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下的港超

普世價值
看最近各方都
要搬出已故中國

領導人鄧小平有關「愛國者治港」
的講話，多少有點悲哀。一方面反
映社會撕裂、互不信任，另方面反
映我們的社會長期以來積非成是的
觀點何其根深柢固。
「愛國者治港」或「愛國愛港」
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不應
討論。無論你是土生土長，還是外
地移居，既然你選擇了在這片中華
土地上生活，你就要熱愛這個地方
及其國家，至少不應該鄙視她。否
則，你就談不上是良好公民，何況
是領取公帑的從政者。
所以，每每聽到有人因此而要移
民，我都會鼓勵，一方面讓他們走
出舒適圈，開開眼界，另方面也是
希望其切實地體驗他自己所羨慕的
地方生活，從中比較，是否「外國
的月亮特別圓」。我還會加上一
句：「最好不要回來。」這說明他
找到了適合自己脾性和信仰的地
方。何況，既然已有離心，離去，
也是對自己和社會負責任的選擇。
最討厭的是，那些既不滿意現
狀，又不做實事，還自命高人一
等，天天佔據公權力發表自以為是
高論的人，不但浪費社會資源，而
且誤導民眾，把社會帶入萬劫不復
的地步。6年前的非法「佔中」是
引火線，去年的「黑暴」行為更達

極端。令善良的市民陷入極度恐慌
中，也把自己的家園砸得滿目瘡
痍。
美國有「愛國者法案」，旨在打

擊攻擊國土和國民的恐怖分子（包
括本土恐怖分子），她的參政者在
競選時，開口閉口談愛國和國家安
全，卻阻撓別國立法保護自己，還
以各種藉口入侵別國，掠奪資源。
如此霸道和荒唐，正常的從政者
不理也罷，還居然大老遠跑去叫超
級大國來干預，乃至經濟制裁自己
的地方。為的是什麼？且不說陰謀
論，無非是滿足自己獲超級大國政
要垂青的虛榮心。但後果呢？
香港被英國強行霸佔了150年，

當年的侵略者隨着時間的推移，乃
至利益驅使，在撤出前夕做了一些
籠絡民心的工作，包括在民生上大
建公屋、落實9年免費教育，在政
治上下放權力──比如提拔華人公
務員，乃至為其利益共同者提供居
英權保證等，這些當然是善意的，
卻也是為了延續英方在後九七時代
的利益和影響力。
對於那些受惠於英美利益的人，

他們當然有權知恩圖報，但底線
是，你留在香港或返回或來到香港
賺錢時，你已經不是主人，但你要
尊重這裏的法律和主人。這種政治
倫理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
值。

今年普華永道
體育產業調查報
告指出，全球最

具收入增長潛力的體育項目頭三位
分別是：1.電競、2.足球、3.籃球。
電競可算是現時發展得最快的體
育項目，加上在全球疫情下大部分
人留在家中的時間長了，而電競則
不受不能外出訓練所限，因而在這
疫情下逆流而上，加快了增長發展
的速度。但就「傳統運動」而言，
足球始終也是收入增長潛力最大其
中之一項運動，也是全世界一項最
具凝聚力之體育項目，雖然在疫情
下經濟收入損失慘重，以歐洲足球
會協會（European Club Associa-
tion）為例，他們就預測今年收入
將減少36億歐元。雖然如此，但普
華永道的報告也仍然展望：在未來
3年間，整體體育產業估計仍會有
3.3%增長，雖然比過去平均增長
8%是下跌了近5%，但看來報告對
體育行業的未來仍有希望。現在只
祈望疫情能盡快過去，到下一年東
京奧運及歐國盃可以把體育產業帶
回上升軌跡。
至於香港體育的情況，今屆
2020-2021年港超聯，在疫情下將
於這個星期六（21日）靜悄悄地在
旺角場打開序幕，今季只得8隊球
隊參賽，由東方龍獅對晉峰打頭
炮，頭炮響起了，但這炮聲可以吸
引到多少觀眾進場觀看呢？港超聯
這幾年的叫座力已經大不如前，再

