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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夢
園

《西遊記》和社會學(下)

各位看官，上星期
寫這個題目，一時不
慎，寫多了一千餘字，仍未提及《西遊
記》和社會學的關係，今期繼續，敬請
諒鑒。本山人趁農曆假期多了一天，便
抽空把數十年來參看《西遊記》的心得
作一簡單介紹，如有錯誤，敬希高朋不
吝賜教為幸。
本山人是在本港讀中文中學的，自
信中文程度也不算太差，但看吳承恩的
《西遊記》時，的確仍有很多未明之
處，可能是國學根底仍有不足之處，但
從余博士的英文本查看時，卻又覺得余
博士必定曾下過苦功，對歷史和佛學的
名稱及來源也有相當詳盡的資料！當本
山人能有足夠時間，將余博士英文本及
吳承恩中文本一同雙線觀看，必得益良
多！除了多學一些英文名詞之外，余博
士的敘述似乎比吳本更為清楚。
因為余博士除了精通中英文之外，
他對佛教的名詞非常清楚地用英文譯出
佛教（印度）的原音；所以使讀者（本
山人是其中之一）能清楚地知道他所指
的是哪一位神仙或佛教中那一些神佛的
地位；但要翻來覆去查證及考據，當然
要花上很多時間了！
但如以英文本為準，則非常清楚地
了解及明白那位神或仙的級數和地位。
因為中文本中的神、仙、佛，林林總總
的一大堆，實在難以辨別他們在佛教中
的準確地位。辨別清楚及了解之後，當
然可以讀得更開心。和《水滸傳》、
《紅樓夢》和《三國志》相比，《西遊
記》的人物、神、仙和佛，真是複雜過
複雜了！言歸正傳，究竟《西遊記》和
社會學有沒有或有什麼關係呢？話說本
昂膛山人

七嘴

八舌

真正的納稅人心聲

由李菁想起

娃娃影后李菁日前
於居所死去多時，鄰人
報警始發現，令人神傷。但她留下多部
電影，人生精彩過。
印象最深是李菁演鯉魚精的黃梅調
電影《魚美人》，後來才知源自越劇
《追魚》。如沒記錯，有場戲講鯉魚精
有兩個選擇，一是一次過受盡所有災
劫，二是分階段慢慢受苦，她豪不猶豫
選了前者，隨即見她極痛苦在地上滾來
滾去的鏡頭，之後便雨過天青，所有問
題解決；那是我第一次學到「長痛不如
短痛」的道理。
農曆年假看聖嚴法師《人生最後的
功課》小書，是法師生前有關預備死亡
的文章結集，提到廿一世紀雖發達先
進，唯對死亡這必會發生的事，反處處
忌諱，對死亡的準備竟不比農業社會坦
然自如：「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年過
五十歲的人都會開始為身後大事做準
備，譬如買好壽衣、壽棺和壽穴，這就
是不想麻煩別人，並且還會未雨綢繆，
為自己留一點棺材本。這種坦然面對死
亡的態度非常健康，也非常值得現代人

伍淑賢

學習。因為臨終者並不認為死亡是悲慘
的事，而下一代也不覺得長輩壽終不可
忍受，大家都可以用理性、平靜的心情
迎接必然來到的一天。」
法師指出現在流行「生涯規畫」，
針對人生每一階段都有各種理論和知識
可學，「但可惜的是，極少人在談生涯
規畫時，納入『死亡規畫』的概
念……其實，死亡規畫既無須忌諱，
也不複雜，主要包括遺體處理（安葬儀
式）、遺產及債務處理，這是對自己及
別人盡最後責任的具體表現。」
至於「人類為什麼怕死？」這亙古
問題，聖嚴法師答：「人們懼怕死亡，
是因為不知道死後的『我』是不是還存
在？如果能知道自己死後有地方去，而
且去的地方可能比現在更好，那又何必
畏懼死亡呢？或者，死後另外一段生命
現象正等着我們出生，又為什麼要害怕
死亡呢？」
佛教相信每人都有無盡世，每人都
在生死輪迴中，一世接一世，只要勤於
修行便有機會改變果報命運，非常積
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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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緣

