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苗、體育再啟動

正本清源
去年春節，香港在
經歷了「黑暴」恐嚇
之後，又突然遭遇病

毒威脅。當時我有感而發，在這裏
寫下《回家之路》，但重點講的
「黑暴」造成的心理恐怖和餘悸令
人擔心今後能否「順利回家」和
「安心在家」。
一年過去，經歷了雙重肆虐的港
人終於走了過來，隨疫苗的到
來，以及中央政府一系列撥亂反正
的利民政策出台，明媚的春天也隨
即而來。老天爺更恍如有預知能
力，今年的春節前後，天氣比往年
好，陽光普照大地，令壓抑了一年
多的人們，心情也如晴空般，開朗
起來。
記得去年我寫道：「香港不是
一個脆弱的城市，今日中國人也
不再是『東亞病夫』，看武漢火神
山醫院十天建成，以及國人團結抗
疫並互相激勵、關懷的行動，我相
信，疫情很快會受到控制，滿目
瘡痍的香港也終會浴火重生。回
家之路，會是一條灑滿金色的陽
光大道。」
現在回頭看，我這些天出門，真
的感覺走上了一條「灑滿金色的陽
光大道」。令我感到最大的欣慰
是，自己的「正能量」得到感應：
武漢疫情真的很快受到控制，香港
疫情雖仍反覆，但作為開放和自由

的國際化都會，雖歷經劫難，幸有
國家這個強大的後盾，助我們恢復
元氣。
經歷了兩場可稱得上是百年一遇

的威脅及其造成的動盪和危機之
後，香港和香港人難免有變，也必
須變，更需要藉此做一些正本清源
的事。去年年中出台的香港國安法
是其一，不但協助特區政府解決了
回歸後懸而未決的國安立法問題，
彌補維護國家安全長期存在的法律
漏洞，更及時遏制了蠢蠢欲動的
「黑暴行動」，令香港的社會秩序
和市民生活逐漸回到正軌。
本周初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出

席「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
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
專題研討會中的講話不但為促進香
港整頓、改革帶來清晰、明確的信
息和方向，也對治港者提出了體現
其真愛國的三點標準。
其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就是

天經地義，且不用提當年鄧公談回
歸講話已說得很清楚，哪怕從常識
理解，也無可爭辯。問題是過去十
年，有人刻意以各種藉口，扭曲
「一國兩制」設計原意，並妖魔化
「愛國者」乃至國人，給青少年帶
來錯誤價值觀，演變至前年極端的
摧毀家園、自毀前途的悲劇。
今天確實是到了在行動上撥亂反

正、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近日，香港電視台
人事變動換班子，綜
藝節目換負責人，由
「獎門人」曾志偉接

任，新人事新作風，相信綜藝節目
組必定會有大改革，比過往有所改
良，志偉是一個喜歡體育的人，希望
他負責後的綜藝節目組，可以如我最
大的期望，多播一些體育節目吧！
因為四五個月後便已經是東京奧運
開幕，如果現時可以馬上購買版
權，香港觀眾市民屆時便可以親眼
見證香港運動員在奧運的表現以及
勇奪獎牌的一刻。這樣除了可以滿
足觀眾之外，更能將電視台的形象
提高，用體育加強市民的凝聚力、
歸屬感，一掃疫情陰霾的籠罩。
想我仍為電視台員工時，曾經與
曾志偉多次合作世界盃，他喜歡足
球，曾是青年軍球員，對體育有一
定的認識；再加上他反應快，創意
多，每次跟他合作都非常安心，因
為有他在，一定對節目有正面的影
響。電視台的新班底，就讓香港市
民期待一下有新創意的節目吧，當
然希望能包括體育節目啦！
全球已經經歷了足足一年的疫情
肆虐，在如此惡劣的形勢下疫苗開
始面世，通常疫苗需要研發三四年
才可以供公眾應用，今次新冠肺炎
「特事特辦」，新冠肺炎疫苗一方
面進行臨床試驗，另一方面則申請
緊急上市使用，日前疫苗也運到香
港，並已開始接種。香港也是跟世
界其他地區一樣，主要考慮優先為
高風險群組接種疫苗，例如醫療人

