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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戲學史更有感染力

疫情下的中西差異
病毒來襲，各

國政府有不同的應

對。在人民的層次，也有不同的回應

態度。

雖說病毒之說是西方發現，但西方

人好像更接受它是無藥能治的，反觀祖

先相信“正氣內存，邪不可干”的民

族，對病毒以至發燒都非常緊張。外國

醫生所言的“病毒或感冒引起的發燒七

天內就退，不用吃藥，多喝水休息就可

以”，亞洲人都會覺得醫療系統崩壞，

又或是醫生躲懶所致。

太太記得在加拿大生活時，華人

社會都說加拿大的醫生不太靈光。雖

然是免費醫療，但醫生少開藥，常叫

你在家休息，華人都非常不慣。今次

疫情，也看到中外的差異，尤其是英

國一談起群體免疫之說，香港人難得

慶幸不再在英國管治之下。

有趣的是，英國的朋友說起，英國

政府一向較自由放任，那也是他們管理

香港時的做法，然後市民及市場就會自

己調節和適應，他還驚訝香港人罵這個

方法不負責任。他說健康一向是自己負

責，有病便休息，真的不太驚慌，反而

覺得不用上班還挺逍遙。

另一美國朋友告知他懷疑自己得到

新冠肺炎，我緊張地問有沒有做檢驗，

有沒有染血。他說差不多好了，已在家

休息多天，不用吧？總之已隔離好自

己，然後不斷睡覺。他直言什麼病也是

這樣處理呀。以上的例子，大抵真的看

得出今時今日的中西差異吧！

大至新冠肺炎，小至唇瘡，都是

病毒而來。病情好壞，當然看每個人

體質和年齡。新聞上不斷更新死亡數

字，當然令人十分擔心，但過分擔

心，或倚賴政府的醫療系統，對我們

自身也無甚益處。早睡早起，心情平

穩，飲食健康，做好衛生，保持大便

暢順。有方法可循，就不用驚慌。小

小建議，感到少許不舒服，立刻要煲

薑粥來吃，泡腳才睡，累就休息兩

天，有益無害。

兒童在生活中

接觸大量資訊，在

腦部整理訊息過程

中，經過消化的訊息會長存於記憶

中。但學童學習類型有不同，視覺型

者重眼睛、聽覺型重耳朵、觸覺型重

雙手，以及多感官型重全身投入，擅

長在做中學。

“演戲學史”正是多感官型學習

方法，由一班小演員主演的劇集《小

戲骨》2015年在湖南省首播時反應奇

佳，後把節目放到網上播，引發全國

回響。節目訪問《包青天》、《水滸

傳》演繹家喻戶曉角色的小演員，問

其得着，小演員均感到藉演戲更容易

學歷史！看過上述兩劇集的都知道，

劇集是以宋史為背景，角色如包青天

及展昭，可說是節目亮點；無論是小

演員們，還是小觀眾也會好奇這些大

宋人物，最重要是他們都因而開心讀

史，投入演戲，享受學史！

無獨有偶，去年末觀

塘劇團總監呂志剛，曾把

北宋改革政治家王安石一

段中國歷史搬上舞台，公

演劇目《細說王安石》

（見圖），此劇述王安石

的變法，是一場以經濟改

革為主，兼涉政治的改

革。當時北宋國庫空虛，

官員冗雜，每年還要向外

族繳納一定數量的歲幣，

使國庫的負擔愈來愈重。

神宗熙寧元年，宋神宗認同、重用王

安石提出變法，立青苗法、均輸法、

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以改

革國家；但青少年豈易明白？

《細說王安石》此劇正好為青少

年提供歷史情境，藉排演歷史題材、

通過舞台體現出王安石的軼聞趣事；

更有效讓青少年感知文史，得到啟

發！此劇運用群戲表達農民心聲，欣

聞利政：可向國家借款購買秧苗，待

豐收之時再行歸還；而均輸法，則為

人們繳納賦稅每年平均，不論豐年歉

收之年。我看舞台上大約30個青少年

演員之投入演出，可看到每個演員都

充滿自信地完成他的角色，令我深刻

感到戲劇教育有利於孩子之人格培

