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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脹，這個詞似乎不該強加在人身上。若
說大豆、芝麻膨脹，聽起來倒還沒什麼特別
不妥，說誰誰膨脹，則多少令人不自然。但
人，好像確有膨脹的毛病。

自打上個月底，科裡工作之餘談論最多
的，該屬小張的產假問題。她是外市戶籍，
嫁到本市一個縣城，後經人事考試來到我們
縣。醫院明文規定，產假遵照國家規定執
行。外地職工享受七天探親假。平時，全體
職工都沒有雙休日，每月只有五天休班。這
裡面，有些規定是不合法規的，但是既定事
實。
規定是否缺乏人性化，是制定者考慮的問

題。作為一名普通職工，難以挑戰。單位事
物的管理能否人性化，就看制定規定時領導
如何權衡了。制度制定得公平與否，執行過
程中是否具備人性化變通，需要看管理者的
智慧。制度是死的，但執行制度的人是活
的。制度的缺陷，完全可以通過人性化執行
進行有效的彌補。可執行之人若正處於權勢
膨脹期，則一切免談。
膨脹，得需要一定的條件激發。往往，一

個不錯的朋友、親戚、小兄弟，突然當了某
官或有了一定資本或財富，為人處事即立馬
大變，距離感突然拉大。在一片恭維聲中，
逐漸變得不再願意聽取與自己不一致的意見
和建議，頗有了點一意孤行、搞一言堂的味
道，於飄飄然中慢慢迷失了自己，成了恭維
者煽風點火甚至興風作浪的工具，卻渾然不
知。
科室制度，是醫院制定的，我無權干涉。

安排科內工作，拿捏請假制度，這類小事有
時也不易處置。每月五天休班如何安排，分
配工作如何一碗水端平，常令人頭疼。一切
按制度來固然沒錯，但冷冰冰的制度遭逢多
變現實後，總顯得不夠人性化。就像小張的
產假問題，我就愛莫能助。

科內工作相對較為繁重，小石因到外地考
取駕照排了幾天休班，我還有一些轄區衛生
室兒童保健方面的管理工作。小張一旦請假
離開，不單是工作繁重與否的問題，直接面
臨人手不足，有些工作根本沒法開展。

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申請增加人員。同事
向我訴苦，說出種種難處，我都理解。對於
她執意想早些請假，我也想通融。但制度擺
在那裡，科室問題擺在那裡，其他職工類似
的困難也有，像她這種情況，院領導會提前

准假的可能性應該不大。在明知科內人員緊
缺的前提下，我再去找領導替小張請假讓領
導通融，無疑於自找難堪。
預產期是一月二十二日，小張本想提前一

段時間請假，產後提前一段時間上班，去找
領導申請，未獲批准。後來告訴我想探親假
產假連一起，即一月十五日開始假期，本月
五個休班才休息了一天，把剩下那四個也連
上，假期就可以提前到一月十一日。

這樣的安排，我根本做不了主，她去請示
業務院長，業務院長讓她再等等，得由院長
批示。她要請長假，科內工作忙不過來，我
去找負責公共衛生工作的兩位副主任，探問
能否新增加一名工作人員，表態無能為力。
沒辦法，我只得又去找分管院長申請暫時新
增加一名工作人員，結果還是碰了一鼻子
灰，讓人很是無奈。

醫院規模雖然不大，二十多個科室還是有
的。二十多個科室，不可能同時都忙，有些
科室一年只有幾個階段忙，大部分時間相對
清閒。不忙的時候，保證一人上班應該可
以。領導的意思，卻完全不是如此。當我去
申請暫時調入一名新工作人員到兒童保健科
幫忙時，領導給出的答覆竟然是準備科室合
併，即將兒童保健科和婦女保健科合併為一
個科室，但不予增加新人。這一點，領導或
許有他的考量，態度堅決。可兩個科室分
開，是上級在科室建設上作出過明確要求
的，且合併未必是現狀所必須。
小到一個科室，大到一家醫院、一個縣

市、一個國家，有各種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
是必須的，沒有了各種規定的束縛，秩序就
容易混亂，管理就會陷入癱瘓。憲法和法律
法規的制定，需要經過反覆考量，並不存在
明顯錯誤或缺失，因此必須遵守。而一個小
單位或科室的規章制度，制定的過程相對不
夠嚴謹，難免會存在小的問題。這種情況
下，人性化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有些科室，幾乎是超負荷運轉；有些科

