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足球展望（三）

恐慌之害
過去大半年，香
港出現兩場亂局，

一為由「修例風波」引發的黑色暴動，
另一為新冠肺炎引致的病毒恐慌。對普
通市民及至中小企業來說，生活或經營
上的艱難，可謂雪上加霜。
然而，這兩場分別與黑暴和病毒戰
鬥過程，也猶如走過一次照妖鏡，讓
人看清楚人性的美善和醜惡，以及愚
昧和睿智，同樣也把資本主義社會的
剝削本質，及其加重人的自私本性這
個特質暴露無遺。這期間，民間的互
不信任和恐慌情緒達到了極點，同時
也令人看到社會道德沉淪的後果。
如果說口罩和消毒清潔液乃特別時
期的特別物資，供應緊張，人們出於
防疫抗疫需要而搶購，尚情有可原，
但搶米搶罐頭，乃至搶廁紙搶紙巾，
甚至有人聽說從武漢歸來的印度人沒
受感染，就跑去狂掃印度人喜歡吃的
咖喱……就顯得無知滑稽。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因恐慌而令
人變瘋狂的行為。在主流媒體報道
上，這幾天開始出現人們因為恐慌、
恐懼等心理，兼及生活貧窮、知識貧
乏等而犯罪的行為──清晨時分，有
三人持刀搶劫價值僅千元的廁紙，其
後疑犯被補；另有中年失業漢則夜闖
街市菜檔，偷取紙巾、膠手套；還有

基層市民、銀髮長者為了一個口罩而
爭執等等。
另一個悲劇則是，出現財困的三十

五歲印傭因為冒充他人領取含五千五
百個口罩的郵包、再轉售他人，被地
方裁判處以欺詐罪被判囚四周，並要
賠償一萬兩千元予受害公司，而她轉
售部分也只收到七千一百四十元。
即使在二零一一年九級大地震中，

居民表現鎮定而大受外界讚賞的日本
也出現搶購、盜竊口罩行為，而神戶
市神戶紅十字醫院被偷去的口罩也只
是價值四萬日圓（約兩千二百港
元）。這些顯然都是得不償失的犯罪
行為，卻都是在恐慌、恐懼情緒下作
出的衝動舉止，後果不可小覷。從本
港近期的瘋狂搶購潮，乃至近日的盜
竊風氣，反映恐慌情緒擴散得比病毒
傳播更迅速，危害也更大。
誠然，病毒無情兼無形，固然需要

採取各種嚴厲措施，竭力阻止其擴
散，但與此同時，各方也要做好安撫
民心、防止恐慌情緒迅速蔓延的工
作，增強心理承受力。
香港是一個地小人多的地方，社交

媒體發達，言論更自由，卻也因此各
種流言謠言滿天飛，這需要各有關方
面及時更正，並放下政治歧見，以免
恐慌情緒影響人們積極抗疫的鬥志。

我這一代是與香
港足球一起成長的
年代，上世紀60年

代我初接觸足球就是從收音機聽講波
開始；小學的時候，爸爸很偶爾會帶
着我走去球場看本地甲組足球比賽，
雖然次數不多，但也成為我珍貴的童
年回憶，或許也是我熱衷足球的契
機。還記得我第一場睇的球賽是南華
對巴士，在界限街花墟場觀看，當時
全場爆滿，約1萬個球迷座無虛席。
要知道那個年代電視尚未有直播，一
切的足球消息或賽果我們都是靠報章
或者電台廣播才能得知。
時至今日，雖然媒體途徑多了很
多，但其實每一項體育項目仍很靠傳
媒去報道或者做宣傳，才會多人得
知；如沒有報紙、電台、電視、互聯
網等媒體，這種種消息資訊就很難廣
泛讓人知道。以前沒有這麼多容易接
觸的媒體時，靠的就是口耳相傳：一
個人睇完一場波，覺得刺激好睇，就
回去跟親朋戚友講述比賽情況，他們
聽後感到有興趣的話，下次就會跟着
一齊到球場觀賽去感受現場氣氛；而
到媒體「汜濫」的年代，現在的世界
盃賽事，則可從電視或互聯網直播睇
到比賽很刺激，球迷被吸引到，有機
會也會想去現場觀戰，感受刺激的比
賽氣氛。
在上世紀80年代，是香港足球輝煌
的年代，當時TVB經常直
播本地足球，但當時足總怕
直播足球會影響入場球迷數
字，所以有條件規定，入場
觀眾需達到八成，電視台才
可以作直播；當時香港大球
場入場觀眾爆滿是 28,000
人，在家中電視收看的觀眾
也會達 40、50 萬；當年
TVB每一季聯賽需付足總

