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動對青少年重要嗎？

國際級影星的識見
25年，不是一個短
日子，以人生而論，
已經走向成年，應該

認清前路和知道自己要什麼，該走
哪條路，該為社會做些什麼？尤其
是掌握公權力的人們。
如果把香港特別行政區視為25歲
的青年，那麼，經過從嬰孩學步、
學童適應、少年反叛到青春激情之
後，特區也進入成熟階段，我們不再
有「青春本錢」可以揮霍和浪費，我
們需要重建，包括重聚人心、重建家
園、重拾對美好未來的信心。
最近，重溫我20年前對多位國際
級港星的深度訪談，頗有些感觸。
當時，憑《英雄本色》系列電影而
被荷里活片商看中的港產導演吳宇
森在彼邦發展順利，帶動了一些本
地知名電影人到當地發展。相比起
香港「小市場」思維下的拍攝環境
和條件，荷里活「大市場」見識自
然吸引多了。
楊紫瓊和周潤發是兩個相對成功
的例子。前者在占士邦系列之《明
日帝國》（Tomorrow Never Dies）
中飾演的中國女間諜林慧上校角色
有所突破，「這是第一次邦有一個
平等的拍檔而非只是依附他的女
友，他是英國特務，我是中國特
務。」她當時跟我說得很興奮，也

很自豪。她認為，這個角色可以令人
們對中國女性的看法有所改變。
接着，周潤發在《安娜與國王》

（Anna and the King）中飾演十九
世紀的暹羅（泰國）國王拉瑪四世
蒙固，並跟當時得令、有知識分子
演員之稱的茱迪科士打演對手戲，
她飾演到泰王室當家教英國女人安
娜，兩人有一段含蓄的感情。該片
後來因涉嫌對泰國王室不敬而無法
在當地上映，但香港乃至國際票房
卻有不俗表現。
楊紫瓊和周潤發這兩個角色的確令

不少嚮往大市場的港台影星心動，不
過，當事人卻頭腦清醒，周潤發在
電影上映後接受我專訪時承認，
「黃皮膚人的角色在荷里活片中大
都給定了型。」記得我問他，是否
相信華人出現在美國大銀幕上會像
黑人般普遍時，他說當然希望，畢
竟前有李小龍，後有成龍，回頭卻很
清醒：「而我最欣慰的是，看見張藝
謀、鞏俐、陳凱歌、侯孝賢、楊德昌
和王家衛等，在歐洲贏得獎項和獲得
如此多的關注。」
我在之後訪問張國榮時問同樣問

題，他也表達了「犯不着到荷里活
去扮演一個什麼唐人街黑社會頭
頭」，倒是放眼加入WTO之後的內
地市場。看對了，只可惜……

現代人常常追求健
康的身體，然而強健
的體魄並非一朝一夕
得來，而是經過長年

累月的運動累積下來的成果。
上幾次我們討論研究如何可以保
持健康身體，都是針對已經成長
了，甚至踏入中年的人士去探討，
如果希望在晚年擁有健康身體，其
實應該是由青少年時便開始培養。
兒童時上幼兒班，每到下課時就會
安排遊戲堂，一班小朋友就跑來跑
去，個個都汗流浹背，但又相當開
心；到小學時開始有體育堂，有跑
步、柔軟體操、玩呼拉圈等等，開
始有意識地接觸體育這一回事；成
長到高年班，開始可以參與些正式
的體育項目，例如加入籃球或足球
校隊，或與數個朋友打打排球等
等，健康之路就是從年少的運動習
慣開始。
可惜始終在香港大部分學校都不
太重視運動。在教育方向，理想方
向應該是「德智體群」並重，雖很
多學校也以此為目標，但實際上整
個社會卻偏重書本上知識，甚至放
棄體育，有些更過分着眼校園安全
問題，限制參與一些稍微帶點「激
烈」的體育活動，大多數家長的觀
念亦主張孩子學習得好即可，其他
活動也不用理會。
其實體育除了可以強身健體外，
還對個人身心、心理成長有莫大幫
助。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學業壓力
大、對環境適應力弱、情緒容易不
穩定、意志力脆弱、承受挫折能力
差、心理調節較慢等等，如果青少