室，卻相對清閒。但在獎金分配方面，忙的
職工卻未必多拿，甚至少拿不少。如此，各
種問題便會自來。人員調動問題，請消假問
題，分配矛盾問題，就像積聚的水垢填塞在
一個個小圈子裡，影響着各種正常運轉。
問題明明存在，怨氣明明存在，卻沒人肯

直說。表面上，言聽計從，阿諛奉承，一片
好好好是是是的和諧聲，背地裡拉幫結派、

攻擊誹謗。這本身就是一種存在弊病的表
現。倘若上下齊心協力，倘若沒有膨脹的環
節，怎麼可能沒了溝通。溝通的缺失，就是
被某一個環節或部位的膨脹給阻塞掉導致
的。
一個科室，可視作一個團隊。多個乃至幾

十個科室組成的一個單位，也可以視作一個
團隊。由於各種利益關係，這個團隊內部難
免會出現矛盾，當矛盾出現時，作為管理
者，深入內部尋求答案是對的。解決問題的
辦法，是揪出矛盾各方，採取公平公正的方
式給予正面解決。一旦因為個人情感傾向了
其中一方，被偏袒和被打壓者，就不可能同
時滿意。而不能公平公正地徹底解決問題的
結局，就是矛盾不可能真正消除，這是管理
之一大忌。
單位裡，管理者並非一人。除了一把手，

其餘管理者之間，需要相互制衡。一個人的
權力過大，失去監督，就容易膨脹。一旦膨
脹，整個系統就會出現不協調。就像毒瘤，
它的膨脹，是以整個肌體的朽廢為代價的。
科室管理上，對內，我自覺從未膨脹過。但
這只是我的感覺，科內人員的感覺我只能通
過其他方式獲取。時常提醒自己，要三省吾
身。而對上，早已感覺到有種膨脹因素的影
響和壓抑，多言無益，也不便諫言，只得沉
默。
制度需要遵守，這一點沒錯。執行者若注

重彰顯人性化，則對整個團隊更有益。有位
親戚，屬科室管理人員。每月還得拿出七天
左右時間到轄區小單位督導考核。一次正值
督導期間，相鄰科室的電腦軟件故障，請他
幫忙調試。督導組長明知原委，卻在當月的
補助資金計算時扣除掉一半金額。
因單位的公事一天未參與督導，扣除三四

天的補助資金，這種管理讓人玩味。若親戚
不幫忙，影響的將是那個兄弟科室一天乃至
幾天的工作。親戚委屈心堵，去問詢因果，
又被側面冠以「過於看重錢財」的說辭。

某位解放軍少將在一次講座中強調，新中
國成立前，我們之所以有個屢戰屢敗的近現
代史，一個關鍵原因是制度出了問題。而在
我看來，管理的人性化同樣重要。以人為
本，別被膨脹所惑，既有制度束縛又有人性
化體現，才是一個單位或家國健康發展的保
障。在社會上，不管身為哪個角色，「三省
吾身」都很必要。舊客

匯控集團打破百
五年傳統，首次起

用外人掌舵，委任原友邦保險首席
執行官杜嘉祺(Mark Tucker)為集團
主席。今次任命，足見獵頭各方的
智慧。
杜嘉祺是九十年代我打工的公關
公司客戶，其時他在英國保誠保
險。沒記錯的話，他剛出掌保誠亞
洲老總一職，我們要為他安排一些
傳媒活動，包括草擬新聞稿、準備
傳媒訪問等。記得跟他開過幾次
會，人是很精明幹練而親切那種，
但也非常專注直接，廢話少說，所
謂does not suffer fools也。上任後
很快就撤換廣告公司，在亞洲區十
多個市場做細緻的市場調查，又招
兵買馬，不久即推出全新的「聆
聽」品牌平台，公司定位與形象一
新。
近年他轉投友邦後，事業縱然已
更上層樓，但對人似仍親切，像去
年他就為某銷售團隊經理的一個得
獎廣告專輯，抽空拍照助威，這些
都不是個個CEO肯做的。其實跟
他只是工作上有數面之緣，說不上
認識。然而廿年磨一劍，人才難
得，很為他高興。

港人對匯控曾有無限情意結，可
惜跌無止境的股價、頻頻出事的海
外市場和歐洲嚴苛的規管環境，都
讓大家看不清這大笨象十年八載後
會往哪裡去。
說到舊客，每人的際遇都不同。

最驚嚇的，是有次聽新聞得知某客
戶在某地竟給判了死刑，更奇的是
後來又不用死，還時常跟朋友在鬧
市低調地飲茶品酒。還有是2001年
轟動全球的安然(Enron)企業醜聞，
竟連累老牌的安達信會計師樓被迫
退出審計業務。安然當然也不能倖
存，主席Kenneth Lay惹得一身官
非，數年後更因心臟病發一命嗚
呼。
坊間有八卦傳聞說他是假死，其

