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轉播費

聽張艾嘉說書
一場世紀疫
情，不但對全

球經濟造成重挫，也打斷了很多
文化演出和交流活動，更打亂了
很多人的生活計劃，整個世界彷
彿停頓了下來，人們的情緒也趨向
悲觀和壓抑。但還是有一些有心和
進取的人，會在灰暗中找尋一點點
亮光，並藉此發揮創意，令看似不
可能的事變成可能。
上周末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欣賞劇場作品《魅》時，就有這
樣的感覺。這個作品本來是去年由
張艾嘉與台灣金曲獎最佳古典演奏
獎得主嚴俊傑、古典音樂樂評人焦
元溥聯手打造的《曖魅》，當時在
台北演出頗受好評。演出形式很簡
單，鋼琴家嚴俊傑在舞台演奏古典
樂曲，張艾嘉則在一邊配合樂曲意
境說書──講精靈故事。
這種由音樂和朗誦結合的舞台演
出，很考表演者的藝術功力。張艾
嘉的銀幕演技和幕後編導才能早已
公認，也在各影展和頒獎禮上奪得
多個專業獎項，但在舞台上，由一
個人從頭帶到尾，的確不容易。然
而，她畢竟是表演功底深厚的藝術
家，無論是高尖或低啞，是憤怒或
開懷，是悠閒還是急促，她都從容
應對，信手拈來。
而且，一人扮演十三個角色，

她的聲音和語調也因應角色的身
份而不斷交叉調校，一時是懷春的
少女，一時是威嚴的伯爵，這刻才
是恐怖的死神，回頭已變成調皮的
精靈……她的朗誦也隨着故事情節
和角色心情需要，時而激情澎
湃、時而輕訴低吟，觀眾都被她
那出神入化的表演和抑揚頓挫的聲
調帶動，隨着說書人走了一夜奇幻
旅程，進入詭異的鬼世界。
見鬼？恐怖嗎？一點也不，正

如她在演出前已跟觀眾聲明：不
用怕。她的說故事技巧高超，也
善於製造氣氛，恐怖的鬼神變成
靈巧的仙子，以致一個多小時的
演出緊湊而輕快，並沒令人感覺
悶場或有拖曳之感。她在台上始
終從容優雅，氣勢如虹。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原版的《曖

魅》是張艾嘉和嚴俊傑同台演出，
但由於疫情，嚴俊傑不能來港，於
是由本港進念．二十面體「改造」
成《魅》，並由該團舞台科技先
鋒導演胡恩威借助新科技，注入
新的舞台映像設計，安排嚴俊傑
在台北作實時串流彈奏，張艾嘉在
香港舞台同步演出，跨越兩地空
間，兩人的微妙表情也透過巨大屏
幕投射出來，再配以音樂，效果反
而出奇地好。這或許也是日後作跨
時空合作演出的一次示範。

毫無疑問，
現時的新冠疫
情對於全球都

造成極大的衝擊，而體育活動當
然亦難避免，以足球為首的各大
職業聯賽，更是需要長時間面臨
無觀眾的空場比賽或限制入座率
等情況，對國際足球壇的收入也
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
國際足協（FIFA）日前透露，
今年的新冠疫情直接或間接地令
全世界足球產業造成了144億美元
的損失，包括入場觀眾、場地廣
告、足球轉播版權費等等。國際
足協COVID-19救援計劃指導委
員會主席奧利．雷恩表示，這個
數字只是基於目前可計算的情
況；而讓人感覺心寒的是，疫情
對於足球壇造成的衝擊不僅止於
今年，預計明年2021年仍會受到
疫情後遺症不可預估的影響。現
時困難還沒結束，而如果疫情還
未退的話，那未來的影響還會更
甚。
FIFA在6月批出一項15億美元
的救助基金，幫助各國足總用以
應對疫情帶來的財務影響（香港足
總也可以申請），目前FIFA的220
個成員足協中，已有150個申請了
FIFA救助基金。由於疫情的影
響，祖雲達斯在2019/20年賽季，
虧損了7,140萬歐元（約8,480萬美
元），比上一個賽季增加了3,150
萬歐元。這也是祖雲達斯連續第三
年虧損。然而祖雲達斯亦非個別例
子，在今年，「虧損」也是歐洲足
壇的普遍現象。歐洲足球會協會

