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球迷們

自我救贖
音樂劇是西方戰後
流行的表演形式，由
於兼具熱鬧的歌舞和

平民化的劇情，廣受歡迎，常常一
演數十場，像港人熟悉的《貓》、
《歌聲魅影》、《悲慘世界》等，
還有由音樂劇改編的電影，如上世
紀九十年代中公映的《貝隆夫人》
（Evita）和千禧年初上映的《芝加
哥》等。在《貝隆夫人》中，由女
主角飾演者麥當娜主唱的主題曲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唱得街知
巷聞，反映音樂劇歌曲的普及性。
音樂劇是一種結合了話劇劇情和
歌劇唱功，兼具舞蹈等元素的較現
代舞台演出，其中的歌舞最能牽動
觀眾情緒而把劇情推向高潮。香港
也有不少音樂劇。1997年，由天王
巨星張學友參與製作並主演的《雪
狼湖》在紅磡體育館首次公演，就
掀起高潮，演出欲罷不能，連演42
場，其後又在星馬、台灣和內地等
地巡迴演出多場。反映香港演藝界
的製作水平。
音樂劇有一定的呈現形式，對一
些重要內容或詞句或音節不斷重
覆，既可突出劇情主題，也加強戲
劇效果，令人印象深刻。這在最近
公演的《大狀王》中有很好的體
現。
音樂總監高世章對形式的專業掌
握和純熟運用，無疑為該劇帶來生
氣；這是一齣根據民間傳說改編的

救贖故事，主角方唐鏡（劉守正
飾）有「廣東四大狀師」之一稱
號，聰明絕頂，能言善辯，但專門
幫富人打官司，見錢眼開，仗勢欺
凌窮人，故被平民以廣東話諧音封
為「荒唐鏡」。然而，助紂為虐、
多行不義多年，終惹來厲鬼阿細
（鄭君熾飾）纏身。
方唐鏡為了活命，只好被鬼魂阿

細牽着鼻子走，替阿細的心上人、
被人誣告殺夫的秀秀（丁彤欣飾）
鳴冤。自己也在查案、盤問、辯證
等過程中了解民情，聽到民聲，重
新認識社會和自己，找到自我，走
上自我救贖之路。像其他音樂劇形
式，中間加插一個說書人（張焱
飾），出來簡單交代劇情。
劇中從台詞到歌詞，都不斷強調

如何做一個「好人」，以及是否願
意做「好人」，因為善良是可以選
擇的。編劇張飛帆從一杯水說起：
一杯清水只要加入一滴墨水，就會
染黑；但如何令這杯被玷污了的水
變回清澈的水呢？正所謂「水洗唔
清」，只能把污水倒入大海中。寓
意一個人做過的壞事永遠不會消
失，卻可以通過多做好事，以彌補
過失。所以，劇中各人就不斷勸喻
方唐鏡，將他引上正義之路。
這是一齣勵志性音樂劇，尤其以

「自我救贖」為主題，對經歷了一
連串社會風波後的香港人應有所啟
示。

日前香港足球代表
隊在香港大球場與作
客的緬甸隊上演了一
場久違了的友誼賽，

當天入場支持香港隊的球迷超過
12,000人，與疫情前香港對柬埔寨世
界盃外圍賽足足多了一倍的球迷觀
眾，縱然只是一場友誼賽，而對手
在FIFA的世界排名中更是比147位
的香港低11位，即排名不算高的兩
隊球隊所帶來的友誼賽，也能吸引
過萬球迷入場支持，證明香港隊始
終有吸引力，相信看到當天盛況的
觀眾也沒有一個會認為「香港沒有
球迷」吧。
既然香港有球迷，想辦法去吸引
他們入場支持就是足總的功課了，
曾經球圈內指香港球迷大部分都是
年紀比較大的，都是經歷過香港足
球輝煌年代的人，才會對香港隊抱
着希望地支持，待這班球迷徐徐老
去，香港隊只會愈來愈少人支持；
但當日筆者從銅鑼灣步行上大球場
的途中，沿路所見大部分都是年輕
的球迷，個個身穿着香港隊球衣入
場，而進到場內萬多名球迷像要撕
破喉嚨般為香港隊吶喊助威，打氣
的聲音可以說是震耳欲聾，氣氛非
常熱烈，令我這個「資深球迷」都
不禁內心激動起來，誰說香港隊沒
有球迷傳承呢？
回到現況，香港足球圈確實有很
多要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球隊水
平參差，造成隊與隊之間的比賽不
夠吸引，除了傑志外，其他球隊本
身球迷擁躉不多，球迷投入感也就