思旋

天地

有些人很早就和宗教結
緣，原因是這些人的家庭本來
就有宗教信仰，令他們從小就在耳濡目染下，
養成了一起上教堂做彌撒或到廟裡燒香拜佛的
習慣。像我姨婆一家人都篤信佛教，因為我姨
婆是位居士。
有些人因為年紀漸長，又有病痛，本來沒有
宗教信仰的，便開始思考往生後的世界，於是
試着上教堂聽講道，或者是開始讀佛學的書
籍。雖然是很晚才結上宗教緣，但最後都有了
宗教信仰，而且都信得很虔誠。
最近讀到袁枚在《隨園詩話》的一個故事，
說有位叫顧東山的人，有個女兒長得很美，但
卻不願嫁人，平常愛穿素色衣裳，手拿念珠日
夜唸經。女子的母親嘲笑她是個在家信佛的女
子嗎？女兒只是微微一笑作為回答。到了三十
歲的時候，信佛的志向更是堅定，父母明白她
的意思之後，便蓋了間「即是庵」讓她居住，
她自稱為「即是庵主人」。有名望的長者為其
庵寫了首詩：「上界遭淪謫，人言萼綠華。十
年貞不字，一室語無嘩。遣興惟吟絮，逢春欲
避花。結庵殊可羡，萱草傍蘭芽。」
袁枚沒有記述這位女子是否長在信佛家庭，
因為他的書主要是記述詩作的，所以後人無從
得知她是怎樣結下這佛教的緣由，但從她篤信
的程度，可以看出宗教緣是結得頗為深厚的。
香港好像也出過這樣的奇女子，長得天生麗質
卻選擇遁入空門，讓塵世的俗人頗覺惋惜。本
來是在天主教學校讀的中小學，應該和宗教結
緣的，因為讀書時上教堂唸聖經是每星期的習
慣，但那時因為有體罰，因此沒有在其後再結
宗教緣。事緣一位神父在講授聖經時，問了我
一個有關證實靈魂存在的問題，我答錯了，他
就賞了一巴掌給我，這巴掌，令我從此對宗教
失去了興趣，變成無神論者。
其實，我蠻羨慕和宗教結了緣的朋友，因為
他們的生活都過得平安喜悅，就連已然逝去的
朋友，都是在安寧中往生的。

創夢

■十二屆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向大
會報告過去五年的工作。 新華社

如何走上獨立股評人的生涯
拍機便可出動去監察去錄影，將病人的情
況加以分析，更可教導護理人員如何處
理。航拍機在深圳發揚光大，也賺取了 40
億美元一年的收入，香港錯失良機，但我
們不要妄自菲薄，香港人依然有很大的優
點，就是我們有很好的心地，就如早前的
一次巴士車禍，很多香港人自發地捐血，
那便是我們可愛可敬的地方。」
熱血的胡孟青是家中的長女，下有三位
弟妹，父母上班，她在家中指揮一切，也
為自己不斷地去打拚，在著名女校聖諾撒
聖瑪利書院預科畢業後，沒有考上心儀的
香港大學，直接加入廣東省銀行工作，發
覺那些剛從外地大學畢業的同事，剛入職
便是主任級，於是她到英國列斯特大學進
修經濟學士，她明白學歷是更上一層樓的
階梯。
當年適逢 92、93 年英鎊跌了，鄧小平南
巡，國企掛牌上市，一切處於起飛狀態，
香港機會多過英國，「最難忘當年大年初
三，我在讀書那個埠有個英國人對着我罵
Chinky，我憤怒了，知道在當地消費是可
以的，但要賺他們的錢不要發白日夢。於
是我回來了，也到了城市大學攻讀財務碩
士。我輾轉到中銀，高信和滙豐這些大機
構工作，其後也藉着有香港創業板公司上
市，我也轉工了，公司也為了多點的宣傳
要我多到媒體亮相，做生招牌，我也開始
拋頭露面，走上了獨立股評人的生涯。」
青妹（胡孟青）獨特的個人風格甚受歡
迎，09 年滙豐銀行股價低見 33 元，她在電
視台滴下了眼淚那一幕，更為人津津樂
道，「那眼淚不在面上，只是眼泛淚光，

我是激動的，加上我那個化妝掃的毛甩
了，我往面上抹一抹那一幕，人家以為我
流淚了，很無辜，我只是想又有人中招了
而傷感！」
今天胡孟青又再傷感，因為剛踏進了
2018 年，連的士司機都給她炒股號碼，她
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來年通脹回歸，銀
行加息，金融股有可為，但大家要小心管
理自己的財富，保障自己金錢的購買力，
最好多投資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香
港地要有好的人際關係，識人重要過識
字。祝大家在股票市場上出入平安，恭喜
恭喜。

