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足球何去何從

租金管制
香港樓價自
二零零三年低

位以來，升了五倍。十六年來，
無論各類專家如何預測樓市見頂
或現泡沫，但「生命力頑強」的
樓市仍然「節節高升」。尤其在
寛鬆貨幣政策下，現金貶值，恒
產增值更烈。
即使近期暴力衝突不斷升級，
民間情緒極差，移民之聲又起，
然而，作為香港經濟指標之一的
樓市走向卻仍然平穩，完全不見大
量拋售跡象。看來，一般香港人仍
有一段時間要繼續做「樓奴」。
面對樓價年年升，業主無理加

租或租客經常被業主逼遷，無殼
一族生活負擔百上加斤，更苦不
堪言。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生
活差距也日益拉大，近期的數據
更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隨
着樓市指數達歷史新高。這往往
也是反政府的「動力」之一，絕
對值得政府嚴肅正視。
政府雖然也的確推出一些打壓樓
價的措施，欲解決房屋問題，卻因
為涉及龐大的利益集團，說易行
難，而且也不是一兩年的事。但有
一點卻可以考慮，那就是租金管
制。其實，香港在回歸前也曾多次
實施過租金管制。

當然，樓價或居住問題並非香
港獨有，世界各大城市都面對同
樣問題，只是香港是個城市特
區，地方太小，沒有相對便宜的
邊遠地區可移居。最近，有歐美
大城市也針對此問題推出新的租
金管制措施。
其中美國紐約州和德國柏林都

在六月相繼推出新的租金管制措
施，以紓緩問題，不失為暫時無
法治本之下的治標之法。柏林市
政府在今年六月提出收緊租管條
例，預計明年一月實施。新措施包
括新建資助房屋和凍租五年，更
設追溯期，以防無良業主在新例
生效前偷步加租；而且，即使未
來五年內換了租客，業主也只能用
舊租金水平租出等等，據悉，有逾
一百五十萬租屋者受益。
至於紐約州方面，早前也正式通

過新法案，收緊紐約市的租務管
制，規定業主將不得在放租單位易
手時加租，平常加租幅度也受更大
限制，料可令二百四十萬人受惠，
相當於市內租客總數接近三成。
當然，任何措施或政策都不會沒

人反對，上述措施就肯定受業主和
地產商抗議，而每個城市情況也不
完全相同。他山之石，未必完全可
攻玉，卻可供借鑑和啟發。

上世紀 60、70
年代，香港足球

曾經有過輝煌時刻；在1978年及
1986年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
分組賽小組更是成功奪得出線名
次，這一切，也是明日黃花了；
香港足球走到今天，我們不可以
再只是懷緬過去，更應該做的是
如何去計劃將來。
足總於2014年進行改革，成立
香港超級聯賽，希望能把足球聯
賽辦好，成為國際史上第一次足
球總會付費給電視台製作足球節
目，藉此大力宣傳足球；奈何5年
過去了，遠遠未能達到預期的效
果，入場觀眾平均僅每場 1,000
人，究竟香港足球出了什麼問題
呢？是沒有球迷觀眾？沒有好球
員？比賽不精彩？沒有足夠場
地？抑或沒有好教練？但就我個
人意見，則是香港足球是缺乏一
個長遠的「青訓」計劃。
回顧上世紀 80年代當時稱為
「銀禧中心」體育訓練中心，足
球是重點培訓項目之一。教練郭
家明、黎新祥、陳融章等，當年
訓練了不少青少年球員成為出色
香港代表隊球員，如譚兆偉、李
偉民、李健和、潘文迪、羅繼
華、何輝等；但到了上世紀90年
代體院取消足球部，從此足球基
層訓練就愈來愈少。
說到底，其實什麼是「職業運

動員」呢？他們基本上要具備什
麼條件呢？我不是專家自然不敢
回答，但數十年來認識不少體育
界人士，有教練、運動員及體育

界學者等，也從他們身上請教到
一些答案：作為職業運動員一定
是要付出努力、汗水、時間的，
以一個可以代表香港參加游泳比
賽的運動員為例，每天練水最少
要6至7小時；單車選手也是，有
些更是每天7至8小時，如每天工
作8小時的「上班族」。
記得有一次訪問單車教練沈金

