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足球何去何從？

摩登城市
因為疫情，上海再

成焦點。不，上海從
來都是焦點。朋友

說：「你曾經熟悉的上海。」熟悉
不敢當，惦念倒是真的，因為有多
位好友在那裏，牽掛的不僅是城
市，而是城市裏的人。
上海作為中國內地最大也最摩登

的國際大都會，受到關注，為人嚮
往，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跟上海的
聯繫，是因為遇到的人，因人而愛。
在完成最後一份上海工作返港

前，老闆體貼我之前「鞠躬盡
瘁」，請我多住一個月，「好好休
息，並看看上海」。我就留下來了，
不像之前出差時走馬觀花，也不像
上班時趕頭趕尾，招手就上的士，而
特意坐地鐵、擠公車，尤其是走路，
真正體驗上海人的生活，貼地觀看這
座城市。
上海當然很摩登，尤其是新開發

的浦東，無論是坐在金茂大廈的旋
轉餐廳俯瞰，還是站在世紀大道上
平視，你都會感覺到這座城市的脈
搏跳動，同時發現，我們居住的這
座國際城市的渺小─希望不傷
「港豬」自尊心。
不過，除了摩登，主要還有情調

和氣氛，那不僅僅是熱鬧。浦西的
淮海路和南京路及其步行街，是遊
上海必到的地方，很熱鬧，卻不失
情調，因為除了車水馬龍外，還不
時閃現一些老屋和樹蔭，那是牽動

人類情感的歷史記憶。可別小看這
些零星樹蔭，在輕風吹拂下，樹影
婆娑，趕路的疲倦往往就在這調情
下消失。
上海文藝出版社所處的紹興路和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社址的長樂路
及其附近一帶，曾經是法租界，路
旁種有很多法國梧桐樹，幾乎每隔
幾米就有一棵，那是法國人在十九
世紀種植的，經過多年的修剪，使
樹枝形成了一條綠色通道，在炎熱
的盛夏為路人提供遮護。即使冬天
葉落，樹枝枯槁，也構成另一道可
堪品味的人文風景。
香港當然也很摩登，更熱鬧，我

們被譽為「石屎森林」，有世界上
最長的露天電梯，還有四通八達的
鐵路網絡，以及曾經晉身國際排名
前列的「行政效率」……但這種「摩
登」，似乎只在兩部荷里活式港產
片《寒戰》及其續集中感覺到，在
現實中，只覺得實惠性的方便而已。
上海有歷史、有人文，這個位於東

海之濱的大都會，除了自身，周邊還
有一、兩小時車程可到達的城市
群：知名古城杭州、蘇州、南京，
還有著名水鄉如周莊、同里、烏鎮
等。十多二十年前，上海和香港曾
構成「雙城故事」充斥本地媒體版
面，後來有人故意「去大陸化」，
「上海」被消失於人們的視線下。
但願隨着「愛國者治港」，讓「雙
城故事」延續……

上一期討論卡塔爾
世界盃之際也談及香
港足球，一些朋友向
我反映「香港足球已

經無得救，其實中國足球也沒得救
了」，我則不同意，只要有好計
劃、好方案，加上有心、有熱誠的
執行者，假以時日一定會成功。不
可否認香港足球這十年八年真的每
況愈下，而中國內地足球圈也與香
港足球圈一樣浮浮沉沉，一些輿論
甚至認為「中國足球未來20年內也
沒有希望，也別想踢進世界盃決賽
周」，有時不禁想，難道華人真的
不大適合去組織管理足球嗎？回想
中國北京於2015年成功申辦冬季奧
運會後，先開始推動冬季運動，滑
雪、滑冰，到今年估計已經有3億
國民玩冰雪上運動，而且北京冬奧
成績也很好，如果用這股力量推動
足球，把足球人口倍增，中國足球
也不會成今日境況吧？
回顧過去十年，中國發起足球夢，

