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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萬象

黑夜中的奔跑者
深水埗運動

場是香港跑步愛好
者的聚集地之一。
夕陽西墜，夜幕降
臨，來此跑步的人
多了起來。在眾多
跑步隊伍中，運動
場南端一隅，一抹
鮮亮的粉色吸引住

了我的目光。走進一瞧，根據統一着
裝上的字樣，原來是香港 「不倒翁共
融運動協會」 在此組織訓練。這是一
個由視障跑步愛好者自發組成的民間
跑步組織。

七點鐘，訓練正式開始。協會會
長Gary，作為教練員開始組織隊員們
做熱身運動。Gary是一名視障跑步運
動員，從二○一○年開始，便前往世
界各地參加比賽，收穫了不俗成績，
他更是全香港第一位擁有長跑教練牌
照的視障人士。運動員們的雙眼雖然
看不見，但他們的動作卻很標準、統
一。Gary喊着口號，隊員們也跟着一
齊喊，按照指令做着動作。每位視障
運動員身邊都陪着一位視力健全的領
跑員，協助運動員完成熱身運動。

大約過了二十五分鐘，熱身完
成。Gary安排大家飲了些水，便發布

跑步任務。Gary說道， 「這是中秋佳
節之前的最後一次跑步訓練，今晚的
任務是跑足六公里。」 他接着給大家
加油打氣： 「大家加油！跑得開心！
看看自己可以跑得多快！」

很快，領跑員便一一帶着運動員
走上跑道，一條鮮亮的粉色領跑繩的
兩端各繫在運動員和領跑員的一隻手
腕上，他們並排在運動場上沿着逆時
針的方向順着跑道擺動雙臂、邁開
雙腿。視力的缺陷不能封鎖他們奔
跑的熱情，逆時針的方向，他們的
心在自由飛翔。有了領跑員的協
助，運動員毋須擔心前方是否有障
礙物，可以放心大膽地向前奔跑。

那條粉色的領跑繩連接着的是人
與人之間的信任。奔跑中，領跑員會
告訴運動員，是否要轉彎，是否前方
有人需要避讓等。運動員會告訴領跑
員，是否需要慢一點兒，是否需要補
充水分等。每當運動員需要停下來補
充能量的時候，領跑員就會小心地帶
着運動員逐漸放慢步伐，來到之前做
熱身運動的場地，找到運動員自己的
水杯，遞給他，並在休息的時候鼓勵
道： 「今日跑得很好，繼續堅持！」
領跑員還會耐心地詢問運動員需不需
要去洗手間等。

「不倒翁共融運動協會」 的後勤
補給也做得很專業。工作人員提前到
達運動場地，將運動用品、水、食物
等準備好，以備運動員們有不時之
需。恰逢中秋佳節，協會還為隊員們
準備了中秋福袋，有月餅、水果等。

根據Gary介紹，每個星期二的晚
上七點至九點，他們都會在深水埗運
動場組織隊員跑步。除了跑步之外，
協會還會根據隊員們的不同訓練階段
組織不同的訓練項目，例如踩單車、
爬山、遠足等。二○一八年，Gary從
北京天安門廣場起步，歷時三十五
天，一路跑到香港。他的足跡還涉足
了南北極，這是絕大多數人一生都未
曾涉足過的地方，成為跑遍南北極的
全球第一人。Gary說，他計劃今年十
二月，去到台灣跑一跑。黑暗中，
Gary用腳步丈量着這世間的土地，也
為他的生命增添着絢爛的色彩。

沒有人能夠取悅所有人，正如
Gary說的要 「跑得開心」 那樣， 「不
倒翁共融運動協會」 的隊員們在奔跑
中取悅了自己。

奔跑中，運動員和領跑員保持着
同頻率的身體擺動，他們因為共同的
愛好，找到了在人生中與自己同頻振
動的那一部分人。

HK人與事
林 蘇

穩穩坐在飛機的座位上，
我怎麼也沒想到，在雷暴來襲
的十二個小時期間，我能順利
登機。

我們飛往葡萄牙法羅的航
班是周五晚上八點。周四中午
我便收到了惡劣天氣警報──
一場將持續十二個小時的雷暴
預計會於周五中午到達柏林。
我暗自擔心，這下完蛋了，周五晚上都
不一定能飛。

