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盃又來了（一）

江大哥，好走
正遇八號風球，屋
外風嘯雨淅瀝。初收
信息時，以為有人惡

作劇，不願相信，愣了一會；又收
到另一位朋友同樣信息，我再向多
幾位相熟的共同朋友發問：真？
假？都無語。兩個多月前才見過，
上一周還在通話，音容宛在，很親
切的大哥，不是約好吃飯聊聊嗎？
怎麼就突然走了呢？
往事歷歷在目，傷心又懊惱。雖
然沒直接共過事，甚至他多次邀
稿，我都允而未兌。今年書展期
間，我特意出席，捧場賠罪；在另
一個新書發布會上見到他，我還在
說：「江大哥精力充沛，文思如此
澎湃，我們自愧不如……」
認識江迅20多年，大約上世紀九
十年代中，在一個場合，時任《亞洲
週刊》副總編輯曹景行介紹，豪氣
地說：「書練看看，這是我們另一支
健筆。」當時的江迅尚有點腼腆。由
於我是該刊早期的特約作者，邱立
本老總念舊，雜誌每有酒會或活
動，都發來邀請，我也常在酒會上見
到江迅，他認識或認識他的人都
多，圍在身邊的人不少，我們總是
尾段人少時，交談一下。之後，我也
常就一些熱門議題請教於他，有
時，他會調侃：「書練呀，這個你不
懂……」
有一段時間，不時有些內地畢業

生到該刊尋求機會，邱老總就叫她
們來找我；我幫不上時，則叫她們
找江迅大哥去。因為我知道，他不
但交遊廣闊，還有一副熱心腸，我
轉介過去的幾位朋友，都得到他一
定程度的助力。
幾年前，見到他，在忙着張羅什
麼的，我隨口說：「江大哥，你常
幫別人，怎麼總忘了我呀。」沒想
到，他認真地記住了，不久叫助手
約我在南昌午膳。他考慮周到，事
前還來電商量：這個地方離你家近
吧？ 想吃些什麼？
我才想起，他為什麼總能輕易訪

問到這麼多名人，取得不少獨家報
道，這跟他的為人處事有關。雜誌
的平台給他創造了機會，他則以勤
奮、認真、至誠而贏得受訪者的信
任，為雜誌帶來一期期的翔實報
道，豐富了內容，也豐富了自己。
作為記者，雖然總是風塵僕僕，

腳步匆匆，奔波於東南西北，但他是
享受這份工作，以及文字的；他昂藏
七尺，卻謙謙君子，身上有種古人之
風和俠義精神，很有大哥風範。
年逾七旬，但他比很多後輩都有朝

氣，筆耕不輟，《亞洲週刊》很多
重要稿件都由他擔大旗，而且鏗鏘
有力，其勤奮和擔當令人敬佩，是
真正的記者，也是至誠的作家，奮戰
至生命終結。
人去俠義留，江大哥好走。

香港東京奧運會熱
潮還言猶在耳，就已
經不停有人問到底下
一年2022年杭州亞洲

運動會是否會如奧運般進行全港
電視台轉播呢？較早前我與大家
已經分析過版權費及製作費，在費
用都清晰了的情況下，現在只等哪
家電視台公布「電視版權」花落誰
家了。
但大家不要忘記2022年還有一個
受世界矚目的「卡塔爾世界盃」，
這個項目絕對是會影響一些電視台
如何投資取捨的決定，或者會否有
電視台大手買入兩個項目的電視版
權呢？這些都是未知之數。過往世
界盃是在6月份，於亞運會之前舉
行，無可避免地搶去「亞運會」不
少廣告收入，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
因地域關係定於11月21日至12月18
日舉行，而亞運會則於 9月10日舉
行，次序逆轉了，這趟會否由先舉
行的亞運會搶回不少贊助廣告呢？
日前國際足協（FIFA）版權代
理，已經向香港各電視台招手，坦
白說這「招手」比以往各屆都要遲
得多，通常在當屆世界盃完結後沒
多久就會開始討論，也就是說3、4
年前就已經開始招手。就今屆而言
以我所知，現階段雙方還在討價還
價中，今年感覺到香港電視對於購
買版權方面比較慢熱，可能因為剛
剛才奧運完結，而亞運版權還未
定，顧及香港疫情期間，版權叫價
可能比較困難。
回顧過去幾屆世界盃版權費用，
上一屆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該屆

