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上奧運征途

兩種勳章
經歷了 2019 年的
「修例風波」和2020
年的新冠疫情威脅，

在香港國安法的護駕下，今年的香
港回歸紀念日「七．一」多了一份
祥和，時值中共慶祝百年建黨活
動，市面上更多了一份紅彤彤的色
彩。疫情尚在，人們未能盡情狂
歡，但平靜和安寧相信是市民當下
最渴望的。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首次授予的
「七一勳章」頗受人關注。在這份
29人的授勳名單中，有最年輕的已
故鄉村幹部黃文秀（30歲）和最年
長（101歲）的兩院院士陸元九；既
對年僅33歲的衛國烈士陳紅軍追加
勳章，也授予以歌曲激發人心的91
歲高齡作曲家呂其明；既有長期深
入基層、幫助孤寡老殘如來自安徽
的李宏塔，也有80多歲高齡仍堅持
帶着心臟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
的高原開展科研工作的工程專家吳
天一和百歲醫生兼全國勞動模範辛
育齡等等，當中包括5位少數民族人
士和3位已故者。可以說，事跡很全
面，也很具代表性。
閱讀得獎者的簡介及有關生平事
跡，他們都是在社會最需要的時
刻，走在或留在最前線工作的人，
對國家、對社會、對事業的付出和
貢獻都是實實在在，有血有淚的，
像黑龍江出生的張桂梅早年喪母、
中年喪夫，自己也患過重病，卻在

病癒後於雲南麗江創辦內地第一所
免費女子高中，協助貧困山區超過
1,800多名的女孩走進大學；而壯族
女青年黃文秀在北京師範大學取得
法學碩士學位，本來可以在大城市
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卻志願到貧
困的村莊負責扶貧工作，在一次山
洪暴發中因公殉職，時年30 歲……
這些獲獎者都是經歷了多年的付

出，顯然不只是「打好這份工」，
而是懷有對生命、對家園的熱愛和
珍惜，更有捨小我、成就大事業的
精神，並貫徹始終，令人感動。
回頭看看我們特區政府的授勳名

單，雖然名字都是「響噹噹」，我
不能說那些位高權重的商賈名人對
社會沒有貢獻，但比較起來，當中
不少的事跡真的蒼白很多，在普通
市民看來，甚至覺得離地，別說感
動了。而對在任高級公務員和官員
的嘉許，更令人莫名其妙。畢竟，
受薪打工和傑出貢獻，應該有所區
別吧？
雖然香港的授勳制度有其傳統，

但時代在變，政府的思維是否也應
該隨之調整呢？香港社會不乏感動
人心的好人好事，官方的視野是否
可以擴大一些？多看看平凡人物的
特殊貢獻？
兩種勳章，兩份名單，看出兩套
獎賞思維。政府當然要關注政經大
事，但在官商以外，還有各行各業
的人民。

就在明天，香港電
視奧運製作團隊就要
踏上征途，進軍現時
在世衞標準下仍被稱

為「疫區」的日本東京了；這幾天
東京新冠疫情感染率，就好像老天
在奧運開幕前跟大會開玩笑一般，
由本來每天幾百人感染上升至接近
千人，疫情不斷加劇，令準備前往
的運動員及工作人員既興奮卻又很
擔憂，興奮在於終於可以參與這延
期一年的難得國際盛事，擔憂在於
能否「冇穿冇爛」地回家。
其實，日本已經是世界上數一數
二的一個先進、乾淨、清潔、安
全、醫療也很發達的國家，奈何在
今次疫情之下也無可避免地深陷新
冠病毒的泥沼，只期望未來的日子
能夠把疫情控制，不要再為奧運添
加變數了。
今次在疫情下進入日本比起以往
的準備可謂繁複了好幾倍，因此這
幾天筆者都忙得不可開交，忙着出
發前要準備的事情︰前往東京者除
了必須擁有日本奧委會發出的奧運
工作證外，更需交上72小時內共2
次的深喉唾液檢測，並得到醫院簽
發日文COVID-19合格證書才可以
上機；若已完成疫苗接種，則還需
要透過驗血做血清抗體測試，測試
合格後從東京回來香港時便只需進
行7天檢疫隔離。經過這幾項程
序，希望明天能順利上機，而在飛
機上，是一個封閉的室內，如果有
帶菌者，是傳播疫情極高危的地
方，唯有希望檢測能有效地防止到