（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簡稱
ECA，共有103個球會會員），協會
估計2020至2021年賽季結束時，歐
洲大陸二十大聯賽之球會將面臨40
億歐元（約47億美元）的綜合收入
損失。
關於前篇提過的天價足球版權

轉播費，現時已今非昔比，受到
疫情影響，全球體育版權市場進
入2020年後會變得格外悲情。今
年7月，德甲宣布2021-2024年周
期的德國本土轉播合約以44億歐
元的價格成交，比現行合約下降
高達2.4億歐元。而SkyTV英國天
空體育和英國電信體育兩大英國
媒體也向國內轉播商要求英超球
隊退回3.3億英鎊。在今年6月，
英超更和天空體育達成協議，退
還了1.7億英鎊轉播費。
在中國2019至2022年英超轉播

權，原本是PP體育簽下一份三季
7.5億美元合約，雙方突然宣布取
消，繼而騰訊與英超商討價格分
歧又很大，英超曾經有計劃自己
組織團隊製作，再尋找平台在中
國播出，但奈何因找不到播放平
台而告吹；另外亦由於德甲、西
甲、法甲等先後在中國降價以獲
得版權營運商合作，英超只好在
開賽兩星期後，才無奈降價與騰
訊合作達成協議。
其實，全球體育版權費在過去

50年價格不斷上升至天價，今
次算是藉着疫情影響才開始回
落，也回落到比較合理價格，對
體育界而言又算不算是因禍得福
呢？

若不是最近有紀念中國人民
志願軍赴朝作戰70周年大型
活動，看到中朝兩國都以不同

的方式悼念為這場戰爭奉獻出年輕生命的英雄
兒女們，香港的年輕人許多人不知道「抗美援
朝」的故事，因為歷史書沒有寫，老師父母沒
有講，香港影視作品沒有拍這些內容，內地有
拍攝但沒有在港播，在香港歷史課本裏中國近
代史是被隱沒的一角。相信無論是內地及香港
的九十後年輕人都不會留意有「抗美援朝」、
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的事。在一個經濟繁榮、
國泰民安的時代，人們很可能會對幸福生活麻
木了，年輕人不知道戰爭的殘酷，中年人忘記
了殘酷戰爭其實離我們不遠，猶幸有這種紀念
活動，喚醒大家以史為鑑，喚醒大家珍惜和平
盛世，感恩祖父輩的付出，大家以為這些慘烈
戰爭只是70年前的事，其實是不少先烈犧牲他
們的生命來保家衛國，換來中國其後穩定的數
十年，安心發展現代化中國，和平崛起。
《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中的「雄赳赳，

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讓人記起有抗美援朝
之戰。《血染的風采》一曲令人知道有場中越
邊境自衛反擊戰。講到詳細歷史資料，大部分
人仍需補習。筆者第一次感受到抗美援朝戰爭
的存在感，是多年前到東北邊境城市丹東，參
觀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遊覽鴨綠江眺望對面
的朝鮮新義州，親身踏足抗美援朝的歷史見
證——鴨綠江斷橋，橋體上遺留的纍纍彈痕
和被炸彈摧毀的橋樑鋼架，腦海彷彿浮現出槍
炮與戰機狂轟的戰爭烽火。斷橋上紅旗飄揚又
撩起心底那份對英雄敬仰的激情。其實從未刻
意了解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故事，今次細看一
下一些志願軍在戰埸上的英勇故事令人更加動
容。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幾個月，百廢待興，

打仗非中國想做的事，是美國把戰火燒到中朝
邊境，為「保衛和平，保衛祖國，保衛家
鄉」，中國出兵援助朝鮮，中國志願軍歷時約
3年奮戰，終於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但在
戰勝強敵過程中有十多萬志願軍戰士為此奉獻
出生命，不少更是年輕人。像在上甘嶺戰役
中，通訊員黃繼光用身體擋住敵人的機槍，為
衝鋒部隊開闢一條通路，犧牲時才21歲。毛
主席的長子毛岸英也在這場戰爭中犧牲了，當
時只是28歲，實在十分悲壯，萬人敬仰！
也終於明白中國政府自2014年起陸續從朝鮮