世界盃香港有一個新電視台突然殺
出，由「樂視」以比上一屆約多一倍的
費用，以7,000萬美元購入，分5期付
費，當繳交4期費用後，經濟問題
結束營業將版權轉售給Now TV及
ViuTV；2014年巴西世界盃，TVB
以3,700萬美元購入，最後公布虧蝕
9,000萬港元；2010年南非世界盃，有
線電視（i-cable）以3,400萬美元購
入；再上一屆2006年德國世界盃也
是有線電視以1,000萬美元購得版
權。
就多屆經驗而言，談判的時間是

會影響版權費的價格的：2006年世
界盃是2003年沙士疫情期間討價還
價的，所以比較便宜；而2010世界
盃版權費的飆升，是由於有線電視
談判時失落了英超版權，怕再失落
世界盃版權，在志在必得的環境
下，就付出天價的版權費；同一年
2007年有線電視也在「志在必得」
的情況下，把2008年北京奧運版權
費200萬美元，提升到2012年倫敦
奧運1,700萬美元，從此香港電視體
育版權費，就無可逆轉地以天文數
字般的單位上升。
今屆東京奧運電視版權費可能是

由於疫情影響下，再加上政府的介
入，才回落到比較合理的水平。
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電視版權

費叫價由上一屆俄羅斯世界盃7,000萬
美元回落到5,000萬美元，縱然有所回
落，但5,000萬美元對必須考慮起碼收
支平衡的電視台而言還是覺得很貴，
還有沒有讓電視台還價的空間呢？市
場價值又到底是多少呢？大家真的要
好好考慮再作決定。

一個大時代的來臨！
當特首林鄭月娥發表任

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其
中提出用20年時間構建面

積約300平方公里（3萬公頃）的「北
部都會區」；即佔近三成香港土地面
積，住宅單位總數達92萬個，可容納人
口250萬。
這意味着香港將有一個巨大的改變，接

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北移，政府的行政部
門自然也將在北區加強建設，例如︰學
校、醫院、康樂設施、警察局等等。
大時代的轉變，象徵大勢所趨，浩浩

蕩蕩，勢不可擋！筆者不禁想起新界原
居民需要再一次「顧全大局」、「識大
體」，再一次配合政府的發展；筆者為
何要說再一次呢？因第一次是港英殖民
地政府為緩解港九密集居住的人口，故
此在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在新界興
建了9個新市鎮，所以今日居住新界的人
口超過300萬。鄉議局做了政府與鄉民溝
通的橋樑，當時的口號是「發展新
界」、「繁榮香港」。
今日適值2021年10月政府宣布將以20
年時間，打造「北部都會區」，鄉議局
的重擔又再次來了！筆者擱下筆，遙望
窗外悠悠白雲，心中
一則以喜，一則以
憂，喜的是新界北有
廣袤的土地，部分地
區平日人煙罕至，假
日偶有行山客經過，
滿山雜樹雜草叢生，
野牛山豬自由繁殖，
根本沒有人理會，而
今日終於讓全港市民

看見新界北區，有了政府的垂青，自然
就有建設、有發展、有人流來往，20年
以後丁財兩旺。
而憂的有兩面，第一，新界鄉議局與

原居民一直在香港社會不討喜，甚至被
污名化，什麼土豪啦、黑社會啦、野蠻
貪婪啦等等，當筆者一聽到這種代名
詞，就生起無名火！香港在任何時期，
新界的角色都是次要的，都是用來輔助
香港的，換句話說，香港的繁榮，新界
原居民貢獻良多，但全港市民似乎看不
見這一點。
第二，近期新界鄉議局打算賣掉局

