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塔爾世界盃的啟示

腦筋與智商「笨重」
內地一位在影視圈
任幕後製作的朋輩來
了香港公幹，相約幾

位朋友聚會見面，由於小伙子這次
來會逗留兩個月以上的時間，故此
大家相聚也不用「匆匆忙忙」了，
挺好的；打邊爐都是大家所喜歡的安
排，邊食邊談，更可以暢所欲言。
有友人問小伙子內地人對香港現
今的社會氛圍有什麼睇法？小伙子
頗有幽默感地說：「實事求是的大
多數都是喜歡吃白米飯，什麼自由
空氣，吃西北風能吃得飽肚嗎？中
國有十幾億人口，雖然有部分分布
在世界各地居住，就算香港有二三
十萬人移民它國，會有什麼影響？
況且那批人大部分是『攪屎棍』，
千方百計去扭曲黑白是非，對合乎
常理的人與事冷嘲熱諷，對非『同
路人』肆意施以各種欺凌言行，令
人不得安生，單是這些劣績，很多
人認為他（她）們不在此城市生活
不失為好事，不少人為生活已拚搏
到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哪有多餘
時間去理會別人？有時間不如自己
好好地休息，儲備多點拚勁；而且
我聽聞不少香港市民希望他（她）
們不要回來，就一直耽在他們喜歡
的地方，遂他們所願，反正都不認
自己是中國人，回來幹嘛？與其大
家都活得不開心，天各一方是最好

的安排。「香港小姐」競選的口號
不是說要『美貌與智慧並重』嗎？
那些人給予大家看到的就只有『腦
筋與智商笨重』，早已藥石無靈
了！不是嗎？有些人就是故意不針
對問題而作出解決方法，而是利用
問題製造另一個問題，所以對他們
冷漠是明智之舉，正如香港的一位局
長說得很對，有什麼事情發生時，不
要找中國政府幫助，找他（她）們口
中或心中的『祖家』吧！這才是他們
祖家的責任，叫別人要『食得鹹魚抵
得渴』，這句話亦送予他們，更加要
對他們的祖家之心貫徹始終，要成功
成為祖家人眼中和口中的『狗熊』
哦，千萬不能半途而廢。」
小伙子亦直白地說：「世界各國各

地都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不義的人和
事件，尤其那些男尊女卑的國家，多
少女性長期生活在惶恐之中，更需要
世人發聲為她們有尊嚴地活，咱們國
家不是有句『少年強則國強』嗎？
那就由民生做起吧！」新世代要擺正
正確思維心態是必要的，如內地人民
經常不遵守秩序、不排隊、爭先恐
後、亂過馬路等等不文明亂象陋習，
實在令人無語得很，故此人的素質有
時真的要使用強硬手段及法制才能見
效和提升，要一個國家真正地富強起
來，國民種種文明心態是重要的基
石，國家不能視為小事而忽略。

本屆世界盃曲終人
散，阿根廷贏了冠
軍，美斯在萬眾期待
下獲得世界球王美

譽，實至名歸，而卡塔爾作為主辦
國則贏了全世界的國際聲譽；卡塔
爾由獲得主辦權到開幕前都飽受各
方爭議及質疑，但比賽開始後幾乎
所有負面聲音都消失了，大家着眼
點都放到賽事上，甚至做到全球投
入，實算舉辦得不錯。
卡塔爾是一個小國，可算是國際
舞台上一個崛起的「年輕國家」，
和以往主辦世界盃的大國相比較為
遜色，但因為國家富有，在資金資
源十分豐富下，卡塔爾在本來受各
界質疑能否順利地舉辦世界盃，到
現時受評價為今屆主辦可能是最好
的一屆世界盃，在這層面上卡塔爾
無疑是贏得很漂亮了。
從比賽的可觀性，我們又有什麼
啟示呢？無疑各隊的足球水平接近
了，過往大家刻板地認為是勁旅的
強隊也不一定能取勝，但縱觀而言
歐洲足球水準依然是技高一籌，故
大部分國家很有計劃地派球員到歐
洲參加各級聯賽。從數字來看，英
超中已有133名球員分別代表26國
家參加今屆世界盃，冠軍隊阿根廷
陣中也有5名在英超「搵食」的球
員，巴西陣中也有12名球員在英超
比賽，亞洲方面日本及韓國也各有
兩名球員在英超比賽，在英超20隊
球隊，或多或少也一定有各國球員
在陣中，而英超球隊中，則屬曼城
最多，有16名代表不同國家。
從這些數據就分析出球員一定要
在高水平聯賽中比賽才能有好成

