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症肆虐奧運何去何從（四）

形勢逆轉，切忌妄言
常言道：人間四
月天，這是春色滿

園的季節。對自然界來說，雨水滋潤
大地，萬物生機勃勃，予人希望；但
對正在承受病毒肆虐的人類來說，此
刻卻是寒風凜冽，而且似乎不知這漫
漫冬夜何時盡。
宅在家中避疫的人們除了學會自學
自娛自我期許外，每天都關注着疫情
發展，也分享相關信息。未來一周
內，新冠肺炎全球感染人數破百萬可
以預見，尤其是一向自視甚高的歐美
先進國家，其中美國單日新增病例居
然高逾兩萬四千宗，令人對這個稱霸
世界一個世紀的超級大國不得不另眼
相看。
如果說，對較早發現它的武漢來
說，新冠肺炎病毒是「攻其無備，出
其不意」，令人手忙腳亂，但對西方
社會來說，有中國的教訓和經驗在
先，本可以及早預防和裝備，卻因政
客的驕橫而錯過良機，以致今日一發
不可收拾，還令病毒反向輸出。
疫情嚴重的意大利，有感在最困難
時受到來自中國的醫療專家幫助和醫
療設施資助等，傳出有意脫歐而配合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如果屬
實或真能落實，當然是好事。然而，
此舉顯然會加劇該國和歐盟的矛盾，

歐盟就難免遷怒於中國。而西方國家
實行民主政體，各屆政府數年後經選
舉更替，不同的政黨上台，往往會推
翻前任一些政策，何況大眾選民常常
是善忘的。
作為正在崛起的國家，在疫情受控

之後，中國在能力所及下，輸出人
力、經驗和物資，幫助或資助疫情較
嚴重的國家，是大國擔當的體現，也
有助增強軟實力，國民看在眼中，自
然增加自信心和自豪感，這是好的一
面。但也要慎防部分網民的「得意忘
形」言論，否則，惹人反感。
這麼多年來，中國人都以吃苦耐
勞、潛心努力著稱，並因此避過招人
妒嫉、引人挑戰的麻煩，爭取到和平
發展空間。時至今日，經濟實力已被
超級大國視為挑戰其獨尊地位的對
手，為了自身利益，對方難免千方百
計遏制你──中美貿易戰就是具體表
現，甚至聯合盟友圍堵你。
本來連任有望的特朗普右翼政府正

摩拳擦掌，卻人算不如天算，一場疫
情「意外」地破壞了他的大計。然而，
無論美國未來政局如何，「遏制中國」
已成民主、共和兩黨「共識」。如何應
對雖然是官方的事，但國民切忌狂妄自
大，避免激化矛盾。畢竟，地球是圓
的，我們都生活在地球村。

現今世界已經是地
球村，人類是一個共
同體，無論你身在哪

裡，一個新冠肺炎病毒，就把全球各
國捆綁在一起。今屆東京奧運因疫情
而被迫延期，參與者及持份者都是大
輸家，但或許有小部分運動員因此而
賺到多些時間，再盡力去操練，以爭
取達到奧運的標準，去圓奧運夢。
今次東京奧運會延期的最大損失者
當然是日本東京奧組委，而除奧運外
的體育活動亦會相應地受到影響，亦
即全球體育賽事程序無可避免地需要
大調整。現東京奧運會已改在明年
2021年7月23至8月8日舉行，代表
明年全球體育賽事的日程表，都會因
東京奧運延期而被迫讓路。對香港而
言，可能影響不算太大，畢竟沒有什
麼很大型體育活動要在香港舉行，但
香港奧委會及香港體育學院仍會因應
情況，再重新作出香港運動員的編排
訓練，以準備應付延期至明年的東京
奧運會。
這次國際奧委會在很短時間內已商
議好延期時間的決定，而各國際體育
團體為要維護「國際奧委會大家庭團
結」的責任，原定舉行的賽事都會配
合奧運作出改動；而因2021年為單數
年，本來就有很多國際性賽事，例如
世界游泳錦標賽、世界田
徑錦標賽、足球歐洲國家
盃等等，而在中國原定也
有三項重要的體育盛事會
舉行：原定8月份在陝西
舉行的全中國運動會、原
定8月16至27日在成都
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
會，及原定6月7日在上
海等城市舉行的足球世界
冠軍球會盃，現全部也要

