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寂之後

人身攻擊
很多人講我
EQ好，似乎很

刀槍不入，什麼人攻擊我，我都
會吃得好、睡得好，問我為什麼
如此？我其實已經講過好多次這
個道理了，但近日由於有關於我
的新聞報道，所以還是有很多人
詢問我，所以我決定再講一次。
羅馬大帝奧利里奧斯同時是個
偉大哲學家，他對於別人批評他
的應對心態，一直是最鼓勵我的
源泉。我早已把他的道理潛移默
化，在這裏以我的方式給大家介
紹一次。
如果有人攻擊你、冒犯你，你

的第一反應，主要是兩個層面。
第一，你要判斷攻擊你的人是否
正常人。如果是個神經病的人，
你不可能會介意。這和狗吼你一
樣，不需要理會，更不要上心。
這是我有時候犯的錯誤。網上一
大堆神經病，我卻很喜歡接受挑
釁，去和他們對抗。這是我的不
對。話說回來，我就是依靠和這
種網民的「互動」，使我的網上
流量增加，所以確實也沒差。倒

是食得鹹魚抵得渴，我需要能夠
一笑置之得更多。
第二，你要認真思考對方對你的

攻擊，是否有他的道理。這我就是
專家了。如果對方攻擊我是「死矮
仔」，老實說，我也不能太生氣。
我身高171公分，不算太矮，但可
以說是偏矮。如果被攻擊「矮」我
卻生氣，我其實是在生自己氣。事
實就是事實，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如果他硬要說我身高只有167公
分，那麼我可以有多氣就多氣，因
為事實並非如此。
沒錯，你介意的程度，其實應

該和對方說的話到底有多真有
關。但如果對方攻擊我是女人，
我肯定不會有感覺的。因為，我
百分百肯定我是男人。他說我是
女的，我不但不生氣，還為他的
無知感到可惜。
就是要拿捏這種感覺。下次你

被攻擊的時候想清楚：對方是正
常人還是有毛病的？有毛病的話
你根本不需理會。然後，他說的
話其實有沒有任何道理？沒道理
的話，何須理會？

1月份，全國
戲院、電影院
的 全 部 工 作

是——退票。4月北京保利劇院上
演我的話劇《德齡與慈禧》，承
蒙觀眾厚愛門票很好賣，難得買
到演出門票的朋友們百般不捨，
也只能退票。自此6個月173天，
人們再沒有進過劇場、影院。
約一個星期前，內地的朋友們
走進了解封的電影院，疫情間香
港影院開過兩次，在內地這是半
年來的第一次。影院一般設在商
廈高層，一路經過的服飾、衣
帽、咖啡室、火鍋、酒樓、小食
店一律大門緊閉，門鎖上落滿灰
塵。進影院要全套檢查，比香港
影院還多一項健康卡登記。
鐳射巨幕影院幾百個座位，只有

十幾人落座，上座率不足百分之
六，完全符合不超過百分之三十的
規定。開張第一周上映新片3部
《多力特的奇幻冒險》、《喋血戰
士》及第一部定檔的國產片《第一
次的離別》，其餘是舊戲《誤
殺》、《尋夢環遊記》、《當幸福
來敲門》、《瘋狂動物城》、《風
聲》、《哪吒之魔童降世》、《大
魚海棠》、《戰狼2》、《大話西
遊》。《風聲》是2009年的
電影，特殊的風格，強大的
演員陣容，獲得2億多元人
民幣票房，當年僅位列票房
第七名，名列第一位的是4
億 多 元 人 民 幣 票 房 的
《2012》，人們吃着爆穀可
樂，懷着看熱鬧的心情，觀
賞這部依照瑪雅預言，描述
世界末日的電影。《2012》
的預言沒有在2012年成真，
會不會在2020年或者2021
年……目前看來還不至於。
全國電影院停止營業半

年，票房損失超過300億元人民
幣，據開張迎客這一個多星期的
統計，2020年總票房可能達到近
200億元人民幣。而去年這個時段
的票房，是今年的十倍。
《多力特的奇幻冒險》、《喋血

戰士》兩部新片，佔首周票房的
一半，觀眾進影院還是希望看到新
電影。人同此心，我進電影院的心
情也一樣，看了兩部一般的戲，就
沒興趣再進電影院，不論怎麼說，
都是冒着感染病毒的風險。
同時，戲院也開張了，上海打