績，就如非洲摩洛哥全部球員均在
歐洲參與比賽，本屆成績第四名；
雖然卡塔爾很有計劃收納各地有水
平的歸化球員，但也只在本土參與
聯賽，那就只能最早「畢業」出
局，歸化球員，他們大部分都是為
了收入而戰，對國家沒有那麼大的
歸屬感，難以短期內就叫他們全心
為國家而戰，始終戰意方面就輸蝕
了一點。既然有這麼多分析及數據
支持，我們中國國家隊及中國香港
隊又應否跟日韓的方法，派多些自
己球員到歐洲各聯賽作賽、受訓及
爭取比賽經驗呢？雖然不一定能殺
入世界盃決賽周，但相信一定能提
高現今的香港足球水平。
今屆世界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引

入視頻裁判（VAR）的應用，想利
用視頻作裁判，其實這個方案十多
年前已經提出，但業界有很多反對
聲音，覺得球證的判決屬於足球比
賽一部分，如用視頻就失去球證的
專業性及權威性，球員及參與者每
次事件也可要求以視頻作準，另外
業界一些人也覺得這可能破壞球迷
去欣賞足球賽，影響足球比賽的節
奏感。其實一項新規則，一定需要
時間去適應，或者可拿一個平衡
點，例如什麼時候用視頻去判決，
如越位、出入界線等容易用VAR去
分別，但一些人性化衝撞、犯規則
較難用VAR去定奪。
VAR有好有不好，但當其他體育

項目已經在比賽時使用類似技術
時，為什麼足球就特別要反對呢？
唯有期待國際足協（FlFA）加強指
引，待下屆世界盃有更專業視頻裁
判吧。

國家衞健委對新冠疫情防
控政策作出重大調整，12月
26日公告將新冠肺炎更名為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國

務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對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採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
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
制措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不再納入規定
的檢疫傳染病管理。即新冠病毒感染將自
2023年1月8日起由「乙類甲管」調整為
「乙類乙管」；對感染者不再實行隔離措
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觸者；不再劃定高低
風險區；對感染者檢測策略調整為「願檢盡
檢」；對入境人員和貨物等不再採取檢疫傳
染病管理措施。昨日香港特區政府亦宣布
進一步優化防疫措施，如取消檢疫令、疫
苗通行證、限聚令；取消所有入境後核酸檢
測，海外抵港人士亦毋須再做核酸檢測改為
自行做5日快測，有關措施今日生效。
過去3年大家用極大的忍耐力去面對各種

嚴格的防疫措施的規範，特別是香港與內地
來往受限制，最惡劣的時候回內地的港人是
需要14+7的隔離日子真的叫苦連天，但為
了工作，為了享受內地的平靜生活及到處自
由旅行的樂趣，仍然是有人願意去。盼「通
關」已久，現在終於可以了。不過，兩地一
下子大幅度的放寬措施，讓3年來習慣了受
防疫限制的港人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
因目前每日仍有約2萬人「中招」，有人擔
心外來人愈來愈多，可能疫情會再爆發。社
交媒體上見到內地同胞亦有不少人對國家放
寬政策不適應的言論，好像突然少了層防疫
屏障，加上近期特多人「中招」，但對感染

者不再實行隔離措施，市面上藥物短缺，未
「中招」的自然感覺沒受保護，難免憂心。
從來就覺得中華民族是很需要安全感的民

族，當大家仍面對病毒感染風險，安全感肯
定降低，然而什麼都有適應期，當初實施嚴
格限制時大家也煩躁好長時間。有人形容
「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放是一定
的，但不應一下子幅度那麼大。」那是大家
未完全理解，國家衞健委都講︰「乙類乙
管」絕不是放任不管，也預料了在防控措施
調整初期可能會出現感染病例增加，引發
藥品供應不足、醫療系統問題，已經圍繞
「保健康、防重症」採取相應措施。
中國十多億人口，要平衡保護人民健康與保