不夠，因為睇波一定要有自己擁護
的球隊，才會投入觀賞比賽，打從
心底裏，展現於激烈的身體語言為
他們加油，日前的香港對緬甸，就
是因為有過萬觀眾專程入場去支持
自己擁護的「香港隊」；球迷睇世
界盃也是一樣，每一場波也會選擇
擁護其中喜歡的一隊，大家支持同
一隊，隨時化敵為友，反之，則有
可能由友轉敵，當然這是誇張的表
現，但確實這樣熱愛你所支持的隊
伍，所欣賞的賽事就會更投入，更
刺激。不過刺激的比賽，真是要建
基於兩隊水準不是差距太遠的球隊
上，因為每一場賽果也可以不一
樣，正如強如巴西隊，球迷總覺得
他們贏的機會高，但是遇上水準也
高的球隊時，賽果的變數也可以很
大，上半場和下半場隨時不同心
情，不能預期結果，才是足球最吸
引的地方。
長久以來，體育運動都是可以凝聚

觀眾的，香港游泳運動員何詩蓓在傑
出運動員頒獎禮訪問中指出：她第一
次感受到原來自己代表着香港隊能在
比賽中凝聚這麼多觀眾的支持，希望
這些凝聚力能夠帶給香港人正能量，
她會繼續努力的。對一個社會而言，
凝聚力真的很重要，「足球」有足夠
的能量去創造凝聚力，放諸全世界各
地，足球都具有叫座力，就算香港比
賽水平較弱，同樣也可凝聚幾百甚至
過萬球迷入場支持，所以只要我們能
夠做好本分，球員們踢出水準，帶來
吸引的比賽，球迷一定會在的，香港
球員要加油呀！

看到香港7名註冊西醫
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由今
年2月至5月的4個月內簽
發近3萬張「新冠疫苗接

種醫學豁免證明書」（俗稱「免針
紙」），每張索價由幾百元至最貴5,000
元，有2個醫生這一波賺了千五萬至二
千萬港元。聽到消息都令人嘩然，在全
球經濟受疫情影響下，老闆工人都叫苦
連天，竟然有人可以輕易賺取過千萬，
網民說可能這幾個醫生自覺一把年紀，
就算被人發覺最多被「釘牌」（醫生執
照被取消），但賺大筆錢都值得，況且
政府未必發現和未必認真處理的。哈
哈！遇上香港政府這批實幹型的官員，
真的想僥倖過關沒那麼容易。警方揪出
這些「黑醫」真的大快人心！
醫生明知抗疫人人有責，竟然幫人逃避

責任，影響整個社會抗疫成效，嚴重地說
是屬於對抗政府的行為，同時政府已經訂
了法規，金錢迷惑下失去了良知甘願為
錢犯法。最嚴重的是有近3萬人寧願犯法
畀幾千元買「免針紙」，都不肯去接受
政府免費提供的疫苗接種，不感恩政府
保護他們的健康。反而自願向「黑醫」
進貢金錢，你說他們是什麼原因？肯定
絕大多數是政治立場問題，難怪有人
講，人的思想一旦陷入極端偏激的話，
其行為是盲目的，難聽一點是「腦殘」。
香港有設《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

則》，但香港醫務委員會對醫生操守監
管的漏洞很多。例如涉嫌濫發「免針
紙」的蔡淑梅是「戴罪之身」，卻可如

常執業，被記者發現前台告示寫明「診
所收費：診金380元」，實際診金收取
500元，開安眠藥、止痛藥消炎藥，藥
費800元。有病人說：「1,000蚊睇腸胃
炎，止屙止瀉藥都無。」
感覺香港的私家醫生一向都冇王

