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景重現

生命的寶貴
有朋友的全家
人，上了「鑽石公

主號」郵輪。朋友早已在事情發生
前，對這個旅行感到不妙。於是，他
極力勸喻一行總共十幾人，不要去。
他的爸爸媽媽，是最終決定人。他們
說：「算了，反正已經付了錢，不能
退，那就去吧，應該沒事的。」我的
朋友警惕性高，還是覺得不去安全，
所以極力勸阻。三番四次游說，還是
敵不過老人家的固執。於是，全家都
去了。過了幾天，就發生了現在全香
港都很關心的船上疫情爆發的悲劇。
第一天出事，我的這位好兄弟就聯
絡我，就話他的家人正想辦法下船。
「中央空調，船上沒有足夠隔離裝
備，其實很容易周圍行走，全員感染
只是個計時炸彈。」我朋友如是說。
我告訴他，唯一的自救辦法，就是盡
量讓大家都知道船上在發生什麼事，
希望透過大眾的關注度，引起政府採
取行動，包機接載他們回來。
問題不是政府會否做。而是政府人
員不在船上，在船上的人才明白事態
有多緊急。既然如此，就必須加快政
府的行動。後來我們知道，有日本衛
生專家到船上視察，認為安全環境極
差，在船上比哪裡都要危險，甚至比
起在非洲面對伊波拉病毒疫情時更危
險。而一些在船上的英國人，也即時
不斷地給BBC和社交媒體提供訊息。

最後，我的朋友的父母被感染了，但
他的其他家人，包括年屆90歲的婆
婆，沒事。
所以他父母要到日本醫院隔離接受

治療，而其他家人可以搭政府包機回
港。他父母本身身體健康，希望他們
早日康復。我一直在想兩件事情。首
先，如果我當初是他們，負責起全家
的這次早已準備好的旅程，不菲的費
用已經全部付出，而當初不知道疫情
會如此嚴峻，兒子勸喻不去，自己又
去不去好呢？
他家人天生樂觀，全家人都喜歡嘻

嘻哈哈的。我認為，還是去。現在也
沒有什麼後悔的。我知道船上自從開
始隔離後，生活一定很無聊、設施和
飲食肯定不如一般情況。但苦中作
樂，也不失為人生中的一段深刻記
憶。另外一件我在想的，就是保險的
重要性。真的，我從來不買保險，但
經歷香港過去這一年的不同風波，我
意識到，真的要保障萬一。
我不知道這家人有沒有人人都買好

旅遊保險。我只知道，以後我面對人
生，肯定把一切保障自己的不同保險
都要做好。經一事長一智，人生中的
不同意外，實在是隨時可能發生。經
歷這一役，我想家人們肯定更能體會
到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寶貴。
也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經歷。
祝早日康復！

2003年3月的北
京，乍暖還寒。空
蕩蕩的北京機場，

工作人員比旅客多。我搭上港龍飛
機，一進機艙心更寒了，飛機上只有
不到10個人。
前一天我還在拍攝現場。拍電影，
一般人都覺得新鮮好玩，其實很難在
現場呆下去。一個鏡頭，幾句台詞，
幾分鐘戲，導演要翻來覆去地拍，轉
機位、打光、調度、講戲，看的人早
煩了。只有我，一點不煩更不覺悶。
台詞是我寫的，人物是我生出來的，
我知道演員的表演到不到位，台詞說
得是不是恰當，演出的火候是深是
淺。電視劇《天下第一樓》已經拍了
三分之二。都是好演員：張嘉譯、濮
存昕、巍子、王姬，還有人藝的一流
老演員馬恩然、韓善續、修宗迪、李
光復等等，導演是夏剛，夏淳老師的
兒子，資深導演。拍攝一帆風順進度
很快。但這兩天人心惶惶，城中「非
典」鬧得很兇猛，聽到的都是嚴重、
隔離、危急、死人的壞消息，但劇組
每個人都緊守在崗，沒有一個人請
假。終於，宣佈停機，人員解散回家
等消息。
回到香港，香港像北京一樣人心慌
亂。家就在京華酒店附近，據說那裡
是「非典」爆發源頭之一。正在進行
的事情已經全停，在北京拍戲的電影
人也都回了香港，記得有徐克等，相

