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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卡塔爾世界盃
決賽周的抽籤已於日
前舉行，但仍未見有
李漢源
香港電視台轉播，過
往是由已購買世界盃電視版權的電
視台轉播抽籤並製作節目，節目中
亦會分析抽籤後的各組形勢，如哪
一隊最有機會攞冠軍等等。看來今
屆世界盃版權仍未出現買家，或者
還在討價還價中吧。
上個月世界盃版權代理商發出消
息，指今屆價格不會像上屆俄羅斯
世界盃般「天價」（當時香港「樂
視」電視台以7,000萬美元購得），
代理指價錢跟 2014 年巴西世界盃大
約3,800萬美元一樣就可以。筆者認
為 3,800 萬美元還是太高，香港應
該乘機就這個疫情及經濟環境
下，把版權費壓下去回落到一個
合理水平。
如果真的要以3,800萬美元購買版
權，無論哪一個電視台，估計也會
就這個世界盃虧蝕超過 2 億港元，
試問哪一個電視台會妥協呢？目前
香港幾個電視台還在虧本中，數字
以億元計，若買了世界盃，在 28 日
賽事中，廣告收入會有多少呢？而
收費電視又會增加多少客戶呢？如
果以商譽及公司形象計，那可以就
商業角度衡量一下是否值得賬面上
2億元的虧損呢？
毫無疑問世界盃是全球收視最高
的體育項目，一定可以吸引很多觀
眾，如果香港隊和中國國家隊能進
入世界盃決賽周，觀眾一定更加瘋
狂：回想 2009 年在香港舉行東亞運
動會，足球決賽香港對日本，全港

所有電視台同時直播，結果香港勇
奪金牌，當時全城轟動，好不熱
鬧。過往香港隊對其他國家或地
區，一定吸引大班觀眾球迷們收
看，如果世界盃決賽周有香港隊或
中國國家隊，那版權價值另當別
論。不過要香港隊殺入世界盃決賽
周談何容易，雖然下一屆世界盃決
賽周由 32 隊增加到 48 隊，機會是
大了，但距離 2025 年外圍賽只有 3
年時間，夠時間準備嗎？就算這屆
未成，再下一屆又如何？總要有目
標才可以吧。
還記得小時候，每經過公園、小
型足球場，甚至一塊空地，也可見
一班小孩子在踢波，大家放下書包作
足球龍門標誌就踢起來。當時香港
「足球人口」多很多，一班年輕人會
自組球隊，在報紙體育版上約賽其
他球隊切磋球技，有些小型球場如
旺角麥花臣場、灣仔修頓場、上環卜
公花園仔場，是一班年輕人夢寐以求
有機會去比賽的地方，因為那裏有球
探在找有潛質球員去訓練。先踢夏令
盃、預備組，然後再上甲組，而當時
幾大球會包括南華、愉園、東昇等每
年辦青訓，亦有很多年輕人報名考
試，祈望成為學員有機會踢波；其後
足球轉職業，理應能企業化，管理
更完善發展，奈何組織及利益衝突，
令香港球圈走下坡，球賽未能吸引觀
眾，近十多年雖然政府也全力支持，
但還未找出合適方向。這並不是批
評，筆者也沒有資格去批評，但作為
一個資深球迷及體育傳媒人，總希望
香港足球隊能重拾往日輝煌，有一
天踏進世界盃決賽周之路罷了。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親
情，這裏沒有迷失，卻擁有太多的
遺憾；這裏沒有千山萬水的重逢，
卻擁有近在咫尺的疏離。
季羨林說︰「當時只道是尋
常。」是一句非常明白易懂的話，
卻道出了幾乎人人都有的感觸。所謂「當
時」者，指回憶親疏相間的一幕幕及其相守
不易。相濡以沫者在對方被難時，心或始終
堅守不亂；離心離德者在對方觸礁時，身體
或已倉皇逃竄。
愛的堅貞，不是用手為親愛的人撥一撥頭
髮，也不是把手在親愛的人頭上多待幾秒那樣
簡單，而是當時不容更改的堅忍不拔態度。
當時勇於衝鋒的精神，在那種境況下好像並
沒有多少人為之驚艷。時過境遷，回望那段
歷史，卻已成為心中的經典。少紅君對我說
起——母親對父親的種種好處，開始頗有些
不懂，後來慨嘆「當時只道是尋常，歲月漫
漫永難忘」。他從小到大，不喜歡父親，只喜
歡母親。父親常在酒後打罵母親，他實在看
不過，會對父親訓斥幾句，竟被母親當面給
了一巴掌，還被硬逼着給父親認錯。
他委屈地哭了，心想：母親為啥對父親這
麼好，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父親在家裏很少
幹家務，重活、髒活、累活也大都由母親一
人承擔。父親平時不太定性，時好時壞，酒
後耍酒瘋兒更是家常便飯。他沒見母親有過
抱怨，看到的卻是——母親天天給父親洗
腳、端飯，下雨天給父親送傘。後來，母親
對少紅說：「孩子，你不要怨你爸，你爸下
崗前不是這個樣子！」有一個時期，父親經
常不回家。他看不下眼，跟母親說了一句非
常蜇人心的話：「他是不是外邊有人了？」
母親狠狠地剜了少紅一眼，嚇得他再不敢
多嘴。後來，母親得了一場怪病，身體日益
消瘦，卻查找不到任何原因。父親在這期間
的表現，發生很大變化，他不再是一個粗線
條的酒鬼。這變化讓母親感到十分欣慰，她
的臉上掛着甜蜜的微笑。
母親與少紅多次聊起過去，每當那時，母
親的臉上便多了一層光暈。有時，母親竟是
一副池水蕩漾的幸福樣子。可他還弄不
懂——母親為啥對父親那麼好？又過了兩