港幣100萬轉播費；但時移世易，香
港足球水平下降，吸引力漸走下坡，
TVB跟足總合作已不需再付轉播費，
轉而以TVB製作拍攝足球比賽項目，
交換每年的轉播版權。
其實足球比賽有電視直播，足總是

會得到一些贊助商的贊助；例如球賽
的冠名，球衣前後印上商品贊助等
等；但其後，直播足球收視也因賽事
精彩度欠佳，以致收看的觀眾人數下
降，平均直播一場本地波大約只20、
30萬觀眾左右收看。另每年也有會2、
3隊外國球隊來港作賽，又或者是賀歲
波，那收看的觀眾就會較多，所以直
播和比賽，其實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還記得2003年8月8日西班牙皇家馬德
里來香港作賽，全場爆滿，足足有4萬
觀眾入場；而現場直播的電視觀眾也
創下了空前紀錄，達到325萬7千人收
看，收視率是53點，即全港有超過一
半人收看這場足球賽事，而這個足球
收視是否會是空前絕後呢？
但是本地足球比賽發展到現在還是

一籌莫展，我在TVB負責體育製作這
麼多年，當然希望能吸引多些球迷觀
眾，重拾過去足球的輝煌；但事實是
在星期日下午直播一場足球賽事，收
視竟不及重播多次的一套本地電影，
也難怪當時有老闆曾提出，本地足球
還值不值得繼續轉播呢？下次再討
論！

時下的香港真是「滿城盡
是口罩客」，家家存口罩，
人人出街口罩傍身，地盤工

人、司機叔叔、街市商販、白領麗人、名
人明星、小孩老人，只要上街都乖乖戴上
口罩，所以無論任何交通工具上，近乎百分
百，沒戴的人會遭白眼。從未見過香港人如
此聽話，證明大家都很珍惜自己生命，實是
好事。
可惜何以仍有一班無知兼自私的刁民仍

不顧人死活搞破壞？口口聲聲為市民的多
區新上任的「黃黑獨」派區議員竟然在這
段時間搞事，煽動罷工和示威，當政府選
任何地方做隔離中心一定帶頭示威反對，
美孚、南葵涌、大埔、天水圍、紅磡、西
環、香港仔、西貢都出現了示威遊行；醫
管局徵用任何普通診所做指定新冠肺炎門
診就必去搞破壞，擲汽油彈、放火，以達
到這診所無法使用目的。4名大埔區議員
大鬧那打素醫院，令病人不安護士落淚，
極度過分。
種種惡行拉低晒香港人質素，損害香港

在國際上形象。如此缺德的人竟是成為負
責起服務街坊重任的區議員，可以想像未
來4年的慘況。
相反，落選區議員的鄭泳舜仍用心，實

實在在服務市民。當他收到「鑽石公主
號」上的港人求助，就立即同政府反映商
討解決方法，更親身帶團隊攜帶船上港人
急切所需的藥物、口罩等物資飛往日本，
送上船上、醫院（已確診港人）及在當地
隔離中心的港人手上，提供最適切的支
援。與官方溝通開會商討撤離的安排，誰
是真正愛香港應該很清楚了。希望立法會
選舉時，那些被政治口號充塞頭腦，盲撐

者會清醒，珍惜香港尚餘價值。
有人嘆氣上次2003年力抗SARS成功，

因為大家是齊心！現在有班香港人，連抗疫
也不齊心，只顧玩政治把戲，現在不論議
員、律師、教會、校長、教師、學生……都
喺度破壞緊香港，點會好？
港人的確前途黯淡，過去半年美國撐腰

下的黑暴不斷破壞香港、詆毀國家，香港
重傷下再遇新冠肺炎，百業都進入寒冬，
失業率暴升，身邊有朋友的酒樓結業、零
售業朋友要放無薪假。之前仍講罷工？
家想有工返都難；反送中？家你想返內
地，內地都唔收你。
你以為用力踩死中國你就是勝利者，就是

