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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懷念先人的日子。每到此時，人們
總會想起一個人來，他就是名垂千古的介子
推。介子推是春秋時晉國的大臣。晉國內亂
時，他跟隨晉公子重耳流亡國外，顛沛流離
19年，歷盡千難萬險，備嘗萬苦千辛。當逃
亡路上糧斷草絕、重耳瀕臨餓死時，介子推
竟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來煮給重耳吃，把他
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對重耳有救命之恩。
然而在重耳返國當上國君，成為晉文公，

大封群臣時，卻把介子推忘了個乾乾淨淨。
介子推深感委屈和不公，一氣之下帶着老母
躲進綿山隱居起來。當晉文公終於悔悟，帶
領大臣到綿山找他時，他卻避而不見。晉文
公心猶不甘，又讓人放火燒山，逼介子推出
來做官。但介子推寧死也不肯回頭，跟老母
一起燒死山中……
介子推以死得壯烈，成就了千古英名。他

的有功不居功、寧死不食祿的高風亮節，一
直流傳至今，民間還專設寒食節（今清明）
來紀念他。但仔細想來，介子推的「不食
祿」實屬被迫無奈，並非完全自願。假如沒
有晉文公的忘恩負義，賞罰不公，他未必能
跑進深山去受凍挨餓，以死明志。再說他的
悲慘結局，也並非最佳選擇。因為在相同情
況下，有人就比他清醒、超脫得多。比如戰
國時另一位隱士屠羊說（音yue），就把官場
和人生看得很透。
屠羊說本是楚國郢都一個擺羊肉攤的。楚

昭王時，吳國打敗了楚國，昭王被迫出逃。
逃亡途中，屠羊說隨侍左右，幫昭王解決了
許多困難，有大功於昭王。後來楚國復國，
昭王派大臣去問屠羊說想要什麼賞賜。屠羊
說說：「大王失去國家，我也失去了羊肉
攤；現在大王復國了，我的羊肉攤也失而復
得。這就等於恢復了我的爵祿，我還要什麼
賞賜呢？」昭王聽後仍堅持要獎賞他，他又
回答說：「這次楚國失敗，不是我的過錯，
所以我不能請罪殺了我；現在復國了，也不
是我的功勞，我也不能請功領賞！」
楚昭王對他的話頗為讚賞，知道這個擺羊

肉攤的非等閒之輩，於是又派大臣召他見

面。不料屠羊說更加巧妙地回應道：「依照
楚國的法律，一定要有大功、受過重賞的
人，才可以面見國王。我屠羊說文不能興
邦，武不能定國。現在大王要召見我，這是
違背楚國法律的，我怎能讓天下人譏笑我們
楚國不依法行事？」楚昭王又碰了個軟釘
子，卻對這宰羊的更加敬重，於是又派「國
防部長」子綦去請他，要授給他「三公」的
高位。可是屠羊說仍不為所動，又從從容容
地頂了回去：「我知道『三公』的高位跟我
擺攤賣肉不可同日而語，萬鐘薪水更比宰羊
獲利豐厚得多。可是，我怎麼能因自己貪圖
高官厚祿，而使我們的大王背上濫行獎賞的
惡名呢？還是讓我回到市場上去賣羊肉吧，
這『三公』的高位我是不能接受的！」

屠羊說巧妙地拒絕了楚昭王授給他的高官
厚祿，完全出於他看透人生和社會的遠見卓
識。他的老練世故，頗得清代大政治家曾國
藩的賞識。曾國藩曾寫詩給他的弟弟曾國
荃，讓他好好向屠羊說學習︰「左列鐘銘右
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
萬事浮雲過太虛」。他告誡他的弟弟，儘管
你得到皇上的褒獎，同時也有許多詆毀你的
謗書，這些都沒什麼了不起，世間的事就像
天平一樣，這頭高了那頭就低。只要能像屠
羊說那樣寵辱不驚，淡看名利，那麼榮譽也
好，毀謗也罷，都像天上的浮雲一樣，一會
兒就會被風吹散的，何必放在心上？這詩這
話，更讓人掂出了屠羊說的卓爾不凡。