■財經界紅人、股壇小辣椒胡孟青對於
財爺陳茂波最新的財政預算案雖然沒有
派糖，但仍然給他八十分。 作者提供

從珍珠奶茶中學到的兩個創業道理

主要售賣台式飲品珍珠奶
茶的「天仁茗茶」香港總代
理經銷商賓仕國際即將於香港上市，並計劃
未來兩年增設約 16 間連鎖分店，繼續擴展品
牌。「天仁茗茶」的首間店舖位於香港銅鑼
灣的誠品書店內，開業 5 年至今該店於高峰時
段仍然擠滿大量顧客排隊購買飲品。
珍珠奶茶熱潮風靡全城，市場上同類型的
店舖可謂五花八門，但是為什麼唯獨「天仁
茗茶」可以在眾多競爭下突圍而出，成為全
港首個珍珠奶茶概念股？
從「天仁茗茶」上市的故事中，有兩個重
點非常值得初創者學習。首先，成功創業並
非取決於意念有多新穎，而是視乎能否實際
執行計劃。珍珠奶茶由 90 年代開始興起，
「天仁茗茶」則於 2012 年才引進香港開業，
意念不算創新。
儘管如此，集團成為後起之秀，截至 2017
年度平均月賣超過 60 萬杯飲品，總零售額更
高達 1.11 億港元。由此可見集團致力執行計
劃，最初只是代理茶葉分銷到超市出售，打
響「天仁茗茶」的名堂後，分銷業務漸上軌
道便開拓其他相關項目，先是設立外賣茶飲
店，吸納更多客源，再加入健康水果茶等不

王嘉裕

提供有力憲法保障，依法治國獲得人民擁
護。
中共自十八大由習近平總書記領導下，
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
化和民生方面都有跨越式的進步，為世界
所矚目。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份作出多次
外交活動，尤其是以中國模式提出的發展
方案，例如倡議「一帶一路」、「世界命
運共同體」等等，得到各國領袖點讚。
特別是中共於去年十月間舉行的十九
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勾畫指出
了中國今後的方向和藍圖，令全國人民雀
躍和興奮。習近平堪稱人民的領袖。中共
作出修改憲法內容，是符合新時代新形勢
和新實踐的。修憲內容中令人矚目及擁護
的是刪去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兩屆的任期期
限。這有利於維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
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有利於加強和完
善國家領導機制。
全國人大會議將要審議通過深化國家機
構改革方案，並選出國家政府領導人。人
們將拭目以待。

春回大地，百花爭艷，
京華春夢，全國人大代表
和政協委員雲集北京，為全國人民共尋中
國夢。會議期間加強全市保安工作，以確
保會議順利完成。以往港澳區全國人大代
表下榻北京飯店，而港澳區全國政協委員
下榻毗連之貴賓樓。包括代表和委員們以
及貴賓，出入也要經嚴格的保安檢查。
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大會在 3 月 3 日於北
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典禮，十二屆全國
政協委員會主席俞正聲作全國政協常委會
工作報告，委員們在北京政協大會期間列
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禮，除審議並通
過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之外，還將討論總
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和兩院報告。
全國政協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
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揮多黨合作獨特優
勢，具有廣泛代表性。被委任的政協委員
是共產黨的諍友，既是榮譽，也是責任。
在任期間發揮重要貢獻和作用。委員在會
議期間將分組討論，參政議政，獻謀獻
策，積極提案。重要的是在提案前要進行
調研工作。然而，政協對國家政府機構領
導人員選舉，並沒有投票權。但今年是政
協換屆期，在大會最後一天將由全體 2,000
多名委員選出新的全國政協主席。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3 月 5 日開幕。總理
李克強發表政府工作報告，大會期間將由
兩院作出報告。人大代表責任重大，特別
在新時代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有特別的
任務，那就是為新時代完成修憲任務。正
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要注重發揮憲法
重要作用，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水平。社
會在發展及進步，據我記憶，新中國成立
以來，曾有四次修憲。通過修憲以適應國
家發展，特別在經濟發展為基礎，修憲是
為更好地實施憲法。憲法必須長期堅持全
面實施，為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財爺陳茂波最新的財政預算案沒有派
糖，財經界紅人股壇小辣椒胡孟青直言收
貨，「今年的盈餘是九七年以來創下的新
高，在財富再分配的情況下，如果遍灑甘
露，人人派錢我都識得做財爺啦，觀音開
庫太容易了。我希望可以積穀防饑，全民
退保，老有所養，這是最實際的。另一方
面，我都想試下考 DSE，挑戰死亡之卷中
文卷到底有多艱辛，不過也不想搞亂了莘
莘學子的規律，所以每一種的措施都得兩
面看，我給財爺八十分，其實關愛社群，
民間有很多團體也正在運作中，例如有專
為綜援及低收入家庭而設的社企超級市場
『家園』就是四叔設立，會員制的超市，
市民可以用平日七折價錢買到食品和日用
品。」
胡孟青滔滔道來，完全不作修飾的言詞
令人非常受落，「如果要加闊稅階，我贊
成向地產商徵收樓宇空置稅，不再讓他們
趁着樓價不斷上揚，你急他不急，就如唧
牙膏般的賣樓。實在，現在香港很多年輕
人都患有上車困難症，滿十八歲便被鼓勵
去申請公屋，那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人生
是否只為了一層樓？不再追求進修，不再
為自己打拚？那種被動式的自暴自棄並非
正常的行為。另外香港人也是短視的，今
次財爺着重科技應用的發展，只是我們香
港人不夠大刀闊斧，就給深圳跑贏了，記
得當年有人將一架無人機，航拍機拿到科
學園去介紹，當時人人都說那是一件玩
具……今天航拍機已經在廣告、電影各方
面應用非常廣泛，也在醫療上有個很大的
發展領域，病者有需要時可致電求助，航

