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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破滅
一場動亂，再來
一場疫情，港人生

活雪上加霜，看到自己的缺失，也看
到一些「神話」的破滅，或拆穿了一
些假相。
以持續大半年、至今仍未歇息的黑
暴來說，香港人看到超級大國那雙長
長的手臂，如何赤裸裸地伸向相隔了
一個大洋的城市，其個別訪港政客在
假惺惺地「支持香港人抗爭」的同
時，面對電視畫面上充斥着傷害平民
的暴力行為，居然可以睜眼說大話：
看不見。
以往，我們隔岸觀火般看到中東的
「顏色革命」如何煉成，「民主」光
環下的民眾如何承受苦果，生活捉襟
見肘、顛沛流離，乃至投奔怒海，都
沒有切身體會。但今日，港人恍如突
然醒悟：暴力乃至戰爭就在眼前，破
壞行動如此赤裸裸，理由如此堂而皇
之！
繼之而來的這場疫情，雖然暴露了
我們在醫療防範工作方面的缺失，以
及國人生活衛生習慣問題，承受嘲
諷，也應自我檢討。與此同時，人們
也感受到雪中送炭的真誠，以及調整
以往一些「崇洋」心理。
比如，好長一段時間，且不說超級
大國，當代中國人，尤其香港人，對
日本和韓國崇尚有加，對兩股「東洋
風」瘋狂至極，尤其是青少年的追星
文化。今日的八九十後被視為是喝着

「東洋電視汁」長大的。至今，到日
本購物、去韓國行山仍然是一種炫
耀。覺得日韓國民素質高，有禮貌、
守秩序、講衛生……這在某一特定時
期或場合，確實是的。卻不是事實的
全部。
雖然日本侵華惡行纍纍，但相隔了

大半個世紀的人沒有直接承受戰爭的
殘酷，感受有限。相反卻看到，日本
戰敗後痛定思痛，奮發圖強，積極發
展經濟和推動國民教育，令她成為上
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神話」。
伴隨而來的是，國民消費能力提

升，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到歐洲出差或旅
遊時，常被誤認為日本人，以為自己
長得像日本人。後來想想，當時在西
方人眼中，能到歐洲來兼舉止文明的
黃皮膚人都是日本人。反映日本人予
他們的印象。
再後來，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

崛起──實為形象推廣上的成功──
透過包括時裝、美容、電影、電視劇
等創意產業上的包裝，加上創新科技
下的電器電腦產品輸出，韓國的國民
形象煥然一新。
然而，面對這次疫情，人們卻看到

日本神戶紅十字醫院六千個口罩被
盜；從韓國旅遊返來的港人批評當地
民眾衛生意識差，不少人隨地吐痰，
很多人不理會政府呼籲，不戴口罩，
欠公德心……

「本地足球還值
得繼續轉播嗎？」
這個問題困擾着我

很多年。在我還在電視台工作的日
子，曾就這個問題在會議上回應老
闆，我們是本地電視台，植根香港，
既然是一個「大台」，就有社會責任
去報道本地足球聯賽；當時老闆的回
答是：「我不是不讓你轉播足球，只
是希望可播一些有水準及香港觀眾喜
歡收睇的足球賽事，例如聯賽爭冠重
要賽事、銀牌決賽、一些盃賽或者外
國球隊訪港的友誼賽及香港代表隊的
賽事，但現時港超足球聯賽真的很少
觀眾，即使讓你轉播也浪費製作成
本。」雖然老闆也有他的道理，但我
既然是負責體育項目的，當然要努力爭
取貫徹始終，堅持每季足球也應該拍攝
轉播；老闆也在一些無奈的爭議中，每
一季也讓我繼續轉播足球下去。
翡翠台的電視節目《球迷世界》在
每十個月為一季中，拍攝足總超過100
場的所有足球賽事，TVB每年製作成
本大約300萬，還記得當年《球迷世
界》節目主持人「阿叔」林尚義如果
在節目結尾時講「一陣大家飲茶然後
入球場睇波」，即是代表下午有一場
足球賽事將會直播，很多球迷也知道
這句話是代表有直播的暗語。
這關係TVB 與足總也維持了
一段時間，雙方沒有金錢交易，
TVB就以製作費來換取足總的
轉播版權，雖然足總也有要求，
希望TVB每季也能給多少版權
轉播費，奈何我用盡了力，但也
未能得公司首肯，願意付出轉播
費用給足總；但如有一些國際球
隊參與的賽事，如巴西國家隊訪

