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盃，你看得激動嗎？

永遠的經典
我很喜歡「經典」
（Classic） 這 兩 個
字，以前做時尚雜

誌，常常要組織多個大型潮流專
題，但我起的題目潛意識中都用了
「經典」──呵呵，就像設計大師
們把玩「經典」，我也把「經典」
變來變去。有一次，老闆笑笑口走
過來：「你為什麼那麼喜歡『經
典』？不過，我喜歡！」
我接過他的話：「就是喜歡囉。

經典最潮嘛，這就是時尚！」大家想
到一塊了。其實，經典之所以成為
經典，說明它經得起時間考驗，也
就是時尚啦。這是一對看似互相矛
盾，實為相輔相成的「活寶貝」。
時裝中人都知道「復古」這概
念，幾乎就是十年一個循環，但能
把「復古」玩得好，卻需要「時
尚」觸覺。「觸覺」可以是經歷加
經驗的累積，但還需要一份與生俱
來的「天資」，就像「魅力」一
樣，說不清，也不必說清。
隨手可舉出幾個「經典」例子，

相信都是高端消費者們公認的時尚指
標。沒人會否認香奈兒（Chanel）、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古馳
（Gucci）等等的「經典」地位，卻
也沒人敢忽視它們的時尚影響力。
然而，這些逾百年歷史的「經典」
品牌在發展過程中並非一帆風順，
甚至幾度瀕臨破產或關閉。
不過，「經典」在不同的人手

裏，往往產生不同的效果。我不否
認其他人的才華和付出，但他們缺
乏了造英雄的「時勢」，不像Karl
Lagerfeld、 Marc Jacobs、 Tom
Ford般「幸運」。真正的時尚人都
尊重傳統，珍視經典。也正因此，
「經典」才在有心人的手中「活」
起來，再創新經典。
在Karl出現之前的Chanel被時尚

界視為「沉睡的女人」，死氣沉
沉，沒人相信在沒有了創辦人香奈兒
的「靈魂」之後的品牌能重生。但
Karl走進檔案室，了解香奈兒曾經做
過的一切，然後，「我令這些經典之
作跟今日社會聯繫起來。」於是，
他大膽地解構這個「女人」。
「先毀滅而後重生」是他的信條
和手段，但他懂得在毀滅過程中發
現並留住金子，然後將之發光發
亮。結果，他成功了，一做36年，
直至生命終結。
還有Marc Jacobs，這位來自美國

的設計師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頹廢
搖滾風格的格朗基時裝（Grunge
Fashion）冒起，並壯大了這股源自
音樂的風潮。然而，當他1997年執
掌逾百年歷史的法國皮具品牌路易
威登創作部時，他沒有將頹廢之風
帶來，而是回到路易威登的老祖宗
那裏，將其古老標誌發揚光大，也
把標誌時裝（Logo Fashion）推向
高潮，呆板的行李箱變成都市麗人
穿在身上的動感潮牌。

在卡塔爾世界盃開
鑼前，大家覺得大熱
有機會問鼎冠軍的球
隊：德國、西班牙、

巴西、葡萄牙也都相繼黯然出局，
令一眾球迷都大跌眼鏡，好不傷
心，不過這也是足球比賽吸引之
處，未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鹿死誰
手，強隊不一定會贏，弱隊也不一
定會輸，即使讓同樣兩隊再比賽多
一次，結果也可能不一樣：巴西隊
在本屆世界盃最後一場擁有九成攻
勢並於加時射入領先一球，本以為
坐定粒六晉身四強，卻在最後時刻
被克羅地亞追平；到射十二碼分勝
負，大家認為一級球星通常也大機
會射入，但在心理壓力下，就是可以
連續射不入，也有可能強隊心理包袱
下失準，弱隊在沒有壓力下發揮超水
準而取勝，因此大家常說的「波係圓
嘅」，就是指沒有一隊是必勝的，
未到「吹雞完場」一刻，球迷都能
保持緊張情緒，睇波睇得心癢癢。
所謂強隊弱隊都是我們球迷的觀
感，或者以過往表現而定，其實每
一隊都有其獨特的足球文化風格：
每一屆都被評為大熱門的巴西，球
迷也最多，大家都很愛看他們像跳
森巴舞一般的踢法，像街頭玩雜技
似的，傳球、閃避，鐘擺般靈巧控
球技巧，這種是巴西獨有的街頭巷
尾踢波文化Ginga，在葡語中有「搖
擺」、「晃動」之意，那種得心應
手的感覺，就是看得球迷如癡如醉
的原因；而西班牙傳統踢法則像他
們的鬥牛文化一樣，球員就像鬥牛
士般表現「暴力美學」，不過本屆

