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奧運 荊棘滿途

多媒體舞台
新冠肺炎疫情
蔓延，不但中斷
了全球性交往，

也中斷了生產鏈，更導致很多文化
活動暫停，以往人山人海的文化場
所變得人流稀少，乃至空空蕩蕩。
可幸，習慣了疫情之後，政府有序
地開放一些城市空間，有心人也懂
得變通，借助新科技，及時走出疫
境，展開新文化生活。
其實，利用多媒體技術輔助表
達或傳遞信息，當然並非始於疫
情，但疫情卻加速了這種趨勢，
甚至將一些不可能變成可能。近
期看的多個舞台演出或網上演出
都有這種感覺。
前文提到由張艾嘉主演的《魅》
就是其一，多媒體技術不但把遠在
台北的鋼琴演奏「拉」到香港舞
台，而且，透過投影，鋼琴家和說
書人的表情被放大，人也變得立
體，縮短了和觀眾的距離，尤其是
一些關鍵字幕獲特別強調，加深觀
者印象。
然而，正所謂針無兩頭利，當科
技被過度炫耀或多媒體影像太精彩
時，難免變成喧賓奪主。記得聽
《天空交響曲》時，由於樂池背後
有一個大大的屏幕將贊助商人兼攝
影師李秀恒在非洲拍攝的大自然照
片以投影方式交替呈現，而照片拍

得太美了——聽說達到《國家地
理》雜誌刊登的高水準，令觀者忙
着欣賞照片的原野之美和野生動物
的英姿，顧不上品味音樂。
同樣，在《說唱張愛玲》中，當
我在投入祖師奶奶的文字世界，以
及女主角說故事的情緒中時，突然
加插了一段流行音樂及舞台特效，
雖然予我眼前一亮或為之一振，卻
也同時打斷了我沉浸在張愛玲時代
的思路和情境。感覺有些不習慣。
當然，從觀劇效果上看，或許是
成功和必要的，我身邊的九十後觀
眾卻很喜歡，覺得很刺激，認為跟
上潮流。畢竟，以逾一個小時的
「說唱」節目來說，如果只是由兩
三位演員在台上由頭說到尾，不僅
極考說書人或講故事者的功力，也
考驗觀眾的耐性。而大部分入場觀
眾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消閒娛樂、
刺激放鬆。
誠然，結合了超越人類藝術家聲

色藝的舞台演出迎合了在新科技輔
助下成長的新一代口味。只是，當
科技滲透進各個領域中，乃至無所
不在時，真實的藝術家，有情感、
有才思、有想望的人變得渺小了，
而人類藝術家以往勇於挑戰高難度
動作和精益求精的動力和精神也難
免減退。如何平衡和拿捏當中的分
寸，同樣考人類的智慧！

今年1月新冠
肺炎肆虐全球，
地球上各行各業

好像停頓了，而我們體育工作者也
不例外。
大量的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也被迫
改期或取消，其中最大型的東京奧
運早已聲明延期到明年2021年7月
23日舉行，雖然主辦方強調奧運會
繼續進行，但距離D-Day只有8個
月時間，就目前全球情況而言，實
在未許樂觀︰歐美疫情仍處於極嚴
峻階段；而近日香港亦進入第四波
疫情，感染個案不斷上升，每天有
幾十人至百多人確診；日本東京每
天則仍有幾百宗感染。還看國際新
聞，疫苗的消息似有還無，時帶希
望時而令人失望，如此情況真的無
人能預測8個月後的奧運能以何種
方式安全而又盛大地舉行。
不過，近日國際奧委會會長巴赫
頻頻為東京奧運會能如期舉行而四
處奔走，呼籲各國支持東京奧運
會，並於上個月23日通過視訊會議
方式列席今年G20峰會並發表演講，
呼籲列席各國領導人全力支持2021
東京奧運會。我想，各大奧運迷，包
括我在內，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自從2020年3月份東京奧運宣布
延期到2021年7月23日舉行，國際
奧委會會長在近日首次到達東京與
當地官員商談實際方案。
巴赫首次與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
會晤，雙方圍繞着如何舉辦一屆安
全簡單的奧運會進行溝通，包括如
何將250個比賽項目分三大類、優

