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及體育

口罩人生
自新冠肺炎病
例去年12月首次

在武漢發現，或另有研究指相似病
例比武漢更早在歐美乃至澳洲等地
出現，這個被世界衞生組織定為現
名COVID-19的病毒已對人類肆虐
一年，不但對社會、經濟民生造成
重大損失，也給人類帶來深遠影
響，令很多人不得不調整生活步
伐，也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
最顯著和典型的改變，就是戴口
罩，展開口罩人生。上周去文化中
心欣賞《天空交響曲》，坐在台下
一個強烈感覺，就是台上的口罩。
正如主持人車淑梅所說，這是她逾
30年主持生涯中，第一次在舞台上
戴口罩。台上的表演者何嘗不是！
本來，表演藝術是一個表現才藝
並顯現顏值的行業，陶冶人性情，
又賞心悅目，但為了配合限聚令和
健康要求，藝術家們都被迫「躲」
在口罩後面。只是歌唱家們到要引
吭高歌時，都除下口罩，負責任地
展示藝術精髓。
在這樣的情況下開音樂會或來看
音樂會的人，多少是有點誠意的，
至少是人生觀較積極的──我們總
不能坐以待斃，被動地由病毒主宰
命運。音樂會乃為紀念「樂聖」貝
多芬誕辰250周年而作。貝多芬是
一位頑強的生命鬥士，長年遭受疾
病困擾，卻將跟疾病搏鬥的體悟化

為生命的樂章，給後人留下多首膾
炙人口又鏗鏘有力的交響樂，如
《命運》、《英雄》和《田園》
等。在此時此刻，重溫大師之作，
別具啟示──學會以輕鬆的心態跟
疾病共生。
所以，我不但努力想像台上口罩

下的藝術家表情，也在尋覓似曾相
識的台下觀眾面孔。執筆時疫情雖
反覆，卻也見緩和，各種活動漸漸
恢復，並出現一個有趣的畫面：人
人戴着口罩見人。鑑於我們可能有
一段較長的時間要以口罩為伴，有
心思的人特別把口罩設計得時尚
化，並賦予多彩圖案和摩登造型。
從去年黑衣人的蒙面黑口罩，到

今日平常人的五彩口罩，雖然同樣
戴在臉上，效果卻截然不同：前者
予人恐怖感，後者卻帶來安全感。
曾經視戴口罩為病人用品的西方

人，在病毒面前，不得不收起往昔
傲慢的態度，向亞洲人學習；香港
人因為經歷過沙士一疫，戴口罩在
過去十幾年已成為愛人愛己和負責
任的一種行為。患感冒或有小病的
人都自覺地戴上口罩，以防自己身
上的病毒病菌經噴嚏傳染他人。
可見，很多東西和習慣都是可以

改變的，而且可變得更好。只是你
是否願意放下成見，勇於嘗試？學
音樂如此，戴口罩如此，其他一
切，何嘗不是！

新冠疫情遲不
退減，在這危機
的影響下，大部

分原本於今年舉行的世界重要體育
項目，包括四年一度的奧運，也要
延期到2021年。從現在起計算，還
有239天，東京奧運就會開幕，但
日本東京方面的疫情好像還沒有緩
和的跡象，如果在這兩三個月內研
發中的疫苗還未能有效地普及至全
球使用，則疫情數字預計仍居高不
下，那奧運是否真的能如期舉行
呢？東京奧運籌委會曾表示︰「奧
運必定如期舉行。」對我們體育傳
媒而言，當然希望能實現這「願
望」，否則對往後世界性體育項目
的安排就有如骨牌效應般的影響。
有消息報道，奧委會初步如期舉
行的防疫措施包括：於奧運期間，
各國運動員需要提早到達東京，經
檢疫呈陰性後確保運動員入住封閉
的選手村；而各國隨行的工作人員
及官員，也將會在人數上有所限
制，數量盡量減少，此為其一；但
如果疫情仍嚴峻的話，那措施就將
入場觀眾減到最少，但不會閉門作
賽，這些也只是大會按現時情況暫
時預定的計劃，而實際情況真的要
到明年7月23日才會知曉。今屆東
京奧運，對香港運動員來講，所肩
負的期望和壓力不是一般的大，因
為當中有六個項目，包括：單車、
劍擊、空手道、游泳、體操及乒乓
波等，都是有很大機會能奪得獎牌
的。在這疫情下，對港隊而言又是
否「危中有機」呢？