養，在其精神和情感世界擁有更廣闊

的天空！

歷史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

話，戲劇作為一種立體多感官之教育方

法，比起平面說書更具感染力；它將情景

設置、角色扮演、教孩子

演戲，把戲劇的元素融入

歷史教育；觀塘劇團寓戲

於學、寓教於樂，通過

劇目排練，今昔對話，

培養傾聽、討論和思考的

意識，加強青少年對中國

歷史人物的接觸，讓人上

了一堂趣味歷史課；帶給

人感知、理解並尊敬歷

史，達至推廣國史之效，

值得肯定及支持！

最近大家“宅”在家裡，收看電視

節目成為重要的家居娛樂，所以TVB的

綜藝節目及電視劇集收視率捷報連連，電視觀眾人數

增長三成，佳績令電視台台前幕後雀躍不已。

收視率攀升的同時，亦有不少電視觀眾透過網絡

平台，對節目和電視劇作出種種評價，然而有製作團

隊指那些評語，有部分是刻意以“自帶視角”或語帶

挑釁為“目的”，令人一看便知“來者不善”！

若觀眾是善意的建議，電視台和製作團隊都應樂

於接受，舉例有觀眾謂香港的藝員在演出如病重，彌

留或死亡的情節時仍見其容貌“化晒妝”，令觀眾覺

得此劇情畫面“堅離地”，這情況很多年只算是改善

了少許而已，所以他們正要求在劇集攝製時，監製和

編劇、編導、藝員各方面還需努力予以配合，但亦明

白到磨合需要時間和有些困難，事實上仍有藝員“拋

不下”偶像演員要“顏值美”的心理包袱，演藝人能

淺妝素顏出鏡，多是資深的。

多位演藝人卻頗感嘆地表示，要批評別人罵人的真

是“好容易”，也是“最廉價”的行為，不過要求他們

給予善意有建設性的意見時，就“欠奉”了！有能力的

人會在提出問題評語時，會衡量得失輕重；無能的人，

只會讓別人解決問題，還不懂黑白是非的道理。有演藝

人更勞氣地說︰“現在有不少的新生代也是‘三無’人

士，就是‘無知、無賴、無恥’，自認高人一等為榮，

永遠都要別人‘就晒佢’，不接受其他意見，更不會擴

闊自身的視野，在傲慢中早已失去自我，唉！他們吖，

講得多也嫌自己‘口臭’，真令人心累，心死矣。”

試問不為自己思考未來前途的，如何講未來！？

演戲“死”都要靚
佛系遊歷——隨意、率性、

自由自在行 ，兩個字——痛

快！

遊歷中國四大河流50多個地方，我只會預訂

從香港出發到第一個目的地的機票，到達第一個目

的地後的酒店，中間的交通接駁，逗留多少天；下

一站到哪裡去，逗留多少天，怎樣去，全是未知之

數。

朋友們都說：“安全嗎？找不到酒店怎麼辦？

沒有車票怎麼辦？”我說：“安全方面，內地治安

的安全系數是98分（街道監控作用極大）；酒店方

面，內地酒店業發展蓬勃，只要你不執着住宿5星

級酒店，找到酒店的成功率是98%；交通方面，那

是有點冒險的，現買車票、機票未必百分百隨自己

心意，但這也是率性自由行的好處：買不到今天走

的票，那多留一天、兩天，仔細再看看這個地方，

多到小區走走，說不定隨時會有難忘的人和事！”

佛系遊歷方式寫意、愜意相得益彰，令我快樂

無比，而本篇文章的主角——盤錦，就是佛系自由

行的代表作。

盤錦市，位於中國東北遼寧省中南部，地處遼

河三角洲中心地帶，遼河入海口城市，面積4,120

平方公里，人口140萬。

盤錦這兩個字一直和我素未謀面，也聞所未

聞，究竟我怎樣認識她呢？

我從撫順到沈陽已是華燈初上時分，在高鐵站

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下，準備在沈陽遊歷兩三

天。安頓下來到旅館旁的小館子吃東北餃子，老闆

娘皮膚白皙，眼波流轉，話音鶯然，我就逗着她說

說話︰“老闆娘，沈陽附近有什麼好玩的？”“盤

錦有個紅海灘，好玩，好漂亮！”“盤錦，沒聽過

啊，遠嗎？”“距離沈陽168公里，坐高鐵1個多

小時就到，每小時有車，你可以當天來回。”