港、曼聯來港等等，則TVB是會付轉
播費的。
TVB與足球總會以這種方式合作至

2011年結束；當時媒體報道，足球總
會給Now TV製作費800萬去製作拍
攝及部分轉播足球總會主辦的聯賽及
盃賽賽事。足球總會付費給電視台去
製作拍攝賽事，這種方式在國際來講
也是創先河，以往從未有過。為此老
闆也特別跟我講：公司每年為足總用
上300萬作為製作費，而原來每年其
實可以從轉播足球獲取足總800萬製
作費用，來回共1,100萬。在這事件
之後TVB每次直播足球賽事也需要收
取製作費，因為自2011年後我們才知
道，原來這除了是社會責任外，還是
一門可賺錢的生意。
有時真不明白足總的想法，金錢不

在話下，電視台宣傳是一個比較重要
的環節，收視高則睇波人數多，對本
地足球發展有直接的影響。TVB轉播
本地足球收視雖不多，但直播也有
20、30萬觀眾，其他電視台直播本地
足球收視也不到一萬觀眾，少觀眾少
人睇，宣傳效果更低，大部分人甚至
不知道何日有賽事，到現在有些球迷
會問我，在什麼電視台可以睇到本地
足球呢？我也不知怎樣回答。

十七年前沙士之疫剛
結束的時候，朋友來電
話約我飲茶共慶賀，但

他有一項要求，囑我用消毒殺菌水沖兩次
涼才可見面；一說是，外子工作的醫院是
沙士爆發之地——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二說是，我家住在沙士發源地——九龍維
景酒店附近（前京華酒店），雖然是一句
玩笑話，卻反映事實，我也無須異議。
回想起沙士期間，我是醫務人員家屬，
外子算是在前線工作，每天他下班回家，
看他一身的裝扮，與董太去淘大花園一模
一樣，身為他的太太，我不知是如何與他
及我的孩子度過那一段暗無天日、幾乎沒
有明天的日子，但我們還是走過來了，今
天我正在經歷新冠肺炎，想起十七年前的
沙士，不由得做了一個比較：今天我面對
新冠肺炎病毒的威脅，只需把自己照顧好
就可以，不需再照顧丈夫孩子；當年沙士
期間，我為了照顧全心全意在醫院前線工
作的老公，沒有回台灣送母親最後一程是
我一生的遺憾！
沙士期間，記得每隔三五天要到外面購

買食物的菲傭，她戴着口罩，神色凝重地
回家，關門「砰！」的那一聲，就像是把
一切不好的晦氣隔絕在門外，我至今記憶
猶新。孩子不用上學，我們躲在家裡看電
視新聞（沒有手機影片），看每天增加多
少宗？死亡多少宗？看電視裡一群群戴着
口罩，面無表情的人潮，來來去去，我們
等待這一場疫情什麼時候散去？始能重見
天日。一方面，把抗疫工作交給了香港醫
務人員，另一方面，還要給站在前線對抗
沙士的老公絕對的愛的支持！絕對的愛的

力量！可以說，當年沙士期間，我與外子
並肩作戰，共患難同進退，而今天我只有
自己一個人對抗這場疫情。
今天，看着武漢封城，看着一個個英勇
人員趕赴前線，看着全國各省的疫情與日
俱增，甚至蔓延到日本、韓國、全世界，
雖有揪心之痛，但我無能為力。
與十七年前相比，我們的手機功能明顯