西班牙隊的球風則似乎有違傳統，
偏向保守；本屆「黑馬」摩洛哥也
有其足球風格，其實摩洛哥並不
弱，只是我們香港球迷並不大留意
他們。摩洛哥是今屆非洲盃冠軍，
他們的努力絕非一朝一夕，今年亦
非「突然跑出」︰2009年摩洛哥已
成立了國家級的穆罕默德六世足球
學院，並將學院建造成一座豪華的
訓練基地，包括8個FIFA標準足球
場、一個室內足球場、4間五星級酒
店及一個醫療中心，栽培他們的年
輕球員，因此他們本屆的成功絕非
偶然，正是摩洛哥的收成期。
這個世界盃，我們很開心地睇了

快一個月的波，星期日就決賽，除
了緊張，又有點失落外，總覺得欠
缺了一點激動，因為整個決賽圈既
沒有中國香港隊，也沒有中國國家
隊，香港人口得700多萬，投入體
育資源有限，殺不入決賽圈好像還
說得過去，但全國14億人口，要找
11個頂尖好球員都找不到，還算是
體育強國嗎？其實球迷們的要求也
不是要世界盃冠軍，只是希望能踏
上足球世界舞台，與強隊一同競
技。現時香港甚至內地的足球發展
好像還是停留在叫口號階段，我們
需要政府實質地去推動，以及需要
一個專業的足球發展計劃，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期待下一屆世界盃馬
上就有香港隊有國家隊份，好像有
點妙想天開，還是希望中國能申請
主辦世界盃，那中國就可以成為主
辦國直入決賽周，不用踢外圍賽，
讓中國球迷們能欣賞有中國隊的世
界盃吧！

上星期提及到一位朋
友的家人患上新冠肺炎
之後，他自己也同樣被
感染。

自從他父母感染之後，其中一個程
序就可以透過「醫健通」的視像得到
醫生看病這個服務。其實我這個朋友
是在幫助「中招」的父母視像看病的
時候被感染。因為通常父母也不太懂
得用智能產品，而這個很好的「醫健
通」的視像看診，需要先把資料輸入
有關程式，然後透過智能產品讓病人
與醫生溝通了解情況。
所以我這個朋友身為兒子，當然要

在旁邊近距離指導父母，因為他們不
懂得如何使用，相信就是這樣而確診
新冠。但他跟我說：「發仔，你一定
要跟讀者們分享我這個經歷，因為透
過『醫健通』這個政府提供的服務，
的確可以幫助年長的患者早日康
復。」感染新冠的長者們可以得到新
冠病毒口服藥，我這個朋友的父母就
是吃了這種藥之後很快便康復。而且
我朋友再三地說：「因為我自己不太
懂得利用這個『醫健通』的程式，而
且對於網上看診這一環沒有經驗，但
當打通熱線之後，就算自己有太多地
方不懂，他們也非常用心地教導我，

而且就算有些時候需要對方等一些時
間來讓我找資料，他們也很有耐性，
說慢慢來，不用心急。」
另一個重點是，他們在早上透過視

像幫父母看醫生，當天晚上政府便已
安排速遞員把藥物送上，效率非常
高。而且很多長者當患上新冠的時
候，也束手無策，甚至覺得心情也變
得不知所措影響情緒，但經過醫生指
導之下，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心也定
了下來。當然，沒有人想感染新冠病
毒，但如果不幸確診了，政府也會提
供很多支援方法令患者可以早日康
復，但最重要是「你要相信」。
其實到目前為止，仍然有很多人在
考慮需不需要打新冠疫苗，甚至確診
了，也沒有找對方法治療去令自己早
日康復。
雖然你眼見身邊的朋友也陸續籌