年能參與有規律的體育訓練，從而
獲得積極的身心，廢除不良的情緒
和抑鬱的影響，亦能減少挫敗感甚
至自殺傾向。筆者曾經在尖沙咀拍
攝介紹一間女校的壘球隊特輯，訪
問女老師時，她指出除了教同學基
本壘球打法技巧外，也希望同學從
比賽中投入團隊精神，互相合作或
自我犧牲去營救隊友上壘取分。體
育訓練不僅讓他們知道該如何去競
爭，更懂得如何去合作，在訓練過
程中，提高了同學日後對社會的適
應能力。
美國一項研究指出，中學生進行

定期體育訓練可以減少 23%自殺
率，英國也有一項研究青少年運動
有助紓緩患有抑鬱症同學，研究發
現有80%-83%青少年完成體育訓練
計劃後，不再受抑鬱症困擾，而參
與定期體育訓練，則養成了堅毅、
忍耐、抗挫折能力的精神，也提高
對不同環境的適應能力。
體育訓練對人身心成長這麼重

要，我們的體育教育是否應該更
加重點推廣，鼓勵每一位同學也
必須參加一項或以上體育運動，
讓他們更能在失敗中學習如何接
受挫折，在失敗中學會如何樂觀
面對再向前，在鍛煉中學會如何
控制情緒，在隊際項目中學會如
何合作、學會承擔責任、培養健
康健全的人格呢？
其實大部分青少年在成長期間都

對運動不大抗拒的，希望學校和家
長可以適時放手，讓對體育有興趣
的同學能多參與運動，給同學健康
身體、心智成長一個機會。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
際，香港舉行了豐富多彩的慶
祝活動。各大新聞媒體都報道
了這次慶典盛況，這也勾起了

我對香港的回憶。
幾年前，爸爸在香港工作。我偶爾過去

探親，在香港短住了幾次，依稀記得霓虹
閃爍的維港夜景、熱鬧非凡的迪士尼樂
園、人來人往的繁華街景……記憶最深的
卻是幾件小事。
初到香港時，爸爸宿舍樓下的保安爺爺看

到我們從街上回來，總會用粵語親切地和我
說一句「靚女，返來啦！」他的背有些佝
僂，身體微微前傾，眼睛笑得瞇起來，皺紋
在他的臉上歡快地游動，一隻手背在身後，
另一隻手衝我們打招呼，「香港好唔好呀？
住得習唔習慣？」「嗯！好！挺習慣的！」
記憶中，他的頭髮有些花白，像落了一層
雪，他笑的時候嘴微微張開，笑容可掬，每
次我外出回來，他都會站在晨曦中，站在晚
霞裏，向我打招呼。
初到香港，語言不通，我標準的普通話在

那裏與他們格格不入。有一次在公園裏，一
個小姑娘見我一個人坐在角落，便邀請我與
她一起玩，在發現我不會說粵語後，還主動
用普通話與我交流，她的普通話雖然不是很
流利，但讓我倍感親切與溫暖。「你是哪裏
人啊？」「我是北京的。」「哦，你的普通
話好標準啦。」「你喜歡香港嗎？」「喜
歡！香港很漂亮，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人也
很好。」……她是個開朗的小女孩，能給身
邊的人帶來溫暖與希望，很快我們就成了無
話不說的好朋友。我們相約一起去迪士尼，
在迪士尼那晚看的煙火明亮璀璨，是我見過
最美的煙花。
好幾年過去了，我漸漸長大了。聽聞香港

前幾年發生了許多事情，社會局勢動盪。記
憶中，香港是個美好的城市，有美麗的景色
和友善的人們。是我童年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也是給過我許多美好回憶的兒時樂土。
但是前幾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社會動盪不
安，甚至還有暴力行為。看着電視裏不斷報
道的暴動，我感到冰冷與陌生，不免生出幾
分對參與暴動的人的譴責。不知道那個對我
微笑招手的老爺爺怎麼樣了，也不清楚那個
與我說着普通話的香港小姑娘還好嗎？
我轉向窗外，下完雨的天空格外乾淨，給