贏了，你是徹底錯了。看看新冠肺炎一場疫
情，為了自保，你們崇尚的歐美、日本、澳
洲、韓國、泰國及台灣地區第一時間「封
殺」你香港人，拒發簽證、不准入境、停
航、發旅遊預警。你想出國都難，外國人都
不來，根本沒人會幫你。是孤立不是獨立。
你可以網購呀，但沒有物流交通運輸，你
自己插翅飛去攞咩？要「港獨」？只要中國
內地來個「全面封關」，到時點止搶口罩、
廁紙，不餓死才怪。時代不同了，世界經濟
競爭激烈，沒有祖國撐，香港什麼也不是。
歐美「幫你」是利用你牽制中國。
在全球交往頻繁的時代，傳染病出現根

本不可能由一國可掌控，它的影響範圍，
造成的問題是影響全球的，誰能獨善其
身。今次中國出事他們也不好過，除了中
國本身的損失外，請看看世界有多少國家
的旅遊業、生產工業、貿易方面、文化產
業同樣都受到重創，日本、澳洲、韓國、
泰國、歐美的旅遊業、出入口貿易、農業
誰不在叫慘？

珍惜自己亦要珍惜國家
自新冠肺炎後，社會活動停頓，

大家都忙於防疫，留在家中日子多
了，發現新來操普通話的鄰居伯

伯，常在公眾走廊咳嗽，又沒戴上口罩，在屋苑範
圍，又是無罩自由行，鄰居都遠遠躲着他。當然，
每個人都有不戴口罩的自由，但如果你要融入社
會，先要學會尊重其他人的感受。
有人說，你的鄰居如何，你的生活也必將如何？
平日與伯伯碰面也有一兩句話，如今，見面能躲
就躲了。出門前偷偷看、偷偷望，窺準了「無罩
人」不在走廊，先行按電梯鈕，再退回家中等候，
以免在密封走廊沾菌。所以，近期自覺「輕功」有
了點長進。部分企業讓員工在家工作，在電腦上操
作業務；學生停課，在家中網上做作業；社區長者
運動課停了，教練拍片在網上教學，長者不懂使用
電腦，又不熟悉操作智能手機，要跟上課程，唯有
苦苦追求。可以預計，疫症過後，必然出現大批老
中青「網中人」。
新年期間家族聚餐，互相拜年，人情往來，也是

正常不過的事。今天部分染症個案，來自家族聚
餐，相信不少人暗暗驚覺，危機竟和我們擦身而
過，無不一額汗。
新聞爆出打邊爐家族染病新聞，事發年初二的家

族聚餐，其中一位染病者工作的酒樓，要停業作員
工隔離，朋友驚呼，他們也是年初二在該酒樓家族
團拜，全家一下子緊張起來，後來分析一下，年初
二染病者在外打邊爐，慶幸不曾相遇上。
如今大家都明白，飯局感染危機四伏，暫停家庭

聚會，暫停親人登門，公園或海旁短聚，了卻相思
之苦。沒有飯局的日子，打工仔的午餐，外賣飯盒
帶回寫字樓；工作作風強悍OL，需要兼顧晚餐，
也漸進成為賢妻；長者為了兒孫健康，早午晚三餐
留在家中，兩老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吵架後沒
有地方可去了。香港經歷了半年暴亂，再經受新冠
肺炎折騰，逆境求存，悄然換了人間。

老中青「網中人」

經過新冠肺炎一
役，全民都長了見

識，上過重要衛生課了。口沫可怕，
知道至愛親朋也可能是危險人物，大
家對話應該遠離六呎以外，「婚禮再
有綺麗接吻鏡頭嗎？」也開始知道如
何認真使用口罩；知道檸檬洋葱薑蒜
頭是家中之寶；知道多飲熱水有助免
疫；知道洗手時連手指交叉處都要拭
抹乾淨；（社交西式握手原來不如佛
教合十之禮文明又衛生）。除了別忘
大小二號事後沖廁，還須密切為Ｕ渠
清理消毒；扶手梯開門掣及種種按鈕
以及小若電腦之鍵盤，尾指可以代勞
的話，則毋須動用飲食時慣用三隻中
指食指大拇指。
注意衛生之外，也認識到要珍惜日
常任何用品，廁紙之
微，別以為價平大可
賤用到需要一格而拉
到兩三呎，在生活富
裕環境中成長的年輕
人，排隊買不到廁紙
才領悟朱柏廬先生那
句「恒念物力維
艱」，一旦紙荒到無
紙可用時狼狽就悔之
已晚。