接英烈遺骸回國，儀式非常莊嚴，由禮兵護送
志願軍烈士遺骸棺槨進入抗美援朝烈士陵園，
名字鐫刻在英烈牆上，至今連續7年將716位
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遺骸接回祖國，相信接英
烈遺骸回國仍會繼續，讓長眠他鄉半個多世紀
的英烈「榮歸故里」，告慰他們在天之靈。
戰爭是殘酷的，槍林彈雨下生命會隨時消

逝，不管哪一方都沒有人想見到寶貴的生命消
失，所以全人類都應該聲討挑起戰爭的人和國
家。中華民族是公認的愛好和平，中國人絕不
好戰，中國軍人的生命很寶貴，不容輕易受
損；可惜總會有人挑戰你的底線，過去一周內
美國政府兩度批准對台軍售案，包括「魚叉飛
彈海岸防衛系統」和11套海馬斯多管火箭，
這是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台灣的第8次軍
售，目的就是阻礙中國和平統一。可惡的是民
進黨為了討好美國做敗家仔，亂花台灣人的血
汗錢。
國際局勢變幻不定，不是生日許個願就可

以實現世界和平！現今美國就是恃住有先進的
軍備、武器在國際上橫行霸道。可見軍隊現代
化對一個國家何等重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講得對，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夠國安，富
國和強軍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富國強軍民族復興
長假期跟家人出外活動，在德國

餐廳吃烤豬手，7人分兩桌，還是
對正開揚露台位置，風和日麗，空

氣清爽，本來是相當寫意的。
用餐之際，有外籍男子拿着啤酒在通道慢行慢

歎，當然沒有戴上口罩，令兩旁食客為之側目。原
來此人正在「放仔」，他讓兩歲的孩子在食肆內遊
走，攀枱穿凳，這父親就跟着目顧，也許這就是外
國人的育兒方式，但對其他食客是相當困擾的，尤
其是在疫情下，這父親就顯得相當自私了。這就不
難明白，為什麼西方疫情難以控制，因為人人都要
自由放任。
港府明天起放寬一系列防疫措施，除限聚令仍維

持4人外，其他包括食肆每枱最多至6人，顧客離
開餐桌時要戴口罩，不可飲食，食肆和夜店可恢復
現場表演，在室內體育場地和公眾溜冰場，可以不
用戴口罩等。香港社區隱形傳播鏈仍然存在，這些
放寬是否適當，作為小民是有保留的。飲食界立法
會議員張宇人說，業界可以配合做得好一些，如顧
客離開餐桌時要戴口罩，不四處敬酒，那便可以期
望放寬多一些。怎樣配合？誰來監管？說易行難，
飲食業界執行也很難，就像上文所說的那對外籍
「父子兵」，食肆為做生意不敢得罪，除非有食客
投訴，作為食客，食餐飯，打場架，不值得。
剛剛政府還在宣傳，恐防冬季流感和新冠肺炎雙
重夾擊，呼籲市民注射流感疫苗，市民也習慣了一
套持之以恒的抗疫方式，4人一桌，小組活動。怎
麼這麼快就放寬食肆6人一桌了，可能是飲食界在
叫救命，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寬，只能期望餐飲業真
有一套自律監管，才能令市民有信心光顧。
而放寬在室內體育場地和公眾溜冰場，可以不用

戴口罩等，此措施是否來得太早一些，也不夠細
緻。公眾室內體育場地和公眾溜冰場是公眾地方，
不是做運動的，也可以進入閒坐和使用沐浴措施，
如果也一律解禁，是相當危險的。

