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電競 亞運征途

本是同根生
俄烏爆發戰爭，由
於是俄軍進入烏克蘭
東部地區，俄國總統

普京難免成眾矢之的，西方媒體口
徑一致，配合官方制裁行動，民間
也輿論嘩然。但「受害方」的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形象也沒好到哪裏
去。可見，戰爭的贏家永遠是第三
方。
國家衝突往往由執政者政策失誤
造成，最慘的是雙方的國民，烏克
蘭民眾要承受戰爭帶來的是，失去
家園，被迫流亡。但俄羅斯人民也
不好過，尤其是旅居西方國家的，
不但遭到白眼，有些更連保持沉默
的權利都被剝奪，尤其是藝術家，
遭到無理解僱。這場衝突最早源於
30年前的前蘇聯解體。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總統里
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共
舞」，把時任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
拉下舞池，西方送上兩個《時代》
「年度風雲人物」和一個「諾貝爾
和平獎」後，一個龐大的「蘇維埃
聯盟」，就這樣解體了。
和平獎得主帶着對手從頭上除下
的光環，輕輕鬆鬆，優雅地走進了
歷史，留下一個爛攤子。繼任人葉
利欽作風凌厲，拾起爛攤子，以為
大刀闊斧式的政治改革會很快收到

成效，他打擊貪污，自己的政權又
飽受貪污醜聞困擾，執政8年，民
望大跌，黯然下台。結果，兩位西
方媒體和政客口中的「英雄」成為
自己國民眼中的「民族罪人」。一
位提早作古，另一位寂寞苟活。
前述二人先後執政時，普京分別

是38歲和47歲，血氣方剛，眼看自
己國家的大版圖一塊塊分出去，肯
定不是滋味。幸虧他年輕，有精
力，够勇氣，在一片混亂和誘惑中
站穩了腳步，帶領這個曾經輝煌的
破碎國家重新上路。一做逾20年。
西媒說俄羅斯「入侵」，普京堅

持說是保衛家園的內戰，不是完全沒
道理。且不說前蘇聯，本來，俄烏史
上就是一家人，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國
家──基輔羅斯的東斯拉夫民族，
只是後來國家被蒙古人在拔都西征
時毀滅，基輔羅斯遂分裂成多個羅
斯小國，再演化出今日烏克蘭、俄羅
斯、白羅斯三大分支民族，並形成三
國，互為毗連，理應互相依存。
換言之，俄羅斯和烏克蘭本是同

根生，完全可以「唔掂傾到掂」，
所謂遠親不如近鄰。可惜，有的領
導人往往好高騖遠，想法不切實
際，令國家和國民陷入災難。猶幸
執筆時，俄烏和談露曙光，身為兩
國友好的我國也可以鬆了一口氣。

繼2022年北京冬奧
結束後，冬殘奧會也
於3月13日圓滿閉幕
了，接着而來的大型

體育盛事就是杭州亞運會，也將於
9月10日至25日舉行。這次亞運會
對香港體育界而言非常重視，是一
個可以讓運動員好好表現的舞台。
上一屆2018年印尼亞運會，香港派
出580名運動員，參與36個項目，
結果獲得8金、18銀、20銅的佳
績；而相信今屆亞運會在杭州舉
行，香港派出的運動員一定會再比
上屆更多，加上官員、工作人員
等，相信香港代表團可能達1,000
人。
今屆杭州亞運會有40個大項、61

個小項，共482面金牌，亞運也像
奧運會一樣，希望更加多的年輕人
參與，於是也新加了幾項現今流行
的項目，包括電競、霹靂舞（街
舞）、滑板、攀石等，香港運動員
又多了機會表演，也有更多機會可
爭奪獎牌。
說到電競項目，這個電子競技項
目以前我們這一代是俗稱「打機遊
戲」，現在「打機」選手們已經能
走上體育舞台，可謂在體育中見證
時代發展。上屆印尼亞運電競仍是
屬於表演項目，雖然現時電競在一
些國家或地區尚未獲得「官方身
份」，但今屆杭州亞運此項目已晉
身成為正式比賽項目，各地區及國
家亦會派運動員參賽，變相為項目
「正名」，不過對於亞奧理事會和
亞洲電子體育聯會而言，他們首要
的難題將是如何界定各個地區及國