頭陣，北京略晚。北京首都劇場
首次開門迎客演出的劇目是《推
銷員之死》，以半演出半朗讀的
方式。人藝的舞台後台設有一塊
大黑板，寫上每天上演的劇目，
平時演出一場就劃掉一場，提醒
演職員注意，以免出錯。重新開
張這一天，黑板是這樣寫的「7月
26日《推銷員之死》下午2點直
播，有觀眾」，「有觀眾」這3個
字讓人不由一怔，演戲當然有觀
眾，現在反成了特例。觀眾再次
走進影院戲院的消息，還是從心
底感到高興，不論什麼樣的開張
方式都值得紀念，紀念的是，人
們沒有忘記電影和戲劇。

美國有一個交友網站，訪問了1,000個人，問
卷題目就是，如果第一次跟一個從來沒有見過面
的人約會，你吃的東西會是什麼？原來第一次見

面，跟對方吃什麼很重要。他們做了一些統計，我覺得蠻有趣，
包括：如果第一次見面吃壽司，下次成功約會的機會率高
0.7%；如果第一次有喝雞尾酒，那再約出來的機會就多37％。
所以約會的時候，去什麼地方、吃什麼才是地雷；做什麼事情才
會成功建立情侶關係，原來都要想清楚。
什麼是地雷？踩下去可能你便沒有命，說的是真「地雷」。其
實約會的時候，誤中地雷也要小心一點。曾經有些人在約會的時
候，吃了很多有蒜頭的菜式，然後去看電影，在看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不敢跟對方談話，因為發現自己口腔裏面布滿着「蒜頭」
的味道，十分尷尬。而有些人第一次約會的時候，會選擇吃海
鮮，其實吃海鮮也很容易出錯，因為很多人的體質對海鮮敏感，
就正如我有個朋友，他每次吃螃蟹，身體都會出現過敏的症狀，
甚至呼吸困難，所以如果你跟一個對象初次見面吃飯的時候，盡
量不要選擇只吃海鮮，而且吃海鮮的時候，有可能食相比較難
看，例如吃螃蟹，會有一點「論盡」的動作出現，便引來尷尬的
情況。另一個錯誤示範也頗有趣，就是千萬不要吃墨魚麵，因為
吃這種食物的時候，你的牙齒、嘴唇及舌頭也會變黑，這種感覺
實在給對方扣很多分。
講返第一次約會，如去吃漢堡包的話一定很尷尬，因漢堡包的
體積都幾大，怎麼可以叫一個女生張開大口在你面前吃呢！還有
要特別注意，在約會時千萬不要選擇一些要排隊很久的餐廳，這
一定會令你的印象分被大打折扣的。
其實這個問卷調查，不是要大家在新相識的人面前假裝自己、
收藏自己的真面目。反而是給這些人一個借鏡的機會，因為可以
提醒我們，約會的時候，千萬不要行差踏錯小心誤中地雷。畢
竟，這個人對自己來說應該好重要。雖然是第一次約會，但我自
己覺得，如果有機會跟一個陌生人約會，反而應該要做回自己，
完全把自己的性格與習慣給對方了解。就好像自己的經驗，新相
識的人，總會扮作謙虛及有禮，當然有這樣品質的人是好的；但
細心一想，如果再有機會約會的話，甚至可以成為情侶，當大家
慢慢相處後發現其性格，不是原來初相識的這個人，最終可能會
滑鐵盧。
所以做回自己，以一個平常心的方法去面對這個情況，應該會
有很好的將來。在此祝福每一位已經有目標的人，希望你們也可
以成功地找尋到你的心儀對象，有發展的機會。

第一次約會小心中地雷

最近一個星
期每天香港都

有過百的新冠肺炎病毒確診個
案，政府實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市民都很自覺地戴上了口罩和盡
量減少外出，雖然帶來不便但都
理解。因為今次第三波爆發，不
知道誰是隱形帶病毒者，大家都
擔心社區爆發。特別是有些朋友
曾經去過確診病人到過的餐廳、
大廈、公共場所的話更加憂心。
所以很多市民都自覺地想去進行
COVID-19的核酸測試，希望盡早
知道自己有沒有受感染。有些私
家醫院要求病人入院前的3天內一
定要有化驗報告證實是陰性才可
以入院。
目前政府診所、很多私家診
所、私家醫院都有提供COVID-19
的核酸測試服務。想參加化驗的
市民為數眾多，不過有些細節大
家要小心︰
1.要找政府認可的化驗所檢驗。
2.留取標本的方法要正確。
留取方法如下：
深喉唾液標本：最好在早上起
床未刷牙前深呼吸將大啖咳出的
痰留在特定的瓶子裏面，再加入
原裝附送的液體混合扭實瓶蓋。
適用於大人和懂得咳痰的人士。