管，無論是普通科、專科、牙科的收
費都是由醫生各自開價，想收多少就
收多少，脫牙、鑲牙收數千元一隻。
睇專科更加貴到飛起，大把人「睇唔起
病」。雖然資本主義強調市場需由決定
價格，但政府是否可以要求醫生收費透
明度提高，設立註冊醫生收費平台一
覽。當然有人喜歡找高收費的醫生沒問
題，起碼有個平台給市民知道哪種醫生
的收費是市場普遍認同的合理，市民選
擇睇醫生時心中有數。其他行業消費者
有機會格價，醫生、律師沒有，但他
們的服務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政府
也有投放資源培養他們，該多一點社
會責任和關懷之心。
內地的醫療衞生制度、醫保制度都在

改革，全面取消以藥養醫，健全藥品供
應保障制度，醫生可純粹做醫生，薪酬
不與藥品、檢查等業務收入掛鈎，體現
多勞多得、優績優酬。醫院可自主分配
薪酬，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獲得體
現。同時支持藥品降價，要求藥企以量
換價，降低老百姓醫療費用。香港政府
也要積極處理醫療服務問題，事實上，
體驗一個地方的人生活水平好與壞，醫
療服務水平是重要指標之一，如果有病
都沒有能力看醫生，何來快樂。

花錢買「罪」你腦殘嗎？
家中小孩參加音樂會的獨唱節目，長輩興

高采烈準備捧場；可是兩天前忽然被告知，
因為孩子沒有打齊兩針，故被取消演出資格
了，父母和孩子頓感失望。社會活動以注射

疫苗為標準，父母不得不考慮要打第二針了，正如專家
說，注射疫苗不能防感染，卻能防重症，保護一老一幼，
家長是不應再猶豫。現在香港已逐步大開中門，來自世界
各地的旅客入境有增，我們只能讓疫苗為自己把關了。
之前傳聞0+7入境檢疫措施，入境旅客不須再入住指

定檢疫酒店，只需醫學監察，英國朋友已計劃11月返港
探親；現在已調至0+3，她已有點急不及待，有意提前
歸期；相信再調至0+0，說不定明天上機，就給你一個
驚喜。
在加拿大的好友也告知，憋了兩年，現在豁出去了，

已報團三代同堂坐郵輪，她的亢奮與我的冷靜，反差太
大。她問我可有計劃「豁出去」，我只能答，靜待「霎
時衝動」。
現在0+3入境檢疫措施，省卻檢疫酒店隔離，香港人外

遊意慾有增，旅行社出現久違的報團人群，這些現象能否
刺激大多數人的旅遊意慾，言之尚早。說實在的，經濟環
境還未恢復，以前9,000港元日本遊的團費，現增至2萬
多，還有增加成本的旅遊保險，「新冠保」的保障條款還
未成熟，索償的紛爭還未浮面，「境外染疫」的開支，能
否全數得以索償，也真要細心考量。
外遊最大顧慮是「境外染疫」，一旦遇上，如何檢疫

與隔離？接着更改機票與行程，跟團旅遊還有領隊和當
地導遊支援；若是自由行的話，「境外」無親無故，無
法上機，需要自己面對所有手續，個人的語言足以和當
地人溝通嗎？
外遊不同探親，真要停一停，諗一諗，想到這些，衝

動不起來啊！外遊心態是要積累的，既然香港境內感染
人多，已有保護屏障，何不放開心情，先來擁抱本地消
費遊？

靜待「霎時衝動」

老電影中演員每當
情緒出現波動時，不
是狂吸香煙，就是拔

出未吸完的香煙，憤然捺熄摔入煙
灰盅（更老的粵語電影中，演員還
隨地亂拋煙屁股），今日電影中的
現代故事，這些片段早已消失，每
當演員情緒激動，由查看手機時如
何七情上面而取代香煙了。
但是另一經典鏡頭，則新舊電影