人一種寧靜與純淨之感，人世間沒有一帆風
順的事。我特別相信香港也一定會在「一國
兩制」的制度下愈來愈好，祝東方之珠永遠
閃耀香江。

北京女孩兒的香江記憶
很久已沒有安定下來看無綫的

劇集，但《母親的乒乓球》吸引
了我。乒乓球本是我喜歡的運
動，令我好奇的是，母親的乒乓

球是怎樣的，高手有幾高？我們在室內運動場
中，也見過不少爺爺嫲嫲乒乓球的扣殺身影，
可能比母親的乒乓球還要厲害哩。
看劇後才知乒乓球主角是10歲的小女孩，反
而母親的乒乓球「論論盡盡」，小孩子是受到
母親不怕輸的精神感染，克服了挫敗感。故事
主線還是在教練身上，憑着「強大的心臟是由
無數的輸練出來的」，帶領香港的小運動員成
長。此刻，讓我們想起，李靜教練帶領香港女
子乒乓球隊的歲月，勇奪了2020年東京奧運女
子團體銅牌的一頁。
此劇是無綫電視《回歸光影頌》其中一集單

元劇，沒有太多刻意的「回歸」對白，就把25
年來國家資源支持香港隊的交流培訓娓娓道
來。小演員不單球打得好，而且很會演戲，眼
睛很有「火」。陳展鵬本身也是乒乓球好手，
演教練神似形似；陳自瑤淡妝演單親媽媽有驚
喜，與小孩溝通戲樸素自然。
據了解，無綫電視此系列劇集，找來近90名
三代小生花旦演出，在滿滿的人情味中，感受
香港回歸25年來的變遷，值得期待。
25年的回憶是珍貴的，香港開電視播出的劇

集《獅子山下的故事》，胡杏兒愈演愈神，帶
點喜劇味道，幾位年輕演員展開的故事，金融
精英在現實中打滾，也着實好看。值得一提的
是那位內地演員黃覺，他曾與小宋佳主演過電
影《蕭紅》一片，飾演作家蕭軍一角，與落難
的蕭紅有過一段情，是多麼帥氣儒雅的知識分
子；黃覺在《獅子山下的故事》，竟然飾演香
港茶餐廳的燒味師傅，一身香港小市民的習
氣，廣東話流利得很，沒有一點違和感，你不
能不佩服演員的神奇演繹。

歲月光影

相信變性者主要原
因未必與「性」有
關，可能較多出自不

為人知類似反叛和復仇心態，美國
電動車生產商創辦人馬斯克剛滿18
歲雙胞胎其中一個兒子塞維爾，便
是最容易令人觀察出來的例子，從
他要求法庭將性別改為女性，連同
聲明與父親脫離父子關係，復仇心
理便昭然若揭。
復仇，大概是因為偏愛母親才認

同母親性別，然後改名跟從母姓，
父母離異後同情母親，加以不滿父
親言論，由此可見塞維爾對其父怨
恨之深。
當然不排除其他變性者還有不為
人知的原因，說不定也有一時好奇
引刀成一快的，天下間種種不同類
型的勇士多着，不是也有過7尺昂藏
雄赳赳男子漢，變身端莊淑女嗎？
端莊穩重風趣而帶有學養的，網上
便見過瀋陽朝鮮族，令人驚艷的
中國現代舞始創者金星，可是西
方如此有學養跨性別的藝術家就
從未有過。
變性者必然有他們自己的秘密
和生理或心理因素，西方國家過
分以之鼓吹成自由人權的選擇，
導致本來無此需要的年輕人為貪
得意，視為玩弄身體的遊戲，便
是駭人的歪風了，要不然西方變

性者，何以那麼多跨性別的妖媚表
現？
有些母親懷孕期間因為渴望生

女，兒子自幼給打扮成女兒，兒子
自幼為想得到母親寵愛，心理受到
影響而不自知，變性理念由此萌
生，這又無關反叛和復仇，只可說
是出自於一種外人難以明瞭的「矇
矇親情愛」。
某某電影明星變性的女兒，施手

術後那個「他」，竟然不是大家想
像中的奶油小生而是粗線條一樣的
硬漢子，給人感覺，那就更加不是
為了反叛，也不可能為了復仇，到
底是不是有嫌明星母親的性感形象
過於柔弱，精神上需要「他」這個
硬漢保護她，真是抱有這個想法的
話，出發點不止為了愛而是為孝
了。只是這個孝順「兒子」，卻不
知道他的性感母親在影迷眼中，是
百分百外柔內剛的女強人。

謎一樣旳變性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
一樣，寫作者的想像力也是如
此，它能幫助你的創作，亦能給