實是「着草」避開刑責云云，奇過
奇情小說。
其實安然爆煲之前，也是我們當
時美國總部的客戶。有次安然跟新
加坡有個合資發電廠在海南島開
幕，Kenneth和李顯龍同為主禮嘉
賓，我們負責安排一切。Kenneth
應是第一次為舞龍點睛，有點雞手
鴨腳，我們便在旁幫他握穩毛筆，
朱砂一點，情景恍如昨天。
說來確是禍福難料，諸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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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本山人這
篇短文的初擬題目

是︰醒來吧！染上「港獨」病的迷
途羔羊們！但那群可憐的青年們一
定看也不看這篇短文的，因為他們
一定以為自己不是迷途的羔羊嘛！
本山人希望這個貌似中性的題
目，可以吸引到一些還在探討這個
問題的青年吧。追求「港獨」的青
年朋友們，他們的第一個信心是
「新加坡可以，為什麼香港不可
以？因為香港的地方比新加坡大，
人口也比新加坡多，同時都是國際
知名數一數二的『城市』！」
新加坡「被迫」獨立的原因甚
多，本山人也不願浪費精力在這裡
披露出來，還是讓那群「熱心」的
青年們自己去發掘吧！但馬來西亞
至今仍未將新加坡的標誌從馬來西
亞的標誌中刪除，據說馬來西亞仍
然相信，遲早總有一天，新加坡可
能一定重回馬來西亞的懷抱的。
無論如何，本文並非討論新加坡
問題，只是一個引子。或許我們應
該研究為什麼會有「港獨」的出
現？和研究是什麼人把「港獨」抬
出來？
處心積慮要搞「港獨」的人，我
們也可以不必理會他們，因為他們
是「受僱」而為之，或者在重金利
誘之下或其他不可以告人之目的而
為之者；我們也不必理會，因為這
場戰爭一定不可避免！除了要把他
們一網打盡打絕之外，別無選擇，
這些也不是本文的範圍之內。
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
協助這群無辜的小伙子們；協助他
們把這個「港獨」問題再客觀地再
考慮多次。假如其中有些冥頑不靈
而始終要走這條路的，也可以不
理，因為他們的下場如何，也非本
文範圍之內的。
本短文的目的是救得一個，便多
一位可以為香港服務的青年人。本

山人也相信香港大多數的青年人都
是有為而有理想的。在學習過程中
有些偏差也是非常正常的事；重要
的是可以給他們一個回頭的機會。
人誰無錯，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城市，而且自

由度極大，社會的容忍力也很大！
真的是什麼理論也可以在香港生
存。甚至一些雜誌或報章，也以自
由為宗旨，只要不觸犯香港非常寬
鬆的條例，便可以把任何意念介紹
出來，甚至有些刊物專門以發掘
「私隱和秘聞」的，也可以生存下
來。所以，有「港獨」的味道出
現，也不是什麼令人驚奇的東西
了。
本來討論是沒有問題的。世上有

什麼事是不可以討論的？！但是，
進一步成為「口號」，甚至進一步
成為一個「地下」組織，更甚而落
實行動，那卻是另外一回事了。然
而，有些青年人在不大了解的情況
下，進入了這個危險的角落而仍不
自覺的也有可能。因為推行這種
「港獨」的有心人士，一定不會出
來的，因為他們深知這是死路一
條。
青年人初出茅廬，不知人間奸

惡，再被人加上一層「理想」的外
衣，再加上一些「合時」的吹捧，
中了別人的奸計而不自知，也極有
可能。
所以，本山人在此呼籲各位社會

人士，假如遇上了這些青年，千萬
不可馬上怪責他們，可以平心靜氣
耐心聽清楚他們的理據。在對方願
意聆聽時，才給他們一些正確的意
見。最理想是讓他們自己能夠反省
而驚覺那的確是一條非常驚險的死
路，走下去對自己和香港都是沒有
好處的。
假如這樣便可以將一位差一些便

誤入歧途的青年人挽救回來，真是
功德無量了！

兩會先後勝利閉
幕，港區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先後返回香港，他們為國
為港辛苦了。
港人除了在媒體上看到兩會中央