琴台客聚

是上海女人，仍然是那麼興奮和自
豪。她說：「上海的女性是很值得
研究的，她是一種複雜的、很趾高
氣揚的、絕頂聰明的、所謂門檻很
精的女人。」
她認為，上海女人味道最足，也
最現代化，不管在什麼地方，最出
色、最上流的階層裏，永遠能找到上
海女人。不過，上海女人也很可怕。
「在美國有一句話，要找老婆就找台
灣女人，因為台灣女人柔情似水；
要想吃得好就找廣東女人，因為她
們會煲湯；而你想要發大財或破產，
就一定找上海女人……」鄔君梅說話
坦率和語速急促，卻不失嫵媚，兼
具美國人的爽和上海女人的嬌。
時值我媽媽病危，我請了一位
「上海男人」幫我整理錄音，他之
後也跟我說：「這就是典型的上海
女人。」
那麼，上海男人呢？「很怕太
太。」開玩笑，「應該是很寵太太
吧？」很早期認識一位廳級幹部，
有一次在咖啡館談完工作後閒聊，
說到上海女人，他說：「厲害、難
纏、麻煩……」等一系列負面詞。說
着說着，他突然看一下手錶：「哎
喲，到鐘了，我得趕緊回家做飯。」
不是有阿姨嗎？「不，太太喜歡吃我
做的飯。」