從零

共尋中國夢

思旋

興國

車淑梅

乾坤

境，衣飾裝備，社交應酬開支，基層打
工仔開支又比他們少些。而且全世界也
知有錢人，生意人，甚至演藝人及自由
職業的人都有聰明方法可以不用交稅，
只有打工一族才每賺一分也逃不出報
稅，財政預算案無可能永遠只照顧基層
打工仔，漠視同樣是打工仔的中高層人
士。
要幫助清貧階層是對的，目前不是整
天有扶貧政策年年撥最多錢用在扶貧
上，香港有些人可以長期拿綜援或失業
救濟金的，外國是要定期就要截斷先再
審核啦。香港不是愛學西方福利政策
嗎？有否跟足？有沒有花多許多冤枉
錢？2017 年 5 月稅務局局長開記者會說
了一些稅務的數據，目前全香港勞動人
口約 378 萬人，納稅人數目約 185 萬，
約一半的人不需要納稅，（或有人用聰
明方法避稅）。本港商業單位總數約32
萬家，企業給稅務局的財務報表當中接
近七成都是沒有盈利或是虧損，即不用
交稅的。
全港七百多萬人口，納稅人數目約
185 萬而已，請問嘈着派錢的人，「眼
紅」可退稅的人，你們是屬於有份納稅
定沒有納稅的呀？知否納稅人的錢也是
辛苦錢來的，當你每年開心等出雙糧
後，轉手已經交了給稅局的心情你們又
明不明？稅款應要來幫助身體有缺陷、
獨居長者，家庭突發生巨變的人，無份
交稅光伸手拿福利的人大有人在，窮不
是惡晒的，懶惰更不值得幫。
在網絡年代也是不愛固定職業的年
代，請你們看一看身邊有多少人是自願
或不自願成為自由人散工？想想未來交
稅的人數能否增長？人口老化，福利開
支肯定年年增，也夠讓人憂心，庫房盈
餘真的還會水浸？她講的話不知大家認
同否？鬧少兩句？真正的納稅人會有共
鳴。

國

百家廊

早已表明不會效法澳
門全民派錢的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新財政預算案公佈後一如過
往有不少罵聲，傳媒去問老中青三代年
齡層，中層基層、政黨、議員的反應發
現齊齊喊不公平！住公屋的想派錢，租
私人物業的希望能推出租金津貼，或幫
補水電煤氣費也好，搵食車主指基層和
富裕者那麼多優惠，嫌只能退一點稅幫
助太少，希望寬免牌費。滿足不到自己
的當然「非常失望」。本身對派不派錢
沒意見，條件允許，每人新年收封利是
也不反對，但也不一定是必然的，香港
人口多怎可同澳門比。
在朋友圈自然會討論新財政預算案一
些貼身問題，當然也留意一些人的意見
言論，有在機構做中層的朋友對一些說
法很扯火。她很欣賞財爺不為討好人而
亂花納稅人的錢，特首林鄭月娥又企在
財爺同一陣線，表明派錢做法並不是獲
得全社會認同，不適合全民派錢。認同
陳茂波反駁對立法會財委會尊貴的議員
質詢時說：「係咪每人派 7,000 蚊就最
公道？」到時又嘈富商都要派？那富有
人不是香港人？又嘈一輪。
派錢與否是其次，令她最扯火是以下
言論︰
「沒錢派非常失望」、「派錢最公
平 」、「433 億 元 用 於 退 稅 和 寬 免 差
餉」、「政府將絕大部分『糖果』分給有
錢人，自食其力反無受惠」、「不患寡而
患不均」。「政黨嘈預算案投資未來及
幫助中產，但對基層欠考慮。」怎麼沒
有人敢指出這些說法、想法才不公平。
這些觀念真奇怪，薪高的打工仔就不
是自食其力的？財富天跌落來的？首先
退稅是政府庫房收少了 433 億，這些只
是那一階層納稅人自己賺的錢被政府抽
了稅，錢已預繳畀政府，退回一些是減
輕那批人負擔而已，他們許多都是打工
一族，在他們的層次亦有他們家居環