加上現時新冠疫情下，寄望能有更
多觀眾入場支持真的是比較困難，
要球迷再次走入球場撐港波，也並
非短時間內可以達到的目標。縱然
現況是這樣，但作為見證過香港足
球輝煌的人，我認為我們也不應氣
餒，該想想辦法，從各種渠道作大
肆宣傳，要大鑼大鼓地告訴球迷
「香港足球聯賽已經開鑼啦」等，
要將這個消息帶給更多球迷、市民
和觀眾。
需知宣傳對於體育活動而言是很

重要的一環，真正的球迷，他們當
然會知道球賽開始日期；但一些非
球迷的市民意識中，覺得在疫情下
已沒有了足球賽事這回事；要改變
他們此等想法，就要如一些汽水商
不停在賣廣告，其目的就是想受眾
想飲汽水的時候，自自然然就會想
起這牌子的汽水，這就是潛移默
化，就是宣傳的威力。大家也清楚
知道，新冠疫情不是短期內可解決
的事件，在疫情下整個社會狀況也
改變了不少，大家也會盡量留在家
中，如果把港超聯賽每一場賽事都
放在電視、網上直播，一定能達到
宣傳效果，讓更多觀眾知道港超的
存在，到時場內廣告牌也相應地會
有較多商品贊助。
最近足球總會正全球招聘CEO

（行政總裁），期望能夠聘請一位
足球賢能者為香港足球發展加一把
力，作出多方位的策略以帶來新的
希望。

2020 年疫情肆虐全球
至今已整整十個月了，各
地都仍在鎖國、鎖城，我

們被迫鎖在家裏，生活悶得發慌，瞧着一
個超級大國的兩個老人，爭取一個總統的
寶座，你辱罵我，我指責你，互相數落對
方不是，讓我們沉默呆板的生活，平添趣
味。
長達十個月抗疫生活，讓我這個從來不

運動的人，每天都到了公園走走，舒展筋
骨。無論是看管公園的保安，或是維持公
園整潔的大嬸，他們談論的話題都圍繞着
美國的總統選舉，行經過慢跑跑道，偶爾
聽到兩個人一路慢跑，一路討論美國總統
選舉，側聽他們的觀點，似乎個個都是時
事評論員、個個都是政論專家。
而我則有兩個深深的感受，第一、「人
生七十不是古來稀」，退休制度應該在年
齡上向後順延15-20年，正是「人生七十
才開始」；第二、《周易．象傳》「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要你立定志
向，目標清晰，心無旁騖，鍥而不捨，堅
持堅持再堅持，你就是人生贏家！
拜登（Joe Biden）金句「被打倒！要一
次一次站起來！」這
與筆者小時候看的美
國卡通片《大力水
手》是一樣的主題，
大力水手卜派一次又
一次被他的對手布魯
托打到趴在地上，但
是卜派一次又一次地
站起來，卜派身材矮
小，布魯托身形高

大，卜派不怕大拳頭，不怕惡勢力，堅持
到底，最後是贏家，且贏得美人歸。
拜登的人生是鮮活的勵志故事。他小時

候患有口吃，自己名字「Biden」也發音不
準，他每天對着鏡子演講、說繞口令、朗
讀詩歌。拜登說：「那段結巴使我難堪的
日子，即使能夠避免，我也不想避免。因
為這個毛病使我發憤圖強，讓我成為一個
會演講的人，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俗話說「有錢難買少年窮」，拜登自幼

寄人籬下，家境清寒加上口吃毛病，備受
冷眼和欺凌，因而磨練他日後面對困難的
適應力和鬥志，誠然我們的亞聖孟子在大
約2340年前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拜登的一生有三次大挫折，青年時妻女

車禍遽然離世、中年時腦有兩個動脈腦
瘤、晚年時兒子博．拜登死於腦癌。拜登
曾一度意志消沉地說︰「博死後，我覺得
我再也不會笑了。」但如今他又活過來
了！且活得更精彩！更輝煌！
筆者在電視上見奧巴馬授予他最高國家