家選出杭州亞運會參賽資格代表。
要發展一個新的體育項目，不可

少的一步是必須定下良好的比賽遊
戲規則，可供各地區及國家隊參
考，作為賽事體系標準的指引，這
毫無疑問是亞洲電子體育聯會的責
任。電子競技項目，牽涉很多電子
遊戲廠商利益分配，遊戲品種很
多，如何決定選擇種類，也要巧妙
地將遊戲廠商及亞奧理事會拉在一
起。今屆杭州亞運會，電競項目，
選用8個遊戲項目，舉行10天比
賽， 產生8面金牌。日前香港電競
總會舉行名為「杭州亞運香港電子
競技代表隊選拔及香港電競超級聯
賽啟動」，象徵總會將會負責選出
杭州亞運香港電競代表隊，在這個
香港電競超級聯賽選出35位運動員
作為這次的電競代表。
筆者並不是電子遊戲參與者及發

燒友，什麼《英雄聯盟》真的未接
觸過，更不知怎樣去玩，但從電視
節目製作方向探討，電子遊戲在全
世界真的有很多參與者，在世界
上有很多電競電視節目，電競在
線上也好線下亦好都有自己的專
屬獨立頻道，世界各地電視觀眾群
超過3億，可以想像是一個非常厲
害的數字。
現時電競運動仍在發展中，全

球電子化，香港有機會參與其
中，參與者要加倍努力。電競運
動被譽為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智
力和體力結合的比拚，希望我們香
港體育界，也可以投放更多資源，
讓香港在這項新興的體育項目上能
分一杯羹。

「香港最大姓氏族群係姓
賴」，當看到這句話我笑得
出，覺得很有幽默感，是廣
東人的幽默感，其實廣東人

很多抵死的諺語，嘲笑人很到肉。
目前社交媒體發達，香港人的惡言惡行

或是失禮的行為很快就暴露在自媒體人的
鏡頭中、口中。
然而很多時都是一些極端的例子，不是

大部分人都是那麼「衰格」，有質素的港
人佔大多數。當然啦，極端惡行一件都嫌
多，壞的後果是要香港人埋單。正如近年
一提起香港青年人的品質大家就搖頭，其
實你了解深入些就知道不少大學生仍是很
乖很優秀出眾的。
在疫情嚴重中，香港不少社團和個人組

織動起來做義工，幾大企業集團出錢出地
協助政府。「中招」的人自動隔離自救。
對於中央對香港在人力物力上的快速支援，
雖然有人故意挑剔，但大部分人都心懷感恩
祖國之心，這從《香港文匯報》的專欄報
道，「援港人員心聲──『市民將我們視為
了親人』。」是來港支援的醫護人員體會到
的，社交媒體群組內都是感激之言。真正
的愛港之人絕不涼薄。
不能否認香港的確有不少喜歡「姓賴」

的人，他們凡事有問題就首先賴政府、賴
別人。雖然政府有不足處，但有沒有反省
自己也未做足本分呢？個人利益行先，沒
有奉獻精神，斤斤計較這種惡習一日不改
他們不會進步、不會成功，繼續做「社會
垃圾」、城市的瘀血。
然而「姓賴」的人又想起歐美那些政

客，特別是什麼國會議員、參議員之流，
他們總是覺得世界有問題一定是別國引起
的，與他們政策、手段錯誤無關。最有趣
的是凡是要付出代價、分擔責任的他們就
想到中國，什麼地球環保、減碳排放、支
援災難、朝鮮核試問題、俄羅斯烏克蘭戰
爭就想到找中國幫手幫口了，但有好事就
不預中國參與，找自己的盟友分享，見中
國發展進步神速就千方百計打壓，藉口多
多什麼也扯到中國頭上來，又係改「姓
賴」。
要求中國跟你制裁俄羅斯？哪有人逼人無