疫情下，我的香港家書

當時只道是尋常

傅昱

香港疫情稍見緩
和，我國另一個國際
呂書練
性城市上海疫情卻突
然轉趨嚴重。不過，畢竟兩年多
來，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習慣了
疫情下生活。所以，上海人雖有
「吐槽」，卻遠沒有兩年多前的武
漢人那麼悲情和絕望。
倒是有幾位上海朋友不時跟我分享
信息，還發來幾段街道上帶點蕭條和
寂寥的「另一個上海」視頻，特意附
上一句：你曾經熟悉的上海，以及你
總惦念着的上海。哈哈，我說：「知
我者也遠在上海呢。」
但是，上海畢竟是上海，到底是
一個有文化底蘊的城市，而上海人
骨子裏的優雅、摩登和自信在疫情
下依然，有些小區連做核酸檢測的
現場也布置得如時裝騷現場般──
據說是年輕人的創意，要表現上海
的時尚和大氣！
我想起多年前專訪過「上海女人」
鄔君梅，當時她剛好參與張婉婷執
導的電影《宋家皇朝》演出，話題自
然圍繞着兩個「上海女人」，一個
是她飾演的宋美齡，一個是當時以
荷里活女星身份接拍該片的她自己。
雖然她當時已在美國生活十多
年，在荷里活小有名氣，並嫁給美
國導演。但說起生長的上海，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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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 月初至今已經兩個多月 等，但是一個月下來，香港並沒有斷過食品
宅家的日子，沒有社交、沒有 供應，超市裏有源源不絕的貨品供應，傳統
公務活動，一個人的生活從白 的菜市場天天都有新鮮的雞鴨魚肉蔬菜水
廖書蘭
天到黑夜，關起門關起窗（怕 果，無論本地新界農產品、來自內地或外國
進口的食品琳瑯滿目。
垂直感染），從不習慣也漸漸習慣了！
疫情下的這兩年多，有些商舖關門了，但
天氣晴朗的時候，我在鼻下與唇上的人中
位置塗了點萬金油，戴着兩重口罩出去公園 也有一些商舖如雨後春筍，例如各種名目的
散散步，看到木棉花放肆地跌落一地，有的 小超市，有專門賣進口冷凍食物的，也有專
層層疊疊堆滿在矮牆上（像似有人刻意地整 賣各地水果的，這段宅家的日子，我的廚藝
齊排列），木棉花顏色血紅，花形碩大厚 進步不少。
沒有了社會活動，但多了雲端會議；沒有
重，當它們像築高台一樣，井然有序地排在
一起，感覺真有一點詭異。今年的木棉花似 面對面的見面，但多了視像交流，例如朋友
乎在杜鵑花花期之前，趕到人間來報到，尤 各在世界的東西南北方，但我們可以透過視
其是在九龍廣華醫院對面那一行沿着九龍華 像無遠弗屆，一如見面，互道安好！甚至邀
仁書院窩打老道的行人路上，那綿綿無際的 請某些專家演講，我們作為聽眾，可以選擇
木棉花跌落矮牆上和紅磚地上，好像有一點 露面或不露面。沒有了社交活動，獨處的日子
是豐盛的，所有的時間自己安排、所有的事情
不尋常的味道。
乍暖還寒，望着窗外毛毛粉雨，開了一扇窗 自己做主，真正做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突然傳來林鄭月娥女士不競選連任的消
戶，立即一陣清風夾着一點冷雨飄上臉頰，我
朝上朝下向左向右望一下鄰居的窗戶，真沒有 息！我認為，回歸25年來5屆特首，她這一屆
一扇打開，不禁想這時候開窗不是挺好的嗎？ 做得最辛苦！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也最大！就算
鐵打的意志力，也有軟弱的一
於是我打開所有的窗，就
面，這5年來看她的身形是愈來
讓春風肆無忌憚地吹入了
愈消瘦，祝願她卸下42 年的公
我的家。泡一杯雨前龍
職後，能夠豐潤起來！
井，看一本書，打開宣紙
在此感念她對新界原居民的
練一練字（這是疫情下新
了解與支持（林太在劉皇發主
的興趣）。
席喪禮上致哀悼詞時，數度哽
冰箱裏的食物着實買
咽，並是棺木扶靈者之一，亦
多了，我也有羊群心
態；大約三四個星期以 ◆林鄭月娥女士尊敬劉皇發主 親自到鄉議局劉皇發主席靈堂
前，很多人瘋狂搶購食 席 ， 尊 重 原 居 民 傳 統 權 益 。 前默哀良久，寫下滿滿一頁的
物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等
作者供圖 追思與懷念）。

