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具變活了

2分鐘內KO對方
我正式宣布：將

會在9月 18日和鍾
培生的拳賽中，第

一回合2分鐘內就KO對方。
KO 的意思，不是技術性擊

倒——這叫TKO。我說的，是真
正擊倒對方——令對方一倒不
起，無法站起來繼續作戰。
或許你覺得這很殘酷，但一般

來說，只是暫時性的問題。拳證
會看看你是否能夠在10秒內重新
站起來，好好給拳證示意你可以
繼續。如果可以的話，那麼你就
可以再次比賽。不行的話，就要
終止比賽，判沒倒地的人勝出。
我就是打算如此。這是對對手

最大的羞辱，也是能夠展現我的
霸氣最好的方式。
那麼請問：為什麼我會有如此
大的口氣，以及如此大的決心和
信心呢？
我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人。
要麼我不做一件事情，要麼我

就要做到最好。
這個拳賽，我既然接下了，我

就要做到最爆最厲害最搶風頭。
拳王泰臣，相信大家都認識，

著名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能夠經
常在比賽中KO對手—一般來
說，絕大部分拳賽勝方都是靠點
數，也就是比分分勝負。

泰臣常可以這麼做，也是因為
他的教練因應他的特點而制定的
策略。
泰臣的拳很重，而且很快。但

他比起很多其他重量級選手要顯
得身形比較細小。最重要的，是
他的體力不好，往往不容易打完
職業選手的12個回合。因此，他
寧願把他的特點發揮到淋漓盡
致，在幾個回合內把對方打
倒——否則他也支撐不下去。
我完全不敢拿自己和泰臣比

較，但我的情況有點類近——我
的拳夠重，但體能不行。
而這次比賽，鍾培生並沒有要

求我的體重要怎麼降低，因此我
和他的差距，原本就足足有至少9
公斤。
在職業上來說，這是3個職業等

級，職業級是不能一齊上台打的。
所以這幾個月，我不斷死吃爛吃，
務求把自己體重提升到最高。根據
物理學，最高體重的我面對低我十
幾公斤的他，我的手臂給到我的拳
的力量，打在他身上，是足夠大威
力的。
而我也因此，根本沒有準備在第

二回合之後的比賽應該如何面對。9
月18日買了票的現場觀眾，你們將
會可以很快看完比賽，但會是激動
人心的——他會在2分鐘內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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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歲的王蒙遇到
九十後編劇，是指
近日北京上演的一
部話劇《活動變人

形》。話劇改編自王蒙的小說，
王蒙看了首演，並上台祝賀，幽
默的他上台講話，一貫的輕鬆率
真，最後祝大家做個好夢。故事
是從夢開始的。
「活動變人形」是一種玩具，

我很熟悉，小時候我也玩過。王
蒙小說中寫的是日本式的，外觀
是一本書，由上中下3部分組成，
分別是頭、身、腿，翻動一部分
就可以為人物變換形象。比如一
個戴草帽的女孩兒，她的身體可
以是穿西服的胖子，也可以是穿
和服的瘦子，可以是穿皮夾克的
側扭身子；腿，可以穿燈籠褲、
可以是長裙、可以是半截褲腿；
腳可以穿草鞋、皮鞋，也可以穿
木屐。
我小時候玩的這種玩具，是父
親從香港寄來，是歐美式的。一
個個苗條西洋女子的身體剪紙，
只穿內衣，可以為她們搭配帽
子、上衣、裙或褲和鞋，每換一
套就是一種風格。一個腦袋可以
變成許多人，同一個身子也可以
具有好多樣腦袋和好多樣腿。人
的千變萬化、多種多樣就這樣發
生了。
兒時的玩具我記得很清楚，本

身也是寫作者，不得不嘆服王蒙
的腦袋瓜子，他就能從而演變出

一部小說來，借玩具隱喻人的精
神。他說：「每個人都可以說是
由3部分組成，欲望、希望、理想
是他的頭，本領、行為、成就是
他的身子，環境、地位是他的
腿……」三者和諧是一種活法，
三者不相容又是另一種活法。
小說中心內容寫的是，一個鄉