因奧運延期而讓路，至於延後到什麼
時間，主辦單位們就要大傷腦筋了。
今次因東京奧運延期，除了國際奧

委會、運動員、各單項體育總會受影
響外，商業上的影響也很大。很多贊
助商跟國際奧委會簽訂合約的日期時
限，是在奧運閉幕的日子，即2020年
8月9日結束，但目前要延期1年到
2021年8月8日東京奧運才結束，那
這延續的1年時間應該怎樣計算呢？
就算國際奧委會版權費不變，但各贊
助商會因多1年時間，成本一定會增
加；但另方面也可以說多了1年時間
做宣傳，這樣看又有其好處。
另外在奧運電視版權方面，澳洲媒

體公司Seven West曾經表示，一旦東
京奧運不能如期舉行，他們將要求國
際奧委會退還本屆奧運會的全部版權
費用；上一屆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
電視媒體版權費、國際奧委會收入28
億6千8百萬美元，今屆他們是希望能
達到33億美元，奈何今屆竟發生奧運
首次延期事件，那就未知電視版權收
入能否達標了？
目前香港的奧運電視版權，仍未知

花落誰家。而現在東京奧運延期1
年，那香港各個電視台就可以有多些
時間來重新計劃，考慮如何去爭取播
映權了。

被新冠肺炎折騰了近3
個月，香港防控工作本來
見曙光，豈料歐美大爆

發，突然一大班歐美留學生及移民不惜天
價機票也湧返港「避炎」，又加重港府的
負荷和打亂政府的陣腳，加重管制措施下
對幾大服務性行業再重擊，失業潮來臨，
人的心情自然愈來愈不好，開始有人鬧回
來的人在播毒，對小部分違規不守居家隔
離令的人狠狠鞭撻，只能無奈苦笑。違規
當然不對，抵鬧！正反映出在外面自由慣
的孩子回到要守規矩的地方是要時間適
應，大家不用太狠毒，他們在外國已經受
歧視了，互相體諒吧。
相信這場大瘟疫除改變了世界格局，也

改變了不少人的世界觀、價值觀。處理疫
情暴露了多個國家的實力與弱點。最深刻
當然是見識到世界各國醫療系統的先進程
度、應變能力、醫療人員的水平。其實你會
發現過慣太平日子的人都犯同一個毛病「輕
視」，當亞洲區正在急如星火抗疫時，歐美
人在隔岸觀火，繼續無防備意識地生活。如
今面對疫情失控，領導人一樣是手足無措。
有生活經歷的成熟人早明白外國月亮不

是特別圓，但他們完全沒有想像到那些自
認先進的國家醫療那麼差勁，外國政府又
那麼無能，泱泱大國竟然是會用放棄對年
紀大的人的醫治，任由他們病死。英國首
相是要讓國民靠自己治癒，抵抗不了就死
罷。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在記者會上公開
說：「專家認為美國將會有220幾萬人死
於疫情，在他領導下若新冠肺炎死去10萬
人已經很不錯。」言論真的令人震驚。美

國人口多少？中國人口多少，中國目前只
死了幾千人，美國目前已死數千人，全球
第三。特朗普竟認為死10萬人已經很不
錯。你按比例算算就知誰處理得好了。
以前，在中國發生災難、事故發生、死亡

事件的時候，常聽到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冷
血地講句︰「中國人口多，生命不值錢的；
中國政府眼中人命不重要。」真的很氣，
但反駁他們都冇用。沒錯，以前中國可能
有人為救頭牛不幸犧牲，在災難中可能有
年輕解放軍、消防員、警察、醫生為救位
老人家而犧牲，以等值來算是不划算，但
他們是表現出對國家、對社會忘我和奉獻
精神，這比西方的「最重要是首先保障自
己生命安全」的思維完全不同。然而生命
誠可貴這已經是人類的共同價值了，如今中
國是大國崛起的年代，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國
民，中國人的命當然值錢啦。
看今次事件，你見到國際上各國的政府