愛情故事中仍少不了，就是男女主
角情到濃時接吻的大特寫。不知怎
的，在老電影中出現的接吻鏡頭看
慣了不覺得有什麼不妥，可是放在
今日新拍電影中，則不止沒有半點
浪漫感覺，反而令人驚心動魄，甚
至比恐怖片還來得震撼而毛骨悚
然，怎麼不是，近千個日子新冠肺
炎新聞在腦海中不斷盤旋，看到男
女主角那四片嘴唇動如蛇蝎般接觸
時，第一時間條件反
射想到病毒穿口入
舌，作為旁觀者的影
迷，是不是幾乎就要
嘔吐？這類鏡頭，怕
真要有好一段日子才
能回復過去那麼看得
順眼。
這也給人重新思考

接吻的衞生問題，就算與新冠無
關，難道口腔中就無隱藏其他病
菌？接吻這個愛情指定動作，大概
還是從所謂「西方文明」流傳下
來，洋人也許認為津液是天然補
品，曾聽過某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謬
論，說接吻是提高免疫能力的殺菌
劑，可不知今日疫症流行期間，還
有多少情人夫妻勇於這樣殺菌，相
信反而會令家有情竇初開小兒女的
家長，擔心他們的寶貝依恃打過三
針之後，為偉大的愛情躍躍欲試這
個似是而非的實驗。
正如盲目深受自由民主人權洗禮

過的西方成年人，疫情殺到埋身，
還是不甘受新冠肺炎打壓人權，依
然顯示大無畏民主精神爭取個人自
由、堅持不戴口罩。
現在開始相信，「防患於未然」

也是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生存經驗
積聚得來的民間智
慧，就是情人夫
妻，兩情相悅，大
不了也是互相依
偎，貼腮貼臉，耳
鬢廝磨，就連賈寶
玉吃胭脂，也不過
只吃唇上薄薄一點
而已。

不再浪漫的鏡頭

中秋節已過去好些日子，節日
的氣氛早已煙消雲散，而節日裏
親友們你來我往所送的月餅和水

果卻還存在。
揀出不能再吃的月餅扔進垃圾桶，水果拿去

漚肥種花，唯獨把幾個果皮已經皺巴巴的柚子
留下了。剝去發皺的柚子皮，裏面的柚子肉仍
舊是水靈靈的，洗淨切碎扔進鍋裏，加入一直
放着沒用的老冰糖，小火熬成柚子醬。待到柚
子醬冷卻下來，再混入一大瓶蜂蜜，熬過的柚
子肉的甜香和蜂蜜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用「沁
人心脾」來形容也是不夠的。舀一勺醬，加入
溫水化開，入喉清甜，熬夜工作和看電影的燥
澀頓時消弭於無形。
剝下的柚子皮也是不會浪費的，將之切成小

片曬乾收好，可以煮水喝，可以用來洗頭泡
腳。柚子核也是要留下的。我小的時候身子
弱，受寒之後咳嗽，又不肯吃藥，外婆就會用
曬乾了的柚子核煲水給我止咳。不過，從前那
些關於柚子的記憶中，最美最好的，不是柚子
醬，也不是柚子核，而是外婆做給我吃過的柚

子皮。
我小的時候曾一度很挑食，不吃肥豬肉，

不吃牛羊肉，不吃魚，不吃豆腐。逢年過
節，便是油放多了的蔬菜也不願意吃，秋天
乾燥，更是沒有胃口，在外婆身邊的時候，
她很是花了一番心思，總會設法做各種開胃
的菜來哄我吃飯。
外婆做的炒柚子皮便是開胃菜中的一絕。
每次吃完柚子，外婆都會揀出幾塊厚厚的果

皮，用刀將柚子皮上的白色部分片去，只留下
薄薄的一層黃皮，用水浸去苦味，再切成絲，
把蒜粒、辣椒、豆豉、生薑放進油鍋裏爆香，
再將柚子皮放入翻炒。外婆的訣竅是辣椒要用
新鮮的，青椒、紅椒都要有，辣椒和豆豉要切
碎，炒出來會更加地入味，盛到盤子裏也好
看。這樣做出來的柚子皮的味道自然也是不
會遜色的。辣椒和生薑的清香，加上大蒜和
豆豉的陳香輔佐，令柚子皮裏那股獨特的芳香
發揮得淋漓盡致，入得口來，就連柚子皮本身
那絲無法徹底清除的淡淡的苦澀亦顯得美味無
比。

