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冬奧數碼化新體驗

也說說「派對」
古代傳說有「孫悟
空大鬧天宮」，今日
香港卻現「病毒大鬧

派對」，有趣。名人年初開生日派
對，廣邀朋友參加，想不到當中有
人身帶特強傳染力變種病毒株
Omicron，以致各出席者要接受檢
疫，部分緊密接觸者更被送去檢疫
中心隔離……
由於送檢者中有一群官員和議
員，名人效應下兼疫情突惡化，時
機不巧，特首也按捺不住高調批評
官員，甚至點名表達「尤其失
望」。一時之間，輿論嘩然，「達
官貴人」被送「監」，「官民媒」
難得「團結一致」、口誅筆伐，好
不痛快！
我當然不同情挨罵的官員和議
員，但也不會陰謀論地去想，他
們是為了討好「誰誰誰」。卻想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其實，就在
該派對舉行前的幾天，我也出席
過人數不少的兩個派對，當然，
我們都戴口罩，都保持一定距
離。更可幸的是，呵呵，參加者
中沒有「播毒者」。
我不是熱衷去派對的人，今年之
所以在「疫情威脅下」出席，並非
沒危機意識，既是機緣巧合，也是
有感壓抑，相信很多人有同感，尤
其在「被封閉」了兩年之後。且不
說經濟受到重挫，而是人受困的壓
抑心情需要抒發。

一年多前，我曾找特約記者寫
「武漢故事」。當時，被封城兩個
多月的武漢解封了，我以為，經歷
了死亡、悲傷、憤怒和絕望的武漢
人會「如釋重負」，開懷地暢談感
受。找了一位武漢退休記者兼學
者，她欣然同意。卻想不到，當她
去一位相熟朋友家採訪時，才知情
緒抑鬱的朋友女兒剛跳樓了……當
然，傷心的她做不下去。
之後，我又找了幾位身在武漢的
人，他們開始都答應，卻都中途放
棄，理由都一樣：太痛苦了，不想
回憶，需要時日療傷。雖然大家事
後都理解「封城」的必要性，尤其
後來疫情蔓延，「封城」成「全球
共識」。但人是有情感的，身心受
困久了，難免變瘋狂。
兩年來，雖然我們已慢慢習慣

了「口罩生涯」，也減少了社交
生活，但疫情終將過去，病毒卻
不會永遠消失，它們或以變種形
式，或隱密於不同角落，給你來
個「出奇不意」。只是，人類經
過「世紀疫情」之後，該是時候
學習如何跟病毒起舞，就像我們
長期跟流感等病毒共存般，重要
的是，培養良好的生活和衞生習
慣，增強免疫力。
派對是要參加的，那不僅僅是

「酬酢」，而是情感交流、資訊交
換的場合。不過，為了稍後更瘋狂
地發洩，只好暫時忍忍了。

距離北京冬季奧運
會開幕還剩下15天，
一些運動員隊伍、體
育工作人員等都密密

地「備戰」，準備下下星期左右出
發。過去每一屆奧運會出發前也總
是有很多準備工作，其中最重要的
一環就是必須錄影所有的比賽項
目，這是因為奧運同一時間進行的
比賽項目很多，有時可能多至30個
以上項目同一時間比賽，而電視台
能夠安排直播給觀眾收看的最多也
就只可以一條或兩條頻道，雖然現
在有些電視台頻道比較多，但怎樣
也不足30條，所以必須透過錄影才
能讓觀眾可以在實時比賽過後，再
欣賞錯過了的比賽精華片段。
現今科技的發展，以前我記得
要帶500盒錄影帶去奧運使用，每
盒長度1小時，帶再多也不足夠；
其後發展到用電腦Server去儲存錄
影，容量雖有所增長但仍只得
1,000至2,000小時，其實也一樣不
太足夠，很多賽事片段都未能保存
下來。比如去年在東京舉行奧運
會，大會製作電視轉播片段超過
9,500個小時，而大會經13條衛星
頻道傳送給全世界各電視台，大約
播放3,000多小時的比賽片段，換
句話說就浪費了大約三分之二的製
作片段了。
但科技發展，對體育傳媒工作者

