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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富戶？！

與「路」

娛樂圈滿地騙子（2）

娛樂圈滿地騙子有
太多個案，一次不能
盡錄，一定要寫二次以上，而今次先
由自己開始，想分享給一些想入行的
朋友，讓他們明白到入行常遇到的假
設機會，所以今次也是給任何一位入
行朋友的恐怖分享。
我在電台時，因為自己的想法衡量
我的工作能力及時間後，也會嘗試找
上司問問可有晉升機會，因為在娛樂
圈工作若果自己不主動找升職機會，
只會永久在低位不被重視的工作生活
過去；然而我是一個主動派的人絕對
不讓自己失望空手而走路！
但人生往往不是由自己一手能掌控
的，我在起初升職時也可順，但想要
求一個合格的管理位置時便被上司長
期拖字訣，話說我能有力勝任只是時
間未到，一拖六年直到我看見身邊同
事也升到我位置時也沒有我份，誰不
知情已到電台第五次大裁員，這次連
主管也被裁，所以莫講於我！升也未
及便一併裁走。
之後便到廣州工作，遇上騙我半年
工資的失聯上司……但我也得習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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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

以為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
令人不敢不樂。』達哉斯言！」北邙
山泛指墓地。既然天天對着，明知死
不可免，更應行樂。正如電影《鐵達
尼號》，大難倘不死，不死者務必鼓
其餘勇，兼活逝者的生命，更起勁去
樂。
這裡舉一「樂」例。書中有「種植
部」，大談群芳特性。說到蘭，應如
何賞法？常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而
不聞其香」，乃因人「知入而不知出
也」。所以供蘭之室，要「出而再
入，則後來之香，倍乎前矣。故有蘭
之室，不應久坐，另設無蘭者一間，
以作退步，時退時進，進多退少，則
刻刻有香。」
另又需供設書、畫、爐、瓶種種器
玩森列在旁，唯切勿焚香，因香薰花
即謝，但門上布簾必不可少，用以護
持香氣也。且又不單止蘭，凡有花房
舍者都應這樣供賞。
朋友笑說，賞蘭之香就似小別勝新
婚。我卻說要有兩個客廳，在港是難
過登天。唯事事退一步，在文字獄大
興之有清一代，應是李漁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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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繁榮 共享佳節

華人最喜中秋節。八
月十五中秋節月亮圓又
美，俗語卻有道「十五的月亮十六
圓」，惟今年的中秋節卻是「十五的月
亮十七圓」。這是天象，但在投資市場
中的好友卻興奮地點讚，八月的月亮天
天都是那麼圓。好友們所指的是投資市
場，樓市與股市的大好景象。
美股不因地緣政治及本土政治的不穩
定而影響投資情緒，皆因好勝又好狂言
的總統特朗普提出了減稅方案，惹來企
業家的憧憬。特別是中小企業，因減稅
而得利者異常雀躍。由於投資情緒高
漲，財富效應的影響都是有利於投資指
數的上升。因而執筆之時，美股連升數
天，屢創新高。這個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啟航了，料不到更大、更新的世界經濟
火車頭中國也同時啟動。世界投資大戶
紛紛預測中國明年 GDP 不但比預期的
好，更揚言會更好。況且中國執政黨中
共 19 大即將召開，備受世界矚目。人人
都讚中共必然實現「行穩致遠」，中國
局勢必然更繁榮穩定。
事實上，中央強調砥礪奮進，不斷交
出有利於改革發展的新方案，特別是財
政改革亮麗的方案，如在大海中一石掀
起千重浪，全國以至全世界人民都點讚
「中國前景如朝陽的好，如十五的月亮
那麼美滿！」
最近，中國人行推出「定向降準」的
方案，雖然實行的時間是在明年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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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卻令中國以及港澳金融市場大為雀
躍，喻為中央放水，有利經濟，特別是
有利中小企業發展，而年輕的創業家更
是蠢蠢欲動，增加創業的刺激。中國目
前更推出十大舉措，欲激發民間有效投
資，當然青年人更雀躍萬分。難怪世界
銀行上調內地經濟增長預測，中國火車
頭動力加強，投資信心超強。
「定向降準」無疑被投資者預測為內
地放水，刺激經濟。然而，內地有關當
局卻在有意無意中表示未有放水的意
圖。至於人民幣幣值，在過去一段時期
先低後高，惟明年人民幣究竟是先高後
低，抑或先低後高呢？這都會影響中國
經濟的走向。國際投資者對此分歧甚
大，同時亦是影響投資者的信心所在。
不過，有點是大家都認同的，就是中國
一定愈來愈強大，中國一定會更穩定。
以發展為中心的中國，一定更繁榮。
世界各地因恐怖分子、因狂人的破壞
發生動亂，令人感到世界不安定。唯獨
中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發展和穩
定壓倒一切，以為人民幸福美滿的生活
為大前提。「西方不亮東方亮」，中國
是世界最幸福和繁榮的地方。試想想今
年國慶與中秋的黃金假期，全國人民動
起來了，周遊列國，合家團圓共享節日
的喜悅。國家旅遊局公告，逾四億人次
往外旅遊，旅遊收益達五千億元人民幣
之多。然而秩序井然，是文明的民族，
過了一個文明的假期。