監管說易行難

臉 書 的 好
處，是網絡上

講話的，什麼國籍什麼年齡學歷
都有，沒有電腦手機的年代，可
就不容易接觸那麼多不同種族異
地的人物，就算非朋非友互不認
識，對方說得投機時，單邊神交
的感覺也令人有一種心靈相通莫
名的喜悅。
最令人關注的，倒不是那些名
人雅士和學者的談話，高人高
論，不同類型紙媒常見，要看，
也用不着開臉書，反而不同階層
的人物，鍵盤裏打出來的文字，
雖說不上珍貴，到底還是最坦誠
真切的心聲。
這些日子兩岸年輕人的臉書就看
得多了，最感意外的是，雖然有些
年輕人生活在不同地域環境，思想
上卻無太大的差異，很多台灣年輕
朋友，原來對中國
大陸國情認識之
深，有時比我們香
港人還有過之而無
不及，最近就有個
台灣臉友說過這樣
一句話：「我們一
直嚮往的三民主
義，其實只能在大
陸看得到！」

這話就從未聽人說過，這個台
灣年輕人一定是基於他目前生活
環境深思以後才有感而發，其餘
嘲諷台灣盲購軍備的笑話，如果
不看他自我簡介的資料，還以為
是大陸臉友呢。
原來台灣年輕人分別有「呆灣

仔」和「覺青」兩大類，呆灣仔自
從誤信1450網軍謊言投票選了個
私煙女人，事後不斷感受到她被迫
超價狂購上世紀五十年代殘舊美式
「軍具」，又漠視民意購進影響大
腦神經和生育的老美毒豬，飽受
「監民煮意」之苦的呆灣仔也啞口
無言了，所以現在臉書上已清一色
是「覺青」天下，覺青對施政亦感
無奈，只有盡量壓抑怒氣，以嘻笑
怒罵方式發洩內心的不滿，相信不
少覺青也是曾經沉睡過的呆灣仔。
大陸年輕臉友中，除了發言理

性的大學生，也多自
覺生活在幸福環境學
習成長的中小學生，
感受到家庭學校的溫
暖，輕輕一句留言
「我愛我的祖國」，
感恩的千言萬語已存
乎其中，赤子赤心可
見，這可愛的新一
代，多麼令人欣慰！

兩岸年輕人的心聲

前些日，許久未見的一位女
友半夜裏忽然從微信上冒出來

熱情地和本呆打招呼，並請求視頻聊天，把正在
埋頭趕稿的本呆嚇了一大跳。
打開視頻之後才明白過來，原來這位女友買

了一個限量版的愛馬仕包包，很是興奮，迫不
及待地要找人分享她的歡喜。這位「富婆」女
友隨即提出來了要請我喝早茶，並表示要把新
包包背給我看，我趕緊發揮了自己的編劇特
長，編了個理由拒絕了女友的好意，飛快地從
屏幕上逃之夭夭。
說起愛馬仕，本呆的櫃子裏也有幾件。一件是
閨蜜賢去巴黎旅遊回來送我的愛馬仕絲巾，艷麗
的大紅與明黃相間的顏色，加上愛馬仕的馬車圖
案，倒也十分特別。賢送我絲巾的時候正是我的
電影新聞發布會那天，明艷的顏色襯在我的黑色
裙子上十分的喜慶。然而新聞發布會結束，賢告
訴我那條絲巾不能水洗、不能摺疊等等注意事
項，我便覺得十分頭疼，感覺不能洗不能摺還得
這樣那樣去「服侍」的配飾似乎得做個神龕供起

來才合適，此後便悄悄地將那條絲巾捲起來藏進
櫃子深處，再也不曾用過。
另一件用得比較多的是表妹送我的一個大包

包。我對名牌不敏感，彼時看着包包的Logo眼
熟，但是並不知道是什麼牌子，而我是習慣了把
我所有的包包都稱之為「書包」的，我出門的次
數甚少，幾乎每一個包包被我「寵幸」背出門的
時候，都是用來裝書、本子、保溫杯和我的筆記
本電腦的。
有一次到外地出差，帶的東西多，大包包還是
不夠大，它躺在行李車裏，口含電腦，旁邊還擠
着保溫杯和我的外套，被迫張着大嘴……看到我
拍了發到朋友圈的照片，眼尖的朋友認出來，立
刻驚呼我把愛馬仕用成了「媽咪袋」……然而在
我看來，媽咪袋和愛馬仕並無區別，它唯一的作
用就是為了裝載我出門需要的物品。
小的時候愛讀書，在學校的課餘時間我幾乎都
是泡在圖書館裏，如今回想起來，那些讀過的書
裏記憶最深的除了《詹姆斯與大仙桃》，就是莫
泊桑的《項鏈》了。《項鏈》的主人公瑪蒂爾德