屠羊說的深謀遠慮，足以使他遠離兇險的
政治漩渦，舒舒服服地過他的太平日子。然
而他的眼界和胸懷，還只限於獨善其身，卻
難兼善天下。而真正把淡泊名利推向「為
民」高度的，要數宋代的隱士邢悚。
邢悚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的一名騎兵。趙

匡胤在後周柴世宗手下為將時，有一次在戰
場上與敵軍廝殺，因戰馬中箭倒斃而被敵軍
團團包圍。正在這千鈞一髮之時，邢悚飛馳
趕到，把自己的戰馬讓給趙匡胤騎，使他得
以衝出突圍，保住性命。

戰鬥結束後，趙匡胤到處尋找這位救了他

命的騎兵，但邢悚始終不肯露面。後來趙匡
胤當了皇帝，又根據記憶找人畫了像，在全
國範圍內尋找這位「救命恩人」，邢悚仍然
躲之遠遠。直到十多年後的一天，邢悚才拿
着當年趙匡胤找人給他畫的像，來到皇宮門
前，要求面見太祖。

趙匡胤聽說苦尋多年的恩人終於來了，喜
出望外，立即接見。他一眼就認出這位當年
救過他命的騎兵，便高興地要用重賞來報答
他。邢悚卻說：「我當年救您，是因為您是
全軍的主帥，救您就是救全軍，也救了我自
己。您能記得我，我就很滿足了，還要什麼
回報呢？我今天來見您，並不是為我自己。
我的家鄉這幾年連年大旱，顆粒無收，而地
方官吏又隱匿災情不報，致使餓殍遍野，民
不聊生……我在家裡實在是坐不住了，便決
定來見您皇帝陛下，希望您能救救水深火熱
中的百姓。」

宋太祖聽後，立即命人籌備賑災之事，又
下令賜給邢悚黃金10萬両，官位隨他挑
選。邢悚趕忙說︰「我若想陞官發財，早就
來找您邀功領賞了。我身為一個普通百姓，
只想憑本事吃飯。如果陛下恩准把賜給我的
黃金也一併作為賑濟災民的款項，我就感激
不盡了。」太祖看他實在無意於功名利祿，
就寫了一封親筆信，遞給他說︰「如果你以
後碰到什麼難處，只要把我的信拿給地方官
員看一下，他們就會幫助你的。」邢悚感到
卻之不恭，便將這封信收下了，然而卻從未
用過。直到他死後，人們才從他的遺物中發
現了這封太祖皇帝的親筆信。
「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

介子推也好，屠羊說、邢悚也罷，他們的美
德都像明燈一樣，點亮了人心，照亮了後
世，令萬眾敬仰。然而從他們身上我們也可
看出，美德若只是獨善其身，只能如一燈獨
明，雖能驅除黑暗，但亮度畢竟有限。只有
用來為民造福，美德才能像明媚的陽光一
樣，照亮四荒八極，光耀萬代千秋，恩澤綿
綿不絕。君不見古今英雄，不都是因「愛
民」而贏得人心，因為民而流芳百世嗎？

舊建築物地皮的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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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吃
有次在芝加哥，
跟來自新加坡和埃塞

俄比亞的兩個女生吃飯，點了雜豆
雞肉飯和naan薄餅。新加坡女生是
馬拉裔回教徒，吃到一半突然放下
餐具，改用手吃，說好味點，另一
女生也開始用手吃。
埃塞俄比亞女孩沒宗教信仰，父
母在美國做生意，她常去加州短
住，言行跟美國中產少女毫無分
別，但她「手吃」也非常嫻熟。當
時我覺得她倆都很美。
今年國際電影節看了套叫《持家
小木蘭》（The Breadwinner）的動
畫 電 影 ， 改 編 自 加 拿 大 作 家
Deborah Ellis小說，講塔利班政權下
阿富汗一個小女孩帕瓦娜，本來教
書的父親因打仗沒了條腿，有天更
無端給抓去坐牢，家中媽媽和待嫁
姐姐雖是成年人，但女人都不准離
家半步，莫說出去工作，連去門外
那口井打水也不可以。沒父親主持
家計，米缸漸空，如何是好？帕瓦
娜於是把長髮一剪，化成小男孩去
市集打散工，勉強撐起頭家，就此
展開亂世成長的故事。記得有場
戲，講父親仍在家時，一家人共享
一碟灑了幾粒葡萄乾的米飯，就是
用手吃，帕瓦娜還因為挑吃葡萄乾
給姐姐說了幾句。
單一文化的港人，如在餐廳見人
突然用手吃飯，必會白眼甚至拍片

