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王馬去矣！

改變，正在抗疫中發生
正在大流行的新
冠病毒衝擊着我們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方面面，但
改變，正在靜悄悄地發生着。
有的改變讓人感慨。比如乘電梯
時，自其1857年於紐約發明以來逐漸
形成了很多人所共知的「社交禮儀」
都「瞬間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
這樣一些「抗疫新規」，如：地板上
的標記就是每個人應該站立的位置；
面朝四壁而不應像往常一樣地面門而
立；每個人都應戴口罩；按電梯按鈕
時最好是用手肘或鑰匙等等，甚至在
有些國家，不在電梯裏說話已經從禮
貌變成了一種義務。
還有一種改變，有點心酸和無奈。
例如印度《經濟時報》網站最近有一
篇文章的題目是《航空公司出售種
種，除了機票》。說的是新冠肺炎危
機之下，各航空公司首先努力銷售
「紙片」——債券和股權。據彭博社
統計，今年以來，各航空公司已發行
了800億美元的債券，是過往40年航
空業發債總額1,530億美元的一半以
上。統計數字顯示，自2月底以來，
算上這些貸款總值，航空公司的總債
務增加了1,240億美元。股權方面，
日本航空最近宣布計劃發行相當於三
分之一現有股本的股票，籌資高達16
億美元；新加坡航空6月份發行了65
億美元附加股，是該公司歷史上最大
一次擴股。統計說，今年迄今為止整
個航空業新發股達到270億美元，是
過去6年間的總和。此外，除了「賣
紙」，不少航空公司還租飛機，總之
利用一切非主流手段籌資過冬。

再說一個改變，有點有趣。埃菲社
最近有個新聞，乍看標題也是不少人
會蒙圈：《新加坡試推「無目的地」
郵輪》。據埃菲社報道，這一試點項
目旅行線路的起點和終點都在新加
坡。郵輪不會停靠在其他港口，且載
客率限制在50%以下。郵輪上的各種
娛樂設施項目都一切如常，但會履行
當地政府特別為其制定的衞生條例，
郵輪上設置了體溫檢測口，並要求保
持社交距離等嚴格措施，而且所有船
隻被要求在到達新加坡後要完成14天
的隔離，當然檢測結果必須為陰性。
其實，這也並不算新聞，就在航空
界，早已經出現了flycation潮流，比如
香港快運之前就出過「香港飛香港」
航班，而香港航空也緊隨其後開設了
主題為「觀賞日落」的香港起飛香港
降落航班，100張票開售即售罄。
這裏起航這裏入港，這裏飛這裏
降，在平日很神經的行為，在非常時
期卻愉悅了精神。同時也讓人們悟到
了自己平日的淺薄，用心體會每一個
過程就是最大的收穫。而對於航運和
航空公司，這種「小戲碼」雖不能扭
轉虧勢，但至少為恢復乘客信任提供
了一個寶貴機會。
是的，危機危機，危中有機。像上

面小狸所舉的種種變化，無論情感如
何，但從某個角度講都算是「機
遇」。無論其表現形式多麼有違常
態，甚至驚世駭俗，但都是人類命運
共同體在百年不遇的大疫面前不屈
服、不認命的具體作為。它們的存在
只能說明，人類在抗爭，並最終將取
得勝利。