來說，的確有很大的幫助。在東京
奧運大會已經試用，把所有項目比

賽片段放上「雲端」（Cloud）供
傳媒使用，「雲端」對比以前的儲
存影片容量可謂「無限大」，例如
田徑比賽，大家也會知道轉播畫面
通常只會看到比賽較前名次的運動
員，名次較後的運動員基本上沒有
畫面可以看到，但透過「雲端」儲
存，觀眾也可以第一時間收看得
到：東京奧運田徑女子4×100米決
賽，中國隊獲得該組別的第6名，
但電視台仍可以直播中國隊整個比
賽過程，真是一大進步。
所有影片可以儲存在「雲端」上

對體育傳媒人而言也帶來更大的製
作空間，世界各地的電視製作人員
在自己國家可在「雲端」上，再利
用互聯網直接下載高品質的內容，
這就等於大大開放所有比賽內容讓
工作人員剪輯，可以有更多資源去
揀選，為觀眾帶來更多精彩的片
段。而東京奧運現場轉播中心面積
也節省了四分之一，雖然工作人員
也減少27%，但也能製作超過9,500
個小時的轉播內容，比起2016年巴
西里約奧運會還增加了時數30%。
今屆北京冬季奧運會，更加會全

面數碼化，大會與阿里巴巴雲端
「Alibaba Cloud」合作將所有比賽
片段放上去，北京奧運，無論賽
事、參賽、觀賽，每一個環節都將
帶來全新的改變，期待觀眾能透過
這新科技享受新的體驗，能自己去
選擇自己喜歡的項目、自己喜歡的
運動員，為他們加油。

王力宏與李靚蕾的這一場戰
爭無論哪一方贏，結果都是輸
家！因為他們有3個孩子。孩
子們將要承受這個苦果！日

後，無論是王或是李都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來
為孩子彌補曾受創傷的小心靈；目前是看不
到的，因為孩子還很小，但當孩子長大成人
以後，性格的缺陷就會一一浮現。
李靚蕾對王力宏由愛轉恨，婚姻破裂的拉

鋸戰，我們像看連續劇一樣地看得津津有
味，在這一場長達兩年多的新冠疫情籠罩
下，替沉悶枯燥的生活增添許多趣味，社交
圈子（僅限於手機）與朋友間的交流平添茶
餘飯後的話題；每個人都像偵探一樣，興致
勃勃地討論誰是誰非。有人欣賞李靚蕾封她
為「蕾神」；有人罵她，說她太狠、最毒婦
人心云云。有人替王力宏抱不平，說他又傻
又蠢；有人討厭他，說影迷歌迷都被他的外
形所欺騙了，原來他是這麼一個好色之徒兼
小器鬼、大壞蛋等等。李靚蕾的爆料無疑對
王力宏來說，是相當於核爆般巨大的殺傷
力！王力宏完全沒有招架的能力！他完全不
知道他的小嬌妻是一個
非常有手段的大女人！
從這一個月劇情的發

展來看，我認為王力宏
只能投降，不能與李靚
蕾過招。不是不能，是
他沒有辦法！見他每一
次的出招，都無形讓李
靚蕾更上一層樓，而他
自己則再多跌幾層樓，
甚至跌到貼地。
就拿最近的例子來