員、長者、安老院舍行業等等，但
暫時運動員不在優先接種名單之
內。我們當然能夠明白，各行各業
也需要接種，而我們從事體育工
作，則希望運動員能早日接種，早
日投入訓練，迎接即將到來的東京
奧運。
目前距離東京奧運還有5個月的

時間，如果在這段時間內推廣接種
疫苗的地區，疫情能夠受控，大大
降低了病毒傳播的風險的話，這樣
東京奧運就可以如期舉行。雖然現
在這個時期疫情的嚴重性，比起奧
委會一年前3月24日宣布東京奧運
延期的時候或許還要厲害，但我們
有一年經驗在疫情中生活，加上疫
苗已經面世，相信各方面，不論是
場地也好、主辦國也好，或參賽國
的所有隊伍也好，都已經想好如何
去配合各方，在疫情仍肆虐下安全
地到場參賽。
當然我們或者運動員，還是有很

多憂慮，雖然在疫情爆發時所有體
育活動也停頓，但目前很多體育，
因應有條件或規範空場已經恢復，
歐洲五大足球聯賽、NBA、澳洲網
球、美式足球超級碗等等，一些運
動員稱接種疫苗後可能會對狀態有
影響，因此必須接受接種疫苗的風
險，但4年一次的奧運會如果未能
如期舉行，對他們的損失或許更
大，試問一個運動員的全盛時期橫
跨多少個4年呢？
現今全球體育賽事已經進入變革

狀態，尋找方法與疫情共存中，所
謂適者生存，大家努力共勉之。

面對一年多的疫情，讀書是
一種最佳的生活方式，最近讀
了幾本好書，其中一本是《人
在天涯——南渡》，作者徐子

雲，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笑容親切的學
者，面帶三分稚氣七分真誠的大男孩。沒想
到他寫出一本大時代的縮影，足見陽光燦爛
的笑容背後，有一段淬煉的人生經歷。
當然，每一部小說的主角都潛藏作者

的原形，包括作者熟悉的親朋好友的身影。
1973-2003年，光是看這一段年份，就知
道作者想表達國家在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
時期，國門重新啟動後的30年所發生的人與
事。作者既不在內地，又似在內地（18歲來
香港，有內地成長的經歷，40年在香港，足
以近距離觀察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可
以說，作者40年來，「人在香港，心在祖
國」。筆者認為，香港之所以迷人，甚至令
人迷戀，是因香港地緣政治之故，既不在內
地，又似在內地；作者近40年生活在太平洋
的裙裾邊上（指香港）天
天北望神州大陸，關心內
地發生的每一件事。
作者徐子雲引用英國歷

史學家Taylor（卡萊爾）
名言：「歷史都是假的，
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
的，除了名字。」徐子雲
表示︰「文學比歷史更真
實，歷史的年代、人名、
地點是真的，內容大都是

為勝利者寫的；而文學則恰恰相反，人名、
地點是假的，其他的，大都是真的。」文學
反映一個時代的本質是千真萬確的，但歷史
求真，文學求美，也是事實；故此在中國三
千年文化中，有一個很好的傳統，那就是
「文史不分家」，即文學和歷史學是分不開
的，文學中有歷史學，歷史學中也有文學。
徐子雲觀察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甚
少有這方面為主題的小說。例如，40年前
深圳原為一個客家農村小鎮，如今轉型為高
科技城市，匯聚全國最優秀的人才。徐子雲
說，改革開放初期是鄉鎮企業，人人「摸
石頭過河」，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到了後期
則是知識分子、海歸派創業。
《人在天涯——南渡》書中反映這一段

改革開放大時代歷程。透過書中幾位主角，
鄺帥、余天海、唐明，三線發展的故事，具
有警世、勵志的作用。書中對鄺帥墨不
多，但可塑性甚強，正直能幹的紅色江山接
班人，肩負國家發展的重大使命。

