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育產業在香港的未來

為歷史寫草稿
我小時候，很不喜
歡歷史，更確切地
說，是不喜歡血腥腥

的歷史，看那些古人如何在權力鬥
爭中耍手段陷害忠良，或爾虞我
詐，感覺很殘忍，太恐怖了。這些
血淋淋的歷史教訓，明明知道是很
久很久以前的事，但對一個心智還
不是很成熟的少年人來說，不是心
靈上承受不了，就是容易被歷史嚇
壞或教壞──如果沒有很好的教師
解說和引導的話。
卻想不到，大學畢業後，無意中
走進了「歷史」──「新聞是歷史
的草稿。」大學新聞系學生都會聽
過這句話，採訪、報道新聞事件和
人物，就是為歷史留下草稿，對年
輕人來說，那可以是驅使自己入行
和拚搏的偉大使命。
但歷史的草稿是會受到很多條件
的限制，除了人們常說的時間限
制，還有消息來源、個人見識和資
訊判斷的局限。當時留下的草稿，
過了數年乃至幾十年後，重新拾
起，會發現不少謬誤或認知局限。
這種體悟在我十多年前着手寫《時
尚偶像》一書時，感受頗深。
我做高端雜誌，加上受過注重邏
輯思維的理工科訓練，自認是個講
究可讀性中不失嚴謹的人，相當重

視資料的求證和核實，但當我打算
將以往為雜誌寫的舊稿整理成書
時，除了因應書本性質而要進行系
統性梳理外，隨着認知的深入和沉
澱後的清醒，發現曾經的努力和嚴
謹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而要修訂和
補充的東西甚多。結果，往往推翻
舊作，重新寫作。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在這個領域

多年，在親身接觸中累積了不少第
一手資料，很珍貴，卻忘記了人在
其中難以避免的情感偏見和位置迷
思，反而若干年後，身份抽離回頭
看，才發現當時的局限。新聞可以
是很淺顯的，因為即食；歷史的草
稿更粗糙，因為匆匆，卻是漫漫人
生長河中的不可或缺的第一步，需
要有人去迅速記錄。
古人有曰：以史為鑑，可知興

替。但這些今人重視的歷史及從中
得出的「史鑑」，卻往往是由一群
被當時欲蓋彌彰的人攻擊的人冒險
留下來的──哪怕帶有個人的偏見
和局限，而能流傳下來的史書，卻
是由一堆包含各種偏見的「草稿」
組成。
在人人都可以自稱為記者，又可

以任意貶低記者的今日，我想為專
業而默默耕耘的媒體工作者們說幾
句，包括我自己。

那天收到消息指內
地體育傳媒「騰訊體
育」大裁員，這個曾
經是中國最大的體育

傳媒網站，經過這3年，最終也敵
不過疫情的影響，無奈裁員；加上
最近杭州亞運會、成都世界大學生
運動會、汕頭亞青會、明年足球亞
洲盃決賽周均相繼延期或取消，中
國體育現時好像由2008年開始的黃
金年代正式進入蟄伏時期，惟有
「打保守牌」，希望穩守，靜待再
起時。 「騰訊」的裁員也正正反
映了一些傳媒公司每當經濟或業績
有問題時，就首先把「體育」裁
減，這個情況，香港也不能倖免，
一些電視台為了減輕經營成本，宣
布解散體育部門，如需要體育節目
則外判給製作公司處理。
「體育」是否真的這麼不重要

呢？每一次經濟不大好的傳媒要削
減成本，總是首先想到向「體育」
動手，「體育」真的如此不值得保
留或投資嗎？這種論調筆者並不盡
認同，說體育總是蝕錢，往往只是
一些傳媒經營不善，未能次次有盈
利，其實在用心經營下，「體育」
絕對是可以賺大錢的。這一方面北
美洲就發展得非常成熟，差不多每
一個體育項目都能賺大錢，包括最
有名的 NBA 以及超級碗（Super
Bowl）；再看歐洲方面，經營體育
也是有聲有色，英超球隊也常常賺
大錢，多年經常升降的英冠錫菲聯
去年也賺約950萬元英鎊；最近美
國集團以42.5億英鎊又收購了英超
車路士；而目前擁有美國資本的英