多樣化且視頻普及了，隨時可觀看好多短
片，有關疫情的影片有嚴肅、搞笑的，悲
觀、樂觀的，正面、負面的讓我們緊貼時
事。回顧沙士期間，香港雖然充滿悲情，
卻同時也充滿力量，人與人之間互勵互
勉！今天的香港充斥怨氣與戾氣！以及那
好像末世紀即將到來的絕望感！搶大米、
搶衛生紙、搶消毒水、搶口罩……儘管香
港政府呼籲，我們有充足的糧食，但市民
不相信！甚至還有謠言說，香港即將斷物
資，將是個孤城，於是更多的人瘋搶、盲
搶，甚至家裡囤積了大量的礦泉水、蒸餾
水！我在臉書上看到相片，某單位陽台堆
積如山的大米和衛生紙，就像萬里長城，
簡直世界奇觀。

我從「沙士」走到「新冠肺炎」
日本、韓國、意大利、中東疫情淪

陷，這是有點始料不及。
香港多個旅行社叫停三月的韓國行

程，保障消費者和員工的安全，消費者不需要「焗
去」，了卻後顧之憂。
除了叫停韓國旅遊，其他地方旅遊又如何？日本線、
意大利線、中東線，都是香港人的熱門旅遊線，很多都
是半年前計劃，交付了訂金。現在疫情在世界各地蔓
延，令即將出行的旅行團添了變數。
兒子和多位朋友半年前已計劃好二月中往北海道滑

雪，酒店、交通車預先付訂，機票也買了。「鑽石公主
號」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日增，家人無不擔心，絮絮不
休自是必然。由於涉及幾家人的訂金和機票，自由行需
要共同進退，誰也不敢貿然說話，唯有觀望疫情發展，
直到出發前兩天，日本疫情有點失控，幾家人坐下來開
會，幸好一致打退堂鼓，家人才放下心頭大石。
退堂鼓打了第一響，第二響的焦點落在我們頭上了。
四月初的非洲之旅，已向旅行社交了訂金，還有半個月
便要向旅行社繳付尾數，觀望的時間其實無多，四月初
外遊有問題嗎？輪到兒子向我們絮絮不休「爸爸你又去
哪兒？」現在要考慮的問題，即使當地沒感染個案，航
機、轉機、當地的河船，都有潛伏的危機，即使一名旅
客有事，全部人都有被隔離的可能，以前沒想到的風
險，在「鑽石公主號」事件上都得到了啟發。誰會願意
在非洲被隔離十四天？不能不慎重考慮。一於有樣學
樣，觀望到交尾數前兩天，才決定是否出行。
本來今年年底，也有一趟美國、墨西哥、古巴郵輪之
旅，這是三年前報的名。奧巴馬在離任前和古巴解凍，
美國的古巴郵輪之旅應運而生，我們就是看中了古巴這
一站；殊不知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前任總統對古巴
的政策，郵輪公司取消了古巴這一站，我們為此去年已
經申請取消該行程。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永恒。看來，我們有必要改
變一下旅遊習慣，計劃也是徒然，不如即興罷了。

爸爸去哪兒？

這幾十天，除了
柴米油鹽醬醋茶開

門七件事，要多添另外更重要的一件
就是口罩了，沒有口罩，甚至開得了
門也出不了門，吃飽呆在家裡，還是
惶惶然過不了日子，雖然有些年輕人
戴得口罩出門，心情還是儼如天之驕
子昂昂然輕鬆舉步，但是滿城不見口
鼻只見眼睛的陌生老年人，仍有不少
眼神裡閃射出今日不知明日事的憂
鬱，更大的憂鬱彷彿還不是擔心沒有
隔宿之糧，而是家中已沒有存放另一
個口罩，今天的口罩戴過不能再用，
到了明天出不了門。
尤其是那些一家之主，家中老少不
出門還可以，自己為了工作必須上
班，不上班還須購物，口罩還不是跟
柴米油鹽般要緊！
偶然有些花甲古稀過
後的年紀，不知是否滿
足於大半生享受夠了還
是捱苦夠了，都抱着活
夠了日子的「瀟灑」，
以半嘲笑全城口罩人的
目光，自滿於自己不戴
口罩視死如歸的勇氣，
總沒想到今日自己的生
命已關連到別人的生

