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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城最終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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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前，黃光城若然生病，只有兩種解決方法：不
是返港，就是到設有「外賓病房」的內地大醫院。但這幾
年來內地醫療上的變化，令黃光城十分欣喜。「奧運會結
束以後，我開始體會到，北京作為國際化都市，各個醫院

的水平已經不存在差距了。我到任何一所醫院，都覺得待遇已
經與國際接軌了。」

港公院需排期 慢性病等不及
由於戶籍在香港，黃光城未能親身體驗內地醫保。但談到內

地和香港的醫療，他認為香港的公立醫院看病近乎免費，比內
地便利。不過，香港資源有限，治病需要排期，這方面內地會
更好。今年，由於操辦國學劇《功夫詩．九卷》落戶洛陽事
宜，壓力過大，他因尿血需要住院就醫，「我在洛陽醫院治
療，內地醫療水平確實比以前明顯提高。」
他認為，香港醫療「救命不救病」，因為公立醫院收費便

宜，急性病可以迅速得到救治，但慢性病就不行了。「譬如
說，我剛發現生病的時候是初期，結果卻要等醫院排期到兩個
月後才能提供病房和手術室，但那時候病情或許已經發展到晚
期，治不了。」他續說：「所以在香港，老百姓要是得了癌
症，有錢就可到私家醫院早點醫治。要是沒錢，在公立醫院排
期的話，你可能就會等到死。」他希望兩地醫療有更深層次的
交流和合作，互惠互利，才能促進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實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

「剛來內地的時候，當
時的人吃飯用的還是糧
票，坐飛機也需要單位開
證明，但我就不用。」黃
光城很自豪地說，經過改

革開放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經
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
他自己就是很好的見證者和參
與者。
「1997年，從北京到九龍的
直通火車京九線開通，開行的
第一趟車我就去乘坐了，而且
從北京回香港時，我很幸運地
買到了高級軟臥，車票號008，
這種感覺非常美好。」在黃光
城看來，京九線的開通，真正
拉近了內地與香港的距離。
除了交通變化外，他認為內

地這30年來最明顯的變化是消
費結構的轉變。「以前領了工
資先說伙食費，吃飯是放在第
一位的。現在則是領了工資就
考慮去參加培訓、旅遊等。」
但是，讓黃光城擔憂的是，近

年來的個人遊在拉動香港經濟增長的同
時，也激化了一些矛盾。他說，有些人可
能覺得香港現在人太多了，但他認為這是
因為香港有優勢才吸引那麼多人去，「有
矛盾才有發展，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兩
地的隔閡會逐漸消除的。」

幸搭上改革開放列車
對於黃光城來說，他很慶幸自己搭上

了改革開放這趟列車。雖然這些年他過
得並非一帆風順，但他依然覺得，改革
開放帶來的機會是不斷的。「人最難得
的是機會，這30年就是不斷給人機會的
3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
實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

港人在內地的交通出行方
式，最普遍是「打的」，但深
圳原特區外部分地區的士數量

不足，大量私家車（藍牌車）通過發名片、等
待叫車等方式非法拉客賺錢。港人陳先生日前
被騙，原以為可乘坐豪華出租跑車從寶安前往
深圳灣口岸，後來卻發現召來的是一輛殘舊不
堪的小車，並為此支付了40元人民幣車資。隨

後，深圳市交通運輸行政執法支隊南山大隊執
法人員查處該非法運營的車輛，罰款3萬元。

急返港 無奈坐「藍牌車」
陳先生因公事經常往返深圳寶安和香港，日

前，他因趕時間返港，等待的士過程中，在報
刊亭看到有「小車出租」名片，上面印着「紅
色豪華跑車」，「反正尚未等到的士，便想聯

繫名片上的這個『豪華跑車』司機。」名片上
的司機鄭先生，5分鐘就開車到了陳先生所在
地點，但陳先生沒想到眼前是一輛殘舊小車。
他因急着返港，只好坐上該「藍牌車」前往深
圳灣口岸。

司機被扣查 罰款3萬
當司機抵達目的地深圳灣口岸時，被該處巡

查的深圳市交通運輸行政執法支隊南山大隊執
法人員以涉嫌「非法營運」罪名查處，依法暫
扣車輛，罰款3萬元。陳先生接受執法人員詢
問時表示，此類拉客仔真會騙人，懲罰是應該
的。陳先生又把自己拿到的那張「小車出租」
名片交給執法人員。據悉，游泳旺季期間，部
分非法運營從業人員會趁機在地鐵站出口拉
客。深圳市交通運輸行政執法支隊羅湖大隊表
示，此類麵包車通常打着「去大梅沙10元」
口號，集齊4人至6人後便會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1989年放棄家族企業的優勢，24歲的黃光城離
開香港北上闖天下。從帶香港遊客

到北京旅遊的導遊，到華納音樂「製造」明星的藝
術總監，再到北京保利演藝經紀公司的營銷總監，
20多年的斗轉星移，幾乎聽不出多少香港口音。儘
管如此，他這個在內地闖了20多年、與各種人物打
過交道的香港人，依然被內地很多人評價為「不接
地氣」。一直都在漂着的他，用自己的話說是「改
革開放30多年的有力見證人」。
1965年出生的黃光城有着略顯「傳奇」的身