產，打丁權案官司，不惜一切代價維護
合法傳統權益之一的丁權。誠然《基本
法》第40條清清楚楚寫着「『新界』原
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保護。」
說來真是諷刺，大家都說，香港市民

文明進步，教育程度高，但新界原居民
在自己祖先的土地興建一棟小型屋（俗
稱丁屋），有什麼理由市民這麼反感？近
日在電台聽到一個節目主持人以很高興的
語氣說︰「『共同富裕』，趕快收回丁
權！」這是什麼話？哪門子的邏輯？
政府要發展新界北部都會區，自然要

借重新界的私人土地，
包括祖堂地；目前新界
大約有7,000個祖堂，
超過2,000公頃土地。
第一次「發展新

界，繁榮香港」是劉皇
發時代，這一次「發展
新界北區，繁榮香港」
是劉業強時代，我們拭
目以待。

北部都會區與新界原居民
有報道指，香港九成病人都依賴公立醫
院醫治，但諷刺的是，九成醫生都在私立
醫院和私家診所工作。公立醫院的工作是
負重前行，其辛勞可想而知了，而私立醫

院和私家診所的工作量和收入，都更為優厚，擇優而取
也是正常不過的事。
電視台訪問了一位留在公立醫院的兒童眼科醫生，他

對病人不離不棄，為基層孩子醫治眼疾的成功感高於一
切；同時深感公立醫院中年醫生流失量較多，而新醫生
需要有經驗的醫生引領，已屆六十之齡的他，仍願意留
在公立醫院擔當引領者的角色，能有這樣情操的醫生，
令人肅然起敬。
對於一些高標準要求自己的人，在今天功利社會，是

我們常人所不能明白的。
最近看了內地《功勛》一劇，取材「共和國勛章」獲

得者的真實故事，其中「張富清」單元，真是觸動了靈
魂。這是一個復員軍人的故事，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在
槍林彈雨中衝鋒在前，立下赫赫戰功；在和平時期，他
退役後到湖北省最窮的山區奉獻，一幹就是一輩子。從
此，他將卓越功勛深埋心底，隻字不提，甚至連妻兒也
不知情，在工作上遇到髒的、累的、危險的事情，總是
帶頭衝，為百姓做實事，他常常鞭策自己，「群眾都在
看着我呀！」這是我們所不解的，究竟他為誰而活？在
戰爭中好不容易才活下來，為什麼不好好過日子？
此劇以倒敘方式去解析這人物的內心世界，最初看此

劇，一個窮地方、一個「傻幹部」，一家子捱苦，真是
有點不明所以，淡然無味；殊不知好戲在後頭，劇情的
張力澎湃，來自他人生上半場的經歷。
他把當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特等功」、「一等

功」、「二等功」勛章，藏得密密實實的，一次無意中
給發現了，他講到戰友潸然淚下，「和我一起衝鋒立功
的戰友，犧牲時20歲不到，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
道，我有什麼資格在這裏顯擺。我是為他們而活的，要
做他們沒做完的事。」此刻，你才能明白張富清用95
歲的一生，詮釋了何為信仰。
只有經歷過刻骨銘心的人，才有鍥而不捨的堅持。