是如何救治國民，動用國家之力支援，不
分老幼皆搶救，患者醫療費、隔離者測試
費膳食全免費，一名醫療隊伍的醫生透露
一名危重症患者的醫藥費大約74萬元人民
幣。內地政府對新冠肺炎患者（不包境外人
士）免費治療。歐美人呢？一切全自付。導
致許多人就嫌費用貴不去醫治，華人湧回
國，起碼有事國家不會見死不救，現在知道
誰的生命值錢了吧。馬雲說得好，「今天的
世界，充滿着各種觀點，各種看法，各種雜
音，任何人不應該對無助民眾求生求救的
呼聲冷嘲熱諷、坐看笑話。相信疫情過
後，世界會看到的是善良的中國人、勇敢的
中國人和擔當的中國人！」

誰敢再說中國人的命不值錢？
既然忙於抗疫，不如安靜；既
然沒有淨土，不如放棄。
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大爆發

後，香港人不願安靜，也沒放棄旅遊。幾批在南美
秘魯和非洲摩洛哥的港人，因為當地航空封閉以致
滯留，他們要求特區政府包機接載返港。
此事引起頗多市民的回響，首先有人反對政府安排

包機接載，理由是他們「明知犯險」，在世衛已宣佈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後，他們仍執意出行。而且，
有部分人去到秘魯，還大張旗鼓宣揚「港獨」，因
此有人認為，政府不應花費納稅人的錢接他們回來。
「明知犯險，執意出行」，此言也未必公平。南

美長線團都會集中在每年二至三月旺季，報團有些
早於一年前，而且在出發前個半月已繳付全費，南
美二十四天團的團費，為數十幾廿萬元。他們在三
月初出發時，南美、非洲疫情並不嚴重，特區政府
仍未對歐美發出外遊警示，不少歐美團也照樣出
發。在此情況下，消費者不會貿然放棄昂貴團費，
唯有焗住出發。直至三月中旬，港府因應全球各地
疫情急劇變化，對所有海外國家發外遊警示，呼籲
市民避免所有非必要外遊計劃，此刻南美團和摩洛
哥團已在旅途上了，遇上航空封閉的罕有情況，實
是措手不及的。所以指責這批人「咎由自取」，也
不全對。
至於有圖片顯示，有個別人在秘魯宣揚「港

獨」，行為令人不齒。事實上未必滯留的幾批人都
是「港獨」分子，即使全是，程度也有不同。中國
當地的領事館及時的協助，也有利部分人對中國政
府和特區政府的看法轉化。救人不應政治化，就如我
們要求醫護的專業操守一樣。
特區政府即將包機接載他們回港，相信大部分

市民都認同，要收取一定費用，這也符合用者自
付的原則。

包機應收費

表親到外地公幹
後返港，回到自己

家中自我隔離第二天，便收到香港政
府打來電話，問話的女士聲音清脆溫
婉，先問他是否在家？家中有沒有家
人陪伴？到家後有沒有去過什麼地
方？健康狀況如何？有沒有發燒？咳
嗽？腹瀉？是否需要心理輔導？有沒
有長期要吃的藥帶得足不足夠？不够
的話政府就派人幫他買，表親笑說差
點沒問他夠不夠錢用？（哈哈，給財
務公司帶來靈感了。）也沒問他平日
吃慣什麼好東西？需要外賣遣人送上
門，可是以上問話，細心程度已足以
令表親感動不已。
我們還以為是什麼問卷調查之類的
錄音，每句問話只要答有或者沒有，
答「有」按1字/「沒有」按2字之類，
出自真人發問，政府要做的工夫
也就不算簡單，尤其是最後問他
有沒有長期要吃的藥帶得足不足
夠，不够的話政府就派人幫他
買，有時候最親愛的朋友和親
人，就算如何體貼，大多只問過
先前幾個問題，也未必想到問他
帶藥足夠不足夠，何止醫者父母
心，這才是政府愛民如子高度的
親切表現。
表親說前些日子公幹比他先回