生八箋》、清代顧仲的《養小錄》等書中，
均收錄有數量眾多的菊花菜品、食品。如涼
拌菊、炸菊花、菊花粥等。在各地的菜品
中，也湧現出了菊花肉、菊花魚球、菊花鱸
膾等名菜。這些風味別具的菊花美食，既豐
富了人們的餐桌，也提升了菊花的價值和聲
譽，深受人們歡迎。
除了美食價值，菊花還具有藥用價值。我
國最早的藥學專著《神農本草經》中，就將
菊花列為「上品」，說它「主諸風，頭眩腫
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濕痺。久
服利血氣，輕身，耐勞，延年。」 清．沈
李龍在《食物本草會纂》中，則介紹了菊花
酒的功效：「菊花酒，治頭風，明耳目，去
痿痺，消百病。」在道教服藥成仙思想的影
響下，許多人除將菊花視為能延年益壽的食
物外，還認為長期食菊可羽化成仙。如晉代
葛洪在《神仙記》中說：「康風子服甘菊
花、桐實，後得仙。」五代道士杜光庭在
《名山記》中也說：「 朱孺子吳末入玉笥
山，服菊花，乘雲升天。」這些記述，無疑
給菊花塗上了一層神秘色彩。倒是明代醫藥
學家李時珍比較實際，他從長期的實踐中得
到真知，給菊花做了全面評價：「苗可蔬，
葉可啜，花可餌，根實可藥，囊之可枕，釀
之可飲，自本至末，罔不有功。」
正因菊花渾身是寶，能強身健體，它便成了
一些名人雅士保健養生的最愛。如三國時的曹
丕，不但自己嗜菊成癖，還將食菊養生的經驗
推薦給近臣，告之「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請
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晉代詩人陶淵明也
是食菊養生的倡導者，他在詩中寫道：「秋菊
有佳色，浥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
情。」他把帶着露水的菊花採下來泡酒喝，借
此保養身體，忘卻那些令人傷心的世事。清代
慈禧太后與菊花的淵源更深。她一生愛菊，常
以上等杭菊花代茶飲，緩解頭暈目眩、兩眼乾
澀等病症；並用菊花桑葉水淨面、洗目、浸泡
雙足。晚年，她每日必服御醫張仲元為她配製
的「菊花延齡膏」，還愛吃厚瓣白菊花與鴿子
肉做餡的小元寶餃子、菊花火鍋。深得菊花之
惠的她不但自己愛菊如命，還把菊花作為禮品
饋贈各國駐京的使節夫人，希望她們也以菊養