下女性嫁給留學歸來的知識分
子，組成家庭後，發生了種種不
和諧，以至傳染到下一代，家庭
戰爭一次次上演，不得安寧。
這部戲的編劇溫方宜、導演李

伯男，都是內地戲劇界的傑出人
才。溫方宜是九十後，《蔣公的
面子》是她的第一部作品，也是
她的成名作，女孩子非常文靜，
話不多，卻寫出一部部好戲力
作。她的上一部作品《繁花》，
也是由小說改編。曾經有人找過
我改寫，小說寫的是江南，濃厚
的上海風情，連語言都是上海
話，我連看都看不大懂。小說體
量大，動不動幾十上百萬字，要
濃縮在兩個小時內，要講清楚主
要故事人物，還要有戲可看，不
是件容易的事。據知，這一部溫
方宜改編得很好。改編小說是戲
劇的一個趨勢，《白鹿原》、
《平凡的時代》、《二馬》等，
都是改編為話劇的好的典範。
這部有趣又有味道的《活動變

人形》，聽說很好看，可惜香港
一時看不到，只有看些花絮，想
像一下。

最近無意中在一個串流平台上看到一個吸引
自己的影片，就是有一個在內地的男生，他飼
養了8隻細小的拉布拉多犬及牠們的媽媽。最
初看的時候，被這8隻小狗吸引着去觀看，因為

看見牠們到處跑來跑去，而且年紀小小，我相信大概只有幾
個月大，所以看着牠們的動作與行為，看得很開心，就是我
們近年很常用的形容詞「吸睛」。
原來飼養這些小狗的主人，在數個月前到了一個地方，購買
一隻拉布拉多犬媽媽，他專登揀選這隻狗的原因，是因為知道
牠正在懷孕，好希望可以拯救這隻準備生產的狗媽媽，令到
牠不要被人買下當作美食。
看到這個售賣市場，很多狗狗也擠壓在一個鐵籠裏，好像
等待被買家買回家放進肚子裏。而這個男生揀選好之後，賣
方便會把這隻狗放進另一個鐵籠，然後以重量多少售出，而
這隻狗媽媽就以130元人民幣被新主人買下。很多人也說動物
很有靈性，在我看這個影片的時候，擠壓在鐵籠中的這隻狗媽
媽，牠的眼神也好像希望給這個男生買下，因而可以拯救牠及
肚裏面小寶貝的生命。過了一個多月之後，主人發現狗媽媽誕
下8隻非常可愛的小狗寶寶。
自己看過這個影片之後，便再找尋這個男主人其他的影
片，才發現原來他經常會到處收養被遺棄的狗狗。雖然他看
起來不是一個有錢人，而他居住的環境也是很簡陋的破舊房
屋，所以飼養這些狗狗的地方，其實也是由一些破爛的磚頭
搭建而成。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富有的人，但就憑他希望可
以拯救狗狗的生命的出發點，我更加欣賞他這個行為。久而
久之，他得到一些網民送上狗糧及罐頭，幫輕一下他飼養狗
隻的開支。
不知不覺，他現在已經正在飼養20多隻狗狗，每天單是飼

料的費用已經非常昂貴，但他沒有放棄這個信念，還拍片給
網民收看，希望憑着這個行動，令到更多人關心流浪狗。
其實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默默耕耘為着自己的目標努力，
亦都有很多人不明白到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信念，每天不辭
勞苦地做一些沒有回報的工作。但當你知道用自己的努力可
以令到一些動物得到拯救的話，相信就是他們最大的動力。
雖然今天社會經常以金錢掛帥，好像有錢人說話也可以大聲
一點，做什麼事也得到認同。但收入不多的人，他們的行為
及理想，其實更加值得大家支持。

狗狗們得到拯救

最近有些朋友因
為疫症維持了很長
的時間，加上工作

上的壓力而很不開心，有時失眠
甚至出現情緒的問題。
都市人的一生要承受不同的壓
力，小至剛出世的嬰兒本來應該
餓了才餵奶，濕了才換尿片。但
大人總是按時按候餵奶，哪怕是
熟睡中也被搞醒。成長過程中總
是被大人不經意地和別人作比
較，高矮肥瘦，什麼時候可以
坐、行路、學講話的速度，學校
的成績都會成為話題；年長一些
讀書、工作、婚姻、要承受更多
的壓力；人到中年家庭、親人的
照顧，工作上的晉升；老年孩子
們出來工作，家中寂寞，還要擔
心自己的健康等等都會有不同的
困擾。
我很喜歡中國跳水隊全紅嬋這
位小朋友，當她拿到奧運冠軍的
時候，她的獲獎心得就是不要同
人家比，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
了。是啊，一個14歲的女孩兒講
出了人生的真諦。
要克服這些就要找令自己開心
的事去做。其實只要你留意我們
身邊可以有很多，只是你沒有留
意。例如每天早上我提早10分鐘
出門口，在路上可以欣賞不同的
花草，哪怕是很不起眼但當你仔

