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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令佔據傳統優勢的美國感到受威
脅，所以，她只好不斷製造事端，發
動盟友圍堵潛在競爭對手，並污名化
和矮化之，作為最國際化的中國城市
兼特區的香港就成為「代罪羊」，把
自由、法治的香港描繪如「政府無法
無天、人民隨時被害」般。
諷刺的是，這些自大無比的西方政
客對時下最重大危機的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卻束手無策，把國家搞得烏煙瘴
氣，漠視國民生死，自顧不暇，卻假
惺惺要接濟「香港難民」。看了都想
笑。
想起以前在港大深造時，由於學系
經常舉辦相關的新聞研討會，我們常
有機會跟西方通訊社、各大報章或電
視台資深新聞工作者交流，從其豐富
的採訪經驗、見聞以及人生閱歷中受
益不少。但我們也發現，西方記者言
談中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優越感，總以
大美國視角看亞洲事務和文化，開口
閉口「民主」。
課後交流時，這些被派到亞洲採訪
多年，乃至後來脫離原來服務機構的
前記者也承認，當他們愈來愈了解亞
洲社會及亞洲人的想法，並如實報
道，稿子發回總部編輯時，角度或部
分內容卻被修訂了。這當然令他們感
到挫折，但「國際新聞或國際輿論」
就這樣形成了。

澳洲已進入冬末，為期一
個月的寒假快放完了，女
兒擔心自己到時沒有時間
陪我外出遊玩，便趕在開學前帶我去了一趟
Fremantle。
Fremantle 是個小鎮，離我們的住處很近，
坐火車轉大巴過去也不過一個小時的路程。女
兒告訴我說那裏有一個童話般的集市，於是
去的路上我便一直在想像童話般的集市的模
樣，到最後卻是滿腦子的《斯卡布羅集市》歌
曲的旋律。
與澳洲別處那些有着歷史沉澱的小鎮一
樣，Fremantle 的街道上亦有不少十九世紀的
建築，有的甚至因年久失修荒廢在路邊，讓人
忍不住擔心到了夜晚會不會從裏面飛出一個騎
着掃 帚 的 黑 袍 女 巫 。 我 們 去 的 時 候 陽 光 明
媚，街邊的青草地上一群雪白的鸚鵡旁若無
人地在啄食樹上落下的果實，街道兩旁有許
多散發着濃郁的文藝氣息的小店。女兒去過的
那個童話般的集市在小鎮的中心，大抵因為
疫情的緣故，在她印象中熱鬧無比的集市如
今只有零散的幾個行人，偌大的街道上僅剩一

伍呆呆

我們進入了酷暑

溫頓在布拉格

微雨，有陽光，天色灰
灰的，溫度只有3度的冬
日，一群作家下了地鐵，
朝大路走去，目的地是布
拉格國家博物館。
冬日走路，最怕有風拂過，有人形容冬
天的風像刀子劃痛人的臉，終於明白如此這
般的「冷」是怎麼回事。幸好人多，大家說
說笑笑，愉快的言談離文學很近，也起了小
小爭執，不影響心情，步伐偶爾離導遊太
遠，便停路邊，等後邊的人跟上來。朝橋下
望去，好像是鐵路，指着遠遠有拱門像隧道
口的地方，問布拉格的朋友，那是哪裏呀？
布拉格火車站。原來我們站在鐵軌上邊
人和車行走的街道上。溫頓火車就在這個時
候突然向我衝過來。也不能這麼說，還沒到
布拉格之前，溫頓火車就在我的腦海裏盤桓
迴繞，這一趟到捷克出席國際華文文學研討
會，我其實是帶着溫頓火車來的。
戴眼鏡的溫頓就在火車站，行李箱擱地
上，他懷裏抱個小孩，手牽着緊跟他身邊一
個較大的孩子。多年前女兒菲爾自捷克度假
回來，同我描述這樣一個畫面，溫頓就定格
在我心裏了。這時地下的火車嗚嗚嗚地啟
動 ，卡嚓卡嚓徐徐緩緩朝我們開過來，然後
快速穿過橋底下的鐵軌，儘管看不見，卻聽
到火車輪子飛快輾過鐵路的轟隆轟隆聲，
漸行漸遠，這一趟列車是往倫敦開去的嗎？
火車載走搭客，佇在月台上的溫頓和小孩，
相信都還在。溫頓不只在捷克火車站，他也
在倫敦火車站，同時，遙遠浩瀚的太空中，
一顆由捷克發現的小行星，亦以溫頓為名。
溫頓，倫敦證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員。
1938 年聖誕節前夕，打算到瑞士滑雪度
假，接到朋友邀請，他轉飛布拉格。當時德
軍已踏進捷克北部，25 萬難民爭先恐後湧
進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的布拉格。
到了布拉格，他親眼目睹難民的無助和
絕望，尤其無辜無知的兒童，父母萬一出什
麼事，孤立無援的孩子只能坐以待斃。他決
定幫助孩子逃離布拉格。這一年底，英國發