素不相識的地方最引我入勝，加上老闆娘的

“好玩，好漂亮”，我當下就決定明天先去一趟盤

錦。回到旅館想找盤錦到紅海灘的路線，但太累

了，不管它，倒頭先睡。

第二天一大早坐高鐵到盤錦，我在高鐵上急忙上

網找盤錦到紅海灘的路線，還未找到，盤錦已到了。

姍姍步出盤錦高鐵站，我問路人：“請問從這

裡到紅海灘該怎麼走？”“從這裡到紅海灘有40公

里路，坐公車要倒車；有到紅海灘的旅遊專車，但

不清楚在哪兒上車。”“請問在哪有到紅海灘的專

車呢？”我再問一位女士：“你要到紅海灘嗎？我

有專車帶你到紅海灘，包來回（車程2小時），包

門票（門票120元），全包150元。”“划得來，

我們現在走嗎？”“要等一會兒。”“好。”這女

士是鐵道旅行社職員，在高鐵站找要到紅海灘的遊

客拼車（釣泥鯭）。女職員帶我到旅行社休息室等

其他客人，休息室旁邊原來是鐵道警察派出所，裡

面有兩位警察在當值。第一次和內地警察如此近距

離相遇，出於好奇，更出於敬意，我的雙腳竟情不

自禁邁了進去。

香港女子擅自獨闖派出所，我會有什麼遭遇？

這趟盤錦佛系自由行結局是什麼？就請大家稍候

啦！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盤錦之一

上個月我三位演

藝界的親人好友離

世，一位是當電影化妝師我的表嫂，

一位是因為“鄧家事件”成為好朋友

的洪國華，另一位是我入行後便認

識，一向寡言卻又對我們很友善，演

技派前輩梁天。

三位的離去令我傷心難過，自小

認識表嫂，她在娛樂圈中擔任化妝

師，為人樸素，人品更好，從來不多

言不是非，知道她一向有紅斑狼瘡

症，卻不知道原來她從小便百病纏身，

那是在她出殯的時候，收到一份她自

己寫的“人生畢業禮”清楚地列出自

己人生幾十年所承受的病和痛苦，她

在文末是這樣寫“我要告訴你們我的

病歷的原因，是欺瞞你們在患病的時

候，可以想起我曾為生命而積極面對下

去！”“今天我累了，想好好睡個夠，

此後不再量血壓、抽血，非常好，舒服

晒！你們別傷心！別流淚！感恩在我生

命中出現過的你！”原來她的遺願是希

望把身體捐給大學做研究，但由於她太

瘦，未能符合要求，但卻感動了中大，

中大多謝她那顆無私奉獻的心，把她的

名字刻在無言老師的牆上，總算滿足了

她一半的願望！這位表嫂太叫我感動

了！

另一位好朋友洪國華，自從“鄧

家事件”結束之後，我們還常有見面

聚會，但忽然之間她的家也發生了一

些變故，我們便少了來往，但不等於

我們疏遠了，去年底她還趁好閨蜜周

麗娟在港，相約劉偉民、陸柱石等我

們幾位相聚，我卻以工作為由未有出

席，原來是她跟我們最後的約會，中

間我還與她WhatsApp，她告訴我孫仔

出世啦，還把孫仔的照片傳給我看，

告訴我今年七月會去加拿大探他們，

二月中旬接到周麗娟的WhatsApp，告

訴我阿華病了，不過當時卻只說沒有

什麼大礙，我還是WhatsApp了在醫

院的她，還回覆我說沒有什麼大問

題，我掉以輕心完全不去了解，過了

幾天我再找她已經沒有回覆了，原來

她病危，不久便傳來死訊！大家都非

常傷痛，完全沒想過她會這麼快離開

我們！

日前又得悉梁天叔離世，每年在

一位謝師傅的生日宴上總會碰到他，他

總是一個人靜靜坐在一旁，看着大家熱

鬧的交談，看着大家上台湊興表演，他

也是被邀表演的嘉賓，他的粵曲唱得很

好，以前也唱過一些小曲，我們這些後

輩也會上前跟他打招呼，跟他寒暄，散

席總會問他要不要送他回家，他便客氣

地說有人陪我有人陪我。但最近這兩年

卻沒有見他出席，朋友告知他患了腦退

化症，已經很少出門，大人怕他走失，

不過最近他的學生，他的後輩還為他預

祝生日，殊不知還是在這個疫情嚴峻的

日子平靜地離開了！

人生畢業禮

中國抗疫捷報頻傳，全世界的疫

情卻陡然生變，新增確診感染的人

數，連日增幅都超過3萬人。意大利、德國、西班