港的同事，也談過入境時辦手續的經
歷，當知道自己出現陽性反應時，最
擔心能否適應檢疫中心裡頭的環境，
心情惡劣到不得了，想不到預設臨時
隔離屋室內的佈置，光線充足而一塵
不染，自己居住的地方，從來都沒有那
麼潔淨過，平日看慣的示範單位都沒有
那麼完善，盥廁水電齊全不在話下，床
褥手巾牙刷全新之外，一切日常家居主
要用品無不齊備，最沒有令他失望的
是，還裝置了Wi-Fi，帶來的手機和電
腦不愁沒有用武之地，那種有如新居入
伙的感覺，才令他安心下來。
表親和他的同事就是對政府某些措

施有過不滿，經過這次新冠肺炎考
驗，終於體驗到什麼是患難見真情
了，相比西方其他國家對病患者的冷
待，已看到了我們政府優秀的一面。

從一個電話說起

這些天來一直在聽一首老
歌：《故鄉的雲》。

年少的時候很愛聽這首歌，大抵是因為彼時
還懷有一顆粉紅的少女心，極為迷戀歌曲的原
唱者費翔，那個早年在中國比較罕見的生得十
分俊俏的混血兒，聽着那動人的聲音，少不更
事的心裡，只有對唱歌的英俊男子那淡淡的滄
桑感生出的幾分心疼。而今，當自己被困在異
國他鄉，在深夜裡找出這首歌循環播放，一遍
又一遍地聽「天邊飄過故鄉的雲，它不停地對
我召喚，當身邊的微風輕輕吹起，有個聲音在
對我呼喚，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遊
子……」的時候，卻禁不住地潸然淚下了。
或許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抑或是自

己已經到了一定的年紀，被困在異國他鄉一時
半會兒無法返鄉，終於讓一向還算淡定的我無
法淡定了。費翔在歌裡唱到的「踏着沉重的腳
步，歸鄉路是那麼的漫長」，正是本呆如今面
對的現實的真實寫照。
最初只準備到澳洲陪女兒過春節，原打算過

完節即飛回去返工，所以出發時就已經訂好了

二月份回國的機票。然而年後因疫情緊張，全
國範圍的又是停工又是停學又是禁止出門，再
加上原本定好的飛往香港的航班亦被取消，便
乾脆重新改簽了四月底的航班，留下陪女兒過
完假期。誰知這一留下，便是應了那句「計劃
沒有變化快」。
到了三月下旬，香港政府頒佈了非港人不能入

境的新規，我改簽的飛往香港的航班再次被取
消，無奈之下，又退票買了四月初經吉隆坡中轉
回深圳的機票。退票的過程相當的艱辛，即便是
因為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退到手的票款卻由原
先的幾千元變成了幾十元。彼時由於歸心似箭，
亦無心追究票款的問題，一心期待着無意中提前
了的歸期。然而接下來卻等來了令許多滯留在海
外等待回國的中國人「蒙查查」的重磅消息：中
國頒佈了新政策，規定每個國家每家航空公司每
周只允許一趟航班往返中國。如此一來，我這
「浪跡天涯的遊子」便真的是插翅難飛了。
難飛也要飛。新買的機票卻又在出票僅五分

鐘後就宣佈該航班取消，這次取消也十分詭
異，因是中轉，前半程飛吉隆坡的機票取消，

後半程由吉隆坡飛深圳的卻堅決不退票。大抵
是售票的代理商以為我可以長翅膀由西澳飛去
吉隆坡乘機返回深圳？其實就像疫情爆發的最
初就有人開始利用口罩、防護服發國難財一
樣，在人類的歷史上，無論經歷怎樣的災難，
總少不了那些渾水摸魚的人存在。如此一想，
便心安了。內地親友們關心的信息發來，便是
一律回覆那句「君問歸期未有期」，本呆還在
地廣人稀的西澳安心地寫我的新小說。
早期淡定無比的澳洲總理也和本呆一樣地不