各省市中超聯賽隊伍向外國招兵買馬
聘請外援，來者全是國際一級球星，
加上本土球星，每隊班費也以億元人
民幣計。以2017年最巔峰時為例，
中超外援轉會費高達4.03億歐元，
當時球市暢旺，連中甲球隊班費也
以千萬元人民幣計。球隊支出天文
數字，收入靠什麼呢？賽事入場
券、商品贊助、電視版權轉播費
（2016年~2020年中超電視版權為
80億元人民幣），贊助方面如廣州恒
大，共投放29億元人民幣支持球
隊，既有超級球星，球賽亦精彩，入
場球迷也多，門票收入便也可觀。而

當年廣州恒大也奪下亞冠盃冠軍，代
表亞洲踢世界冠軍球會盃與勁旅拜仁
慕尼黑比賽。球市氣氛好，下一步
便是期待在球星外援帶領下中國球
員球技日趨成熟，奈何每當國足出
賽成績也未達理想，甚至面對香港
隊世界盃外圍賽也未能獲勝，真不明
白原因何在。
上屆中超一些球隊主要因贊助商

離開或減少贊助等經濟關係致球員
欠薪，如廣州恒大只贊助1,500萬
元人民幣，蘇寧、萬達、華夏幸福
等大商品也一一退出，而2021年~
2023年中超電視版權下跌至2.4億
元人民幣，加上中國足協定下球員
限薪令，本地球員年薪限300萬元
人民幣，外援限200萬歐元，這個
情況使6隊球隊退出中超，外援離
開，本地球員更好像跌落谷底，使
足球圈更難發展。而參與亞冠盃的
球隊也只派一些年輕球員作賽，亞
冠盃覺得中國球隊只是敷衍，未盡
全力派正選球員作賽，並不尊重亞
冠盃。
中國足球圈的混亂局面很難在此與

大家一一細數，如果以企業去營運足
球隊，不外乎發掘足球員、競技水
平、球隊文化、教育、科技研究、市
場管理、傳媒發放、資本控制等等。
有人問，挑選一批身體質素好的青
少年，從小訓練，天天練波，這樣
不就可以去到世界盃嗎？這個是不
切實際的，一定要提高本土足球氣
氛、增加足球人口，作為足球行業的
每一個從業員更應該自重和自謙，用
熱誠、用心去面對足球，這樣足球才
可持續發展，才有希望。

看到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的表彰大會上有多名志願者和
志願集體獲得「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突出貢獻個人、突出

貢獻集體」的殊榮，可以與運動員同場分享
榮譽。近1.9萬名賽會志願者和約20萬人次的
城市志願者一道全情投入，積極參與冬奧、
服務冬奧；不少是90後、00後，表達感情的
方式很直接，志願服務當中你能感覺到他們
充沛的愛國熱情，真的是發自肺腑。他們向
世界展示了中國青年朝氣蓬勃的形象、昂揚
向上的「中國力量」。也許每個志願者只是
在各自崗位上奉獻力量，但是這麼多志願者
一起，就像是一片片溫暖的雪花，一同裝點
了這個美麗的冬天。難怪有傳媒形容為「志
願精神之花，在冬奧服務中完美綻放！」
據報道，北大師生報名冬奧志願者人數

7,588人，非常踴躍，最終選702人作為賽時
志願者、實習生、開幕式演員，分布在冰立
方、興奮劑檢測中心、首鋼滑雪大跳台等8
個重要場館，他們對接各國代表團的衣食住
行等各方面需求，提供語言服務和運行支
持，日常領取防疫物資，要保證參賽人員在
冬奧村內感到賓至如歸。志願者本身除了要
長時間在氣溫較低的戶外工作，還要面對學
業壓力、不能回家和長時間的隔離，需要克
服很多困難，堅韌擔當。
有志願者熱情被激發，決定加入學校的研

究生支教團，將赴西部地區開展為期一年的
支教服務，將志願服務精神繼續弘揚下去。
經歷實在是很好的教育。相信強大祖國的支
撐，這一偉大時代賦予了青年人很多機遇，
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而上共創未來。
其實香港也有一批與志願者一樣滿懷奉獻精