命，一個噴嚏可大可小，每每足以成
為殺人於無形的元兇。
也有糊塗長者，口罩反面向外，口

罩放到鼻子下面，或者握在手中，時
戴時除，不看新聞，無人提點，也真
教人看傻了眼。日前在巴士站排隊
時，聽到前面兩個大叔談話，其中一
個得意得比炫耀身家還要興奮，說他
擁有的口罩一年也用不完，真不知道
他那幾百個口罩怎樣弄到手，很想對
他說，做人要積福，自己平安也得要
人平安。
隨後從港鐵站出來，看到站在路邊

一個疑似接近中學畢業年紀的女生，
口罩拉到頜下，咬着半燃紙煙，那種
異於活夠日子老人家的「瀟灑」，擺
出跟芸芸過路無冤無仇口罩人士「攬

炒」那副德相，無
疑也屬視死如歸一
族。不算無知無識
分子吧，大概感到
人生不如意，不滿
家庭，不滿社會，
甚至悶到憎恨整個
世界，刻意在摧殘
自己，而且這樣的
女孩子看過還不止
一個。

一樣口罩幾樣人

因為女兒新學期要在新校
區上課，女兒便帶着我趕在

開學前兩天搬到了離新校區不遠的公寓。
這次與我們合租的，是和我們一樣來自中國

的訪問學者盼盼和她的兒子奕博母子兩人。和
自己的同胞住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
共同的話題，頓時感覺身心都變得輕鬆起來。
盼盼在內地是大學教授，年紀很輕，人長得漂
亮，亦極聰慧，性格爽直、開朗，待人十分真
誠。「同居」時間不長，我們已經成為好朋
友，常常一同去買菜，做好菜後「拼飯」吃，
飯後一同去散步……
待到大家無話不談之後，盼盼才告訴我，因
為我和女兒要和他們一起住，她便到超市買了
熱水壺等一些我們在中國用慣了的日用品，結
果等我們搬過來之後才發現買的那些東西根本
用不上。大家一商量，便抱着試試看的心態讓
盼盼開車把那些用不上的東西拉去超市請求退
貨。原本以為買的時日長了，購物小票也丟

了，沒有購貨的證明，退貨會遇到麻煩，沒想
到超市的工作人員對盼盼很是信任，二話不說
便很利索地把退貨退款的手續辦了。
其實在澳洲隨處可以體驗那份信任的感覺。

我和女兒第一次到學校外面租房住，搬家過去
的時候房東沒要求看我們的身份證，很放心地
把家裡的鑰匙和密碼交給我們，並把自己的家
人和朋友介紹給我們認識，一點都沒有擔心我
們是壞人。反倒是我和女兒替他們擔心，若是
這樣對陌生人全心地信任，遇到壞人怎麼辦？
我到澳洲後在車行租過幾次車子和女兒自駕

去旅行，每次辦理租車手續的時候，工作人員
都會細細地叮囑要小心駕駛，不要把車子刮
花，還車的時候要加滿油等等，每每到了還車
的時候，卻只需要把車匙交還到櫃枱，就可以
轉身走人，車行的工作人員根本不會去檢查車
況如何，油加滿沒有。以至於我上一次租用的
車子被袋鼠撞壞之後去還車，差點因為怕麻煩
而生了溜之大吉的心。當然，最後還是老老實