的訊息外，代表和委員也熱誠地為
港人傳達和解讀兩會的精神、中央
的政策，十分稱職。
除此以外，他們也為港人帶來了

兩個重要訊息：中央堅決反「港
獨」，「港獨」是沒有出路的。其次
是希望港人以大局為重，再次指出
特首候選人要具備的四個條件，特
別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思旋
認識的代表和委員以及選委中，都
很堅定地表示在大是大非中，定以
大局為重，在3月26日投票日，以
提名和投票完全一致，不動搖，珍
惜手中一票，選出真正能帶領香港
人向前行的領袖。
在競選期間，三位特首候選人出

席選舉論壇辯論。多場交鋒激辯，
火花四濺。結果下來，受眾的眼光
是雪亮的。雖然三人事實上也是各
有優勝，但我認為林鄭月娥自信、
務實的表現，令人刮目相看。「同行
建共識，經濟民生齊推進。」這是何

等矚目的金句。我相信肯辦事、能
辦事的提倡者一定會以她的愛國愛
港之心，服務36年公僕豐富經驗，
獲得港人的擁護和支持而圓夢。
事實上，新時代新人事，政府必有

新角色，管治必有新風格，理財更
有新哲學。在促進多元經濟及發
展，創造優質就業，必能當個受國
家信任、受港人擁護的好特首。
環顧當前形勢，在迎接十九大勝利

召開的今天，中央對香港有新的要
求，在「十三五」規劃的藍圖下，在
中央積極推進「一帶一路」，與共同
體共建共榮的「習核心」指導思想指
引下，香港的特首必然要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的政策。更難得的是將
會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把握大灣區建
設大潮的優勢，新特首如何帶領香港
接受挑戰與機遇，這是重要的考題和
考驗。
關鍵在於領袖要有新思維，積極努

力落實有擔當。3月26日是新一屆特首
選舉日，我們相信有良心，有責任感
的精明選委們，一定會珍惜手中一
票，投給合格的候選人。
新特首會是誰？我和你心中有

數。

想起馬，就想起台灣近代詩人鄭愁予的詩句︰「我
踏踏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

客。」古人寫馬的詩不少，但寫到馬蹄的並不多，印象中除了王維
的《觀獵》詩句外：「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
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
回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還有岳飛的「好山好水看不足，馬
蹄催趁月明歸。」孟郊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以及白居易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在香港，要看馬不難，因為香港每個星期幾乎都有兩次賽馬，很

多寂寞的老人都寄託在小賭怡情之上。但看到的馬都是用來比賽的
馬，不是戰馬，不是獵馬，更不是古人用來火速傳遞情報給皇帝的
驛馬。古人看到快馬奔馳，直入皇宮，認為一定有特別軍情要稟
報，但杜牧卻感嘆：「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清朝的林則徐，也曾對驛馬發過感嘆，他的《驛馬行》詩說：
「生初當乏颯爽姿，可憐郵傳長奔馳。昨日甫從異縣至，至今不得
辭韁轡。 」唉！生而為馬，也要生在如今有賽馬的地方，比如香
港，有專人為馬按摩，天冷了，會為馬兒蓋上氈子；天氣炎熱，會
讓馬兒在水中游泳。老得跑不動，還可以退役安享晚年，還可以高
價配種孕育下一代，如果在競賽途中不幸骨折，更可以安樂死。這
是多麼讓窮苦大眾羡煞的事情啊！
元曲中有「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來描
述秋天的景象，那是出自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思》的句子。香港
秋天的馬，可絕對沒有瘦馬，因為賽馬是夏季歇暑，秋天馬季開
鑼，那些馬，可都是養得壯壯的，好一出即勝也。
現代打工仔最常用馬來感嘆的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
草。」台灣在民進黨上台後推行的年金改革，更要把馬兒未來吃的
草減少，打工仔真是有夠悲哀有夠衰的了。

常去的游泳池有
官方資助，月費廿

一英鎊，一個星期去兩次，什麼都
賺回來了。
最近多事，首先是儲物櫃日久失
修，去年修到今年總算修好。接着
鍋爐出毛病，池水很冷，剛下水真
擔心要拚命游適應，幾個年紀大的
根本不敢下水，大概無人投訴，沒
事一樣。不過目擊一次「界線摩
擦」之後，卻感到無論生活在什麼
地方，與人共處而不守本分，又不
肯遷就，衝突難免會發生。
游泳池不大，長度只有標準池一
半，用浮球分成幾條線，寬度夠兩
人通過。池邊有指示牌，清楚標示
快線、中線或慢線，還標示前進方
向，左上右落，或者右上左落。泳
客有自知之明，選擇適當的泳線下
水，應該相安無事。
一位穿淺藍泳衣女常客，游蛙