吳甿教授認為，徐子雲的《人在天
涯——南渡》力於文學經營與存照，
反映文學比歷史更真實，讀者掩卷之
餘，想必有這般領會。作家楊明認為，
本書有中國內地經濟改革開放過程裏的
波濤起伏，有人性純善與貪婪的矛盾糾
結，為一個時代留下值得深思的印記。
據悉，《人在天涯——南渡》是上集，

筆者文內提出。作者將故事情節分三線
發展，留下鄺帥一線有極大發展空間，
我們期待續集盡快出版，以饗讀者。

讀《人在天涯——南渡》
科興疫苗接種開始，有資格優先接種的

朋友，半夜三更長時間上網預約，都不成
功，等到火滾，抱怨可以理解。政府一早
宣傳「護人護己」，呼籲市民早日接種，

但政府工作不細緻，預約第一天就網絡塞爆了。
接種疫苗是新鮮事，第一天有「甩漏」可以理解，

希望政府早日補漏，解市民之急。英國朋友說，當地
為55歲以上居民接種，都是細分為九組的，最早優
先接種的一組，是最高危的年齡層，有先後緩急之
分，優先也有序。
我們香港接種疫苗的年齡層，60歲以上才有資格優

先接種，長者多有慢性病同行，選擇傳統技術的滅活
疫苗較穩陣。雖然60歲以上是「高危群組」，但高
處未算高，沒有最高危，只有更高危。
政府安排五個組別人士優先接種，第一是醫療機構

及參與抗疫的工作人員；其次是以年齡為界，60歲或
以上人士，而70歲或以上長者可有最多兩名陪同者
一起接種；第三是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院友和員
工；第四個組別是維持必要公共服務前線人員；第五
個組別是跨境運輸、口岸、港口工作人員。
政府這樣的「分組優先」，是全社會考慮，並非單

純以年齡為區分。在抗疫第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危
中之危，優先順理成章；安老院舍院友員工、公共服
務最前線和跨境人員，每天都面對感染危機。
至於60歲以上長者，從健康與免疫能力來說，當

屬高危群，但沒有社會工作，又沒有太多社交應酬，
只是行山、打球、散步……染病機率其實不太高，大
可不必心急接種。我們用勤於清潔、自我保護的方
法，熬過了抗疫的一年，如今也不急於一時，先讓最
前線的高危群組優先接種了，社會安全了，大家也相
對安全。優先有序，輪到自己，就當仁不讓了。

優先有序

不同媒體不止一次
報道過，有色口罩藏
有致癌風險，尤其是

黑色那一款，其色愈黑，其毒愈
深，可是不知是否致癌訊息多到令
人麻木，即如吸煙有害，還是有人
吸煙一樣，無視衞生的勇士還是無
所懼畏，每日出街，迎面看到的口
罩，雪白淺綠的，竟然一次少過一
次，雜色口罩則一次多過一次，其
中還摻雜罩不成罩的豬嘴鴨嘴甚至
喇叭花灑般奇形怪狀的東西，只要
能掩住鼻口的，都紛紛像參加創作
大賽似的，施施然昂昂然戴出來亮
相，能否防疫也不曾聽說有專家研
究過。
花口罩看出有來自工廠，也有是
家庭主婦自作聰明的手製品，其中
有些還可能是改裝自舊衣物，布絨
綢緞厚薄不等，總之百「花」齊
放，圖案也怪到無奇不有，紅花部
位東一抹西一抹，遠看像是滿臉鮮
血；灰花圖案橫七豎八，活像主人
忘記晨早不曾洗臉；淡黃暗綠點交
錯的看似滿臉膿瘡，既無美術觀
感，又無防疫意識，完全忘記本來
用途，若非視口罩為潮流飾物，便
顯然為了貪靚不要命。
黑到閃光的口罩，平滑無摺，本
來就不通風，如何疏氣，以英雄人

