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肆虐下的東京奧運

大學為誰而立
在 全 球 化 時
代，說大學為誰

而立，未免予人思想狹窄之感。大
學本應是個開放的園地，打開校門
為的是吸引來自各方的莘莘學子進
來學習、交流、磋商，不但促進知
識的更新，更通過研討、辯論令疑
問得以釐清，未知得以明瞭。
然而，大學的學位、教席有限，
誰能進來，自然需要經過一輪嚴格
的篩選，作為名校，獲選中者固然
幸運，尤其得到較高職位的人。
香港大學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
高校，畢業生無數，更是社會精
英，他們關心母校的發展和校政，
是人之常情，但大學也是人事紛雜
的地方，需要怎樣的人才，聘進來
的人才如何發揮作用，不但考驗甄
選者的眼光，也關乎大學的環境和
氛圍是否能容納百川。
從過去多年紛爭不斷，像很多傳
統老校乃至機構，香港大學顯然存
在不少問題，尤其在政爭不斷、社
會撕裂的情況下，大學也難以獨善
其身，名聲遭人利用，校政自主權
屢受挑戰，被推到風口浪尖。當中更
引伸出「港大為誰而立」的問題。
教育是百年樹人，有心作育英才
的人，其眼光自然不會淺短和狹
隘。然而，任何大學在創立之初都
寄託着當年創辦人的心血、心願，
由於資源有限，往往有特定的目標

宗旨和針對的對象。港大創辦時，
香港只是英國在遠東的一個小小殖
民地，英國人當年看中這個深水
港，並不僅僅是香港本身，而是它
背後的中華腹地。
作為殖民者，英國人的到來除了

透過貿易獲利之外，自然想將自以
為是的優越文化輸入。是故，港督
盧押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
於1912年在港大奠基禮上就開宗明
義地說「為中國而立」。當然，盧
押設想中的港大只是一間位於香港
的英國大學（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目的
是向中國輸出英國文化，所以他本
人極力反對用中文授課。
既然位於香港，港大當然也首先

是為香港而立，但大學要發展和產
生影響力，它的施教者和受教育對
象就不可能只局限於小小的香港。
所以，「港大為中國而立」——這
句話並非今日「突然冒出」，作為
回歸後的香港大學，就像建立於清
末的清華大學，如今理所當然是
「為中國而立」。
其實，無論是香港大學或清華大

學都不必糾纏於「為誰而立」，既
然要增加全球競爭力，促進文化全
球交流，大學不但要「為中國而
立」，更要為「亞洲乃至全球而
立」，只是大學所處的地理位置令
它在招聘和招收人才上有所側重。

在新冠疫情肆
虐下，全球大部
分行業都被迫停

擺，而我們從事體育傳媒行業，亦
不能僥倖避免。
在這段日子中，所有體育項目都
無法正常進行，沒有比賽、沒有活
動代表着我們、沒有採訪報道，而
體育評述員也暫停了評述的工作。
如美國籃球NBA在本次疫情影響下
損失了約15億美元，電視收視率斷
崖式滑下，總決賽收視率比過往少
50%；另外歐洲五大足球聯賽，也
無一倖免遭到極大損失；另一邊
廂，亦有一些體育活動損失「沒那
麼」慘重：英國的溫布頓網球賽，
運氣稍為好些，從保險公司拿到一
筆「賽事取消的賠償金」，可以說
做到了某程度上的止蝕。
這項保險追溯自2003年「沙士」
疫情爆發後開始，溫布頓網球賽購
買了因類似「非典型肺炎」全球傳
染病導致賽事取消風險，每年繳交
高達大約160萬英鎊的保費，為的
就是在這種全球均受重大影響的情
況下可以平衡損失；終於在連續交
了多年保險費後，在不希望發生的
情況下終於有「賠償」，從而避免
了因疫情未能舉辦賽事的損失而陷
入財務狀況危機，獲賠償1.49億美
元，這情況亦於美國NCAA發生，
獲保險賠償2.7億美元。面對賠償
過億的巨額保金，保險公司顯然吃
不消。根據一些媒體報道，現時很
多保險公司已經打算自此以後不再
提供「賽事取消」這項目的投保，

