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體育新年新希望

疫下過年，回家休息
過年，應該是過農
曆新年，是中華民族
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名為春節，指節氣中的立春，被視
為一年之始，確值得好好迎接。
不過，疫情下的節日自然沒往常
般熱鬧，除了直系親屬外，很多人
都選擇「就地過年」或者「網上拜
年」，父母更不會帶同小朋友串
門，在路上也盡量避免跟陌生人接
觸或接受禮物，一些公益機構在以
往藉節假日出外派小禮物的活動也
暫停。
幸好，天公作美，只在年廿九

（上周三）那天下了些細雨，其他
日子也算陽光普照，令被困了一年
的人們即使不串門走親戚，也可以
外出走走、散散步，感覺春天的和
熙，以及大自然的清香。
以往，不少打工一族會在連續數
天的紅色假期外，另加年假，放上
十天八天，乃至更長時段，回故地
探訪或到外地旅行，跟久別的親友
敘舊或遊覽風景。只是在今年，這
些習以為常的活動、節日都變得奢
侈。但換個角度看，少了張羅過年
的忙碌和團聚的熱鬧，卻換來難得
的清恬、閒暇，多了放鬆休息、閉
目靜思的時間，讓被充塞得滿滿的
腦袋徹底放空。
過去兩年，小小香港承受了雙重
打擊，先是無法無天的黑暴恐嚇，

價值觀遭到嚴重扭曲，再是肆虐無
邊的新冠病毒威脅，生活方式被迫
調整。且不說實體經濟受到嚴重打
擊，更大大限制了人們的行動自
由，家—這個避風塘顯得尤為重
要。
今年，我趕在過年前搬了家，除

了借機清理家居外，也把平時放着
無用、棄之可惜的衣物、用品，作
個大刀闊斧般的「斷捨離」，尤其
是那些只穿過數次、質料尚好的衣
服，以及一些已發黃的舊版書刊。
呵呵，整裝起來，居然有十幾箱或
包。在捨取之間，猶豫不決，幸
好，現在各住宅區都設有可分門別
類的環保回收箱，令舊物或許不致
於成為「廢物」，也令它們的主人
少點罪惡感。
想想，生活中，我們擁有的很多

東西，可能只是購物那刻的「衝
動」或者「擁有」的滿足感而已，
之後，或改變主意，或疏忽遺忘，
物品就被丟在角落，寂寞地呆着，
不但沒有物盡其用，還佔據了家居
空間。
因為疫情，因為「限聚令」，人

們多了在家的時間，家不但是棲身
之所，也可能是工作場所，佔據生
命中近半的時光。在此時此刻，回
家休息，養精蓄銳，對舒適、安心
的感受格外深。因為，我們都想走
更長的路啊。

來到 2021 年的 2
月，農曆新年的到來
象徵着新開始，送鼠
迎牛，我也在這裏祝

大家新年快樂！心想事成！而相信
全世界最希望的，就是身體健康，
讓煩人的新冠疫情趕快離去。
在過去一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各行各業也可謂進入冰河時期，體
育界也無一倖免，而一直備受關注
的東京奧運就更是多災多難：東京
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因為發表帶有性
別歧視的言論而辭職，截至今天，
主席的接任人仍屬未知之數，臨陣
缺帥，真是雪上加霜！
我個人的新年願望還是希望東京
奧運，即使在面對荊棘滿途仍能如
期舉行。東京奧運虧本已成定局，
只是虧本數字多少的問題；而香港
電視奧運版權則未有電視台願意購
買，同樣也是因為虧本問題。到底
為何購買奧運轉播版權的香港電視
台必定會虧蝕呢？是否香港電視台
未能把奧運價值提高到可以吸引商
業贊助的水平？或是香港人對體育
的熱衷不夠呢？要令一個香港電視
奧運版權做到不虧本，以香港家庭
電視觀眾為6,554,000人來計算，則
需要每一個電視觀眾付約港幣23
元，大家願意嗎？
從外國體育案例上分析，很多地
方體育活動也可以有商業價值，甚
至能賺大錢的。例如在中國內地，
電視台轉播奧運是可以帶來可觀盈
利的，同樣情況在美國、日本等國