超球隊高達9隊：包括車路士、水
晶宮、利物浦、曼聯等等，收購車
路士的美國財團負責人陶德伯利，
也是美國NBA洛杉磯湖人負責人，
除了擁有雄厚資本外，也是一個有
豐富經驗的體育經營管理者，所以
如果沒有經濟效益，美國財團怎會
投資呢？當然有些經營不理想也會
虧本，但總的來說當地的體育產業
鏈已是十分成熟。
英超除了英資、美資，也包括歐

洲商人及來自東南亞、東歐、中東
等地區資本，所以說，只要經營得
宜，「體育」是可以有很高的投資
價值的。
但回望香港足球，除了足球員及
一些教練是屬於「職業」外，球隊
則是採取非商業運作模式，只是由
一些喜歡足球的老闆去處理，只以
興趣，卻未能以商業、企業去有系
統地經營，球隊又怎能踏入正軌發
展呢？
一項運動，從來都是有興衰周期
交替發展，上屆港超已經停了8個
月，今屆又要重新開始，如何在香
港推動並建立足球文化呢？是否每
間學校也可以有足球隊呢？如果真
的有天實現了，那就有足夠的足球
人口，但其實每一種嘗試，都可說
是足球的救亡運動。
下個月亞洲盃外圍賽香港隊有3

場賽事，6月8日對阿富汗，6月11
日對柬埔寨及6月14日對印度，如
能出線，相信對香港足球亦有振奮
的作用。好像2009年贏日本，奪東
亞運動會金牌一般，只望香港隊加
油，這絕非不可能的事！

香港人一直以來很愛講時間
就是金錢，代表賺錢機會幾咁
多，他們的時間多寶貴。不
過，那是2000年前的事，近年

已經沒有人講了，香港人點石成金的年代過
去了，現在變成在石山上尋找黃金的時候。
不少人自認是閒人，時間已經是用來消遣
的，例如︰你會見到老、中、青都有人寧願
花大量時間、精力去追星，再無人講時間就
是金錢。
目前香港失業率很高，卻有不少行業請

不到人，有公司IT部門的主管講請了半年
才請到個合適的人，他同工程界的主管聊
起請人問題，同樣面對難找到合適的人
選，對方見工時已經問︰如果我有事可唔
可以請假？主管呆了，正常有特殊情況請
假都無不可，但這是否代表他將會經常請
假呢？那肯定是騎牛搵馬之人，請不得。
被形容為夕陽行業的報界有些崗位更一年
也沒有收到一封求職信。大家都不約而同
在問究竟人去哪裏了？為什麼沒有一些樂
意吃少少苦的畢業生來見工？他們不用工
作的嗎？怎樣有錢生活呢？
現在的年輕人喜歡自由身，打散工的情況

愈來愈嚴重，主要是貪圖可以享用更多些私
人時間追求個人的喜好。有時覺得政府及關
愛團體是否需要花那麼多心思去幫年輕人解
決就業問題，是否枉費心機？他們根本不緊
張有沒有工作，有機會接下散工做、短期合
約工，又或者炒股、炒虛擬貨幣，真要無錢
就去送外賣啦，反正不會餓死。但試想想這
種做法如何能訓練到一個有用的人才出來？
沒有專注在一個行業實戰、磨練一段日子怎
能有成就？睇睇科學家、專家怎樣練成的就

明白。有人認為沒有家庭負擔是令這個年代
不少青年不思進取的病源，其實社會風氣都
是問題，不同時代，人的價值觀不同，社會
的繁榮富裕也直接影響人的生活取態。
近日，國家教育部公布的《義務教育勞動

課程標準（2022年版）》明確中小學生平均
每周不少於一課時勞動課，勞動課共設置清
潔與衞生、整理與收納、烹飪與營養、家用
器具使用與維護、農業生產勞動等共10個任
務群，貫穿9年義務教育。修理家電、燉湯
煮飯、種植飼養都成為「必修技能」。內地
多地家長都表示，對孩子進行適當的基本生
存能力教育，提高學生的自理能力，是非常
必要的，將改變孩子不愛勞動的現狀。目前
無論內地及香港的確太多孩子嬌生慣養，不
要說幫助照顧別人，連自己都照顧不了。不
少男性20多歲為人父了，連簡單的電掣壞了
也沒辦法自己修理。
看到勞動課程內容包括︰1.日常生活勞