神的年輕人，就是香港童軍。香港的童軍組織
最初是由一班商人及英軍搞起，是培養年輕學
生優良品格的組織。所以1997年前香港童軍
總領袖是由港督擔任，回歸後轉為特首做。
可見幾受重視。似乎近年政府沒重視童軍，
沒有善用好童軍組織發揮他們的力量，才會
再出現香港的義工不少是中老年人的慘況。很
多義工來自社團組織/退休的銀髮族。
你可能會聽過一句︰當有人對另一人誇讚

時，會回應你做童軍日行一善呀！因為香港
人都知道童軍規律是必須日行一善。你看看
童軍誓詞與規律就清楚，童軍誓詞：我願以
信譽為誓，竭盡所能；對神明、對國家，盡
責任；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
童軍7條規律：童軍信用為人敬、童軍待人
要忠誠、童軍友善兼親切、童軍相處如手
足、童軍勇敢不怕難、童軍愛物更惜陰、童
軍自重又重人。
年輕人如果能達到七成這些規條已經很

好，值得學校重視的團隊訓練。
香港第五波疫情，曾經出現數萬宗確診個

案的驚魂時刻，初期物資分發、工作對接、
社會支援力量都出現混亂，應急物資無法派
送給居家隔離者，惹來民怨。都是有賴國
家、私人企業出資捐物援助、透過「全港抗
疫義工同盟」為全港義工組織統籌再即時配
對就近地區的義工，加強物資派送效率。短
短兩周完成全港18區防疫包的包裝和派發，
熱線中心已處理超過2萬個求助個案。你每
日在新聞報道上都看到義工團體出動派送抗
疫包消息，社團義工作出不少貢獻，也被譽
為香港抗疫戰線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驗證
了政府善用民間力量做好牽頭統籌，事半功
倍。

好好灌溉志願精神之花
和5歲的孫女視頻，她報告家中情

況：「媽媽今天上班去了，但很快就
回家了，因為公司有同事的兒子生
病，於是媽媽就大叫，新冠肺炎來

了，快些走呀！」本來無憂無慮的童稚世界，充斥
了危機色彩。
兩年疫情對兒童教育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孩子

斷斷續續的上課、停課，小心靈充斥着危機意識。
高小復課在即，初小、幼稚園下月也復課，孩子需
要在校園直接面對群體，碰到的問題不少。
教育局指引，學生每天上學前需做快速抗原測

試，沒有注射疫苗的學童，不能參與非學術活動，
包括體育、音樂和吹奏等。有團體認為，學童享有
參與活動的權利，這樣的安排會造成「歧視」之
嫌，會有被排斥的感覺。其實，疫情以來，成人世
界裏，「歧視」就一直存在。當戴口罩成為公共衞
生法則的時候，不肯戴口罩的人，都會受指責。
當然，戴口罩不等同注射疫苗，不戴口罩直接危

害公共衞生，受到公共衞生防疫法例的規管；不注
射疫苗，危害自己後間接累及他人，情況就像安老
院舍，就是接種率低，造成了整個群體的大災難。
前車可鑑，教育局從學校整體公共衞生考慮，保

障大多數學童安全，分隔打針學童和非打針學童的
活動範疇，也無可厚非。當然，學校這樣的分隔措
施，對沒有打針的學童造成「歧視」，限制了他們
享有參與一些活動的權利，或許是暫時的。
在世紀疫情面前，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是摸着石

頭過河，香港經受第五波疫情重創，復課的前提
下，先做了第一步，再考慮第二步，也是應該可以
理解的。就像大病初癒，補充營養還需清淡，恢復
體力更需循序漸進。
對於沒有注射疫苗的學童，家長對幼兒針藥反應

的顧慮，也可理解，何不給大家一點時間？復課後
再看看。

復課「歧視」

最初新冠來襲那段
日子，戴上口罩，人
人叫苦連天，不是

嗎？封住口鼻，哪會舒服！未至於
呼吸困難，那副怪相，對鏡自照，
也沒有誰會覺得好看到哪裏，無可
奈何，為了防疫，又不能不戴。
戴久了便成習慣，不自覺已成了

出門第一件大事，正如出門穿衣，
對男士來說，好比結領帶般自然，
女士大不了留意口罩顏色，是否跟
今天穿的衣服一樣調和，漸漸，口
罩便成了衣冠以外一樣重視的半
「飾物」，不然滿街路人的口罩，
怎會多到五顏六色、五花八門。
談起話來，就有朋友說，口罩真