琴台客聚

由中央主導的
「香港國安法」實
施，給社會帶來新氣象，也穩定人
心；與此同時，在美國施壓下，西方
陣營國家也紛紛從表態做姿態，到採
取實際行動，比如實行制裁、中斷引
渡協議等。這在超級大國刻意壓抑崛
起強國的背景下，也屬正常。
我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政壇
及其傳媒。當時是兩個關係最親密的
前帝國──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
戴卓爾夫人合演一場大龍鳳，把時任
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捧上了天，尤其
是美國媒體，更充分利用軟實力──
從美蘇第一夫人着手，把戈爾巴喬夫
夫人蕾莎塑造成謙遜、知性、優雅以
及「共產蘇聯婦女的新典範」，並刻
意將她和跋扈、庸俗、氣焰囂張的里
根夫人南茜比較，更將兩人的衣着放
在一起品評，把南茜氣得七竅生煙。
這可以理解為媒體對盛氣凌人的南
茜不滿，也可以解讀成是媒體和政府
達成「統戰默契」，爭取「東方陣
營」老大哥的心。後來蘇聯瓦解的事
實也證明了這做法──瓦解後的各個
加盟國獨立了，但「東方」的整體實
力被削弱了，成就了美國一國獨大近
30年。
今日中國從經濟、科技、軍事等實
力都在加強，全球外交影響力益增，