在香港，體育運動產業一向不甚
被重視，就算在疫情期間「電子競
技」在全球「體育」的地位已迅速
上升，且仍極具發展潛力，但比起
其他國家及地區，「電競」在香港
依然未受重視，至於歷史悠久的傳
統體育項目就更易被忽視了。體育
運動的興趣及其中的技能可從小培
養，但香港大部分學校都是比較注
重學術科目，對於體育，多被視為
「副科」，甚至只是課外活動，更
有些學校直接放棄體育科，對香港
學生而言可說是一種遺憾。雖然有
關方面近年也有投放較多資源於體
育發展，但始終只集中在精英培
訓，未能惠及到普羅大眾，故對增
強民間體育意識方面，一直都未能
提高。
一個地方如能普及體育，全民做
運動的意識高昂，除可健身強體
外，也會加強凝聚力及投入感，正
如你記得2009年東亞運動會香港贏
日本奪得足球金牌的那場賽事，你
就會明白，一場90分鐘的賽事其凝
聚力之大；而當市民身體健康，那
公共醫療壓力自然亦相應減少。近
年香港人，尤其60歲以上的銀髮
族，愈來愈多人明白到身體健康的
重要性，很多都會積極參與跑步、
羽毛球、跳舞、健身等運動，以保
持身心健康，有體力繼續往後更精
彩的人生。
希望全民運動並非只是一個口

號，我們應該付諸行動，將做運動
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令香港真
正做到普及體育。

電視電台的深夜節目都
是有一班捧場客的，有些
是夜貓子，也有生理時鐘

問題睡不着搞到習慣夜瞓的人，深夜如何
消磨時間？就是睇電視節目，如果你不想
睇電視台重播本地劇集的話，建議你睇睇
香港電台數碼電視的31台和32台，你會
發現他們有些自製節目是值得欣賞的，港
台電視31台的口號是︰我們在乎你！所以
他們有不少有益有建設性又有趣味的節
目。例如《五夜講場系列》，每夜有不同
主題，包括「真係好科學」、「哲學有偈
傾」、「學人串社科 」、「文學放得
開」、「歷史係咁話」；與青年人互動的
節目有︰內容涵蓋多方面。像互助同路
人、潛能開發部、尋找理想職業、演藝盛
薈．音樂到會（青年人參與的網上音樂
會）、好想藝術（有編舞、攝影、畫家、
陶藝專訪）等等，很接地氣。文化長河．
山川行、香港故事、香港歷史這些都是不
錯的。不要以為31台只有《視點31》呢個
惹火節目。
特別喜歡睇《五夜講場系列》節目，上
節目的都是大學教授、講師、專家，是非
常有內涵的人士，他們分享的理論見解、
經歷都可以將觀眾帶到不同的領域及思考
層次，有助觀眾增長知識，擴闊視野。例
如前晚的《 歷史係咁話2020 》主題是講
古代橋現代橋，講者提到倫敦橋、布魯克
林大橋、劍橋、中國的蘇州河都有其故
事。而提到香港維多利亞港為何沒有跨港
大橋？原來英國政府曾經有想法建橋，因
為建橋比隧道費用便宜，但害怕打風就沒
法使用，當時資源只能兩個選擇一個，結
果香港維港上就沒有大橋了。他們形容城

市的大橋是一本厚重的歷史，因為建橋用
到的建築技術、建築物料、設計水平等等
都反映出城市的經濟文化藝術水平。歐洲
的大橋上兩旁有屋，有商業活動；東方只
係用來行車，而羅馬人搞的工程最厲
害……專家教授消化了大量資料幫我們分
析，讓我們很容易吸收最精華的知識、資
訊。
另外，32台也有播放來自中國內地電視台