不講不知道原來很多年輕人並不
一定懂得咳痰。
鼻咽拭子：鼻腔取樣，適用於

那些不會咳痰的人，但取樣者一
定要全副武裝。
咽喉拭子：喉嚨取樣，採集

時，應避免接觸到嘴唇、牙齒。
留好了的標本運送去政府或私

營化驗所。那麼要看你是自己送
去還是請人代勞，每一個標本都
要假設是受感染的標本不可以掉
以輕心，所以一定要檢查送件的名
字身份證是不是自己的，每個瓶蓋
是不是已經扭緊？否則流了出來的
話一來污染地方、感染幫你送件和
化驗的人，二來也可能會影響檢驗
結果，做了等於冇做。而負責運送
和檢驗的人也要重視自己的保護，
要戴手套口罩，千萬不要有僥倖心
理，小小疏忽都可以釀成大事。
檢驗結果出來只是證實你送檢

的時候你未受感染，或還未檢查
出來，如果有任何不舒服，例如
發燒咳嗽、呼吸困難、味覺或嗅
覺消失等都應該第一時間去公立
醫院看醫生以做進一步的檢查。
醫生可能會用更加詳盡的方法來
確診，例如用氣管鏡在深層的位
置取標本、照肺X光片或者電腦
掃描等等。

新冠病毒核酸測試

新冠肺炎第三波倏然殺到，令
港人措手不及，各行各業叫苦連

天，舞台工作者更再受重擊。
香港曾經連續20多天沒有本地個案出現，市民

開始鬆一口氣，市面漸漸熱鬧起來。政府眼見市
民多月來因抗疫而身心俱屈/鬱，將「限聚令」放
寬，使大家可以與更多親友再聚頭、吃飯和活動。
市民的笑容重現了，食肆東主更是高興不已。
劇院也重開了。初時准許五成觀眾入座，座位

之間要保持距離。雖然有些劇團抱怨他們即使全
院「滿座」，也只能有五成收入，是一定虧本的
演出。可是，戲劇界起碼覺得看到隧道的盡頭，
總算見到曙光。平時參加角逐香港舞台劇獎的劇
團大多會送一張嘉賓券給評審員觀看評分，這次
由於他們覺得自己的製作早已「開」了虧本門，
所以不能再贈送戲票，便請評審員自掏腰包購票
入座，以示支持和幫助他們度過困境。
我也在這段時間看了一個演出。那是一個大型

演出，我看的那晚觀眾入座率應該不錯，因為雖
說只容許五成觀眾入座，但我完全不覺得有許多
空座，這可能是我坐得較前，沒有特別向後回望

座位的情況吧。我在大堂等待入座時，觀眾甚
多，劇團工作人員都非常開心，因為他們排演多
時的舞台劇可以幸運地上演。原來即使你如何細
心安排、用心綵排，也是沒有用的。很多本來安
排在劇院重開之前上演的製作儘管已經售出大量
門票，也只得退票，被迫取消或延後演出。
當晚令這個劇團更振奮的是政府在翌日准許八

成觀眾入座。劇團人員立即摩拳擦掌，準備未來
數晚迎接更多觀眾。那晚見到的劇場人都非常雀
躍，彷彿就像經過一個嚴寒的冬季後，初春再
臨，人人都像年初一拜年般喜氣洋洋，為劇場重
開而興奮。其他劇團也紛紛重投排練工作，準備
7月和之後的演出。
怎知疫症忽然來一招回馬槍，比前更兇猛不饒

人，每天竟然增加逾百宗的確診個案。為了避免
更多人被傳染，政府只得立即再次下令暫時關閉
所有演出場地。對某些劇團來說，這一道政令是
突如其來的，亦是叫他們最難承受的。因為之前
雖然同樣關閉場地，但他們只是在綵排階段，還
有很多工作仍未做好，所以他們付出的費用還可
算是有限。可是，這次他們一切準備就緒，不但

布景、戲服和道具等全都製成，而且還已經將所
有東西都運到劇院。待搭好布景和舞台裝置後，
他們才收到閉場停演的消息，只得無奈地將布景
拆卸和將所有東西運走。
劇團的工作人員告訴我他們非常失望，因為他

們因上演這個演出而要做的所有工作都已完成，
就只差兩三天便可以與觀眾見面，享受辛勞多月
的成果。可是，現時一切都是白費心機，戲還未
開幕便落幕了。還有，可以想像他們的損失是何
等慘重。因為所有劇場服務提供者都已經將劇團
委託的工作交妥，所以劇團仍要支付上演一台戲
的每一項開支，但是收入卻是零。
其他本已安排在7月上演的演出也一一停演