小 臻

翠袖

山人在中大崇基就讀時，所修的主科是
社會學及社會工作學；在兩者之中，本
山人又是偏重社會工作系的。
本山人有幸，在修讀社會學時教授
是黃壽林老師，這位黃教授習慣上手持
一本很厚的社會學（英文本），有時將
其中一兩段讀出來之後，跟着便議論滔
滔地將那數段課文，天南地北地引述很
多與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
等無限量地發揮，簡直是︰社會學呢，
無所不包！簡言之，就是什麼也可以歸
納入社會學之內。
有一天，黃教授突然提出一個出乎
我們意料之外的問題︰《西遊記》是不
是社會學的一部分？並要我們提出意
見！各位看官，你話呢？！《西遊記》和
社會學有什麼關係？！當然本山人這一
班馬騮仔也不是不學無術之輩；但提出
很多觀點都給黃教授否決了！我們只能
眼光光地看着黃老師，靜待他又有什麼
新把戲可以刺激我們再創高峰！他才好
整以暇地提問︰你們為什麼不想一想，
唐僧、悟空、豬八戒和沙僧等，如果活
在今天，他們應該是哪一類人或哪一種行
業呢？這一提點，當然又可以令我們這一
群「未來社會學者」又再亂拋書包了。
長話短說，原來他又再指示，並要
求我們自己再去推想！例如，唐僧是不
是一位政治家？悟空是不是知識分子的
代表？八戒似乎非商人莫屬！沙僧是勞
工界！孫悟空多才多藝，飛身一躍便可
遠至十萬八千里，這正是知識分子的靈
活腦筋；八戒愛財愛色，此乃商人本
色；沙僧老老實實，勞工界最佳代表；
唐僧似乎什麼也不懂，這些人正是政治
家最佳人選也！

隨想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同款式和口味，為客人帶來新鮮感，其後再
出售市面少見的茶味雪糕及蛋糕等以吸引顧
客。集團逐步向目標邁進，成功執行各個項
目，最後自然獲得成功，超越市面上其他同
類型品牌。
第二個「天仁茗茶」成功的主要因素是，
集團真正做到 Outstanding（優秀突出），比
Excellent（卓越）和 Good（良好）更勝一
籌。根據行業報告，「天仁茗茶」在港擁有
第一市佔率，銷售份額達 24.3%。不少人認為
做到 Good 這個階段就已經足夠，但是稍有不
慎就會掉進邊緣，容易導致差強人意的結
果，影響甚大。
若然做到 Excellent 的狀態，為市場上最頂
尖的 10%，就會得到相對較高的回報。而最
理想當然就是做到 Outstanding，成為城上數
一數二的品牌，只要提起某種產品或服務，
大眾自然會聯想起某個品牌，足以證明該牌
子有多舉足輕重。以「天仁茗茶」為例，提
及茶味濃郁的珍珠奶茶，無須刻意提醒，大
家腦海中便會冒出這個品牌，代表成功已經
達至 Outstanding。即使集團面對大量競爭挑
戰，但依然堅持以品質上乘的茶葉沖泡飲
料，茶味較對手香濃，讓顧客在芸芸茶飲店

中留下印象。
因此，創業切勿安於現狀、得過且過，只
停留在 Good 的階段很容易會被淘汰出局，必
須提高成功的標準並逐步提升實力，邁向成
為Outstanding目標。
「天仁茗茶」上市後將會繼續擴展藍圖，
從品牌的成功經驗中明白到，有時候你或會
在市場上看到你曾經構思過的某些項目，不
要埋怨他人是否盜取了你的意念，只是別人
擁有比你更強的執行能力，機會就落在他人
手上。而且，請謹記提高成功的準則，否則
成功路上必
定 停 滯 不
前，導致失
敗的收場。

■珍珠奶茶熱
潮風靡全城，
不同類型可謂
五花八門。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