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的煩惱

人類的「好朋友」
老祖宗說，瘟疫不
過三（年）。3 年
了，病毒仍在，但瘟

疫已去。人類終將要與病毒共舞。
但3年來的體驗和搏鬥，很多事
情都變了，聰明的人類也學會如何
跟病毒鬥爭和相處。這期間，我們
多虧了一個重要媒介──人人臉上
的口罩！
是它，輕輕薄薄的一塊紗布，曾
經是那麼不起眼，那麼微不足道，
甚至那麼令人厭惡，叫人抗拒。但
狡滑的病毒不斷變種、變身，人類
開始發現，這塊不起眼的紗布的重
要性。
3年了，一下子要解封了，特首公
布取消多項防疫措施──幸好，不
包括「口罩令」，令人鬆了一口氣。
被封3年，有點不習慣自由，當
然，也不敢除去口罩。我們已習慣了
被它保護。
3年來，我們每天戴着它，出街出
門，上班下班，也每天更換。不少人
從最初的抗拒，到慢慢習慣，到欣然
接受，到不可或缺，從保護自己到保
護他人，到保護社會。
以前，只在生病時，或到醫院探
望病人時，或處身污染的環境中，
或有惡臭的味道時，我們才想起
它，才用得着它。但3年的相處，
它成為我們的日常，漸漸地，這件

預防工具成為我們身上一件衣裳，
為我們護體、遮瑕、保暖，甚至裝
飾；再漸漸地，它成為陪着我們的
好夥伴，成為我們依賴的好朋友。
3年前，價廉物不美的它，一度
成為搶手貨、有錢買不到的奢侈
品；幾度變身，又成為最平民化的
日用品；再進一步，它成為物美價
廉的裝飾品。
愛美的人兒把它設計得五花八

門，為它繪上美麗的圖案，賦予各
種絢爛色彩，更把它設計成各種形
狀；商家們用它來發財，家長們用
它來哄孩子，藝術家從它身上得到
創作靈感。
曾經，我們譏笑過中東女人長年戴

着面紗，在大熱天裏把自己包裹起
來；曾經，我們看到戴着口罩的人，
會躲得老遠；但在過去3年，這一塊
小小的口罩以其微薄之軀，為我們擋
住了病毒的侵襲、傷害；又以輕巧
之態，舉重若輕地應對嚴重的疫
情，令我們感到安全、安心。
雖然，生活終究要復常，人類終

究要除下口罩，它也終將完成歷史
使命，各自重返原來的位置。但
是，3年的朝夕相處，在人類最脆
弱、地球最危險的時刻，它曾經發
揮的作用、作出的貢獻，會永遠留
在歷史記憶中；人類不會忘記這位
好朋友，無論在哪裏。

世界盃期間，與一
些朋友約飯聚，朋友
預先表示他會帶一位
港超足球班主來參

加，希望我們的聚會能帶給他這位
足球班主朋友一些新意見。其實我
也只是從事體育傳媒多年的工作
者，及對體育和足球的愛好者，說
到「畀意見」都不太敢當，因為真
的不是足球專家，平時在這對足球
抒發己見，也只是以球迷身份提
出，不過既然難得有此機會，我亦
很想聽一聽由足球班主方向出發的
一些心聲。
班主老闆表示，他不懂足球，也
不入場睇波，只是基於一些原因答
應接手經營一支港超球隊，當初接
手時想着像經營一盤生意般，收
支、前景等都應該是「有數得計」
的，但接手一段短時間後已發現這
盤「生意」有別於他平時的生意，
困難重重，每一個月支出約60萬，
且全無回報，也無成績，還要給球
迷唾罵，我回應：其實60萬一個月
養一隊球隊，看似很多，但要球隊
有成績其實起碼每年要投入1,000
萬到2,000萬才有機會；除了資金
像「倒入鹹水海」般外，場地也是
球隊面對的一大問題：香港球場不
足，每一季球隊只分到40次到球場
練波，除港超正選球員外還要加上
幾梯次青年軍，練波時間根本完全
不足夠，成績又怎會好呢？因此球
隊只好去市面租場，額外訂場讓球
隊練波，有時不夠別的市民「快
手」，租場失敗又會無波練，令他
十分灰心。班主表示想當初也只想
為香港足球圈出一點力幹實事，但