阿根廷球王馬拉
當 拿 （Maradona，
1960-2020 年）忽然

逝世，舉世足球迷同悼。中國人傳統
認為得享50壽元就不算一個「夭」
字，現今則「花甲老翁」辭世還算是
「英年早逝」呢！
足球是世上最受歡迎的隊際球類競
技運動。球員要得「球王」的稱號，
必先交得出長時間有第一流水平的表
現，經常入球的前鋒球員較有優勢，
最好還能夠得過世界盃冠軍。雖則許
多世界盃冠軍隊的英雄功臣，卻未必
具有達到「超一流」的絕頂水平。如
果有球王的實力和戰績，只欠世界盃
冠軍的榮譽，就只能算是個運滯球
王。近代百年足球史上，球圈公認的
「球王」當在10人以內。若放寬一
點，則可以有20幾人。而馬拉當拿
在不同論者的心目中，仍穩居前5名
之列。他退役之後體重急增，香港老
球迷多戲稱他為「肥馬」。
肥馬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頭號球王，
世界盃4年一會。上世紀七十年代有
1970年、1974年、1978年三屆；八十
年代則只有1982年、1986年兩屆。
1982年是意大利羅斯（Rossi）的世界
盃，雖然他立首功，卻遠未達到球王
的高度。1986年則是馬拉當拿的世界
盃，技術和戰績兼備。
球王中的球王比利（Pele，1940
年）剛好比肥馬年長20年。1978年阿
根廷首奪世界盃，有球評家認為當年
阿根廷只有在主場才可以奪冠，若在
別國舉行，分組賽就給淘汰出局了。
這時肥馬只得17歲，雖然已顯露一線
球星的本領，卻未被重用。20年前，
同樣17歲的比利是巴西首次奪冠的功
臣，年紀輕輕已光芒四射。

1982年的一屆，21歲的肥馬肩負領
導阿根廷蟬聯的重任。在次圈分組賽
一敗於意大利、再敗於巴西，肥馬還
在敗局已定之下，沉不住氣，向巴西
球員動粗給趕了出場。20年前，巴西
二度奪冠，比利卻在分組賽受傷，沒
能參加餘下的賽事。
1986年是馬拉當拿的巔峰。在對英

格蘭一仗，犯規用手擊球入網，藉此
打敗對手，事後還用「上帝之手」辯
解，相當厚顏無恥！
英格蘭球迷和香港球迷都憤憤不

平，認為如果沒有肥馬的茅招，說不
定英格蘭早就再登世界冠軍寶座。可
惜歷史是沒有「如果」的。肥馬雖有
球王的技術，卻欠缺球王的品格。20
年前，比利受制於「殺傷戰術」，被
粗野的攔截踢傷，巴西在分組賽出
局。這回英格蘭以主場之利奪冠，隊
中只有第一流球員，卻沒有球王級的
人物。
1990年馬拉當拿有傷在身，盡全力

帶領阿根廷打入決賽，敗於西德而得
亞軍。20年前是比利足球生涯的巔
峰，這一回巴西以攻勢足球的戰術思
想出賽，六戰全捷，成為長勝將軍，
在決賽輕取意大利。意大利以「十字
聯防」的守勢足球聞名，此賽是攻勢
足球與守勢足球的對決。然後比利就
退出國家隊。
1994年是肥馬恥辱的一屆，在分組

賽被驗出服食禁藥而被停賽。
兩代球王剛好相隔一代、差了20

歲。比利在場內場外都是正人君子。
肥馬則是壞孩子、球品不佳、吸毒等
等，不一而足。
吾讚歎其巧藝，不喜其人品。一代

球王離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
遂草此悼之。

因避疫多個月沒上電影院了，這天我去看陳可
辛導演的《奪冠》，留給我許多思考。
此電影選材，是年輕人永恒熱愛的運動題材，

記得我從小喜愛排球，中學時掀起女排熱，吸引我入選女排隊！看
《奪冠》一片看得我熱血沸騰，感受更深！
我想，一齣好的運動電影，應該會講主角怎樣苦練、奮鬥以達到

成功、勵志，有鼓舞意義，引人共鳴。但此片更有重要的歷史時代
背景，所以導演手法如何，會影響拍出來的效果。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社會發生的事太多了，改革開放、經濟騰飛、北京申奧成功……
這個時代背景影響着各人的成長過程；此片獨特之處就是在中國女
排贏了對日本賽之後沒將影片完結，反而就是後半部主角郎平的心
路歷程，鞏俐（見圖）演郎平動作和表情、眼神都非常神似，表現
出大將之風；導演從郎平和陪練助教的小伙子兩個主要人物的視
角，展開故事的敘述，人物形象清晰，情節流動迅速，年輕的助教
沒被派一同出國比賽，只有和群眾看着小小的電視熒幕，為郎平及
隊員打氣，塑造了這個有情懷有熱血的核心人物，故事帶出這種為
團隊為國家奉獻的中國女排精神。《奪冠》不是平實的紀錄片，而
是有角度有故事內涵有感染力的電影呢！
電影中很多細節處理得很好，後半部述每個人的成長，特別是老