放上網。但看資料，「手吃」其實
源遠流長，像回教世界就有整套用
手進食的禮儀和背後的宗教思想；
又吃前吃後必洗手，且要用右手三
隻手指，把食物捏成一小口一小口
（Morsel）放進嘴裡。時下有些說法
也有意思，像說用手吃因較慢，較
易飽，減少肥胖甚至患上糖尿病機
率云云；又謂人的手指和掌心有種
益菌，連食物吃下對身體有好處，
不知是真是假。
西化的都市人對「手吃」有戒

心，主要是怕不衛生。但想想，餐
廳餐具何嘗不滿佈細菌？且我們吃
飯前未必人人會洗手，相比認真潔
手後才「手吃」的，誰較衛生也難
說。然而港人幾餸一湯，且愈來愈
少吃米飯的飲食習慣，「手吃」確
有困難。其實用手吃某些食物的確
較痛快，像雞脾、漢堡包和橙，用
刀叉吃就是不夠滋味！

上周本山人在本
欄提及「改良監獄

地皮的用途」時，深感將監獄從赤
柱及中環撤走，的確是一個很好的
主意！因赤柱和中環由於香港近年
來之發展，赤柱和中環的監獄地皮
已是真的不適宜繼續用作監獄用途
的了！將監獄撤離的話，這兩個地
皮均可以有更良好的用途；而且也
的確是香港最難得的上好地皮！業
主是政府！為什麼政府不設法將這
兩塊極為寶貴的地皮，針對目前本
港的急切需要，將監獄搬走呢！？
大嶼山可能仍有一些極荒蕪和缺
乏交通的地方是仍然可以考慮的。
政府有辦法可以興建地下鐵路等等
大型建設，怎會沒有能力去找更適
合的地方去建築更合時的監獄呢？
香港仍有一些荒置的海島，例如
果洲群島和東龍洲等，似乎也只有
很少人煙，而全島均可能全是屬政
府的物業，是不是也可以考慮和研
究呢？過去，政府可能因財政不充
足而不能夠撥款去開發這些荒島；
但政府現在是庫房水浸！錢太多而
不知如何去善用似的！其實，政府
如果能夠花錢去開發這些荒島，使
之變為最新式的監獄之後，把赤柱
和中環內的監獄地皮再加以發展的
話，極可能又會為政府帶來另一筆
更豐厚收入的呢！
由這個話題引起，本山人對本港
一些舊建築物，也有一些意見如
下︰例如中環的舊街市，連接了皇
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兩旁的「橫
街」是租庇利街和域多利皇后街，
佔地甚廣！可以說已廢置了多年，
雖然其中一小部分曾改為臨時性的

商業用途；但由於整座建築也是由
三合土建成的，年代久遠！實在是
需要很多及龐大的修改，才可以繼
續使用下去。而且，因戰前（1941
年之前）的三合土也沒有今天的三
合土那麼完善！雖然有些「念舊」
的人士，極喜歡保留這座「舊街
市」，但實在是有點兒「中而無
當」！維修費用也不少，萬一發生
倒塌傷人事件，不知有誰人可以負
擔這個責任呢？
所以，本山人大膽建議，應該將整