說，王力宏自內地返台

灣，完成自我隔離21天後，帶着玩具與助理
2人和保安1人試圖進屋不成功，公開嗆聲李
靚蕾，原以為這下子，王力宏佔上風，結果
李靚蕾發出8點反駁王力宏的聲明，觀眾又
轉回同情李靚蕾了！我相信每一個女人在夫
妻關係這麼緊張的時候，見到丈夫帶着3個
男人在門口要進屋，還要求關掉屋內錄影
機，想當然耳，當然不會開門。與此同時孩
子們還被嚇哭了！
天下99%的女子一旦選擇了愛情，她就會
犧牲自己，奉獻給愛情，她的一切都是為了
這個男人，這是女人的天性，而男人的天性
呢？吃着嘴裏的，看着手裏的，心裏想着還
沒到手的。曾經有一位男士告訴我「沒有結
婚以前對她（現在的妻子）興致勃勃，結婚
以後降低三成，生了一個孩子以後，再降低
三成，當她生了3個孩子以後對她就完全失去
興趣！」這句話如果是事實，多麼殘酷，但為
什麼還有夫妻白頭到老呢？那是男人的責任
感。而女人呢？女人願意為同一個男人生下3
個孩子，說明她打算一輩子跟定這個男人！即
如李靚蕾的千字長文裏表白「……甘心為你在

家帶小孩，24小時無休，既是母
親老師廚師還是傭人等的多重身
份，還要容忍你的不忠……」
是什麼打擊讓李靚蕾最後絕地

反彈？見她使出的每一招，招招
都擊中王力宏要害！看來她是寧
為玉碎不作瓦全，但她絕對沒有
想到，最後犧牲的是3個孩子的
身心靈健康。
我認為王力宏是一個被寵壞的

大男孩，尤其是進了娛樂圈，被
許多的美女圍着寵着呵着，他還
沒有成熟長大！

王力宏與李靚蕾之戰
有航運界業者訴苦，他們受到歧

視，住處的管理員，得知他們的職
業，馬上彈開幾丈遠。其實無須為別
人這種反應而介懷，任何工種都有這

種體驗的機會，比如醫護、外賣員、清潔工、裝修
工，人們多有戒心，現在你若告訴人，在寵物店工
作，大家都一樣會「彈開」，此刻疫情，驚弓之
鳥，可以理解。
倉鼠播疫，寵物店職員及顧客相繼染疫，政府大
為緊張，為切斷傳播鏈，漁護署將從荷蘭進口的二
批次倉鼠作人道處理。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
教授袁國勇認為，政府人道處理倉鼠乃明智之舉，
大家都不想由香港製造一隻由倉鼠變異出來的「病
毒」，可能傳染力更強，再由香港傳往全世界。
記者會上，不少傳媒把焦點放在「人道處理倉

鼠」的問題上，質詢漁護署署長，「是否所有倉鼠
有病無病都要殺光？」「這樣處理，是否覺得人命
重要過倉鼠的命？！」看來不單倉鼠有病，提問的
也「病」得不輕啊？
「人命」和「倉鼠命」孰輕孰重的問題，寵物店
東主說，在寵物和人命面前，當然是要先顧及人
命。動物組織為安全起見，立即採取相應措施，暫
停對外服務，也是求保障。
坊間有人為倉鼠求情，為何不為倉鼠檢測，留下

沒有受感染的生命？袁教授也說，人都未必夠測試
去做，何況為倉鼠每天檢測？數以千計的倉鼠每天
都在呼吸放毒，為何要讓牠們留低？況且留下的倉
鼠要找地方養，而且對照顧、飼養的人來說，都構
成風險和威脅。
但凡有危害人類生命安全的瘟疫，一旦在社會上

傳播，如豬瘟、雞瘟，除了是人道處理切斷傳播鏈
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正如漁護署所說，平衡
抗疫風險與動物福利之間，只能作出如此相應措
施。此時此刻，站在「道德高地」說話的人，是否
會以實際行動拯救生命，把染病倉鼠領養回家？

人道處理

身份證採用自己本
國文字，相信也是所
有國家應有的共識，

可是法國2021年8月發出配有電子
晶片和QR碼最新版的身份證，除
了應有基本法文之外，從標題「身
份證」到姓名性別和持證人的生日
身高以及證件號碼全面兼附英文，
對法國人來說就是天一樣大事了。
負責保護法國語言文化的法蘭西
學院，一直都難以容許英語出現在
法國行政文書之內，致函總理要求
停發新證，不然便入禀法庭興訟，
至今總理未有回應，據說專家預
測，投訴未必成功。
使用英文已是歐盟國家共同決
定，西班牙只翻譯證件名稱，德國
甚至還有德英法3種語言，只有波
蘭和意大利才跟隨法國翻譯全部欄
位，可是德意波蘭等國並無國人對
雙標語言有意見，法國民眾則有兩
極聲音，支持雙語的網民更佔
大多數。
民調中反對雙語最激烈
的，不消說一定是老派法國
人，他們的理由是：「為什
麼要我們說英語？」這心態就
牽涉到「英法百年戰爭」歷史
情意結了。
從西史得知，十四世紀時英