生。
在我國民間，許多地方也有食菊風俗。如
素有「菊城」之稱的廣東小欖，賞菊、餐菊
之風早已聞名中外。而素有「泉城」之稱的
濟南，在食菊方面也獨具特色。
濟南人食菊，有着久遠的歷史傳承，食菊
方式也多種多樣：將菊花摻入黍米中釀成的
「菊花酒」，為流傳千年的濟南名酒，古籍
記載：「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菊
花舒時並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
九日始熟就飲」。將菊花瓣蘸上麵糊油炸，
做成的「炸菊花」，配上肉類做成的「菊花
火鍋」，都是既能上百姓餐桌、又能入高檔
宴席的名菜。還有以麵粉和糖酥為餅、上粘
菊花葉製成的「菊花糕」，又稱「重陽
糕」。俗信在重陽節食用「菊花糕」，能
「步步登高、陞官發財」。至於將菊花去
蒂，曬乾，研成菊花粉，摻入粳米粥中做成
的「菊花粥」，顏色淡黃，氣味清香，也是
人見人愛的風味美食。濟南人食菊，在重陽
節這天最為豐富多彩。
過去每到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濟南近郊
的千佛山上都要舉行盛大廟會，濟南各界人
士都趕來登千佛山。此時秋高氣爽，山前山
後到處都盛開着爛漫的菊花。人們站在「賞
菊岩」上賞過菊花後，便三五成群，呼朋喚
友，在山坡上席地而坐，進行野餐。他們喝
着自帶的「菊花酒」，品嚐着親手製作的
「炸菊花」、「菊花糕」等美味佳餚，吟着
賞菊詩詞，真是其樂無窮。正如清代詩人朱
照在《重陽節同人挈酒歷山登高詩》中所
寫：「閒招三兩友，把酒醉南山。靜喜高松
下，香偎野菊間。石稜秋有骨，苔點雨留
斑。磴道歸來晚，空罍挈月還。」短短幾句
詩，便把人們重陽登高、餐菊飲酒、一醉方
休、伴月而歸的歡樂情景生動地寫了出來。

■ 菊 花
網上圖片

群育學校傑出學生——姜皓文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及宿舍已
經超過50年的歷史，破舊的校
舍就是當年石壁水塘開墾時工人遺留下來的幾
間小石屋，當年被「香港學生輔導會」創辦人
戴大偉先生偶爾發現，由1965年開始便成為了
其中一間專為困苦無依以及有嚴重行為及情緒
問題的孩子而設的群育學校。
校內有一句標語︰「每天要換內褲」，現任
校長卓德根和秦卓誠副校長都是充滿愛心的教
育工作者，他們明白孩子在家得不到適切的照
顧，在無人看管和要求的情況下，自理能力自
然較低。為提升他們的紀律性，校方會訓練孩
子簡單的步操，使他們感覺到有紀律下的成功
感，響亮團結的踏步聲，間中會與石壁監獄的
步操聲互相呼應，他們都是弱勢的一群，但，
將來都會面對主流社會，感覺非常不一樣。實
在，校內有很多非常特別的孩子，其中一位百
厭星叫阿朗，最愛爬樹和幫助別人，有如大總
管，他會主動為年紀較小的同學去執拾沐浴完
後塞在溝渠中的內褲、通渠、洗淨晾乾，分好
再交還，這種服務精神令大家非常讚賞，他的
自信也就來了，他現在更成為租車公司的老
闆，每年過時過節都會回校找校長老師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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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金秋時節話食菊