障社會經濟發展的確不容易，肯定有人需要承
受點風險，而且已經研究到藥物對付病毒，將
很快推出。香港同樣需要遊客來振興經濟，就
要承受由此而帶來的風險，俗語講「針沒兩
頭利」，權衡之下看你想要什麼。目前全球
各國都面對經濟下滑的壓力，為挽救經濟，
歐美、亞洲各國早已放棄防疫規管，在沒有
「中招」致死的情況下，政府只能面對現實，
實屬無奈，也是早晚必須行的一步。
最好笑是日本、印度這些國家竟然因為

中國防疫措施放寬而對中國人設入境限
制，請他們看看自己國家的染疫者人數大
中國多少倍？很想講︰「真係無聊，你顧掂
自己先講啦！中國遊客不是非到你們國家不
可，中國應用對付澳洲的方法對付這些無禮
的國家。」也令人想到原來做模範生不容
易，總有人盯住你一舉一動，一有機會就會
插你一刀，管控嚴時說你獨裁，放寬時說你
放毒，請問他們自己不是放毒了一年多啦！

「幸福來得太突然」需憂心嗎？
日本幾日前經歷大風雪，香港不少聖

誕出發的日本團和自由行，恐怕也只能
白遊一趟了，當地政府呼籲國民在大風
雪下應留在室內，酒店又呼籲旅客，不

要在大風雪下趕往報到，也不要為遲往預訂酒店而感
歉疚，旅遊行程留在室內，實屬無辜；想不到幾日
後，另一個假期的旅客，又要面對機場封關問題，又
是另一個無辜。
朋友明年1月將往北海道滑雪，兩個月前已訂好機

票、酒店、接駁巴士，萬事俱備，偏偏就在出發前，
日本宣布本周五（30日）起，來自港澳及中國內地
三地的旅客，限經4個機場入境日本。朋友本來已預
訂從香港直飛北海道機票，現需要改到東京轉機。入
境政策臨時改變，說改就改，確實令人措手不及。
本來與香港有航班的日本機場，至少有7個，包括
東京成田、東京羽田、關西、中部（名古屋）、北海
道新千歲、福岡、那霸等機場。現在前往北海道及沖
繩，已訂機票的只能轉機。
籌備一個旅程不容易，尤其是自由行，申請假期、

工作安排、訂機票、訂酒店、訂交通，一連串的籌
備，起碼兩個月前計劃。但日本政府改變入境政策，
只有幾天的時間，實是不負責任，無疑也是趕客之
舉。原定明年2月到北海道旅遊的網民感到憤怒，決
定取消行程，因為不知道日本政府兩個月後，又有什
麼臨時改變，索性先取消行程。事實上，顧慮可以理
解的，臨時把其它航班集中這4個機場升降，這麼多
的吞吐量及客流量，可以協調好嗎？會否有航班延
誤，或人手調配出現問題，而造成旅客的滯留，難怪
旅客沒信心。
香港人熱衷日本遊，是好其飲食文化，行程相對

短，容易掌握；同時有感日本旅遊配套比較規範，對
其有信心。誰會想到，最有信心卻遇上進退失據時，
日本是否咁好玩，真是要重新考量了。

無辜的旅客

不論新曆年還是舊
曆年，也不論新人物
還是舊人物，新年頭

親戚朋友見面，開口少不免要講意
頭，第一句話總是不離祝福吧，這
幾年最熱門的賀語主要就是祝對方
身體健康了。
尤其是新冠橫行之後，大家更加
感覺到健康的重要，事實也是，沒
有健康，吃飯也沒滋味，發財也不
中用，遑論其他，所以一句健康，
足以抵得上十句百句其他好話，除
非熟知新婚的好友表示過喜歡孩
子，才祝他們「連生貴子」，不然
那麼老土4個字，怕只有上世紀三
四十年代出生的老人家才會說出
口，而且還是不知潮流已變那一
派。
不說不知道，原來好話也不宜亂
說，為聽好話弄得自己神經兮兮的
大有人在，他對祝福的句子和說話
都來得特別敏感，有年新春在某場
合聽過某甲祝經常出入股票行的老
人家「步步高陞」，滿以為股票上
升，一定合他心意了，誰知老人家
反應出人意外，沉着臉色連說「不
要不要」，然後說他血壓已170度
了，不要高了，想到健康，也就忘
記發財了。看來祝福股壇老將，倒
不如實際一點，索性祝他「上落平