實地告知車子的狀況，報了保險定損，沒有辜
負那份信任，亦沒有辜負自己做人的底線。
和日本的火車站一樣，在澳洲的火車站坐

車，站台都是開放式的，可以隨意進出，有的
站台上偶爾有一兩個工作人員，都是為了幫助
乘客解決問題的。香港的一些車站似乎也是這
樣。記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匆匆忙忙地去趕車，
上了車才想起來自己忘了買票，下車後又找不
到地方補票，因為趕時間便放棄了補票，做了
一次可恥的逃兵，至今想起來仍然羞愧不已。
在澳洲唯一的一次不被信任，需要「證
明」，是到商店去買酒。
澳洲的葡萄酒雖然好喝，但並不是隨處可以
買到，只能到酒類專賣店去買。那次去買酒被
要求出示身份證，證明自己已到法定飲酒年齡
的時候，我第一次因為別人的不信任而感到特
別的開心，小小的虛榮心因此而得到了大大的
滿足。在澳洲，信任和「不信任」都讓人感到
溫暖。 （澳洲漫遊記之五）

信任何需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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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華人朋友發來
一個段子：「兒子問正在
關注武漢疫情的爸爸：
「為什麼要讀書？」
爸爸回答：「你讀了

書，就會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
無衣，與子同裳！」看着目瞪口呆的兒
子，爸爸繼續說：「如果你沒讀書，就只
會說：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公元630年至839年間，日本曾16次派

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唐代文化，今日日本留
存大量唐朝遺蹟，其中讓人稱頌的京都，
於公元794至1868年長達1074年，曾為日
本首都，故稱千年古都。這個吸引全球旅
人到日本必定去打卡的城市，深受中國佛
教影響，共有1,500多所古色古香的寺廟及
200餘座神社。包括最負盛名的國寶級廟
宇本願寺。旅人到這兒看唐代風格的獅
子，側面還刻着中國古代堯舜禪讓和許由
潁川洗耳的故事。
堯舜禪讓的故事大家聽過，許由洗耳的

來歷比較不為人知。客串導遊的朋友解
釋：堯帝本想把帝位讓給許由，清高的許
由聽到這建議，感覺耳朵受到污染，趕緊
跑到潁水邊掬水洗耳，遇到好友巢父牽一
頭小牛來飲水。許由將這消息告訴他，並
說：「聽到不乾淨的話，怎麼能不趕快洗
洗我的耳朵呢？」巢父冷笑：「你成天到
處招搖，名聲大了，惹出麻煩完全是自
討，還洗什麼耳朵？你別弄髒這清溪水玷
污了我小牛的嘴呢！」說着，把小牛牽往
上游走去。這真是清高比拚的精彩故事。
京都之前的日本首都是奈良，公元710至

784年，奈良的平城京是核心城市，曾為7代
天皇的首都，當初在規劃擴建時，日本學習
唐風風氣盛，今天回看，可說是「基本複
製」了唐朝長安建築，包括街道名字「朱雀
大街」、大街以西的左京（西京）又名「洛
陽」，以東的右京（也有稱東京，卻非今日首
都東京）則稱「長安」。日本人把奈良視為
「精神故鄉」和「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
更確切地說，奈良是日本文化的搖籃。

奈良公園內的東大寺，是唐朝高僧鑒真
和尚到日本最初落腳，並在此設壇傳戒的
地方，最鼎盛時期有3,000多人在學佛求
法。公元759年，聖武天皇下令為日本律
宗初祖鑒真和尚修建「唐招提寺」。在皇
太子舊宅的基礎上，由鑒真和尚親自設
計，同日本匠師一起按照唐朝寺院的佈局
建造。「招提」的意思是在佛祖身邊修行
的道場。「唐」指的則是唐朝了。可惜76
歲的鑒真和尚於763年在唐招提寺圓寂時，
工程仍未完成。為了保存奈良的原格局，日
本政府規定此地古代建築全不許拆除，現代
建築不准建設，所以不見高樓大廈。結果在
古樸雍容的長安城已日漸模糊並成為遠去的
記憶時，這座仿照中國唐朝都城長安建造的
奈良平城京，是今天想要親眼目睹唐朝風
格建築的旅人膜拜的聖地。
有人說唐朝都城長安的樣貌能夠在奈良