物姿態戴出來示人的黃毛小子以及
疑似幫派的大佬不論，電視上看到
白宮一眾此類應屬高級所謂「知識
分子」的大小官員，也無知到一時
除下攝入褲袋，一時掏出歪斜戴
上，上既懵焉，下必甚焉，終於明
白他們的確診數字何以日日飆升
了。
時除時戴，已是一般長者的習

慣，口罩褪離鼻子的也有，公園內
尤其多見，可是疫菌無孔不入，認
口兼認鼻，怎可掉以輕心？
本來以為小朋友怕束縳未必肯戴

口罩，原來不然，因為小人兒看到
大人戴了，想學大人，戴上口罩，
走路時反而開心到跳蹦蹦，倒是看
過食肆裏有個除下口罩的母親狂吻
她襁褓中嬰兒，才真的令人驚心動
魄，不是曾有6個月大嬰兒感染確
診的新聞嗎？

千奇百怪的口罩

冬末時在菜地的各個角落裏撒
下了一些豌豆種子。
開春後，隨天氣愈來愈暖

和，豌豆們迅速地發了芽，每天以肉眼可見的
速度瘋長了起來，還沒來得及吃上兩茬豆苗，
藤蔓就已經裊裊婷婷地長到了一米多高，纏到
了給它們搭的架子上，一天不下地去看，又已
經渾身掛滿了晶瑩剔透的小白花，散發淡淡
的花香。再一天沒有去看，嬌嫩的小豆角便碧
綠油亮地從稍有些枯萎的花心裏冒了出來，微
風拂過時，豆角們在陽光下微微地顫抖，像
是都在樂不可支地笑。
種了許多年的花草和蔬菜，這卻是我第一次

在自己的園子裏種豌豆。大抵是因為豌豆留在
我的記憶裏的片段多是不愉快的。
幼時我和弟弟一起隨母親在鄉下生活了一段

時間。我們的住所離別的村民家很遠，周圍除
了一個大水庫便是無數的水稻田，母親擔心年
幼的我們的安全，去生產隊上工之前總要囑我
帶好弟弟，不要到處亂跑。然而孩子們總是坐

不住的，等母親出了門，我便帶弟弟到後山
去玩。後山其實就是個矮矮的小山坡，對於當
時僅兩三歲的弟弟和四五歲的我來說，邁小
短腿，幾分鐘就能爬上山頂。
春天，漫山都是傻綠傻綠的小麥苗，還有每
天都在瘋長，每天都能看得到變化的豌豆苗。
我和弟弟每天樂此不疲地爬上山，就是為了看
豌豆苗一天天地長大，看它們開花，看豆角一
個個地從花心裏冒出來，一點點地長大。雖然
母親告誡過我們，生產隊的豆角是不能摘來吃
的，但是飢餓和新鮮食物的誘惑還是讓年幼的我
在忍了又忍之後，還是忍不住摘了兩隻豆角，一
隻給弟弟，一隻自己迫不及待地放進嘴裏品嚐那
帶青澀的卻又鮮甜的味道。結果豆角在嘴裏還
未咀嚼兩口，一個大巴掌就落到我的臉上，青綠
的豆角汁混紅色的鮮血從我的嘴角流了出
來，一起流下來的還有滿臉驚嚇和委屈的眼
淚。那一巴掌是路過豌豆地的村民打的。
後來豌豆成熟了，生產隊給每家每戶都分了
一些，母親再去上工的時候，就給我和弟弟一

人抓一把鹽水煮的豌豆，把大門鎖上，讓我們
坐在院子裏吃。豌豆吃完了很久，母親還沒有放
工，飢餓的我們忍了又忍，忍不住就派了體形較
小的弟弟從門縫裏鑽進去再拿一些豌豆出來吃。
結果弟弟因為身體小，腦袋卻比較大，往屋裏
鑽的時候在門縫裏卡了半天。好不容易爬進去
了，抓了豌豆從門縫裏遞給我，姐弟倆便隔大
門，一面吃一面哭，一面哭又一面吃。然而豌豆
的體積有限，數量有限，再吃，肚子還是餓的。
我自未成年便知道珍惜食物，節約糧食，大抵
就是因為幼時曾為豌豆流過的那些淚。
近日看到許多報道，因為疫情的發展，全球的