你帶來一些無端的煩惱。
我的朋友Chris在美國與我通話時，因有事要

駕車出去，約好到了目的地再繼續後掛了電
話。平常短短的路程，這天我等了一個小時又
一個小時，在三四個小時後還沒接到他的電
話，便胡思亂想起來，一會兒擔心Chris會不會
是在路上被打劫了，一會兒又擔心他會不會出
了車禍。後來Chris在電話裏說，只是這天正好
遇上美國的國慶日，滿街都是遊行慶祝的人
群，這才減慢了他正常駕駛的速度。
從對Chris的擔心回想起自己經歷過的幾次車

禍，最嚴重的一次，是在高速公路上爆胎翻
車，所幸那次車子雖然嚴重損壞，人卻毫髮無
損。那時候人還年輕，對於劫後餘生只是覺得
慶幸，並未有過更多的想法。後來孩子逐漸長
大，自己在不覺間體會到了歲月流逝的無情，
便早早地寫好了遺囑以防萬一。
再後來，網上熱炒知名作家瓊瑤的家事，她

的丈夫平鑫濤因重病住在醫院的ICU，瓊瑤與
她的繼子因為是否對平鑫濤進行搶救而發生了
爭執，這導致瓊瑤後來在網絡上發布了一則自
己不做臨終搶救的聲明。看完瓊瑤的聲明後深
有同感，我亦對自己的孩子以及身邊的親戚朋
友們提過此事，表明自己也是如此，如果真的
面臨那麼一天，我的選擇會與瓊瑤一樣。
中國的媒體在美國的國慶日這天公布了一個

新聞：深圳市將「臨終搶救決定權」列入《深
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立法之後，那些患了
重病的面臨死亡的病人即可以立下預囑，請醫
院和家屬不對自己做無謂的搶救，病人因此能
按照自己的意願，平靜地走完生命旅途的最後
一程。
儘管我自己早已做了這方面的準備，但看到

這個新聞之後我還是高興的，如今有法可依，
便又多了幾分底氣，不用擔心親屬們將來會心
懷不忍，或者是其它的原因，讓自己的意願不
能執行。因為早些年我見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的一位年長的親屬得了食道癌，發現時已

是晚期，連手術都無法進行，醫生判斷這位長

輩的生命只剩下3個月左右。家裏人不願他就
此離去，他自己從以前說過的「不搶救」到那
時變成了「不甘心」，大抵是因為他的社會地
位頗高，認為他存在的價值也頗高。於是，他
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做完放療做化療，
原本英俊儒雅的一個人，最終被折騰得像一具
灰色的骷髏，還要躺在病床上供探病的各路人
馬「參觀」。他半夜疼得睡不着，給支持他
「不搶救」的幾個親屬發「痛，痛不欲生」的
信息……如此折騰了一年，這位長輩才在他人
無法切身體會的疼痛中離世。
後來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談到自己患癌症後

選擇不治療，如果過於痛苦，他會飛到可以安
樂死的國家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那位朋友是豁
達的，他說很多人都忘了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
時候是兩手空空的，但走的時候卻總是還想抓
住點什麼。然而到了真正該走的時候，總還是
無一例外地兩手空空。
聽完朋友的話，想起那位在痛苦中離世的長

輩，我想我們都可以豁達一些，可以走好，不
必執着。

可以走好，不必執着

我的好友陳先生在一間貿易公司
當文員，老闆米高經常參觀畫展，
並買入名畫，米高說︰「3年來新冠
疫情嚴重地截斷了物流供應鏈，許
多貨櫃輪船都在大型港口排隊，進
不了去，空的貨櫃無法周轉，許多
貿易都停頓下來，工業生產所需要

的原材料、零部件都在漲價，美國大量印
刷鈔票，輸出通貨膨脹，轉嫁危機，全世
界的鈔票愈來愈不值錢，現在把錢存在銀
行裏，如果一年內貶值百分之十五，再經
過三四年，購買力就少了一半。為了保
值，現在不少有錢佬都在購買藝術品，將
來可以升值。」米高的說話，打動了陳先
生的心。
有一次，陳先生跟着老闆米高參加一個

畫展，舉辦方有一個叫做王先生的人，不
停地向參觀畫展的人大派名片，並且說︰
「我認識不少畫家，這些畫展都是我一手
安排的，我擁有一家藝術品投資顧問公
司，可以介紹買到價錢恰當的名畫。」
沒過幾天，王先生就宴請陳先生吃中午

飯，在飯局中，王先生說：「現在是投資
名畫的最佳時機，A畫家的作品流傳數量比
較少，A畫家已經去世2年了，他的作品價
格都在上升，每年的升幅達到百分之十，
可以長線投資。活着的畫家，他的作品可
以無限量供應，供應量大，就很難升值。
唯有死去了的著名畫家，作品數量有限，
才有升值的能力。」
陳先生動心了，對於名畫藝術品，問長