約自覺在家隔離。
樓價大跌，股票見底，人心低迷。

和眼下一樣，戲劇、電影製作全停，
沒事幹，每天看着窗外發呆，反而惶
惶不可終日。接到香港話劇團總監毛
俊輝電話，董伯伯（董建華）的政府
想起了藝術，指派香港三大藝團，話
劇團、舞蹈團、中樂團，聯合做一台
節目，指明要能鼓舞人心的製作。毛俊
輝找到我，希望我以最快的速度寫一台
音樂劇。人馬上精神起來。聽說請來顧
嘉煇作曲，黃霑作詞，我更精神了。
我和黃霑相識，是因為拍電影。那

年他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奧運會，為香
港電台講解賽事，其中一場「競走」
的比賽，撼動他的心，陳躍玲戲劇性
地奪得世界競走奧運冠軍，為中國拿
到第一面田徑金牌。黃霑想把她的故
事拍成電影，找我做編劇。追蹤採訪
陳躍玲，從香港追到她的老家東北鐵
嶺，一路都是故事。可惜各種原因那
個電影沒有完成，但我和黃霑成了朋
友。
有了精神，最快速度40天完成劇

本，之後就是和導演、編曲、作詞磨
合。那一年毛俊輝尚在病體恢復之
中，創作會議都是在他家裡開。都是
創作人，開會也很開心。顧嘉煇很紳
士，不多說話，句句都在點上，黃霑
一貫的張牙舞爪，但絕不胡攪蠻纏。
為了用什麼劇名，我和黃霑打了起
來。 （待續）

現 實 就 是 殘
忍 ， 人 的 生 、
老、病、死也是

正常的人生階段，但往往當我們
面對「死亡」這兩個字的時候，
就很難去接受這個事實，思念之
情便跑出來，控制不着情緒。
曾經在韓國，有一個家庭，父

母擁有一個女兒，但他們的女兒
患上先天性的疾病，活不到六歲
的時候便離開人世。當然她的父
母非常難過，很難接受自己的女
兒這麼年紀小小便要離開這個世
界。所以自從這個女孩走了之
後，她的母親在她離開的半年
內，還是不斷地在社交網上，發
出很多帖文，內容都是思念女兒
的感受，每天以淚洗面。有一
天，一個電視台的監製，看到她
抒發掛念女兒的文章後，很想用
一些方法，去安慰這個母親。那
監製便找一天，相約幾個同事，
一齊開會，研究用什麼方法可以
幫助這個母親。結果他們提議，
利用現時非常流行的VR科技，透
過一些複雜的程式設計，再加上
他們的想像力，打造出一個跟這
個母親的女兒像真度達九成九的
女孩出現。
方法就是，他們先邀請一個無
論是高度及年紀，都跟這個母親
的女兒相若的小女孩，在錄影廠
內，接駁上不同的儀器，透過這
個VR技術，去拍攝出這個小女孩
不同的動作，而且在場人士會詢
問她很多問題，就可以把這個小
女孩回答問題時候的表情及說話
記錄下來，當這位母親看見這個
小女孩的時候，就可以互相交流
及對話。而且他們透過畫像技