榮譽——「總統自由勳
章」時，拜登臉上的表情
有兩三秒的五味雜陳。他
擔任六屆參議員，三次競
選總統，今次果然贏了！
人生的磨難與歷練，已讓
他性格沉穩圓熟，寄望他
修好中美關係！平定「特
朗普之亂」！以臻世界和
平！

拜登與大力水手
在限聚令未再收緊前，還了朋友一頓

飯債。
席間話題觸及美國大選，其中一位黃

絲朋友強調「塵埃未定」，連上菜的侍應也加把口：
「不是拜登已勝出了麼？」朋友說︰「特朗普打緊官
司，有很多州份已翻了盤，誰勝誰負未知之數。」
看來，朋友是「撐特」派，還是堅定的擁躉。侍應不

願離開，還要說下去：「很多國家元首都向拜登致電祝
賀了，還有假的？」
就是這一句「假的」，朋友立時很受刺激，他肉緊大

罵美國選舉是黑幕，民主黨有錢，操控了傳媒和選票，
傳媒推算拜登勝出，是完全不公平的！
其實，美國選總統，與我們何干？才犯不着起哄。黃

絲不是一直吹捧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又認同美國是
「世界警察」，怎麼一夜之間，就把話說反了呢？！
噢，「世界警察」還有大黑幕？
為了這頓飯能吃下去，也不好去刺激對方，只好輕描

淡寫接話題：「民主黨有錢，共和黨沒錢嗎？」黃絲友
說︰「民主黨的錢用得其所，收買了傳媒，其實不少美
國傳媒都給共產黨滲透了？」聽者幾乎要失笑起來。
說到這裏，其實已不必把話題延續下去了。這是世界

失智的年代，美國人失智，香港也有不少，你能說服幾
多？
我也有一位美籍華人朋友，他是美國精英階層，是堅

定的「反特」派，他很奇怪特朗普的選票竟然有差不多
一半，他氣憤說：「為何這麼多美國人失智，竟然會投
票給特朗普？」其實，去年香港的「黑暴」事件中，他
也幹着同樣失智的事。
香港一大批激進黃絲，因為政治上的偏執，令自己
逐步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好像香港的「太子站死
人事件」，無證據不要緊，只要「我相信」，這就是
真的。黃絲不時在太子站拜祭，鮮花堆滿港鐵站外，
花墟的商販無端端賺一筆，他們又可曾想到，鮮花竟
有這樣的出路？

失智的年代

中學畢業後某
年同學聚會，A

看到幾個初次不需穿着校服而一身
黑天鵝般打扮的同學，譁然大讚她
們漂亮，很是「羨慕」不已，說皮
膚雪白的女孩子，就是穿紅着綠總
不如黑色動人，黑色，尤其越是深
色越好看。有人問A，你皮膚也
白，怎麼從來不見你穿過黑衣服？
她說父親反對。
她經營服裝出入口生意的父親，
告訴她曾經有過一家製衣廠出口的
黑色制服運到美國之後，全部因為
不合規格打了回頭，理由是發現衣
物中過量的黑色染料含有高度致癌
成分；雖說黑色染料有深淺，但是
黑得最濃，濃到發光的，有毒是必
然的了，A偏偏對曖昧的黑不合心
水，只對濃得化不開的黑情有獨鍾。
愛美，也重視健康，父親的警
告，對她心理自然有影響，
她說這些日子，看到湧現大
量黑口罩人物，事不關己也
捏一把汗，黑外衣褲還未至
於直接接觸到皮膚，口罩則
貼口貼鼻呼吸，危險程度可
想而知。洋婦少穿黑，除了
發覺黑色太容易突出她們粗
糙毛孔之醜；同時也因為歐
盟很多年前已索性禁止使用
黑色染料。
發現黑染料致癌是上世紀