法慣由同一國王管治，腓力無

子，逝世後以侄子繼位，英國因血
統問題已感不滿，加以新王堅決要
收回之前英國所掠奪法國大幅土
地，雙方為此大動干戈而積怨百
年，仇恨之深，可以想見。
很多老法國人對這場戰爭至今仍

印象深刻，雖然英法兩國同是雞腸
文字，法國人記恨在心，為了民族
尊嚴，多年以來便無不以說英語為
恥，我們常聽旅遊法國的朋友說每
用英語向法國人發問時，法國人臉
色總不好看，不是假裝不懂，就是
迫於無奈以英語作答的話，也故意
改變聲線以濃重法國口音回答問
題，現在就應該明白何以成立300
多年歷史的老法蘭西學院，會對英
語入侵今日的新身份證，視如強敵
進境般敏感。
至於贊同身份證雙語的，同時不
問可知，必然是歷史意識淡薄的法
國新一代或其他國籍新移民。

法國人與英語

連日的陰霾天，使得人的心情
亦晴朗不起來，整日與頭頂的天
空一樣暗沉沉的。便想起一位被
稱為「中國通」的外國朋友說的

話：你們中國文人呀，風花雪月，傷春悲秋，
其實就是矯情。
作為半個文人的本呆，拋卻「矯情」，排遣
鬱悶的最好的途徑是讀書、寫字，讀讀寫寫便
也打發了許多「傷悲」的時光。讀讀寫寫的空
隙中，家裏又迎來了一撥久不見面的好友。兩
年來疫情反反覆覆，纏綿不去，因為一直不能
通關，深港兩地的一對情侶隔海互望以解相思
苦，在兩地流傳成了美麗的童話故事。海的這
邊，同在一片陸地上的朋友偶爾見面，亦從過
往的尋常變成了如今奢侈的享受和真實的幸
福，見面喝茶飲酒之後拍照、錄視頻留念便也
成了常態。
恰巧剛向女兒學了一點畫面剪輯，便趁着新

鮮的興趣把視頻稍作修剪，配了音樂，再加上
一段文字放到網上，未曾想卻比公眾號上的文
章更受讀者歡迎，便來了興致，給家中的花花
草草也錄了像，放在視頻號裏，這一來圍觀者

甚多，一下子滿足了本呆自以為早是一顆平常
心的成就感。
師父見了，隔着屏幕發來「賀電」，且笑

曰：早該如此。
看到師父的「賀電」時，我轉頭去看書櫥裏
的書，那裏面也有我自己的書，書裏有師父寫
的序，師父在序裏說：「與文字為伴的呆呆，
一直在走自己的路，她與文壇幾乎不發生關
係，甚至刻意地與眾聲喧嘩保持距離，她愛惜
自己的羽毛，她把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命名為
『呆在字裏』，寧可孤寂地『呆在字裏』，也
不輕易地降低身段走進紅塵……」如此，我才
看到從前的自己。
師父是典型的中國文人，他曾說自己是一個

不合時宜的古人，在書房裏寫詩作文，在大學
講台上侃侃而談，他對琴棋書畫無一不通。然
而就是這樣的一個「古人」，卻早在近20年前
就在為鳳凰衛視策劃《縱橫中國》、《築夢天
下》、《鳳凰影響力》等欄目，就在各個電視
台講歷史、說人文，俘獲了眾多的「粉絲」。
後來網絡興起短視頻，好友海藝替師父策劃拍
攝的《胡腔野調》在公眾號一經推出，關注者