帶菌者上機，而我們在飛機上也應
全程保持警覺（幸好香港飛日本不
算太長途），減少不必要的接觸。
如果在機上沒有被傳染，在入境
時順利通過檢測，這才算是正式進
入日本國境，開始我們轉播東京奧
運的工作。當然入境後也不能完全
鬆懈，還有每天的工作，必須天天
小心，不要中招。今次前往東京進
行奧運轉播工作，比起以往多了一
份「上戰場」的感覺，好像打仗一
樣，而我們這團「戰士」必須要戰
勝疫情。
今屆東京奧運，是歷史上第一次

延期的奧運會，過往從沒有任何一
屆奧運會因為戰爭以外的原因而取
消或者延期，用「百年一遇」也不
足以形容，差不多是近「千年一
遇」了，相信沒有人會預計到這情
況發生，相信這將會成為一個學術
研究的案例。過往我曾參與過9屆
奧運電視轉播製作，累積了不少經
驗，近幾次也可以靠着經驗從容地
面對這份工作，但今次第10次參
與，則大部分事情也是笫一次發
生，包括香港政府購買奧運轉播版
權、五間電視台首度合作、疫症、
封關、入境、檢疫、限制觀眾、限
制採訪……即使是我也猶如一個新
人般面對，難免緊張。
姑勿論未來面對什麼環境，明天

香港電視製作團隊也如期出發，兵
來將擋，水來土掩，團隊會盡能力
去報道今次東京奧運香港運動員表
現，為香港觀眾可以安全在家參與
奧運而努力！

7月7日，由香港樹仁大學歷
史學系、香港公共管治學會、
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
國史教育中心、城市智庫、

《亞洲週刊》聯合主辦了「香港保釣50年研
討會」——不容青史盡成灰。
保釣運動不覺已經50年了，時間過得飛
快，我仍然記得當年我在家裏吃着早餐，突
然聽到外面好像一堆吵架的聲浪，我趕緊衝到
家門口，從中華商場信段的走廊看出去，一群
大哥哥從衡陽路方向走過來，個個高舉拳
頭，一邊大聲叫喝着，走向中山堂方向，他
們叫喝着什麼，我聽不清楚？忙問二姐這是幹
什麼？她說︰「保衛釣魚台！」
這是我對釣魚台的第一印象，第二次的印

象是，台灣宜蘭蘇澳的漁民憤怒的聲音鋪天
蓋地，投訴美國單方面將釣魚台列嶼送給了
日本，我疑惑地問，台灣人（本省人）不是
一向崇日嗎？為什麼要向日本發出怒吼？原
來，世世代代的台灣省宜蘭縣漁民，出海捕
魚到釣魚台歇歇腳；釣魚台列嶼附近有黑潮
暖流，帶來豐富的魚獲；浙江省、福建省的
漁民也前來捕魚。浪濤拍岸，山海相映，嚴
格來說，它不算是個島，只是個台而已，本
來就是宜蘭縣的外島，怎會變成日本的外島
呢？無論從歷史、地理上來看，釣魚台都屬
於中國的，我們打開地圖清楚可見，釣魚台
距離台灣東北角最近，約190公里，距日本
沖繩島420公里；美國人憑什麼把釣魚台送
給日本？美國可以決定世界的格局嗎？難道
美國對待他國只有強權，沒有公理嗎？
於是1971年在紐約發生風起雲湧的保釣