隊員整體去出席喪禮的感人一幕，帶引郎平重返國家隊的情節；片
中郎平和初出茅廬的主攻手朱婷的對話深情，郎平發問卷，叫隊員
輕鬆去休息、戀愛等等細緻情節，都流露她對這群年輕姑娘的成長
關心，讓我們深思運動員或每個人的路要怎樣走。這不是普通的一
齣激勵人愛排球的電影，它的內涵已達到更高的層次。
此片拍出了大賽場面的張力、高技巧的攝影和燈光手法，把多場

比賽都拍出特色，很多練習的場面、鏡頭不止捕捉了運動員苦練的
汗水，還特寫表情、腳上的傷患，隱含運動員在練習中的心理質素
和變化。結尾中國與巴西大戰場面拍得悅目，每一個鏡頭調度，都
靈活變化，當巴西和中國隊鬥得難分難解之時，鏡頭一轉，插入巴

西小孩欲哭的特寫鏡頭，引人動容，再轉到
計分牌，場內人聲鼎沸，叫人心情焦急，而
郎平從容地靜聽助手報告有關對手的作賽習
慣等數據……這些交錯出現的鏡頭，傳達了
郎平帶領中國女排改革的重要信念：如今比
賽，不只是力量的較量，而是智慧的較量。

女排奪冠不是夢
每年冬季初，

有 句 希 望 語 ：
「 瑞 雪 兆 豐

年」。庚子年廿四節氣之小雪來到
了，幅員廣闊的中國內地，有很多
地區已開始下雪，人們都希望豐收
好運屆臨，人人都有好日子過。
香港位處南方，天氣仍未見寒

冷，不過小雪過後朝晚天氣也開始
見有寒意了。各位應小心穿衣及飲
食，免身體受感染而生病。事實
上，最近除了新冠病毒襲港外，
還有上呼吸道感染，特別在小朋
友間流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有
感於此，特別加緊防疫防控，以保
市民健康生命安全。有幸傳來利好
消息，中央政府將在可能範圍給予
香港市民新冠肺炎疫苗之分配。
港人聚焦於《施政報告》，已

於上周三由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
宣讀，其中事前林鄭特首向市民宣
布獲得中央惠許的好消息，在3萬
多字的《施政報告》中，有200多
項惠民政策。市民在上周三聚精會
神在傾讀並仔細研究報告中的內
容，希望從中覓得商機。
「安居樂業」是每個市民所渴
望的，每年的《施政報告》宣讀
時，大家聚焦莫過於此。期盼政府
「撤辣」已久的房屋政策，遺憾的
是只針對非住宅樓宇撤銷雙重印花
稅，對涉及市民住房的政策並沒有
「撤辣」。想深一層，正如內地所
指，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而今市面一片蕭條，商舖因經

濟下行而不少已關門了，非住宅房
屋縱然「減辣」了，但營商環境如
此惡劣，相信引起入市的資金並不
熱烈。政府當局之所以對住宅不減
辣，是恐怕房屋炒風再起，市民無
法安居。研究多時的「明日大嶼」
計劃未有在報告中提出，或許是眾
說紛紜，爭議多多，有待時間再慢
慢研究呢？林鄭上任特首後，今年
是第四份《施政報告》，不忘初
心，盡顯對市民的愛心，對香港鞏
固國際金融中心、航空樞紐、科技
創新中心地位出謀獻策，令人欽
佩。
雖然《施政報告》提出不少房

屋大計，當然包括拓土大計在內：
未來10年將興建約30萬公營房
屋，滿足市民需求。只不過，從生
地到熟地，以至建築完工，箇中需
時及遇到的困難實在很多，10年
以後能否如期達標，無法想像。儘
管《施政報告》中亦提到動用酒店
作臨時過渡屋之用，又或者未及得
到公屋時可申請每月津貼，問題是
當今房租高昂，小小補助也是杯水
車薪。「有關擴大互聯互通以增香
港資本市場競爭力」、「支援有需
要者推行電子教學」、「鼓勵青年
放眼內地拓眼界，資助青年到大灣
區創新科技就業」等，這都是非常
有意義的措施，期望增加更深層次
的愛國主義及香港法制教育，就更
為圓滿了。
香港官民齊心，攜手同行再出