的製作，有劇集，有時事、歷史，但感覺上
不用心編排節目，不少精彩節目在深夜才
播，是否應該好好編排，將合香港人、香港
學生口味的內地製作放在同一頻道播放？讓
觀眾容易記住，習慣收睇，香港應該有一個
專門電視頻道播中央台的節目，他們的綜藝
節目和文化節目很有水準。
港台的問題在管理他們的人，起用什麼

人，立心做些什麼節目？在「黑暴」期
間，香港電台的表現差強人意，所以不斷
被抨擊，有人憤怒地喊出「要執咗佢！」
事實上是應該改革，不是執笠。只要港台
製作人不忘自己的使命，做些有利提升市
民學生的質素、開闊視野的節目，成為推
動社會向前發展的聲音，節目不要太政治
化，就有存在價值。監察政府的工作有許
多商業媒體在做，並不多你一個，有社會
矛盾時，你要為市民提供發聲平台，也給
政府官員一個解釋政策的平台就合乎身
份。不要被攬炒派洗腦「官媒新聞一定不
客觀」，強行將自己放在政府對立面，那
你告訴我「生果日報」很客觀？報道的消
息一定準確？
無論任何地區、機構的管理層，管理不
好自己，問題只會愈來愈多、愈來愈亂，
那上級怎可能不加入管理整治？

唔想被管就做好自己
這幾天，會跳舞的人，都不敢自認會

跳舞了。
居住的屋苑有了一宗確診個案，禮賓

員通風報信：「上救護車的是一位中年女士，估計是跳
舞的。」怎麼中年女性，就捕風捉影是跳舞的？後來證
實是無源頭個案。朋友從新聞中得知我們屋苑榜上有
名，關心問候，叮囑小心，我也只好平常心回應，「梗
有跳舞喺左近」，也不能擔心太多。
「跳舞群組」爆疫確診數字急速蔓延，舞亂全城，本

來已趨正常的生活，又再一次被搞亂。正因為「跳舞群
組」涉及多個層面的舞蹈圈子，從名媛闊太到基層師奶
都有波及，於是好事者把一些不堪入目的「舞男」片段
剪輯廣傳，把「跳舞群組」極盡污名化，好像跳舞都是
「不道德交易」。
不排除這是因為爆疫遷怒報復，又或許是憎人富貴，

中招的名媛闊太有錢有面，豪宅名廈多有上榜，幸災樂
禍剝花生少不免。網絡世界造假太多，渲染不可盡信。
香港人從上世紀開始都喜歡跳舞，粵語長片中的明

星，幾乎個個都舞得幾下，有些還是舞神。香港回歸
前，鄧小平為穩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一句
名言「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說明跑馬、炒股與
跳舞，都是香港人生活一部分，如今過了23年從未改
變。
如果不是「跳舞群組」出事，平民百姓也不知道，原

來舞場有這麼多層次，有私人會所，又有大廈內的舞
場，更有酒家的舞池，連飲茶都可以跳舞。
身邊有兩位朋友，分別在正規的舞蹈學校學習社交
舞，一位停課一年，一位則仍堅持上課，上課的那一位
剛好在爆疫時段去過其中一個跳舞場上了一課，當然很
是擔心，馬上去做檢測，幸好檢測結果是陰性，大有重
新做人之感慨。
生活中有時福禍難料，剛看爆疫酒樓名單，驚悉早前