術，把這個去世女孩的樣貌投放
在假裝這個小女孩的面容上，看
上去，就好像是真真正正這個母
親的女兒站在眼前。
雖然這個電視台出於好心，令

到這個非常思念自己去世女兒的
母親可以得到一點安慰；另一方
面，這個母親戴上VR技術的眼罩
之後，看見用技術製作出來的小
女孩，就好像自己的女兒站在前
面，然後跟她說話。但你也可以
想像得到，當這個母親看見已去
世的女兒站在自己眼前，自然非
常的傷心難過，而且嘗試伸出雙
手觸摸她，還不斷問這個小女兒
的問題：「妳現在過得怎樣；有
沒有掛念媽媽；習不習慣生
活？」然後這個女兒也回答：「媽
媽我很掛念你，很想再次做你的
女兒。」當你看到她們這些對
話，心也酸了，非常難過，何況
這個母親知道已經失去的女兒站
在眼前，其實不是真的，純粹透
過科技來接觸小女孩。所以我覺
得其實真的有點「殘忍」。不過
可能在某程度上，可以幫助到這
個母親對女兒的釋懷。
所以我覺得，科技絕對可以帶給

人類很多方便及接觸到一些遙不可
及的東西，也可以為人類解決很多
問題。但透過這些尖端科技，也可
能會令到我們失去一些東西。無論
如何，只要好好地利用這些科技，
就可以幫助我們應對不同的要求，
令日子可能過得更加好。不知道多
少年之後，可能我們意想不到的科
技便會推出，令到我們更加可以過
着很好的生活。而我最希望能夠可
以做到的科技，就是「永遠身體健
康」，在此，我也祝你們身體健康。

現代科技令母女團聚？

當我落筆寫這篇
文章時「鑽石公主

號」郵輪上的第一批106名港人已經
抵達香港機場，對於這些在外飄泊的
香港人回家的感覺我相信非常特別，
以前有句說話「金窩、銀窩不如我家
的狗窩」。平日我很喜歡去旅行，工
作累了出外旅行叉足電回來又再拚
搏，但假如那個旅程兩三個禮拜甚至
一個月的話就有種很想回家的感覺。
到底香港是我們的家，在這個家裡有
最好的美食，有相熟的朋友，有便利
的交通，有便宜而高質素的醫療……
我相信大家都同意這批港人回到香
港要經過一段時間隔離，有些事情可
能很細微但要留意：心態上其他香港
人不要因此而太過恐慌，這些港人都
是驗了呈陰性才回來的，在觀察期間
只要大家做好措施，問題應該不是太
大，而作為香港居民，本身不要因為
回到香港了而鬆懈。可能在船上結識
了新的朋友，真的可以叫「生死之
交」，但最好是先用手機互通消息，
互相支持，最好不要在隔離營房間同
房間之間互相串門，挨過了這段時間
將來大把機會相見。
充足的睡眠，好好休息會減少患病
的機會，在這段時間心頭大石放下之
後可以好好整理旅遊時的相片，將今
次旅行發生的事記錄下來，將來是一
種很特別的回憶……
我們還有很多細節要留意：穿的衣
服特別是毛衣、大褸、頸巾容易吸附
病毒，如廁時有機會不小心碰到廁
所，所以盡量穿着可以清洗的衣物，

去洗手間之前將頸巾放在包包裡或圍
到不容易跌出來，女孩子的長頭髮最
好紮起，不要飄來飄去。
在疫症期間最好是戴有框的眼鏡，

可以避免不乾淨的手佩戴或去除隱形
眼鏡時將病毒帶入眼結膜或角膜，而
且起到保護眼睛的作用，以前我做產
房接生很多時都發現眼鏡上有血跡，
這也是我不戴隱形眼鏡的原因，擋得
幾多算幾多。
最近有人用打火機來按電梯的層

數，然後打着火來消毒。這是很危險
的，如果有人在電梯裡噴了消毒劑或
者酒精類的物體，一打着打火機可能
會引致燃燒，在電梯裡面一發生火災
那傷及的是整棟大廈，電梯裡的人首
當其衝。
因為物資短缺很多人囤積了口罩、

廁紙、潔手液、酒精等物品。適量就
好，如果太多酒精用品要小心火種，
口罩和廁紙在春天很容易令病菌滋
生，反而對健康有害。用漂白水或其
它清潔劑也要小心，要在騎樓或走廊
通風的地方開稀和轉瓶子，有老人
家、孕婦、小孩子、寵物的家庭更加
要留意漂白水的濃度，用完要用清水
過水，否則會引致不適，甚至有害。
除了要將鞋子放在有消毒液的地氈