瞬間即達數萬。疫情還未過去，師父又在新年
來臨時推出他的新視頻《野秋說》，依舊是講
人文、講歷史等等……
我是師父唯一的徒弟，被師父戲稱為他的
「獨苗」，亦是十分守舊之人，因此一直狹隘
地在純粹的文字裏堅守，即便是前些年寫了劇
本，拍了電影，亦獲得了獎項，已經嘗到了映
畫的樂趣，卻還是一直守着自己的文字，老老
實實地「呆在字裏」，總覺得純粹的文字和映
畫之間隔着一條鴻溝。
近日看到在網絡上正熱火的生物專家評論

「元宇宙」，說是要讓大家守住自己的大腦，
要守「腦」如玉，稱自己贊同馬斯克的「走向
太空」而反對「元宇宙」。忽地想到，二者正
如我的師父對文字與視頻的態度一樣，文字是
一種傳統的創作和紀錄，映畫其實是另一種直
觀的創作和紀錄，後者能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
受，若是為了原本的思想傳播，多了這樣一種
方式，何樂而不為？
於是，我的花草們便從我的平面的文字裏更
多地走進了一個靈動的空間，從字裏到畫裏，
更加地綻放了自己的美麗。

從字裏到畫裏

年的儀式感是在母親煮的臘八粥裏
蒸騰起來的。進入臘月，母親忙忙碌
碌的鐘擺似乎又上緊了發條。鎮上唯
一的裁縫師傅，東家約西家請，也忙
了起來。一大早，母親囑我去接師
傅，與師傅抬了她心愛的「蝴蝶牌」

縫紉機，我的腳步輕快如飛。夏天納涼的木
床搭成了裁剪台，青灰哢嘰布、雪花呢、鮮
亮的團花棉布、雪白的棉絮、的哢、的確
良……許多的布匹，它們熱鬧地擠在一起，
一卷壓着一卷。新年的第一天，全家人頭面
簇新，來年的春天，自己姑娘身着一件「棋
子格」或小碎花兒的「的確良」襯衫，別提
多漂亮了，洋溢着不盡的青春活力，母親這
樣說。
母親的手工還是不可替代。譬如父親的中

式對襟褂、母親的斜襟衫、布鈕扣、孩子的
斜襟毛襖……滑石粉畫出流暢的彩色線條，
母親裁剪的衣服合體，像長在身上一樣，多一
分則肥，少一分則瘦。從民國走來，母親喜
歡這樣的衣着，修長的脖子配上渾圓挺刮的
立領，就多了一種味兒。記得有年，我給她
在裁縫舖訂製了一套。試穿時，母親說領子
鬆鬆垮垮，左右不順眼。於是，拆了自己重
新修剪，果然秀挺了許多。精益求精的作派
長在母親的血脈裏，也糅進她的日常裏。母
親的衣服是廠裏劇團必借的戲服，穿在「阿
慶嫂」的身上，凹凸有致，真是別有風韻。
母親還說，師傅是嬌客，廚房裏烹飪蒸
煮，平常捨不得吃的都拿出來了，忙了一桌
子菜，色香味俱全。「噠噠噠……」縫紉機
速度快了，師傅和母親聊着天。母親坐在旁
邊盤布鈕扣，針腳細密勻稱，像縫紉機壓出
來似的流暢，但卻多了份質感。這樣的畫面
在年關的家裏會持續好幾天。
臘月二十四，撣塵掃房子，也是南方民間

傳統的祭灶日，又稱為「小年」。天邊幾束
魚肚白，滑過鐵色的夜空，母親起床了。灶
楣上莊重地貼了父親和哥哥從土地廟請來的

財神。據說青竹葉能辟邪除穢，母親用它紮
了笤帚，頭上包了花帕子，灑掃房樑庭院，
撣拂塵垢蛛網。每一處仔細周到，原本窗明
几淨的家愈加清爽了。接下來清洗各種器
具，拆洗被褥窗簾。石砌的古井，井底幽
深，爬在井台上，能照見我的小臉。山上的
清泉經過井的過濾，汩汩沁出，清甜的水彷
彿永遠取之不竭。井台旁，男人們「哐哐」
的打水聲，女人們的笑鬧聲，捶衣搗被的木
槌聲，高高低低，把冷寂的冬也敲醒了。木
盆子裏的井水好像湊熱鬧似的，也在冒着裊
裊的熱氣……年味在這裏又熱烈了幾分。
堂屋一款民國時的保險燈，母親視若珍