好，自從戴了它，都沒有過傷風感
冒，整牙期間的年輕人還有天賜一
樣喜悅，言下之意，戀上口罩，不
再怕麻煩了。
有人不止不怕煩，還意外歡喜，

老中青男士欣然說，索性不剃鬚，
真省事；女士們上班也樂得不用塗
脂抹粉，只要口罩漂亮，省時間又
無損美容，日子好像比沒戴口罩時
輕鬆得多。
就是那麼奇怪，戴上口罩，口鼻掩

閉之後，眼睛成了焦點，目光就自然
顯得更加明亮，因為多了幾分神秘，

反而從神采中，更能加倍顯露眼睛之
美（眼眶未必人人都美，明亮的眼
珠一定美），眼睛成為美容重點，
大家怎不特別注意保養？務求令到
雙目烱烱有光，神采飛揚，所以是
聰明的眼科醫生和眼藥製造商轉危
為機的大好時刻。也是內含補眼花
青素葉黃素之類成藥食物暢銷之大
好時機。食肆夠敏感，就應大賣廣告
宣傳蟲草杞子燉雞。
眼睛的確已成為今時今日「顏

值」大主角，儘管平日慣於口角含
春、嫣然輕笑的俊男子俏女兒暫時
已無用嫵媚之地，不是嗎？春在舌
頭中，笑在口罩內，對方一無所知一
無所見，試問如何還能發揮作用？
所以不論求職面試，抑或男女相
親，看人時大家只會格外留神細看對
方眼神，心正眼正時，予人印象最
深，只有眼睛才是唯一身體語言。

忽然愛上了口罩

喜歡美食的人大抵沒有不喜歡
春天的。在各路吃貨的眼裏，
「春」不單是萬物復甦、不單是

百花盛開、不單是陽光明媚，最重要的，「春
味」是用來「吃」的、用來「咬」的、用來
「啃」的。
因為疫情的緣故，本呆極熱愛的，往年春天

能夠吃得齒頰留香心滿意足的香椿，今年在吃
過一次之後再也買不到了，不免留下了一個大
大的遺憾。所幸搬家一年多來，新屋的前院、
後園都已耕耘得十分成熟了，在吃春的季節除
了香椿的遺憾也還能「唔執輸」。
幾場連綿的春雨一下，前院那叢本為附庸風

雅而種下的竹子便使人見識了「雨後春筍」的
生長速度，彷彿是在一夜之間，竹叢裏就生滿
了裹着盔甲的筍尖。趁雨水把泥土泡得鬆軟，
趕緊將長得較為茁壯的幾株竹筍拔了起來，拿
回廚房剝開。除去殼的竹筍潔白如玉，配青紅
辣椒炒了，愈發顯出它的清、潔，入口之後細
細咀嚼，舌尖便裹挾着一層瑩潤。中國文人自
古以來大多喜竹，食筍也多喜食春筍，大抵是

因為年幼的竹筍就已有了竹子的君子之風，連
吃起來都有一股飄逸的味道，即便是與葷腥搭
配同食，亦難改變它的秉性。
除了前院的竹筍，後園魚池邊的水芹也是當

時當令的春菜。
小時候住在江南的親戚家。春天，被大孩子

們帶着去河裏抓小蝦和螃蟹，那時的環境還未
遭受工業的污染，河水清澈透底，躲在石頭下
的蝦兵蟹將們都難以逃過「為食」的孩子們的
「魔爪」，在抓滿一桶蝦蟹之後，又會順便摘
一些長在河邊的水芹菜。回到家，蝦蟹多是油
炸或者爆炒，孩子們都很愛吃，唯我獨愛清炒
的水芹菜，從那時起便愛上了它獨特的清香。
在新屋建魚池的時候，為了打造魚池的野趣，
亦為滿足自己的味蕾，我在魚池邊種了許多的
水芹菜，今年春天是水芹菜長成的第二個春
天，用網絡的流行語來說，我已經「實現了水
芹自由」。
我曾經在文章裏寫過《詩經》是一本浪漫的