備或已經正在到外地旅遊，好像對
於疫情已經覺得沒有大不了，但實
際上，每日在全球患上新冠病毒的
病人仍然有很多，每天因為患上這
個病而離世的人也不少，所以我覺
得，防疫意識仍然要保持高度警
覺，還是不要掉以輕心，好好做足
防疫措施，希望大家也身體健康，
沒有因為這個疫情而帶來煩惱。

幫到你也醫到你
家裏的口罩、檢測包用得七七八八，正想補貨，

「鬆綁」號角吹響了。
復常鬆綁，大勢所趨，市民無須再掃「安心出

行」，入境旅客取消「黃碼」，只剩確診「紅碼」及
無確診「藍碼」，又取消前往內地及澳門的「檢測待行」安排，取
消「電子手環」，減少住宅強檢，減少特別群組定期檢測。
一系列防疫鬆綁，心情未必鬆綁，每天仍有約萬多宗確診，每天

離世者也有雙位數字，這些數字顯示，疫情大流行仍未過去。一下
子鬆綁，「安心不再」，只能從自己做起。
有外遊中招的調查，外遊港人中，有三成曾在旅程中招，其中大

部分在英國，次為其他歐洲國家。朋友長期居住英國，從未受到感
染，最近來港，長途機來回，也百毒不侵，她的秘訣是，旅途上口
罩未有一刻移位。
當然，疫苗接種已有相當大幅度提升，中招免疫群體有增，身邊

已有不少「過來人」分享他們的經驗，有的無症狀，有的只是普通
感冒，似乎病毒減弱，不致攞命，恐懼也相對減少；但也有80多
歲的親戚，中招時病得不輕，在醫院需進行一系列治療措施，相當
辛苦。每人體質不同，不是個個都可以新冠當感冒，瀟灑走一回。
正當香港「鬆綁」之際，卻有藥房出現感冒藥賣斷現象，真是無

奇不有。在今年初第五波疫情十萬火急之時，很多家庭都備有一定
數量的感冒藥和「連花清瘟膠囊」，很多都是沒有用上；即使有
用，用量也不多，家有存貨，根本無須再購。有說是為內地親友購
買，兩地用藥不同，信賴也不同，正如「連花清瘟膠囊」，香港的
年輕人也不一定會接受，內地人亦然，他們有自己慣用的感冒藥，
香港親友代為選購西藥，他們不熟悉藥性，豈會被視為救急藥？
有說「賣斷市」是個別地區藥房的炒作，利用內地放寬防疫而
造勢，推銷其存貨，大家不妨再觀察，無須加入搶購行列，製造
緊張。

又在「搶藥」？

偶然翻閱《從文家
書》，看到他9角錢
買來那尾6斤10両重

飛艇一樣的大魚，比鰣魚還鮮美，
比豆腐還軟滑，真的禁不住食指大
動，口涎差點溢出來。
於是想起魚了。有人說愛護動
物，愛貓愛狗還可以，他說愛魚，
看魚池中游樂也說得過去，但是
「愛魚」就可能欺騙了自己也不知
道，譬如喜歡釣魚就是，說釣魚抒
情，能夠修心養性，不是有點說不過
去？看魚鈎上魚兒痛苦掙扎，這算不
算愛魚？怎可以這樣就修心養性？
如果我們欣賞「孤舟簑笠翁」跟
今日手持高級貴價魚竿的「愛魚
人」都有同樣美麗的誤會，殊不知
柳宗元原意是說簑笠翁不是釣魚而
是志在釣雪抒情，比姜太公釣魚還
來得更深層次呢。
看到席上龍躉上碟時眉飛色舞又
是愛得似是而非了，筆者不容否
認，也是屬於後一類愛魚者，也是
自己欺騙自己的「愛魚者」，不過
從來少劏魚而已。因為曾經看過魚
檔上新劏好的魚塊，居然放着久久
還在顫動，魚的生命力強到如此令
人吃驚，聯想到魚所忍受高度的痛