深藏功名

過去常聽人說：
「二八亂穿衣」，是
指每年 2 月及 8 月期

間，天氣忽冷忽熱，人們穿衣長袖
短袖便多隨意，全球暖化的今天就
不止二八，而是四季亂穿衣了。
女士們在暖洋洋的冬天裏，還可以
在強力空調場合中披上皮草配搭氈型大
巾，外出時又可以穿着仍未放入衣櫃的
迷你熱褲，這現象，我們的「時代預言
家」T叔便說前所未見。
問他50年後的時裝將會是怎麼個
樣子，T叔一本認真說：「50年後不
會有人穿衣了！」還說那時候的人，
看到2021年的生活圖片時，也一定
比我們今日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奇
裝異服更可笑，日後視今如今之視
昔，尤其到時那一輩年輕人，一定感
到人們身上的衣服奇怪無比。
T叔的意思不是說50年後流行
天體，只是說那時的衣服必然已
不再是傳統養蠶時代到今日那種
什麼纖維布料的製成品，而是另
一種今日未出現過的科技輕薄質
料所製成，只需貼身穿上一件，
「衣」上附設各種功能按鈕，便可
以變換顏色款式，可以調節溫
度，連體內五臟器官健康情況都
感應得到，T叔說這樣的衣服，

功能跟手機一樣靈活，就是比較立
體化，到時連衣櫃也不需添置，自
動清潔，用不着洗衣機了，大可節
省寸金尺土的空間。我笑他這個狂
想未免離譜，T叔又再一本認真，說
最離譜的預言都可能超過現實，上
世紀五十年代他少年時畫過一幅預
言漫畫，幻想50年後會有人發明水
晶球/會出現平面機動馬路/植物體
積變大十倍/冬天太陽放暖氣……類
似幻想今日便一一實現，手機和閉
路電視不是已超越水晶球？蔬果何
止大了十倍？T叔說他做夢都沒想過
的，還是一部大電影可以濃縮在迷
你軟件裏，甚至中文也可以打字，
今日科技一日千里，明日更可能一
日萬里，區區衣服的狂想算得什
麼。如果本文可以立此存照，50年
後新的一代一定視T叔為預感超人。

衣服狂想曲

我的電影劇本即將收尾，為了
在最後時刻交稿，深夜挑燈奮
戰，不料電腦突然死機，對於文

字工作者來說這是極可怕的事情。
當然，這樣的事情從前亦是出現過的，於是

十分淡定地自己抱着電腦鼓搗起來，兩三個小
時過去，屏幕始終是一片漆黑，而我的心終於
揪緊了：其它的文字資料且不說，我辛苦許久
已近完稿的劇本，除卻這台電腦並未在別處保
存，若是它真的「死」了，我此前的心血便付
諸流水了，而且愧對信任我的朋友，當時連跳
樓的心都有了。趕緊連夜和朋友通了電話，告
知他我的窘境，朋友從天津趕來，原本滿懷希
望地想得到我的劇本，最終只能失望而歸，我
的內心也因之一直在下雨。所幸，第二天將電
腦送去維修，得知過兩三日便可修好，其中的
資料並不會丟失，才暫時放下心來。
無電腦可用，字卻還是要寫的，把久已不用

的筆記本拿出來，筆管乾涸的鋼筆也找出來灌
上墨水，在本子上繼續寫剩下的劇本。如此便
想起電腦還未普及只用紙張寫字的時候，那時

候極少去擔心寫下的字會丟失，除非寫字的紙
被火燒光或是不小心遺失了，否則不會不翼而
飛。紙上的孔孟老莊的文字如今依舊可以讀到，
而我十幾年前發在網絡上的文章卻已經憑空消
失了。也曾聽朋友的建議把文稿存在電子郵箱
裏，後來連經營電子郵箱的網站也從網絡裏消
失了。女兒亦曾多次教我將寫好的文章存到雲
盤裏備份，我卻至今仍然雲裏霧裏地未弄懂雲
盤是怎麼回事，若是它也如其名，會像雲霧一般
消失，那麼我依附於它的文字又將會飄向何處？
我在從前的文章裏寫過人類與電腦的戰爭，

曾經寫到電腦比人類更任性，它並不肯真正地
聽從於人類的安排，想讓人使用的時候就讓人
使用，不想讓人使用的時候，想罷工就罷工，
就像我把我的文字交給它保存，它若願意，就
會好好地保存，它若不願意，便隨時可以黑
屏、死機，自作主張地吞噬掉那些文字。然而
人類卻又早已離不開電腦了。
前些日過節，親友們送月餅的和送水果的都