先確保最重要項目，如田徑、游
泳、體操等的舉行、減少現場觀
眾、減少非必要工作人員及官員人
數等。巴赫指︰較早前東京剛剛成
功舉辦了一場四國體操比賽，並安
排部分觀眾入場觀賽，這是東京奧
運會延期後舉行的第一個國際性體
育賽事，當時選手前往日本之前必
須首先進行隔離，於出發前72小時
接受檢疫，抵達日本選手村後要再
進行一次檢疫，這一個模式可能會
沿用於明年東京奧運會，外國運動
員選手入境的防疫方式。巴赫再
稱︰「所以，2021年東京奧運會必
能如期舉行！」
而我們身在香港的體育傳媒人，

如果奧委會最後的反制疫情措施是
包括限制參與奧運報道工作人員數
目的話，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奧運
節目製作質素，在資源和人手均短
缺的情況下，製作團隊未必能追訪
每一個有份參賽的香港運動員，如
果要報道香港運動員每一寸的片
段，則可能因人手而會有所遺漏；
香港運動員比賽後即場直播訪問也
會有困難。
雖然目前香港區的奧運轉播版權

最後花落誰家於哪一家電視台也仍
是未知之數，但站在體育傳媒人的
角度，無論哪一間電視台都應該向
國際奧委會努力爭取這個製作權利
和機會，讓香港觀眾能看到香港運
動員於這次「荊棘滿途」的奧運會
中盡全力為港爭光的表現，為每一
位能夠奪得奧運入場券的香港運動
員好好打氣！

「共享馬主」-國際賽馬事業
每年 12月是倒數月，聖誕及元

旦，大節日串在一起，歡樂停不了，
尤其是平安夜和除夕夜的倒數，更是

熱鬧的高潮。
其實，不必等節日的到來，我們早已習慣天天在
「倒數」。跳舞群組把第四波疫情突然提前，人數之
多，範圍之廣，令人措手不及。
朋友生日那一天，全家到了海洋公園，晚上又邀請

父母打邊爐慶生，吃過晚飯，又去了看望孫兒。過兩
天新聞報道，有確診者到訪過海洋公園，日期正正就
是他們合府大串連的那一天。會否因此弄出個「海洋
公園群組」？相信機會很微，大家打趣說，反正合府
一齊隔離，可以開枱打幾圈哩！既然無可避免，就開
始倒數吧，14天在淡忘中過去了，平安過了一關。
另一乒乓球群組朋友，每周都往公園體育館打球。
忽然有一天又看到新聞，該館清潔工確診，最後一天
上班，正正是他們打球的那一天。消息在群組炸開，
球友像「世界末日」似的。的確，清潔工的清潔範圍
包括球室、球枱、洗手間，而他們打球又沒戴口罩，
感染機率也是有的，但也不會很高。互相安慰過後，
唯一可做的，就是開始忐忑倒數14天。
前文曾提及的跳舞朋友，大家半年沒聚會，她忽然

在群組中公告，自己到過爆疫的跳舞場，誠惶誠恐去
做了檢測，結果是陰性；在家隔離足足21天後，為
免大家有「跳舞歧視」，又第二次向朋友公告。跳舞
群組的感染鏈，也不知傳開第幾代了，一些不明源頭
個案，都不知與誰有染。
在老人院的長輩病危被送進了醫院，和親友前住探

病是需要的，雖做足防疫措施，心中不能不倒數14
天。周日選擇長程步行鍛煉，享受秋日陽光，平日相
當謹慎的我們，一心買外賣午餐，但見餐廳坐得疏
落，一念之差竟然坐下了進食，但坐下後又感覺人來
人往，懊悔不已。無法子，又要開始倒數了。