緣無故與自己的朋友反面的道理，中國人最
講道義的，不會出賣真正的朋友，你們真把
中國人當傻瓜嗎？你們根本不將中國當朋友
的話，正處處為難中國，你好意思叫中國站
你一邊？中國憑什麼要聽你點？他們在美洲
歐洲搞的聯盟欺凌人勾當已經昭然若揭，一
群美國的馬仔國家有良知的也應該反省一下
是否盲目追隨？正義和平也是你們一直賣的
價值觀，可惜你們自己一次又一次自打嘴巴，
撕破臉露出黑社會般的惡霸嘴臉。老美你發
動你的馬仔國家制裁俄羅斯是你的事，中國
不是你馬仔，交朋友不是你該干涉的事。你
容不下別國的自主、自衛。
既然你要做大哥，就要有大哥器量、風

範，中國人有句精句：有容乃大，為什麼
不可以胸襟廣闊些，不要妒忌他國。回歸
理性，科技已將世界變成是地球村，同一
條村等於距離拉近，人與人之間多一份親
切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經很清
楚。無人阻止你做世界第一，只是要讓人
口服心服，不是無賴一哥。

別「姓賴」更不要做無賴
早春時節，霧海洶湧，船隻如在九天之
上，大自然奇景，嘖嘖稱奇；另一朋友住
在山邊，雲海飄渺，霧鎖群山。群組朋友
打趣說，依山、傍水的住區，過着「神

仙」般的日子。
我倒不認同，「神仙」不愁吃喝，海景山景任逍遙；

但是，凡人總不能靠海景山景吃飯，尤其是在疫情大爆
發的時候，「仙境」就未必靠譜了。
當大家都忙於補充物資的時候，住在傳統生活區的朋

友，就忙不迭為他們的「仙境」感恩，因為住區有多間
不同超市、藥房、蔬菜攤、凍肉店、麵包店、茶餐廳等
等；即使這些店舖提早關門，對他們也沒有影響，睡覺
發夢缺了一瓶醬油，夢醒時分都可以即時補貨哩。
倒是住在海邊、山邊的朋友，購物真要靠「神仙」打

救，住區唯一步行可及的超市，就成了他們生活資源所
託，如果唯一的超市有員工染疫，需要關門消毒，恐怕
就要跨區購物了。
若唯一依賴超市的，選擇也很有限，朋友吃了個月的

凍肉、凍海產，甚至在蔬菜缺乏供應的一段短時間，也
以冰蔬菜應付過去；朋友說，很久已沒有吃上活魚、鮮
肉，但不曾有過抱怨，只求疫情早日退去。疫情下還有能
力應付逆境，有什麼可抱怨的？
一場措手不及的疫爆，造成不少家庭變故，求醫無

門，痛失親人，全香港的人都遇上大小不同的困難，基
層固然最慘，沒有工作，手停口停；小舖捱不住，政府
立例不准業主用法律手段追租，為期3個月店舖總算有
政府出手打救；業主投資物業無租收，疫下要為社會分
憂。誰是最慘的人，能說得清楚嗎？
看到一張小店告示：「老闆累了，沒員工，休息幾

天，有事請打×電話，沒特別重要事別打，能發財的
話，請馬上打！」老闆的休業告示，不忘發財，相當幽
默，樂觀面對。香港曾經擁有的「仙境」已不復再，日
子還是要過下去的。

「仙境」不復再

暴升至數萬宗確診
的日子真旳不易過，
疫情比十號風球來得

更可怕，打工上不了班，讀書上不
了學，連往日外出供應不絕早午晚
餐的食肆，很多一夜之間都忽然暫
停營業，家無中饋者固然有錢也嘆
食飯難，家有中饋者也因菜肉超級
市場貨架空空如也，有米下鍋無菜
無肉那頓飯也吃得不容易，一下子
恍似百業蕭條，連廁紙幾乎也給搶
購一空，縱使可能是短暫時日的現
象，總之這樣的日子一天也難過，
怪不得老香港說，這般光景，真好
像過着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三年零八
個月，想不到八九十年代到千禧出
生的一代，居然「有幸」嘗到那種
況味。
這時候，就不由想起老子那句