苦，雖然未至於就此不殺生，但是
廣東話那句「背脊向天人所食」，
畢竟也減輕了罪惡感，只要魚鳥獸
禽可以乾脆一刀了結，不受凌遲之
苦的話，吃時便心安理得了。所以
每次買魚必先請魚販把魚劏好，就
是不忍見其血。
可是有次家人想起吃塘虱魚煲黑

豆，碰巧負責劏魚的老闆外出送貨
不在場，他守檔的兒子不劏魚，買
回去活生生的兩尾塘虱不停擺動，
生怕拿刀不穩，下不了手，以為放
在鍋裏滾水一淥這魚就不至於刀下
流血了，誰知兩尾活魚在熱水中不
斷上下拚命掙扎翻騰，撥動到水花
飛濺出鍋外，好幾分鐘仍不停止，
一時手忙腳亂，焦急到不知如何處
置才好。那次自作聰明弄成的錯
誤，內疚心情，好幾天依然未能平
復，以後連吃魚都抹不掉那兩尾塘
虱的陰影。

矛盾愛魚人

寒冷的冬夜，開了暖氣，躲進
被窩，抱着手機看一檔深夜談話
節目。

談話嘉賓是一個平日裏我不大關注的女子：
比許多明星還要紅的話題女王章小蕙。已近花
甲之年的章小蕙，沒有了年輕時候的艷光四
射，在視頻裏看起來顯得身材有少許臃腫，臉
部的輪廓也未逃過歲月的刀削，有了些許的鬆
弛，但整個人看上去仍舊很美，她手腕纖細，
黑髮潤亮，舉手投足間比從前多了幾分知性，
笑起來也是一臉的雲淡風輕。
節目最後有一段賞心悅目的畫面，章小蕙穿

一件亞麻的袍子，長髮披散，用甜美的聲音讀
了一段英文，口音很動人。有網友形容說此時
的章小蕙像是油畫裏漸漸失去水分和光澤的鮮
艷水果，但因為經歷了時間，蒸發掉了水氣的
潮濕和輕佻感，還避開了腐朽，色澤和香氣反
而愈發地濃郁了，有了一種美麗靈魂的樣子。
無意刷到的這個節目裏最打動我的片段，是
章小蕙回答網友的提問，網友問章小蕙這麼大

年紀了還出來帶貨，是很缺錢嗎？章小蕙理直
氣壯地回答：錢從來都是缺的。這些年上直播
帶貨的名人、明星不少，白髮蒼蒼的亦不乏，
大多在帶貨時都打着「公益、慈善」的旗號，
沒有幾個人會提自己需要錢，是來賺錢的。大
抵只有章小蕙一個人是這麼大聲，這麼理直氣
壯地說「錢從來都是缺的」，而這聽起來，更
像是一個強壯的靈魂發出來的聲音。
因為好奇，我花了一些時間去查閱章小蕙的

資料。
互聯網上從來不缺八卦，而大多數的八卦都

是針對女性的。章小蕙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都
被八卦得很不堪，然而在那些不堪的聲音和文
字裏，還是能看到她身上美好的方方面面。譬
如她在前夫投資失敗宣布破產之後，並沒有和
他做同樣的選擇，而是承擔了自己應該承擔的
債務，就連一直受人非議的生活水平都不肯降
低，維持着自己一貫的體面，一邊寫專欄，一
邊利用自己「奢侈」的特長，開時尚買手店賺
錢，成為「美的風向標」和「初代時尚帶貨女

王」。把自己活得很精彩的章小蕙似乎完全不
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就連面對巨額債務的
時候她也不過一句：「為什麼要死？雖然活着
很累，但睡個好覺，吃一頓飽的，就什麼都能
解決了。」
記得有一次和閨蜜聊到水果與女人的性格，