畢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再講東京奧運，媒體有報道，東

京奧組委也早已購買了「賽事取
消」保險，承保的是一家德國保險
公司——慕尼黑再保險（Munich
Re Group）。如果東京奧運取消的
話，保險公司需承擔5億美元的賠償
金，雖然5億美元這數目不小，但對
東京奧組委而言，也不過是杯水車
薪，畢竟東京奧運會整體經費極為
龐大，成本達到158.4億美元。雖然
東京奧組委表示，決定了東京奧運
一定會舉行，其替代方案是：除運
動員外，盡可能減少工作人員、減
少入場觀眾，有鑑於目前世界各地
也有很多運動賽事進行，但不安排
觀眾現場觀看，因此東京奧運甚至
考慮閉門作賽，但如果沒有現場觀
眾，門票收入會損失8億美元。
再說本屆東京奧運選手村，應該

今年10月要將房屋交回所有業主，
現要延期1年，補償給業主4,175戶
的賠償金現還未定案；而日本本地
廣告贊助商，到目前也只得12%願
意繼續延長贊助合約。原先估計東
京奧運會為日本帶來60萬海外遊
客，會為東京帶來22.8億美元的經
濟效益，而這筆收益現時看來也會
成為泡影了。
東京奧運會明年2021年7月23日

如能舉辦，這不僅成為史上最坎坷
的奧運會，還會成為最昂貴的奧運
會，但無論如何，也希望能如預期
舉行，更不希望它是下一個獲「賽
事取消保險賠償」，而是貨真價實
的東京奧運會。

以前感覺不到民族自
信是那麼重要，自從美
國對華為、TikTok等中

國企業採取一系列打壓行動後就明白，
原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絕對
影響甚大。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打壓就完全來自對自

己的國家沒有信心，他們指中國的華為手
機有後門，危害美國家安全；抖音會收集
美國人的私隱，甚至影響國家安全，所
以要禁止他們於美國存在。中國每個在
美國求學的留學生都是間諜，是來偷東
西的，真荒謬，出國留學就是來學習、
交流的，否則幹嘛來留學？至於學習你
們的知識、吸收你們的經驗卻讓你們硬
說成是偷，那只是證明你們思想狹隘，
已經被公開的東西，所有人都有權學
習，再加以改良提升。實在不能完全理
解以世界警察自居、自大的美國人怎麼突
然那麼恐懼中國？一向自信心爆棚的美國
人怎麼變得那麼缺乏自信？
也許特朗普團隊不過是找藉口搞中國

吧？
國家安全是每個國家時刻在做的事，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自保，如
果遇上強勁對手自己去想辦法破解，不
可能大張旗鼓地告訴別人我要對付你
了。而且明明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中國
永不稱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又何來
花精神去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近年美
國班政客根本無認真了解中國、中華民
族的特性，只是偏聽那些流亡海外的異

見分子的意見。幸好中國改革開放，不
少美國人在中國做生意，生活在中國，
他們最清楚情況，新冠肺炎期間不少外
國人留在中國，他們的腳沒有逃回美
國，證明中國不是歐美國家某些政客口
中那麼可怕，什麼沒自由、隨時被抓的
說法都是謊話。
大家都清楚目前是資訊爆炸的年代，

通訊設備發達的年代，你認為仍有私隱
可言？你們買電話，出埠出入境其他國
家和地區，指紋瞳孔辨識、在美國機場
通關，整個人被照X光，呢啲又叫什麼
私隱？所以當他們指在收集美國人的私
人資料，侵犯美國人的私隱，你會笑爆
嘴，你認為臉書（Facebook）、推特
（Twitter）又有冇收集用戶資料？而且
用戶自願使用社交平台就不會怕私隱公
開，用這種藉口根本當人傻瓜，侮辱人
的智慧。在國際舞台上國家不能失自
信，否則地位不保，人沒有自信也不可
能成功，何況一個民族！中華民族要復
興，民族自信不可或缺。

民族自信
朋友是美籍華人，返港辦事後有家歸

不得，因為美國疫情太嚴重，家人不讓
她回家，如今滯留在港。為了不錯過投

票選總統，在港收到選票後，已即時郵遞返美，塵埃落
定，她投票所選的拜登勝出了，總算得償所願。
朋友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了，是美國密歇根州的選

民，當地少數族裔一直都不怎麼關心政治，朋友也不例
外，什麼選舉都與她沾不上邊，但今次選總統卻讓他們
全家投入了，正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打壓，美籍華人不能
置身事外。
美國選總統，本來與我們無關，但在「反華」問題

上，香港的黃營曾得特朗普陣營發功，當特朗普敗選，
他們如喪考妣；藍營雖不見喜歡拜登，但更不喜見特朗
普，冷嘲熱諷志在發洩。本人倒覺得，諷刺特朗普的圖
文，是沒有意義的，反正瘋人瘋語消失已指日可待。
但有論調說︰「這時候不要去刺激特朗普，恐怕他遷

