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今骨董
收藏家大多側
重瓷胎畫琺瑯
器（清初三朝
者），比較忽

視掐絲琺瑯器。事實上，坊間及大
型拍賣行鮮見有清代掐絲琺瑯精品
；縱使有完美者，也屬天價。

個人印象深刻的，是很久以前
於博物院，曾見幾件乾隆時期精製
的掐絲琺瑯銅胎鍍金罕品。其中一
件為附圖較獨特的《海晏河清燈》
，以一展翅海雁作主題，站龜背上
（圓盤內另浮雕二蛇），頭頂燭台
。那時官民皆認為 「飛雁延年」；

而 「海晏河清」之名，代表太平盛
世（典出《幼學瓊林》）。

記得二○一○年底，本港一名
富豪以港幣一億二千九百萬元，在
拍賣會投得清代雍正時期御製的一
對掐絲琺瑯（銅胎）雙鶴香爐，乃
傳世孤品。鶴屬丹頂，翅可開合；
底座藍釉鏨胎琺瑯為石。據云是乾
隆未繼位前，送予父親雍正賀壽；
蓋古人深信 「鶴壽千歲，以極其遊
」（據《淮南子．說林訓》）。鶴
身亦如上述海雁，全身施白釉，以
鍍金掐絲作羽紋；手法如出一轍。
燒製過程、工序與技藝十分複雜；
每入窰燒一次，要填補收縮的琺瑯

質；須多次燒填，直至完美無瑕，
才可精細打磨和鍍金。掐絲琺瑯起
源於五世紀古波斯，卻於乾隆時發
揚光大。

美國國旗據
說象徵為國獻身
的軍人，升旗時
美國人一般全體
起立，右手放置
胸前。

早前，美式足球明星凱普尼克（
Colin Kaepernick）因抗議社會 「壓迫
」非裔及其他少數民族，在賽前升國
旗、唱國歌時靜坐示威，引發極大爭
議。

有人罵他是 「不愛國」的 「叛徒
」。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公然宣稱：他
對美國不滿意的話盡可另投別國。但
支持者也不少，包括他所在的 「四十
九人」隊教練、運動員、作家及現役
和退役軍人。有老兵發言：即使不同
意他的做法，但自己參戰正為保障公

民言論自由權。
美國體育明星在公眾場合以各種

舉動抗議社會不公早有先例。職業籃
球明星在升旗儀式上背對國旗，短跑
金牌得主在墨西哥奧運升旗儀式上握
拳，職業拳擊手阿里抗拒越戰徵兵等
。他們因此遭到大眾輿論的猛烈攻擊
，甚至職業生涯夭折，坎坷一生。

這次的反響似乎更多元。有人說
「愛國的姿勢」只是約定俗成，並非

法律規定，凱普尼克沒犯法，且他的
態度反映了千禧代（即 「八零後」、
「九零後」）的總趨勢。權威的皮爾

（Pew）民意測驗顯示，千禧代只有
百分之十五左右為美國自豪，嬰兒潮
一代卻有超過一半的人那麼想。還有
人希望他能言行一致，做實事促進非
裔社區的發展。

繼渣甸洋行之後，對
銅鑼灣發展有重大影響的
是利希慎家族。利氏於一
九二三年成立利希慎置業
有限公司，以三百八十五

萬元向渣甸洋行購入渣甸山土地。當時在社會
引起轟動，標誌着華商實力的提升，亦為利氏
家族奠下基業。

一九二五年利希慎請法國建築師在山腳興
建富麗堂皇的利舞台戲院，山上開闢規模宏大
的利園遊樂場，這座山命名 「利園山」。當利
希慎的事業如日方中之際，一九二八年在中環
街頭被人開槍轟殺，元配黃蘭芳成為家族中的
大家長，年僅二十三歲的兒子利銘澤自英國返
港處理財政危機。

戰後利銘澤看好地產發展，五十年代夷平
利園山，興建商住樓宇，開闢了多條街道，分
別命名為利園山道、希慎道和蘭芳道。利氏家
族第一代來港創業的是利良奕，新會人。新會
、新寧（今台山）、開平和恩平合稱 「四邑」
，因此區內有四條以四邑為名的街道，另有兩
條紀念新會鄉賢梁啟超和陳白沙。

到七十年代，利園山的面貌再一次轉變。
樓高二十二層的利園酒店拔地而起，是當時銅
鑼灣最高的建築物，一九九四年重建為更高的
商業大廈。山上本來有間嶺英中學，一九九二
年已重建為嘉蘭中心。利舞台亦在九一年拆卸
，建成二十五層高的利舞台廣場。面向軒尼詩
道的興利中心，到二○一二年變成今天的希慎
廣場。