實際經營卻像不得要領，除了做不
出什麼成績外，一切更像是原地踏
步，十分令人氣餒。
香港是「老闆足球」，即是只是

靠一些足球發燒友，自己從腰包拿
錢出來養球隊，或者人面廣的班主
自己找一些商品或一些朋友支持及
贊助去經營，這樣對球隊及整個足
球生態圈而言遠遠不夠，相比之
下，外國球隊商業化運作，可以賣
電視版權、賣球隊波衫商品、表演
賽收戲金、大財團贊助商等等，整
個產業才會健康並可持續發展。香
港要達到這樣的商業運作，相信並
不容易，內地超級足球聯賽也曾經
成功得到大財團贊助，如恒大、蘇
寧、富力等，但當社會經濟影響，
足球生態未完善時，大集團面對財
困便會首先選擇放棄資助球隊，全
球疫情肆虐，整個中超馬上陷入谷
底，一些只能以青年軍上陣作賽，
有些球隊更只能退賽，使聯賽上對
手不戰而得3分，這樣的得分已經
不是正常足球聯賽，及後內地甚至
因疫情而放棄和派副選参與亞洲足
協盃賽事，亞洲足協對此也出怨
言，加上放棄主辦亞洲盃，日後申
請再主辦也恐怕非易事。
4年後世界盃又來了，中國內地

及香港足球對此有什麼計劃呢？近
兩年內地足球負面新聞較多，希望
在下屆世界盃前能早日擺脫負面陰
霾，重新起步，快定出國家隊教
練，先衝擊亞洲盃再爭取世界盃決
賽周入場券；而我們香港也要加
油，亞洲盃有好表現，吸引更多香
港人關注，才能爭取資金、場地
等，香港足球才可以穩定發展。

一個人的一生中有幾個50年？
50年經歷過多少人世間的起起伏
伏？然而在50年歲月的洗禮後，
至今依然安在的，不能完全說，

他命好福多，應該說，是他內心強大和善於管理
自己的人生。
友情是無形的財富，特別在中學和大學時代
的朋友是單純而久遠的；即使50年不見，一見
即相見如初，50年前的回憶又重新鮮活起來。
在「灼見名家」舉辦的論壇中場休息時，坐
在後面的女士問我，妳在哪一間大學教書？我
猶豫了一兩秒，她緊接着問，妳研究哪一個範
疇？我說中國文史，她又立刻追問，妳認不認
識何文匯？我點點頭，認識的，誰人不認識他
呢！她說，請妳幫我找他，我們畢業超過50
年，已完全失聯了！當年港大同學說我們與陸人
龍是三劍客。
嘩！三劍客讓人聯想起風塵三俠，聯想起紅
拂女、李靖、虯髯客，一種江湖漂泊俠義的美油
然而生，我向這位女士說，我一定會幫妳找到他
們。但我自忖，怎麼看，何文匯和陸人龍都不像
是虯髯客，難道他們兩位都是李靖嗎？
12月上旬香港天氣不熱也不冷，由何文匯做

東，除了三劍客黃淑儀、陸人龍、何文匯，他還
不忘請了搭橋人文灼非和廖書蘭餐聚。
1966年的同班同學，屈指一算應該是56年前
了！三劍客相見一如初見，話匣子一打開，少年
的心就飛回來了，聊當年趣
事，談當年老師，譬如牟宗
三、羅香林、陳湛銓、羅慷
烈、饒宗頤等等多位名師。
席間陸人龍滔滔不絕，他

的頭腦像電腦一樣，只要按
一個鍵，所有的回憶都一個
個出現。他說何文匯在宿舍
房間掛着「不招人妒是庸
才」，而他掛上「潛龍乃可
飛龍 」。陸人龍家住九
龍，到香港大學可真是坐車