外婆做過的果皮菜不單是柚子皮。在外婆的
餐桌上，秋天能吃到柚子皮，夏天也有西瓜皮
可以吃。
西瓜也要挑皮厚的，留少許紅瓤，片去外面

一層硬硬的翠衣，切成片，便是紅白相間的一
盤子，還未入口，顏色已勾起人的食慾。外婆
喜歡將西瓜皮涼拌，佐料僅放蒜蓉、葱花、麻
油，只加少許鹽調味，一盤涼拌西瓜皮就能讓
在盛夏時節食慾不振的孩子多吃兩碗飯了。少
數的時候外婆會把西瓜皮像柚子皮一樣放入生
薑絲和辣椒絲爆炒，炒熟以後吃起來有一股冬
瓜的味道，這道菜在我小的時候一直被我稱作
「冬炒西瓜」，後來我學會自己做，味道與外
婆做的相差無幾，吃的時候，嘴裏嚼着西瓜
皮，想着外婆，念着她在的時候對我的寵愛，
心裏亦是像吃着西瓜瓤一樣地甜蜜。
只可惜，那道炒柚子皮在外婆離世以後，我

照着她教過的做了無數次，再是如何，也做不
出和外婆做的一樣的味道。
當然，做不出好吃的炒柚子皮，亦不會妨礙
我對外婆的懷念與愛。

外婆的柚子皮

秋風漸起，北方的大地上，草木
開始現出蒼黃，再過些日子，大概
就變得五顏六色了。那是一種無拘
無束的顏色，以嶄新的面貌，替換
植被間的葱蘢翠色。這個過程是壯
麗的，就像剛剛破繭的蝴蝶，經過

瞬間的喘息，涅槃般展開華麗的翅膀，翩
翩然投向嶄新的生活。
這個時節隨便走出家門，就能找到一些

美好的事物，行走在秋天裏的花，輕波蕩
漾在秋天裏的水，比比皆是。秋天的夜空
是看不得的，一看，就會被滿天的星子迷
住。我們老家的秋空與其他地方的不同，
看去天不高遠，藍幽幽的，星子離我們很
近，雲彩更低，低得就像眼前溢滿河面的
浮冰，在那星星鑽石般璀璨的光耀下，它
們安靜地浮在「河面」，一邊消融一邊移
動。
天空下，所有的植物都和春天裏的不

同。春天的花以粉、白色的居多，其次就
是金黃與深紅。連翹就屬於那種春天裏的
花，它先於其它花兒開放，花香淡艷，滿
枝金黃，而後再生出葉子，這個時候的
春，也就快要罷了。而秋天裏的花，顏色
多以紫色為主，比如小小的墨水花。它不
成簇，一枝花莖的頂端只生有一兩朵花，
花瓣嬌嫩，無以復加。
另一種花就是朝顏花，它們粉色紫色的

都有，在我生活的周圍，是以紫色的居
多。我在沂蒙山的崮鄉采風時，在村外，
一個葡萄種植基地附近，發現一掛懸在空
中的喇叭花，它顏色玫紅，周邊似有若無
地暈了一圈紫色，走近了才發現，原來那
裏豎着一道鐵絲網，就是這樣的地方，被
喇叭花爬滿了。在這裏，喇叭花就是朝顏
花。
它們真是美啊，看遍繁華，才知小小的
喇叭花也不失傾城國色。秋風從葉片上拂
過，秋雨從藤蔓上浸過，絲毫動搖不了它
們的纏繞，動搖不了它們以眾藤之力，捧
出高貴花朵的篤定。秋光是這樣溫暖着它

們。那是它們共同守候的女神。只有這
樣，才有它們面對清秋的坦然自若，才有
雜草與鮮花的和諧共生。
它盛開的時候是在早晨，秋深露重，花
瓣上往往還沾着露珠。很多人視它為美麗
且不長久的花，意味愛情和生命的短促，
所以大都不把它當作長情之物。而秋天，
卻意外選擇了這種花，完全不去顧忌人們
目光裏的涼薄。
我很喜歡紫色，不知為什麼那麼喜歡，