康時，他說：「初接觸黃金寶
時，發覺他如果要在單車上取得
好成績，他的心跳率高位要達每
分鐘220下才有希望。」而黃金
寶就不負所託地達到了，大家有
目共睹他憑專業訓練下獲得了金
牌， 這就證明了有好的教練、有
好的訓練方法，香港運動員要奪
得好成績並不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超聯有十隊，每一球

季有9個月，一隊每季正式比賽，
聯賽18場，銀牌及足總盃1到4
場，菁英盃4到6場，大約30場左
右，其餘日子便是訓練，大家也
知道足球操練時間不多，比賽也
不多，球員進步空間也有限，目
前將軍澳足球中心已經運作了，
可否加強訓練、增加球員體能及
技術呢？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除了對現行足球員進行

訓練之外，又可否利用這個足球
中心，成立一所足球學院，作為
長遠計劃，訓練及招收青少年足
球員、教練、裁判員、足球行政
人員等等？此一長遠計劃一旦落
成了，心急的我則期望2034年世
界盃決賽周能見到香港隊的名
字。

違法的反政府運動經已持續
兩個多月，暴力程度不斷升

級，社會秩序大亂，全球排名前茅的香港國際
機場竟出現「無王管，流氓當道」的場面，中
外旅客大開眼界之餘，更驚嘆香港的大學生和
新聞記者如此「高質素」！真要問那些上街
（號稱二百萬零一人）支持黑衣人的人，你們
真的愛香港嗎？為了個人理念縱容暴力犧牲香
港，不要以為你們出來示威就頭上有光環，許
多智者和外國人眼中可能覺得你們是愚民。
近期社會的暴力氣氛令到不少人激氣死了，

也發現港人從來未如此渴望有解放軍出來止暴
制亂。因為現有的一些制度令香港警察執法時
「綁手綁腳」，太吃虧了。明明被人挑釁衝擊
在先，卻仍被指責濫用武力，示威者個個肆無
忌憚侮辱警察，市民都於心不忍。亦見到極端
暴力分子不斷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再這
樣下去，將會車毀人亡。
特首林鄭月娥認為最急切任務是對話溝通，

政府已經在展開構建平台工作。肯溝通是好
事，可惜對手根本不熱衷，他們要的是將你打
低，跪地認錯。所以民間卻認為最迫切要做的
是強化政府的管治團隊，改革政府部門，要團
結一致上下一心做事，否則你收集到的意見只
是交個「報告」，不會有好成果。
難道你們至今仍未知道，因為特區政府和某

些部門的管理制度，政策措施已經不合時宜，
令到社會問題愈來愈多，矛盾愈來愈大，中層
官員不積極幫忙想法解決，拖特首後腿，香港
發展才停滯不前。請問「自身未硬如何打
鐵」？政府是否應該趁今次機會來一次大檢
視，查出一直無法解決的絆腳石，來一次刮骨

療傷，要求中央配合或協助共同制定新的適合
香港的政策將之解決，在不違反「一國兩制」
下劃明了大框架，讓某些政客不再存幻想。不
然每隔幾年就來一次大衝突，誰個當特首也不
好過。
今次事件暴露出的問題很多，愛港陣營中最

多聲音是當初廿三條沒有立法成功造成警察執
法被動，當初立法管制網絡問題失敗導致網絡
欺凌起底問題嚴重，要想法補救。青少年教育
出問題，香港通識科的教科書內容很多是黑白
顛倒，誣衊中央，使他們變成害怕、仇恨中國
內地。不要光怪對手對學生政治洗腦，應要檢
討你有沒有做好監督工作。明白香港許多是私
立學校，監管上沒太多權力，但教材上你有權
審查呀，撥資助時可以設有條件限制，對教師
有要求等等。教育局究竟有沒有發揮應有的作
用？管理角色形同虛設？
另一個問題是政府長期沒有解釋政策平台，