了。可是，安排在8月演出的舞台劇又如何呢？
他們到底繼續還是放棄呢？繼續的話，又恐怕會
重蹈上段提及那個劇團的覆轍，虧個大本；放棄
的話，便要將本來已經收妥的票錢退還。萬一8
月劇院又再重開呢？豈非平白浪費機會？這種進
退維谷的處境真是叫劇團負責人傷神。
那個在兩次閉場之間順利上演的演出真是如有

神助的幸運兒。

劇院開了又關

頸椎手術過後，
我需戴上頸箍三星
期，年近歲晚，那

年冬天特別嚴寒，比利時Exclusief主理
名為Hong Kong Extravaganza的攝製
隊，包括攝影師Frank Gielen，任封面
人物的選美會王后 Joke Van De Vel-
de，難為她迎着冰寒北風在山頂、在維
港、在我家祠堂穿上低空露背衣裳照
相。
除了衣服，還有鑽石髮夾及胸前大

片珠寶飾物；珠寶設計師Gigi Chan作
品。識於偶然，Gigi跟我投緣，每天面
對大批設計工作，又兼任一度世上至
重要香港珠寶展覽會珠寶同業協會幹
事，日理萬機不在話下，看她微笑待
人，猶如天跌落嚟當被冚，背後卻曾
經有孤女尋親故事。
Gigi生來不姓陳，姓何。新界元朗洪

水橋一戶外來客家人
眾多兒女中的一個，
今天香港人不會明白
本地亦曾經歷貧窮到
了一個點，賣兒賣女
的往昔。一歲多，
Gigi被賣給無兒無女
年紀漸長同村的陳姓
夫婦，為免她親母借
意常來探望，養父母
沒聲張搬離洪水橋到
不遠的流浮山，自此
生 母 與 Gigi 兩 茫
茫。
小學畢業，Gigi進

工廠當織毛衣工人，
一天下班回家路上，
抬頭仰望色彩斑斕近
海流浮山日落，年紀

雖小，暗問一生人是否在毛衣廠蹉
跎？回家懇請父母讓她到巿區投靠姑
媽，日間當售貨員晚上讀夜校；猶幸
養父母對她不差，就此決定。
未幾養母重病，離世前告知她本姓

何的身世，讓她尋找親生父母。
1997年之後，內地與香港兩地業務

漸繁忙，某次上海舉行香港珠寶時裝
展；事實參觀的人多，真正貿易還未
到時候，從毛衣工人、售貨員、夜校
生、設計課程攻讀生、初級珠寶設計
師，到Gigi已是資深珠寶設計師兼生
產商人、人妻、人母，一直對生母明
查暗訪。
百無聊賴的展覽場地，同行聊天度

時辰，有人說：行家有位何小姐，人
人都說你們樣貌相似，反正無聊不如
到她攤位多交一位朋友？
見到比她長幾歲的何小姐，二人細

心端詳，Gigi隨後說：我本
來也姓何，只是被陳姓家庭
收養……話未說完，何小姐
大滴大滴眼淚流下來；她是
大姐，當年陪同母親將幼妹
送去陳家，後來跟母親不斷
在人家院子角落偷望，直至
一天陳家人去樓空，無論如
何尋找已再無影蹤！
春節過後，頸椎傷口明顯

初步復元，我已老遠飛去巴
黎轉車到比利時參觀演出場
地，迎迓不斷電子及平面媒
體的訪問。再過兩個月，鬱
金香盛放，帶同一隊自家人
馬，包括Gigi及她的珠寶，
我的衣服系列再奔巴黎然後
Oostende，為香港漸暗的光
華，再一次在異鄉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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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醫院和老人院為什麼失守？
香港7月份新冠肺炎病

毒爆發，每日上百宗，並
且攻陷了多間醫院和老人
院，說明了香港的醫管局
和衞生署管理落後，人才

不足，缺乏國際視野，更缺乏中國心。
這些管理疫病的官員，對於內地來的旅

客，實行14日隔離的政策，實行封關，但是
對於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和空姐，以及外國
大輪船的船員，卻豁免14日檢查，他們可以
在抵港後，直接入住西九龍區的酒店和行
街。他們乘搭的士由機場進入市區，結果令
到的士司機染上疫病，他們到食肆吃飯，立
即使飲食店成為了播毒的溫床。
當黃絲在醫療領域當道的時候，一直認為