食譜，因為其中寫到了好多顏值頗高，亦可以
食用的花草和瓜果。喜歡吃水芹菜的吃貨不難

發現，這本浪漫的食譜裏並未錯過水芹︰「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舊時並未有西芹、香
芹，就算有，吃貨們亦堅定地認為，只有水
芹，才能在盈盈一水間稱得上是浪漫的美食。
大抵亦是因為如此，自《詩經》寫到採芹，後
來「採芹人」便指代讀書人。
作為江南吃貨喜好的「水八仙」之一，水芹

菜的吃法是多種多樣的，清炒、涼拌、炒肉絲
等等皆可，就連詩聖杜甫也喜歡水芹菜做的羹
湯，因此留下了「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
的句子。
當然，「香芹碧澗羹」看起來很美，吃起來

未免有些清淡，若是又喜歡吃水芹菜，口味又
比較重的吃貨，用徽州的水陽臭豆乾去炒水
芹，二者在色、香、味上的碰撞，每啖一口都
是一種美妙的享受。
然而，如今疫情還在繼續蔓延，據說上海被

管控在家的同胞已有缺吃少喝的，我是斷不敢
以自己暫時的自給自足而自得的。惟願疫情早
日結束，早日回到大家都能吃飽、吃好，都能
「唔執輸」的舊時光。

吃春的滋味

一個春天的早晨，陽光柔媚，胡
老師看到我在朋友圈晒出我家的花
兒，驚訝不已，點評道：「哈哈，
你家的花，是妖精變的吧？這麼嫵
媚！」後面是一個掩嘴而笑的表
情。其實，這麼誇張讚嘆我家花兒

的，胡老師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如果要排隊，大概可以排一溜兒。
愛花，或許是女人的天性。小時候看到別

人家的太陽花會偷偷掐一兩截回家種，看到
路邊的小野花也會去採摘。記得鄰居家菜園
的籬笆是一排仙人掌，每每到了花開的季
節，那一朵朵鮮艷嬌嫩的黃花，總會誘惑年
幼的我前去採摘。明知花托上長滿了細細的
刺，但為了那份美麗我仍勇往直前。摘一次
痛一次，又再摘……記不清摘過多少次，至
今忘不了那美麗而讓我疼痛的花。我幻想有
個屬於自己的花園，四季開滿了色彩繽紛的
鮮花。搬入新家後，陽台便成了我侍花弄草
的自留地。我在那裏播種着美麗，播種我的
夢想。
上百度，逛淘寶，我樂此不疲地找尋陽台

上可種養的花兒。有空就往淘寶直播間鑽，
我和主播說：「我是新手，想要找又香又靚
的花，花期要長，還要好養！」
主播帶我去逛花棚，熱情推薦各個品種，

看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把心儀的花兒馬上
帶回家。搬入新家2年多，我種植了不少品
種的花，在摸索中漸漸懂了些花的習性。這
期間有驚喜、有失落，但收穫更多的是花兒
帶給我的愉悅感。
一有空我便在陽台呆着，看看哪個長芽點

了？哪個冒花苞了？倘若看不清楚就用手機
拍下，而後放大查看。一旦確定是花苞後便
開心不已，接下來的日子就是一日看N回。
手機裏記錄着我與花兒的愛戀故事。
那是新家裝修好之後，在淘寶直播間淘回

第一盆蘭花，名叫「台北小姐」，買來時已
有4個花箭。主播說春節便可賞花了，我心
裏充滿了期待。這盆花先我們入住新房2個
多月。一天，我打開新家門，一股淡淡的幽

香撲鼻而來，蘭花居然提前綻放了。一朵朵
盛開的花兒俏麗清雅、亭亭玉立，彷彿風姿
綽約的少女。風兒拂來，她輕輕搖曳那優美
的身姿，像是在跳着芭蕾，驚艷嫵媚，懾人
心魄！我快步走到她的跟前，貪婪地嗅着那
沁人心脾的芬芳。我陶醉了，有些迷離恍
惚。這就是我想要的感覺，我要讓我家被花
香包圍、被美麗包圍。於是，我頻頻光臨花
草直播間……
梔子花葉翠綠油亮，花瓣潔白淡雅，花香