失去話語權，公關危機處理顯得處處被動。試
問香港這商業社會，加上傳媒生態報憂不報喜
的，誰替你宣傳解釋政策呢？任何一個政府都
需要自己的發聲平台，香港不但沒有，卻有一
個長期踩自己倒自己米的「香港電台」。監察
政府的事有商業媒體做，何用「港台」全力
做？退一步講，「港台」有那麼多頻道，就算
容許批評政府的節目存在，那也該容納服務政
府的節目存在。「港台」倒米問題由回歸開始
已有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憲梓炮轟他
們，要求改革，可惜沒人敢做，希望今次可以
做到。而政府新聞處人員多是高學歷、高薪
水，卻少工作少作聲，除了發發新聞稿還做了
些什麼？浪費金錢，浪費人才。

智慧在民間
居住的屋苑舉辦一年一度水上嘉年

華，預售名額有限，很受住客歡迎，特
別是有孩戶，對此活動趨之若鶩。預售名額當天，按時
前往報名，排了長長的人龍，很幸運在截龍前，能作為
最後十名入閘。
輪到交費登記時，竟然有經理公佈，因為計錯數需要截

票（支票）。幸好，我所付的支票，是名額中的最後一
票，後面的九位住客，本來在截龍之前已被安排輪候，時
間跟我差不多，就在埋門一腳，因為職員的失誤，空歡喜
一場。作為最後能夠入閘的幸運者，興奮是喜上加喜的。
興致勃勃等到水上嘉年華這天，整天颱起大風，下起
滂沱大雨，還加上雷暴警告，管理處宣佈活動取消，天
意難違，這不能不信命運了。入閘者固然失望，空歡喜
者禁不住竊喜，大家「攬炒」推倒重來，希望在明年。
「攬炒」也是今天香港的寫照，雖然已經沒有「反送
中」的議題，反對派還是糾纏不休，要將暴力升級，針
對警察，欺凌警察家屬，對不同道者行私刑，封隧道、
搞機場。他們的暴力理據是，問特首啦，因為特首不回
應他們。這是什麼邏輯？朋友圈中有位所謂「香港精
英」，整天說因為特首不回應，造成今天「市民鬥市
民」局面。我則反駁她，現在沒有「市民鬥市民」，只
是大部分市民被小部分人挾持了作了「人質」，還被要
挾要「攬炒」。
「攬炒」之後可有明天？有的士司機慨嘆，香港幾代人的
努力竟然毁於一旦，他傷心說︰「不要緊，最多回到當年制
水時，從頭來過！」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香港人沉醉
自以為是的時候，內地多個城市已經跑在香港前頭了。
在半個世紀前，香港能夠劫後再起，那是因為地緣環
境的造就；現在中國內地崛起，香港昔日的優勢不再，
亂港者還在任性妄動，劫後還有什麼條件再站起來？
我勸的士司機，我們即使盡了努力不被「攬炒」，但
也元氣大傷，也只能看天意了。

「攬炒」之後

宴會上，A先
生跟B太太十多

歲的兒子都是網癡，由於大家談
得投契，A一時興奮，向小朋友索
取臉書電郵和WhatsApp，小朋友
支吾片刻便轉了話題，打開手機
接過電話，對母親說有約，沒吃
完以後幾道菜就離開了。
B太太笑對A說：「你問到私隱

了。他臉書電郵和WhatsApp，我
和他爸都不知道，這些年輕人有話
只對同輩說，開了臉書電郵和
WhatsApp，就算讓全世界知道，
都不會對父母兄弟姐妹說出來！」
同桌家長們一致點頭表示同
感，都說手機令親情疏離愈來愈
嚴重，已是普遍現象了，C太太笑
說他兒子還好，仍跟他們夫婦網
上保持聯絡，馬上便給她先生說
破，因為兒子擁有兩部電腦和手
機，另外那一部，電話鈴聲一
響，他不是躲進浴室就是回到自
己睡房才接聽。
其實每一代年輕人談得來的對
象，始終還是他們的同輩，我們
年輕時何嘗不是，旅行看戲之類
節目，百次中有三兩次跟父母同
樂已算重視天倫之樂了，現在有
些夫婦，家庭樂的親子活動，不
是在兒女十八歲領過成人身份證
之後結束，也漸漸開始淡出了，