呂書練

書聲蘭語

獨家風景

國際輿論

朵拉

除了保持座位一 話何必一定見面才說？就算初戀情人
定距離，總覺得食 約會，看他或她自拍的影片，便好看
肆就是「限聚令」8 人/4 人分別也不 過他或她吃飯的樣子，尤其是男生吃
飯時最易露出醜態，猴擒飢渴那副異
大，就算縮減到兩人又如何？
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比任何國家任 相固然難看，舔在嘴角邊的飯粒多少
何城市的人都特別愛講話，普遍在人 也壞人胃口；女生姿整作態也好看不
多狹窄環境成長的一群人，由於怕說 到哪裏，當公司可以容許僱員在家工
話聲浪沒扯到相當分貝對方聽不到， 作，學生都上網學習了，為什麼有話
說話早就習慣雷貫入耳，忘形時也不 偏要等開口吃飯時才說？
一家人不開火爨，長年累月外出吃
自覺口沫橫飛。
飲食聚會，就是這樣養成一口二用 飯，有話在家說夠好了，何必把話留
老習慣，朋友約同一起聚餐時，主要 到外邊飯桌上才說。食不言，不止為
也不在於民以食為天，認為邊食邊說 防疫，也有助腸胃消化，香港人胃病
才吃得夠滋味，所以 12 人一圍枱要講 一半也多由於吃飯時少用牙齒多用舌
話，兩個人還是要講話，總是枱上擺 頭講話害出來；尤其是最愛飯前教子
滿山珍，還是不說不痛快；兩個人對 的虎媽，一頓飯每每令到自己食不知
酌時，話題集中，尤其更加容易談到 味，兒子滿肚抑鬱，有何得益？最近
興高采烈，一時失控，傳疫機會比起 就出現家庭確診個案了，這便是「限
聚令」管不到的意
12 人遠距離更危險
外之失。說到底，
得多。
還是食客閉口自律
「限聚令」最好兼
最要緊。
限談話，食肆內高舉
無疑，香港人
「食不言」三字大橫
長壽，多少與好說
額，提醒食客自警，
話有關，但是疫症
古人食不言真是不無
橫行日子，飯聚時
衞生道理。真的，有
了手機，老朋友談話 ■「食不言」這三個字，殺不少菌 少說話，也不失為
已經那麼方便了，有 也防疫！
作者提供 養生養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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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許多的自由，有兌換外幣的自
近日清晨到尖沙咀海濱
長廊看日出，從天星碼頭 由、隨時把財產匯出國外或從國外匯入香港
廖書蘭
走到紅磡碼頭，沿途路人 的自由、出入境的自由、移民的自由、求學
稀少，清風拂面，浪濤有節奏地輕拍岸堤， 的自由、語言的自由，其他日常生活所需，
海面上有兩三個人晨泳，環顧這麼美麗的海 一應俱全。香港總共有 18 個行政區，每一
港、兩三代人辛苦經營的東方之珠，是否就 個區都有完善的設備，如學校、醫院、老人
院、幼兒園、商場等等，全世界的食品衣物
此黯淡無光呢？
遠望太平山頂雲霧繚繞，右邊是上環的 等物資都能在香港買到，衣食住行豐儉由
港澳碼頭、中環的國金大廈、滙豐銀行、長 人。可以說，香港是世界上最富庶、最自由
江大樓、中國銀行、政府大樓、灣仔會展新 的城市，人人嚮往的天堂，而去年的黑暴摧
翼、中環廣場、鷹君中心、銅鑼灣的中央圖 毀了自「南京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至回歸
書館、一片綠野的維多利亞公園，再走過去 祖國 23 年後的今天一共 178 年（1842-2020
是北角……不遠處老鷹穿梭在高樓大廈間 年）祖輩們克勤克儉胼手胝足所建立的美好
低飛而過，這一刻我發覺我城是多麼的美 家園，令人扼腕痛心！
今年端午節前的一個星期（6 月 17 日）香
麗！「她」不僅僅美麗，「她」還有光環，
美麗背後是前人辛勤的血汗；光環的鑄造是 港的天空出現雙道彩虹，奇幻奇美無比，我
華洋和諧拚搏的成果，這座城市是我生命如 也跟着高呼香港好運來了！有一位高人卻沉
花朵般綻放得最絢麗的時期，是我一生中最 實地告訴我︰「外圍的彩虹叫霓，內圍的彩
虹叫虹，凡霓虹出現乃不祥之兆，例如天災
重要的驛站。
看！我們的城市規劃先進，世人稱讚， 人禍！」我不信！我大聲地說︰「香港的天
交通四通八達，大廈與大廈之間有無數的有 災人禍還不夠嗎？！」他低聲說︰「還沒有
蓋天橋連接，為我們遮風避雨，市容整潔、 到底！」我還是不相信！
而今我執筆之日是本月29日，疫情第三波
海岸線美麗、治安良好、教育程度高，是世
大爆發，又有 118 人確
界前列的金融中心、航運
診，已連續 8 天每天都
中心，貨櫃碼頭吞吐量位
超過 100 人確診，天天
居世界前列、摩天高樓大
都有幾位老人家去世的
廈林立而保持簇新、生活
新聞，讓人鼻酸，這顆
自由開放、舉世著名的低
東方之珠正面對最嚴峻
稅率（沒有遺產稅）、醫
的考驗，縱然霓虹出現
療制度完善、平均壽命列
警惕我們要自強自立，
世界之冠……在眾多指標
中，香港屬於世界城市的 ■我城我愛，暴風雨走了黎明就會 要撐得住！要挺得過
來。
作者供圖 去！相信宇宙力量！
佼佼者！