內地什麼都落後、什麼都不值得借鏡、拒絕
採用內地的抗疫經驗、醫療材料和核酸檢查
材料，最後導致香港陷入了社區爆發的風
險。反觀澳門，處處吸取內地的抗疫經驗，
迅速採用內地的核酸檢查材料，降低成本，
每日檢疫能力達到了2萬多人，而且澳門政
府還作出補貼，控制疫病的成績遠比香港好
得多，而且可以實行與內地互相承認檢疫的
健康碼，兩地人員可以自由流動。香港則不
可以，香港的疫病傳播，已經進一步損害香
港的經濟。
內地利用數字技術助力精準戰疫，成果相當

突出。在疫情爆發初期，內地便將數字技術應
用於非接觸式輸送、噴灑消毒劑和執行基本診
斷功能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普
渡科技、深圳科比特航空科技、商湯科技、曠
視科技等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助力抗疫。
香港公務員的封閉性，保護了那些保守落

後、一心等退休、無所作為的公務員，無法
吸納科技型的專才，造成了高級人才極端缺
乏，檢測病毒仍然是手工作業，無法進行大
規模的核酸檢測。香港那些醫生和護士系統

的工會，更加以「反中亂港」為榮，動輒進
行罷工，目的就是要對中國內地進行「封
關」，體現美國圍堵中國的意圖。畸形的政
治生態，導致了香港抗疫工作的災難性後
果。在本月9日至11日舉辦的2020世界人工
智能大會雲端峰會上，包括聯影智能「uAI
新冠肺炎醫學影像智能化診斷全棧解決方
案」在內的5個項目獲得世界人工智能大會
最高榮譽——SAIL獎（Super AI Leader，卓
越人工智能引領者獎）。中國全國100多家
醫院使用了「uAI新冠肺炎智能輔助分析系
統」，實行了精準抗疫病，成績斐然。
自疫情發生以來，多國將大數據、人工智

能、機器學習等數字技術用於防疫抗疫。上
個月29日，《柳葉刀》發表《數字技術在
COVID-19大流行病計劃制定和應對中的應
用》一文，文章總結了一些國家在疫情中是
如何將數字技術應用於計劃制定和追蹤、感
染者篩查、密切接觸者追蹤、隔離與自我隔
離、門診管理、醫療物資供應這6個方面，
從中國北京市居民使用「北京健康寶」，武
漢市居民使用「鄂匯辦」來查詢自身健康狀
態，為復工復產、日常出行的防疫相關健康
狀態提供參考，一些國家開發了應用程序來
追蹤患者行蹤和其密切接觸者。
在韓國，手機應用軟件Corona 100m可以

告知用戶在其100米半徑範圍內被確診的患
者以及患者的診斷日期、國籍、年齡、性別
和行動軌跡。Corona 100m一度成為韓國下
載量排名第二的App，上線幾周內收到「極
多的正面評價」，其開發者之一稱「安裝量
每小時增加約2萬個」。
新加坡一款叫做Trace Together的App，
當人們靠近彼此時，他們的手機會互換藍牙
信號並將他們產生交集的記錄存在手機中長
達21天。如果有人被確診，新加坡衞生部將
訪問該數據並得以追蹤感染者的密切接觸

者。《哈佛商業評論》在4月15日發表的文
章中稱，在疫情中，中國對現有數字技術的
再利用不僅限於追蹤密切接觸者。例如，以
面部識別技術聞名的中國高科技公司——商
湯科技和曠視科技，已經開發並應用基於AI
的非接觸式體溫檢測軟件。商湯科技還開發
了「智能AI防流行病解決方案」，通過將AI
算法與紅外熱技術集成在一起，可檢測到
0.3℃精度內的發燒，還可以識別未戴口罩的
個人，其成功率超過99%。
《柳葉刀》文章介紹，在中國內地，人們

通過掃描二維碼來填寫症狀調查和記錄體
溫，並以此作為健康狀況證明和旅遊通行
證。內地還使用人工智能監控攝像頭、無人
機攝像頭等來監控和限制公眾聚集。此外，
內地開發的機器學習算法可以預測感染者同
時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或其他重大疾病
的可能性，這些預測模型可以指導臨床決策
和資源配置，識別需要危重病醫療資源的地
區和醫院。
香港的官員已經和內地的進步情況脫節。

什麼時候香港傳染病傳播中心的記者招待會
不再宣布昨日發生幾十宗「不明源頭的」確
診個案？特區政府怎樣看待醫療公眾安全，
怎樣看待政府管理和服務系統的人工智能化
更新？是否公務員工會站出來反對，立即軟
手軟腳，舉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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