和親戚飯局所在的商場，有確診者染疫期內曾到訪過而
「金榜題名」了，急忙數數日子，還有兩天就足14天
了，馬上推掉4個飯局，乖乖在家用膳，重新做人。

舞亂全城

年前赴澳門探
訪舅公，進門時

幾乎以為闖進了粵語片「黃飛鴻」
中場景，不是嗎？大廳中的酸枝桌
椅，也太古式古香了，酸枝那樣的
傢具，從來就沒在現代家庭中出現
過，舅婆說那幾張椅子是從喊冷二
手店買來，舅公一看就喜歡。
問舅公，怎麼不擺梳化，他即時
搖頭不屑說：「討厭討厭，真不知
道為什麼發明梳化這些鬼東西？」
舅婆說他個人頭腦新潮，對傢具就
是百分之百國粹，喝茶也用紫砂茶
壺/紫砂杯，不用馬克杯。
舅公橫掃一眼他買來那些酸枝寶
貝，認真地說：「你們不知道，酸
枝對骨骼有好處，坐上去，伸直腰
板，坐姿好看，也有助健康。梳化
嘛，膠的不必說，布的皮的看去不
止臃腫，白佔空間又礙眼，現代人
那麼輕易腰酸骨痛，就是多坐了梳
化，還有什麼彈弓床，你想
想，坐也好睡也好，軟軟的，
身體下陷變了形，日久骨頭也
軟了。」
舅婆說他從小都不睡彈弓
床，連被褥也硬，睡的瓦枕也
硬，那就不可思議。舅公得意
抹着他那把烏黑的頭髮說：
「現在年輕人頭髮白得快脫得

快，不少是化學軟枕睡出來的。」
硬椅硬床硬枕，舒服嗎？他說來自
習慣，隨後說了大堆「硬物養生」
經，先展露他那棚完整的牙齒說：
「你們信不信，我從未脫過一隻牙
齒，就是因為從小愛啃骨頭，現在
也啃，現代人容易有牙患，由於吃
肉不啃骨，長年長月欠缺鈣質，牙
齒怎會好？」舅公說他的硬朗身
軀，全得力於以「硬」養生。
他平素除了步行，也沒做過什麼
器械運動，說「徒手」運動就夠
了，每天活動身體肌肉的靜止部分
幾分鐘就夠，比如經常活動十隻手
指腳趾，拉拉耳朵，捏捏鼻子，勝
過上健身院花大半天練這個那個，
肌肉健美年紀大了會鬆弛，「硬
養」出來的健康才令肌肉更結實。
不懂他的理論來自什麼基礎，聲如
洪鐘精神矍鑠年近九十的老人，他
說的話也不由我們不信服。

舅公的「硬」道理

這段時間火爆網絡、佔據
了各大平台的頭條新聞，獲

得高點擊率和無數粉絲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女
子。
這位女子不是明星，亦不是靚女，其相貌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其身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這位名為蘇敏的女子，不過是一位連固定工作
都沒有的家庭婦女而已。她在網絡上火爆是因
為她對婚姻和家庭感到不滿，做出了逃離家庭
的決定，一個人開着車出去旅行，並把自己獨
自旅行的緣由錄成視頻發到了網上。
一個中年女子獨自開車旅遊並不是什麼新鮮

事，蘇敏在網上引起轟動的是她的故事，在眾
多的女性中引起強烈共鳴的故事。蘇敏在視頻
裏談到自己的人生，說自己小時候聽父母的
話，作為一個孩子對家庭盡了全部的責任，婚
後聽丈夫的話，作為一個妻子對家庭盡了全部
的責任，有了孩子以後，即便是因為丈夫的自
私，自己受盡委屈，卻還要對孩子盡責任，忍
受着丈夫的自私，又和丈夫一樣在外工作掙錢

養家，而回到家過的也是「一天都沒有閒過，
丟下拖把又拿起掃把」的日子，蘇敏在家庭、
責任的束縛中幾乎窒息的時候，才發現自己似
乎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於是她終於下定決心
開上已成年的女兒為她買的小車「私奔」，逃離
家庭，逃離責任，開始奔向自由，去尋找自己。
蘇敏的故事讓我想起前些天看過的傳記電影

《掬水月在手》。影片的主人公葉嘉瑩先生是我
十分尊崇的一位女性學者，她被詩人瘂弦稱為
「穿裙子的男士」。葉先生的一生除了做學問，
就是歷經各種苦難，經歷時代的動盪，少年喪
母，到了老年又一下子失去了女兒女婿，人生的
最痛幾乎都讓她嘗盡。葉先生在大學裏講古詩
詞，據她的學生回憶，即便是在他們感受到她內
心的巨大的痛苦的時候，她亦是一樣地在繼續教
學，繼續讀她的詩詞，做她的學問，她把所有的
苦難的經歷，都轉化為理解古人和詩詞的養分。
到最後，她復活了詩詞，詩詞也拯救了她，她的
苦難淨化了她的身心，轉而成為了她自己和她給
世人的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