問短。王先生則擺出了一副專家的架勢，
把近代的已經去世的著名畫家品評一番，
而且提到了某幾位畫家，是多產派，供應
量太多了。某幾位名畫家，作品流通有
限，反而有升值的潛力。
自此以後，陳先生把王先生視作投資顧

問，不停向他請教。王先生性格隨和，有

問必答，而且非常詳細。有一天，王先生
帶着陳先生到了他的中環雲咸街的寫字
樓，一共有兩層，很有規模。
王先生告訴陳先生︰「我的寫字樓最近
推出一項藝術品投資平台，買入一張名
畫，大約50萬元，可以簽署一張兩年期的
合同，保證每年有百分之五的利息派發，
兩年就有百分之十的利息。如果名畫賣不
出去，投資平台保證原價收回。投資者絕
對封了蝕本門，起碼有百分之十即五萬元
的收入。」
陳先生看過了不少畫展，對不少畫家

的作品略有認識，說︰「如果有好的名
畫，拿來給我看一下，如果合眼緣，我
也會投資。」
王先生說︰「很抱歉，你為什麼不早

說？上星期我剛剛有一張G畫家的作品，
結果卻給另一位朋友買走了。我暫時手上
沒有他的作品了。大概要再等機會，如果
你有緣，等到了，就可以買到手。」
結果，陳先生一等就等了3個月，王先生

告訴陳先生︰「你真是有運氣，有人剛好
出售G畫家的作品，是一幅鍾馗捉鬼，但
價錢比較貴，要100萬元。機會難得，如果
你不要，有另一個買家會購入。」
這句話，弄得陳先生心裏好像15個吊

桶，七上八落，不知如何是好。
王先生見他心情不定，說出了一番勸

他安心的說話︰「不要緊的，我們可以
簽署一個合約，兩年之後，你可以用100
萬元的價格出售給我，我保證原價收
回。這兩年你可以有 10 萬元的利息收
入。有關合約可以在律師樓簽字，並且
拿到了稅務局打印花稅，確保有法律效
力。」這番話使得陳先生安心下來，於
是就簽署了合約。
頭一年，王先生介紹了好幾位買家來買

名畫，每個人都大讚鍾馗捉鬼畫工甚佳，

神態生動。但是，他們都提出，能否分期
付款，要四五年才付清尾數，這當然得不
到陳先生的答允。到了第二年，希望買畫
的人更少了，陳先生於是準備把這一幅畫
讓王先生買回。王先生告訴陳先生︰「合
約訂明，是合約期滿前的90天才簽署回購
的合約，現在還有時間，不要着急。」
到了90天了，王先生又提出回購合約的

事情，王先生說︰「我一定會回購的，還
有一些時間。」
如是者，陳先生連續4次追着要求簽署

合約，王先生不是說很忙碌，就是說正
在舉辦畫展，抽不出空，總之就沒有簽
署合約。
其實他的用意就是拖延到了兩年有效

期之後，躲避回購的責任。根據合約精
神，即使陳先生通過民事訴訟，要求王
先生回購鍾馗捉鬼，也不可能勝訴。陳
先生仍然窮追不捨，要求王先生用100萬
元買回。
王先生說：「疫情嚴重，香港工商百業

都受到打擊，不少企業虧本經營，不少中
小企業執笠，我的企業頭寸周轉不靈，根
本就沒有現金回購。這件事留待兩年後再
說。」
陳先生說：「你一直都在拖延，分明是

不守信用，我的100萬，要用在緊急的用途
上，因為我患了心肌炎，急需做手術，這
是救命錢。」
王先生見拖延不過去了，終於露出底

牌，說：「因為經濟不景，那幅畫也已經
跌價了，只能賣60萬元。現在只能夠用這
個價錢購回，如果你答應，立即付款，否
則，你什麼也撈不到。」
陳先生知道自己被騙了，唯有認命，

說：「為了做手術，你付60萬元吧！」
陳先生後來託人再了解王先生賣出名畫

的底細，原來，上當的人不少。

名畫的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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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維爾自幼眼神中對父親已有恨
意。 作者供圖

◀▲香港
是個美好
的城市，
有美麗的
景色和友
善 的 人
們。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