也有朋友體驗到什麼是「防患於未
然」了，這個獨居大樂觀派從來不為
明天打算，家中不設火爨，每日早午
晚三餐都光顧外邊食肆，最近她家居
附近兩家食肆忽然結業，家中無油無
鹽，又無儲備乾糧，那種滋味就不好
受。另一個家住半山的朋友剛好相
反，環境優越，連廚具都一級名貴，
可是從來十指不染陽春水，單親照顧
三個小兒的主婦，連開水都不曾燒
過，近日碰上外傭返國後回不了港，
家中百物齊備，偏偏缺少口罩不敢冒
險出門，洗衣機都不懂開啟，堆滿一
家三口的衣物出不了門找洗衣店，便
可想像最近「倒瀉籮蟹」的日子過得
多煩惱。
可見不論任何人生活過得如何優

游，也不可能完全過
着飯來張口、衣來伸
手的日子，不能大事
小事都靠人，有時候
總得要學懂照顧自
己，要不然就不能適
應環境突然而來的改
變，身邊事，不是人
人都可以幫到忙，到
了近火靠遠水，家財
百億都不管用。

抗疫得來的教訓

這是我第二次在國外過情
人節。上一次是在泰國。

澳洲的二月比泰國要熱得多。情人節這天避
無可避地出門辦事，一看手機上的即時溫度已
達到四十度，頓時被嚇得差點中暑。躲在樹蔭
下等車的時候，遇見一位金髮的帥小伙子堆着
滿面甜蜜的笑容，懷抱一大桶紅玫瑰，逢人便
送，見者有份地得了一枝，便覺得熾熱的空氣
變得清涼起來。
不由得想起著名詩人瘂弦在幾十年前寫的詩

中的句子：
「老太陽從蓖麻樹上漏下來，那時將是一九

八零年。我們將有一座/費一個春天造成的小
木屋，而且有着童話般的紅色的頂/而且四周
是草坡，牛兒在嚙草/而且，在澳洲。」
詩的名字是《一九八零年》，詩人寫詩的時
候是一九五七年。詩人大抵是到過澳洲的，那
些長長短短的句子間，除了童話般的紅頂小
屋，還有雪花，有落葉，有藍色的天空，有漂
泊的雲朵，充滿了遠方的浪漫與美好。抑或是
因為季節的不同，與我看到的兩樣。

在有人居住的城鎮，綠色的草地和紅頂小屋
是隨處可見的，與詩人描繪的美景相差無幾，
稍微遠離人煙，便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前些日和女兒自駕去南邦國家公園的尖峰石

陣，臨行前房東大叔把他的小冰箱借給我們，
並在裡面裝了幾大瓶的水，告訴我們說在沙漠
裡太乾太熱了的話可以把冰水澆在頭上降溫和
解渴。後來遠離熟悉的城市，駕車穿過高溫的
沙漠和鹽鹼地，行駛在似乎永遠看不到盡頭的
灰白的公路上的時候，才後知後覺地對房東大
叔的先見之明生出感慨。感慨完畢，到底還是
沒敢往頭上澆冰水。
澳洲的內陸除了常年被高溫肆虐得大部分時

間是枯黃的草地，便是大片大片岩石裸露的沙
漠。這裡的沙漠與別處不同，其中夾雜着大片
的鹽鹼地，生出一些頑強地匍匐在地面的花草
和低矮的灌木，使得原本荒涼無比的沙石之中
多了幾分靈動的色彩。人們駕車經過，即便是
眼前只有一條沒入萬古荒漠的單調的公路，亦
會在荒涼之中感受到大自然賦予這片土地的別
樣的浪漫。

尖峰石陣在沙漠的中心給這份荒涼添上了濃
墨重彩的一筆。身姿各異的石峰聳立在黃沙之
中，一片片的，像是被時光侵蝕的古戰場中巧
妙佈局的陣地，一個個的，又像是被外星人遺
棄在地球上等待救贖的孤獨的棄兒。
余光中先生在他的文章裡寫到他曾經到過澳