我的朋友裏女性居多，其中有幾位家庭條件
和自身條件都是相當地不錯，然而她們都有一
個共同點：錢包飽滿，精神空虛。她們最關注
的地方除了美容院就是奢侈品店，其次便是
「四方城」，再其次便是丈夫的行蹤，或許該
反過來說，對丈夫行蹤的關注應當排在前三者
之前。於是和這幾位聚會，不是看甲晒新的名
牌包，就是看乙又做了微整，或者聽丙說又成
功地鬥贏了一個小三……若是讓她們無聊時讀
一讀書，十有八九是找罵的：書，輸，我們打
麻將的人怎可以輸？
11月是深圳的讀書月，看到各類閱讀活動中

的女性讀者不少，心裏便多少又有了些安慰。
不久前我的師父胡野秋先生在一次女性文化沙
龍上講了「如何成為乘風破浪的獨立女性」，
很可惜那幾位女友沒有去聽。
在我看來，女人，能如普通的蘇敏一樣，有
一點追求自由的思想，能學葉嘉瑩先生一樣，
多讀點書，可以雲淡風輕地面對現實生活中的
悲歡離合，足矣。

女人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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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像做夢，精神恍惚
不定。晨起時，我習慣性
地扭過頭對他說︰「爸
爸，該喝水了！」才發現

那張小床空了，我的整個世界也被掏空
了；吃飯時，我昂着頭對他說︰「今天買
的蝦仁水餃，這是你最愛吃的！」可惜，
他再也品嚐不到了；閒暇時，我劃開手機
低頭看新聞，有什麼新鮮事就興致勃勃說
給他聽，但再也沒有人回應了，我該說給
誰聽呢？我點燈熬夜寫下的密密文字，又
該拿給誰看呢？
台灣作家簡媜在公公去世後，收拾遺物時

曾寫道︰「老人家仙去之後，屋子突然靜了
下來，靜得連灰塵都發出沙礫滾動的聲
音。」她還說︰「物豈止是無生命的物，器
物表面的訊息如看不見的手指，密布着，等
着觸碰親人，只有至親至愛才感受得到那一
陣輕微卻深刻的電流，跨越了生死兩隔，再
次握手。」是的，這些天收拾屋子時，我愈
發地感受到這種穿腸過肺的巨痛感。爸爸留
下的物品上，分明有他的聲音、味道、氣
息、影子、秉性，我看着看着，淚水就止不
住地往外流。
爸爸年輕時就很愛乾淨，搶着給家人洗衣

服，自己的白襯衣洗得錚亮發光，疊得板板
整整。在廠裏上班那會兒，午飯晚飯奶奶都
要等他回來才能全家開飯，涮碗洗鍋的活兒
也都是他，從不厭煩。搬到筒子樓住時，用
的是公共水室和廁所，每到晚上無論是否輪
到我家值日，爸爸就換上膠鞋、拎着拖把去
打掃，回來時滿身臭氣。門前的水泥地面他
天天掃，甚至掃出一個大的凹形。收拾抽
屜，找出爸爸用過的好幾個電動剃鬚刀，大
的、小的，樣式各異，有姑姑買的，也有我
買的。我買的是疫情發生前，還買了兩個刀
頭，媽媽每天再忙也記着給剃鬚刀充滿電，
一天不刮就過不去，直到那天去醫院收拾衣
物時還裝着它。從小到大，爸爸的鬍子從來
都是刮得乾淨清爽，那年夏天我在山大二院

住院，每天爸爸去送飯，他一進病房的門，
我就望見他笑着給大家打招呼，臉上露出剛
刮過鬍子的痕跡，給我一種向上的力量。印
象中只有一次，就是爺爺去世那幾天，他一
夜蒼老，鬍鬚長出黑黢黢的硬茬，那是他心
靈深處的哀痛與不捨啊！
爸爸寫得一手好的鋼筆字，遒勁有力，質