世。他祖籍廣東揭陽，父母皆是印尼華僑，兒時曾
在福建生活過幾年，後來受文化大革命影響，4歲
時跟隨父母遷移至香港，開始新的求學生活路。

旁觀中國30年來大變化
陌生的環境總能造就一個人的適應力。初到香港
的黃光城有着與別人不同的身份，從骨子裡就覺得
自己不屬於香港，因為他覺得他的根還在內地。所
以，黃光城一直以內地人的眼光看香港發展，以香
港人的身份呆在內地，又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經
歷着中國這30多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棄專業做導遊 練好普通話
「我的家族是做工程塑料生意的，很多人認為我
理所當然會繼承家業，但這不是我的興趣，所以從
學校一畢業後，我就開始奮鬥了。」黃光城說，
1989年，他選擇了一份與自己所學專業「空間設
計」不符的職業──導遊，在長期帶領香港遊客北

上旅遊的過程中，他逐漸練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
話。後來，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的這個新「技
能」─普通話還助他成功被華納音樂任命為該公
司華北地區的藝術總監，進入內地開展業務，而這
次也是他真正北上之路的開始。
決定在內地發展後，激情高昂的黃光城又在北京

做起了實業。「當時我在北京開過兩間餐廳，也是
第一個在北京開酒吧的香港人。」提起往昔，黃光
城依然很自豪，「我所開闢的這些地方是當時的時
尚族必去的。」
隨着城市的變化，他的那些餐廳早已被拆除而成
為回憶，但他並沒覺得遺憾，「我並不是為了達到
某種目的而去追求甚麼，無所謂名或利，只要覺得
曾經擁有就足夠了。」

「造星」歷紛擾 盼留下印記
用黃光城自己的話評價，他是一個「天馬行空」
的人，只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敢想就敢做。
他曾在華納做藝術總監從事「造星」工作，經歷過
娛樂圈太多的紛紛擾擾和虛無飄渺，「回頭看這
些，似乎都是過眼雲煙，不曾給人留下甚麼印記。
我不追求名和利，但希望至少有一件事情讓人一提
起來就知道是你做的。」
他認為《功夫詩．九卷》傳播的是國學和正能量，

可以造福社會，而這樣的主題又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
益兼收的，正符合了他想做的那件有意義的事。
作為第一部國學修行劇、藝術功夫劇和舞台行願
劇，《功夫詩．九卷》採取百老匯的表演模式寓教
於樂，讓功夫本體以詩卷篇章的方式呈現在觀眾眼

前。90分鐘活像舞蹈的武術表演，讓觀眾關注自己
的精神世界，在浮躁的社會中頓悟國學修行之旅。
2008年，這部劇於國外開始巡演，在以色列和其
他國家都取得了轟動的效應，媒體普遍稱其是一部
「聖劇」，洗滌人心。

「浮躁社會太多人須禪修」
黃光城告訴記者，在這部劇的起始階段，自己並
沒有那麼堅定，而是一直在觀望。直到和該劇的製
作人于洋有了更深層面的交流後，他才發現《九
卷》是一個歡喜修行。「現在這個浮躁的社會上，
太多人需要靜下心來禪修了。」

洛陽打造中國首百老匯劇院
考察了多個城市後，黃光城和該劇的製作人于洋

決定在洛陽打造中國首個、甚至是唯一的百老匯劇
院，推廣該劇。「相較牡丹花城，我更喜歡稱洛陽
為聖城。洛陽是世界四大聖城之一，《功夫詩．九
卷》選擇扎根洛陽，完全符合這座城的氣質，而我
又是客家人，客家人的根也在洛陽。」
黃光城說，雖然很多人認為洛陽的客戶群還太

少，不適合《九卷》落戶。但他認為洛陽是一個旅
遊城市，《九卷》面對的人群並非只有當地人。
「從各地來的遊客到了洛陽，只要知道有《九卷》
在洛陽，一定會掏錢看的。」長年的世界巡演以及
多年在娛樂界的打拚，讓黃光城信心滿滿。
《功夫詩．九卷》將在洛陽駐演15年。而黃光城
常年的「遊子」生活，彷彿有了落腳之處，「在外
的客家人都是河洛郎，我這也算是歸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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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不是苦行，修行不是孤行，修行不是無情，人

生該是一場歡喜修行。」這部在以色列被譽為「聖劇」的國學劇《功夫詩‧九

卷》，在牡丹花城洛陽的首場演出，便掀起了一場關於人生修行的集體大討論。

港人黃光城作為推出該劇的北京保利公司營銷總監，非常滿意這樣的效果：「現

在的人們都太需要正能量好好修行了。」在內地漂泊25年、開過

酒吧、「造過星」的他，也在這部國學劇中實現了「快樂修

行」，最終找到了自己的「落腳地」──洛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實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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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國學劇院黃光城辦公室空間不大，牆邊擺
放了一個小冰箱。他看到記者在瞅它，便笑着
說：「這裡面全是可樂。」他說自己6歲起已經
可樂不離手，也許是從小習慣了，產生依賴感，

「我喝可樂必須是冰鎮的。一天沒有喝，就睡不着
覺。兩天不喝，就牙痛。」

四處「飛」不知何在 幸有「GPS」定位
長年東奔西走，黃光城幾乎嚐遍了各地可樂，充滿

自信地說：「可口可樂在中國各大城市都有分廠，配

方到處不一樣。我只要喝一口，就知道它來自哪
裡。」於是，可樂成了黃光城的「GPS」。「這些年
我經常到處『飛』。有時候，在賓館一覺醒來，人是
恍惚的，分不清自己到底在哪裡。但只要我打開冰
箱，喝上一口可樂，我就知道自己在哪裡。」
許多人問黃光城，這樣漂着沒有孤獨感嗎？他告訴

記者，年輕時絕對沒有孤獨感，但此時此刻卻會有，
這就是人的成長規律。「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個遊子，
貌似無根，卻處處是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金月展、實習記者 李藝佳 洛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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