式極慢，右腳伸出水面打水，卜
通卜通地響。有一年在桂林看見
漁民打水趕魚，就是這種聲音。
跟在她後面游，真要有點耐心，
否則不如轉線迴避。這一天女泳
客在快線游背泳，慢上加慢，像
塊浮冰。一位男泳客游自由式，

迎面碰撞。回到池邊，兩人開始
爭論。
男的指女的過了界線，界線指

的是池底中間一條深藍色瓷磚，
男的說他戴泳鏡，看得清楚，不
會越界。「我們撞上了，知道
嗎！」女的也戴泳鏡，不過游背
泳，臉朝天。爭論幾句之後，女
的反問︰「你游還是不游？」慢慢
游走了。旁邊幾個泳客留心旁
觀，都不作聲。女救生員高高在
座，本來工作人員最有資格調
停，至少可以指出慢游不應佔用
快線。不過她嚴守中立，視若無
睹。男泳客氣結，索性不游，站
了一回，出水走了。
眾目睽睽，有法不依，女的照樣

快線背泳慢游，若無其事。

分界線

踏入丁酉年大年初七，香港城
中舉行了一場隆重又溫馨的壽宴

「求祈七十」，主角是四叔李兆基博士的愛將之
一「物業管理教父」孫國林先生。當晚到賀嘉
賓，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喜劇泰斗許冠文
等等，粒粒巨星！
當晚高朋滿座一位難求，實在跟孫公平日追求

四樂的性格有關，他一向奉行「知足常樂」不在
名利打滾，「自得其樂」一個人也可以找尋到快
樂，「與眾同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多參與群
體活動，第四「助人為樂」，難怪他的公司義工
隊，十一年來都是服務時數最長的。記得2012
年孫公娶新抱，捐出了賀禮；是夜壽宴，壽星公
更將七十歲可領取的生果金，一口氣捐出十年，
加上到賀禮金同時捐予關護長者協會齊頭七十
萬，慷慨捐助令人敬佩！
孫公擁有四十七年物管經驗，不願當老闆，全

因遵從父訓。當年二十歲從廣州來港之前，父親
再三叮囑不要走他走過的路，否則今天被批鬥的
路，就是明天的遭遇，誰知日後竟出現了鄧小平
的改革開放！六七年初來埗到，加入了生昌營造
廠，他肯做肯學文武雙全，當年卑路乍街的物業

交樓之後，他留下來專責售後服務，為千多住
戶執漏，獲得一片好評！老闆葉謀遵博士慧眼
立即開發了地產發展部，孫公不付所託將服務
不斷提升，成為了1996年消費者月刊十五間屋
苑當中，物業管理第一位；1995至1997年房屋
署，選出全港最佳物業管理公司—新昌營造
廠。
他的表現引起了恒基兆業老闆李兆基博士的注

目，請副主席林高演博士穿針引線，多次游說才
把孫國林羅致旗下。他努力將業界質素提升，變
得年輕化、制度化和市場化，公司更請來英國白
金漢宮的皇室管家Mrs. Patricia Paskins擔任培訓
導師，為超級豪宅住戶執行李、打煲呔、插花和
宴會紅白酒的安排，甚至首創領犬員，以大狼狗
作獨立屋區域巡邏……
孫生非常尊重老闆李兆基博士，只有一次不同

意四叔所說的一句話：「我們弱國無外交！」孫
先生當着老闆指出公司並非弱國，否則也不會有
這麼多資源去做義務工作，只是同事沒有去外
交，於是老闆鼓勵他們多多應酬，孫公壽宴高朋
滿座正是一張美滿成績表！
孫生透露四叔八十九歲依然每天上班，重要事

情也會作出決策，他從來不會責罵下屬，那麼五

年前的「天匯事件」，樓層跳上八十八層，四叔
有何反應？孫生覺得那是創意，中國人愛好意
頭。而四叔面對此事，只有四個字，就是「處之
泰然」。到底現在是否買樓的時機 ？他自言不
算內行，自己就不會買了，也不知道樓價癲到何
時才會停？
對於下一屆特首，他的期望並非年輕人可以上

樓、天下太平
那麼簡單，孫
公指出，「香
港，無論哪個
範疇都要有一
流人才、一流
領軍人，期盼
新一屆選出一
流特首聯同強
勁的管治班子
帶領香港走向
輝煌。」正所
謂強將手下無
弱兵，看見恒
基兆業便可知
一二！

求祈七十追求四樂

三省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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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分界線令泳客游得開心又
放心。 網上圖片

■「物業管理教父」孫國林先
生與車淑梅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