洲，他說澳洲很好，袋鼠和考拉都很好玩，連
三次大戰和文革似乎都隔得很遠。大抵是由於
澳洲原本是古時英國流放罪犯之地，余光中便
認為世上沒有必然的天堂和樂土。
記得剛到澳洲的時候，因為疫情的原因不大

敢上街到人多的地方去，久居澳洲的華人朋友
卻提醒我，在澳洲需要擔心害怕的不是病毒的
傳播，而是那些至今仍然喜歡白天在街上流
浪，夜晚在公園紮營，動輒醉酒打人的「土
著」……聽聞之後，忍不住大吃一驚，卻又不
得不把朋友的話放在心上。
其實也不然。如同玫瑰，花雖美麗，它的刺卻

能扎破人的手指，讓人受傷。如同過情人節，不
同的情感導致有人歡喜，有人憂。事物有了兩面
性，才會令人感覺有趣。 （澳洲漫遊記之四）

荒涼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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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呂書練呂書練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伍呆呆伍呆呆

七
嘴
八
舌

七
嘴
八
舌小小臻臻

源
於
奧
運

源
於
奧
運李漢源李漢源

方
寸
不
亂

方
寸
不
亂方芳方芳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連盈慧連盈慧

散文家李娟說，很小
就知道：老鼠是壞的。
為什麼壞呢？因為牠們
要偷吃糧食；為什麼偷
吃糧食就說牠們壞呢？

因為糧食是人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該人來
吃的，不能被老鼠不勞而獲偷吃。雖然在
人看來，那是可恥的「偷」；但對老鼠來
說，大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就是自己的食
物……大自然，令人十分敬畏；而人對於
老鼠的捕獵，也讓牠們感到無限敬畏。
2020年是鼠年，有很多屬鼠的小朋友今

年12周歲。我有個侄女正好屬鼠，從小她
的爸爸、媽媽就說她聰明；她奶奶還笑着
說，屬鼠的人像老鼠那樣機靈，善於變
通，好哇！嘿嘿，「老鼠過街，人人喊
打」的主角兒，在她奶奶的眼裡——性質
變了。理由是，屬鼠的人比起老實憨厚屬
牛的人，在性格優勢上佔了上風。
說老鼠聰明，那可不是吹的。科學家們

已通過實驗證明，老鼠的智力水平相當於8
周歲的兒童。牠不但能記住覓食路線、安
全地點、有毒物質味道，還會把這些學習
到的經驗傳給其它老鼠和下一代小老鼠。
要不然，人類想了那麼多辦法想消滅牠
們，怎麼不管用呢？
老鼠，在動物學上屬哺乳綱囓齒目，全
世界有2,500多種，約有300多億隻，是世
界人口總數的5倍還多。老鼠生存於地球
的歷史比人類久遠多了。毫不起眼的小小
老鼠，歷經劫難，生生不息，綿延至今，
這是老鼠生存才能的體現。「鼠輩，超級
鼠輩！」老鼠從不會被人和其它大型動物
輕視所激怒，牠甩給人和動物的永遠是機
警的身影。牠一直低着頭，快速往前奔
跑，步伐時快時慢。「倉鼠」是鼠家族中
小可愛成員，「倉鼠」別稱「金絲熊」，
牠胖胖的、圓圓的，還真有點兒像小熊。
養在家裡的「金絲熊」脾氣憨厚，當寵物
蠻好玩的。只是，千萬不要給牠餵太多好

吃的。因為牠不像老鼠那樣上竄下跳、愛
活動，必須攆着牠每天鍛煉才行。
很多家長堅決反對養「金絲熊」，因牠可

能會像老鼠一樣傳染疾病。什麼「鼠目寸
光」、「賊眉鼠眼」、「抱頭鼠竄」，家長
一直對涉世不深的孩子進行諄諄教導。最為
可恨的，一隻母鼠長到3個月時，就能生小
老鼠啦。一年裡，一隻鼠媽媽最多能生8
次，每次平均都會生出5至15隻小鼠。一年
裡老鼠達到5代同堂根本不是問題，即母、
子、孫、曾孫、重孫代。這麼龐大的「家
族」，根本不會計劃生育，吃飯成了大問
題。老鼠只好到處找吃的，糧食、菜根、水
果、紙張、電線、膠皮、鐵絲……牠們一天
到晚，都在忙着找吃的。老鼠嘴上長着兩顆
大門牙，有人開玩笑說，如果牠不及時地找
硬東西咬一咬、磨一磨，這兩顆牙會一直不
停地長下去，最終撐破大天。
經驗豐富的滅鼠人說，老鼠可以在木頭、