細看一看每一片花瓣是那麼的精
細，顏色如此鮮艷，樹上不同的
鳥兒發出不同的聲音，水塘裏的
魚和烏龜和平共處，一見到我走
近就會湧過來，有時無意中抬頭
看天上的雲彩千變萬化，即使是
同一個位置，每日有不同的霞
光，令我驚歎大自然的美妙。
有時一件小事也會讓我樂上半

天：我很喜歡花，當盆栽的蘭花
謝了，我捨不得掉，放在露台繼
續淋水，居然一年開幾次花，這
比我買回來的更加珍貴，因為我
沒有放棄它們。
我將每日沖的咖啡渣曬乾或用

焗爐烘乾放在紙盒，然後放在鞋
櫃或抽屜裏，吸潮又吸味，令鞋
櫃有清新的空氣，如果有人塗了
濃烈的香水來到我面前，我只要
打開抽屜馬上闢去味道，而不像
以前那樣不停打乞嗤，簡直是我
的救兵。
喜歡玫瑰的我因為它很快謝而

且插花水很臭令我卻步，花店的
老闆娘告訴我只要用冰水插花加
兩滴漂白水可以延長開花期，沒
有細菌生長。今次我的花一星期
仍然清香撲鼻，陪伴着我每天診
症。
快樂其實很簡單，不要讓快樂

在你身邊偷偷地溜走，好好掌握
留住它，你就有美好的人生。

不要讓快樂溜走

開心的時間果然過得特別快，今
年的暑假又到尾聲了。
今年的暑假前，我做了一件創新

而又有意義的事情——我創作了一本電子書《桃
桃疫記》。
《桃桃疫記》不單止是一本可供在網上閱讀的

電子書那樣簡單，它還有動畫，能與讀者互動。
我近年編寫的書籍大都是與戲劇有關，為什麼

會創作一本兒童文學的書籍，而且更是電子動畫
版呢？
話說疫症自去年初爆發之後，很多行業都因為

新冠肺炎肆虐而停下來，藝術工作者自然也不是
例外，而且他們更是其中受到最大衝擊的一群
人。當所有場館都關閉時，他們即使完成創作，
也不能公開作品。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收入。
對於一班創作人來說，這自然是一件很痛苦的

事情。藝術家不但需要創作，同時也需要口袋有
錢購買柴米油鹽（現時當然不是燒柴），不是不
食人間煙火便能生存下來的。
香港藝術發展局就在這時候推出一個名叫「藝

術數碼平台」的計劃，邀請各個界別的一些藝術
工作者就疫情而創作。我還記得我在收到邀約電
話時，第一個反應是︰我應該做不來了，原因是

計劃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一定要以數碼形式呈現作
品。我向來的創作是文字書，總不成將書籍變成
電子書便當作是數碼創作吧？我自問不熟悉數碼
創作，所以即時反應是「我不行的」。
不過，當我們討論下去時，我忽然靈光一閃，

想到了一個念頭。於是，我回答說︰「好的，讓
我試試。」沒多久，我遞交了建議書，便將這件
事情放在一旁，沒有記掛在心。
過了一些時間，我收到藝發局的通知，我的建

議書僥倖地被接納，可以創作《桃桃疫記》了。
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為何我忽然之間會由「我做不來」變成「我可

以試試」？原因是我忘記了對方並不是要求由我
自己去做數碼的工作，而是我是整個創作的策劃
人，如何以數碼呈現的具體工作可以找專人去
做，我只需要穩妥地讓他們將我的意念呈現出來
便可。
事實上，當我首次聽到這個計劃時，我是很歡

喜的，因為我感受到該局的善意，希望在香港的
藝術工作者面對考驗時給予支援。
同時，以藝術形式記錄香港被疫症侵襲這段歷

史，再以藝術手法表達香港這個城市和其市民在
這段時間內的生活、想法和情感也是十分重要的

事情，因為這將會是構成香港歷史的重要一章。
我早就想將自己對疫情的感想表達出來，這次

藉着「藝術數碼平台計劃」，正好讓我實踐我的
想法。
我腦海中的構思是寫一部周記，將我在過去

一年就疫情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下來，構
成一本有50多篇周記的電子書。不過，我不會
用成年人的角度寫這些周記，而是塑造了一個
名叫桃桃的10歲女孩為周記的主人翁，通過她
的視角記下疫症期間的面面觀。
我選擇以小孩為書中主人翁有很多理由，其