到了退休的日子，有點閒錢閒情
想外遊，游說兒女作伴，事先聲
明支付全程消費，兒女也未必願
意同行。
現代年輕人都抱有較上一輩年

輕人更強烈的主見，他們劃出
「長者免進」的圈子，比上一輩
年輕時來得更大了，喜愛社交的
老親友放言「挽回青春」，要多
跟年輕人來往，以便吸收多一點
維他命「Y」，一廂情願，好不天
真！殊不知忘年之交總由年輕人
主動才實在，蘇格拉底活在廿一
世紀，要傳送他的哲學思想，怕
也失去公元前希臘時代吸引年輕
人的魅力。晚年身壯力健，自己
找尋個人喜歡的節目，能夠樂在
「耆」中好了，何必執着兒孫
福，不見很多公公婆婆都在慨
嘆：「小孫子們到了五、六歲，
都開始迷看手機不理我」？

IT養大的一代

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人們大抵
是想不到的，最初滿懷熱情建

造大都市，爭相進入現代化的他們以及他們的子
孫後代在城市生活久了，有一天會面對滿城他們
自己製造的工業廢氣，和漫天的灰色霧霾，又回
過頭去，對空氣清新的鄉野充滿了嚮往和渴望。
於是為了養生，便常常從城市逃離到鄉村。
我與我身邊的親友們亦不例外。
為了編寫幾本圖書，我和小夥伴們乘飛機，轉

火車，再換汽車，輾轉到了千里之外鄂北深山裡
的天堂寨，在海拔一千多米，連手機信號都沒有
的山上研討書的架構和大綱。山上的天堂寨與山
下的城市是兩個世界。山上僅疏疏落落的幾戶人
家，空氣溫潤，耳畔無車聲喧嘩，只聞清越的蟬
鳴和潺潺的溪流，偶爾聽得幾聲蟋蟀叫，更顯
「天堂」的清幽。
我的「小夥伴」之一是我的師公沈敏特，年過

八旬的他生長於大上海，在大學裡當了一輩子教
授，做了一輩子的學問，自是極喜清靜的。上了
山，住進山上的朋友家中，師公歡喜得很。我亦
隨之歡喜，日日隨師公早起，早餐後沐浴朝陽沿
山路散一陣子步，晚餐後披着暮色再沿山路散一

陣子步。師公精神矍鑠，散步時若是不小心走得
快了，我跟上去還有些吃力。
研討會在朋友家的小樓上，山中時雨時晴，山

雨來時，山頂風雲變幻奇妙，眾人便放下手中活
計，雀躍地奔到窗邊看雲、觀雨，如一群重歸童
真的少年。幾日住下來，小夥伴們津津樂道的除
了餐桌上主人家自家養殖的雞鴨豬肉和自家種植
的各種時蔬之外，更多的是山中令人呼吸暢快的
空氣，於是在遠離塵世的時候我們卻又想起了山
下的城市。
山上空氣中飽含的負離子在山下似乎成了近幾

年都市人養生的奢侈品。記得前不久我去參加一
個會議，主辦方發的紀念品裡有一個透明的精緻
的玻璃瓶，瓶身上寫的是「××山負離子空
氣」。把瓶子帶回家，我和女兒兩人摩拳擦掌地
做好準備，兩隻鼻子近距離地湊到一起，然後小
心地在鼻子下面把瓶蓋扭開，對着瓶口迅速地大
口呼吸……結果卻是引發了我們長時間的爆笑。
瓶子裡的空氣讓我們愉快地重溫了一遍《皇帝的
新衣》。
都市人不能隨心所欲地呼吸大自然中的負離子

空氣，《皇帝的新衣》想來亦是無人相信，一些

聰明人便把所謂的負離子和電視、電腦、電吹
風、加濕器、消毒櫃、空氣淨化器等結合起來，
製造出負離子的養生概念，只要貼上「負離子」
的標籤，這些大大小小的家電彷彿就成了延年益
壽的神器，不僅有了神奇的功能，身價也隨之成
倍地上漲了。
近兩年甚至出現了負離子床單、負離子被套、