運動，初以中國台灣留學生為主，繼而香港

留學生加入。《亞洲週刊》的總編輯邱立
本，今年已是72歲了，但他說起保釣運動，
仍然滿腔熱血，義憤填膺，好像回到22歲的
年紀。記得他說過：「1972年日本特使椎名
悅三郎訪台灣，我和馬英九等保釣戰友在松
山機場抗議示威，我衝破憲兵的保護網，一
拳打到他的座車，後來被推開。我的拳頭腫
脹成豬頭……這是一段青春憤怒的往事。」
50年來，不斷有海峽兩岸暨香港的愛國熱

血分子（包括老、中、青年）到釣魚台宣示主
權。縱然日本在2012年已經明目張膽地把釣
魚台列嶼視為日本國土，但我們永不放棄爭
回中國的固有領土！近十年來，中國海警船已
常態化巡航該海域。橫臥在東太平洋的釣魚台
列嶼大大小小總共有11個，那原是我們美麗的
海洋國土；清朝國家地圖《乾隆內府輿圖》
（1756-1767年製）已清楚標明；記得鄧小平
曾說過︰「釣魚島主權留給下一代解決！」
台灣人稱釣魚台，大陸人稱釣魚島，而在

香港，釣魚島、釣魚台都有人說；名詞、稱
呼可能大同小異，但一顆愛國護土的心是一
致的，海峽兩岸暨香港都是中華兒女，我們
義不容辭，責無旁貸，承繼保釣精神，筆者
認為，保釣精神也是辛亥精神！

不容青史盡成灰
已經多天沒有到擾攘的銅鑼灣，只

去灣仔走一轉，還是碰上了恐襲陰霾。
這天到灣仔某集團的大樓取份文

件，下樓就被保安員截流繞道到後門
的出口，大堂出口圍封了，面向街道的攝錄相機一
字排開，傳媒嚴陣以待。在這裏的上班族，都習慣
了一些熱鬧情況，大樓集團老闆是娛樂名人，常有
明星進出，經常是傳媒焦點，攝錄列陣場面見怪不
怪，大家都以為老闆又有大騷。
回家看電視新聞，才得悉剛才的陣勢，與全城關

注的「光城者」炸彈案有關，炸彈案其中一名「金
主」，就是大集團的職員。在大樓的打工仔說，有
機會曾與「炸彈案」疑犯擦身而過，危險人物就在
身邊而不自知。
離灣仔不遠，就是香港的商業地標銅鑼灣，崇光

百貨的門外，十多天前發生了可怕的「刺警案」，
血的氣息被人氣沖淡了，但刀光血影仍歷歷在目。
恐襲既是那麼遠，又是那麼近。以前看到其他國家
恐襲死傷無數，為他們的不幸感嘆，那是遙遠的國
度，香港從來都是安全城市，居安不曾思危。誰會
想到，恐襲悄悄來到了身邊？誰會願意看到，我們
生活的地方，陷於恐襲的陰霾之中？
不可思議的是，竟然有人為仇恨歌功頌德，也有

教授為恐襲開脫罪名，更有傳媒把恐襲本末倒置。
有傳媒問保安局局長︰「是否市民沒有訴求渠

道，才有如此暴力的事情發生？」鄧炳強局長直斥
其非︰「這是本末倒置的說法，是否警察不捉賊，
賊人就不會犯案？」
犯案者慣於本末倒置，「違法達義」、「恐襲

有理」，欲以歪理行天下，把香港推向深淵。香港
市民真要醒醒定定了，縱使對政府施政不滿，也不
要被鼓吹「恐襲有理」者誤導和綑綁，更要對恐襲
說不。

恐襲陰霾

二手書局裏，大批
6×8寸面積的舊書，
很多都出版自上世紀

六十至八十年代上海中華大光等書
局，內文也差不多全是細號排字印
刷，一百多頁到二三百頁左右，拿
在手中翻閱時，那種手感也真十分
舒服，尤以不超過150頁者為然。
相信事前一定是經過出版商集體詳
細研究設計出來的共識。
類似版本，今日「社會富裕」之
後的新書就不多見了，就是不少舊
版書目再版翻印之後，也多變了面
目，面積多已擴大至8×10寸，好
處是內頁已非容易磨滅的新聞紙
（這是舊版書令人惋惜的最大缺
點），新版本多用書紙或粉紙，電
腦打出來的字體也大了一二號，看
着無疑較為醒目。
但是面積大，內頁也多了空
白，正因面目堂皇，過去一百多
頁同一內容的話，也可能增加到
三四百頁，重量也可能由舊版三
両半增加到大半磅。
大得適當還好，可是其中有些
大書，明眼人看出來，不過是作
者抱着「著作等身」的虛榮感，
刻意有心營造「等身」的假象罷
了。諸如某作者5本散文集，細