動，包括清潔與衞生、整理與收納、烹飪
與營養、家用器具使用與維護。2.生產勞
動，包括農業生產勞動、傳統工藝製作、
工業生產勞動、新技術體驗與應用。3.服務
性勞動，包括現代服務業勞動、公益勞動
與志願服務。教育部提出，學校可結合實
際，在不同階段自主選擇確定學習數量。
這些是很好的訓練，不一定要樣樣精通，
但學懂了將終生受用，實在香港也應該跟
隨部分課程，孩子從小學懂吃苦，將來出
來社會做事成功機會就很大。「娘娘腔、
手無縛雞之力」，怎當國家棟樑？有人擔
心這些課程會變成家長的負擔，那就看家
長的心態了，如果你僅僅為了幫孩子求高
分數就是害了自己的孩子。

培育有擔當的下一代
政府剛剛開放疫苗第4針的安排，

很多朋友都在交流針後反應；剛接種
完，就聽到個別專家說︰「第4針其
實沒有什麼作用，只保護約一至兩個

月而已，大可不必接種。」專家此言一出，市民譁
然：「早講吖，係咪玩呀！」
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在電

台節目中表示，每接種多一劑，效益便愈細，而且
亦有心肌炎風險。他比方：「不斷注射同一種疫
苗，身體就會辨認得到，帶來好處愈來愈少，好
像溫書溫到第4次，你的分數去到70分，就難再提
高分數……」
以一般人的學習經驗，溫書很重要，溫習愈多，

記憶猶新，錯誤愈少，分數愈高，爭取90分、100
分不出奇，為何去到70分，就會無法再高分？當
然，疫苗是科學，用溫書比喻疫苗，是否適當？
其二，之前專家在宣傳某疫苗好處的時候，是說

抗體有百分之九十幾，值得去打，所以人人求分
數，追捧抗體保護力高的疫苗；現在是否也可以這
樣理解，在專家心目中，抗體根本不需要90%，
70%已經足夠了？
劉宇隆強調，疫苗的作用是預防重症及死亡，除

了長者及長期病患者，若有較高暴露風險或個人需
要，也可選擇接種第4針，市民可從個人層面判斷
是否有需要。「個人層面」即是說，請閣下判斷自
己的處境，是長者、長期病患者，還是高暴露風險
者。上班、上學、餐飲、街市，天天在路上，都在
「暴露」中，市民怎能評估自己「高暴露」，或是
「低暴露」，還是「不暴露」？大疫當前，專家眾
說紛紜，意見又模棱兩可，這是否負責任的表態？
當然，專家基於科學理據，從不同角度有不同的

理解，可能開會時都在爭論，真理又未必在多數人
的手裏。在世界大疫當前，專家都在摸索中，還是
讓我們自己做一回「專家」吧！

疫苗「溫書論」

讀破萬卷書，也難
保不會寫錯字，有句
諺語十分有趣，就

是：「讀書讀得多，料字寫成
科」；讀書讀得更多，豈不是更加
容易「皺字寫成雛」？所以十年窗
下的老書生，稍不留神，筆誤也是
常有的事，就算寫對了的字，有沒
有用錯，又是汪洋字海中矗立的另
一座煙霧迷蒙的高山。
以「蜂擁」為例，大家早就知

道，明史清史所有正史包括《紅樓
夢》，這兩個字是正寫，學生作文
寫作「蜂湧」肯定就扣分了，句子
提到人群爭相上車時肩貼肩、背貼
背，甚至後跟碰後跟，這種情況，
的確應該寫「蜂擁」；可是如果
說到港鐵東鐵線會展開啟新站搶
搭第一班車，或是美食節開幕時
人群風也似地入場為了搶購一蚊
罐鮑魚，完全沒有過肢體密切接觸
的話，形容人頭湧湧一樣的
「蜂湧」大概錯不到哪裏。
說「鋒頭」是正寫，「風