有，唯獨閨蜜Niko送了一堆廢報紙給我，然而
這堆廢報紙才是我最想要最需要的，原因是我

家的狗寶。因為我整日坐在家裏寫字，我的狗
便被朋友們戲稱為「作家狗」，作為「作家
狗」，牠與別的狗最大的區別是牠在家裏只在
報紙上大小便，換了在網上買回的漂亮的塑膠
狗廁所也不肯用，寧可一直憋着。而這些年幾
乎所有的報紙都已有了電子版，紙質的報紙版
面變得愈來愈少，愈來愈不經用，家裏便常常
「斷貨」。若是有一天所有的報紙都變成了電
子版，真正地斷了貨，不知我家的「作家狗」
在家還能方便否？
電腦時代催生了無數的網絡作家，亦有了海

量的只能在網上閱讀的作品，網絡作家們勤奮
地在網上耕耘，在發表了眾多的網絡作品，獲
得了豐厚的收入之後，大多仍舊是想把自己的
作品變成紙質作品，變成真正的書。或許他們
亦與我一樣，會擔心那些文字在電腦裏，終有一
天會因為電腦的任性而雲裏霧裏地不知所終，
只有把文字留存在紙上才是安全的可靠的。
其實我們心裏都明白，一些改變終是不可避

免的，那麼我們只能盡力在變的時候，留下一
點點的不變。

漸行漸遠的紙媒時代

茶水沸了，又涼了。厚重的書
籍，翻開了再合上。那幾頁心經只寫
了一半，墨汁卻已然凝固。
記得很多年以前，有人問我的歸

宿在何處。但那時候四處漂泊的我
是很難說得清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安
定下來的。所以就笑，心底裏卻是
淒迷且充滿期待的。那是一種無法

用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情緒；就像在極
寒而漫長的冬夜等待早晨那一縷溫暖的陽
光一樣，但你不知道天亮後會出現何種天
氣，陽光是否會如期而至。你只知道總會
有那麼一絲希望的。而現在呢，東漂西泊
之後帶着異鄉塵土的我到底是回到我的出
生之地安定下來了。然而，我卻倍感孤
寂。每一天都顯得格外的漫長，也就更需
要耗費更多的力氣，咬緊牙關，在白天與
黑夜中做着無謂的等待與掙扎。於是「迷
上」了看書、抄心經、喝茶。偶爾也給自
己寫信，記錄一些東西。等過些時日再讀
信時，便會覺得自己並不那麼孤單。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逐漸依賴上了網

購。在網上購買衣物、花草以及各種生活
必需品。每當快遞的包裹即將到達便會有
人來電話，催出門取貨，於是滿心歡喜地
跑了出去。來送快遞的通常都是陌生的男
子，身上裹着戶外濃厚的風塵氣味。他們
把紙箱子卸下來放在三輪車底下，人斜斜
地倚在車身上，手裏拿着煙或筆。看到人
過來、報名字、簽字，將快遞單從箱子上
撕下來、遞貨、告辭；一系列動作如行雲
流水般快捷又有條不紊。但假若收貨對象
是那種性格活潑的女子，便又會主動攀談
幾句。這些最常見的人，這些瑣碎的事
情，證實着一個人與世俗生活所保持的關
係。他們使我們的生活便利、暢通，達成
目標，是現今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
分，也是我主要通話對象。有時候我會覺
得很困惑，我常常好奇別人都是怎樣生活