牙、法國、伊朗、美國的確診人數，在很短的時間內

攀升至以萬來計，武漢和湖北人遭遇過的痛苦，開始

在全球範圍重演。尤其是重疫區意大利，像極了3月

之前的內地，感染的病人愈來愈多，因病去世的人愈

來愈多。極速的病毒漩渦愈漩愈深，看不見的深淵，

一寸一寸侵蝕着持續高強度工作的醫護人員的意志。

悲傷、恐慌、哭泣、絕望。至暗時刻，舉目四望，黑

夜茫茫。落在他國的媒體上，不過就是一串不斷刷新

的數字，和一句用感嘆號結尾的話。再過幾日，甚至

就淡漠到上不了日常談資。

守望相助的期望很溫暖，孤獨離去的冰冷才是現

實。相對於華僑華人大批湧向風險大面積消退的祖

國，無處可逃的窘境，成了中國以外地區的共同表

情。

籠罩在武漢和湖北上空的烏雲，隨着疫情的逐漸

消退，終於開始散淡，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開始恢復往

昔的明媚。來自全國各地馳援湖北的4萬多名醫護人

員，也開始高奏凱歌，陸續班師回鄉。臨別之際，各

地夾道歡送醫護者的人群，一度長達十幾公里。依依

惜別的場面，讓人為之動容。湖北鄂州有民眾歡送援

助醫護車隊時，忍不住雙膝跪地，朝着漸行漸遠的車

隊不斷叩頭。那個送護士妻子奔赴一線的丈夫，在車

子啟動之際，隔着車窗帶着哭腔大喊“趙明英，你平

安回來，老子包一年的家務”，再次眼含熱淚，迎接

載譽歸來的妻子。那個隔着玻璃和未婚夫相吻的美女

護士，圓滿完成抗疫工作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和愛人

去領了結婚證。那個在病房對着鏡頭說“我不能哭，

護目鏡會花”的年輕女護士，再次對着鏡頭說“我終

於可以開心的大哭一場了”……

36歲的廣東馳援荊州醫生王爍，卻違背了和妻

兒平安歸來的約定，把寶貴的生命永遠留在了荊

州。我有個好朋友跟王爍住在同一社區的同一棟

樓。她告訴我，王爍有兩個孩子，平常在社區的業

主群裡，熱情活躍。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社區的

鄰居們傷心不已。“王爍醫生為他人家庭圓滿卻不

幸自己破了家，想着他兩個年幼的孩子從此一生缺

憾，實在令人難過。一句英雄走好，不足以表達我

們的哀傷”。朋友業主群裡的哀傷之辭，令人唏噓

不已。

回想兩個月前，疫情勢頭洶洶，疫區哀嚎遍

野，凶險難測。各地的白衣戰士不惜以身犯險，主

動請纓奔赴一線。尤其是抗疫初期，醫療設備緊

缺，防疫物資不足，加上交通不便，食宿不盡周

全，疫情拐點又遲遲不現，醫護人員身陷其中，個

中揪心場面，如今想起來驚心動魄之際，頗有恍若

隔世之感。白衣戰士大功告成高興返鄉，讓我想起

多年以前的一個場景。

19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因為持續的暴雨，出現了

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洪水。聞訊奉命集結而來的解放

軍、武警和各路抗洪隊伍，幾天幾夜冒着大雨，駐守

在堤壩上。後來有驚無險，隨着天氣好轉，洪水也開

始消退。

洪水完全退去的那天，很多市民相約自發去堤

壩，想去看看那些替我們守護城市的戰士們，都長什

麼樣，跟他們說一聲謝謝。

誰知道，為了不干擾城市正常的交通秩序，那天

凌晨，來抗洪的戰士們靜悄悄的全都撤走了。

疫境叢生無處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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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人少、事多、責任重