頭」有錯，相信同樣得看情
況，某人某事幹出優績，而鋒
芒大露，當然是佔鋒頭了；要
是某一時代流行的東西，一旦
成了潮流，某人搶先跟風，這
「風頭」亦有異那「鋒頭」。
完全同意「別樹一格」是正

寫，樹有生氣，充滿正能量，但是
有些故意譁眾取寵的古怪行徑，或
是故作驚人的某些所謂「藝術
品」，又似乎說與樹無關的「別豎
一格」了，因為豎只是人為的動
作，並非來自樹一樣的自然生長。
「縻爛」不是「糜爛」，粥煮稀

了，米糜爛了又未必是縻爛。
至於「交代」還是「交待」，同

級數的學者教授和知識分子，使用
率估計同佔50%，從來不見有人認
真討論過誰對誰錯。
「以及」同樣很多人寫成「與

及」，不知是否也像「交待」一
樣，過於相信筆劃較多那個字才是
繁體；最難明白的是近年看到不少
人把「即使」寫成「即便」，這
「便」更無可能是「使」的繁體，
真有待文字專家談一談。有時不免
懷疑，很多認為寫對了的字，也是
「約定俗成」。

正字的迷惑

這幾日把奇幻電影《哈比人》
和《魔戒》系列全部翻出來又看
了一遍。

電影裏的哈比人與其他種族的人們一起艱難
地戰勝惡魔，換回了世界的光明和自由，他們
那美麗得像童話一般的住所是令大多數的觀眾
又喜歡又羨慕的，同樣令人羨慕的還有他們的
生活。哈比人熱愛和平與安逸，特別享受寧靜
的田園生活以及美食。
在《哈比人》裏，開場不久，主角比爾博．巴

金斯就在為自己煎魚做晚餐，煎魚配了土豆、胡
蘿蔔和香草，擺盤很漂亮，佐料的順序也放得
十分講究，還沒開始吃就已經充滿了儀式感。
到了《魔戒》，幾個年輕的哈比人無意地踏上了
遠征之路，看到他們最初在路上的吃喝，這才知
道哈比人吃食的講究，一天要吃兩個早餐，加上
午餐、下午茶、晚餐、消夜至少6頓飯，即便是
要去進行艱苦的遠征，他們也沒忘記帶上燻肉和
調料，胖山姆在食物逐漸減少的時候烹煮怪物咕
嚕抓來的兔子時，還不忘往鍋裏撒一把香料。
哈比人吃得再講究，食物也總會有吃完的時

候，隨着征途愈發的艱難，胖山姆開始把剩下
的餅乾一塊掰作兩塊吃。
看奇幻電影，很難不把它們和當下的現實世

界聯繫起來。
不斷變異的病毒就像故事裏的惡魔一樣，年

復一年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一轉眼，上海市
因為疫情封控已經有兩個月了。我一直在網上
關注着上海的朋友們的生活狀態。從前的上海
人在大家的眼裏是段子裏所說的「喝咖啡
的」，就像哈比人一樣的講究。然而因為封
控，有些地方連快遞都進不去，有些人家連食
物都買不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從前派頭
十足的上海人無法再講究。我的一位朋友，在
封控生活之前，除了某個著名品牌的蛋糕，其
它的糕點她是連聞都不聞一下的，如今自己在
家做蛋糕吃，用她的話說，灶台上掉了幾顆麵
粉都要掃起來，以免浪費。
從前教孩子，反反覆覆地教，孩子也把「鋤
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
辛苦。」背得滾瓜爛熟，也帶孩子到鄉下去生
活過，但他們沒有經歷過食品短缺和其它物質

的匱乏，再是如何地努力，也教不會他們去愛
惜、節約糧食。聽說這兩個月裏，上海的許多
孩子不用大人教，就已經知道了。
有個朋友在朋友圈說到自己打包的事情，每
次在外吃飯看到桌上剩下大量吃不完的菜都覺
得浪費，就借口說要打包回去餵狗，實則拿回
家還是給自己吃的。我便給朋友留言，認為打
包剩菜回去吃是很高貴的行為，它代表一個人
對糧食的珍惜和對我們自己生存環境的愛護。
我小時候，父親也教背詩，也把我扔到田間去