是一位漂亮的女子，嫁了個普通的小職員，沒有
什麼社會地位，卻極其愛慕虛榮，嚮往奢華的生
活，因為想出席一次盛大的晚會，除了把家裏所
有的錢拿去做禮服，又從女友那兒借了一串美麗
的鑽石項鏈，結果在風頭出盡、虛榮滿足之後，
她借來的項鏈也丟失了。瑪蒂爾德因此花了十年
的時間節衣縮食，做了很多苦工，付出了自己美
麗的容顏去掙錢賠償女友的項鏈。然而當她把項
鏈賠償給女友的時候，女友卻告訴她，借給她的
那串項鏈是假的。
當我到了青春的年紀，也開始懂得把自己打扮

得美麗一些，但是因為看過《項鏈》，我更多地
是用粗布衣、帆布包去打扮自己，從不為虛榮而
去做物質的奴隸。
後來我對女兒的教育亦是如此，以至於已成年

的女兒到國外留學，去商場買衣服的時候多是在
童裝區看那些連成年人都可以穿的價廉卻穿得舒
適的棉布衣服。她也和我一樣，寧可像《詹姆斯
與大仙桃》裏的孩子騎着仙桃去周遊世界，也不
願為了奢華的名牌去桎梏自己的青春。

名牌的附加值是虛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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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來自湖南、
重慶等地的6名遊客在貴
州安順關嶺縣的滴水灘瀑
布探險，兩名重慶的驢友
在瀑布速降中被困瀑布半

中央。經40多個小時的救援，被困者均被救
起，卻已不幸遇難。遇險遊客一男一女，男
性68歲，女性36歲。當地負責人介紹，滴水
灘瀑布尚未開發，遊客追求刺激和挑戰，卻
在具體細節上知其一不知其二。遊客要敬畏
大自然，盡量不走危險路，避免悲劇發生。
據介紹，當時一名女遊客因多年前玩過速

降，對繩索知識基本了解，表示願意「瀑
降」探路。但在瀑降過程中被困，隨後一男
遊客下去援救，兩人繩索發生纏繞，又因瀑
布水量太大，很可能瀑降者沒法呼吸，水流
不停地沖刷，相繼帶走了人的體溫，最終導
致兩人遇難。近年戶外探險興起，不夠專業
的團隊比比皆是，準備不充分，評估不準
確，探險變冒險，事故數量上升。像這次的
瀑降遇難，選取時間節點太早了。對專業人
士也不會選擇夏季豐水期，一般於春秋枯水
期進行，這些細節考慮不周，很容易發生致
命的危險。
細節是金，而不是頭腦一熱，隨隨便便去

押寶。1995年，美國匹茲堡曾發生一起銀行
搶劫案，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名搶劫犯沒
做任何偽裝，甚至在走出銀行前還對着攝像
頭肆意地笑了一下。在警方逮捕搶劫犯後，
他聲稱在自己身上塗了檸檬汁，並自以為是
地認為檸檬汁能讓自己隱形，他的理論是用
檸檬汁寫的字會「隱形」；在人的身上塗上
了檸檬汁，也會起到一樣的「隱形」作用。
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引起了專家鄧寧和

克魯格的注意。他們經調查發現，對於細節
的淺嚐輒止，使某些人保持無知而無畏的狀
態。第一，不知道細節的繁複多變，認為事
物都按照自己的預想，以扁平化方式發生發
展的。第二，通常他們自大地認為，自己就
是一個天才，對於失敗沒有多少考量。結

果，這些人在倏忽之間，便登上愚昧的高山
之巔，卻渾然不知。
還記得，我剛上初一回家周後的那場大雪

的細節，真是讓人記憶猶新。因時間匆忙或
自己大大咧咧，前一天回校時，我忘記了帶
證明貧困生的材料。到校後晚自習和班主任
說明了情況，她說必須在明天上午8點前讓
家長送到學校，和媽媽打電話麻煩她跑一
趟。媽媽電話上說沒問題。可偏偏第二天早
上，下起了冬天裏的第一場大雪。
在距離8點的自習課最後10分鐘，我站在