我覺得瑪格麗特的小說《飄》裏，在亂世裏頑
強生存的郝思嘉像是一顆核桃，外表看上去很
硬，很堅強，一旦核桃殼被打開，內裏卻是帶
着一絲苦澀的脆弱。現下看到章小蕙，若她是
油畫裏的水果，那麼她便像一顆葡萄，看似甜
美柔軟，卻有着堅韌的靈魂，她灑脫面對所有
的不堪，不低頭，不妥協，自力更生地勇敢地
一路往前，喜歡的，便理直氣壯地去喜歡，想
要的，便理直氣壯地去擁有。這樣的靈魂自然
充滿了健康的生命之美。
過去3年的時光在疫情中亂哄哄地消逝了，如

今四下解封「躺平」，此後，但願我們都能成
為一顆靈魂堅韌的水果，在歲月不斷的洗練
下，讓生命散發更濃郁的色澤和香氣。

做一顆靈魂堅韌的水果

作家少年時代的作文，對一生的
書寫是難忘的開端。那些作文，是
作家們記得住的。少年是站在世界
一側的觀察者，作家文字的列車從
作文那一站開始出發。作文表達，
距離文學僅一紙之隔。源自少年作

文的記憶，具有作家終生品質的生存意
味。作家作文裏的少年生活饒有趣味，並
富有人生指向。因為這些作文牽動他們童
年或少年的情感，這是記號、刻度和標誌
性事件。許多作家書寫的作文故事真切動
人，重溫中彷彿返回了一次生命。
1909年，13歲的茅盾在浙江烏鎮高等小

學讀書，當時的作文要寫史論或策論，而
此時的茅盾對這些已有獨到見解，其天賦
和才氣在作文中已呈現。老師對茅盾作文
做出了的精彩點評。對茅盾作文《宋太祖
杯酒釋兵權論》，老師的評語是：「好筆
力，好見地，讀史有眼，立論有識，小子
可造。」對茅盾作文《秦始皇、漢高祖、
隋文帝論》，老師的評語是：「目光如
炬，筆銳似劍，洋洋千言，宛若水銀瀉
地。」
小時候，老舍在北京一所小學上學。他
學習用功，人又聰慧，每次寫作文都是第
一個完成，而且非常出色。一年早春，東
風勁吹，正是放風箏的好時節。國文老師
孫煥文看準時機，出了《說紙鳶》的作文
題目，讓學生當天完成。老舍文思敏捷，
不一會兒就寫好了。可他的好朋友高煜年
皺着眉頭無從下筆，老舍對他說：「我給
你起個頭吧。」高煜年在老舍的幫助下，
很快就把作文寫好了。
幾天後，孫煥文老師在班上稱讚高煜

年，還拿起他的作文本讀起來：「紙鳶之
為物，起風而畏雨，以紙為衣，以竹為
骨，以線索之，飄蕩空中……」老舍聽到
這裏，不由得偷笑起來。孫老師問老舍為
什麼笑，老舍被老師這一問，不敢隱瞞，
趕緊承認了錯誤。老師批評老舍不該弄虛
作假，替人捉筆。從那兒以後，老舍再也
沒有做過這種事，成了一名正直、坦誠的
作家。
著名作家王蒙，對小說語言的運用爐火

純青，最早源自對作文詞語的無限興趣。
他在北京上小學二年級時，讀到《小學模
範作文選》的一篇作文《月夜》，作文的

第一句話「皎潔的月兒升起在東方」，這
句話讓王蒙如獲至寶。在王蒙童年的認知
中，月亮的光與太陽不同，有點兒白，有
點兒清，但說不盡、道不明。看到作文選
裏的「皎潔」二字，查完字典，突然豁然
開朗。如果沒有這兩個字，王蒙總感覺月
亮難於形容。
1962年，16歲的余秋雨在上海中學生作

文比賽中榮獲一等獎。消息傳來，余秋雨
名聲大振，許多老師慕名來聽課，都想見
識一下余秋雨和他的老師。可是，上課那
天，他的老師講的內容非常艱深，不停地
向余秋雨提出問題，有些問題余秋雨根本
就回答不上來，結果場面很尷尬。余秋雨
心裏直抱怨：怎麼事先不打招呼呢？老師
課下解釋說，把你真實的另一面亮出來，
是告訴你學無止境，切莫驕傲。後來，余
秋雨能寫出厚重的《文化苦旅》、《中國
文脈》，與老師的良苦用心有關。
上小學時，畢淑敏作文很好，老師常在