上消毒外，也要將出過街的嬰兒車、
輪椅、柺杖等輔助工具消毒。減少將
病菌帶回家。在回家見到家人之前最
好洗乾淨手和臉，除去用過的口罩才
同小朋友玩，和家人相處。
每一個很小的步驟，都可能是防疫

的關鍵，不能掉以輕心。

小節不容忽視

在新冠肺炎侵襲之下，香
港不少行業飽受衝擊。大家
都知道零售業、飲食業、旅

遊業的業務最是立竿見影，商店、食肆、航
空公司、酒店和旅行社的營業額立時大幅下
跌，不少行內從業員被迫休假、減薪，甚至
被裁，生計大受影響。
香港還有一個行業面對的困難亦是同樣嚴

峻，那就是舞台表演了。在某程度上來看，
其他行業的營業額即使受到影響，若不是去
到太壞的地步，至少還可以繼續營運。舞台
演出卻是必須要有演出場地的，現時政府為
了避免病毒擴散，關閉了所有演出場地。當
舞台演出沒有舞台時，哪來演出呢？所有演
出只得立時終止。
當年「沙士」襲港時，仍然有大大小小的舞

台演出上演。雖然賣座率大受影響，但表演團
體仍可選擇繼續演出或取消演出。這次新冠肺
炎來襲，所有政府管轄之下的演出場地全都關
閉。這種做法，一方面防止病毒大規模散播和
避免觀眾因同在密封的室內而容易受到感染；
然而，另一方面，立時終止所有演出卻令表演

界帶來極大的衝擊。
最近，我在網上或社交媒體中看到和收到大

量劇團或主辦機構宣佈取消或延後演出的通
知，可以想像他們所面對的考驗是何等嚴峻。
當演藝團體所有預先準備好的演出全部都無

法在這段期間上演，那麼已經綵排好了的演出
怎麼辦？延期上演？延至何時？誰知疫症會在
何時消失。到時是否一定再有表演場地？大家
屆時是否又要再次競爭場地？表演者到時是否
一定有檔期？各方面簽了的合約能否繼續生
效？主辦單位已花去的時間固然難以補回，花
去了的金錢又如何得到補償呢？演出不成，他
們應該如何支付酬勞給已經在多月來付出時間
和技術的各參與者？
更慘情的是，已經出售的門票都要全部退

回。明明已經「袋袋平安」的金錢卻要再從口
袋中挖出來賠還給觀眾已經是一件令任何人都
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還要面對非常艱巨的退款
工作。平時退一兩張戲票的款項已經牽涉很多
工夫，何況是大批門票的退款行政工作？
讓我想想身邊主辦單位面對的難題來作實

例。有一個劇團本來二月份上演一個劇，年底

上演另一個劇，導演請我代他邀請兩位明星演
員參演年底的演出，兩位也預了檔期。可是，
現時二月份的劇無法上演，逼得改在年底演
出。問題來了，原本安排在年底上演的劇便要
改至明年了，可是，那兩位明星卻未必可以參
演了。
一個劇團的安排被完全打斷了已經可以引起

很多問題，何況是一個大型的藝術節？每年二
至四月是香港藝術節的演出時間，所有工作人
員在這段時間內都忙得人仰馬翻，連與家人過
農曆年的時間也沒有。可是，疫情正好在這一
段時間爆發，藝術節的所有演出都必須全部取
消。籌辦一個國際性的藝術節往往花上好幾年
的時間來挑選劇目、商討合約、訂定場地、發
售套票、宣傳……單是安排來自全世界數十個
城市的藝術家和技術人員來港的機票、食宿、
交通、保險，以及運載佈景、戲服、器材等等
的工作，已經足以讓一組人忙上一年。現時停
止了所有演出，令所有人員過往的心血付諸流
水，觀眾也少了一個機會欣賞國際級的表演。
可以想像新冠肺炎為演藝界帶來的傷害是如