又坐船，為聽饒宗頤早課不遲到，寧可趕搭的
士。當時的士起錶是1元5角，自中環碼頭到大
學要約2元5角，足以是一頓半的飯錢。
黃淑儀定居蘇格蘭，每回香港，逢人四處打
聽何文匯或託人轉達何文匯，黃淑儀在找他，但
每每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只有這一次託付對
了，成功地找到人了！她特別感念何文匯的無
私，當年將自己的課堂筆記借給她看。由於黃淑
儀需要一邊讀書一邊打工賺錢，很是奔波勞
碌，所以她選課是早上第一堂或下午最後一
堂，教授也曾經對她說，什麼時候可以安心下
來留校讀書？這位橫跨文理商的女孩子，大二
開始專心念書。
何文匯習慣晚睡晚起，有時錯過8時30分的
早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早上9點多，羅慷烈已
落堂，何文匯趕不及上他的早課，直接去教授房
找他，見他雙手插入長衫袖口，挨着火爐向何文
匯說︰「你就好，可以不用上課，我就不行！」
何文匯上港大一年級時，羅香林是他的系主

任，羅教授講課不眼望學生，總是閉着眼睛授
課，大部分時間面對着黑板，只在要寫粉筆字時
才睜開雙眼，因此同學們笑說，大學應該頒一個
榮譽博士學位給黑板。
羅香林授課帶着濃濃客家鄉音，饒宗頤則是

潮州鄉音，雖然難懂，但聽久了也就漸漸明瞭，
饒公上課不跟課程，天馬行空，講他的治學心
得，講跨文化之間關係。

優秀的人在惡劣的
環境愈優秀。那一代的
學者，經歷抗戰內亂，
肩上背負着沉重的歷史
包袱、時代的憂患感；
那是在最不好的學術環
境下，卻成就了一代名
重士林的大家。他們對
中華文化傳承的執着，
讓我們敬佩，他們的學
問智慧經驗值得我們認
真學習。

港大三劍客半世紀情誼
元旦假期幾天，到上水走一

走，趁着人流不多，看看店舖
怎樣準備迎接免隔離通關。沒
有到上水多年，在上水碰上鮮

有見面的親戚，大家都住港島區，較少往
來，如今竟然相遇在上水，疫情3年，習慣
比較寧靜的環境，都是本土自由行，全面通
關後，恐怕會熱鬧得多了。
步出港鐵，就是香港北區的大型商場

「上水廣場」，這是目前香港境內距離內
地最近的大型購物商場，地理位置相當接
近深圳，與羅湖口岸及福田口岸僅一港鐵
車站之隔，上水廣場一帶早已成為了實際的
邊境購物城，所以商店以招待內地自由行客
人為主。
但見商場最耀眼的珠寶店、金飾店、化妝

品店、錶行、奢侈品牌服飾店，已整裝待
發，以金碧輝煌姿態迎客。通關固然令商店
寄予厚望，主街道和橫街的中西藥店，也是
貨品堆得整整齊齊。
幫襯藥房買了3盒中成藥，因為顧客不

多，店員十分殷勤，問還有什麼需要的？打
蛇隨棍上，隨便問可有某牌子撲熱息痛治發
燒藥？店員笑說，別說治發燒，該牌子連治
經痛、關節痛的都清空了，總之什麼什麼
「治痛」的都沒有。
上水本來就是邊境購物之地，昔日自由行

令上水繁雜，曾造成當地居民的困擾，但在
疫情3年的摧殘下，很多舖位都關門大吉
了，昔日「水貨集散地」只有個別藥房有營
業，大部分似乎來不及迎接「通關」。
據了解，通關消息公布後，舖租叫價能力
有增，業主租金提高一成，藥房零售商戶查
詢有增。好些空置舖位其實已重新出租，但
租金已飊升，昔日兩萬多元租金的舖位，會
叫高一倍租金，生意額能否追上租金升幅，
還是未知之數，通關初期每日預料配額3萬
至5萬人，只是疫情前來港內地客的十分之
一，藥房零售生意還是需要觀望。