大，我就得衝鋒在前，把風險和

困難都留給我吧！”“累點沒什

麼，能夠守護居民們的健康安

全，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疫

情防控以來，這是我們社區工作人員王寶劍說得最

多的話。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我對英雄的理解或許還停

留在浮淺而刻板的層面。一個多月來，我執筆寫下

幾萬字的文章或詩篇，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社

區身邊的抗“疫”英雄——王寶劍。說起來，王寶

劍是基層戰線的一名“新兵”，他是個90後，戴眼

鏡、胖乎乎，待人熱情、做事踏實，周圍居民都習

慣喊他“小王”。

他經常說︰“我沒啥特殊的，像我這樣的，

我們居委會還有5個同事呢。”其實，他是個有故

事的人。半年前，他還在醫院藥房裡做藥劑師，

過着四平八穩的平靜生活。我有些不解，問他為

什麼辭掉安逸的工作，“跨行”選擇社區這個苦

差事。他回答道︰“當時我也沒想這麼多，就想

跳出舒適區挑戰一下，沒想到迎來了這麼大的挑

戰！”

在常人眼中，社區居委會是個婆婆媽媽、雞

毛瑣碎的辦事機構，往往有事了才會想起它。其

實，社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社區工

作“千條線”，如何用好用巧“繡花針”、“穿

針引線”，密織成網，有着太多常人難以想像的

困難。大年初二起，王寶劍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

武漢返濟人員的摸排工作中，入戶走訪、填表登

記、測量體溫、後勤保障、隨時調度等，腳步快

些、再快一些，他就像擰緊的發條一般，停不下

來，用腳步丈量居民群眾的生命安全。

王寶劍和同事們很快進入戰時狀態，召集網

格員、樓組長、黨員、志願者、退役軍人等，構

築起疫情防控的“移動長城”，開始對武漢返濟

人員上門摸排。很多老舊小區沒有電梯，大家只

能挨個爬樓。到了傍晚，摸排登記表陸續交回社

區，工作人員緊鑼密鼓地埋頭整理和匯總，王寶

劍更是忙得口乾舌燥，接電話、發通知、做宣

傳，還要對接武漢返濟人員和省外返濟人員的生

活服務。

待全部忙活完，抬頭時分，窗外已是星星滿

天，他起身倒熱水沖泡方便麵。對過居民樓上的

萬家燈火，映照着他疲累而孤獨的心，“這個點

了，妻子和孩子一定都睡着了吧？你們一定好好

的，等我回去！”他喃喃地說道。月光皎潔，透

過窗戶流瀉下來，打在他的髮梢上、手臂上、辦

公桌上，他哧溜哧溜，吃得狼吞虎嚥，好像要把

一天的疲倦全部咀嚼和吞嚥。

社區基層幹部也是逆行者，社區一線人員也

是真英雄。疫情來勢洶洶，他們就不怕被感染

嗎？他們就無所畏懼嗎？答案不言而喻。為了家

人的安全，王寶劍與妻子和孩子分開住，每天他

只能通過視頻與他們報個平安，但也不能多說，

手頭的活兒一茬接着一茬，守卡點、忙消殺、送

蔬菜、送口罩、貼通知、發放通行證……他見過

社區深夜凌晨的繁星和夜空，他見過晨曦初微露

裹着軍大衣下夜班的同事，他飽嘗過忙起來餓過

了頭的渾身虛脫，他體會過值守卡點被凍得雙腿

失去知覺的滋味。再苦再累，他從不退縮。

轄區裡的武漢返濟人員，成為王寶劍微信裡的

置頂好友。他是每日聯絡員，每天“雙測溫，兩報

告”，發現體溫異常者立即聯絡轉運；他是“移動

菜籃子”，隔離人員的日常採買和生活需要，他都

義務跑腿，送達門口，“想吃點什麼，儘管給我

說，我來跑腿，妥妥的！”他說道。很多時候，一

戶就得跑好幾趟，送蔬菜、送糧食、取快遞、送溫

度計等，室外天寒地凍，他卻跑得滿頭大汗，好

幾回電瓶車罷工，只能推着一路小跑。他是“垃