都可以，而轉播奧運更可以增加電
視台聲譽。回看上星期美國的美式
足球超級碗，首次在疫情發酵之下
舉行，盈利相比上屆亦有所上升，
這可能在於不同地方的電視有不同
的經營手法吧。我記得香港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主辦體育活動、電視
台轉播體育節目是可以賺到錢的。
以前足球賀歲波及外隊訪港，必定
能夠收個滿堂紅，時移勢易，現在
要回復昔日香港體壇光輝，我們體
育活動是否要改革經營手法呢？
香港大部分體育都是由私人贊助

形式經營，而不是純商業模式，其
分別在於經營贊助，假若提供贊助
的老闆失去興趣，經營馬上就會出
現困難。這個經營方式所帶出的問
題，我們多次在香港足球隊中可見
一斑，而相信大家都不能否認現時
香港足球的發展尚有很大進步空
間；要改變這個方式，我相信一定
要引進大商業機構贊助，把它當成
一門生意來經營，當然商業機構贊
助，他們一定有要求得到他們所
需，例如提高他們商業品牌知名
度、接觸更多群眾等等，這些就是
我們主辦體育活動項目者的工作。
近年香港大專科目「Sports man-

agement （體育管理）」發展不
錯，看來無論是體育界老前輩、現
時的體育界工作者，或是將來準備
加入貢獻香港體育界的新鮮人，我
們真的要研究研究，集多方意見，
如何處理體育贊助這個範疇，從而
帶領香港體壇回到昔日輝煌。

知道內地民眾很重視每個農曆
年央視春晚直播，家家戶戶食過
團年飯就圍着電視機享受春晚帶
來的喜悅和歡樂；特別是北方居

民，可能北方冬天太陽又收得早，試過在哈
爾濱過冬天，下午4點就近天黑，天氣寒冷，
晚上還是安在家中睇電視節目好些。南方居
民食完團年飯通常會行花市、行年宵，到晚
上9點10點才到家，睇下半場春晚直播。以
往香港觀眾就更加難看到直播，因沒有電視
台會全程直播，近幾年還好，電視廣播數碼
化，多了頻道才有機會睇央視節目重播。雖
然仍未試過坐定定睇全程直播，然而看重播
時仍可睇到節目是緊扣時代主題、緊跟社會
發展、緊貼火熱生活的春晚，演出是粒粒當
紅或重量級藝人。深感中國人確實需要春
晚，實在是一堂精彩的國民教育課。
春晚的觀眾真的以億計，難怪內地演藝

圈人都以上春晚為榮！據來自中央廣播電視
總台的消息，《2021年春節聯歡晚會》海
內外受眾總規模再創新高，達12.72億人超
越去年，且連續第3年刷新跨媒體傳播紀
錄，新媒體直點播用戶規模7.34億人，用
戶直點播累計觀看次數達49.75億次。依託
「5G+8K/4K/VR」等創新應用，今年總
台春晚在技術上也實現多個「首次」︰首次
通過8K超高清試驗
頻道實現8K直播，
首次進行「VR 視
頻+三維聲」直播，
首次採用伴隨制播模
式實現 4K 智能直
播，並在上海國際傳
媒港融媒體影院實現
首次4K影院直播。
據統計全球170多個

國家和地區的620多家媒體進行了播出。包
括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和地區的358家
主流電視台、電台和新媒體進行了實況轉播
或錄播，海外社交平台用戶觀看春晚直播的
總人次超過3,259萬。可見中華民族的影響
力愈來愈厲害，是「五眼聯盟」的政客打壓
不了的。
央視春晚節目不少是具思想深度、情感