座舊街市拆除，並將地面改為公園和
交通集散設施；然後在公園之上，大
約離地面四十米左右吧！興建一座
「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內
有超級市場、酒樓、餐廳、名店、酒
店、辦公室及住宅等等設施，樓高可
超過二百公尺（包括四十米高的公園
在地面），可以稱為是一座小型市區
化的綜合大樓！
由於整座大樓百分之百是政府的

物業，千萬不可作出售用途！但政
府可以在皇后大道中和德輔道中之
間的樓宇中，再選一個地點，並建
議該地點的私人物業可以和政府協
商，採取合作協議，換取相同面積
的新建大樓內的單位而繼續經營其
過去相同的商業活動或居住用途。
從而政府便可以在另外一個面積大
致上相同的地點，再建築另一座
「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
如此類推，政府便可以將港島內

很多雜亂無章的大廈，變成一座座
「超級現代化的新型綜合大廈」，
包括地面又有一個美麗的公園。這
樣，香港將有機會升級為世界上最
有創意的超級國際大城市了！

提起田雞田啟文大家必然
會想到他曾是星爺周星馳身

邊的紅人好拍檔，他們的緣分就由1992年開
始，當年永盛電影公司開拍《武狀元蘇乞
兒》，田雞擔任執行製片，其中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適當時間致電周家請男主角星爺到片
場開工，但之前所有擔任此職務的人員都高
呼難搞，因為每次星爺早或遲到達，只要未
能即時埋位都會被責怪。
於是聰明的田雞吸取了前人的經驗，他每

次都先打電話給星媽查詢星爺是否睡醒了，
如果已經醒來，便致電入房間，以下是他們
的對話，「找我幹嗎？催我嗎？非也非也，
我只是想問你今天行程打算怎樣？想吃些什
麼？因為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有不同選擇，
因為食物最重要熱辣辣，凍了就不好吃。如
果你上車準備來片場時Call我，我就會準備好
你最愛的魚、青菜和上海麵等等，你到了便
吃，吃完化妝埋位，時間一點也不浪費。」
結果他們合作得非常愉快，後來更成為周

星馳星輝電影公司的重要一員，有人竊竊私
語指田雞擦鞋刷成功了，他卻不介意，「我
和星爺並肩作戰多年，大家理念相同，同樣
追求高質素的電影效果，他比別人優勝的地
方就是人家拍什麼成功了，他也絕不會跟
風。別人說我擦鞋，我也有所聞，但是外面
怎樣說我沒辦法改變，反過來要問自己是否
交出真功夫。」
田啟文是香港電影金像獎董事局董事，4月

15日將舉行一年一度的圈中盛事《香港電影
金像獎》，他與星爺份屬老友，可有邀請對
方出席作嘉賓？「其實我們年年都邀請星
爺，但他確實非常忙碌，今年這段時間他要
開工，《美人魚2》要拍到六月哩。其實我一
直在等他找我埋位，但還是沒有任何訊息，

不過一些幕後人員已經通知我，應該有我的
份兒，我都希望參與其中，因為上一套《美
人魚》我也有客串啊。我和星爺緊密合作過
13年，我當他是知己，但我不知有沒有這樣
的福氣，我視他亦師亦友，我們沒有將友誼
建立在利益之上。」
田雞入行33年，他的心中一直謹記着一位
貴人的說話，那就是當年他在酒樓賣點心之
時遇上的電台人李學斌，「我請求他帶自己
入行，他說我帶你入行好易，但你怎樣令自
己在圈中留低？ 這句話一直鞭策着我。而，
當時爸爸也在旁邊潑冷水，直指我不能入娛
樂圈的幾個原因，一我不夠專業未學過，二
樣子平平又矮小，三我只有中三程度，四家
裡等着我養……不過我實在太喜歡這一行，
由最初電視臨記，至電影公司策劃，我總是
全情投入，最近我更被推選為「香港電影工
作者總會」會長，我一則歡喜一則憂，因為
公職會令到與太太相聚的時間減少，我們沒
有子女，她將Focus都放在我身上，我對她虧
欠太多，希望遲些找時間去補救，雖然生活
上我並非一百分老公，但我的心是向着這個
目標進發，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做到！」
今時今日田雞已在圈中留低超過三十多