安」來得好，指數下滑時最緊要有
驚無險，過山車一樣上落的指數，
沒足夠定力才影響血壓呢。
小侄女是貓迷，買了不少大貓小貓

圖案的賀卡寄給朋友，同好小友當然
歡喜，怎知她一個姑姑就教訓她「我
屬鼠呀，這貓不要」像說笑也不像說
笑，殊不知新潮人物也有她的迷信，
有了忌憚，內心就不安。
年輕人少忌諱，他們對顏色的敏

感沒有長輩來得強烈，結婚通知卡
青綠灰黑還是個人的喜好，但給長
者拜年，賀卡怎少得一點紅，話是
這樣說，現在也沒有給長者寄卡賀
年的年輕人了，給公司老闆賀年還
是有，這點顏色還得留意，生意人
也八卦，平日初一、十五都紅燒肉
紅蠟燭劏雞拜土地，開門看到藍藍
黑黑的賀卡怎會高興？打工仔的年
卡設計好沒有？

新年頭說好話

木木從江西老家寄來了我需用
的艾條和我愛吃的米花糖。
令我又驚又喜的，是木木裝在

紙箱裏與艾條和米花糖一同寄來的野果——金
櫻子。被單獨放在紙盒裏的金櫻子像一個個金
黃色的小梨子，盒子一打開，便散發出一股在
我的記憶中很熟悉的、甜甜的清香味。
那些留在童年的，與金櫻子有關的記憶都是
浪漫的、美好的。
我喜歡稱自己為「山裏的孩子」，是因為我
的童年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粵北的山裏度過，
那些日子大多都在漫山瘋跑着採野花和吃野
果。除了桃金娘和板栗，我最愛吃的野果是金
櫻子。在我童年的記憶裏，金櫻子不叫金櫻
子，而是叫刺梨子，因為它雖然渾身長滿了毛
毛刺，但果子的形狀更像是一顆小梨子。相對
吃刺梨子來說︰「貪靚」的小女孩更愛的是刺
梨子花，我和幾個鄰家的小夥伴都一樣。
刺梨子是在春末夏初的時候開花的。刺梨子

的藤柔軟，多是繞着一些小灌木攀爬，陽光充
足的山腳處總是盛開着大片的薔薇樣兒的刺梨

子花，很絢目的白花，幽幽的花香飄出老遠，
蜜蜂們便「嗡嗡」地來了。哪怕刺梨子花只有
單一的白色，有了陽光的照耀和蜜蜂的圍繞，
便無端地多了幾分妖嬈。
讀過外國童話書的小女孩們都知道，在童話

世界裏，美麗的公主和新娘都有一條白紗裙，
披散的長髮上都是要配一個美麗的花環的。於
是，大家一起動手，採了花兒，你幫我，我幫
你，不管長髮還是短髮，不管穿的是裙子還是
褲子，每個人頭上都戴了一頂漂亮的刺梨子花
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彷彿每個人都走進
了童話世界，在陽光下，在蜜蜂演奏的樂曲
中，變成了美麗的公主，或者新娘。與童話故
事兩樣，浪漫的「公主」和「新娘」們戴着白
色的花環回家後幾乎都吃了俗氣的「竹筍炒豬
肉」，因為白色花環在西方童話裏甚至是現實
世界中都浪漫得很，但在中國卻是不吉利的象
徵，是家裏死了人才會用的，大人不揍才怪。
當然，吃了「竹筍炒豬肉」以後也不耽誤大
家吃刺梨子。到了秋末冬初，刺梨子由青果子
變成了一個個金黃的小梨子，小夥伴們又開始