中一個是我知道很多藝術工作者都會就新冠肺
炎肆虐全球和全港作出大量的論述、創作和批
判；可是，卻沒有太多人記得小孩子也是社會
的成員，他們也同樣與我們經歷這段在他們長
大後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歷史。
因此，我想做一個以小孩子為主體的創作，

在這段人人都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中，通過他
們的視角觀看和感受這個城市、社會和市民，
將被成人忽略了的一塊版圖補進香港歷史之
中。
就是這樣，我步進了創作兒童文學的領域裏

去。

我的首本兒童文學動畫電子書

不少朋友認為筆者友
善，大情大性。
內地媒體朋友更曾多

次用香港過去並不流行
的形容詞來形容：親和力！
實情並不如此……
在下友善止於禮貌。
似乎合群，更多時候寧願獨處；家

中家務助理印尼姐姐至熟悉：先生喺
樓上，不過過去兩日未見過面。
對，留在自己樓層，吃、喝、信
件、報紙送到門外窗台；或清晨或深
夜，姐姐未起床或已入睡才外出散
步。總而言之，不少日子，留在獨自
的空間22小時，兩小時外出散步，外
面街頭已然寂靜行人少。
遇上不合己意，相互不順遂的人、

事、物；早作通告，不再預警，落閘
放狗拒絕溝通，關上眼、耳、口、鼻
諸門，拂袖而去是常態；「親和」二
字並不屬於我。
吾鄉出生成長，後嫁鄧族兄弟華

哥，成為阿嫂的華嫂，對，就是「華
嫂冰室」的主人；才
是自己經歷過，不敢
說第一人，起碼三甲
之內親和力的代言
人。
事事順遂，一帆風

順的人當然時刻笑臉
迎人（更多因人制宜
選 擇 對 象 予 以 笑
臉），身繫豐厚正能
量，以 EQ 衡人量
事，不理順逆仍以起
碼程度親和力迎人，
相識當中除了華嫂，

只有「鏞記酒家」話事人：「禮哥」
甘琨禮。
生母在華嫂仍未戒奶之前已離世，自

小跟父親相依為命，得福父親再娶予她
良好家教的庶母。超過半個世紀之前，
在鄉間開設和記冰室的和叔，讓長女在
身邊潛移默化學曉一應奶茶咖啡通達製
造，進化日後成就「華嫂」其中一隻翅
膀，配合另一隻翅膀—與生俱來及成
長造化而成的親和力。
她開辦的，不單止茶餐廳，而是一

所本來維繫兒子共同創業的心願，沒
想過成就方圓十數里，馳名香港九龍
巿區甚至大灣區並台灣的一所平實、
水準保持的冰室。
華嫂並非完全一帆風順，要數？
簡直數不勝數！
只是它的主人EQ高，以自我方式調

解大大小小各式人、事、物難題。
辦過飲食小生意，當中各方面勞民

傷財法外法內煩惱之眾、之損，未曾
身經，非筆墨可以形容。華嫂之強，
再困擾，她都示人就算不能擠出笑

容，也以平和臉色待
客，那種能耐沐人似春
風；在下再學50年，
彼岸也難至！
筆者跟華嫂相熟程度

去到……簡而單之，
「華嫂冰室」之名，便
是筆者13年前送給華
嫂創業的禮物！
今天什麼喜慶事？
「華嫂」趙麗旋的生
日。
老友記：生日進步，

平安喜樂。

有一種親和力叫華嫂

塔利班迅速控制阿富汗的原因
美國的拜登政府倉猝地從阿富汗

撤軍，結果導致塔利班迅速控制阿
富汗，所有西方的盟友都批評拜登
政府不負責任，出賣阿富汗政府，
認為拜登在外交上、軍事上和情報
來源都是失敗的，對形勢和實力作
出了非常錯誤的判斷。
美國入侵阿富汗，是歷經了20年

的戰爭。根據西方政治學家的判斷，任何西
方民間選舉的政府，都沒有能力進行超過7
年的戰爭，因為厭惡戰爭的民意，會居於上
風，戰爭打下去，最後會導致民選政府的下
台。
美國出兵侵略阿富汗，企圖建立一個親美

親近西方的政府，做世界警察，從第一天
起，這已經是一個必然失敗的政策。阿富汗
的民族結構、宗教信仰、文化歷史都不可能
發展出一個西方政制的管治制度。美國在阿
富汗投入軍費支出已超過2.26萬億美元，
2,400名美軍死於阿富汗戰場上。當前美國
財政赤字巨大，已經沒有能力再打下去了，
只好倉皇撤軍。
有人說，塔利班在美撤軍十天之內迅速控