大概是從小種下的印象。秋深去公園，發
現那裏的紫花更多了，都是叫不出名字
的。在樓下，帶着我家的狗狗散步，一眼
看不見牠竟跑到一塊菜地裏去了，一團綠
葉紫花將狗狗罩在下面，密藤遮擋，膽小
的狗狗不敢出來。我走過去察看，原來是
一棵橫生地上的扁豆秧，將幾根躺在亂草
棵上的木棍當成了它們攀附的棚架，柔韌
的細莖纏繞在上面，一穗穗的紫花挺立在
細圓的木棍上。母親曾叫它「秋扁豆」。
它在初夏裏種植，盛夏裏開花結果，一直
結果到深秋。
秋扁豆的果實如豬耳，所以有人也叫它

「豬耳朵眉豆」。我常常想眉豆的樣子，
應該清秀似人的眼眉才對呀，可偏偏並不
是這樣，秋扁豆長得很粗陋。但好吃，每
當秋天蔬菜缺乏的時候，它便成了餐桌上
不可缺少的紅椒小炒、美味佳餚。
沂蒙山區土地瘠薄，石多土少，土地在

農民心中分量很重。他們不捨得哪怕一寸
寬窄的泥土被無情地荒棄，於是種扁豆、
種絲瓜、種南瓜，凡是能夠生出秧苗結出
瓜果來的地方，都是他們手心裏的寶。北
方的四合院裏，高高低低的牆頭上，成串
的扁豆從夏天生長而來，滿牆的扁豆碩果
纍纍，沒有絲毫的懶惰之勢。
汽車飛馳的高速路兩旁，不知什麼時

候，沿途開滿了格桑花。為了美化環境，
人們將它種植在路邊最為醒目的地方，甚
至高山坡上也有它們粉白的身影。它的學
名叫「金露梅」，藏區人稱其為「格桑梅

朵」。「格桑」是「美好時光」、「幸
福」的意思，「梅朵」翻譯成漢語就是
花，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
每當看到它們在路邊隨風搖曳，就讓我

想起那個有着高山雪水的地方。那裏的民
族能歌善舞，十分好客，只要你出於善意
前去拜訪，就會有祝福的哈達恭敬地獻
上。他們用一盆熱呼呼香噴噴的手抓牛肉
招待你，哪怕你不需要以這樣的方式飽
腹；用歌聲與微笑和你交談，哪怕你並不
想吐露自己的心聲。
那裏的小伙子陽光帥氣，憨厚淳樸；美

麗的女子明眸含蓄，微笑嫣然，所以在我
的印象裏才有了格桑花的純潔空靈，就像
衣袂隨着獵獵秋風柔美地起伏，有對即將
到來的霜雪的臨危不懼，又有對絢爛秋天
的依依不捨。
看不得樓下火炬樹初秋的祥子，中秋剛

過，它們就相約着露出橘紅，現出黃白，
一棵棵的樹頭顏色或淡或濃。看不得它們
排成排、組成行，在我坐在陽台上飲茶的
時候，一抬頭就撞上它們斑斕的衣裳。
這就是我們所描繪的秋色如歌吧？一團
一團的塗塊，彷彿是用畫筆在樹葉子上塗
抹上去的。秋天的火炬樹尤其耐看，遠遠
近近，好似一團火在燃燒不盡。上帝用秋
陽的碎片集成燈照，為它們打開了一束束
顏色不同的光，用生命的色彩變換着光
芒。顏色的融合與碰撞，成全了人間草木
的生生不息，成全了金秋大地的秋高氣
爽、萬事安詳。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都說人

漸老時，猶如夕陽，喜歡深思，喜歡沉靜。
秋天的人生，已不再嬌柔，不再造作，該寬
懷時寬懷，該灑脫時灑脫，即使內心柔軟，
也不對鏡自怨。秋天，是已知夕陽西下、落
花平鋪的秋天，是攬鏡自照、可賞晚霞的秋
天。葉落知秋，草木染黃，遍尋勝去，你才
能發現，只有秋天這個季節最為豐盈，它厚
實成熟、別致溫情；它心空高遠、自由豁
達。

秋色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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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吻，可愛還是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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