寥廓金秋，天高雲淡，風清氣爽，正是
菊花盛開、凌寒飄香時節。此時吟詩賞菊，
堪稱賞心樂事。
然而，古人栽培菊花，卻是從食用開始
的。用菊花做充飢的食糧，這是他們的首
選。早在兩千多年前，大詩人屈原就在詩中
寫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離騷》）；「播江離與滋菊兮，願
春日以為糗芳」（《九章》）。他不但用秋
菊的落英做晚餐，還把菊花收藏起來，用做
來春的食糧。屈原之後，三國魏人鍾會在
《菊花賦》中，稱頌菊花有「五美」，其中
「一美」便是「神仙之食」，即菊花是神仙
吃的糧食。唐代詩人陸龜蒙，對食菊也情有
獨鍾。他在住宅周圍，種了許多菊花，每到
春天菊苗肥壯時，便採一些放在杯盤中，邀
友人們前來品嚐。
尤其到了夏五月，菊花的枝葉又老又硬，
氣味苦澀，他卻照吃不誤。而宋代大詩人蘇
東坡，對食菊更加看重。當他從杭州來到山
東密州做太守時，因地方貧窮，災情嚴重，
他的生活相當困苦，一日三餐都難以為繼。
為解決口糧不足，他便跟同僚一起，工餘時
間到郊外野地挖杞菊為食。對此，他不但不
以為苦，還樂觀地寫道：「吾方以杞為糧，
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
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後杞菊
賦並敘》）
以後，人們進一步發現，菊花不但可以充
飢，還具有美食價值，用它可做出多種美味
佳餚。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就介紹
了三種菊花美食。其一為「紫英菊」羹：春
天將採來的菊苗洗淨，在開水中灼過，再用
油炒熟，放上薑、鹽，做成「紫英菊」羹。
此羹喝了有清心明目的功效。其二為「金
飯」：選紫莖黃色的菊花，在甘草湯中灼
過，再放入剛蒸熟的小米飯中同煮，即成
「金飯」。久食「金飯」，可明目長壽。其
三為「菊苗煎」：將菊苗放入湯中煮一下，
撈出後再裹上一層用甘草水調和的山藥粉，
然後用油煎，即為「菊苗煎」。「菊苗煎」
吃起來又香又脆，特別爽口。明清以降，用
菊花製作的美食更加豐富。明代高濂的《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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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餐廳吃飯，一定會聽到客人點
碟頭飯時，會說叉雞飯多色多薑蓉，
或者燒鴨飯多汁加底，而飲品則會說凍啡少甜、凍奶
茶多奶、凍檸茶多冰。這些多數都出自年輕人或從事
體力勞動多的工人之口。
一般上了年紀的人，會說的是切雞飯走色走薑蓉，
或是燒鴨飯少飯，飲品則是凍檸茶少甜、齋啡走奶走
甜，這表示上了年紀的人多數都有三高症狀，愛惜身
體。
有一天，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一位客人點碟頭飯時
說，油雞飯走翼。走翼？原來這客人不喜歡吃的是雞
翅膀。我馬上學會了，因為每次我到快餐店叫切雞或
油雞飯，常常吃到兩隻雞翼，而我最不喜歡的雞肉部
分，就是翅膀部位。下次我一定會叫燒臘師父走翼。
炒底我第一次聽到也是在茶餐廳，客人點的是滑蛋
蝦仁飯炒底，我也時常吃滑蛋蝦仁飯的，但不知道原
來還可以炒底──白飯改為蛋炒飯。當然，多冰多奶
多色多汁多薑蓉和加底，都不必加錢，但是炒底卻
要。
扣底我並未親耳聽過，而是在書上看到的，那是蘇
萬興編的《老餅潮語 2》（中華書局出版）。書裡介
紹的其中一個詞就是扣底。編著者指出，香港在二次
大戰之後，百業蕭條，政府稅收大減，財政預算案是
赤字預算，為了增加收入，便於 1946 年 12 月開徵飲
食稅，除了碟頭飯之外，舉凡餐館賣出的任何小菜，
都要徵收特別稅。為了避交這項特別稅，有人提出了
扣底的做法，就是到燒臘飯店買燒臘時，比如點的是
燒鵝飯，但加上扣底兩字，即是說，燒鵝飯不要飯，
只要燒鵝，於是就不需加飲食稅便可買到一碟燒鵝回
家開餐。
如今，扣底兩個字，已然在飲食行業中消失了。

不敢不樂

近年偶接同輩友人
死訊，自己也曾歷大
病，感慨之餘，想起明末清初文人、
戲劇家李漁信奉的「不敢不樂」。
明亡時李漁已三十多歲，中年經歷
改朝換代，雖能倖存，之後卻不再問
功名，而安於在民間賣文鬻戲，兼營
出版，支持一家四五十口的生活，以
類近現代人的獨立精神，在清初經營
文創產業，娛樂大眾也倡為善警世，
兼論養生飲食園藝享樂，可謂第一代
的lifestyle全職作家。
李漁在《閒情偶拾》一書的「頤養
部」，劈頭就寫「行樂第一」，道：
「造物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
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
非無限光陰……又況此百年以內，日
日死亡相告，謂先我而生者死矣，後
我而生者亦死矣，與我同庚比算、互
稱弟兄者又死矣。
噫！死是何物？……知我不能無死
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
者，欲使及時為樂……康對山構一園
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見無非丘
隴。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