發！香港加油呀！

攜手同行，再出發！

居於不同地方的外
甥和外甥女皆在去年

決定結婚，一場疫情，打亂了兄妹倆
的計劃，終於我們參與和分享了兩場
網上婚禮，相信這樣形式的慶典還陸
續有來，而且會成為常態。
居於英國的外甥，迎娶南美裔的女
友，由於疫情嚴峻，兩人取消了原來
安排的婚宴，買了機票的父母和親人
也只得退票。原打算延期，但疫症愈
來愈嚴重，舉辦大型的聚會看來遙遙
無期，最終二人網上註冊，傳來的只
是一張雙手戴上婚戒的手，以表達二
人已註冊為夫婦，一生人的大事，就
只得如此簡簡單單。但為「隆重」其
事，二人安排了新婚網上活動，分發
電郵邀請分散全球的親人，於同一時
間上網參加。於是我們在港的一班親
人，可以同時和在巴西的親家，以及
位於加拿大、美國、澳洲、德國、芬
蘭、日本……的親友「見面」，姻親
和不少朋友還是首次見面，外甥和妻
子逐一介紹，我們各人雖在家中，仍

難掩興奮之情，感受到人在那麼遠，
但情是那麼近。以家為背景的介紹又
多了一份親切感。一對新人還和大家
玩了多個遊戲，讓大家對這對年輕夫
妻的性格和他們的愛情有更多的認
識，輕鬆的遊戲，把歡笑聲縈繞了整
個地球。這個疫情下的婚禮新形式，
料不到又別有一番意思。
外甥女在香港結婚，沒有網上註冊

的安排，由於人數所限，僅外父外母
和幾位朋友到婚姻註冊處去辦理短短
的簡單程序，在內地的老爺奶奶因疫
情無法來港，故未能出席。他們事後傳
來錄影片段和大家分享，不忘提醒，
他們的喜宴會順延一年！一年後補擺
喜酒，雖是長遠，但很是期待，希望一
年後的地球上再沒有新冠病毒，疫苗
保護了大家的健康。到時在婚宴上同
時慶祝全球抗疫成功，多有意義！
之前妹妹和妹夫都為一對子女的婚

禮安排被迫取消而感到可惜，現在我
們從正面的角度去看，不一樣的婚禮
更令人印象難忘！

疫情下的婚禮

最近的諸多視頻平台都擁
有彈幕的功能。且從最初到

現在，這種飄屏的文字從規規矩矩的一行字，
已經演化成了多種花體。甚至有一類閃爍的特
效，可以瞬間佔據整個屏幕，聒噪到有些喧賓
奪主。然而它真的很熱鬧。為了這一點點的好
處，很多人就願意用它。
說起熱鬧，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譬如林黛
玉，就是喜散不喜聚的典型。一旦人多，她就
不適應。但即便這麼個人，內心裏也是渴望見
人的。有個情節，是說黛玉去看寶釵，恰好碰
到了寶玉在座，她就道了聲：「不巧」。追問
之下，她便說，最好的狀態是今日你來，明日
我來，日日都有人，日日又都人不多，這才剛
剛好。可見她不是不想見人，只是不想應酬。
所以當他們起詩社的時候，黛玉沒曾錯過一
次。我們所討厭的熱鬧，多半和她相同，是怕
自己身處其中，卻感覺到了排斥，這時，熱鬧
就成了負擔。
彈幕的熱鬧是我們喜歡的那種熱鬧。試想，