何巨大。

新冠肺炎下的舞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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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下香港……疫情蔓延時。
提及疫情比我們更嚴重的內地，不相伯仲的台灣

地區、新加坡、日本，心情無論如何也好不起來！
不同設計畫圖，落筆隨心隨意起伏跌宕；寫字撰文並非感性行
為，而是極理性測度處理，必須心無旁騖始得流水行雲。
晨早八時多起床，咖啡奶茶飲過，情緒未能還原，負面新聞及朋友

不斷發來疫情及仍未肯告一段落的所謂社會運動……叫人嘆息低迴。
百無聊賴，看到別報封底，大篇幅報道鄭欣宜懷念母親沈殿霞
（肥姐），香港人及華人永遠的開心果——肥姐。
肥姐離世十二年，欣宜透露永難釋懷母親的早逝，得知肥姐得絕

症，整個人崩潰零散猶如天空塌下來。母女血肉相連濃得化不開的
深情，誰都理解；與肥姐無半點血緣關係，泰半巿民亦也神傷。我
們屬於看着《歡樂今宵》長大的一代，幾乎周一到周五，每晚就算
不是看着，或在家中二樓自己的房間趕緊將學校功課做完，也難禁
肥姐如銀鈴般清脆的笑聲從樓下大廳的電視機傳到耳際。
首先發現肥姐不同一般靚女明星，卻無減吸引的胖嘟嘟面孔，為

童年極幼隨着祖母到戲院看邵氏黃梅調電影《紅樓夢》，戲中人
物極多，能清楚記得：樂蒂飾的黛玉，丁紅飾的寶釵，連鳳姐是否
由高寶樹飾演也已模糊，卻深深記得戲分不多的傻大姐，由沈殿霞
飾演。
跟肥姐不算熟，一兩次長輩宴請的席上，也曾上過她的電視訪談

節目，嘻嘻哈哈跟我們自小的印象吻合。背地裡她也有沉默，公眾
場合及出鏡前用心揣摩如何在鏡頭前演繹的時刻。
從我們童年時香港清貧的歲月，到少年時香港起飛，從國外上課

後回流搭上香港黄金列車
的青年期；肥姐的笑聲始
終不離不棄與我們同在，
縱使 SARS，也萬眾一
心，迅速反彈。肥姐辭世
這些年來，香港一直反反
覆覆，難再尋覓昨日的安
穩，二零一九年中至今更
是我城比抗戰的三年零八
個月更慘淡的時光，際此
肥姐離世十二載，對她的
笑聲更是無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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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和新冠肺炎是兩回事，藥物疫苗也不一樣
不少人說，沙士和新

冠肺炎都是冠狀病毒，
它們的發病原理、病人
的感染規律、症狀發展
階段和模式、醫療的策

略和方法都應該是大同小異的。這種想法
大錯特錯。
根據現在最新的病毒植株的研究，發現

了病毒進化的速度很快，基因的變異與沙
士病毒不一樣。沙士的死亡率達到了百分
之八至十之間，結果是沙士殺死了病患
者，也斷絕了自己繼續傳播和複製的機
會，沙士再不能在人類中間人傳人了。在
二零零三年一月，沙士病毒在中國首先爆
發，到了七月份因為溫度升高，突然停止
傳播了，變得無影無蹤。
新冠肺炎病毒則不一樣，總死亡率是百

分之二點三，湖北省死亡率為二點九。
其傳播的模式有兩種，一個分支毒性比

較大，很容易引起重症狀，甚至出現了因
子風暴，專門向老年人、心血管病、糖尿
的病人傳播，重症比較多，死亡率比較
高。病人的病情惡化速度很快，幾個小時
內破壞了病人肺細胞功能，病患者由於缺
氧氣，令到了其他內臟細胞也死亡，功能
衰竭死亡。這一個分支大約佔百分之十。
另一個病毒分支佔百分之九十，進化的