溫度與藝術高度的製作，睇央視春晚的感覺
就是回顧國家過去一年有哪些輝煌成就，社
會上發生過什麼大事，流行什麼熱門話題，
製作團隊透過節目帶你總覽一遍。豈是純娛
樂節目那麼膚淺，就像表現人民守望相助抗
擊疫情的小品《陽台》，被讚為春晚的語言
類節目，題材廣泛，深入現實，接地氣有共
鳴又好笑又感動。《國寶回家》、《向祖國
報告》這類節目是向對國家有貢獻的人的致
敬！這些科學家、社會精英都是國家繁榮昌
盛的中流砥柱，值得在全國人民面前讚揚他
們。觀眾也知道國家過去一年經歷了什麼困
難、最新的發展步伐是什麼。相信春晚之所
以讓人暖心、振奮的原因在此，是凝聚民族
感情的好方法。可能某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感受不到。
香港近年出現不少令國家失望的事，在

擔心會遭嫌棄之際，2021年春晚見到成
龍、劉德華、甄子丹、李
玟、陳偉霆、胡杏兒等港
星都亮相春晚表演，香港
流行曲《明天會更好》都
在晚會上出現，個人感覺
到香港沒有被「遺棄」，
國家仍愛惜香港人。牛年
期望香港人爭氣，努力重
建繁榮的香港，不要再為
國家添煩添亂。

一堂精彩的國民教育課
今年春節新氣象，預約檢測要去搶。

因為今天初七（人日），公眾處所和食
肆有條件放寬，老闆要求員工檢測無事
才可上班，為了有工返，打工仔春節預

約「檢測」，是節日的重中之重。
以前對「人日」沒有太多感覺，春節已唞足幾日，

連情人節都過了，年初五已收拾心情開工大吉，年初
七「人日」要在辦公室拚搏，何來節慶心情？今年可
不同，新年期間要「限聚」，家人日日樂，親戚各食
各，朋友唯淡薄，大家都對「人日」解禁有所期待，
人約初七後，「報復性」約會肯定少不了。
在中國的傳說，女媧創造蒼生，由農曆初一起，順

序創造動物，初一為雞日，初二為狗日，初三為豬
日，初四為羊日，初五為牛日，初六為馬日，初七創
造了人，故此初七為「人日」。
人人生日，雙喜臨門，政府有條件放寬防疫措施，

包括體育處所、健身中心、美容院、戲院、主題公園
等，最重要是晚市堂食延長至晚上10時，並放寬最
多4人一桌。
網絡群組「悶談」一年，飯局、運動、球局蠢蠢欲

動，家人總是說「定啲嚟」，要等等看有沒有「牛年
群組」爆疫才好出動，說來，元宵佳節年十五，就知
「牛魔王」可有來攪局？
經歷一年折騰，防疫已成新常態，生活有了代替的

模式，習慣了清靜，沒有了熱鬧的興致；一年沒打
球，再也拿不起球拍；一年不進戲院，煲劇代替了電
影；一年吃慣住家飯，味蕾都適應不了餐館的味精；
一年不去按摩，竟然發現沒有按摩的需要，以前好友
個月不聚很難，現一年不見也不難；興趣班的教練、
老師都去了拍片，網上教學代替了堂課，在家上課倍
感舒適。生活模式都在順勢而變，即使再放寬什麼處
所，也未必回復當年勇，熱情已回不來了，放寬或收
緊，由它去吧，影響不了我。
大家都在喊生意難做，疫情改變了生活模式，就
看誰摸得準、抓得住、行得快，誰就能突圍而出
了。