公司有職員請病假，說是感
冒，這下子牽動了大家的神經。
職員為安全計，自己去了診所作
核酸檢測，等候結果的日子，全部門同事也是誠
惶誠恐的，不敢跟自己家人說，等了一天，未有
消息就是好消息，再等一天，報告證實陰性，部
門同事有感「一天光晒」。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卻是禁足的星期
天，現實沒有「陽光」，只有陰霾。
與朋友通個電話，他剛下樓敘天倫，因為疫情
需作家庭隔離，兒子一家駕車來到樓下，祖孫只
能隔着玻璃窗揮揮手，拋個飛吻，以解相思之
苦，孩子的天真，帶來勃勃生機；朋友下樓的同
時，竟得知同座有住客跳樓，頓時心情沉重，匆
匆回家繼續禁足。
日子難過，有人選擇面對，也有人選擇了逃
避。我總是這樣想，明天活得如何，全看今天怎
麼過，過好今天，就有明天。明天，要去醫院作
年度身體檢查，護士先來電話查詢健康情況。
護士問︰「最近一個月可有離港？」離港於我
們，已經是一個夢想了，離港要隔離，回港也隔
離，誰會受這罪？護士又問︰「最近可有接觸過
確診者？」這真是天曉得的問題了，確診者在哪
兒？我也想知道。護士又問︰「這兩天體溫如
何？」自覺沒有不妥，自然沒量體溫，我只好打
趣說，因為沒有往外跑，沒有商場體溫員為我量
體溫。
剛看新聞，一個建築公司有多人感染，又多了
一個感染群組，員工的家庭成員都成了密切接觸
者。正是今日不知明日事，擔心也多餘了，本土
感染這麼狂，梗有一個在附近。管好自己，保護
家人，不連累朋友，對社會作出貢獻，原來就是
這麼簡單！

方芳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連盈慧

「限聚令」
之外

過好今天，就有明天

百百

東京奧運會舉辦 近三分之一。以現時的情況推算，到
了兩次奧運倒數計 下年奧運時就算日本疫情控制得好，
李漢源
時一周年活動，這 但外國選手入境檢疫也會構成難題。
多少有點不是味兒，而更尷尬的是， 東京奧運運動員數量 估計有 11,091
誰也保證不了再過一年是否就一定能 人，殘奧會運動員4,400人，還有各國
奧運代表團、教練團隊、醫療衞生團
如期舉辦奧運會……
日前（本月 23 日晚），在東京新國 隊、官員、贊助商代表、國際奧委會
立競技場內，日本著名游泳運動員池 邀請各國貴賓政要參觀比賽，還有我
江璃花子，在場地中央舉起奧運聖火 們這一班約一萬名的體育傳媒記者製
燈，眼神中充滿期望地說：希望聖火 作人，日本民眾普遍都擔心，一旦世
永續，燃點下去。她是日本 2018 年印 界各地人員大規模入境，可能會導致疫
尼雅加達亞運會六面游泳金牌得主， 情反彈，其中不少聲音更直指現時疫情
但卻在去年 2 月得知患有白血病，經 較為嚴重的國家和地區：例如美國、巴
過了一年的治療，今年 2 月病癒，再 西等地方的代表團會帶來病毒。
投入訓練，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是極
東京奧組委已經向國家衞生部門提
渴望能再次出征奧運會，在自己的國 出，希望盡快制定一套入境防疫標
土上為日本爭光，贏得獎牌。
準，以確保東京奧運會能免受疫情的
雖然 IOC（國際奧委會）拒絕研究 陰影籠罩，避免再爆發的風險；同時
明年奧運會否被取消的可能性，但在 亦提出是否可以請所有各國代表團能
客觀環境下，東京奧運會目前必須面 提早入境作檢疫隔離，然後再參賽。
對東京民眾支持率驟降、贊助商續約 具體而言，今屆東京奧運會賽事必然
意慾欠奉、世界各地運動員入境檢疫 會「瘦身」，包括要求世界各地代表
標準難制定這3大難題，如果這3大難 團減少參加人數、削減國際記者採訪
題不能有效地解決，東京奧運會仍存 名額、限制入場觀眾人數，甚至連開
在被取消的可能。
幕及閉幕禮規模也要
對於東京民眾不大支
縮減。
持奧運會，相信東京都
在這種情況下，
知事小池百合子是有能
國際奧委會明白這
力挽回東京市民重新支
種「瘦身」策略是
持的；而贊助商續約的
勢在必行，沒辦法
熱情欠奉，也相信可以
中的辦法了，但仍
金錢解決，也就不成問
希 望 開幕 禮 能 保 持
題；唯獨最難解決，亦
具有規模性的儀
最難預測就是這個新冠
式，因為如果東京奧
肺炎疫情。到目前為止
運會賽事作空場舉
日本疫情仍然屬於嚴
行，將會失去奧運會
峻，單是本月 22 日，
的意義。我想，全世
日本就新增確診個案 ■日本游泳運動員池江璃花 界愛體 育 愛 奧 運 的
795 人，創單日新高， 子主持東京奧運倒數一周年 人 都 不 希 望 見 到 此
東京就佔 238 個案，接 燃點聖火儀式。
作者供圖 情況出現吧！