淡定了，才宣佈了學校不許停課沒幾天，疫情
緊張起來，大抵是害怕打自己的臉，又緊接着
宣佈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上課與否，接着便是各
地封州，請澳洲人民呆在家裡自我隔離，並且
每兩周發給1,500元澳幣。本呆不屬於能領取
1,500元澳幣的人口範疇，面對日益高漲的菜
價，只好回歸中國大媽的本色，開始勤勞地在花
園種菜。畢竟等待疫情過去和等待回國的日子都
很漫長，只坐在房間寫字的日子也不大好過。
幾天過去，種下的一盆大蒜生出滿盆嫩綠的新

芽，也生出了滿盆的新希望。（澳洲漫遊記之十）

回不去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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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作家普里什文
說，光和水的春天是從
每個人的眼睛開始的，
然後很多人就會奔出家
門到曠野裡擁抱大地。

是的，光和水是曠野的靈魂。陽光給大地
帶來動感明亮的屬性，但僅有光不行，還
要溫潤的水與植物的根結緣，慢慢從地氣
中抬起一針葉的綠。終於有一天，桃枝上抱
着香喊：「開了，生命的翅膀張開了！」
春從哪裡發軔？水何時變得着輕盈，冰
何時不再堅硬？水聽得見光的問候，但是
寒冷何曾有過溫情。在光的帽子上，一定
插着太陽王子的命令。水的眼睛不會靜止
不動，瀲灩的搖動，那本身就是一種無休
止的旅行。太陽啊太陽，我不知道，水對
於冰的融化是何種心情。不過我清楚，光
駕着熱情，就是你的開路先鋒。
明亮刺破凍土層，根和種子已然覺醒。
是誰在議論第一滴水的風情，泥土說：
「寂靜的田野，正不息地追逐濕潤的恬
靜，夢要湧出綠色的笑容。」是啊，乍暖
還寒時候，微小的生命在遲疑中躊躇退
縮，真的還沒有學會從容。
一滴水或一湖水的心境，正拉着一車盛滿

陽光的桶。駕着冷雨的辟啪聲，去安慰綠的
激動。花兒也開始憧憬，怎樣把金燦燦的
朝霞，放到花蕊之中。早春的風，不知站
在寒冷的陣營，還是歸屬溫暖的舞隊，就
像我在黎明前夕，仰望夜露濃重。光與水
的第一個激情碰撞，如同青年男女的熱吻
久久蕩漾在夜空。誰知道這樣怦怦跳的心，
該怎樣去盤活呀？一顆、兩顆、三顆，水滴
滲透，陽光正好，落到種子裡，終於炸裂了
懦弱，也震顫了燕子的那根神經。所有的
燕子都像雨兒一樣飛，所有的花兒都像蝴
蝶一樣瘋。光與水的心境，是用散漫的詩
情呼喚春雨的一次次降臨，是讓更多小草
長出新芽，像一章章的詩經。
佇立在生命旅程的起點，春天的歌謠逐

漸把夢想打開，折下枝頭盛開的花朵，笑
着插在髮髻與心靈的情懷間。是什麼撩撥

我淺淺的秀髮，啊，是溪水淙淙流淌的笑
靨。海棠、草莓、玫瑰、茉莉、月季、牡
丹花，像花趕趟一樣，跳動着光與水的串
串彩鈴，流淌着晶瑩清澈的涓涓笑意。天
空的幸福，穿一身藍；大地的幸福，陽光
如鑽石般耀眼璀璨；水脈的幸福，像甜蜜
愛情一樣，向根繫汩汩注入感動。
我懂了，光和水怎樣把街頭一樹樹的櫻