恰巧那天另一位朋友也乘中午一點
半的航班從柏林到法蘭克福轉機飛倫
敦。從一點來鐘開始，便不斷收到他的
「現場直播」 。直到他的航班登機時間
前半個小時，各種即時航班信息都沒有
顯示有任何的晚點。他也信心十足，很
滿意航空公司的 「靠譜」 。誰知道眼看
着快要登機了，他被通知說，晚點一個
小時。

朋友也不算太沮喪，一個小時還
好，還能趕上後面後續飛倫敦的航班。

一邊聽他更新機場的最新狀況，我
一邊收拾行李。窗外的雨也慢慢越下越
大，雷鳴閃電也異常密集，這雷暴真是
名不虛傳。我看看手錶計劃時間：如果
要提前兩小時到機場，晚上八點的航班
我最好五點多鐘就出發。我可以直接打
出租車去機場，正常情況三四十分鐘；
我也可以打車去離我三公里外的中央火
車站，再坐三十分鐘地鐵快線去機場，
加上周轉時間，需要五十分鐘。

周五下午，大雨，這絕對不是一個
適合公路交通的狀況。從市區去機場的
高速路大概率會堵得一塌糊塗。所以我
拎着大箱子打車去了中央火車站，用時
十分鐘，然後順利地坐上機場快線很快
到達了機場。

在機場快線上我才又想起這位一直
在等待航班起飛的朋友。他按照之前通
知晚點一小時的時間登機以後，原本以

為就可以順利起飛，誰知道在
飛機上一坐就是兩個小時，航
班在繼續延誤。

等到我都出發前往機場
了，他的航班讓乘客們都下飛
機回到候機室，繼續等待。我
跟他開玩笑說，你等等我，我
們還能在機場見一面。他已經
無可奈何，因為後序航班是肯

定趕不上了，看樣子要在法蘭克福過夜
了。

總算，在我到達機場的時候，他順
利起飛。比起他，我應該幸運太多。因
為我乘坐航班的前序航班，從葡萄牙法
羅飛來柏林的飛機，起飛晚點了快一個
小時，卻準點降落在了柏林機場。讓我
驚訝萬分的是，這樣的雷暴期間，我的
航班完全沒有延誤，準點登機。

然而，我可能高興得太早了。坐得
穩穩地，繫好安全帶，所有乘客們都等
着起飛。這時候機長廣播說話了：

「親愛的乘客們，歡迎登機。我們
很高興能夠按計劃時間完成登機。但
是，很抱歉，由於天氣原因影響了航班
起降和地勤人員的工作安排，你們的託
運行李暫時還沒登機。我們預計等待時
間為三十至四十分鐘。」

乘客們 「噢」 了幾聲，有的嘆了嘆
氣，三四十分鐘，還好。

又過了一刻鐘，機長又說話了：
「好消息，現在有工作人員開始搬運託

運行李了，請耐心等待。我們可能需要
額外的三四十分鐘。」 乘客中傳來不滿
的聲音和更多的嘆氣聲。

就這樣，在飛機上等了一個半小
時，我們的航班總算起飛了。而這時，
我那位去倫敦的朋友已被航空公司安排
在法蘭克福酒店住下了，明天再飛。

雷暴中的柏林機場，依然井井有
序。來來往往的人們，又是一個不眠之
夜。

柏林漫言
余 逾

香港特區政府向合資格
市民派發電子消費券，受惠
者當然高興，早盤算要買這
樣，買那樣。市民收取消費
券的其中一個途徑是利用八
達通卡。

一位朋友的女兒到外國
升學，離開前把八達通卡交
給父親，叮囑他一定要購
物，一元不留，否則就虧了。他滿心歡
喜，以為女兒把消費券送給他使用，不
禁老懷安慰，想到女兒上大學，長大
了，懂得感恩。可惜他思想太簡單，原
來女兒出國前 「託孤」 的動機是要求父
親為她購買她的用品。她表示將會向父
親發出清單，列明她的目標，要求父親
利用八達通消費券為她搜求心頭好。最
後她吩咐父親一定要盡快完成任務，把
物品快遞送到她手上。朋友知道真相
後，覺得難過。