讀之下，才發覺全部內容不過只分
散來自其中3本：E中有AB，B中
有BC，C中有AD……至於不止5
本者就更「壯觀」，混雜到WXYZ
也不出奇，除了滿足藏書癖的買書
人裝飾他的藏書壁，對真正讀書人
來說，白白花錢事小，浪費精神和
藏書空間就不老實了。至於這類混
雜本出自原作者或出版商本意則是
題外話。
話說回頭，百多頁軟皮封面舊版
書那種充實感，其實就算放舊了也
有它原始的書香，簡單樸實甚至連
設計笨拙的封面也可愛，既可平放
桌面展讀，亦可床上捲讀，硬皮硬
頁的洋裝版本要是內容不夠分量，
儘管設計得如何一流精美，放在豪
華書櫃裏，大不了就只宜跟雪茄七
彩肥皂盒爭妍鬥麗。

書正何須大

作為一個以寫字為生的「碼字
農」，我家的後院已經在我筆下
出現過無數次，後院種植的花花

草草、瓜果蔬菜都早已為我的讀者所熟悉，而
前院卻總是被我寥寥數筆就帶過了。其實，若
要嚴格地比較起來，前院種植的花草的美麗是
要比後院更勝一籌的。
在中國文人的心底，大抵對於自己的住宅都是

有一點小情結的，那就是蘇東坡說過的「寧可
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本呆雖然算不上真正
的文人，因素食的緣故已「食無肉」，但也一
樣地有着「不可居無竹」的情結。在搬到新家
之後，就把前院大門側面窗下的花壇裏開發商
原本種好的一些植物移走，栽下了一叢竹子。
竹子是網購的，因為價格頗高，便只買了小
苗，栽下後澆水施肥除草，一樣不落地精心照
顧。大半年過去，竹子亦未辜負我的辛勞，很快
地褪去枯葉，發出新芽，到了初夏時節，便有了

「冉冉偏凝粉，瀟瀟漸引風」的味道。雖然竹
子仍舊未長多大，仍舊只是「扶疏多透日，寥
落未成叢」，但仍舊是令得我滿心的歡喜，愈
加地多花心思去照料，就連掉了一片葉子也要
心疼和惋惜半天。
因為喜歡那叢竹子，竹子和它周邊的每一點細

小的變化都會很容易地看到。一次澆水的時候
忽地發現幾株竹子中間有兩個大大的腳印，本
來已很密集的竹叢被兩邊分開，似乎有人想跨
過花壇爬進花壇後的陽台。因為生性慵懶，便
未報警，也未找物業處理，只在那之後裝了電子
監控。後來遇到前來抄水錶的抄錶員建議我不
要在花壇裏種竹子，這才知道自家的水錶裝在
那叢竹子後面，抄錶員要走進去才能抄錶。於
是，為了保持我的竹叢的完整，我決定把竹叢後
的陽台的防盜柵欄鋸掉，以方便抄錶員從另一
面進去抄水錶。由於後來的忙碌和我的拖延症，
到抄錶員再來抄水錶的時候，陽台的防盜柵欄還

未鋸掉。而這一次，我的已經艱難地長高和長綠
了的竹子被生生地折斷了兩株扔在一旁，其它的
被歪歪扭扭地分在兩邊，竹叢間多了一個大缺
口，成了一條通向水錶的暢通無阻的小路。
這一來真是「佛都有火」了，對於熱愛植物的