在一個忙碌的白天剛剛過去之後，只有我一個
人回到冷清的出租房。打開門的那一刻，燈還

未開，一個白晝積累下來的寂寞就從屋內的空
氣當中侵襲過來，將我整體淹沒。那個檔兒，
公司的人事和工作都還在眼前，我還未及習慣
一個人的獨處，這空氣會立刻讓我陷入一種孤
獨當中。尤其天氣漸漸轉涼，這種孤獨感愈來
愈重，終於變成了寂寞。不過幸好，這個時候
我打開了彈幕，邊吃飯邊看一部電視劇，這可
怕的無聊情節因為適時地插入了很多有趣的
話，終於激起了我的情緒。或者劇情發展到了
關鍵處，鋪墊延綿不斷，那些飄屏和我一樣迫
不及待。直到結果出來，果然是大大地出其不
意。那感覺，真的是幸福。此刻的我不是一個
人。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有一群和我一樣寂
寞的人。他們與我的感受相同，在我懶怠說話
的時候，就說出了我要說的話。
在我的前代，他們是在家裏的客廳享受這種

樂趣。他們在那兒爭看某個頻道，並在下一
秒，在精彩之處冰釋前嫌。這種樂趣我也有，
同樣是雙份的，既來自於情節，也有在一起的
感覺。不過我所享受到的，無須買張火車票，
回到那個想念中的家。只需要點一下彈幕的開
關，這種陪伴就來了。亞里士多德曾說：「情

感是一種感覺：它改變人們，影響人們的判
斷，並且還伴隨着愉快和痛苦的感覺。」彈幕
所帶來的熱鬧並不是熱鬧本身，而是這情感的
需要。在這個很多人都患上失語症的時代，技
術驅走了肉體的交流，它於是用虛擬出來的時
空，填補我們感情的空白。讓不同時的人在觀
看同一個視頻的時候同時，說出近似的話。說
起來，這也算都市漠然症的一劑藥物。
彈幕如此，飯圈和各色社群似乎也是如此。

無非為了有些志同道合的夥伴。最近甚至有了
一款社交軟件，叫做Soul。兩個人不必見面，
在網上隨意匹配之後，就開始聊天。聊個三分
鐘，如果投機就繼續聊，話不投機，只消不按
那個讓你公開身份的鍵，時間到了對話就自動
斷掉。這機器，甚至讓你連不見面拒絕的尷尬
也省了。
機器是順應了我們的情感的。為着順心，我

們才選擇了它。不過也許，這機器會愈用愈寂
寞，甚至於有一天，你的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加
封閉。不過我想也不必擔心，正像情感有這樣
的需要，有一天它也有別的需要。正像彈幕，
開與關，只是一個按鈕而已。

彈幕的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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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能改變的
近日，一位文友向我

訴苦：他的一部文學作
品參加了一項文藝大獎
評選，初評順利通過，
終評卻被拉了下來。而

拉下來的原因，竟讓人匪夷所思，難以理
解。為此他耿耿於懷，感到憤懣不平，又
氣又惱，但又無處發洩，於是終日愁緒滿
懷，鬱鬱寡歡，身體和工作都受到影響。
他還向我撂下一句狠話︰從此再也不寫這
些無用的東西了！
聽完這位文友的傾訴，我除了安慰他幾

句外，也作了深入思考，想了很多問
題……類似這位文友的遭遇，現實生活中
並不少見，如高考落榜、晉職受挫、生意
失利、親友病故……這些意外的挫折或不
幸，都無法避免，誰也可能遇上。如果不
能正視現實，正確對待，便會產生痛苦、
沮喪、絕望等負面情緒，形成強大的心理
壓力，傷害自己的身心，影響生活和工
作，甚至造成嚴重後果。
筆者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縱觀古今