上水迎「通關」

3年前每月一次舊
同學聚會，自從疫情
爆發暫停過之後，日

前取消限聚令又團聚一起了。俗語
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3年不見，
豈不如同隔世，當大家坐下來解下
口罩之前和解下口罩之後，有意無
意觀察對方時，相信不期然都有一
丁點兒說不出來的「滄桑感」。
是的，怎麼不長不短3年，誰臉
龐胖了一圈，誰反而瘦了一圈，皮
光肉滑的他出現皺紋了，黑黑的她
變成白白的她，上半截臉和下半截
臉令同一個人變成兩個人，還不是
口罩惹出來的怪現象。
解下口罩時，有感於口罩帶來生
活的不便，大家便都開始有了話
題，都說未知什麼時候可以回復除
去口罩的正常日子，有人則笑說已
經習慣成自然，初時還為防疫而緊
張，漸漸只在乎口罩顏色和款式，
幾乎忘記它的功能，反視之為美容
工具了。
有說小朋友本來最怕束縛，可是
卻從未聽過有抗拒口罩的，同學說
有個小女孩父母買給她漂亮衣裙中
的小蝴蝶她都撕去，但是帶她外出
戴上口罩就笑得十分開心，總之大
人有的東西她也有就高興：有家長
還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說不定戴口

罩能令孩子變乖，有人笑說也可能
令成年人日久變得暴躁，男士們則
坦言省去剃鬚時間愛上口罩，不知
上班族女士有沒有省去塗口紅的時
間而指甲塗到七彩了，有人說口罩
除了防新冠還有個好處，她幾乎每
年秋季都患一次感冒，戴口罩後3
年都平安無事。
談到結論，有人就是擔心口罩戴
到無了期，總不能成為開門7件事
之外的第8件事，心水清家長甚至
關心口罩影響小兒發育，長期棉布
壓住鼻子，兩旁環帶令耳朵推前，
日久鼻子扁塌，兩耳兜風，要變ET
了，說笑還好，會不會成為事實，
專家會有答案。
難道「疫困時代」也要像日治時
代捱足3年零8個月，不過真是再捱
8個月也勝過永無止境吧，這才是
大家今年最重要的一個願望。

口罩戴到幾時止？

深圳三洲田的山茶花在每年10
月左右會陸陸續續地開始盛放。
以往的每一年，即便再忙，我

都會安排時間驅車前往三洲田賞花。然而這幾
年來，因為疫情的反覆，每年和朋友相約，每
年都未能成行，今年亦是如此，眼看花期已經
快要結束，依舊還是未能成行。
後來在朋友圈裏看到其他朋友發的他們行山

時拍攝的山茶花的照片，看到照片裏那一朵朵
雪白的迎風怒放的花兒，羨慕之餘，更是感覺
遺憾。
對山茶花的喜愛，大抵亦是與我兒時的記憶
有關。兒時在粵北的山裏，不管是自己獨自一
人，或是和山裏的孩子一起滿山地跑，目的幾
乎都是在尋好吃的或好玩的。當然，對於「為
食」的小孩子來說，好吃的比好玩的更有吸引
力。
山裏的茶樹有野生的，也有山民自己種的，

野生的茶樹不夠多，山民種更多的茶樹是為了
採更多的茶籽，榨更多的茶籽油。在小孩子眼
裏，野生的和大人自己種的無甚區別，茶樹是

一樣的茶樹，茶花是一樣的茶花。茶花的花蜜
多，花開的時候，小孩子們會隨手折了隨處可
見的蕨類植物的莖，抽出裏面的芯，就是一支
天然的吸管，將之插進茶花的花蕊中美滋滋地
吸食花蜜。
小孩子除了喜歡吸食茶花的花蜜，還喜歡喫