方寸不亂

源於奧運

東京奧運無所適從（二）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起「難民兒童救援計劃」，允許 17 歲以下
的未成年兒童進入英國，條件是必須在英國
找到寄宿家庭，並繳付 50 英鎊保證金。溫
頓決心設法將孩子們送往英國。他在下榻的
酒店餐廳成立辦事處，登記兒童難民名單，
過後返回英國籌集孩子們的旅費和保證金，
為孩子尋找寄宿家庭、辦理各種需要的文
件。1939年3月至9月戰爭爆發前，他一共
安排了7班火車，成功從捷克接走669名兒
童送到英國。
這件不可思議的大事，溫頓沒對任何人
提起。1948年結婚，3個小孩長大，全家在
倫敦過平靜平淡的生活。1988 年，妻子整
理閣樓，發現一本泛黃的剪貼簿，裝着舊明
信片、照片、英國官方信函等相關文件，包
括一份記錄所有獲救孩子姓名的「溫頓名
單」。將這個秘密保守了半個世紀的溫頓建
議妻子扔掉，「這些東西已經沒有意義了。
」妻子回答：「你不能就這麼扔掉，它們
是孩子的生命。」震驚和感動交織的妻子將
剪貼簿給了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歷史學家，報
紙開始報道這個之前完全無人知曉的溫頓
火車事件。79 歲的溫頓受邀到 BBC 電視
《這就是人生》演播室。當主持人講述完溫
頓火車的歷史事件後，問一聲有誰是當年的
孩童？坐在前排的人站了起來，原來 BBC
電視台把當年獲救的部分小孩請到現場。
在這叫人感動流淚的場面，也流淚的溫
頓卻說︰「和戰爭本身比起來，戰前的一切
都不值一提，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沒說
而已。」在669名兒童成功逃離納粹魔掌70
周年紀念的2009年9月，一列溫頓火車從布
拉格開抵倫敦，幾乎所有溫頓小孩都紛紛趕
到倫敦去感謝再生父親「溫頓爸爸」。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授予溫頓爵位。
2014年105歲的溫頓爵士被捷克授予白獅勳
章。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評價如下︰「你
給了這些孩子最好的禮物：生存、機會和自
由。」豁達低調的老人獲獎致詞時說︰
「感謝那些願意收留他們的英國家庭，感
謝竭盡全力與德國人戰鬥的捷克人，我只