伍淑賢

對常被騙的事，最近一次的是有一個
老友導演，由第一天回大公司上班便
許下諾言找我合作搞演唱會工作，又
說什麼助我找機會入大公司做他團隊
的幕後工作，但好在的是可能我已有
聽慣人車大炮的習慣，只會在每次說
給予我機會率中只相信 5%，而 95%
的信任票我會掉到大海，不會認真對
待，自己已有修煉，所以最後機會沒
出現或不了了之也沒有關係，但娛樂
圈人總是喜歡說大話。
之後又是同一個導演許下大話的諾
言，說開戲預了一個角色給我，又說
什麼一個好機會，最終每星期問一次
幾時需要我？但一個月後便由製片告
訴話什麼 budget 問題什麼老闆要求改
劇本，所以我的角色也掉了。圈中人
喜歡每次扮有機會給予別人只反映他
想給人有能力印象，贏取尊重，然
後，口出輕言承諾一切最後歸零，在
圈內實在太多不實謊話的所謂機會！
所以奉勸所有入行人士不要輕易相
信圈內某些自大狂講畀你機會，自己
用功努力，待機會來，靠自己能力好
過聽別人的假象。

風

興 國

戴永夏

娛生樂

社會人士均知道，居於某一屋邨之內
的住客均是全家收入低於某一個水平
的，於是便產生了一種效應；那效應
是︰大家都知道居於這個屋邨之內的
人每年家庭總收入必定低於某一個數
字！無形中便成為了一個很明顯的
「 社 會 恥 辱 污 點 」 （Social Stigma）——全家收入少於某一個數目
的窮鬼！
幸而，香港公屋的管理當局並沒有
採用這種刻薄的方法去對付公屋內的
住戶！
雖然如此，但當徙置區和廉租屋合
併後，很多徙置區的住戶也成為公屋
住戶了。整體而言，徙置區的住戶，
「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大富人家的
了。但本山人卻親自經歷了下述的
「故事」！本山人曾於觀塘開發時
（ 大 約 1963 年 ） ， 曾 以 極 低 的 首
期，購買了一層一千一百多呎的住
宅，當時只限五年之內供畢，大約花
了四萬多元；到 1971 年時，因獲新
僱主提供宿舍，便搬入了大學宿舍居
住，但七年之後，這層住宅已升值至
二十七萬元；而購買的人竟然是一位
住在公屋的人。
本山人以為這位買家一定是買來自
住的，豈料這位仁兄很豪爽，告訴本
山人是買來收租的。當本山人一臉驚
奇，心想為什麼不是買來自住的呢？
這位仁兄也很豪爽地告知本山人︰
「我住的公屋雖然很窄小，但風水很
好，我入住之後，已經搵得很多錢，
亦已買了幾層樓收租了！」原來本山
人居然有幸遇上了一位真正的「公屋
富戶」！
目前，新聞報告那位懷疑「公屋富
戶」只因為戶主的兒子找得一份三萬
元的好工，因而超額。但他們也可以
馬上取消他們兒子的住客身份，而由
兩老繼續住下去。當然強迫兒子搬
走，也是一件苦事，報告兒子的真實
收入是一位好市民和好住戶！為什麼
不可以大家商量一下，例如要他們多
付一些租金，又如何呢？何必一定要
迫這兩位善良的老人家，要將一位有
好收入的乖仔趕離公屋呢？
本山人希望有關當局放過這家人
吧！