怒中國，做出更激烈的事。」或許這就是某些國人的傳
統特質，不好去惹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人對此
並不認同，有些事情，並非是你不去惹它，它就不來。
特朗普打擊別人狠下手了，刺激他又如何？只是我們不
做沒有意義的事情而已。
倒是美國總統選舉，給我們認識了一種「新聞操

守」，特朗普在沒有證據下指責「民主黨舞弊選票」，
主流電視台中止了直播特朗普的記者招待會；社交媒體
平台，在特朗普指責對手「嚴重欺詐」、「操控選票」
的推文上，編輯又加上「事實核查」或「內容具爭議」
的標籤，表面上，媒體對事實的責任和操守，好像得以
體現；然而，又不難見到民主黨操弄媒體打擊特朗普的
影子。
反觀香港的部分傳媒，在政治操弄下，連表面對事實

的責任和操守都沒有，他們只會高呼「新聞自由」，只
憑媒體的立場就自編自導，誤導讀者，實是可悲。

從選舉看傳媒角色

傳自內地的兩
段中小學生上課

短片，很有點兒新鮮感，其一是原
名賦思頭環也稱「腦思頭環」的科
技新儀器，類似孫悟空金鋼箍一樣
的電子環，套在學生頭上，主要測
試學生上課時是否專心聆聽，以便
提醒學生集中注意力。
這個小小「腦環」價值不便宜，
每具近三四千元人民幣，由家長購
買還是學校提供則未可知。但是與
腦部那麼貼切接觸的儀器，總未免
引起有心人士對學童腦部的健康表
示關注，就因為有過不同意見的爭
議，目前內地已經暫停使用。
「腦環」由哈佛大學腦科博士韓
璧丞發明，照理應有一定權威性，
難怪第一時間吸引不少老師和家
長，也因很多老師和家長「腦思」
之後，由於未能對此環功能深切了
解而放棄採用。
有這樣的敏感，就不免令人聯
想到微波爐了。微波爐面世之
初，由於分秒速食方便，吸引過
不少家庭，可是享用過一段日
子，直到1961年，美國科學家
戈登才發現即使微波爐的微波發
射極其微弱，也會引發種種疾
病，大家就恐慌了。
所以對任何科技新產品的使

用，真的不可掉以輕心，尤其關乎
學子的健康，更有必要審慎。
韓璧丞希望媒體多了解腦電技

術，不要對「腦環」過分妖魔化，
可是我們尊重和信任科技發明家之
餘，也得提防某些用心不良的國
家，利用科技產品進行某些勾當，
看硬銷萊克多巴胺豬的主子，便可
證明媒體的顧慮也未必全屬陰謀
論。
另一短片則十分有趣，上課期間

正埋頭功課中的中學生，鳴鐘一
響，立即一一離座跟隨音樂節奏
「打起功夫」，舒展筋骨約莫一分
鐘後，鳴鐘再響，全體又立即自動
依隨秩序回位繼續執筆埋頭功課
中。看學生們學習和活動時同樣精
神奕奕，便知道這個教學方式除了
提高學習興趣，對健康也有好處，
男生女生全都骨肉均勻，不肥不
瘦，沒香港學生那麼超磅呢！

不一樣的學習

從澳洲回到內地這些日子
以來，最令人開心的事情之

一，就是我操辦的與鹽田區圖書館合作的「山
川上的中國」文化論壇終於從線上講座回到線
下講座了。
因為師父胡野秋的新書《深圳傳》出版之後

大賣至今，疫情後「山川上的中國」首次線下
論壇便請了他去給聽眾分享「深圳城與《深圳
傳》」，由於在場聽講座的多是「老深圳」，
師父便興致勃勃地從久遠以前的深圳歷史講到
了自己南下深圳的歷程，這一來，別說在場的
「老深圳」們都被帶回了從前，就連本呆亦忍
不住拋開了現場的工作沉浸在往昔裏了。
師父說起當年「闖深圳」的年輕人，說起那

些住在狹窄的出租屋裏的日子，說起有的人因
為買不起新傢具和新家電，曾經花200元去舊貨
市場買了一個二手冰箱，一下子戳中了本呆心
底的某根神經：很多年前，我也買過一個200元
的二手冰箱！那是一段很艱苦的日子，創業對