是提供了一點幫助而已，卻得了這個獎。」
669 名孩童的子孫後代超過 6,000 人。溫
頓認為「這只是一個意外。」他謙虛地說︰
「有的人生來偉大，有的人追求偉大，有的
人被賦予偉大。」他把自己歸類為第三種
人。溫頓的女兒巴巴拉為父親寫了一本傳
記，書名《如果並非不可能》來自溫頓的座
右銘：「如果一件事並非不可能，那麼一定
有辦法去做。」簡單純樸的生活是老人長壽
的原因吧，當菲爾告訴我這個故事時，100
歲的溫頓還活着。在世英雄佇立雕像的極
少，他卻在自己的故鄉英國倫敦伯克郡梅
登海德小城和捷克布拉格兩個火車站有兩
個不同版本的雕像。
2015年7月1日，被譽為「英國辛德勒」
的尼古拉斯．溫頓辭世，享年106歲。英國
首相卡梅倫說︰「世界痛失了一位了不起的
人，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尼古拉斯．溫頓爵士
拯救如此多兒童逃離大屠殺的人道主義光
輝。」2016年3月，英國皇家郵政總局發行
了一套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郵票。緬懷溫頓。
時光的火車走遠了，偉大的溫頓永遠在。這
一次到布拉格，沒有實現去看溫頓雕像的願
望，有點惋惜。然而，他並不是為了要讓人
看而冒着生命危險去「拯救了一代捷克猶太
人」。他說過︰「自己只是做了一件正常人
都會做的事，換了誰都會如此。」他並非刻
意，並非為了要人們去看他而活成一個英
雄，但他就是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說的︰
「樹立了一個人道主義、利他主義、個人勇
氣和謙虛低調的榜樣。」
自捷克回來後，面對新冠肺炎危機爆發，
病毒似乎無處不在，蔓延全球迅速傳播，甚
至有專家表示︰「可能是人為的。」倘若如
此，正應對了 2009 年溫頓說過的一番話︰
「現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
險，只要存在着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就
再也沒有安全可言了，我認為我們沒有吸取
過去的教訓，什麼也沒有學到。」疫情過
後，應該再飛一趟布拉格，或者倫敦，一定要
到火車站，去看溫頓，去感受偉人的風範。

西澳的斯卡布羅集市
個賣披肩的攤位在寒風中煢煢孑立。
集市逛不成，女兒便帶我到了 Fremantle 港
口，據說這裏是我們所在的西澳洲珀斯市的發
源地，當地人喜歡稱這裏為 Freo。西澳天氣多
變，剛到 Fremantle 的時候還被太陽曬得睜不
開眼睛，轉眼間卻風雲變幻，港灣裏的船隻被
烏雲籠罩，狂風在海面上掀起一陣又一陣的巨
浪，大雨毫無預兆地傾盆而下。
我們便被這場突如其來的雨逼得逃進了港口
旁邊的沉船博物館。
進了博物館就是另一個天地，雨聲被隔絕在
石牆之外，館內精心調控的溫度頓時讓人感覺
溫暖起來。然而溫暖之後立即又被嚇得渾身冰
冷：在展廳入口處那小半隻被精心恢復了的船
身旁邊，敞開的玻璃棺內擺放着一具完完整整
的 骸 骨。 回 過 神 來細 讀 骸 骨 旁 邊 的「 說 明
書」，才知道那是從海底打撈上來的一位船員
的遺骸，此前他在海底已經躺了 300 多年。於
是我們的博物館之旅便從安靜地躺在那裏嚇人
的船員開始了。
沉船博物館內展示的自然全是從海底打撈上
來的各種殘骸，作為中國人，一眼便從展櫃內

那些殘缺的紅陶罐、銀燭台、紅酒杯、航海
燈，以及大大小小的煙斗、黑乎乎的煤炭等物
品中間看到了藍白相間的青花瓷器，儘管經過
了幾百年，那些青花瓷和其它的物品一樣已經
成了碎片，但在碎片裏面依舊十分搶眼，便不
由得有了幾分莫名的自豪感。
與其它博物館兩樣的是，沉船博物館那些殘
骸背後更多的是生動的故事。館內一共有 4 隻
船的遺骸，其中最著名最為人知的是 Bataiva
號沉船。這艘船在 1692 年載着 300 多名乘客從
荷蘭出發前往爪窪，航行途中就有船員陰謀奪
船，船隻在途經澳洲的時候觸礁擱淺，船員和
乘客們便逃到了島上，在島上又發生了大規模
的謀殺事件，到最後整船近 400 人僅 40 多人活
下來，留下了這個慘烈的沉重的故事。
沉船博物館的故事未讀完，雨停了，天亦晴
了，我們便向着陽光而去，把沉重的故事留待
下次再讀。回去走了另一條路，路邊種滿了各
色香草，我便再一次想起《斯卡布羅集市》，
想起歌手反覆吟唱的那句歌詞：「香菜、鼠尾
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此地都有，只是集
市不再。
（澳洲漫遊記之二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