一窩蜂地去摘果子。刺梨子上的刺也不能阻止
大家想吃它的熱情，果子摘回家，把上面的刺
小心刮掉，輕輕啃食那層薄薄的果肉，頓覺滿
口香甜。孩子們戴刺梨子花環大人要生氣，吃
果子他們卻是不反對的，有的自己還要吃上幾
個，還有讓孩子多摘一些回家給父親泡酒喝
的。一切皆因鄰居裏有位讀過《本草綱目》
的，知道吃刺梨子的好處很多，小到可以治小
孩子尿床，大到可以醫大人的難言之隱，它可
以當水果吃，可以煮茶喝，可以泡酒飲……學
中醫的木木亦想起古書中說的金櫻子「生津
液、收虛汗、補五臟、養血氣、平咳嗽」的等
等好處來了，便寄了給我。
前幾日得了傳說中的「幻陽症」，朋友小寧

知我缺抗疫物質，寄了抗原檢測盒給我，一測
之後，結果為「陰」，便心安了。忽地想到，
自己在滿街都是「陽人」的後疫情時代未中
「陽招」，但因為朋友們的關愛而中了「陰
招」，譬如小寧給的抗原之「陰」，譬如木木
給的金櫻子之「櫻」。
中了「陰招」的人是幸福的。

後疫情時代的陰招

我在濟南領秀城小區小住，已經有
一個多月了。我租了一套房，視野開
闊，擁窗俯瞰，望得見一些紅頂建
築，還有細長婉轉的小路。7月，濟
南的夏還沒感覺多麼炎熱，不像人們
相傳的「四大火爐」的感覺，偶有悶

熱的時候，躲在家裏看書賞景，一天很快就
過去了。
我用這樣的方式打發夏天，期待秋天早日

來臨，涼風來襲。印象裏，秋天的好，是居
住在高層建築裏，夜晚風兒颯颯，一夜之間
就把酷暑給颳走了，隨之而來的是天高雲
淡，風清月朗。時光如水，就像抖音上隨機
劃來的一個個視頻，輕輕一劃就把它們劃
走，印象淺薄。悶熱急了，老天還會下雨，
陽光剛剛還在樓頂鍍着金光，不一會兒烏雲
就直直壓了下來。有好幾次，我剛下樓去取
快遞，還沒來得及回家，一場雨就辟辟啪啪
下起來了。雨珠不大，但很有力，斜斜的從天
空墜向地面，雨下得時間不長，一會兒就停止
了，可喜的是雨住了，涼意卻跟着來了，讓人
好不愜意。哪知道，進入8月，將要立秋的前
兩天，天氣突然苦熱起來，乘車去參加一個
活動，一路上熱浪撲窗，等活動結束，本想
去省圖書館的，終因受不了這般天氣，半道
打車倉皇而歸。濟南的夏，果然不同凡響。
從此便不再貿然參加活動，蝸居十多層樓

高的家裏「貓夏」。唯有一次，早上，先生
怕我貓壞了精神，傷到了情緒，約我去公園
散步，他已找到一個不錯的地方。沒想到，
這個地方離我們很近，出門，向東一拐，再
北去二三里地便到了。這是一座山體公園，
依山而建，步遊道順勢而上，繞山半圈，皆
是景致，而山體的一側，時有懸石斷崖。這
樣的山，我想還是有名字的，一邊走，一邊
到處尋找，果然，在路邊一塊木牌之上，寫
着「泉子山公園」的字樣。
曾在一篇徵文裏看到過濟南作家寫的泉子

山，還在一個公眾號文章中對它讚賞過，作
者有幸見證了泉子山的變化，有四季的，也
有時代建設者留下來的痕記。她在文章裏描
述泉子山的美，家在附近的作者是它忠實的

粉絲，每周必登一回泉子山，一為健體，二
為親近，並且以此為樂事。有了這篇文字的
引導，然後我就看到了泉子山上的綠，一路
被綠色牽引，被綠色圍繞，彷彿一條永遠走
不出的綠色通道。碧草如茵，綠樹團團，木
廊迴環，灰瓦幽巷……若是有光，打在每一片
葉上，每片葉子上都會放射出青春的光芒。
泉子山之妙，就在利用低矮植物巧意裁