最後的秘密
吳以然

歷來對武則
天的評價趨向兩
極化。一則對她
篡唐建周、屠戮
異己貶斥不已，

一則又難以否定她治國有方、崇尚文教
，對貞觀、開元盛世有承上啟下的樞紐
作用。就文教而言，武氏敕修圖書十多

種，自己也有《垂拱集》百卷、《金輪
集》十卷。武氏成為皇后以後，逐漸掌
權。上官儀建議廢黜，因武后向高宗涕
泣陳請而不成。上官儀未幾被誣遭誅，
孫女婉兒籍沒為奴。而武后卻欣賞婉兒
聰敏能文，命其長期掌管宮中制誥。高
宗去世，中宗即位。不久被武則天廢黜
中宗，臨朝稱制。此時徐敬業不滿武氏

專權，起兵討伐，由初唐四傑之一的駱
賓王起草了文鋒犀利、千古傳誦的《討
武曌檄》。武則天看到檄文，先只一哂
，但讀至 「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
在」之句，不禁感慨： 「如此賢才淪落
在外，是宰相之過。」此般皆可見武氏
寬容愛才的一面。

武則天和高宗育有四子，長子李弘
仁厚博學，可惜早卒。次子李賢，為《
後漢書》作註，流傳至今。三子中宗李
顯，四子睿宗李旦。據說李弘因不滿母
親所為而被毒死，由李賢繼任太子。李

賢同樣覺得與母親感情極為淡薄，遂作
《黃台瓜辭》勸諫：

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絕抱蔓歸。
以摘瓜比喻母親對四兄弟的摧抑，

與曹植七步詩異曲同工。此時武后身邊
有一術士明崇儼，經常大放厥詞，令李
賢深感厭惡。其後明崇儼為盜所殺，李
賢被懷疑幕後指使而遭貶為庶人，甚至
被迫自盡。至於李顯、李旦，大半生中
都是母親的傀儡。 （上）

乘時繼踵建隆基 陳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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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有兩個呼拉圈
，是兒媳生完第一個孩
子後買的，估計是她打
算藉呼拉圈瘦身，不過
，她後來接連生育，加

之工作繁忙，這些年沒見她再玩過，呼拉
圈被我塞在衣櫃頂，由得它們蒙塵。

上月底，暑假接近尾身，小朋友們假
期功課也已完成，便帶着他們盡情玩樂。
老大有一天爬到上鋪，見到呼拉圈，便把
它們拿了下來，與老二立即玩起來。呼拉
圈不是易搖的，折騰了一陣沒見長進，菲
傭冷眼旁觀，然後說給她吧！

菲傭一套上呼拉圈，先是在腰部搖，
搖搖去了頸部，只見她前傾着身子，頭微
微擺動，那圈搖着搖着又下到腰部，接着
又去了腿部，孩子們看得興奮極了。

菲傭把我也震住了，快五十歲的人，

又矮又胖，不想竟有這等功夫，問她何時
學的，她說上小學時，哈！怪不得，童子
功啊！

老大老二真來了勁，穿着背心底褲，
從下午練至晚上，老大有芭蕾功底，慢慢
上手了，最多一次轉到二十六圈，老二見
老大發狠練，也堅持着，還流了幾次淚，
問為什麼家姐這麼叻？不過最後也摸到點
門道，可以轉個十來圈。老三也試套過呼
拉圈，一下就落地了。他便一次次站到健
身器材的一個轉盤上快速扭動臀部，並叫
大家看他的本事。

老大老二練到面紅耳赤，腰要斷似的
，當晚大便特別通暢。我聽到他們小聲商
量：十月中老三五歲生日前，要教會他搖
呼拉圈，作為生日禮物。我不禁喊了聲 「
我的娘啊！」

報載有人說出自己最後的
秘密。社交網站Reddit有用戶
發文，問大家有什麼秘密想帶
入墳墓，短短一日就收到四千
六百個回應，以下部分留言，

能否引起你的共鳴？
「我假扮大肚及墮胎，嘗試令我一生中的最愛留

在我身邊。我已遠離這段過去，我對此曾經發生感到
尷尬。」

「我總是告訴太太我有多愛她當天的化妝。我討
厭它。我希望她停止這樣化妝，但這令她這麼的高興
，我決定說謊。」

「昨晚我在床上哭，因為我的好友一周前結婚，
我發覺我仍愛她。」

「有晚我靈機一閃醒來。我媽媽當時在醫院。我
有種瘋狂的衝動，想打給醫院叫他們看看她情況，但
我說服自己（不那麼做），因為我想不到藉口，所以
我又入睡。早上五時我收到電話，醫院說他們檢查她
的情況，她已無脈搏。」

「我爸爸是個國家社會主義者，他定期出席會議
。我在德國民族主義中長大，一直被灌輸德國血統令
我高人一等。但我有很多猶太朋友，我只管告訴他們
，我爸爸在我較年輕時死了。」