年，他更加明白電影
工作並非一份工，而
是追求一個夢；圈中
需要的並非是人，而
是人才。田雞心中那
團火依然燃燒得紅紅
的，但，我希望他要
實行兩條腿走路，事
業以外多陪太太，早
日成為田太身邊真正
的100分丈夫。

田啟文心中的一團火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日前看國際新聞，有兩則新
聞吸引我的興趣，一是和外星

人的傳說有關，二是天空降下的怪異現象。
和外星人傳說有關的新聞，其實是舊聞，只

不過有了新的結果。十五年前，智利的阿塔卡
馬地區，發現了一具名叫「阿塔」的木乃伊，
這具木乃伊的身材非常細小，身長只有十五公
分，和一副眼鏡的寛度差不多，但頭部非常
大，樣子和我們在電影電視看到的外星人形象
非常相似。當時就被傳為這具一千七百多年前
的木乃伊，是外星人的遺骸，但科學家後來鑑
定這具遺骸是具有人類的基因，而且骨骼和人
類相似。
雖然科學家的鑑定已經有了結果，但外星人

的傳說還是甚囂塵上，因為有人認為鑑定的骨
骼樣本，可能有劣化的問題。於是，科學家又
花了五年時間研究，終於在今年三月的科學期
刊《基因研究》上發表研究成果，指出這具
「阿塔」木乃伊是真正的人類，實際上是一個
患有多重基因突變的新生女嬰。就是得了多重
基因突變的病症，才會造成骨骼年齡的異常老
化，使得頭部異常大而且特別長。
天降異象的新聞，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報道，

說俄羅斯、保加利亞、烏克蘭、羅馬尼亞，以
及東歐內陸國家的摩爾多瓦共和國，都有人在
社群網絡上貼上他們親眼目睹的山脈上覆滿了
橙色的雪景照片。如果沒有現代的科學，這恐
怕就會引來一陣不小的恐慌。
還好有科學，因為氣象專家指出，橙色雪的

成因，是因為撒哈拉沙漠沙塵暴的沙和白雪及
雨水混合而造成，這樣子的天文現象，大概每
五年就會發生一次，只是這次的橙色雪顏色比
較深，是沙的密度比以前更高而已。
有了科學，怪異現象都可以一一檢驗，傳言

就不會成真了。

科學就是科學隨想隨想
國國

「五月天」演唱會
掀搶飛潮，有粉絲排

隊買飛與黃牛黨起爭執，被打傷至
腦震盪及手有骨折，黃牛黨在眾目
睽睽下，竟敢出手傷人，目無法
紀，之後五月天的歌迷為防再有人
插隊，排隊時要手挽手築成人牆，
真難為他們，在一個文明社會，叫
人忍無可忍。
炒黃牛利潤高，有門票交易網站
將最近舞台位置的1,180元門票，炒
高一倍至2千多元，更誇張是有人開
價一萬多元售賣原價1,180元門票，
炒高足足13倍。
除五月天演唱會門票外，近月，
七月的黃子華棟篤笑與年尾的劉德
華演唱會撲飛潮已開始了，加上黃
子華早已公告，此乃最後一次做棟
篤笑，劉德華在去年重傷剛癒後首
次開演唱會，令撲飛潮更澎湃，連
日來，我已收到不少要求買「雙
華」的短訊，在此順便公告，本人
沒任何特別渠道可買到「雙華」門
票，請各位自行想辦法，總之誰買
到雙華飛，誰就真正有江湖地位，
各位如果認識這麼有辦法的朋友，
請通知本人。
黃牛黨猖獗，黃子華為求餓死黃

牛黨，公開呼籲粉絲勿幫襯黃牛
飛，他轟黃牛黨對主辦方、所有付
出努力的工作人員，以及辛辛苦苦
排隊買飛的粉絲不公平，因此他不
介意對着半個空場做騷，並希望政
府立例管制，警方則加強打擊。但
立例需時，遠水不能救近火，不如
自己謀對策，暫時最有效的用「實
名登記」買飛，買飛規定用真名，
入場核對證件。
實名登記買票並非新發明，在內