的事，只有善忘的香港人還誤以為
時尚。至於黑口罩和雜色口罩一下
子滿街出現，國際組織也可能一時
為色所迷，看到花花綠綠美麗的防
疫世界，疏忽了對「偶氮染料」的
測試，等到鋪天蓋地的顏色口罩多
到幾乎流於像裝飾多於防疫實用
時，才有學者警覺到問題嚴重：含
有導致皮膚壞死誘發哮喘精子畸形
的甲醛及重金屬超越水銀20倍的偶
氮深色致癌口罩，一旦繼續蜂擁佔
滿市場，帶出另一無名流行新症，
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而深色口罩之
中，其深更莫過於黑色。
其他顏色含毒量未可知，但是油
畫顏料中的綠色，早已發現含有導
致皮膚灰暗和傷害肝腎的砷毒，如
染料也與顏料有不可分割的「親屬
關係」，深綠和深黑更應一視同
「忌」。

貼口貼鼻攞命「烏」

對於我這個從小就四海為
家、三不五時就要搬家的人

來說，搬家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但是這次卻與
以往兩樣。仔細想想，大抵是因為年紀大了的
緣故，抑或是因為所搬的房子大了的緣故。
正好有幾天空閒，便在新屋住下，收拾舊屋
搬來的隨處堆放得一片狼藉的物品。每日從紙
箱裏往書櫥裏搬書，從編織袋裏往衣櫥裏搬衣
服，樓上樓下地跑得氣都喘不過來，吃飯自然
是講究不了了，便用方便的電磁爐煮了方便的
即食麵，趁煮麵的空檔，又飛快地跑到尚且雜
草叢生的院子裏去掐了一把白花鬼針草的嫩芽
丟進鍋裏，加上從我哥院子裏摘來的紅辣椒，
碗裏紅紅綠綠的，生機盎然，一頓飯才算吃得
不那麼將就。
遠處的歐巴看見我發過去吃「野草」的圖片
不禁有些擔憂：「你吃的啥草？你怎麼啥草都
吃？不怕中毒？……」待我報了「草」名，歐
巴到網上一查，得知此「草」不僅好吃，還有
防癌的作用，態度頓時來了180度的大轉彎，像
個撿到寶的財迷︰哇，這麼好的草，那你在院

子裏多種一點呀，以後我們天天有得吃！歐巴
是個「植物小白」，我不屑與他多討論植物，
卻因此想起了久遠以前的少年時光。
我的少年時代，母親在遠方，父親一人領着
一份當時還算不錯的薪水，但卻因為養着3個孩
子，仍是感覺吃力。我們因為心疼父親的辛
苦，總是在寒暑假去勤工儉學，想為父親減輕
一點負擔。因為父親的工作多是在山野裏，我
們便從小熟識各種植物。白花鬼針草是我記事
以來最早認識的一種植物，認識它，是因為鄰
居的阿姨常常去採了來曬乾賣給中藥舖。這種
草並不難認，它開白色的像小菊花一樣的花，
結了種子像黑色的短針一樣，很輕易地就黏在
人的衣服上、動物的皮毛上，像擺不脫的鬼
針。一年四季，山腳下、河溝邊，到處都是白
花鬼針草的身影。採了曬乾後賣給中藥店，大
人給兩毛錢一斤，藥店的人欺負小孩子，只給
我們一毛五一斤。即便如此，每個假期我都能
賣上一兩百斤的白花鬼針草，在那段清貧的歲
月裏幫補自己一兩個月的生活費。
除此之外，兩面針、淡竹葉、蓖麻籽都是我

常常採了去賣給藥店的植物。前三者因為季節
性較強，採得相對少些，唯獨白花鬼針草的生
命力頑強無比，在粵地幾乎一年四季都能採
到，成了年少時我勤工儉學的最大「收入」。
當然，除了採它去換取學費和生活費，它也是
我家餐桌上常有的食物之一，無論是清炒還是
涼拌，它的苦中帶甘，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清香
味道總是令人一吃難忘。
後來慢慢地就住進了城市裏，在城市的園林
景觀中，白花鬼針草大抵是被當作一種侵略性
的野草吧，極少再見到它的身影，直到我買了
遠郊的新房子，才在院子裏又發現了它。
記得在小說《飄》裏，傑拉爾德．奧哈拉對斯