保留到今天，梁思成有功勞。身為中國建築
史學家、城市規劃師、建築師、教育家梁思
成是曾經發動「戊戌變法」的政治家梁啟超
的兒子，著名美才女林徽因的先生。當年梁
啟超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梁思成在日
本東京出生長大。梁思成和中國學生說過：
「日本保存隋唐時代從中國傳去的古建築，
比中國保存的還要多。」梁的一生以致力保
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出名。
另有兩件關於私人感情的事，1941年3

月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對日空戰中陣亡。
這之前10年，梁的弟弟梁思忠在上海八一
三抗戰中陣亡。更不用說日本在侵略中國
時，做出許多惡劣卑鄙的行為，這樣的仇
恨很難原諒和忘記。然而，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末期的1944年，美國對日本進行大規
模轟炸時，梁思成向美軍司令交了一份建
議書，請求保護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
在家仇國恨陰影的籠罩下，梁思成卻堅

持保護敵國建築的理由是什麼呢？梁的寬
容胸襟和國際主義精神顯示在他的解釋︰
「要是從個人感情出發，我恨不得炸沉日
本。但建築絕不是某一民族的，是屬於全
人類文明結晶具體形象的保留。像奈良的

唐招提寺，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之
一，一旦炸毀，無法補救。」作為一個具
有歷史責任感的建築家，梁思成以行動告
訴全人類一句重要的話：「藝術無國
界」。沒戰火浩劫，京都和奈良得以幸
存，才有今天唐風遺韻讓人回溯。
戰後，日本人在《朝日新聞》上以大字

標題奉梁思成為「古都恩人」。2007年，
日中友好協會名譽會長平山郁夫建議為梁
思成樹立一銅像。2010年，奈良遷都1,300
周年紀念慶典上，為梁思成銅像揭幕列為
主要活動之一。奈良古都的城市恩人是梁
思成，文化恩人則是鑒真和尚。日本人把
鑒真和尚稱為「天平之甍」，讚賞他的成
就足以代表天平時代文化的屋脊，也就是
最高峰和最高成就的涵意。鑒真和尚生活
在盛唐的天寶年間，一個無論經濟、文
化、藝術都最為發達的盛世，但他卻答應
到日本傳授佛法。日本在「大化革新」
後，階級關係沒變化，公民徭役沉重，許
多農民不堪重負，剃度為僧，導致寺廟和
僧侶皆無紀律。日本朝廷派「遣唐史」到
中國，要求精通佛法的中國和尚幫忙建立戒
律制度。日本遣唐史問：「我國在海之中，
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雖有法而無傳法人，
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見乎？願師可
能輟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乎！」
有僧人回答︰「彼國太遠，生命難存；

滄海淼漫，百無一至。」唯鑒真和尚回
答：「我曾聽說，南嶽慧思禪師轉世到日
本為國王，弘揚佛法，我還聽說，日本國
長屋親王曾造千身袈裟佈施給中華大德，
袈裟邊繡着偈子『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由此看來，日本
誠然與佛法有緣呀。」況且「是為法事
也，何惜身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
這一點頭，花12年時間，6次東渡，甚至
眼睛都瞎了，66歲才成功抵達日本。
1,500年前，日本送袈裟到中國，帶着這8
個字。今天，中國遭受疫情，日本漢語教學
考試事務局向中國湖北捐贈醫療物資，紙箱
上印着一行小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百百
家家
廊廊

朵
拉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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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小朋友也不能免！
作者提供

■超級市場的大米貨源充足，相信政
府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