花開得那樣燦爛，原來櫻花就是薄霧與陽
光中簇簇深情的結晶。繁盛的櫻花，像孩
子一樣，使薄霧與陽光看起來更加明秀和
亮麗。遠方的梨花溝，也彷彿聽到了號
令，雪亮的白——如同天宮女神的玉質羅
綾。太陽那刺亮的光芒，在水汽氤氳的早
晨，令人振奮，蕩人心旌。壯闊的雪白，
被金色光芒和白色水霧所掩映；挨近了，
近了，終於目睹了真容。站在樹下，晨光
從白花與綠葉間篩落，那些黃嫩的小葉彷
彿小童頻頻誦經。
轉天再來看梨花，天上飄起了雨絲。鑽入
林中小屋，透過對面的兩扇窗子，我眼前是
梨花溝的花海，我看見烏雲擦着花海，猛烈
地撲過來，空氣是多麼涼爽呀！一隻黑蜘蛛
從房頂垂下來，倒懸在窗口當中。遠處的車
燈和水一起奔流，陽光隱沒得無影無蹤。
哦，今天不是陽光和水的聯袂出場，先以水
的滴答和耐心澆灌根的飢渴，然後再去兌現
與陽光相遇的約定。
是這樣的，陽光與水的遇見——全力充當
着色彩與生命的領袖，賜予動植物感恩的淚
花閃動，那眼淚悄然滑落，像極了夜空中的
流星。任何生命在世界的夢中，都能看見光
和水的盛景。風吹動雲變得輕盈，而陽光卻
讓心如止水一般寧靜。濕潤、完美、光潔、
純粹，生命的飛翔不憑借空氣，而依憑陽光
增強真善美的祥瑞和安寧。
三天後的正午，陽光旖旎，空氣是透亮

的，河水是透明的，一些奇異的倒影，在
光和水的晃動下如水草一般生長。春天正
以光和水的偉力，裝載起藝術家的語言盡
力詮釋生命的光芒。光和水所締結具有生
命張力的美，既給現實的生命以淨化，又

成就了凡俗生活的迷離爛漫。光和水的秘
密，是一切生命榮發的合奏，默契互動，
流轉輪迴，抑或奇峰突起，抑或璀璨神
奇。庭院一片陽光嫵媚，小園裡水汽蒸
騰，光線折射的光圈令人迷醉。香椿綠芽
低頭看樹下的薺菜，它們不由相視一笑，
真是心有靈犀，選擇了毗鄰而居。一牆的
紫丁香，正開得如火如荼，更多的生命因
光與水的潤澤而甜蜜激動。新冠肺炎疫情
像一條鑽心的蟲子，可太陽依然升起落
下，好像一切都沒有變更。此時群星在小
園裡漫步，露珠被輕風撩開，芳香的寂靜
像清泉一樣湧動。
大地返青，掠過水面的天鵝正在北返途

中，散落於天地間的明淨能夠穿透心靈。
再沒有哪種植物像初生的小草那樣獨自綻
放寂寞，羊群則以啃噬的方式照亮歡快的
河水。隨着春韻裡的潮濕氣息瀰漫開來，
燕子開始不停地啣泥，築巢時還不忘捎帶
叼上幾瓣落花。燕子在簷下的小小葺居，
用喙液點點黏合，不由人駐足嘖嘖稱讚。
我回望燕子在空中矯健掠影，你來我往，
滑翔若夢，靈動了北方大地的敏感神經。
光和水的心境，與春光裡隨風變幻的花

朵、綠意漸盛的樹叢一樣，都是演員，每
個點位都要從不懈怠，才勾畫出一幅難以
言傳的美景。物象與心靈的互相轉化，重
在會心之處相得。盈盈水波、煌煌光影，
或默然沉靜，或玲瓏剔透，或圓轉如意，
或有放有收，讓人領悟很多。因寒而遲，
依熱而榮，左右顧盼有景，曲徑方可通
幽。光和水的心境，讓人的思緒回到大
地，回到生命的初始。詩意的泉水，在我
身邊輕輕蕩漾，當用心靈去傾聽，思想變
得睿智，情感日益厚重，即使身處陰霾心
中亦自有光明。其實，在光和水的心境
裡，等待積蓄與投入熱情各有價值。希臘
神話中西西弗斯必須每天推動巨石，卻從
推動巨石的過程中——獲得了戰勝苦難的
快樂。當將生命的等待——當做一種冶煉
去承受，讓光和水在身邊時刻叮嚀，命運
因潛伏也可逆轉甚至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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