已經在「倒數」

孟子《梁惠王
下篇》中，提到

齊王說︰「獨樂樂，不若與眾樂
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便成了兩
千多年大家認同的不朽金句了。
一群人開心，自然比一個人開心
來得熱鬧，齊齊歡呼/齊齊拍掌，
那種令人興奮的氣氛，真不是單獨
一個人時可以享受得到。
可是疫情下，就是把酒談心，人
數多了，都有一定危險性，更何況
是跳舞/唱歌！這類大型集體活
動，不問可知最易忘形失控，光說
跳舞，兩個人已難免肢體接觸，手
碰手便足以傳疫；唱歌難道還會戴
上口罩？是必然口沫橫飛了，一群
人大合唱，瘋狂派對情景，還想像
不出來！
所以就爆出令人不忍看到的新聞
了。本來疫情稍為平靜好幾天，給
好一群精力過於充沛卻警覺性不足
故意挑戰新冠疫魔的歡樂人
士，一夜狂歌熱舞後，連續多
日群組確診數字加到前所未見
三個字位。眾樂樂一下子便變
成「眾確確」。
回說孟子問喜愛音樂的齊
王，一個人獨自鳴鐘擊鼓、吹
笙奏笛快樂，還是跟百姓一起
同歡快樂，齊王答他還是喜歡
眾樂樂。這也可以說是今日那

些歡樂確診群組抱持的原意。
孟子說如果百姓生活過得不好，

聽到大王鳴鐘擊鼓、吹笙奏笛取
樂，眾何樂樂？可見快樂得看環
境/講心情，當前新冠肺炎日趨凌
厲，無視限聚令之餘，還冒險跳
舞/唱歌挑戰疫菌，苦中樂樂何樂
可言？
明白有人怕孤獨，性格合群也樂
群，不能一天身邊沒朋友，連單獨
吃飯都下不了咽，娛樂就更不可能
無伴。可是怕孤獨也得要習慣孤
獨，人嘛，最初一個人來，親朋知
交千萬，最終不也是一個人離去，
如不習慣孤獨，怎能承受得起日後
「無人送行」那份痛苦！
享受一點「獨樂樂」，便知道

「寂寞」不過是虛幻的感覺。何不
好好趁在家除下口罩安靜的日子，
體會過獨樂樂的情趣，好等新冠病
毒消散後，眾樂樂時玩得更開心。

獨樂樂與眾樂樂

自我回國之後，忙裏偷閒
地進行了一段時間新屋的裝

修收尾工程，又忙裏偷閒地對新屋舊物進行了
一番打掃歸納，近日終於能在新屋看出一點新
氣象了。於是便開始對一些心愛的植物開始歸
置。
其實因為搬家的時候我尚在國外，搬家的事

情都委託妹妹負責，因為怕給她增添麻煩，僅
讓她從舊屋搬過來一株櫻花三角梅，一株四季
桂，還有一株我十分喜愛的，養了近十年的非
洲芙蓉。那株一直種植在大盆裏的非洲芙蓉搬
到新屋之後，一直被安置在大門口的草叢中，
所幸替我裝修屋子的朋友林哥也非常喜歡花
草，他在疲累的工作之餘還是抽空細心幫我澆
水施肥，之前被人修剪得面目全非，又經過長
途跋涉的非洲芙蓉終是不辜負愛花人，一日日
地又恢復了元氣，又變得枝繁葉茂起來，甚至
在花期到來之前又孕育了一身的花苞。
把花園裏的泥土翻新完，辛苦了半天，在陽

光最好的位置挖了個大坑，就準備「請君入
坑」，讓在狹窄的花盆中委屈了近十年的非洲

芙蓉回歸土地的懷抱。去搬花盆的時候才發現
花盆太重，以我一個「文人」小女子的力量根
本不足以把近200斤的花盆搬上有着七八級台階
的入戶花園，再經過長長的客廳搬到後花園。
此時新買的沙發也送到了，送沙發並循例安

裝的快遞員小夥子看上去年輕力壯，本呆心裏
便暗暗地打起了「壞主意」，一邊看他安裝沙
發，一邊在心裏核計着如何請他幫忙。用時下
流行的話來說，本呆「想多了」，才一開口請
那位小夥子幫忙抬一下花盆，他便禮貌地拒
絕：「對不起，我還有好多貨要送呢」。於是
本呆便只好保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與
他告別，生生地把那句「可以再付您一點搬運
費」嚥了回去。
送沙發的小夥子剛走，和沙發幾乎是同一時