人約初七後

今年二月三日立
春，便算是進入牛年
了，只有不中不西的

日本人，才會在新曆元旦那天算作
生肖頭一天。
不知是否今年東風來得勁，西方
設計家居然愛上辛丑的牛，早就推
出連串以牛為圖案的手提包和飾
物，什麼牛頭牛鼻牛角，紛紛化整
為零成為了吉祥物，這樣的生肖熱
從未有過，西方流行設計家對中國
農曆生肖牛忽然有了親切感，雖然
在商言商，不排除原意為了多做中
國人生意，尤其是看好「三十而
已」那一群事業型經濟能力較強婦
女的銷情，激起了潮流靈感，就借
生肖的牛試耕他們的肥田。
無論如何，令更多人認識農曆的
重要也是好事，不是嗎？除了廿四
節氣都依農曆排列，西曆1號和15
號何曾像農曆初一十五月缺月圓
過？我們古代的天文學家何等了不
起。
相信五行中子丑寅卯等十二地
支，如同甲乙丙丁等十二天干一
樣，可能都是類似幾何代數中的英
文字母一樣，是我們古人用作精算
天文氣象的符號，十二生肖套以動
物稱號，神化在隱藏着十二種人類
性格的密碼，子是鼠丑是牛……不
外借字形和動物的形象聯想在一

起，方便研究術數的人容易深入記
憶；如子就像企身的小鼠，丑和寅
像牛和虎的正面輪廓，卯不也像兔
子的耳朵？
五行之說幾千年來還有人不斷研

究，總有它存在的價值，視為茶餘
飯後話題也是一種樂趣。有人說肖
鼠和肖兔的人較活躍，肖龍和肖虎
的人較堅強等……但沒有認真留意
過，倒是對那些牛公牛媽牛仔牛女
就有興趣了，因為不同年紀大大小
小親友中，肖牛的就不少，而驚奇
在他或她們性格也的確大多相似。
據說丑屬土，這牛象徵誠實守信

不花巧，大都勤懇工作，最明顯是
性格慳儉，隨遇而安，不重奢華，
甚至甘於吃的是草而不大講究美
食，只是擇善固執，有時死牛一便
頸，所認識的「牛」就是如此那麼
令人可愛又可氣。

年逢生肖笑迎牛

獨居多年，一個人過年也多年
了，今年春節在新屋暖宅，亦是
一個人。

新鄰居一家見我一個人過年，很熱情地請我
到家吃飯，準備了家人從千里之外寄過來的連
他們自己都罕見的魚和肉，末了，才發現我吃
素，勸慰了一番，只好炒了我自帶的豆腐乾和
青菜，一頓年飯總算是吃得賓主盡歡。因為大
過年的吃了較多的素菜，鄰居稱之為素年。
契爺契媽年前亦搬進同一小區的新屋。年初

二回娘家拜年，契媽蒸了一大鍋素包子，又做
了素燒餅讓我帶回家放在冰箱裏慢慢吃。用契
媽的話說，一個人吃，偏又吃素，沒啥可吃
的，實在是可憐。契媽十分懷念從前我還能吃
葷的日子，因她做的魚肉太好吃，我把嘴巴燙
起泡了也捨不得把到嘴的肉吐出來，那樣的日
子香噴噴的、熱氣騰騰的，只是已素食多年的
我再也回不去了。
朋友周姐夫婦來家拜年，亦是做了幾個素菜

招待。在新年裏大魚大肉吃膩了，滿桌的素菜
反而對了他們的胃口，比起葷菜來吃得更加地
歡喜。周姐臨走時說回去後也要吃素，我便笑
笑，類似的話已經聽過太多，真正做到的人卻
沒有幾個。
初七是人日，多數人家的餐桌上又豐盛起
來，都要吃上一餐傳統的「七樣菜」或者「七
樣羹」。廣州人喜歡在這天吃「及第粥」，取
「狀元及第」的好意頭，客家人吃七樣菜，是
希望如歌仔裏面唱的「食完七樣菜，撿金又撿
銀」。然而好意頭既是希望，亦是慾望。
因為人日，又想起上帝造人的故事。上帝造

了人類，讓他們在美麗的伊甸園吃果子，過着
平淡而快樂的日子，然而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誘
偷吃了禁果，人類便有了各種各樣的慾望，不
斷地在犯罪與贖罪中惡性循環着。人類又是非
常「聰明」的，其它的慾望或多或少都會受到
道德的約束，似乎只有「食慾」是不受任何道
德的限制，連古代聖賢都認為「食色性也」，