制阿富汗，是執行了「農村包圍城市」戰略
方針的結果。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在美國
控制阿富汗的20年以來，塔利班從來沒有
採用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也沒有建立過
農村的根據地，以及管理過大面積的領土。
塔利班在十天的時間裏，迅速控制全國的領
土，完全是阿富汗傀儡政府迅速投降和交出
權力以及美式武器庫的結果。
實際上，從北方到南方，阿富汗各個部族

都對戰爭感到厭惡，人民生活極度貧困、飢
餓和死亡嚴重，紛紛希望出現和平和統一的
局面，希望優先解決民生問題。在這樣的形

勢下，塔利班採取了談判策略，許諾建立一
個包括各個部族勢力的聯合委員會，實現阿
富汗和平建設，吸收外部的投資，建立企業
和開發礦業，發展阿富汗的經濟，改善民
生。
塔利班還採取了用金錢來表示友好的政

策，收買了阿富汗的政府軍的將領，只需要
他們交出武器，就可以讓他們安全，並且日
後可以收編為政府部隊。所有的游說工作，
都由部族領袖出面進行，由於人心思治，停
火和交出權力，變成了勢如破竹。這種形
勢，是拜登政府做夢也沒有想過的。
拜登和共和黨都有一個相同的想法，阿富

汗永遠是一個大亂局，阿富汗就在中國的西
方邊界上，如果混亂下去，阿富汗必然成為
中國的心腹大患，對中國進行恐怖主義襲
擊，同時也切斷了中國向西發展的絲綢之路
的貿易和基建的部署。美國無為而治，就可
以讓中國雞毛鴨血，這自是上上之計。所
以，2020年11月，美國拜登政府將「東伊
運」從指明的恐怖組織中除名。美國國務院
當時稱，沒有證據證明「東伊運」仍然存
在。在評論王毅今年7月份接見塔利班代表
團時，美國國務院形容「東伊運」只是中國
用於壓迫維吾爾族等穆斯林民族的「廣泛標
籤」。
緊接着，拜登政府就聯合西方各方面的政

府，在新疆維吾爾族的問題上大做文章，製
造謠言污衊中國政府強迫維吾爾族勞動，並
且執行種族滅絕政策，要制裁中國政府，包
括禁止使用新疆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新疆
棉花的產品。美國一方面是盡快撤退軍隊，
製造亂局；一方面是鼓勵「東伊運」重新返
回阿富汗，向東發展，威脅中國安全。
中國和巴基斯坦是鐵桿的盟友，早已經對

美國的動向和陰謀詭計洞若觀火。阿富汗是
一個穆斯林國家，這個歷史傳統應該保持下
來，根據阿富汗的民族和人口結構，塔利班
所代表的普什圖民族是阿富汗最主要的民
族，大約佔了總人口數的 42 個百分比
（42%），塔吉克人27%，哈扎拉族9%，
烏茲別克人9%，艾馬克人4%，土庫曼人
3%，俾路支人 4%，和其他少數民族約
4%，共同組成了剩下人口的58個百分比
（58%）。阿富汗人口，混雜着形形色色的
民族和語言。會導致如此複雜，皆反映她所
在的位置。處於中亞、南亞、西亞的，歷史
上各種商業交易與入侵的要衝和必經之地。
如果中亞5個國家、俄羅斯、伊朗、巴基斯
坦以及中國都出面支持塔利班組織各民族的
聯合政府，各國支持其經濟發展和貿易通
商，進行和平建設，阿富汗就有機會從一個
火藥庫，轉化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地區。關
鍵是絕不能允許恐怖主義組織再利用阿富汗
作為活動基地。
因此，中國從去年8月開始，就在中亞和

南亞進行了一系列的外交部署，並且向塔利
班說明了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意向，去年8月
17日在伊斯蘭堡訪問的阿富汗政治領導人代
表團先後與伊姆蘭．汗總理和巴陸軍參謀長
巴傑瓦會談，討論阿富汗當前局勢。雙方同
意並願意，聯合世界各國幫助塔利班盡一切
可能實現包容各方的解決方案，這對地區和
平與繁榮至關重要。
所以，塔利班領導人今年7月底訪問中國

和俄羅斯，就是謀求阿富汗和平的重大舉
措。北方的塔吉克族、哈扎拉族、烏茲別克
人、艾馬克人及土庫曼人迅速接納塔利班當
領袖，願意組織聯合政府，也是認清了國際
和平大勢所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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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嫂冰室」主人︰華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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