演藝人或是公眾人物一旦有「新聞
事件」發生在他（她）們身上，各方
面的人物如粉絲、好友們都紛紛
少爺兵
「撲」出來有話說，更有人樂此不疲
發表着他的「個人意見」，抬着「言論自由」及
「公眾有知情權」等口號歪理滿嘴的情況，近年
來已屢見不鮮。
最大的「瓜」相信是來自娛樂圈了，只稍有「風
吹草動」，吃「瓜」的人自會蜂擁而上。例如最近有
演藝人被有關執法部門指其涉嫌偷逃稅款，外間人
的話語裏將之「公開判刑」似的，牆倒眾人推與一
沉百踩、落井下石，世態炎涼等等嘴臉足見一斑，
人情冷暖盡在眼前︰「人一出事就開始處處受到攻
擊，亦客觀地說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做
過必留痕跡，希望警醒每一代人，個人品德很重要，
不要只着眼金錢利益，兼且不可存有半點僥倖心理，
交稅是每位公民的最基本社會責任，做人要守法。」
防疫期間聚餐應是「可免得免」，特別是演藝
人等公眾人物，由於對民眾的影響力大，更要修身
立品作榜樣，免遭人借題發揮，添油加醋被「祭
旗」，而跌落神壇的男神女神們往往為自家守住飯
碗背黑鍋的，亦要懂得在言行中謹慎再謹慎，不然
因某些「我不是始作俑者」事情反被「錘死」不能
翻身，損失慘重的還是自己。
「在任何行業裏樹大有枯枝亦見怪不怪，只視乎個
人的利益心態及目的何在！？早前有網紅、歌手以做
公益善舉捐款目的為『名』
，竟然竄改捐款金額，行
為已是自欺欺人，被名利蒙蔽，愚蠢至極，此舉不單
止是誠信有問題這麼簡單，實屬『欺詐』
，善心不應
被利用，法例應將他們告上法庭，以儆效尤！」所
以說，正確的道理及導人向善的宗教信仰從來不是
問題，是人為的問題，人心險詐才是罪惡的根源。