負離子衣服、負離子帽子、負離子衛生用品等
等，觀其功能，簡直能嚇死人。據說穿了這些衣
服，蓋了這些被子，什麼皮膚病、高血壓、糖尿
病、心臟病等等都可以「離」到病除，「負離
子」在商家的大肆宣傳之下簡直成了萬能藥。如
此一來，似乎醫院都可以因為負離子時代的到來
歇業了，醫生們亦可以考慮轉行了。
下了山，我的年過八旬的師公大多時候還是生

活在不可避免的有廢氣和霧霾的城市裡，和在山
上一樣，他依舊早睡早起，只在早晚出門散散
步，並未刻意地去「養生」，就像他從來只是埋
頭做學問，從不關心自己是否有名氣。
「不求養生也得壽，頗思離俗乃成名」。世間

事便是如此，有的躲也躲不開，有的求也求不
來。

不求養生也得壽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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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但叫「懶老婆花」，
還叫「紫茉莉」。在鄉
村，它是最常見的一種
花，各地都有幾個俗而上
口的名字。這個來自美洲

熱帶地區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絢爛多
彩的花朵，被視作觀賞植物在我國廣為種
植。比之「懶老婆花」，「紫茉莉」這個
名字應該是高雅的。我在手機上寫下這些
文字的時候，特意把信箋上的背景色調成
了深藍色，頗有一些夜幕深邃的感覺了。
我想給這些夜幕下的文字點綴上瀑布般的
星河，那是我童年夜幕下的星河。信箋上
的圖案中，是一隻無人擺渡的小船，在水
面悠悠蕩蕩，空對渺遠的夜色，彷彿引你
去聆聽一種悠遠而細微的聲音。
夜幕星河下的庭院裡，應該有一種聲音的

吧，那聲音來自一種喇叭形狀的花朵，那花
就叫「懶老婆花」。從我記事起，懶老婆花
的名字就已存在着了，花也是如此地存在
着。在我居住的那所大院裡，在那些僻靜又
寂寥的角落，都是它們安詳的家，是它用來
演示生命、證明價值的所在。光陰在這裡漫
長地流過，隨着夏季的來到，這些葱翠的日
見長大的花棵，濃綠又濃綠起來，金黃的、
玫瑰色和胭脂色的花朵，把這靜處在漫長時
光裡的角落都開滿了。
我遇見的懶老婆花大多種植在鄉下，那裡

的人家都喜歡種它，人們看重的不僅是漂亮
的外表，還有在北方的天氣裡長久耐旱的潑
辣。比起其它的花兒，懶老婆花更易於種植
和管理，從幼苗初生到長成大個兒的花株，
都不用在意管它。不用特意播種，也不用擔
心花敗葉衰難以再生，一旦有一個地方種
下，不久就會繁衍整個村子。懶老婆花的葉
子呈卵狀三角形，整株翠綠，花朵很大，花
與萼間聯結着長長的花柱。花在開過之後悄
然落去，留在萼裡的是一粒小小的種子。當
秋天來臨，勁風吹動，這些種子便自然掉
落，翌年的春天就會藉着雨季生發。
它的種子生得太光滑了，光滑的表面棱角

凸起，並伴有網狀的紋理，形似兵士腰間懸

掛的黑色的手雷。懶老婆花根、葉、種子均
可入藥，是天然理想的化妝品。《紅樓夢》
第四十四回就有「紫茉莉種子」研製香粉的
細節。在得知平兒受鳳姐和賈璉的委屈後，
寶玉便以此物哄她開心。這裡的「紫茉莉」
就是「懶老婆花」。因為每到晚飯時開花，
有些地方也叫它「晚飯花」。汪曾祺在一篇
小說中有這樣的描寫：「晚飯花開得很旺
盛，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
着，把自己開在傍晚的空氣裡。濃綠的，多
得不得了的綠葉子，殷紅的，胭脂一樣的，
多得不得了的紅花，非常熱鬧……」
懶老婆花是一種開在夏末的花，當濃夏遠