間買的櫃子也送到了。送櫃子的小夥子手腳很
麻利，本來沒有承擔開箱業務的他爽快地幫我
把包裝打開，把櫃子安置好，正準備離開，我
終於又鼓起勇氣問他能不能幫我把那盆非洲芙
蓉搬到後花園，他沒有半點猶豫地答應了。動
起手來，才知道那花盆比我想像中的更難搬，

小夥子想盡了辦法，才幫我把花盆搬進去，看
他接到下一單的催單電話，我便不好意思起
來，謝了他，又拿出一些零錢來想付他搬運費
感謝他的幫忙，然而他卻「尷尬而不失禮貌」
地拒絕了我的「好意」，非常禮貌地告辭了。
因為花園裏的泥土太薄，後來我又通過鄰居

聯繫了一位賣土的年輕老闆買下了兩車肥沃的
稻田土鋪到原本的黃泥土上。運土到家亦是只
能從大門進到後花園，那位年輕老闆請的搬運
工人一路自說自話，因為搬運辛苦而不顧客戶
的感受，自顧自地邊搬土邊罵罵咧咧，而那位
年輕的老闆除了搬土，又把屋子裏掉落的土渣
打掃乾淨，又很細心地在事後把屋前堆放過泥
土的地板沖洗乾淨。一對比，二者高下立見。
本呆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對金錢和地位十分

計較的人，然而卻因此想起很久以前看過的一
個小故事：一個順應自己內心去做事，在做事
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相應的回報，沒有太計較
後果的年輕人，最終成為了世界首富……如此
看來，性格和心態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付
出和收穫其實永遠是成正比的。

人的區別只在毫釐之間

獨
家
風
景

獨
家
風
景呂書練呂書練

琴
台
客
聚

琴
台
客
聚伍呆呆伍呆呆

書
聲
蘭
語

書
聲
蘭
語廖書蘭廖書蘭

源
於
奧
運

源
於
奧
運李漢源李漢源

方
寸
不
亂

方
寸
不
亂方芳方芳

翠
袖
乾
坤

翠
袖
乾
坤連盈慧連盈慧

大多時候，我經歷的疼
痛是這樣的：先是不易察
覺的關節僵硬，然後絲絲
縷縷的痛感如疾風驟雨般
襲來，時緩時片，成勢成

片，令人猝不及防；很快，疼痛的洪流在
身體裏肆虐，毫無徵兆的就抵達了高潮，
整個腿部瞬間就像電流通過一般，肌肉瑟
縮，發生痙攣，不能自已。稍後，又一股
洪流遊竄，就像颶風在體內肆意搜刮，恍
若帶走一部分血肉，在黑暗的盡頭逼出一
身冷汗，我如墜深淵，如臨大敵，最終動
彈不得。
疼痛過後，一個人看世界的態度也會隨

之改變。患類風濕二十年，我也疼了二十
年。多少次我想到，如果有一天不用吃止
疼藥了，也不疼了，那該多好啊！可是，
一個人如果徹底沒了痛感，又該是多麼的
可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羞於談論疼
痛，從未在任何人面前說起自己有多疼，包
括父母。疼痛就像長在我肉體上的重要器
官，早已「相看兩不厭」，或者說沒了脾
氣。直到最近邂逅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
克，冥冥中她是一個懂我很久的知音。傳來
她獲得諾獎消息的那個晚上，我正被疼痛折
磨得死去活來，坐臥不寧。
疼的因素有很多，節氣會疼，雨雪天會

疼，感冒會疼，勞累會疼，經期會疼，潮汐
變化也會疼，似乎任何一個理由都冠冕堂
皇，又似乎都不成立。因為類風濕所附帶的
疼痛，至今世界上沒有有效根除辦法。這種
疼痛讓我經常陷入長久思考，關於活着，關
於死亡，關於尊嚴，關於愛與恐懼。
露易絲．格麗克的詩歌被人們稱為「疼痛