家家廊廊

獨家風景

想起上海男女

疫情下在家煮食， 起這罐頭之寶，就有說不出的親切
感，真可說是非常日子的「患難之
為省工夫，少不免會
連盈慧
買點現成罐頭。肉類 交」，主婦風雨出不了門，只要家
罐頭中，喜歡吃魚的，最常見就是 有此寶，說句今晚獨沽一味，豆豉鯪
茄汁沙甸魚了，有個歷史悠久外國 魚送飯，闔家老少無不振臂歡呼，
老牌子，大橢圓形鐵罐包裝，沙甸 不知何故，窗外風聲雨聲中下箸
魚擠滿到不留半絲空隙，老一輩人 時，這魚真的特別容易吃出神仙。
疫情下不便出門時，不少人也在談
看到房屋狹窄，巴士擠迫時，每每
就以「沙甸魚」來形容這種情況， 論它，提到炒油麥菜躋身酒家美食
不過近年這牌子大概不想「虐魚」 榜，可說是中國罐頭之光，其實炒
有違人道，開始留點空間，這魚就 大椰菜也不俗，軟滑爽口，賣相恰
躺得舒服多了，奇怪之後味道亦不 似黑珍珠配水晶片，絕對不輸於油
麥菜呢。鯪魚吃個清光，餘下豆豉以
如前。
沙甸魚除了茄汁/辣椒和其他調 之蒸西班牙豬皮風味亦一流，先行
味香料之外，還有油浸那一款最得 浸軟豬皮拌勻豆豉隔水蒸之便可。
豆豉鯪魚新進牌子多如過江之
我們喜愛，其中有幾個牌子，不落
調味，特別清香，魚形完整極具 鯽，其中有些味道也不讓老牌子專
「顏值」，價錢略貴一點也物有所 美，但是同一牌子間中也可能失
值。據說沙甸魚跟烏頭魚一樣「見 味，未知是否與不同季節入罐有
光死」，不知是否因為這個緣故， 關，有說春鱅夏魭秋鯉冬鯪，冬天
離岸時間略久的，必須有賴茄汁和 入罐的鯪魚應該最肥美。
其他香葉增鮮，由於此魚
粗生至產量驚人，非早醃
製難免腐爛，只有挑選部
分離岸時間較短的才浸以
橄欖油，所以油浸總比茄
汁味美。
除了沙甸魚，大概最得
人喜愛的就是豆豉鯪魚
了，過去每逢十號風球，
困在家中的日子，大家想 ◆一罐兩味，豆豉豬皮也是絕配。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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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清明假期，許多人在疫情再一
次放緩之後報復性出遊，導致一
些重新開放的旅遊景區人滿為
患，我則是繼續「報復性」地宅家，以讀書為
樂，花了兩天時間仔細地讀完了韓國作家金完
的小說《遺物整理師》。
據說《遺物整理師》是作家根據自己的親身
經歷寫成，拍成電視劇《Move to Heaven：我
是遺物整理師》之後，因為其間超越生死的人
與人之間的溫情，愛與被愛感動了無數的觀
眾，短短的十集劇情讓觀眾們大多從頭哭到
尾。也有一些讀者稱自己被作家悲傷又溫暖，孤
獨又治癒的文字打動了。儘管早前已經看過與此
類似的，根據日本作家青木新門的小說《納棺
夫日記》改編的電影《送行者：禮儀師的樂
章》，再看《遺物整理師》的時候我自己亦算
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寫作者了，但是仍舊會為
《遺物整理師》中的故事所觸動。
金完在小說中的第一句話是「當有人獨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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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母親的病情總不見好轉，醫院還下過兩
次病危通知書。一天，少紅正給母親洗腳，
母親主動說：「那年，你姥爺生病住院，你
爸爸在陪護，我在家做好了飯，送到病房。
一進門，你說我看到了什麼？你爸爸正在給
你姥爺洗腳呢！我當時目瞪口呆，淌了一臉
的淚。從此，我天天給你爸爸洗腳。」
難道這就是母親一直對父親好的原因？少
紅並不相信母親與父親的情感會如此簡單。
後來，母親連說話都困難了。一天夜裏，母
親斷斷續續地說：「在我的寫字枱裏……最
下邊的那個抽屜鎖着一沓信，那是你爸爸年
輕時……寫給我的。等你送走了我，再送走了
你爸爸，你要在媽媽和爸爸結婚紀念日那天，
給我們燒了它們！那是媽媽這一輩子唯一的
心愛之物，我的全部精神寄託在那裏……」
「紅啊，你知道你姥爺家階級成分高，你
爸爸是我年輕時唯一給我寫情書的人。你不
知道，我當時心裏有多麼幸福……你不是一直
想知道，我為啥對你爸那麼好……今天媽媽
告訴你，你爸爸在那個年代能娶我，是一生中
對我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兒……要知道，你姥
爺被批鬥含冤而死，這在當時要多大的勇
氣。這一生……任我對他怎麼好都值得……
紅啊，你記住，男人一定要對自己的女人做
幾件漂亮事兒，女人會感念你一輩子。」
說完這一番話，在那個黎明前，母親撇下
少紅走了。之後，少紅將父親接過來一起生
活。現在，他眼中的父親，比以前溫煦了許
多。在少紅的心中，最佩服的還是——若干年
前父親的勇敢選擇。儘管那個年代，父親只做
出了男人追女人的浪漫，卻在少紅母親的世界
裏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可多得的真情——
關閉了她的任何怨言、關閉她的任何不滿。
前幾日讀納蘭性德《浣溪沙》，感觸很
多。「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
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
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這首詞是納蘭性德
寫給亡妻盧氏的，他在詞裏回憶和盧氏在一起
時的日常歡樂。比如「被酒莫驚春睡重」，
納蘭酒喝多了，盧氏暖心着意給他蓋被子；納
蘭興起寫了好詞，盧氏脈脈含情為他謄抄寫。
「當時只道是尋常」，當時只是尋常景，
如今卻成納蘭心中美好的追憶。納蘭性德比

