲湯也很好喝。不過，我以前在加
州時不大懂，雞湯裏放了太多西洋參
一起煮湯，結果那雞湯苦得很難喝，
我對那買回來的一堆西洋參發愁，該
怎麼吃才好吃呢？

一次去一個香港人的家，她請我
喝她用西洋參煲的雞湯，清甜可口，
原來我是參放多了。

在加拿大洋參農莊，我買了半斤
的整枝五年西洋參，回家煲雞湯喝。
其實美國的唐人街賣的西洋參價格還
要便宜一點，不過，既來加拿大，也
就帶點加拿大參回去了。

北美西洋參 海 雲

奧斯特洛
夫斯基廣場紀
念的是劇作家
亞歷山大，不
是《鋼鐵是怎

樣煉成的》小說作者尼古拉。二人
只是同姓。

廣場西側是俄羅斯國立圖書館
，東側是個宮殿，設計講究平衡效
果。進去是花園，五月花草散發着
淡淡香氣。中央是葉卡捷琳娜大帝
雕塑。最後一座古典建築亞歷山大
德琳劇院，取名自沙皇尼古拉一世
的皇妃。

劇院以正面的六根巨大圓柱及
乘坐戰車的阿波羅雕像聞名。我們
購票時，選擇了《天鵝湖》，到俄
羅斯不看一場正宗的俄國芭蕾舞《
天鵝湖》，似乎說不過去。

售票人員對無法與我們溝通早
有所料，拿出一疊剩票供挑選。我
們選擇了前二排，一張票五千盧布
，合港元七百多元。

亞歷山大德琳劇院連底層共六
層，紫紅色基調，估計有八百到一
千個座位，當晚入座率是九成多。
觀眾多是慕名而來的旅遊團，中國
團自佔了多數，此外有日本、韓國

、歐洲團，我們的左右便是西班牙
人。

有的朋友也在聖彼得堡同期觀
看了《天鵝湖》。我們粗算了一下，
每晚得有至少三、四個芭蕾舞團演
出，才能滿足需求，要看頂級的團
體就不易了。我們看的演出，樂隊一
流，舞蹈卻不是最好的。黑、白天
鵝由一人跳，覺得她有點吃力。飾
演王子的演員跳得認真，但已發胖
。演員中有些亞洲面孔，不知是俄
國的少數民族，還是外聘的舞蹈員。

離開時心滿意足，我們也算領
略過俄羅斯芭蕾舞的風采了。

芭蕾舞團知多少 凡 心

您記得自己
或香港在十年前
發生過什麼事嗎
？原來，十年前
政府公布了西九

文化區核心藝術文化設施諮詢委員
會的報告；同年政府亦成立了電影
發展局，就發展本港電影業的整體
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這些事務
至今仍然在進行中，對香港的文化
發展甚有裨益。與此同時，免費電
視台在十年前拍攝了一齣名為《獄
焰驚情》的電視劇，其後只予海外
及收費頻道播出。直到現在，該劇

易名《蘭花劫》，在本港免費頻道
的黃金時段播放。這不期然令我想
起：十年間發生了什麼事？

該劇以三姊妹的恩怨情仇為故
事主幹。田蕊妮飾演大姊，她原本
是亞洲電視的藝員，雖然演技出色
，但由於身處一間弱勢電視台，故
此多年來並未受到觀眾留意，令她
一直處於半紅不黑的狀態。輾轉加
入另一電視台後，知名度相應提升
。蘇玉華飾演二姊，她原本是舞台
劇演員出身，在著名話劇《我和春
天有個約會》嶄露頭角，備受觀眾
認同，其後轉為拍攝電視劇，在

《蘭》劇首次飾演大反派。唐寧飾
演三妹，她是童星出身，自小被觀
眾認識，近期卻公布離婚消息。

除了幾位主角，劇中還有不少
配角，可是當中多人已經離世，例
如今年四月在登台時突然逝世的資
深 「綠葉」曾守明，以及擅演潑辣
女角的魯芬。現時在劇集看到他們
的出現，不無唏噓之感。

《蘭》劇是十年前的 「標清」
製作，簡單而言，畫面質素欠佳。
雖然我真不明白電視台的安排，但
是該劇集實在令人產生「戲如人生」
的感覺。

十年蘭花劫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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