嘉麗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土地與日月同
在。土地是世上唯一值得你為它奉獻，值得為
它奮鬥、犧牲的事物，因為它是唯一永存的東
西。」我的外婆也曾經對我說過，人從土地裏
來，土地養活了人，人最終也要回到土地裏去。
當我在新屋的院子裏摘野菜讓自己不對一餐

即食麵將就的時候，我就再一次懂得傑拉爾德
．奧哈拉和我的外婆所說的話了。

活在花草間的小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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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今漢語中，「禽
獸」是句罵人的話。不管
什麼人，如果你說他是
「衣冠禽獸」、「禽獸不
如」，他就會跟你急，以

至動怒，發瘋，暴跳如雷，總認為自己遠勝
於禽獸。
其實平心而論，有些人的德性真的不如禽

獸。且不說慈悲鳥（美國一種已絕跡的
鳥，據說牠能給處於困境中的鳥或人送去
魚蝦，而自己的雛鳥卻常因此而餓死）的
慈悲，狗的忠誠，烏鴉的至孝，令許多人
汗顏；筆者這些年在跟動物的親密接觸
中，也深深感到，動物的一些美德，並非
每個人都能具備。
在我們宿舍院裏，生活着一群流浪貓。牠

們多時十來隻，少時四五隻，長期棲居在牆
根屋角的隱蔽處，默默地為人們捕鼠除害。
我見牠們處境艱難，便每天早晚給牠們送

食送水。牠們見我不加害牠們，便漸漸跟我
熟悉起來，遂把我當作「知心朋友」，在我
面前能夠不加掩飾地展露個性。
貓跟人一樣，也都有不同的性情：有的勇

猛，有的怯懦，有的憨厚，有的狡猾……但
在這個小群體中，牠們一直和睦相處，互助
互愛。平時，強者總是護着弱者；吃食，大
貓總是讓着小貓。尤其母貓生下貓崽後，便
對自己的子女百般呵護，常常因操勞過度，
累得瘦骨嶙峋。給牠們送上食物後，牠總是
先把煮雞肝等「美食」一塊塊挑出來，叼到
後院的地下通道中餵小貓，自己只吃點殘羹
剩飯。等到小貓剛會跑時，牠又寸步不離地
前後護着，誰要是近前多看上一眼，牠都會
呲牙咧嘴地要跟你拚命。其愛子憐子之心，
一如人間慈母。
貓的這種愛心，有時也表現在對非親非故

的弱小者的關愛同情上。
我家的地下室裏曾收養過一隻名叫「大花

花」的公貓。牠長得高高大大，壯碩而又英
武，卻有一副慈悲心腸，從不恃強凌弱。一
天，有人將一隻被遺棄的小貓偷偷地從窗戶

裏塞進地下室中。「大花花」見了，不但不
傷害牠，還心甘情願地當起了牠的「保護
神」。有了吃的，牠總讓小貓先吃；如果是
兩種食物，牠必將好吃的讓給小貓，自己吃
差的、剩的。小貓自得於自己的「受寵」地
位，便毫不客氣地事事搶先。吃飽了，喝足
了，牠就上頭撲拉臉地跟「大花花」嬉鬧。
任憑牠咬耳朵，拽尾巴，扯鬍鬚……「大花
花」都是聽之任之，任牠作賤，從來沒有發
過火。
在我家救助的鳥中，曾有一隻很聰明的喜