人來說，大抵都是寧可別人把自己的錢偷去用，
也不願意別人把自己像孩子一樣精心呵護着長大
的植物破壞致死的。氣急之下，便打了物業的電
話去向他們投訴。後來帶着餘怒收拾倒伏的枝葉
和斷掉的竹子，一面收拾，心裏的怒火也一面慢
慢地消失了。我在電話裏要求物業主管人員要給
我一個交代，然而這個「交代」也就意味着我要
為這點瑣碎的小事去和一些人打不必要的交道，
要因此花費我所珍惜的無比寶貴的時間。
便想起自己種竹子的初衷，是為蘇東坡說的

「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斷了的竹子可以
再長起來，但若是執着於一個「交代」，便是本
末倒置，「士俗無可醫」了。

有竹的生活

房子不夠住了，得買新房。
這個問題愈來愈突出。
熙順出生後，母親從老家來到鎮

上，她要幫忙照看兩個孩子。家裏
添了兩人，長期住在一起，感覺院
落一下子小了許多，總覺得「站沒
地方坐沒窩」。

這處院落已經住了整十年，其間修葺過，
只是人一多，空間就顯得有些小了。買新房
面臨兩個問題。先是在哪裏買？去縣城還是
在鎮上。
院落到單位直線距離頂多100米，繞點路

也不足200米。離鎮中心小學更近，走出小
巷左拐20米就到學校大門。這處位置，算得
上鎮中心，去學校、單位、超市、政府、銀
行等都很近，步行就可以。特別是去單位和
小學，步行也就兩三分鐘。若去縣城買房，
單趟30餘公里，加上雨雪天路滑、堵車等，
一天起碼得在路上耗掉一個半小時。早出晚
歸，會十分不便。縣城的樓盤，恰好在學校
附近的閒置房源並不多，房價還動輒過百
萬。手頭的錢勉強夠首付。兩男孩得養得上
學，再背上沉重房貸，日子會過得非常緊
巴。在鎮上買房，像這處院落所在地，根本
就沒有。任何一處在售樓盤，都遠離單位和
學校，最近的也得兩三里地開外。頻繁往返
在國道上，頻繁過紅綠燈，極不方便。鎮上
的房價，相較別處，也不便宜，稍好些的，
毛坯房大多在五六十萬元。再一裝修，就得
七八十萬元。
選了位置，又得考慮資金。在鎮上全款買

房，手頭還差十幾萬元。我跟開發商商量，
房款分兩次給，先欠他十萬元，半年內付
清。開發商不同意，我只好找親朋借錢。農
村老家那邊，借錢這種事常有。父母那代
人，借錢不算啥。但出面借錢，我總覺得張
不開口。長這麼大，正兒八經找人借錢，我
還是頭一次。實在沒轍，不抓緊，房子就被
別人買走了。說到爭搶房源，我對中介是頗
為不滿的。中介為了謀求更多利潤，想方設
法推高房價。製造競爭也是其售賣手段之
一。你看上這套房了不錯，看上這套房的還
有幾家人，誰出價高誰付款早就給誰，真真
假假的，想買的人家不敢賭，萬一真被人家
買去了呢？

借錢，絕非易事。父母那代人，經常有人
家借錢，也經常被借錢。有時借得多，有時
借得少，有時借不到，都屬正常。我覺得，
一旦開口了，不管出於何種原因，借不到都
會很難堪。首先，去開口借錢就是個很難為
情的事。我跟村裏的一個鐵哥們說了借錢的
事，他爽快答應了，在我家喝酒時承諾借我
5萬元。妹妹家做生意，這個季節正好是水
果成熟期，一下子在冷庫裏存了2萬多箱山
楂，一箱三四十斤，一斤兩三元錢，手頭的
錢用完，還有欠款和借款，我不好意思去開
口。小叔的女兒家有些存款，我思慮再三，
平時少有接觸，最終也沒張口。母親倒是回
了老家一趟，問了幾家。沒有不借的，只是
個多少問題。
在村裏生活的，多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們有點兒錢就存起來，比對利息後，多選
擇存款期限3至5年那種，都是定期存款。
離給開發商付房款還有一個星期，我又逐個
打了遍電話。有的把錢轉到我的微信上，有
的送錢到我家。我事先打印好了借條，但都
不肯接。多是以「這點錢，還弄借條，太外
氣了」這句話推脫不要。有的是真不要，嫌
我外氣，大步流星走了；有的在推讓時讓我
拉住，把借條硬塞進他們挎兜。
借條，只是一個證據。證明我借了他們的