馥郁，雖然很難描述它的香型，但那香味聞
過後卻讓人刻骨銘心。若再次聞到它的香
氣，你一定會很開心地說：「哇，是梔子花
香！」經過漫長的等待，我的梔子花終於在
立夏夜吐蕊綻放了，一股芳香縈繞鼻間。我
深吸一氣，每縷香魂都滲進我的肺裏，瀰漫
我的神經細胞，令人神清氣爽、倦意頓消。
我坐在搖椅上與花兒共處，把燈關了，皎

潔的月光便悄悄地爬了進來。涼風、淡月、
梔子花，多麼讓人迷醉的夜晚！不過，梔子
花的花期不長，一朵花從初開到凋謝只有短
短的三五天。養了半年，它的位置就被茉莉
替代了。茉莉有很多品種，風車茉莉、鴛鴦
茉莉、虎頭茉莉……百度搜索各種茉莉的養
護和開花情況後，我選擇了「筆尖茉莉」。
「筆尖茉莉」顧名思義，它含苞待放的樣子
特別像一支支秀氣的毛筆筆頭。它的花香非
常濃郁，屬勤花品種，
哪怕已經開過一茬了，
但很快會有新的花苞冒
出來。
我家的筆尖茉莉，那

花量與花香帶給我滿滿
的驚喜。它一批一批掛
蕾、一批一批綻放，每
年從 5 月開花直到 10
月、宛若在我家陽台上
走秀似的。每月開花一
次，每次花期長達半月
之久。花朵嬌小玲瓏，
超凡脫俗，一開三變，

初開時潔白如雪，快萎謝時淡粉若霞，凋謝
後淺紫如絳，美到驚心動魄，靈魂出竅！哪
怕枯謝了，那香味依然殘存，正如宋代詩人
陸游所詠「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
故」，我懷疑它就是花神花仙吧？
那掉落的美麗我怎麼捨得丟棄呢？我忽然

理解《紅樓夢》裏黛玉的葬花之舉了。花開
時靜靜地欣賞，花落時細細地拾掇。凋一
朵，撿一朵，一個花期下來能收集到近百
朵，我把它放在茶桌上，日子都是香的；放
在床頭，夢境也是香的。
如果你不曾養過茉莉，那一定不會知道它

有多香、多讓你沉迷。用「花開一朵滿屋
香」來形容它，一點都不誇張。
我每天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刷牙洗臉，而

是直奔陽台。下班回來，眼睛也一定先朝陽
台的花兒望去。不管加班多晚、多累，回來
定要去陽台看看花兒。我家先生常笑我是
「花癡」。養花能怡情養性，給人帶來美的
享受。養花還能淨化空氣、調節空氣的濕
度，有利於人體健康。幾粒種子放進泥土
裏，偶爾給它餵點水、施點肥，它就鬱鬱葱
葱的，帶給你一片綠意清涼；花朵燦爛時，
心情也陽光四溢。
我家陽台並不大，卻擺滿了繁花，掛滿了

翠綠。潔白芬芳的茉莉，清新淡雅的瑪格麗
特，色彩嬌艷的百萬小玲，月季、藍雪花、

矮牽牛、無盡夏、姬小菊、三角
梅……春夏秋冬，四季輪迴，陽台
上演着淡然花開、寂然花落的故
事。我喜歡在鳥兒歡叫的清晨、陽
光絢麗的午後、夕陽西下的傍晚、
皓月當空或繁星點點的夜晚，坐在
搖椅上，細嗅花香，品味花魂，忘
卻煩憂，沉醉在花草的世界裏……
生活不只是柴米油鹽，還有詩與

遠方。詩與遠方，不在遠方，在你
的心內，在我的心內。世界上最美
麗的「詩與遠方」，不在迢遙的大
草原，不在巍峨的布達拉宮，而在
我家陽台的花事裏……

陽台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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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口罩，眼睛特別明亮。
作者供圖

◆筆者在家種植的其中一種
鮮花「三角梅」。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