中外，因遭遇不幸挫折而被毀掉的，大有
人在。遠的如三國時，曹操的兩員愛將許
褚和趙戩，都跟曹操有着深厚的感情。曹
操死後，他倆悲痛萬分，難以自抑，終因
傷心過度而死。近的如即將走上大學殿堂
的山東臨沂女生徐玉玉，在被騙子騙走
9,900元學費後，悲憤不已，深陷痛苦絕望
之中，在跟父親報警的路上倒地不治身
亡。而英國人邁克爾．麥卡利斯更為離
奇。他養的一隻寵物貓因患中風死在他的
懷中，他為此痛不欲生，在與死貓共眠了3
天後，又自殺身亡。以上這些人都因遭遇
不幸後難以接受這一殘酷現實，深陷悲痛
絕望之中不能自拔，最終丟了性命。這些
沉痛的教訓，值得人們深長思之。
那麼如何對待驟然降臨的不幸遭遇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冷靜頭腦，想得遠一
些，看得輕一些，理智地理解它們，坦然
接受它們，早些放下它們。正如當代世界
著名企業家比爾．蓋茨所言：「許多殘酷
的事實，我們是無法逃避和無所選取的，
抗拒不但可能毀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許
會使自己精神受到嚴重的打擊。因此，人
在無法改變不公和不幸的厄運時，要學會
理解它、適應它。」美國著名詩人惠特曼
說得更為形象︰「讓我們學着像樹木一樣
順其自然，應對風暴、黑夜、飢餓、意外
等挫折。」這種「順其自然」，既不是逆
來順受，也不是不思進取，而是一種應對
不可避免的殘酷事實的明智態度。有了這
種態度，才能及時從負面情緒中解脫出
來，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和傷害。在這方
面，歷史上也有不少明智之人。如《禪
悟》一書中有個「墮甑不顧」的故事，就
頗值得玩味：有個人背着一罈子酒走在街
上。酒香四溢，引得不少人圍上來觀看，
連聲讚歎好酒。突然，這人背上的繩子斷
了，酒罈掉在地上摔碎了，酒撒了一地。
圍觀的人大呼可惜，有的人甚至趴到地上
喝起了殘酒。可是這個背酒罈的人卻若無
其事，自始至終都沒回頭看一眼，繼續向
前趕路。有人追過來問：「你的酒罈摔碎
了，你怎麼不回頭看看啊？」這人邊走邊
說：「既然已經摔碎了，又何必再回頭看
呢！回頭看酒罈也不能恢復原狀呀！」
這位背酒罈人的曠達態度，確實值得稱

道。正因為他能現實地權衡利害得失，懂
得追悔有害無益，所以能坦然接受它，不
再受其束縛，繼續昂首走路，去做好該做
的事情。或許摔碎一個酒罈算不了什麼大
事，「墮甑不顧」也比較容易接受。然而
有的人遭遇再大的不幸，仍能坦然自適，
勇敢面對，因而也更為人們所敬仰。古代
有一個叫東門吳的人，就是這樣的楷模。

《戰國策．秦策三》中，記載了這樣一件
事：春秋時，魏國人東門吳很愛自己的兒
子。後來他的兒子死了，他卻不憂傷難
過。別人看不下去，責問他：「你只有這
一個愛子，天下也不會再有第二個了。現
在他死了，你卻不憂傷難過，這太沒道理
了吧！」東門吳回答道：「不錯！在兒子
沒有死時，我是很愛他。但是在他沒有生
時，我本是沒有兒子的，我那時並不憂
傷。現在他死了，就和他沒有生時是一樣
的，又何必為此憂傷呢？」
你看這東門吳的胸襟是多麼寬闊，目光

是何等遠大！他能將過去和現在、因果和
禍福放在一起，通盤考慮，從中悟出不再
憂傷的道理，坦然接受喪子的殘酷現實，
從而抵禦住更大的痛苦與不幸。這種通達
明智的人生態度，不但能最大限度地減少
因此而受到的傷害，也能更好地優化自己
的人生之路，實在值得大加弘揚。
能坦然接受不能改變的現實，這是一種

人生智慧；而能藉以激勵自己，發奮圖
強，進一步開拓創新，則是一種更為積極
的人生態度。這方面，也有不少光輝典
型，大發明家愛迪生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一場大火燒毀了愛迪生的研製

工廠，近百萬美元的設備化為烏有。許多
人都擔心愛迪生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會從
此一蹶不振。然而第二天早晨，這位年已
67歲的發明家趕到火災現場，卻沒有因此
而怨天尤人、悲觀失望，而是樂觀地對大
家說：「感謝大火沒有把我燒毀，卻把以
前的錯誤全部燒光！從今天開始，我們重
新出發！」
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說過︰「聰明的

人永不會坐在自己的失去上悲傷，他會高
興地去尋找治癒創傷的辦法。」愛迪生就
是這樣的聰明人，他為廣大遭遇失敗或不
幸的人，樹立了光輝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