於當時已不年輕的我來說尤其艱難。離開了過
去的舒適，我和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一般拚命地
打拚，住在除了一張小床、一張小辦公桌和一
個小書櫃之外什麼都沒有的出租屋，每天都在
辛辛苦苦地為訂單奔忙。有時候在外面和客戶
吃完飯，把剩菜打包回家，卻又因為天氣熱，
到了第二天依舊因為餿臭而扔掉了。後來有一
次我哥去探我，見我過得如此地難，又怕傷了
我的自尊，不敢買新東西給我，便揀我最需要
的，買了一個僅200元的二手冰箱送我。後來打
包回家，再不用擔心剩菜會被浪費掉了，也因
為如此，後來「伍總終於有冰箱了」成了許久
以後我的合夥人們還樂此不疲地拿我開涮的段
子。
那也是一段很疲憊的日子，時常奔波在見客

戶、談項目的路上，就連從前那些極具儀式感
的吃飯，不是在應酬的酒局上，就是在辦公室
或者街道邊啃盒飯，睡覺更不用說了，常常是
手中的文案還沒完成，就趴在電腦前對付着睡

了一夜，能夠完完整整地睡上一個好覺在那時
都成了一種奢望。
然而回想起來，那些日子卻又是充實無比

的，因為無論如何地累，如何地難，心裏總是
充滿憧憬的，有着明確的目標的，知道自己要
做什麼，在做什麼，總覺得希望就在眼前的。
如今的房子比起當年的出租屋大了許多倍，

屋裏的冰箱也是新的、巨大的，冰箱裏裝的多
是新鮮的蔬菜和水果，剩菜是極少出現的。偶
爾打開冰箱，會突然回想起那段沒有冰箱、第
二天看着餿掉的剩菜心疼不已的日子。也會回
想起那段忙碌的日子，如今是沒有那麼忙了，
心裏卻隱隱約約地感覺似乎少了些奔頭，少了
點希望。
所幸如今的房子裏仍舊有書櫃，比起從前出

租屋裏的小書櫃大了許多，足足佔據了家裏的
一整面牆。滿牆的書擺在眼前，看着是歡喜
的，讀着也是歡喜的，文字裏的希望總是最大
的希望。

二手冰箱與一面書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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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一處安詳的所
在。當我們從市區驅車
50餘公里抵達山東人文
紀念公園時，眼前的風景
被一片迷濛山色所籠罩，

如夢似幻，恍若仙境，令人沉醉其中。
山路蜿蜒騰挪，草木層巒疊嶂，剛一下

車我就頓覺被山的臂彎環抱起來，就像被
大地攬懷入睡的嬰孩一般，有一種說不出
的舒暢和清新。深深吮吸一口空氣，沁着
些許潮濕和甜潤。漫步在這三面環山的公
園裏，我第一次找回台灣作家張曉風所說
的那種被自然恩寵的溫煦感－「人行水
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覺，那種柔和
的、生長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嚴和
芬芳，你竟覺得自己就是張橫渠所說的
『為天地立心』的那個人。不是天地需要
我們去為之立心，而是由於天地的仁慈，
他俯身將我們抱起，而且剛剛放在心坎的
那個位置上。」
好山好水的地方必有故事。一路沿山勢

上，撲面而來的清風，清風裏悅耳的鳥
鳴，鳥鳴裏氤氳的花香，花香中迤邐的思
念，一直蔓延到我的心窩裏，緩緩聚攏成
生命的感念。
山東人文紀念公園位於濟南市長清區孝

里鎮，佔地千餘畝，南靠泰山，北望黃
河，與大峰山相鄰。園內埋葬着很多開國
將領、革命老兵、文藝名家等，其實，從
墓區劃分的名稱上也能夠感受到這種精神
文化魅力：軍人墓區為「紅星園」，知識
分子為「文星園」，基督教墓為「錫安
園」，傳統墓區為「泉水人家」，各有特
色，氣韻風雅。
順着主幹道南行，我們瞻仰了一代京劇

大師、襲派藝術傳人方榮翔老先生的雕
像，設計師用影雕工藝雕刻出老先生出演
《奇襲白虎團》團長的造型，旁邊的印度
紅墓碑再現他上台出場的造型，穿越時
空，好像把人們一下子帶回他心愛的舞
台：他一出場，還未啟唇，台下就響起了
雷鳴一般的掌聲，他的氣場就這樣撐起舞
台，大師之風就這樣感染觀眾。只是，此
時這裏愈發的寂靜，鐘靈湖畔，碧水輕