寶，在我眼裏那也是藝術品了。吊燈的玻璃
罩，脖頸比普通的枱燈細長了許多，燈芯也
是扁平粗闊些。玻璃底座鑲嵌在鐵藝框裏，
燈罩已經被擦得雪亮，它的上面倒扣着奶白
色的燈簾，瓷質的燈簾薄如蟬翼，邊緣起伏
勾曲，像一朵盛開的蓮花。屋子裏因一款這
樣的燈多了份溫馨和優雅。我也會幫助母親
做點事情，母親安排我擦洗玻璃燈罩，說我
心細，擦得晶亮透明。母親說要注意輕拿輕
放，不要打破了，果真不慎，則要唸一聲罪
過。大神不在小神在，認錯後小神就不再匯
報你的過錯了。
小年的年夜飯跟在接祖的儀式後來了。打

豆腐、炒花生乾果、醃臘魚臘肉、炸圓
子……直到大年三十，這一切都在緊鑼密鼓
中進行着。而母親的油炸圓子，是最濃墨重
彩的登場。
河汊湖蕩水質清亮，鯇魚以水草、浮萍、

蘆葦等為食，肉質細嫩，骨刺少，是製作魚
圓的最好材料。母親挑了條十多斤重的鯇
魚，破肚片肉，紅紅白白的魚肉顫顫巍巍，
潑滿的一面盆，留着待用。母親養了一年的
豬，臘月二十四後殺年豬，也是個值得期待
的日子。母親養的豬吃野菜和麩皮粉糠，四
野裏閒逛，那豬俏皮亮殼，那肉自是緊實細
膩，鮮美無比，名曰香豬肉。母親選那前夾

縫最鮮嫩處，片下來，三肥七瘦，又是潑滿
的一面盆。剁餡頗能考驗功力與耐心。先用
刀橫豎正反細細地切，切出臊子，再反反覆
覆抹平剁，直至成糜。豬肉和魚糜分門別
類，按比例加上輔料調味品，兩款炸圓子的
材料便成了。
「咚咚咚」，菜刀在案板上有節奏地響，

帶着愉悅的情緒。食物也是有靈魂的，舌尖
上滲透出來的不僅僅是味道，還有情緒，炸
出來的肉圓子便有了靈性，扣彈有筋骨，味
道好極了。一條村街串連着近百戶人家，四
簷滴水的青磚瓦屋，比鄰而居。此刻，彷彿
受了感染，「咚咚」的剁餡聲，一家比一家
聲高，好像比着賽，誰家的聲音響亮了，那
年才過得有味道。油鍋燒紅了，虎口處擠
壓，「嗤溜……」油鍋裏泛起油花，迅即香
氣氤氳滿屋，擠出廚房，滿村街都浸潤在濃
郁的香氣裏。剛剛出鍋的圓子，那是又脆又
鬆軟又香。我想，世界上沒有什麼語言能夠
比擬那種口舌之美了。今天，孩子們是能夠
順着心意去嚐鮮的。我靠着灶台，倚着母
親，吃得停不下來。
那年出嫁，在婆家過了新年。帶着新女婿

回家拜年的那天，母親將大年夜的菜譜又演
繹了一回。三耳紅泥小火爐，炭火殷紅，一
家人圍爐而坐，火鍋裏熱氣香氣蒸騰。剛剛
有身孕的我，像個小饞貓，吃着母親的鱖魚
燉粉條、吃着母親的油炸圓子，一臉滿足。
母親舉着雙筷子，添菜挾菜，嘴角掛着笑
紋，慈愛的笑紋……

年味升騰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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