之少紅母親，同樣沉浸在幸福之中，可他當
時不怎麼覺察，後來才對亡妻充滿了愛的追
悔和遺憾；少紅母親雖年輕懵懂，卻稍稍覺
出那些尋常情書的些許分量，所以在後面的
歲月裏加倍對丈夫好，甚至以德報怨，忍辱
負重。時光流逝，曾經的過往與美好是距每
個見證者最近、最動感也最熱烈的玫瑰。
他喜歡寫詞追述，她鍾愛情書衷腸，都像
那紅紅的顏色塗於心田。「當時只道是尋
常」，尋常處的甜蜜令人心動，那些舉動如同
往心海裏扔下了石子，臉嘩地紅了，又似驚起
一隻水鳥如火焰般傳射對方的心闕。因尋常，
還覺得可以再來；因甜蜜，總覺得應該收藏。
愛的情緒在歲月的長幕上裊裊升起，即便人可
能已不在世間，但心靈的回響讓裊裊之音走
了一半又停住，好像在舊場景裏輕聲呼喚。
好好想一想當年的日子，說一說當年的事
兒，「當時只道是尋常」的懷舊意蘊積澱在心
中最弱軟之處。一把牛角梳可以撿拾那遺落
已久的流年，打童年走過，我總記得母親在小
院裏的辛勤忙碌，身影挪移似蓮花開落；母親
在梳妝台前用牛角梳幫我梳妝，一雙纖手如瀑
布流過。雲朵不起，落日的餘暉不飛。心如纏
繞的甜蜜的繭，恰若向晚紅光閃爍的河道不
斷鋪展。水上的光帶，一層摞一層，暮色的光
暈才會如此精美。我們的當時啊，一幕接一
幕，因時間把它們像英雄影像一樣拱起，才歸
於心間的永恒。達達的馬蹄不是美麗的錯誤，
很多尋常過往因當時的願意守望、懂得珍惜、
捨得付出，後面的人生才有滋味、有溫度。
此刻，情已知何處所起，卻總是一往而深。
原來歲月就是釀造師，過往的言談舉止、一顰
一笑和雲中錦書，那裏有刻骨的相思、深深的
懂得和幽幽的情思。碧玉般駐在心間，又如一
所溫暖的小房子，貼心、暖心。張學良與趙一荻
年過半百舉辦婚禮，有人讓張學良講幾句話，
良久，他對趙一荻說：「你是我永遠的姑
娘。」「當時只道是尋常」，歲月幾經流轉，依
然喚她姑娘，這是真情永不老。這種情緒淚濕
眼角，那是歲月的露水深深。「當時只道是尋
常」，因情感真純才癡情不悔。傅雷先生說
過，情感於天地茫茫而言，很難察覺亦很難衡
量。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人心這個度量衡在歲
月的砝碼前真的能稱出真情不可更替的價值。

所有的存在都是尊貴的
去，我的工作就開始了。」
作為一個獨居了近20年的女性寫作者，即便不
害怕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卻總是繞不開孤獨
的，因此我常常在文章裏寫到這個話題，亦常常
和朋友們討論這個話題。我從不避諱談到自身的
死亡，說起自己將來一個人在家死去的可能性很
大，我甚至開玩笑，可以立遺囑預約一個為自己
收拾遺體和遺物的機構，一旦死亡，遺囑立即
可以生效執行，這樣就不必在活着的時候要時時
憂心身後事，也不用害怕會給自己的親屬留下任
何麻煩。這些討論的內容後來都成了我的小說的
素材，但因為拖延得厲害，小說遲遲沒有完稿。
如今看到金完的書，忍不住鬆了一口氣。真
正的寫作者的心靈多數都是相通的，因為他們
對生命的認知都是相同的，都能夠在孤獨中去
感受生命的意義，所以，儘管金完在《遺物整
理師》裏寫到了我們當下面對的社會的複雜性
和現代人無奈的生存現狀，寫到人們不能避免
的孤獨、貧困，人口的老齡化和人際關係的疏

離，但還是能夠讓人在讀完那些文字以後，在
生命消逝的時候坦然地去面對，去思考生命的
本質和生存的價值。金完在《遺物整理師》出版
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自己見證過許多死亡
現場，才發現，「對我們而言，離世後真正留下
來的不是房子、金錢、名聲，而是曾經深愛過
誰，以及被深愛過的記憶，僅此而已」。
清明節被我過成了睡眠日，這天我和狗寶擠在
書桌前的沙發上睡了整整一天，在鳥語花香中夢
見了已經去世多年的外公和外婆。外婆是在睡夢中
離世的，外公因為腦溢血，亦是走得乾淨利落，
自己沒有痛苦，也沒有在身後麻煩到家人，每每
夢見他們，都是如同生前一般的慈愛、祥和。我
很慶幸平凡的他們給我留下的沒有悲傷，只有愛
和懷念。死亡並沒有讓他們真正地和親人分離。
再想想，孤獨和死亡又何嘗不是對靈魂的一
種拯救呢？就像金完在書中寫到的：「所有的
存在都是尊貴的，只有認識到這一點，天堂的
門才會向我們打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