「禍兮福之所倚」了，眼前的禍無
疑煩惱，可是如果退一步想到是
「福之所倚」，豈不是內
存一線生機，逆境過後，
又回復往日興盛的日子？
那又不必過分擔憂了，只
是禍從何處來，從下半句
「福兮禍之所伏」，反省
一下好了，是不是今日的
禍，其實也來自當日
「福」中所伏，那就是福
在香港人過於得意自滿，

就疫情來說，當時接近清零，以為
可以從此送走新冠病毒，沒想過防
患於未然，有人打過一二三針，以
為百毒不侵，東去西去，甚至連口
罩都不戴；或者一時得意，掉以輕
心，無忌社群聚會的風險，盡情放
大喉嚨高唱卡拉OK，大吃大喝與
新冠同樣喜歡的冰冷食物，不知藥
力功效未顯，口沫仍存細菌，你無
心害人，人亦與你同受感染，導致
疫菌有機可乘，就有人自恃打過三
針之「福」而無辜感染了「禍」。
好好認識福字中隱藏「禍」字那
另一半，受過深切教訓，今後能夠
全民覺醒的話，那就是「禍兮福之
所倚」中所暗藏的「福」了；老子
深悟到福與禍一線之間動輒互相轉
化，才體驗出那12個字而以之寫入
他著作中58章，我們理應從中得到
警惕，小心「福」字（一口田）組
成那5個大小陷阱。

禍與福暗藏的另一半

俗話說：6月天，孩兒臉，一天
變三變。如今不過是3月天，這天
已經變了好幾變了。

我大抵是個與重大歷史時刻無緣的人。遠的
不論，僅這幾年，武漢疫情爆發封城的時候，
我身在澳洲，深圳疫情爆發按下「慢行鍵」狀
態的時候，我身在惠州……惠州在疫情期間雪
上加霜，遭遇凌晨兩點多鐘的地震的時候，我
卻是在「夢州」，對地震毫無知覺，深、廣、
惠幾地許多人是被地震震醒的，而我則是被女
兒從澳洲打來的越洋電話喊醒的……
於是，我只能以不變來面對3月天的「變」
了。
這些天，深圳進入了全城住宅、公共場所封

閉管控，全市公交、地鐵全部停運的停擺時
刻，對於一日之間就魔幻般地經歷了「上午封
樓、中午封市、下午停運、晚上搶菜、半夜地
震」，深圳網民們依舊會苦中作樂，創作各種

令人笑中帶淚的段子，就連超市的廣告牌，看
了亦使人忍不住莞爾：大家不用恐慌，別使勁
買雞蛋，不是因為疫情雞蛋斷了，是因為你們
儲備太多，雞下不過來……給雞一點時間，雞
也不容易……
雞不容易，人就更難了。政府公布的信息是

城市僅封閉管控7天，然而從信息公布開始的當
天晚上起，大多超市裏的蔬菜食品就被一搶而
空，以至於一個段子流傳開來，說去超市買水
的人好不容易搶了兩桶礦泉水回家，冷靜下來
認真一看，才發現自己搶的是兩大桶二鍋
頭……儘管政府已呼籲大家不要搶購，然而呼
籲是呼籲，搶購是搶購，大家照搶不誤。搶購
一開始，多數商家亦是趁機漲價，隨便買幾樣
菜回家，都要比平日貴上好幾十塊錢。
我的一位研究經濟的朋友說，中國人的錢不
好掙，但扎堆起哄時的中國人的錢最好掙，平
日裏買東西挑挑揀揀，此時不挑不揀，平日裏

斤斤計較，此時不惜一切代價，無論買什麼都
「唔執輸」。朋友說電影《讓子彈飛》裏講到
掙錢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跪着把錢掙了，另一
個是躺着把錢掙了，如今疫情當前，有了第3種
方式，那就是起着哄把錢掙了，當然，一定要
有被周瑜打的黃蓋們，心甘情願地從荷包裏掏
錢請人去掙。
便由此想起奧斯卡．王爾德說的「太多人活