之詩」，比如，「我要告訴你件事情：每
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個開頭。」比
如，「生出來，身體便與死亡定了約/從那
個時候起，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詐。」就像詩
句之間藏着一個扳機，直抵我們的心靈深
處，發射出令人心頭震顫的思考，甚至讓人
有些眩暈。細讀她的詩歌後我才明白，她一

定是獨自穿越過無數黑暗閘門和疼痛之夜的
探索者，僅七年厭食症的治療過程就是最好
明證。當然，更多的是不留痕跡的靈魂獨
唱，她拒絕留下簡歷和照片，只說過「我是
一個長翼的着迷的人，我被月光照亮的羽
毛/是紙。我幾乎不曾在男人和女人中間生
活/我只對天使講話。多麼幸運，我的日
子」，這一點與卡爾維諾極為相似。我認
為，這是源於她足夠自信，她的詩歌是可以
當做散文或隨筆來讀的。她寫愛情，「如果
你墜入愛情，妹妹說/那就像被閃電擊中/她
正滿懷希望地說着/要引來閃電的眷顧」；
她寫妹妹去世，「後來我覺得妹妹的身體/
是一塊磁鐵。我能感到它吸着/媽媽的心進
入大地/這樣它才會生長，給人以尖銳的疼
惜；她寫父親臨終，「在臨死的亢奮中/爸
爸已經認不出我/像一個不吃不喝的孩子/他
對什麼都不在意」；她寫祖父，「雖然偉大
的靈魂據說是/一顆星，一隻火炬/但它更像
是一顆鑽石/這個世界上在再沒有什麼堅硬
的東西/能夠改變它」；她寫身體，「暴力
已經改變了我/我的身體已變冷，像清理一
空的田地/此刻只有我的心智，謹慎而機警/
感覺到它正被檢驗」；她寫大地，「對大地
感覺厭倦，這也很自然/若你死了這麼久，
你很可能連天堂也會厭倦。」她最擅長的剖
析就是靈魂，「我的靈魂一直那麼惶恐，狂
暴/原諒它的野蠻吧/彷彿我的手便是靈魂，
小心地撫過你」……讀格麗克的詩，特別是
後期作品，總會讓人的心跟着/發疼發緊，
有種電擊般的清醒，然後產生一種被四面八
方包圍的溫暖慰藉。
這種力量，或許就是真實，而疼痛，不過

是人類活着的最大公約數，是她打開生命之
門和靈魂之鎖的金色按鈕。也可以說，疼痛
是疾病，傷口，破碎，性愛，也是失敗，暴
力，無常，恐懼，唯有愛能夠治癒，唯有愛
能夠捍衛疼痛重壓之下的最後尊嚴。看不見
的疼痛比疼痛更加令人悲憫，比如死亡，這
正是格麗克最深邃最直接的精神探索。
肉體有多少種樣態，就會有多少種疼痛，

本質上都是生存的困境——死亡。我由此頓
悟，一個人出生的瞬間就開始了死亡，似
乎，肉體的疼痛多一些，靈魂的煎熬就會少
一些，這是內在的補償機制。我目睹過不同
的疼痛瞬間：十六歲第一次住院時，我去保
健樓看老校長，在電梯口遇見從裏面推出來
蓋着白布的逝者，家屬的無聲哭泣讓我至今
無法忘懷；幾年前深夜在醫院急診室輸液，
昏暗的走廊盡頭，有位男子闌尾炎發作弓着
腰沿着牆根挪動腳步，雙手緊緊掐着腹部，
走走停停的影子搖曳出扭曲的表情；母親勞
累過度導致腰椎間盤突出，發病時疼得大汗
淋漓，甚至喊出聲來，好多次夜裏醒來看到
她坐在床邊抹淚，寢食難安。
還有一個叫傑傑的十歲男孩，我的病友，
每次想到他我都久久不能平靜。他的雙手腫
起來就像豬蹄，且每天早晚經常高燒，他從
來沒喊過疼，扎針時也不懼怕，但從來不讓
人摸他的手，總是背在身後面，這是少年保
護自己的獨特方式。
疼痛的樣子不盡相同，但都是對死亡的一