鵲。牠跟家中的黑貓、灰喜鵲都相處得很
好，還不時地啄着黑貓的尾巴開開玩笑。對
於比牠弱小的鳥，牠常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
進行幫助。有一次，親戚家送來一隻翅膀受
了傷的斑鳩。這隻斑鳩又瘦又弱，孤苦伶
仃，常獨自悄沒聲息地溜到陽台上曬太陽。
喜鵲每次見了，都給牠讓路、讓地方。一
次，斑鳩在走路時一個閃失，歪倒在地板
上，兩腿亂蹬爬不起來。喜鵲見了，急速地
跑向前去。我們正擔心牠「落井下石」，想
上去制止時，牠卻一歪翅膀將倒地的斑鳩扶
了起來，嘴裏還不停地「喳喳」歡叫着，似
在誇耀自己身手不凡。
我們家還養着十多隻從樹林裏救回的灰喜

鵲，其中有一隻叫「老哇」的也很聰明。別
的鳥都生活在籠中，而「老哇」的行動卻比
較自由，可以在各房間裏隨便出入，因此牠
便自動擔負起人鳥之間的溝通、聯絡任務。
當我們吃飯時，「老哇」也開始忙碌了。牠
把從菜中揀出來的肉片、雞蛋等一趟趟銜到
陽台上，送給其它籠中鳥吃。有時候，籠中
鳥有作窩的特殊要求，「老哇」便為牠們提
供「建材」︰紙片、布頭、小繩子，牠見了
就往陽台上叼。牠還多次潛入我的書房，將
打開的書頁一片片撕下來，送給別的鳥墊
窩。這時我急得火冒三丈，但也不敢發作，
只能強作笑顏，和顏悅色地來到籠邊，邊誇
獎邊伸手向籠內的鳥討要。牠們要是高興，
會將碎書頁和廢紙一同叼回我手中，然後我
再耐着性子將撕爛的書黏補起來。我有好幾

本書的書頁，就是用從鳥兒那裏討回的殘頁
黏補起來的。
「投桃報李」，這是人之常情，每個有良

知的人都懂得知恩圖報。許多動物也有感恩
之心，你對牠好，牠也對你親，儘管表達的
方式各有不同。
我們家養的喜鵲、灰喜鵲都會用自己的方

式對主人表示親密和感謝。當我們下班回家
後，一推門，牠們就會歡叫着飛到你的肩
上、手上，用尖嘴一會理理你的頭髮，一會
拽拽你的衣領，一會貼貼你的臉蛋，嘴裏還
低語似地「喳喳」叫着，噓寒問暖。你甫坐
定，牠們又會像小兒女似地在你面前款款燕
語，繞膝撒歡，使你喜不自勝。
但是，如果你認為牠們只會用慇勤撒嬌來

取悅主人，那就錯怪了牠們。實際上，牠們
生活在這個家中，都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
成這個家庭中的一員，主動擔負起保衛任
務。如果有客來，常常門鈴還未響，牠們就
會先警覺起來，急促地「嘎嘎」叫着向主人
報告。門一開，牠們又會在第一時間衝上去
「迎接」客人。如果來客是熟人或牠們眼中
的「好人」，牠們就會熱情地跳到人家肩
上，一迭連聲地歡叫着跟人打招呼。如果來
者是牠們看不順眼的生人或調皮搗蛋的孩
子，牠們便會自作主張地趕人家出門：先是
在人家頭頂上「呱呱」急叫着下逐客令。如
果你不聽勸阻，置之不理，那牠們就不客氣
了，會趁你不備，轉到你身後，箭一般地衝
到你頭頂，猛啄你的頭皮。害得我們每有生
客來，必先囑咐：好好護住你的腦袋！
有道是「人間自有真情在」，其實在動物

之間、動物與人之間，也仍然存在着真情，
只是我們自大的人類不肯也不願去發掘這份
真情，因而也感受不到其中的樂趣。這些
年來，我僅對動物施了一點愛心，就得到
牠們的真情無私的回報。儘管這回報不是
金錢、財富，但卻勝過金錢、財富。牠使
我精神愉悅，身心健康，生活中充滿樂趣，
也領悟到不少真知。而這一切，又豈是金錢
所能買到的？

百百
家家
廊廊

吳
蕾

動物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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