地買火車飛早已要實名登記；在歐
洲一些國家，買巴士飛也要實名登
記，上車要核對證件；在英國睇英
超球隊比賽，更要入會及儲積分。
雖然很討厭這個方法，覺得被剝削
了自由，但暫時來說是最能保障粉
絲的方法，對主辦方也公平。
有指用實名買票，入場認證服務

涉及成本，可能要加票價，相信粉
絲不會介意，總比任人宰割好。

用實名登記杜絕黃牛飛

近年創業之風盛行，不少媒
體經常報道年輕一輩成功創業

的例子，「首次創業年賺千萬」、「在學創業
月入數萬」等等標題可謂深入民心。在眾多傳
媒耳濡目染下，創業彷彿立於不敗之地，予人
輕易就可賺得人生第一桶金的錯覺。
不少年輕人認為與其打工受氣，倒不如嘗試

創業，一心以為只要意念新穎即可突圍而出，
一躍成為創業鉅子。可是，創業真的有如傳媒
描述般容易飛黃騰達嗎？
早前我在不經意間讀到一則創業專訪，內容

大要是講述一名港青初創 Party Room年賺
7,000 萬（Party Room 即時下新興派對場
所），原本已是見怪不怪，但細心一想卻發現
事有蹊蹺。報道指出該店老闆在港設有數間分
店，細算下即是每間分別必須年賺約1,200萬才
達到總數7,000萬。換言之，各分店每個月都要
賺獲100萬，每日要賺到至少3萬元。
試想想，Party Room的消費主打經濟實惠，

數十人租用一間房間，每小時收費只不過為數
百元，還要加上租金、員工薪金、水電及各項
雜費等等，要每天都賺得3萬元確實較為勉
強。因此，大家以後看到某某捨棄高薪厚職投
身創業的報道時，需要多加考量在實際環境下
是否可行，尤其留意當中的誇大成分，自己再
作分析。
此外，傳媒報道幾乎都是覆蓋所有創業成功

的例子，但現實中失敗或平淡的個案比比皆
是。根據我一直以來的經驗，可以告訴大家其
實對創業有所誤解。創業並不一定可以賺大
錢，亦絕不比打工輕鬆，更甚是忙碌一番後卻
發覺賺來的錢僅夠糊口而已。舉出我其中一項
初創例子，由於早年看準香港暫無簡單場地佈
置公司，於是參考外國開設氣球佈置生意，一
開始確是佔盡市場優勢，吸納首批顧客，與不
少大機構也有合作計劃。
不過，市場漸漸冒起同類競爭，租金逐年攀
升，再加上材料、運輸、人工等等開支，每月

淨收益尚未足夠人生衣食無憂。因此，創業不
能保證一勞永逸，必須留意市場動向而調整計
劃，否則花盡心思和時間卻事倍功半。
那麼，這豈不是勸喻大家不要創業嗎？當然

不是，正如剛剛宣佈退休的香港超人李嘉誠先
生所說，其實市場上仍然有很多機會靜待開
發，只要目標明確、計劃周詳以及策略適當，
定會漸漸走向成功之路。然而，我要提醒的
是，大家千萬別誤以為創業簡單輕鬆即可賺取
可觀金錢，一路上必定會遇到不少阻滯，甚至
可能經歷整個計劃失敗等等。但是，請謹記要
視每個失敗為一個學習機會，細心反思是哪個
步驟出現問題，若然下次出現同樣情況應該如
何避免或解決。
創業可說是個數字遊戲，就好像全壘打一

樣，無人可以做到 100%命中率，但當中只要
成功擊中就足以贏得比賽，同樣地在芸芸創業
項目中只要有數項突圍而出而且能夠持之以
恒，就可以達至成功！

創業的殘忍真相

「愛民」使美德更加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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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天演唱會門券掀起搶飛潮。

■電影《持家小木蘭》的劇照，
來自第42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節
目手冊。

■作者與田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