糧食開始出現減產，糧食的緊缺愈發地嚴重。而
沒有經歷過糧食危機的人，大抵是不會理解為什
麼當年一個成年人會因為一隻豌豆角去打一個四
五歲的孩子。再讀曹植的《七步詩》，看到「煮
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的時候，會換個角度再看，當某一天我們
再度面臨飢餓時，還有豆子可以吃，可以「煮豆
燃豆萁」，也算是一種幸運了。

那些年，我為豌豆流過的淚

花街其實並不叫花街，這裏賣花，
又是養花人家最多，因此被人稱作
「花街」。四季更迭的時節，別的地
方茂盛的是樹，而這裏卻大多是花，
一叢叢自牆裏探出牆外。新年裏，這
裏就擺滿了鮮花，在那樣的年月，花
也是很稀罕的了。有月季，長壽花，

還有南山腳上常見的杜鵑花。杜鵑花掛蕾，
青黃像幾片初生的葉，及至搬到室內，蕾尖
方吐出一點點紅色，愈吐愈大，終於風車狀
綻開。花是單瓣，有玫色，也有粉紅和白
色，品種較為單一。
那時的花價格便宜，沒有現在暖房裏的枝

茂葉密，不成規模，都是喜歡養花的人家隨
性而蒔，需要時才賣幾棵換錢花。花株種在
泥瓦盆裏，或將根包在泥疙瘩裏，主人抱了
去擺在街上路邊。新年裏，總有富裕的人喜
歡。但那時的花，它裝飾的是庭院而不是房
間。買花人並不期望它們在新年裏開花，而
是盼春暖花開的時候成活，經風沐雨，開
出一院子春色。
花街有百十米見方，東、西兩邊是兩個小

巷，北面可以深入村子，南面是河，鄰一
座拱形小橋，連接由北向南的要道。春天
裏，楊柳在水裏彎成倒影，野鴨在水面弄
清波，沿街居住的人家門前綠竹掩映，杏
花、桃花粉粉白白地開放。花街還是個集
市。年節裏，賣得最多的是年畫，還有家家
必備的煙花。
沿途都是高高的老牆，牆上開個門窗就是

一戶人家。老牆以青石砌就，石與石之間有
明顯的接縫，趕集人把一排鐵釺插進縫裏，
繫一塊席大的藍印花布，再用別針別上一朵
朵粉粉紅紅的絹花，頗得女孩的青睞。曾經
對鞭炮製作很感興趣，拿來炸裂的碎屑研
究。姥姥家的村子裏就有專門製作鞭炮的人
家，我曾在二舅家看到過製作鞭筒的工具，
乍看像一把袖珍的犁頭。上紀世八十年代風
靡過自製煙捲的土機器，自切煙絲，買來成
品煙紙自己加工，按照添料加工的步驟，一
推一拉一支煙就加工出來，鞭筒製作的原理
與此基本相同。
在所有的煙花中，「滴滴筋」是小孩子們

的最愛，三五歲的孩子都可以獨自扯一根

兩根放玩。它紙芯長六七吋有餘，二十幾
根紮成一束，再一束束湊成一把，整齊地放
在紙盒子裏，拴上繩索掛在胸前叫賣。因為
「滴滴筋」的火藥容易漏出，賣滴滴筋的人
大都手黑，臉也不白，眼角皺紋的褶子裏都
是嗆進去的黑灰。我的表姐夫就曾到花街的
集市上賣煙花，他形容他的鞭炮響聲有力，
形容的字眼很粗俗，卻也非常恰當逗人，往
往吸引很多人搶購。
值得炫耀的是花街裏有一個書店，三四間