於是便絞盡腦汁地去滿足自己的食慾，從植物
吃到動物，從地下吃到天上，從岸上吃到水
裏，從淺海吃到深海……吃着吃着，食慾便變
了味兒，大鵝被強迫灌食取肝，猴子被活活地
開顱吃腦，多種野生動物被吃至滅絕……為了
滿足不受道德限制的食慾，人類卻突破了別的
道德底線。
希望與慾望的區別在於後者總會伴隨着一系

列的惡果。食出來的「富貴病」愈來愈多，非
典和新冠病毒都是因為食慾給人類帶來的大麻
煩，這麻煩至今未曾遠離人類。
喜歡到我的魚池裏偷魚吃的大橘貓過年也沒

有休息，抑或是想來抓魚給自己過年改善伙食
吧，新年裏看到牠溜進後花園的時候我沒有再
趕走牠。大抵是因為素食的緣故，對於「偷魚
賊」似乎也不會生氣了，反而會理解和容忍牠
的天性。
當然，素食是其次，無論食什麼，重要的是
能夠有一顆低慾望的素心。

素年與素心

不知是誰發明「本命年」一說，讓
很多人都惶恐不安。即將到來的牛
年，是我的本命年，屬牛的人似乎都
有一股倔強勁兒，又普遍勤奮苦熬，
走到哪裏都勤懇能幹。
父親說，我是凌晨出生的小牛，命

中注定要多幹活。踏上文學創作道路
13年，我愈發感覺到這句話的靈驗。牛，
本分、勤奮、忠實，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尋
常、家常、普通，與底層勞動者緊密相連。
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西遊記》裏的牛魔
王，就是柳青《創業史》裏與牛話別的感人
場景。牲口合槽前，梁三老漢與牲口話
別，那一幕被前來的縣委副書記楊國華遇
見，「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這一頓
咯。今日，你就要到社裏的馬號裏去咯。你
在我梁三老漢家裏幹的活重，吃的料少，那
兩年我缺錢，不是捨不得給你吃。今年我不
缺糧了，大夥兒可要走社會的路。你在我這
裏站不成了。吃吧！吃吧！你在咱家只吃這
一頓咯……」而後，梁三老漢與楊書記緩緩
回憶他爹、他自己和梁生寶三代餵過的
牛。視牛為家庭成員，對牛的情感篤深，
前所未有，又後無來者。
牛，見證社會發展的變遷。梁斌《紅旗

譜》，寫盡了底層社會的階級鬥爭，再現了
農民水深火熱的窮苦生活，「我們受苦人就
像牛、像馬，像一群牲口，成天價在泥裏、
水裏、風裏、火裏，滾來滾去」，今天讀來
依然歷歷在目。牛，見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的心路，最記憶猶新的當屬史鐵生，一部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成為打上歷史烙印的
經典史詩，鄉親們辛勤勞作，「那情景幾乎
使我忘記自己是生活在哪個世紀，默默地想
着人類遙遠而漫長的歷史。人類好像就是這
麼走過來的。」後來，他生了病，隊長讓他
幹最輕的活，「餵牛——年輕後生家，不敢
讓腰腿作下病，好好價把咱的牛餵上！」他
餵十頭牛，白老漢餵十頭牛。餵牛，也能餵
出感情來，比如，夜裏起來攔牛。「有天夜

裏，我幾次起來給牛添草，都發現老黑牛站
着，不臥下。別的牛都累得早早地臥下睡
了，只有牠喘着粗氣，站着。我以為牠病
了，走進牛棚，摸摸牠的耳朵，這才發現，
在牠肚皮底下臥着一隻牛犢。小牛犢正睡得
香，響着均勻的鼾聲。牛棚很窄，各有各的
『床位』，如果老黑牛臥下，就會把小牛犢
壓壞。我把小牛犢趕開，老黑牛撲通一聲臥
倒了。牠看着我，我看着牠。牠一定是感激
我了，牠不知道誰應該感激牠。」舔犢情
深，牛尚且如此，人情何以堪？艱苦歲月，
與牛相依，愛牛如己，史鐵生的清平灣，也
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
人與牛的故事，時常會讓人淚目。在沂蒙