去，涼風漸來的時候，懶老婆花也開始呈現
花蕾。山村秋天的光陰，晝短夜長，母親去
山裡小學教書的時候，就留我和姐姐兩個人
待在家中，說等懶老婆花開了就會回來。母
親教書的地方離家實在是太遠，每次回家都
是星子掛上天際。那個偏僻的村莊我去過一
次，在一個叫北峪的地方，幾間空蕩的房屋
做教室，幾十個流着鼻涕的孩子。懶老婆花
就在這樣的時刻開放，第二天的早上八九點
鐘悄然結束。
晚飯的炊煙裊裊，線一樣升起在灶房的上

空，炊煙鎖緊了懶老婆花的花瓣，像嬰兒皺起
的眉頭緊緊聚合在一起，單等炊煙散去飯熟之
後，黃昏的帷幕落下，懶老婆花才姍姍地開
了，美麗的晚霞映照着它，開得鮮明而極致。
就像一個偷懶的婆娘，佔到便宜之後喜笑顏開
的模樣。這燦爛的笑顏讓人不忍嫉妒，也不好
意思罵她，反而欣賞她的生活態度。在我的家
鄉，總有一兩個這樣的女人，農活收工，到了
做晚飯的時候卻找個藉口溜走，把刷鍋涮盆淘
米做飯之事扔給他人。懶老婆花開在一家人忙於
晚飯的時刻，所以山裡人叫它「懶老婆花」。懶
老婆花清香無比，如夜來香，也如茉莉。
母親教書的學校離得遠，每次出門都是懶

老婆花緊鎖的時候，每次回家都在懶老婆花
開放的時候，所以我家的晚飯總是吃得很
晚。如果天色已晚，母親還不回家，我就在
懶老婆花下坐着，無聊地撿拾地上撒落的種
子，將它們撒種到另一個角落。所以每年夏

天，我們居住的那個大院裡，到處都是懶老
婆花的蹤跡。它無處不在，寂寥讓我對它產
生了依賴。懶老婆花長勢最好的時候，能為
腳下的泥土撐起綠蔭，容我縮在花葉組成的
蔭涼裡看小人書。有時幾隻母雞先於我進入
這小小的地盤，旁若無人地在裡面孵窩，用
爪刨動已經被我坐實了的根泥，幾隻無辜的
蟲子就成了牠們夏日的美餐。
我在懶老婆花旁拿個小板凳坐下，背唐

詩：「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夏日
的窗紗壞了，悄然的一方小洞從邊緣翹開，
勤快的大人就在那個洞上用針線勾連着打個
補丁，在庭院和屋子裡燃起蚊香。蚊帳撐
起，把鋪了涼席的大床遮了個嚴嚴實實。蚊
帳圍裡的天下令人興奮，它是我能夠安身獨
處的堡壘，是沒有蚊蟲叮咬的另一個陣地。
我在三伏時節躺在床上看書，除了吃飯喝
水，再也不想從蚊帳裡挪開。直到懶老婆花
開放，它用漸涼的風，從低矮的窗口，搖幾
縷花香進來。夜晚睡夢裡，還能聽到它們搖
動的婆娑。
我的書籍收藏到60多本的時候，小學的同
學來了，她們來看我的小人書，到了初中，更
多的同學來借我的小說，《雷鋒》、《高玉
寶》、《大刀記》、《秋海棠》……我從母親
的舊箱子裡翻出當年她上師範學校時的教材，
很是豐富了一下我的書架。我把一個長方形的
紙箱豎起來，中間用三合板當支架，把我的書
籍依次擺放在上面，這個簡易書架陪我度過了
初中、高中。之後的那些日子，我喜歡上了女
紅、繡花、畫畫，把家裡所有的物什都當成了
描畫的素材，捧起花繃子的那一剎，我彷彿經
歷了又一次生命和心靈之旅的愉悅。
在我國，懶老婆花已經成為了鄉野之花，擁
有山區野花野草的野俗之性，更有山野鄉村的
野俗之美，生活在鄉下的它們無拘無束，爛漫
活潑地開着。無論它來自哪裡，它都應該是屬
於土地的，在鄉間路上，在鄉村庭院。城市的
公園和綠化帶很少看得到它，儘管它是一種生
命力極強的花卉。它的中文學名叫「紫茉
莉」，是我記憶深處的一種花，難以忘記。

懶老婆花

■乳臭未除已上了IT癮。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