課堂上讀，一些同學很嫉妒。有一次，畢
淑敏對老師說：「我有一個小小的請
求……你唸我的作文時，是不是可以不唸
我的名字。我覺得不唸名字，讓大家討論
時會有不同意見。」老師同意了。果然，
同學們的發言比平日熱烈得多。下課後，
有同學問這作文是不是畢淑敏寫的，畢淑
敏笑着說：「我看像是你寫的。」這些經
歷，與她成年後閱讀心理學書籍、通過作
品為不同人群開心靈處方有着天然的聯
繫。作家遲子建剛上高一那年，學校組織
了作文競賽，題目是「秋風與黃葉」。其
他同學都已刷刷有聲地下筆，她卻不急不
躁，思索這篇作文該怎樣寫。她想，如果
寫秋風席捲大地、落葉飄飛的景色並不
難，同時還可賦予落葉象徵意義：它曾充
沛地活過，這種凋零是壯麗的。可她猜想
很多同學都會這樣立意，所以她決定另闢
蹊徑。
很快，遲子建靈機一動，她想把歷史比

作黃葉，把歷史上一次一次的農民起義比
作秋風，這個創意不錯。歷史的黃葉之所
以如此耀眼，不就在於這些農民起義之風
的吹拂嗎？靈感如天梯一樣垂下，她的筆
開始在白紙上飛快地游動，獨特視角使她
在寫作時洋溢着充沛的激情。這篇作文因
活潑新穎的構思獲得一等獎，並被張貼在

學校宣傳欄裏，很多同學都圍上去看。大
家都議論着：「原來這個題目可以這麼寫
呀！」
雲南作家段國雲，對小學四年級的一場

大雪記憶猶新。那天早上起來，他面對彌
天大雪打着寒顫：「爹，雪這麼大，路都
被封了，學校怕不會上課了，我不去行
嗎？」「不行，別說下雪，就是下刀子，
你都必須去上學。等一下，爹背你去。」
說着，父親找了一些棕把腳裹住，戴上斗
笠，背上段國雲，毅然向學校走去。
門外，是耀眼的白。雪還在下，路上的

雪很厚，父親拄着棍子，用棍子做支點，
把陷入雪裏的腳拔出來邁出一步，再把另
一隻拔出來，再邁出一步，每一步都那麼
吃力。好幾次只拔出腳來，鞋子卻被雪埋
住，再彎腰去雪裏找鞋。即使這樣，父親
還是把他背在肩上，一隻手兜着他的屁
股，一隻手費力地把鞋子提出來穿好，繼
續向前挪動。父親的斗笠後堆滿了雪，雪
撐不住落到脊背上，又被汗水融成液體。
段國雲哭喊道：「爹，把我放下來吧，我
能走！」父親停在路邊的大石旁，讓兒子
站在上面，自己坐石頭上喘氣，然後繼續
背兒子向學校走去。就這樣走走停停，不
足1公里的路程父親用了40多分鐘，終於
把他背到學校。
校園裏白茫茫一片，見不到一個人影。

在校長兼班主任劉老師的宿舍前，父親怯
怯地說：「劉校長，我把娃送來上學
了。」劉校長開門出來，看到兩個雪人，
不由一臉驚訝，連忙把他們讓進屋裏避
寒。父親問：「劉校長，其他娃呢？」劉
校長說：「這麼大的雪，怎麼能來嘛？」
「怎麼不能來呢，我們不就來了？」劉校
長盯着段國雲溫習了昨天的課程，又布置
了作業，父親才滿意地背起兒子回家……
後來，區上組織作文競賽，題目是《大
雪》。參賽同學幾乎都是寫自己玩雪的經
歷，而段國雲卻把父親背自己上學的經過
和感觸寫下來，並換了題目：《那場下在
心裏的雪》。那次作文競賽，他出人意料
地得了全區作文競賽一等獎。身為四年級
的學生，這次經歷讓段國雲對自己要求非
常嚴格。第二年9月，他被破格錄取到中學
寄宿班讀書。因為那場雪，已下在段國雲
的心裏！

作家少年時代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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