次預演，在不安中觸摸到生命的另一種真
實。所以，格麗克寫道，「要說我沒有畏
懼/這不真實/我害怕疾病，羞辱/和任何人
一樣，我有我的夢/但我已學會了隱藏它們/
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就是愛，就是萬變不
離其宗的人性根源：活出尊嚴。
疼痛的反義詞不是忍耐，而是愛。露易絲

．格麗克讓我重新找回直面疼痛、直面生死
的勇氣。她對生死的探索固然引人哲思，但
她對生活的摯愛同樣使人流連，周二買魚
吃，秋天去趕集，類似的書寫着實叫人心生
歡喜。我最心儀的是這首詩，「每次遛狗，
我都能記住一些畫面/生長在路邊的馬薄荷/
早春，狗追趕小灰鼠……我穿過黑暗，好像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好像我已是黑暗的一
分子/平靜地，安寧地，天就破曉了/趕集
日，我帶着生菜，去集市。」
這樣的煙火生活，依然是她穿越疼痛後的

輕盈、愉悅，以及美，這種美帶有人類普遍
意義，更加引人心靈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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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露易絲．格麗克的疼痛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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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眾樂樂，變成眾確確。 作者供圖

■康御國際賽馬有限公司提供了
「共享馬主」的概念，值得我們一
嚐馬主滋味。 作者供圖

在此疫情第四波大爆發
時刻，出街總是膽戰心
驚，無論行路坐車買東

西，免不了接觸到人，疫情下人際關係是
「人怕我，我怕人」，最好留在家裏。
今年的疫情與政情是社會熱門話題，無

論紙媒、網媒、線上線下，大家都熱衷發表
高論；而我想談談冷門的話題——賽馬。
賽馬文化起源於大約800年前的英國，隨

1842年英國人佔領香港而引進，1846年香
港舉辦第一次賽馬活動，此後香港賽馬事
業，經歷了由英治到日治，再從日治到英
治，1997年又從英治回到中國香港手上。
話說，無論是在英國或在香港，成為馬

主並得以參與賽馬活動，絕對稱得上是集
名望地位於一身的權貴人士，是功成名就
的一個至高符號，與政治、經濟、文化等
不同領域的成功人士一起在馬會交流，展
現非一般的社會菁英身份。
賽馬文化是香港文化的經典之一，代表

華洋貫通融合，馬場可說是華人與外國人
互動的最佳之地。
而「共享馬主」是

什麼呢？它的概念起源
於國外的賽馬團體，已
有多年的歷史，由一群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
購入一匹馬，一起經歷
馬匹成長和參加競賽的
寶貴過程。
「共享馬主」查實在

日本已風行多年，深入
平常百姓家，而在內地

與香港兩地尚算是比較新興和陌生的行業。
「康御國際賽馬有限公司」憑着對馬匹的
熱愛，對養馬的興趣，將原來尊貴的馬主
身份轉化為普通平民化，讓一般香港市民可
以一嚐做馬主的滋味，「以馬會友」以共享
共榮的形式，以互利互惠的方法，共同分
攤養馬所需的費用，且可共享獎金，又可
減低成本風險，達到分散投資的目的。
簡單地說，「共享馬主」有共同目標、
團結齊心、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透過共
享馬主的經歷，可加深加固朋友間的友誼
與情感。「共享馬主」與「共享單車」都
是新興行業，有相似之處，也有不一樣之
別！相似之處，指的是大家分享，不一樣
之別，「共享單車」指的是地點對地點，
大家可能互不認識，無法凝聚感情，而
「共享馬主」則恰恰相反，同樣的一匹
馬，同樣的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聚
在一起，同樣的話題，為同樣的目標而努
力爭取做贏家。
無論「共享馬主」、「共享單車」甚或

其他的共享，我認為這是一
個新趨勢，隨着手機互聯網
的發達，世界距離幾近無遠
弗屆，我們共享的東西將會
愈來愈多了，如何做好共
享？如何避免因人性的自私
自利所帶來的弊端？是未來
一個重要的課題。
在此寄語「共享馬主」

的事業能在香港生根，發
揚光大，為香港繼續繁榮
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