的。俏姐姐告訴我她的家裏總是高朋滿
座，人來客往。我偶爾也會想像那種場
景，想像那種場景下的自己是否能承受得
住那種熱鬧。我一向就清楚地明白自己不
是一個可以妙語連珠的女子，自然說出的
話也是令人漸覺索然的。何況既沒有聰明
可暴露，也不夠優雅，自然也就做不到高
朋滿座、客似雲來了。但我有時候也會想
要找一個人說話，打開手機，一遍遍查找
着電話通訊錄，卻總是找不到那個人。該
與他說什麼呢？自己也許並沒有什麼話可
以告訴對方，對方告訴你的一切，未必能
讓你引起共鳴和興趣……我是個對自己都
無言以對的人。尤其是在退出所有的QQ群
之後，手機便不再長時間隨身攜帶了，有
時候開了靜音，再次拿起手機的時候，才
知道有些電話來過，有些好友有一兩句留
言，也知道了有些電話或是資訊來得並沒
多大意義。真正需要找我的人，會通過一
切途徑來尋找。但事實上，這個世間，並
不存在非找到不可的人，或非做不可的事
情。 開始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得隨便
抖一抖衣袖，便能滿足一地的塵埃。
然而，年輕時候的我卻並不是這樣的。那

時唯恐世界會把自己遺忘，希望接到很多的
電話，收到很多的資訊，見到很多的人，渴
望與別人建立感情的聯繫，用以證明自己對
於這世間的存在與重要性。事實證明，人愈
是年長，愈傾向於與現實的關係與溝通，
便愈是容易喪失了與人聯結感情的興趣與
能力。或者說，成年人的標誌是，他開始發
現自己在情感上逐漸不需要任何人。
當人逐漸明白生活的一部分真相，並且

不再對之眼花繚亂，便會因此逐漸清楚自
己的心之所向，開始淡然澄明。
近來重新拾起了毛筆，不為別的，只是

想嘗試着繼續過那平心靜氣的生活。一些
朋友覺得這很奇怪，他們會疑惑我為什麼
會喜歡上毛筆字。我笑笑，答：我喜歡毛

筆字完全只是因為它的純粹，因為享受落
筆時的心境。寫過毛筆字的人都知道，用
毛筆寫下來的錯誤是很難被更改的，若塗
塗抹抹，就必定會一塌糊塗。是以若是想
要寫一手漂亮的字出來，必定得想好了才
能寫，並且在寫的過程還要非常之小心。
手重了會粗散，輕了又知不足。之前在工
作中閒暇時常用圓珠筆練字，乾淨隨意，
即使不能夠正式，看起來卻也很真。偶爾
即使有些敷衍，卻也無人會去在意。有時
候也喜歡鉛筆。喜歡它的錯了可以改，淺
了可以加深，進退自如，輕不留痕，隨時
隨地可以寫，也可以消磨。比方說畫畫。
不過現今的人似乎都甚為懼怕用毛筆寫
字，因它的落筆無悔、因它的一氣呵成，
最見功力。
最近一個月發生了一些事情，卻屢屢尋求

不到徹底解決的辦法，這真的很是令人難
過。而為了與這種消極的情緒對抗，開始
努力地將自己置身於一個靜的位置上，嘗試
着做一個清心寡欲的人。其實，這麼多年下
來，身邊走過的人起起落落，也就略略明
白旁人的想法或態度都不是很重要的，開
始不再理會他人質疑的目光。是啊，在這紛
繁塵世，每個人都將行走在一條屬於自己的
深淵邊緣，沒有誰對誰錯，是非標準本就無
絕對，存在的只是人的偏見、猜測和評
斷。而那些，對我們真的很重要嗎？
如今，繼續安靜地獨自生活下去的可能

性還是很大的。這並不是一件複雜的事。
尤其是在減少欲望之後，不管對人對事都沒
有了過多的期待。或許，也只有在欲望減下
來之後，人才可以變得更為潔淨剛硬。雖
然，墮落與淪陷，也是可以給人帶來快感
的，但這快感總是與後悔二字相結合的，
然而這世上卻並無後悔藥可售賣。於是最
終明白人但凡想要得到真正的淡然，起決定
權的只能來自於人內心的內斂與自控，如同
小李飛刀那把插在刀鞘中的飛刀……

一個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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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今日的瘋狂，便知未必沒有明
日的科幻！ 作者供圖

●這是新界全圖，佔整個香港土地
92%。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