他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說話的時
候沒精打采，語氣帶一點無奈。大家聽
了，都明白他失望。他每天辛勞工作，
省吃儉用，攢錢讓女兒到國外升學，想
不到女兒連一點好處都不讓他享用。可
是，難道我們批評他想法天真？時代不
同了，人心變異，多數人都只為自己設
想。有些兒女，總是相信自己是父母的
債主，向父母索取，理所當然。大家唯
有說一些讓人聽着順耳的話，希望安慰
他。有人解釋女兒信任他，所以才把卡
交給他，獲得人家信任是值得欣慰的事
情。立即有人和議，指出他在女兒眼
中，是最親密的人。少女每多藏心事，
打算買什麼也讓你知道，可見二人關係
深厚。另外一個人讚賞女兒，她寧可利
用政府發放的資源購物，也不要求父親
花費，為父親省錢，她是懂事的。有人
甚至提出，女兒沒有把你的消費券吞
併，可見她是孝順的。眾人你一句，我
一句，似乎言之成理，卻帶一點歪七扭
八的味道。總之都是出於好意，但願他

寬心。
我一直只是聽到周圍的人談

論要給自己買點什麼，也有已經
為人父母的為子女消費，可是沒
有聽到有人打算為父母買禮物。
俗話說 「養子方知父母恩」 ，自
己當上父母，固然整天記掛孩子
的需要，應該也會想到生養自己
的人吧？

由這件事我想起早前一件在朋友圈
中流傳的事情。

一對夫婦已經退休，早已償還房
貸，兒子大學畢業，有工作，收入穩
定。二人不奢望兒子供養，到底 「養兒
防老」 這個算盤打不響， 「積穀防饑」
才是上策。他倆喜歡旅行，背着養育兒
子的重責時不敢胡亂花錢，只好看旅遊
節目望梅止渴。好容易等到兒子經濟獨
立，夫婦倆決定多到外面遊玩，享受二
人世界。去過幾次後，兒子向他們爆發
不滿。他指責父母旅遊花掉他的金錢，
父母聽到這個說法，摸不着頭腦，錢是
自己的，兒子胡說八道。原來兒子的理
論是，他是獨生子，父母死後財產統統
歸他所有。父母在世時多花一分錢，留
給他的就少一分錢，所以他對於父母在
娛樂方面消費不滿。兩老聽到兒子的歪
理，氣得幾乎暈倒。他們決定為自己多
花錢，立下遺囑，要是死後有財產留
下，全數捐出。兒子當然不滿，聲稱不
再照顧父母。

我不知道事情的結局如何，也許這
對夫婦可以鐵定心腸，堅持這項決定，
也許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向兒子讓步，
甚至為了多留財產給獨子而恢復當年儉
樸的生活模式。我是局外人，說話當然
可以隨心所欲，不負責任，什麼 「要是
我的兒子這樣對待我，我立即把他趕出
家門」 ，什麼 「換了是我，我一定跟他
算賬，迫令他還錢」 ，說來容易，執行
困難。為人父母，除了搖頭嘆息，別無
他法，誰叫兒女是父母的心頭肉？

父母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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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敦煌 光影藝術展」 近日在
遇見博物館．上海靜安館開展。該展以
敦煌文化藝術為核心，以藝術家重繪的
兩百餘幅敦煌石窟壁畫作品為基礎，通
過3D光雕技術和數十台4K超清設備，在

投影面積達一千三百平方米的空間中展
現敦煌石窟的藝術魅力，為觀眾帶來沉
浸式體驗。

圖為觀眾在參觀展覽。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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洶 湧 澎
湃，奔瀉千里的
黃河，外表渾
濁，內裏豐富，
滋養了炎黃子孫
賴以生存的麥穀
稻菽，魚鱉瓜
果。

我家曾有十多年在中原古都洛陽
居住，那兒距黃河近，父母的單位在
黃河灘有一片農場，別看是砂壤的河
灘地，看似貧瘠單薄，生長的東西都
「不瓤」 （當地方言：不差）。年少
時，我們吃過農場河灘地產的大米，
那可是晶莹雪白，圓如玉珠，粒粒飽
滿啊，洛陽人做米飯愛蒸，入口香滑
油潤，毋須菜佐，很下飯，是大人們
像老農那樣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辛勞收
穫，也改變了黃河流域中原段不咋種
稻的舊俗。洛陽是一座重工業城市，
國家在 「一五」 、 「二五」 期間，投
資建立了拖拉機廠、礦山機械廠、銅
加工廠、軸承廠等大型廠礦，從沿海
城市調來了一大批技術骨幹。南方人
愛吃米，因此黃河灘的大米很受歡
迎， 「大米換麵」 這種以糧易糧的方
式應運而生。