石灰甚至鉛管中咬出一條路來，完成自己的
既定目標。牠們門牙銳利，是因牙齒緊挨
嘴唇的那一面覆蓋着一層薄而堅硬的半透
明鈣化質層——牙釉質，使齒緣銳利有如
刀鋒，牠們賦予了老鼠「鋼牙利齒」。
老鼠的尾巴長度與身體長度近似，在奔跑

和行走時，會起到平衡作用。普通老鼠尾巴
不能與壁虎尾巴一樣再生，斷了就沒啦。可
有一種歐洲鼠，牠們的尾巴在斷掉之後能
再長出來，牠們的名字叫「斷尾鼠」。老鼠
遍佈全世界，從赤道地區到兩極，都有牠
的身影。與人類共同生存的鼠類較小，因
其——時刻面臨着人類這一強大天敵，體型
小，消耗的食物少，容易躲藏逃避人類的捕
捉與搜尋。小家鼠的體長一般只有8厘米，
而遠離人類的鼠類一般較大，牠們與野生動
物共生於同一環境，體型大，有利。
除家鼠、田鼠外，松鼠生活在樹上，跳
鼠在地下穴居，岩鼠築巢於岩石縫隙中，
沼狸鼠棲息於沼澤地，子午沙鼠活躍在沙
漠之中。鼯鼠，又名大飛鼠，分佈在我國

甘肅、青海、西藏、河南、雲南等地，牠
的前後肢間有一層奇異的膜，膜上有毛。
牠雖不會像飛鳥搏擊長空，卻能樹木之間
滑翔。南美洲的海狸鼠，趾間有蹼，善游
泳，能水陸兩棲自由生活。希臘維庫拉熱
泉中有一種燙鼠，因常年生活在90℃以上
的高溫泉水中，適應了特殊環境，即使把
牠們放在沸騰的開水裡也能浮上潛下、東
游西竄。歐洲還有一種金色倉鼠，嚴冬季
節體溫降到3.5℃，依然活得很自在。
1954年，美國在位於太平洋馬紹爾群島
共和國的比基尼環礁試爆世界上第一顆氫
彈，島上受到嚴重核污染，海面下的珊瑚
礁遭到徹底毀壞，整個海島一片死寂，寸
草不生，動物幾乎絕跡。但一些年後，這
個島上又出現了老鼠，這時牠們體內的基
因已發生變異，身體變得更加強壯和巨
大，適應力和繁殖力更強了。除了人這個
勁敵，老鼠還有天敵——貓。那麼，愛乾
淨的貓為啥要吃老鼠？德國海德堡大學生
物學教授穆勒經多年研究，認為貓一旦不
吃老鼠，牠們「夜視」能力就會下降。貓
不能在自己體內合成牛黃酸，如果牠長期
缺乏牛黃酸，就會變成黑夜裡的「睜眼
瞎」。奇妙的是，老鼠體內含有大量牛黃
酸，貓不斷捕食老鼠，能彌補體內牛黃酸
的不足，保持夜視能力。城市中的寵物貓
不再捕鼠，是通過吃貓糧補充牛黃酸的。
據說，人類「頑固性夜盲症」患者在醫生

建議下食用一些鼠肉，眼睛中視網膜內的視
紫紅質數量會明顯增多，有弱光感應的桿狀
細胞的感光性亦能增強，夜視能力得到了提
升。老鼠匆匆忙忙，從不高瞻遠矚，更不高
視闊步，但其生存意志仍在旺盛生長。無論
地震伸張、核彈爆炸、大地呻吟，還是貓族
圍剿、眾人追捕，牠從不懼怕。甚至，在觀
瞻性極高的廣場上，突然有一隻老鼠躥出，
從夾縫裡愈躥愈遠，很快消失不見了。乖
乖，牠又很快出現在一條漆得大紅的木樑
上，與垂垂老矣的張大爺對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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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良心藝人小虎隊網上撰文
為武漢打氣。 作者提供

■電視台控制室直播足球情況！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