茶樹身上比較罕見的茶包和茶片。
大人是不太喜歡茶包和茶片的，因為大人

們知道，茶包和茶片是茶樹被細菌感染變異
的芽苞和葉片，它們會影響茶籽的收成，而
在小孩子眼裏，二者都是茶樹身上最好吃的
美味。在清明前後，嫩嫩的茶芽被感染後變
成像桃子一樣的茶包，它的葉片在感染後變
得水嫩厚實，待它們褪去新芽和新葉特有的
紅皮，開始泛出青白的顏色，就到了口感最
好的時候，吃起來像是熱帶水果蓮霧，卻又
比蓮霧多了幾分茶葉的清香，味道更加清
甜。大人裏也有會吃的，他們將茶片採回
家，和五花肉一起炒了吃，茶片中和了五花
肉的肥膩，五花肉裏又帶有茶葉的清香，簡
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珍饈。

我後來離開粵北山區，在深圳一呆就是30多
年，這30多年裏除了深圳的三洲田，也到過很
多的山裏，也見過很多的茶花，但是卻再也沒
有見過茶包和茶片。或許，是因為再沒有兒時
那樣的心境去慢慢地細心地尋找，或許，是因
為後來到過的很多地方，茶樹的品種經過了現
代科技的改良，或是化肥農藥的全面「保
護」，再難有被細菌感染的，茶包和茶片便逐
漸地成了記憶，和對記憶不斷地尋找。
再後來，疫情來了，我們在用現代科技手段

防控的同時，也不斷地在研究藥食同源，尤其
在近些日，因為要止咳而吃雪梨和陳皮的，因
為要補充維生素要吃檸檬和柑橘的，因為要治
療腹瀉而喝艾草灰化水的……如此種種，我便
又想起了兒時吃過的茶包和茶片，想起在資料
裏看過的，那些被細菌感染過而變異了的茶包
和茶片裏含有豐富的氨基酸和菌多糖，吃了其
實比普通的茶葉對身體更為有益。
山茶花的花期雖然快結束了，但是我想，我
還可以在春暖的時候，再到山裏的茶樹林，再
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兒時的茶包和茶片。

遙遠的茶包和茶片

讀小學放暑假，我就去南匯老港看
外婆。中午未到，去了二舅家。二舅
媽見我來了，對我說中飯就在二舅媽
家吃，二舅媽喊過兒女，叫他們和我
一起玩，自己就出門了。大約過了個
把鐘點，二舅媽回來了。二舅媽赤着

腳，衣衫濕透，頭髮也濕透，像隻落湯雞，
但一臉都是得意，一身都神氣。二舅媽手裏
還握着一隻網袋，網袋裏白亮的是鯽魚，烏
黑的是河蝦。二舅媽說這是中飯小菜。我笑
着問二舅媽，這是哪裏買的呀。二舅媽嘿
嘿，你只管吃。後來我知道，這魚蝦是捉
的，是二舅媽在倉庫場旁邊的大河裏摸的。
二舅媽其時四十來歲，一個女人家，為了一
個外甥有魚有蝦吃，撲通跳進了河裏，去摸
魚捉蝦，這是什麼情分，我說不清。我到今
天還記着二舅媽這件事情，一想起二舅媽的
摸魚摸蝦，就想起二舅媽的種種好處來，就
想到自己也要做個有情有義的人。我想至今
為止，平日裏能夠向上、向善，這與二舅媽
跳河摸魚的事情密切相關。
類似於這樣的事情，我遇到過幾次，每一

次都讓人生受益。
我14歲了，隊上派我和其他3位小朋友搖

船去護塘裏面的河流撈水草。一個中午，船
停橋洞下休息，抬眼看見，月牙形的橋孔頂
口垂下一根已經成熟的豇豆。豇豆光亮無
比，細細長長，足有一米。想起家裏的豇
豆，只有筷子那麼長，心動了，隨手摘下，
暗喜：用眼前的這個豇豆做種子，來年家裏
的豇豆就會吃不完。回家向母親報喜，也炫
耀，這事情讓爺爺知道了，爺爺說我做賊
了，橫豎要打我，我拔腿就跑。爺爺在後面
追我，我越過河灘，跳過壟溝，爺爺也是，
但爺爺明顯吃力。爺爺一邊追，一邊喊，高
家不能出蟊賊了，必須打斷偷豇豆的手。旁