抗戰史上，八路牛的故事很多人並不陌生，
女作家趙冬苓就曾寫進長篇小說《沂蒙》。
日本鬼子掃蕩山村，部隊轉移傷員同時，要
把一頭荷蘭奶牛藏起來。女工隊長于寶珍召
集大家開會，也沒想出好辦法，後來決定讓
老四藏在他家的山洞裏，並送去一口袋豆餅
飼料，叮囑他別讓八路牛餓着，傷員上營養
全靠牠。老四是個自私派，敵人走後，他把
自家牛餵得飽飽的，結果自家牛吃撐着了，
不得不求李忠厚醫治。他緩緩道出實情，
「人家八路牛一向吃香的喝辣的，俺的牛吃
過什麼呀？俺並不想，可餵着餵着，俺的牛
就吃多了……」于寶珍一頓怒斥，「人活着
只想着自己，還活個啥意思？」很快，老四
認識到錯誤，痛改前非，不久鬼子再次來掃
蕩，為了掩護八路牛，他情急之下抽出一把
刀，插到平日連鞭子都不捨得抽一下的自家
牛的脖子裏，牛憤怒大叫，狂奔而死，于寶
珍聽到暗號，立刻把八路牛藏進山洞。這時
候，「那隻已經發了狂的牛在山坡上一路狂
奔，老四被奔跑的牛拖着，身體一會兒飛上
了天空，一會兒又逶行地下。自始至終，他
都沒鬆開牽着牛韁繩的手……」八路牛保住
了，老四壯烈犧牲，被全村人隆重下葬。老
四用生命捍衛八路牛，與沂蒙紅哥紅嫂送軍
糧、打鬼子、救傷員擁有同樣意義，定格住

沂蒙人民的奉獻精神。
一年一增歲，一歲一生肖。每年至此，不

少人就會對動物不吝讚美，甚至過猶不及。
其實，十二生肖的意義，在於天、地、人、
自然，和諧共處，有情有義。人類對待動物
的態度，亦是對待自己，動物既是參照物，
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對待他者或弱者的態
度。我們常說，要愛護動物，保護自然，但
是，實際中又能做到多少呢？一場新冠肺
炎，覺醒了很多心靈，如張煒先生在文學課
上的發問︰「人間所有的慘烈與苦難，人類
社會自身這一切不可改變的痛苦，無數的悲
劇，是完全獨立於世界其他生命而存在和發
生的嗎？再問一句，人類所經歷的全部或大
部分磨難與悲慘，是否與人類自己荒謬的生
存倫理有關？這其中是否也包括了對其他生
命的漠視和冷酷？」讀來叫人振聾發聵，久
久深思。張煒先生進一步說︰「一個人與動
物結成的心靈關係，即精神的聯繫到底如
何，基本上決定了他是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人道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我們講動物，
更是對生命、對人的社會性、對人性的一次
次抽查和鑒定。」當然，這並不意味着，物
質匱乏時期，人們就疼愛動物多一些，一個
人生活得非常艱難，也完全可能對動物很
好。人性動態發展，永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因此心存敬畏，遠離殺戮，應成為不可逾越
的道德底線。
「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自無一毛

利，主有千箱實。」牛，是深受大地恩寵的
動物，犁地耕種，那是最迷人的風景，也是
最原始的鄉愁。今天，扶貧牛、致富牛、生
態牛，應有盡有，但是，那種扶犁耕作、與
牛話別的場景漸漸遠去，犁鏵奔突，在大地
上畫出一道道優美弧形，已經不再。這正是
提醒我們：像牛一樣勞動，像大地一樣奉
獻，做一個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是所有人的
功課。而本命年本身就蘊藉美好而深沉的祝
福，再勤奮一些，再吃苦一些，這是最好的
年份！

牛年說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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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飾物的牛頭/牛角/牛鼻
子。 作者供圖

●市民、遊客在成都寬窄巷子的某咖
啡館裏看春晚過除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