體會過種植糧食的辛苦，所以不管是在物質匱乏
還是豐盛的年代，我都不曾浪費過糧食。然而到
了今天，珍惜糧食並不僅僅是因為「汗滴禾下
土」了。疫情至今還未真正地減緩，許多農民不
能下地種田，糧食進口也比往年困難，其實我們
面臨的應該是「誰知盤中餐，吃到幾時斷」了。
哈比人最終把魔戒燒毀，消滅了惡魔，他們

重回家鄉之後又能過上一天吃6頓飯的好日子，
而我們離消滅病毒這個惡魔似乎還遙遙無期。
胖山姆曾經把一塊餅乾掰作兩塊來吃，我們也
更要珍惜當下碗裏還有的一粥一飯。

盤中有餐需珍惜

菜市場老李的攤位在大裏邊，別家
的冬瓜每斤賣2塊5，老李的冬瓜卻賣
3塊1斤，有不少顧客卻要多走一大截
兒，來老李這兒買冬瓜。看不出老李
的冬瓜比別人家的質量好多少，大家
來這裏買冬瓜就是要見識一下老李的

切瓜技術，過把眼癮，所謂「眼見為實」嘛。
老李個子高大威猛，心間卻裝着一桿秤。

更有趣的是，他心細如髮，在擺放的冬瓜旁
邊立一個紙殼，上書幾個字：「您要多少？
刀比秤準！」我開始以為他吹牛，但見識了
幾次，便深信不疑了。老李讓顧客說出買幾
斤，一刀下去，如果切多了，超出的部分就
要贈送給顧客；如果切少了，顧客則按實際
分量付款。
有一次，我看老李攤位上的冬瓜均已去頭，
兩邊切面白白嫩嫩，綠衣外表凹凹凸凸，形狀
不一，這咋能會「刀比秤準」呢？要知道，刀
向下一按，想回頭就難了，只能憑着手上的功
夫來。我點了最上面左邊的一個冬瓜，說：
「來1斤。」老李把那個冬瓜抱起來，在手裏
掂了掂，然後，放到砧板上，靜靜打量了幾秒
鐘，很快拿起長長的快刀，手起刀落，「唰」
的一聲，一截冬瓜已落到砧板上。放到電子秤
一稱，居然分毫不差。我不由翹起大拇哥：
「絕了，不服真不行！」
我問老李，靠這法子比別人多賺錢吧，老李
憨厚地笑着答：「嘿，你想多了。賺不賺錢倒
是其次，主要是能聚人氣，日積月累，練練自
己的手藝，這是讓心裏笑出聲兒來的好法子。
心裏裝着個樂子，這多好啊；要是一不留神，
弄砸了，就接着練唄。」讓心裏笑出聲兒
來，就是讓自己愉悅起來，這理由多麼質樸
啊！老李藝高人膽大，賣菜這事兒本就平淡無
奇，他卻化腐朽為神奇，讓一把刀挑戰自己的
能力，最初他心底一定有個聲音：「幹就要幹
出自己的樣子，讓顧客來看我的表演吧！」
我常在晚間睡不着時，拉長呼吸，有時會

拉到1分鐘一次，漸漸地，自己甚至感覺不到
呼吸的氣息，必是進入了愉悅的精神狀態。
不知什麼時間，就不知不覺睡着了。有一段

時間，我背誦什麼東西，不住口地強化，大
腦細胞一次次被激活。一天下來，不但不覺得
累，反產生挑戰自我的愉悅感。如果背着、
背着實在倦了，那就小憩幾分鐘，在辛勞中
休息是最神奇的休息，這也能從心裏笑出聲
兒，「幹累了，能睏上一小覺兒，真美！」
多年前，北京作家寧肯驅車去王府井天倫