錢。這個借條，其實是有作用的。比如我借
錢賴賬不還時，可依法索要。但真正肯借錢
給我的，不會在乎這點，他們覺得信任遠比
借條管用。不信任的人，他們是不會借的。
這一點，我心裏清楚，他們也清楚。但至少
是一個借款憑證，不管他們要不要，我必須
得給。
四姨家的二哥，最近手頭沒多少錢，他的

錢，都借給親戚朋友了。母親問他時，二哥
告訴母親手裏真沒幾個錢，最多能借1萬5
千塊。母親知道他手頭錢不多，表示理解。
那天回老家，我叫他到家裏吃晚飯。天已傍
黑，二哥剛從山上摘山楂回來，到我家時說
已經吃過飯了，不肯再上桌。喝了幾杯茶
後，他掏出2萬元，稱別嫌少，手頭確實沒
錢。鐵哥們不識字，家中的存款都是媳婦管
着。他告訴我，存款絕大多數都是定期的，
有兩張快到期的，也得2個月後。一張5萬
的，定期利息近7,000元，執意取出的話，

利息就打水漂了。但見我急着用，他想辦法
以他的名義悄悄幫我湊了3萬塊。
堂妹跟我妹妹說，她聽說我要買房了，我

卻沒跟她說一聲。原本沒好意思，她都這麼
說了，我就跟她打了個招呼。堂妹告訴我，
錢雖不多，但早就準備好了，就等我一句話
呢！其實，她把2萬元錢送到我家時我才獲
知，那2萬塊錢也是定期的，還差不到4個
月到期，3,000多元利息泡湯了。關於銀行
存款利率，這些日子我刻意關注過，活期利
率和定期利率的差距巨大，因存款人單方面
原因定期改活期的，只能拿到很少的利息。
以前同一個科室的小張，結婚時她老公用

房貸買的房。小張告訴我，由於沒有住房公
積金，利率比較高。40萬房貸，30年還清，
每月定期還款2,006元。細算一下，30年下
來，連本帶息高達722,160元。利息竟有32
萬多元。假如25歲結婚，還款30年，還完
房貸就得55歲了。這期間，按一般情況數，
至少得經歷懷孕、生孩子、孩子上學，甚至
孩子找工作、購房、結婚等。如果夫妻兩人
都上班，每個月扣除2,006元房貸，再去掉
人情世事各種花銷，再想着給將來積攢點
錢，壓力可想而知。當然了，不同地區的房
價不同，家庭收入不同、消費水平也會大不
同，但購房，終究是個大的開支。
當我決定在鎮上買房時，有些同事勸我到

縣城買。她們的意思，我家在鎮上已有一處
房子了，再買一套沒啥意義。去縣城買房，
雖然貴些，可以先交首付再用房貸，每月
2,000多元完全可以應付。每月還款2,000多
元，還款30年，沒有大的意外的話，確實行
得通。只是這樣一來，每月的收入就大打折
扣了，生活壓力也會隨之大增。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這話確實對。目前，房價
也趨穩了些，但趨穩前一兩年的迅速攀升，
已經大大提升了小城的房價。四五十萬的房
子，短短四五年間就高達八九十萬了。其增
長之快，遠遠高於其他方面。
不升不降，一直穩中有升，或波浪式穩中

有升，幅度可大可小，或是未來房價之大趨
勢吧！若能降下來，當然更好！只是，有種
種因素束縛着，想再降到三四年前的水平，
怕只能是做做夢了！估計。

買房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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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莎翁劇集，不同書局爭相出
版。 作者供圖

●樹仁大學歷史系舉辦與歷史有關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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