邊的人勸着爺爺，但爺爺得理不饒人，說不
打死我高家將來要闖禍的。看着這架勢，真
的擔驚受怕，也打從那天起，我就知道，只
要不是自己親手種出來的東西，即便是野生
的，拿了就是賊。這個想法根植在心裏，到
現在為止，還有強大的警策作用。當年爺爺
的追跑喚醒了我的良知，這於我而言是一生
裏不可或缺的恩情，恩情似海。
我讀高中時任語文課代表，有一次文言文

預習，語文老師張大文檢查預習本，一個個
挨下來，張老師檢查一個面孔笑一下，是
的，沒有一個同學不預習的。輪到我了，張
老師信心滿滿，拿起我的預習本，一看，發
呆、驚異，前後翻，找不到，老師一臉怒
火，停頓了一下，拿起我的預習本，往我課
桌上砸了下來，咣噹的聲音響徹教室，我渾
身顫抖了。上課結束後，老師說，高明昌出
來一下，我以為老師還要說我，神經有點緊
張，豈料，到了門外，老師說，剛才我的態
度很不好，我向你作檢討、道歉。當晚老師
還專門來了我家，看望我。我如釋重負，心
裏開心極了。我那時起知道，人說老師是蠟
燭，我說我才是蠟燭，不點不亮，一點就
亮。自那後，我的預習一直沒有偷懶過。我
那時起更知道，做錯事的道歉其實只會增加
別人對你的信任與景仰。後來我自己做了老
師，一旦感覺自己的話語有點出格，自是學
會了道歉。我想我的內心世界，有謙卑，有
謙遜，有虔誠，有禮貌，這與張老師的道歉
大有關係，心底裏學會道歉，比學會斷文識
字應該更重要。
我在光明中學教書時，碰到了一位顧姓的

前輩，他和我住在一個宿舍。每天下午放學
後，顧老師要麼去學生家裏閒說農事話語讀
書，要麼就在宿舍裏讀教科書、出試卷、刻
鋼板、批試卷、謄分數，幾乎每天要工作到

深夜，而且第二天上班還是第一個，教書始
終充滿熱忱，苦也不知，累也不懂，敬業到
了忘我境界。我後來也上兩個班級語文，也
學着顧老師的做法，周日也到學生家裏去家
訪，回到宿舍，也開始出試卷、刻鋼板、批
試卷，與顧老師一起，堅持工作到深夜，有
時確實感覺很吃力，但一看到顧老師那股勁
兒，我就一句話也不說繼續工作，後來我就
養成習慣。我工作到現在，通常情況下都不
說累的，為什麼，我以為當年顧老師身體力
行影響了我的人生價值觀，這種影響深入肌
膚，深入骨髓。看起來，人生的許多教育不
需要聲嘶力竭，一個行為可以左右終身，我
想這就是。
我的父親3年前走了。父親得病時，我辭

去了一切工作，專門侍奉在父親身邊，做父
親看病的司機，做父親飯食的大廚，做父親
談話的朋友。6個月後，父親安然離世，舉
家悲痛。家族裏的人看見了一切，提出了一
個口號，生意要學某某人；敬孝，要學高明
昌，我成了家族裏孝順父母的一個看得見、
摸得着的榜樣。其實真正的榜樣，應該是母
親。我打小就看見，一生侍農的母親是如何
孝順爺爺的。爺爺牙齒掉落了，母親鹹菜切
得很細，像米粒，而且叮囑我們也要切得細
一點。爺爺一個人住一間房子，爺爺的被褥
都是爺爺上茶館去後，母親偷偷拿來洗的，
等爺爺回家，母親早已鋪好，像原來的樣子
一樣。照顧好爺爺的自尊，照顧好爺爺的生
活，照顧好爺爺的心情。我想，首先是爺爺
自己做出了長輩樣子，值得我侍奉敬重，其
次也一定因為母親的孝順、母親的體貼。現
在父母老了，輪到我們孝順了，而孝順的榜
樣，就是我最最親愛的母親。
我把這些當恩情，恩情讓我也成了不忘恩

情的人。

你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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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對口罩也有親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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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三劍客：何文匯、陸人龍、黃淑
儀有緣重聚，文灼非也出自港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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