得不像自己，思想是別人的意見，生活是別人
的模仿，情感是別人的引述」。在當下這個時
代的洪流裏，亦沒有幾個人活得像自己，多數
都扎着堆起着哄地在原地渾渾噩噩地旋轉着，
連生活都來不及去模仿別人，情感也因為瘟神
樂此不疲的破壞而「只有疫情，沒有愛情」，
哪裏還有空閒去獨立思考？
一個城市可以因為疫情按下暫停鍵，暫時停

擺，但一個人的腦子要是因為不思考而封閉，
停擺起來，就要比病毒可怕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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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歡與清露對視。俯視清
露，那是一枚枚閃耀的勳章。這
晨曦的沉默裏，朝露盡又生，這
之中似乎包含了所有。清露，將
朝暉都聚焦在那裏，動的世界印

在它靜的眼眸裏。一滴清露，就是光影與
她自身不可替代的完美，像嬰孩一樣癡
迷，像百合花苞一般含蓄。
走進一座葡萄園，陽光十分投入，把那
穿斗式的水泥構架，連同葡萄藤葉上的清
露一併照出很多的閃光點。而這一切，憑
着一根根構架支撐着。在深沉的寂靜中，
我聽見了清露發出的「吱吱嘎嘎」的響
聲。
當我穿越千年歲月，再次走向《詩
經》，感覺有一種清露的氣息撲面而來。
我堅信這種感觸、這般心覺，並未成為歷
史，還每天鮮活地存在着。在萬古長流
中，清露從不放棄生命的危險之旅，結緣
於陌生的水域，並把未完的苦役呈現於草
芥、藤葉之上，我把她奉若甘霖。
因為萬丈紅塵之外，清涼的露水始終在

鄉野上滾動、閃光，那麼就含一莖草看藍
天的風致吧。風暴棲於未知，露滴清響和
着蓮花的香氣曾是昨晚的笙歌。清露那專
注的神態，令我閉起眼睛都能感知。放空
自己，將自己放入無限空冥的世界，心與
自然貼近，清露在眼前撲閃，蓮香在鼻
尖、耳際縈迴。
《世說新語》裏有一則故事，說到王恭
和王忱原為好友，後卻因政治上的芥蒂而
疏遠。只是每次遇見良辰美景，王恭總會
想到王忱。面對山石流泉，心中的王忱便
恢復為清朗的王忱，是一個精彩的人，是
一個可以共享無限清機的老友。有一次，
春日絕早，王恭獨自漫步到幽極勝極之
處，「於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王恭
欣欣然，忽然冒出一句：「王大（王忱，
小字佛大，這裏以『大』代稱）故自濯
濯。」語氣裏半是生氣半是愛惜，翻成白
話文就是：「唉，王大那傢伙真沒話
說——實在是清朗出眾啊！」
試想，觀賞初映陽光閃爍的露水時，恰

逢桐樹抽芽、新葉布達，這美好的一切使
王恭變得純潔靈明起來，甚至強烈地懷想

起那個之前有過嫌隙的王忱。清露新桐，
眸霜癡眉，一曲江湖老，一箋如夢令。欣
然間，相惜相攜，柳捋塵煙，澄澈心瀾，
只傾君心，許一世長情。「花自飄零水自
流」的宋代詞人李清照，也被「清露新
桐」的光景幾欲迷住，所以在她的《念奴
嬌》裏竟把「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句
子全搬過去了。台灣作家張曉風說，一顆
清露從六朝閃到北宋，一葉新桐在安靜的
扉頁裏晶薄透亮。
露水在枝葉間流動，梧桐在晨光中搖