圾轉運員”，居民隔離期間產生的生活垃圾，他

每天負責收集和倒掉；他還是心理疏導師，耐心

安撫他們的焦慮情緒，幫他們找樂子充實宅家的

生活，推薦好看的電影和好玩的遊戲，“有困難我

們一起扛，疫情很快就會退去！”他對隔離居民

這樣說，對自己並肩作戰的同事也是這樣說的。

2月1日，社區對武漢返濟人員進行第2次摸

排。對上次家中無人的詳細登記，仍然無人的張

貼《到訪不遇通知書》。事後，社區主任製作的

美篇中，有一張照片引起我的注意：他戴口罩、

“熊貓眼”，正在東張西望，旁邊停着一輛私家

車，這一幕看得我雲山霧罩。我趕忙打聽，原來

他不是別人，正是王寶劍。當大家兵分多路入戶

摸排時，他負責機動盯守，如有緊急轉運或突發

情況，第一時間發動汽車，全力保障小區居民的

安全。看到這裡，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當即

寫下一段獨白：原來，英雄一直都在，就在我的

身邊。他們如此普通，如此平凡，又如此偉大，

如此可愛。如果要問這場新冠病毒肺炎阻擊戰對

我有什麼改變或影響，那就是加倍熱愛自己的社

區和家園，對身邊社區的平民英雄深深的敬意！

2月14日，情人節。同事們並不知道，這一

天是王寶劍與妻子分開的第19天，他依然在防疫

一線高負荷工作着。一場疫情，就這樣使他與家

人錯過了春節，又錯過了情人節。這天接受記者

採訪時，他略帶羞澀，吐露心聲︰“老婆，這段

時間，你又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又要照顧家辛苦

了，等疫情過去我一定把欠你的和孩子的都補

上。戴好口罩，保重身體，我愛你！”

這段滾燙的話語是愛的表白，也蘊藉着一位

普通基層逆行者的家國情懷！一旁的同事聽完後

紛紛扭過頭去，紅了眼圈。

王寶劍的微信名叫“王自在”，網名裡流轉出

與他本人一樣的率真、陽光和活力。我問他︰“待

疫情結束，最想做的事是什麼？”過了半天時間，

他才回我信息，說道︰“最想好好睡一大覺，在家

陪孩子和愛人過個周末！”再平常不過的事情，在

基層社區幹部那裡卻成為難以實現的奢侈。我突然

恍悟，王寶劍和同事們已經連續幾個月周末沒有休

息過了。想想，很多人呆夠了的地方，是他們一時

半會兒回不去的家；很多人宅家防疫的無奈，卻有

着他們踮起腳尖的盼望。但是，正是有了像王寶劍

這樣的社區逆行者，我們才有了安詳時光。

防控一線我看到了他的勇於擔當、吃苦耐勞，

他用實際行動成為守護社區居民的“尚方寶劍”。

然而，生活中的他是個“寶藏男孩”，愛好廣泛，

喜歡唱歌。濟南市廣播電台錄製的抗疫公益歌曲

《待到花開天正暖》，我聽到了他的激昂歌聲，

“點亮祈禱的火焰，別怕黑暗蔓延，勝利就在眼

前，衝破黎明前黑暗……”他是把自己燃燒成愛的

火把，照亮濟齊社區的星空，點亮居民群眾的心

靈。

待到花開天正暖，疫情退，櫻紅遍，家團

圓。那個時候，寶劍的心願就能夠實現了！千千

萬萬的基層“逆行者”就能夠與家人團聚了！此

時此刻，我很想對他說一句︰“兄弟，辛苦了！

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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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在抗疫記

■此情可待成追憶，（左起）阿娟說梁
天叔和阿華會在天上重聚！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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