表現則不一樣，經過了在人類中間感染兩
代到三代，病毒基因也出現了變化，變得
潛伏期比較長，一般是七天到十四日，或
者更長一點的時間，許多病人在潛伏期未
有出現發燒和咳嗽的症狀，也一樣可以傳
染別人，成為了超級的隱形播病毒者，特

別是年紀過了五十多歲的病人，比較容易
成為了「隱形毒王」；換句話說，這一個
支系有機會引起社區爆發，並且會發展成
為人類群體中的傳染疾病，就好像甲型的
流行性感冒一樣，揮之不去。
新冠肺炎病毒的進化，與沙士病毒走的

是另外一條道路，它更加善於在人類的細
胞內生存，而且降低了它的殺傷能力，為
自己能夠長期在人傳人的生態中保持十四
天或更長時間。在病人發病之後，也繼續
傳播疾病，即使痊癒了，發病者的抗體也
很少，而且會出現遞減的趨勢，科學家推
算十八個月之後就會沒有抗體。這就好像
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之後，還會第二次患上
流行性感冒一樣。
科學家警告，不能輕易地說，新冠肺炎

病毒大約到今年四月份就會結束。它有可
能長期地傳染人類。
病毒並不是完整的細胞，沒有自己單獨

繁殖的能力。因為其結構非常簡單，由蛋
白質外殼和內部的遺傳基因組成，只能寄
生在宿主中，利用宿主細胞中的物質，依
靠宿主的細胞的繁殖系統，去大量複製自
己的基因實現繁殖，最後等候宿主細胞死
亡和破裂，將複製的基因釋放出來，傳染
給另外一個宿主，循環地繁衍生存。宿主
的免疫系統，會殺死病毒，因此，病毒會
喬裝打扮，欺騙宿主免疫系統的白細胞或
者巨噬細胞，讓自己進入宿主細胞核之
內，生存和複製。病毒會喬裝打扮的過
程，就是進化的過程，適者生存，不適應
的就滅亡。
現在的情況看來，免疫力強的年輕人，

即使感染了病毒，也只會出現輕微症狀，
不會出現新冠肺炎，經過治療，不會轉化
為重症，他們大概六到十天就可以出院。
這個疾病的特點是要早發現和早醫，基本
上沒有生命危險。但上了年紀和慢性病患
者，由於早期不發病，成為了隱性的病
人，直到病毒的數量發展到很大量之後，
立即進入肺炎階段，即重症，性命就非常
危險。因此，對抗這種疫病，關鍵要有快
速的測試劑，盡早檢驗出帶有新冠肺炎病
毒。
新冠肺炎病毒可能來源於蝙蝠，其免疫

系統也非常特別，能夠分泌出干擾素一類
的物質，讓病毒無法侵入牠的細胞內，所
以，蝙蝠從來不會被病毒所感染患病。蝙
蝠利用其口水、尿液、糞傳播給蛇類、穿
山甲或果子狸，利用了牠們的細胞繁殖系
統則可以大量複製病毒，並協助病毒基因
變異，變成了向着人類傳遞的病毒。所
以，今天要對付新冠肺炎的疫情，首先要
找到病毒基因的排序，設法破壞其向人類
傳染的基因，找尋到有效的對抗新冠肺炎
的病毒疫苗，其途徑包括製造滅活疫苗、
mRNA疫苗、重組蛋白疫苗、病毒載體疫
苗、DNA疫苗等五種辦法。
今天研究抗疫，也採取了不同的思維方

式，如測試劑、治病的新藥物、疫苗一起
上馬，一起開花。中國連外國人都想不到
的、辦不到的中藥預防、中藥進行治療新
冠肺炎的研究也取得了結果，制定出新的
方劑，根據一萬多宗的中西醫結合臨床試
驗，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患病者加快痊癒出
院。

■肥姐沈殿霞紅透半
邊天，至標準的開心
果造型。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