綠。露珠在葉子上，在花心裏，聚攏成一
團一簇。在一切天清地廓之時，在葉嫩花
初之際，在霜之始凝，夜之始靜，果之初
熟，茶之方馨，在船之啟碇，鳥之回翼，
在嬰兒第一次微笑的剎那，想及清露，人
就會心中釋然，臉上莞爾。清露裏充滿神
秘的未知嗎？凡經歷了大成大敗、大悲大
喜，還在行着、動着、走着、談着、說
着、笑着；享受着五味、鑒賞着五色、聆
聽着五音，這是多麼好啊！清露，不是眾
水浩淼中浮出來的意外，而是心胸匍匐在
莽莽大地揚起的一聲聲吹呼。初生的桐葉
是那麼好，好得足以讓清露伏在上面做一
會兒晶瑩透明的夢，更讓人有足夠氣度去
欣賞過往的宿敵。
人心嘗清露，桐葉也真真。設若泛舟湖

上遇風，男子奮力搖櫓，累出了一身大
汗，女子愧疚自己加重負荷，男子卻說：
「只要你肯在船上，你就是我最甜蜜的負
荷。」王恭亦如此——只要曾經的同道還
在記憶裏流連，不怕王忱與我分道揚鑣，
此時此刻良辰美景，即便歷經諸多羈絆，
他也是我心中最甜蜜的負荷。大概，雲水
禪心就是這樣吧。
清露出桐葉，引發真性情，往昔的人世
離散和缺憾——竟是寶貴而值得懷戀的。
記憶並非輕淺，在不經意的情境裏，若有
若無地想起，才會愈覺珍貴。這裏有歡
樂、恬靜和美滿。這眼前的情狀，會圓滿
人的幻想。清露光臨新鮮植被，正如發亮
的情緒在山間小溪裏探索。
畫家吳冠中說，藝術發自心靈與靈感，
心靈與靈感無處買賣。在享受清露桐葉的
過程中，放下自我的人，總是充滿期待、

充滿幻想，甚至為宿敵預留下位置。一個
鮮潤得讓人愛惜的清晨、喃喃的自語以及
環珮玎璫的心音，足以讓人脫去世俗。作
家白落梅有言，人生似水豈無涯，浮雲吹
作雪，世味煮成茶。當我們閉上眼睛，忘
記了不適，才會理解同與不同，僵持與和
解。前半生，我們步履不停，走了很多
路；後半生，歷盡千帆，只求有鄉可依，
有家可回。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稜
角和個性，但只要努力探尋，一定會找到
彼此不傷害的溝通方式。
曾有一個禪宗故事，弟子問師父：世人
年華相差無幾，為什麼有的人心大、有的
人心小呢？師父莞爾一笑：「把眼睛閉
上，用你的心造一座城市，然後講來給我
聽。」弟子閉上眼睛，想啊想，想出了一
座巨大的城池，宮牆萬仞，城河深深，街
巷曲折，亭台樓榭，不一而足……他一處
處向師父娓娓道來。師父聽完，又說：
「再用你的心給我造一根毫毛。」弟子又
閉上眼睛，細細地造了一根毫毛。睜開眼
睛，師父問他：「剛才你跟我講了那麼大
的一座城池，完全是用自己的心造出來的
嗎？」弟子說：「沒人幫我。」過了半
日，師父又問：「那你又造了那麼小一根
毫毛，也用了你全部的心嗎？」弟子回
答：「是的。造一根毫毛，雖然局限，也
並不容易。」
弟子說完，突然頓悟了。原來，人心真

有大小之分。人心的大小，不是傳統意義
上的考量，而是講求「心之所寄」——你
將自己的心傾注在哪裏。人的大心，沒有
錯；人的小心，也不全是錯。且有時，大
心與小心可以相互連通。生命會教給人一
種連通的眼光，就像王恭見清露桐葉，要
喊出王大的名字一般，這樣境界盡可能掛
得遠一點兒。
人心有大小，能量有強弱。我看清露多嫵

媚，料桐葉見我應如是。那些以前說着永不
分離的人，雖早已散落在天涯，但可能彼此
還心心相惜。一個人對自己好點兒，因一輩
子不長；對身邊的人好點兒，即便有過仇視
也無妨，因下輩子不一定能遇見。在大自然
面前，不管一個人怎樣為自己謀篇布局，總
要醞釀一顆天地之心，這才是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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