相對於大米，黃河大鯉魚遠近聞
名。唐代詩人李白根據 「鯉魚跳龍
門」 的民間傳說，借魚喻己，寫下
「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
成龍，歸來伴凡魚」 的詩句（孟津為
洛陽轄區）。 「志存高遠」 的黃河
鯉，眼似珍珠，嘴邊四根鬍鬚，鰭、
尾末梢金黃泛紅，具有嘴大、鱗少、
肉厚細嫩等特點，在當地水產中佔居
鰲頭。北魏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
說黃河支系的洛河伊水， 「洛鯉伊
魴，貴於牛羊。」 一方水土養一方
人，一方物產有一方認識。與鯉魚在
兩廣等地的落寞不同，牠們在中原挺
火，被視為主貴之物。半世紀前，普
通的洛陽家庭平時捨不得吃黃河鯉，
「朋友來了有好酒」 ，黃河大鯉魚上
席最表心意。

蟬鳴夏熱，西瓜香瓜是絕佳的消

暑佳果。河灘好砂土，好土出好瓜，
沙甜的西瓜，蜜脆的香瓜，多種多
樣。單說西瓜，就有花皮瓜，黑皮
瓜，綠皮瓜，瓜瓤鮮紅、橙紅、淡
黃，瓤中黑籽、白籽、無籽，咬一口
兜不住汁。城外的農民進城賣瓜，用
架子車拉，摞成小山，興頭上，來幾
句 「王婆賣瓜」 式的自誇。過去，洛
陽人買瓜愛囫圇個買，十來斤重的大
西瓜捧回家，沒有冰箱，泡在水中，
土法 「冰鎮」 ，晚飯後取出切開，
咦，又冰又甜，暑氣全消。挑瓜是一
門學問，懂行的買者根據瓜的外觀，
拍瓜的聲音和手感，選定熟瓜。把握
不準的，就讓瓜主代選。瓜主選得
快，三兩下抱來一個，嘴也不閒：恁
好的瓜，不熟不要錢。

洛城以北，黃河之南夾着邙山，
山綿地旱，地下古墓葬多，地上紅薯
滿坡。紅薯是當地的主要粗糧，紅
皮，個大，疙里疙瘩一串，產量高，
切小塊與小米熬粥，是過去常見的農
家飯，老鄉們謂之 「喝湯」 。但這種
食物吃多了反胃、矢氣，得變着法兒
吃。好在紅薯與它的適種性一樣，應
用範圍廣，磨成粉，是城裏人家的糧
食配給，蒸出的窩窩頭外圓內凹；壓
曬的粉條長如柳絲，與肉一燉，粉條
吸足油水，滑潤筋道；拿它粗糧細

做，搭配麵粉，蒸出黑白相間的卷饃
鬆軟彈手……

舊日洛陽有兩種走街串巷 「賣
水」 的小販：一種是賣冰糕，另一種
是賣漿汁。區別是冰糕甜，漿汁酸，
冰糕有季節性，漿汁四季不缺。賣漿
者多是市郊的農家，與我家隔條洛河
的安樂窩村就有不少，他們拉着焊了
桶的架子車， 「舀──漿嘞──」 ，
需要的人家聽到叫賣，端鍋拎盆舀
滿，一兩毛錢足矣。買漿弄啥，做漿
麵條。這種麵食，漿汁是關鍵，製漿
的原料主要是綠豆，將豆泡好磨漿，
過濾留汁入缸發酵，一天後出了酸腐
味，漿就可以派用場。炒鍋燒熱，倒
入乳青的漿汁，起沫時加少許豆油，
勤攪動，不使其凝。漿將沸，放入擀
好的麵條和肉丁、芹菜丁、茄子丁、
胡蘿蔔絲等武火同煮，佐以調味小菜
即可食。漿麵條入口酸香，味有些
重，老洛陽人好這一口，外來人口也
逐漸接受它，經廚師精心改良，已成
為洛陽的名小吃。

以上五啖，如滄海幾粟，俱是尋
常物，擱在歷史厚重的河洛，生出些
許文氣。套用在洛陽終老的唐代詩人
白居易詞：河洛好，人傑物豐碩。牡
丹端艷三彩絢，古都新顏耀中國，能
不憶河洛？

繽紛華夏
霍無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