剪，組合出有趣的造型和圖案。借助野生土
長的植物，營造大自然不能造出的景觀。這
是一些無名的植物呀，我從這些密密生長的
綠裏，看到了生命成長的意義，看到公園建
設者對它們的愛護與褒獎，只有這樣，它們
才能活出恣意，活出活力，傳達出綠色的詩
意和希望。我是真想讚美這一片綠啊，泉子
山上的綠。可我又說不出，它究竟是怎麼個
綠法。是綠在山上自然生長的松樹、果樹，
還是那些低矮的，或者高大的花樹。我反覆
地想了想，我想我要讚美的還不止是這些。
我低頭，發現了腳下這些無名的小草，於

夏天的早晨帶着露珠，彷彿老天剛剛在上面
下了一場細密的小雨，有輕輕的山風像音符
一樣奏響，它們太悠揚太細微了，於是變成
一枚枚露珠撒在草莖之上，就在晨練的人們
匆匆走過的時候，於不經意間驀然閃亮。
我仔細觀察過了，樹的葉子和枝幹上，是

沒有這些露珠的，我便認為只有小草才能得
天獨厚，接受日月精華的降臨與安撫。就在
前幾天，我在朋友圈看到文友發的一張圖，也
是一片綠的濃重的小草，每一棵上面都頂着
一串剔透的水珠，我還曾以為那是某個夏日
的雨後。晶瑩而溫潤的露珠產生在早上，我把
它們叫「夏日的晨露」。在我原來居住的小城
裏，也曾有一大片草地，只是這些草，不是人
工種植的，而是大自然的饋贈，經風雨過後泥
土地裏撒歡而出的野草，沒有人能叫得出它們
的名字，我用識別軟件也才辨認出五分之一。
它們開花、結果，都太微小，但是，它們

綠啊，從春天開始就綠意蓬勃，一直綠到秋
冬。從高處往那片公園看，它們綠得一眼見
底，一堆堆、一片片，密集深重。它們是那
麼的美，生命的美和綠色的美，生態的美以

及自然的美，不需要人們用心打理和澆灌就
能蓬勃茂密，且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夾
縫裏頑強生存，這，也是一種美吧？
儘管每天我都在它身旁散步，但我忽視了

它們曾經擁有的露珠，或許它們也與我有過
一次次觸碰，可我還是忽略了它，從沒想過
它們從什麼時候降臨，又從什麼時候消失。
那時候，我的心不在這裏。
露是地氣所生。我的家鄉在北方，天氣乾

旱少雨，當天空無雨可下，土地皸裂焦渴的
時候，正是這些蒸騰而升的地氣化作露珠，
滋潤、拯救了草木和農作物，使它們在如此
艱苦的環境下頑強生存。可惜，我所居住的
那片小區裏的綠地草坪，前段日子被徹底剷
除了，據說是因為公園升級，剷除低矮的草
木，露出枯黃的地皮，削高填低，覆蓋一層
人工培植的草皮。這樣的草皮植入公園，未
來不僅需要大量的水去澆灌，還需要一定的
人力物力監管。而讓人遺憾的是，那些生長
了好些年的花草，也被一併剷除。它們是開
放在春天裏的紫藤、連翹，是初夏裏尚未謝
去花朵的刺玫，叢叢秀竹。
曾幾何時，小城清新的空氣裏，就有它們

吐故納新、默默奉獻的負氧離子。它們從哪
裏來我不知道，但我確定的是，它們曾經被
人們種植在這裏，種下來，就把這裏當作了
家，一心一意為這個「家」奉獻着。哪想
到，一夜間，就成為鏟車下的殘枝敗葉。我
實在是不忍看，於是選擇了逃離。所幸，我
遇見了泉城濟南的泉子山公園，一山的草
香，治癒了我的傷感。沿途，有幾片小小的
池塘，淨植着幾株荷花、睡蓮，一團團浮動
暗香。金雞菊是這座山上最美麗的公主，木
槿是這個季節最高貴的女王。它們有草叢牧
羊的少年為鄰，有山風雨露作伴，盛開在一
山美好的綠意裏，我為此而替它們欣慰。
我準備再去一次泉子山，攜帶着積蓄在心

裏的祝福與讚美。我讚美的不僅是這座山，
還有當地人對那些不起眼的植物的善意保留
與欣賞。樹木植物是自然界的產物，珍惜草
木，充分利用，這才是城市生態文明建設中
真正意義上的美化和保護。

泉子山上的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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