國

百家廊

本山人曾考獲英國
房屋經理學會的證
書，並在當時（1961-1968 年）曾任
職於市政局轄下的屋宇建設委員會
（Housing Authority）的副經理，合
共為該建設委員會工作超過七年多之
久，所以，可稱是對香港公屋管理工
作有一丁點兒經驗！
亦曾獲該委員會選派於 1964 年前
往美國參加公屋管理交流計劃達四個
月之久，亦可稱對英美的公屋管理略
有小小經驗。以前亦曾在本欄發表過
對公屋政策的意見。
由於近來報章又有提及公屋富戶的
新聞，所以又引起本山人對有關「公
屋富戶」這個問題上，亦想加入一些
意見。
一般而言，公屋住戶是經過非常嚴
格的考核及審查申請時的居住及財政
狀況，之後才獲批准入住公屋的。
大約是 1969 年之後，政府將徙置
事務處及屋宇建設委員會合併成為今
天 的 房 屋 署 （Housing Department），本山人因已另獲其他工作而
離開了管理公屋的工作多年，所以，
本山人對目前的公屋管理工作也可能
是比較疏離一點。只希盼一得之見，
可以為目前「公屋富戶」的問題上，
提供一些「另類」的意見，讓有關當
局及社會人士對「公屋富戶」問題，
可以從另一角度去處理這個相當複雜
的問題。
美國的公屋政策（指 1964 年之時
而言），是相當嚴厲的。每年派員核
對公屋住戶的財政狀況；而美國的稅
局又是很嚴格及具有甚高效率的。所
以，公屋之內的家庭，每年均有稅局
發出的財政及報稅報告表的；而公屋
管理處亦每年派員查核公屋內住客的
財政狀況。
根據該年稅局的徵稅通知書，便一
目了然地知道該戶的財政狀況及過去
一年的總收入數目，只要將這個總收
入除以該戶人數，假如超過限額，三
天之內，便要搬離該公屋的了。
本山人回港後，將這種情況向當時
的上級提交報告時，他們對美國這種
管理方法，均認為是非常落後和殘忍
的！因為這種政策的後果，是使各界

昂膛山人

隨想



難怪校長也說那些最激你心，最愛為老師改花
名的學生都是最長情的！
其實來自「群育學校」的傑出學生有很多，
坊間知名的有黃秋生，另一位就是黑仔姜皓
文，他是家中大哥哥，四弟妹自小被養父送到
不同的「群育學校」生活，黑仔強調自己的行
為情緒全無問題，只因母親在他 14 歲時去世，
養父無計可施才出此方法，也感謝群育學校的
養育，否則他也不知道今天成了什麼樣的人。
他願意公開出身，因為他相信「英雄莫問出
處」，也希望公眾同樣支持群育學校，即將由
大嶼山遷校到屯門的東灣莫羅瑞華學校，讓學
弟們有更好的學習環境。
黑仔中三開始無心向學離校打工，至當選 86
年電視先生亞軍，他一直聽從前輩谷峰老師的
教誨要堅持，不可轉行，他不介意當綠葉，最
重要有演出機會，兩分鐘也會好好把握，所以
他在七年內拍了 43套电影。曾志偉揚言明年金
像獎最佳男配角應該屬於黑仔，他也不會想太
多，只努力做好手上的事情。最近劉德華傷後
神速恢復，雖然要坐一些較硬的沙發，但已全
程投入工作，使黑仔非常敬佩！
黑仔在人生中遇上很多貴人，在困境時張全

師傅和黑妹姐都曾伸出援手，他就是一個常感
恩和甚謙虛的人，也常常向身邊的高人偷師，
他曾在拍攝電影《風暴》時偷拍下劉德華演戲
情況；另在拍《追龍》時，一心向甄子丹請教
武打技巧，可是對方只醉心文戲，特別着重兄
弟情，甚至為不同角色度對白，黑仔又有意外
收穫，他希望自己日後不斷進步更上一層樓。
皓文坦言他在群育學校學到的就是自立精
神，也希望大家別帶着有色眼鏡去看待群育畢
業生，那裡並非監獄、教導所或兒童院，那只
是為活得較辛苦的小朋友而設置的特殊學校、
暫居之所。學校的校長、老師、社工主要為孩
子健立一個並不特殊的學校環境，讓他們早日
能夠融入主流學校和社會，請各位支持屯門新
校舍這座清水樓添置包括空調等的急需應用設
施， 東灣莫羅瑞華
學 校 熱 線
29802383，多謝各
位善長仁翁。
■姜皓文希望事
業更上一層樓。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