王朝談一筆廣告生意，車子堵在了銀街那
段。就在這時，他在交通噪聲混亂中聽到從
一家音像商店飄出來一脈高原清音。那一
刻，他幾乎無法形容那種感覺。總之，那聲
音一下子把整個人給照亮了，心情頓時愉悅
起來。他覺得自己在西藏的經歷強烈呼喚
着。很快，把這盤磁帶買回來，只聽了兩首
就不能自已，對靈魂的衝擊力太大了。他必
須盡快回到寫作上來，這也是讓自己能從心裏
笑出聲兒的唯一方法。然後，寧肯退出廣告公
司，回到寫字桌前，重新拿起了中斷多年的
筆，並在高原樂曲《阿姐鼓》中寫下了《沉默
的彼岸》，他很快把小說投給《大家》雜
誌。隨後，寧肯決定把之前寫過的一個中篇
與這個中篇合起來寫個長篇，這就是《蒙面
之城》產生動因。讓自己不斷愉悅下去，笑
得更加燦爛，成了寧肯辛勞創作的動力。
我曾去過貴州旅遊，見識過黔西南的黃

粑、盤縣的糯米雞等糯食，味道非常好。當
時，我問當地一位老鄉：「這味道怎麼弄出
來的？太棒了！」老鄉用手比劃着說：「一
步步增香唄，就是讓糯米飯和糯米團從心裏
往外笑。」我不解地問：「笑不笑先別說
了，難道這糯米飯和糯米糰還長着心？」老
鄉嗔怪道：「怎麼沒有心，你待它好，它就
對你好，心連着心哩！」
接着，貴州老鄉具體講出讓糯米飯和糯米

糰從心裏往外笑的法子：「先將熬好的米漿
加入紅糖、白糖，均勻灑入糯米飯中，待糯
米飯將米漿糖水美美地喝飽了之後，它就任
你捏來捏去，成為有情有意的糯米糰了；再
用玉米葉或竹葉將糯米糰包裹起來蒸，這便
是食物最受尊重的『嫁娶』之法，人吃時才
去『揭蓋頭』，裏邊便是漂亮非凡的『新娘

子』了。至於那糯米雞呢，還要在糯米糰裏
加入雞丁等提香之物，你想，糯米糰的肚子
裏有『雞香』（諧音『吉祥』）之氣，再穿
上裹了清香荷葉的優雅盛裝，然後再隆重出
場，它心裏是不是在偷着樂呢？」
又想起老舍講文學創作時，說過一番話：
「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寫家。我不以這為榮，
也不以這為辱。我寫我的，讓自己心裏先笑
起來再說。至於賣得出去呢，多得3塊5塊，
買什麼吃不香呢？要是實在賣不出去呢，拉
倒，我早知道指着寫文章吃飯是不易的
事。」我很喜歡老舍這幾句話，是心底裏的
大實話，核心是「我照我的法子來，寫出讓自
己愉悅起來的東西，這就很好。」做人、作
文章，怎麼能沒有一點屬於內心的召喚呢？
老舍說「寫文章」不光是錢的事，與賣冬瓜
的老李說「賺不賺錢倒是其次」如出一轍。
我最喜歡的日本作家是村上春樹，他的書

讀得比較多。雖覺得村上春樹的故事一般，
但我一直能讀進去，也常有共鳴。村上春樹
總是擁有讓心裏笑出聲兒的冷幽默。讓心裏笑
出聲兒，就要足夠真誠，正是他的真誠抵消了
故事的平淡。譬如，村上春樹寫過一個奇怪
的夢：夢到自己在一個女人家裏。那女人養了
一隻可愛的貓，他去時，貓從女人的懷中跳出
來跑向他。在夢中，女人正在對鏡化妝。他無
意間瞥向她那邊——「啊！」他失聲驚叫——
她竟在用貓爪擦粉！他頓感毛骨悚然。於是
問：「那是什麼，你拿着擦臉的那個？」他拿
來一看，真是貓爪！「這是怎麼回事？」突然
想起今天沒看見自家小貓，難道是她把貓爪子
剁下來了？女人道：「這就是貓的爪子呀！」
不可思議的是，女人斬斷了貓爪子，那貓心裏
竟還很感激……他猛然醒來，看到妻子抱着
小貓睡得正香，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
村上春樹說，貓就是女人，女人也就是

貓。其實，魔幻現實距離生活很遠又很近，
夢裏有異化更有真實。把這個夢記下來，就
是村上春樹讓心裏笑出聲兒的絕妙法子。此
時，他懷着一顆真摯的心，帶着我和你去發
現更多驚奇。

讓心裏笑出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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