教室窗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學校大門，
第一節課就是班主任的課，她在課前走進了
教室，我趕緊回到座位上。結果，媽媽沒能
在8點前趕到，我知道在結冰路滑的條件
下，無法騎車的媽媽是很難趕路的。8點15
分，教室外響起了小心翼翼的敲門聲。班主
任去開門，我在門縫裏看到了臉被凍得通紅
的媽媽。我起身準備出去，但她卻向我揮了
揮手，示意我坐下聽課。
我想知道媽媽路上有沒有摔倒受傷，但還

是忍住了。看到她把材料交給班主任後，就
很快離開了。下課之後，我在背陰的路面上
試了一下，就像天然的溜冰場，站穩都很困
難，我開始擔心起媽媽來。後來回家，媽媽
認真地對我說，因為擔心自己會遲到，所以
那天早晨5點多就出了家門，那時路上已結
了冰。她小心騎着，沒進縣城雨夾雪就下大
了。後來，她只能推着自行車往前走。回去
時，也是一路推着自行車。當得知這些細節
後，我非常感動，並十分敬佩她。如果媽媽
的角色換成了我，自己是否會早起，是不是
能收起毛毛草草的習慣，一路上小心翼翼
呢？
安全，都藏在魔鬼的細節之中，也許正是

細節裏的魔鬼之處，造就了每個人、每個地
區甚至每個國家的偉大和不同。新西蘭是一
個農業大國，同時也是一個乳製品出口大
國。為了保證乳製品的質量安全，其奶業每
個環節都做到了細節的可追溯。如果這款原

料或產品被檢出在某環節出現問題，所涉及
的二維碼就會被鎖定。這些問題產品將會被
鎖定在原地，隨時追溯或銷毀。安全的一點
一滴，藏在細節的環鏈之間。也只有將細節
做好，方能造好天下。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的一場戰鬥中，北方

聯邦軍隊以犧牲800人的代價，殲滅敵對的
南方聯盟軍隊2,000餘人。戰鬥結束後，林肯
總統遇到一位北軍的女記者。她興奮地向總
統歡呼：「這真是大獲全勝的一仗！」林肯
嚴肅地說：「同胞手足相殘，這樣的戰鬥能
稱之為大獲全勝嗎？」林肯痛苦地低下頭，
淚水湧出了眼眶，他繼續說道︰「女士，這
些死去的戰士一定有親人，這是不能迴避的
細節。如果死去的戰士中有你的親人，你會
怎樣說？」
文友包利民說得好，長久地專注並感懷於

事物的細節，就能感到更多的責任。就像花
朵一樣，在花苞打開之前，已把花瓣、花蕊
和花粉等等細節描畫好，這些細節會讓花兒
更美麗，更有內涵。若是沒有準備、沒有策
劃，就沒有太多的心思放在一點一滴上，那
麼這朵花不如先不要開放。譬如，花開之時
遇到風雨，這些突發細節出現了，花兒怎樣
去承受，用怎樣的方法和什麼樣的責任使自
己挺立不倒。風雨過去了，花兒怎樣去收拾
壞心情，昂首新生活等等。
細節如花，粗鄙必砸。在任何時候，細節

都具有特殊的價值，這是毋庸置疑的。一位
女畫家畫了一幅題為「天使的眼睛」的油
畫，畫的是兩個中國女人，一個是新冠疫情
的康復者，另一個是醫生——相視而立，神
情激動，熱情地握着對方的手。這幅畫在畫
室掛了好久，她總感覺「還差一點兒」。有
一天，她的丈夫買了一束百合花來畫室。女
畫家接過花，插進了花瓶。看着桌上鮮艷的
百合花，她靈機一動，走到畫幅前，在女醫
生懷裏添上一大束百合花。蘊藏在畫內的情
感，因為這個細節，從花朵所製造的氛圍中
噴湧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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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引進毒豬，台灣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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