樸大氣。他為酒店寫過菜譜，姑父多次說
道︰「你爸爸的字就是字帖，不遜於那些什
麼家！」從兒時提筆學寫字起，爸爸就叮囑
我︰「女孩子要把字寫好，寫得大氣，彆扭
扭捏捏的！」患病後，我的手指腫痛變形握
不住筆，爸爸每天晚上陪着我，在枱燈下從
零開始練習寫字，寫了一年多恢復到上中學
時的雋秀工整。收拾他的遺物，他散落的字
跡在我心頭氤氳開來：泛黃的筆記本和舊報
紙，他隨手記錄着黨員學習心得和當天做的
事；長短不一的碎紙片，他認真記錄着求醫
問藥的方子，摩挲或藍黑或黑色的字跡，讓
我重新掂量出父愛的重量。其中，有一張上
面寫着：「107（公交車）洪樓西路站（下
車），回走第一個紅綠燈往北走，至洪樓小
學，往西第一個小路口，往北至胡同頭，再
往西看就到了。2006.11.19 日下午 4時 30
分。」「點」為繁體字。這是城東一位曾為
我治病中醫大夫的地址，有年冬天爸爸經常
騎着自行車從城西去那裏拿膏藥和洗藥，逢
年過節讓我打電話問候大夫。他說過︰「別
人的好一輩子不能忘，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別人的過轉眼就忘，做人要有度量，對別人
好就是對自己好。」這就是爸爸的為人處
世，可當我明白的時候，他已經去了天堂。
爸爸酷愛看電影和看書，喜歡賈平凹的小

說，曾經是一個文藝青年。幾年前，他還能
坐在床邊，舉着手電筒瞇着眼睛看報、看
書。他攢了很多《大眾電影》，老式寫字枱
的抽屜裏放不開，多年前忍痛割愛賣掉一部
分，還剩下一部分，成為他的「寶貝」。這
個抽屜他不讓我打開，甚至上過鎖，就怕我
給他弄丟。過去，爺爺家物質生活富裕，他
上班送完貨，就鑽進電影院看電影，常常連

看兩三場，到了周末直接泡在各大影院，什
麼紅星電影院、大眾電影院、山東劇院、
「鐵路二七」文化宮等，都是老地方。平時
他關注報紙中縫，密密麻麻刊登影片上映，
就像今天人們關注影城或劇院公眾號一樣。
影院門口有賣二手票的，開場後幾分鐘就有
人出手，他經常「撿漏」，算是意外驚喜。
我上小學後，周末他騎自行車帶着我去天橋
底下的新華書店買書，中午去包子舖吃小籠
蒸包，他七両、一瓶啤酒，我三両足夠，然
後再去老街巷胡同閒逛，天黑了我們才回
家，那是最愜意的時光。望着被時光洗得變
色模糊的《大眾電影》，我突然頓悟：爸爸
孜孜追求的是自由的精神！即便後來生活施
於重壓，即便病痛強加於束縛，一點一點帶
走他的血肉和意志，爸爸都從未低過頭、服
過輸，每次導尿手術後他從未呻吟過一聲，
病床上的他依然是晚間新聞聯播、周末魯能
球賽的忠實觀眾，依然是旁顧四鄰、愛管閒
事的熱心人。
物的聲息神色，就是人的靈魂獨語。抑或

是說，爸爸未說出的心裏話，都隱藏這些物
品的肌理中。物之索隱，把我引向一條漫無
邊際的思念之路和回憶之路，在物的凝視、
拆解、整理、展閱中，我換種方式，重新與
爸爸交心對話，理解他的酸鹹苦辣，領悟他
的苦心教誨，同時也看到社會轍痕、家庭聚
散和生死無常。「生死無常」，這四個大
字，究竟需要多少閱歷打底子才能參透，究
竟需要飽蘸多少淚水做藥引才能懂得？似
乎，它是要用大悲慟大離別方能體悟——
死，從來都是生的一部分，很多時候我們不
願承認，不敢直面，但是終有一天，早晚會
在離別瞬間去接納它，就像接納不完美的愛
情一樣。
今年剛入夏時，爸爸嫌我敲打鍵盤的聲音

太響，前幾日新換了鍵盤和鼠標，安裝上後
才知道是靜音的，深夜工作也沒動靜。可
是，爸爸走了，再也沒有人說我吵了，再也
沒有人在深夜時分一遍遍催促我關電腦了，
我的內心淚如滂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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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枝有它獨特的硬朗美。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