反諸自己，我自問我有什麼秘密？這一問倒把我
自己給吃了一驚，我居然無秘密可言。我甚至想不出
可以一句凝聚思緒，概括一生，交代後人的話。還越
想越着急，竟至心悸出汗。曾有一個作家說過： 「如
果我到死都未能將想說那句話說出來，我該怎麼辦？
由於這份焦慮，我就拚命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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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馮玥報道：由香港化
妝品同業協會主辦的 「資歷架構友善僱主表
彰計劃」，旨在鼓勵僱主向僱員推廣參與 「
資歷架構」及為僱員提供友善協助，同時亦
盡量以 「資歷架構」為員工考核標準之一。
該計劃日前於灣仔香港貿發局中小企服務中
心舉行嘉許禮。

嘉許禮邀請到候任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出
席主禮，與 「資歷架構」秘書處總經理彭炳
鴻、 「職業訓練局」（行業合作）高級助理
執行幹事杜劉仁愛、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
章明、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副總裁老少聰及美
容及美髮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主席楊慧君一
同為獲嘉許僱主頒獎。

何紹忠籲業界攜手合作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會長何紹忠表示，

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資歷和學歷一樣重要
，未來希望業界攜手合作，建立資歷作為香
港的品牌得以廣泛應用。他相信 「一人一小
步，行業一大步」，未來大家一起努力，定
將推動資歷架構不斷發展進步。

楊慧君表示，資歷架構進入美容美髮行

業十幾年，有賴大家的努力和付出，推動其
不斷發展壯大。她期望資歷架構的完善，能
夠為從業人員提供更加專業的培訓和進修，
為業界培養更多人才，未來也將繼續貢獻力
量，將資歷架構做得更好。

邵家輝表示，香港的化妝品美容美髮行
業是最具發展潛力的行業，政府自2008年開
始推出 「資歷架構」，除了為現職多年各個
背景的僱員提供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之外
，同時亦為各界從業員提供持續進修的路線
圖，無論僱主或僱員均可受惠。又指，香港
作為國際城市，能力、學歷及資歷同樣重要
，社會要平等公義，任何工種職業應受重視
，社會才能多元化，並勉勵業界再接再厲，
為資歷架構的完善發展再作新貢獻。

該計劃籌委會主席陳礎基致謝辭，感謝
同業友好的鼎力支持，相信未來資歷架構發
展會愈來愈好。據悉，計劃推出後得到同業
們的熱烈反應，收到近100份申請為資歷架
構友善僱主，共有13家企業被評為 「傑出資
歷架構友善僱主」，同場頒發 「榮譽大獎」
予六家企業以表揚在推動僱員持續學習及培
訓皆有卓越的貢獻。

黃迨光首先對胡劍江榮任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及國際潮青聯合
會執行會長，表示熱烈祝賀。他說，胡劍江多年來為世界潮人的
發展和發揚潮汕文化貢獻良多，雖然年輕，但足以擔當重任。他
非常高興地表示，胡劍江一上任就訪問泰國，與泰國潮屬社團、
潮籍僑領、鄉親加強聯繫，共話潮人的發展與未來，值得敬重。

為全球潮人創建平台
黃迨光續說，國際潮青是世界潮人的希望和未來，他對國際

潮青寄予厚望，相信在李桂雄和胡劍江的帶領下，國際潮青一定
能夠團結奮進，為全球潮人創建一個更高更新的平台。

胡劍江感謝黃迨光的熱情接待。他說，黃迨光多年來關心、
支持香港潮州商會和世界潮青的發展，他代表香港潮州商會和香
港逾120萬潮籍同胞致謝。胡劍江表示，他與泰國感情深厚，此次
來泰懷着一顆謙卑、敬仰的心向潮籍社團、僑領們請教、學習和
交流，與李桂雄共同推動國際潮青的發展，更好地為國際潮青服
務，並祝泰國潮州會館會務昌隆，蒸蒸日上。

李桂雄表示，胡劍江此次來訪意義重大，代表着新一代國際
潮青的創新精神，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國際潮青一定能夠更加
團結進步、繁榮發展。

資歷架構友善僱主表彰計劃嘉許禮
▲嘉許禮上，與會嘉賓與獲獎僱主大合照

雙方進行友好座談 鄉情洋溢
潮商會長訪泰國潮州會館
【大公報訊】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國際潮青聯合會執行會長胡劍江，在國際潮青聯合會會長、泰國華

人青年商會會長李桂雄陪同下，日前赴泰國潮州會館訪問，受到泰國潮州會館主席黃迨光等熱烈歡迎，雙
方進行了友好的交流座談，鄉情洋溢。

▲胡劍江（左
）與黃迨光（
中）及李桂雄
合照

▶胡劍江（右
三）向李桂雄
（左四）致送
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