漾，隨風搖曳的草莖和小花變身觀眾，靜
靜聆聽着老先生的靈魂清音。
在辦公區域，只見工作人員手裏拎着一

件翻毛領子的棉衣，一看就是多少年的老
古董了。上前詢問得知，「這是我們從附
近村民家裏徵集來的關於山東紅光化工廠
的老物件，因為擱置時間太久了，太髒
了，洗乾淨了，趁天氣好掛在室外曬一
曬！」工作人員笑着解釋道。我這才明白
過來，原來腳下的這片土地前身就是當年
的山東紅光化工廠，與父輩同齡的那一代
人對兵工廠和「小三線」並不陌生。
1970年，為了響應中央毛主席「要準備
打仗」和「三線建設要抓緊」的指示精
神，在全國部署新建一批軍工三線廠，國
營山東紅光化工廠應運而生，軍工代號為
國營第5805號。廣大建設者響應黨的號
召，從城市廠礦企業紛至沓來，風餐露
宿，披星戴月，用雙手在山溝溝裏創建起
一家可生產1萬噸TNT炸藥、硫酸的軍工
廠。因為這裏群山環抱，草木茂盛，且外
側地勢雄偉，內中紓緩隱蔽，有多條便捷
道路通行於山外。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根據統一要求，企

業轉型產生山菊花牌味精和麥精露，改名
為「濟南味精廠」，成為省內首家專營味
精的國有企業。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曾
親自到訪，提筆為味精廠題詞－「山中小
社會，泉城大企業。」
路過山東老戰士紀念廣場，我駐足而

立，目光拂過高高矗立的紀念碑，拂過解
放戰爭山東兵南征北戰和英勇殺敵的巨大
浮雕，落在了浮雕下方原國家軍委主席遲
浩田將軍的手書墨跡－「山東老戰士紀念
廣場」。我不禁激動萬分，內心澎湃一股
滾燙的情愫，一種虔誠的敬意，一份濃稠
的思念。廣場兩邊是以「軍」為單位的老
戰士名單，我一眼認出了抗戰老兵袁永福
爺爺的塑像，瞬間陷入長久的沉默。是敬
畏、是緬懷、是對老英雄的深情仰望－他
沒有離開，他就在我們中間。
四季輪迴，歲月無聲。多年後，這片神
聖而偉大的土地上，建成一座人文紀念公
園，是自然的美意，亦是生命的感召。或

許有人會問︰「何謂人文？」我想，應先
要回答何謂尊嚴？張煒先生在《陶淵明的
遺產》一書中寫道︰「我們可以思索：倔
強和執拗不一定是表達了尊嚴，因為要看
其是否來自『性本』。離開了這個基礎，
我們將不會理解何為尊嚴。」他進一步闡
述︰「尊嚴是屬於生命本體即精神和心靈
層面的。這個層面產生和滋長的一切才與
尊嚴有關。」可見，尊嚴即性格，尊嚴即
人性。
在這樣一個山清水秀生態優美的地方，

人文紀念公園正是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
方式，實現詩意的棲居－人文是詩、是
畫、是音樂、是月光、是清泉、是山嵐、
是每個靈魂的獨特風骨和精神印記，是芸
芸眾生的最後表情和永恒低吟。
人的一生，從搖籃到墳墓，不過是與土

地溫柔相待的愛情故事。最終，人們把靈
魂完完全全交給土地，土地自然會寬宏仁
慈的把它交給這片土地上的人或事，以及
那些被忘卻的記憶。
死亡是與活着同等的矗立、是生命最後

的起舞、是向土地深沉的一吻。這時候，
大地就會回報以歌。舉目四望，公園裏視
野開闊，風景絕佳，清澈如溪，連舉起手
機拍照都顯得多餘。
溪澗、古樹、鳥鳴，山泉、游雲、野
花，勾勒出一幅清麗而秀潤的山水圖景，
如果沒有不時傳來的「啾啾」、「喳喳」
的鳥叫聲，前來遊覽和參觀的人會跟着不
知不覺入了畫。不遠處，是著名作家劉玉
堂先生的墓地。還未走進，我的耳畔就猛
然響起了老先生哼唱《小放牛》的嗓音，
似乎他一張開口唱，整個沂蒙山的氣息和
味道就被帶到眼前。戲裏戲外，一念也是
永恒，想着想着，叫人濕了眼眶。
若大地有靈，必會聽見靈魂的獨唱；若

山水有情，必會收藏逝者的聲音。在山東
人文紀念公園，我看到了這種天地大美，
我讀懂了這種審美精神，我感受到了生命
的另一種溫度：把心靈毫無保留交給土
地，讓靈魂無所掛礙擁抱自然，與草木、
清泉、湖水、冷月、星辰共同入了夢境，
就這樣地老天荒，走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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