屋子的樣子，一半出售書籍，一半出售年畫
和對聯，油印出來的年畫在陽光下散發出油
墨的香。不售年畫的時候，櫃枱上擺放的是
農技、電工、果樹等等的宣傳冊。時間再推
進一些，掛曆也出現在書店裏了。每當去買
書時，都有一位女店員埋頭在讀小說。女店
員長髮及腰，髮質黑而油亮，編起的麻花辮
每一股都十分飽滿。曾暗暗目測過她的髮
長，希望那油亮的髮辮有一天會輕蕩在我的
背上。書架上的書不是書脊朝外，立式擺放
在書架上，而是書面朝天，一眼就能看到書
封。花街不大，讀書的人卻真不少，不逢
集，也不是年會的時候，有時好幾人同時站
在櫃枱前，認真瀏覽展開在櫃枱和擺放在書
架上的新書，他們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兒。我
很為我所居住的地方有個書店而驕傲而炫
耀。沒有網絡和電器的時代，人們太需要紙
質書的精神滋養了，只要你有足夠的零錢，
有足以看懂所購書本的文化程度，所有新出
版的文學書書籍都來者不拒。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個春節，我穿了

一身嶄新的襖褲，棉襖口袋裏有幾塊錢的壓
歲錢。我把往日積攢的錢與這壓歲錢合併在
一起，但我並不打算買小人書，而是買高爾
基的《我的大學》、《童年》，還有劉蘭芳
的長篇評書《楊家將》，凡是出現在這個書
店裏的所有的新出版的小說，幾乎都是暢銷
書。當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在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演播時，書店裏的紙質書
就一售而空。
逢過年集，買年畫和對聯的擠滿小屋。有

牽孩子的家長，有翹腳探身子遞錢取
年畫的壯年漢子。集市上的年畫雖多，但是
書店裏總有一些與時俱進的變化。隨印刷

技術的提高，年畫的色彩愈來愈鮮亮，畫面
愈來愈栩栩如生，內容也由最初的山水演化
為電影劇照，從《紅燈記》、《智取威虎
山》、《杜鵑山》到《紅樓夢》中的系列人
物，花街上的年畫引領當地同行業的潮
流。1980年的那個春節，我將四簾十二幅
《鵲橋仙》年畫掛在床前，舉手投足猶如劇
情再現。冥冥中彷彿聽見有人對語：「小
姐，你看那裏的鳳仙花開了。」……那是蘇
小妹和她的丫頭從畫中凌步而出來了嗎？參
加工作後，母親將我臨摹了好幾個月的金陵
十二釵鉛筆畫送了人，舊牆粉刷，張貼在牆
上的所有發黃泛舊的年畫已蕩然無存。
不知什麼時候，花街再也沒有了花賣，它

破舊了，沿街的高牆在長大了的我面前變得
低矮，探向花街的不再是木欞的窗戶，而是
有人在牆上扒個門，鑲上水晶玻璃，焊個鐵
柵欄，美食館、五金店、裝飾材料部，還有
自行車修理舖，一個個小商舖不溫不火地開
張。有次去花街，故意問附近居住的年輕
人：「知道這裏的花街嗎？」年輕人搖頭。
剛剛焐熱了的雙手突然變得好冷。40多年過
去了，花街變了，沒有花也沒有了書店和年
畫。花街南面有個新拓出的集市場，逢集
時，貨物擺滿在水泥條案上。時移世易，集
市仍然熱鬧，只是沒有了河邊橋下的清澈水
流，掩映農舍的綠竹，也沒有了藍印花布點
綴老牆上的紅粉絹花。
聽說，當地有人願意出資再建花街，讓它

回歸當年的小橋流水、江南水鄉的模樣，如
消息準確，那真的不錯。只是我心中的那個
花街，它還會回來嗎？寂寞的城/恰若青石
的街道向晚/跫音不響，3月的春帷不揭……
我懷戀的，是童年的一條小街，而詩人懷戀
的，是哪個蓮一般的女子呢？望滿目生銹
的柵欄、櫥窗，我欣然的同時也很悵然。然
而我相信，只要把它託付給一個有心之人，
花街的繁榮，花街的美，一定還會重現。

又見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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