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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
悄……」隨着電影《鐵道游擊隊》主題歌在
全國唱響，微山湖的名字早已傳遍大江南
北。然而微山湖的真實面貌，知道的人卻並
不多。為了一睹它的風采，我於去年8月參
加了省作協組織的「微山湖筆會」，得以跟
微山湖親密接觸，終於了卻了一樁多年期盼
的心願……
微山湖又叫南四湖，由微山、昭陽、獨

山、南陽四個彼此相連的湖泊組成。它位於
蘇魯邊界結合部，跨山東、江蘇、河南、安
徽4省38個縣，南北長120公里，東西寬
25公里，流域總面積31,700平方公里，水
面面積1,266平方公里，為我國十大淡水湖
之一，也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上，浩淼
的水波接天連雲，萬畝荷田鋪錦疊翠，風光
秀美，名勝薈萃，物產富饒，既是湖民生活
的「樂土」，又是旅遊勝地，先後被評為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級生態示範
區」、「國家重點紅色旅遊區」和「中國最
佳旅遊目的地」。

先賢光耀微山島
第一天采風，我們首先乘船來到湖東北面

的微山島。
微山島是微山湖中最大的島嶼。它原是魯

南山丘的餘脈，東西長5公里，南北寬2.5
公里，面積9平方公里，最高處海拔91.6
米。島上風景優美，古蹟眾多，素有「湖上
明珠」之稱。
登上微山島，最引人矚目的是山上那三座

古墓——三賢墓。這三座墓分別是：宋國之
祖微子墓，宋襄公之後目夷墓，西漢留侯張
良墓。這三位先賢，都是在中國歷史上產生
過很大影響的人物。其中最著者，當屬微
子。微子名啟，是商紂王的兄長，因出生時
其母地位卑微，無緣王位。他對紂王的荒淫
無道不滿，苦諫無果，憤然出走，隱居微
地，死後葬於微山島上。現在的微子墓坐落
在島西北面的鳳凰台上。墓呈圓形，高10

米，底徑7.5米。墓上翠柏森森，墓前有石
碑4幢。其主建築有正殿、偏殿、碑亭等。
正殿內雕樑畫棟，古樸典雅；高3.5米的微
子塑像巍然屹立在殿前，似在向人們訴說千
年滄桑……
島內還有著名的「鐵道游擊隊紀念碑」，

碑文記載着中國軍民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
略的鬥爭中立下的豐功偉績。當年，鐵道游
擊隊以微山島為依託，活躍於津浦鐵路沿線
和臨棗線上，配合八路軍主力與日軍戰鬥數
百次，威震敵膽，屢建奇功，為抗日戰爭的
勝利作出了卓著貢獻。如今，這裡已經成為
濟寧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濟南軍區國防教
育基地，每年吸引眾多遊客前來瞻仰。

湖底深藏古留城
離開微山島，遊船又把我們載到島西6公

里的湖面上。這裡的水平如鏡，波瀾不驚，
周圍也無名勝可尋。我們正在納悶，當地導
遊卻不無自豪地說：「別看這裡的湖水『靜
悄悄』，水下還深藏着一座古城呢！它就是
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古留城。」於是他便給我
們講起古留城的歷史……
留城是微山年代最久遠的古城。它的歷

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唐堯時期。秦
統一六國後，在此設留縣。至漢代，留縣成
為張良的封邑。《漢書．張良傳》載：「漢
六年高祖以三萬戶封良，良不敢受，自願封
留足矣。」於是高祖便封他為留侯。以後歷
朝歷代，雖然行政區劃屢有變更，但留城卻
始終存在着，而且一度成為魯南的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唐以前，這裡一直很繁榮。
留城存在了幾千年。隨着黃河的氾濫和微

山湖的形成，約在明末清初，它就逐漸沉入
微山湖底。關於它的沉陷，民間流傳着這樣
的說法：從前，留城城內住着一戶叫劉伯通
的人家。有一天，祖上顯靈，命劉伯通速造
木船。待木船造成那天，夜裡突發大水。滔
滔的洪水很快把留城淹沒，人和牲畜都葬身
水底，只有劉伯通一家藉着木船死裡逃生，

隨洪水漂流。一天夜裡，他們忽見遠處有一
點火光，於是便拚命將小船向火光划去，這
才得以上岸定居。他們給這個地方起名叫
「遇火地」，這便是現在的韓莊鎮。

留城陷入微山湖後，其遺址曾在湖水乾涸
時露出過。後來，由於微山湖的淤積，留城
遺址再也沒有出現，但民間卻有留城六十年
一現的傳說。
聽着導遊娓娓地講述古留城的歷史，我們

真像進入神話王國一般，驚歎微山湖底的神
秘莫測。然而導遊卻並未到此為止，他繼續
說：「微山湖的神秘何止湖底？它的上空有
時更加神奇！如果天氣好，運氣好，你們還
能看到『湖市蜃樓』奇觀呢！」

「湖市蜃樓」真奇妙
如同海有「海市蜃樓」、山有「山市蜃

樓」一樣，湖也有「湖市蜃樓」。儘管這一
神秘現象十分罕見，但微山湖上卻多次出現
過。
微山湖上的「湖市蜃樓」多出現在晴朗天

氣的日出之前。此時，在煙波浩淼的湖面上
空，會隱隱約約地出現一座古城。古城的城
牆巍然屹立，其正面偏右方有一座城樓。片
刻，只見城門開啟，有不少長袖大袍的客商
行旅，或挑擔，或推車，或騎馬，或牽
驢……絡繹不絕地出入其間，熙熙攘攘地湧
往市集。等到日出時，景色漸淡漸遠，古城
慢慢消失，一切又恢復正常。圍繞這湖市蜃
樓景觀，當地人普遍認為，這蜃景是沉入湖
底的「古留城」的真實再現。

微山湖上的蜃樓奇觀，直到近些年還出現
過。當地作家殷允嶺在他的散文《湖市蜃
樓》中，就寫到他在1984年6月的一天，
親眼見到的蜃樓景象：「在蒸騰的雲霞下，
在牛乳般的湖霧上，它（仙閣）的毛茸茸脊
面猶若仙山的緩坡。它的倒影印映於湖上，
印映於葦荷隙間的明水，恰如沉陷千年的古
留城隱隱再現……」

（殷允嶺：《湖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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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弱中產不敵樓梯
看無綫《長命百
二歲》，覺得生老病

死之中，最難過的是老和病，皆因
生那一刻，自己無端端出世，沒甚
意識；之後幾十年生活，雖不圓
滿，也總有平靜的日子；到死那
刻，奄奄一息，已非一己能主宰；
唯獨是老和病年月漫長，有無數難
關要過，大量決定要做，複雜人際
關係要處理，而時代已離我而去，
心力日差，還要受各種病痛、藥物
和醫療折騰，苦之極。
發牢騷，皆因最近去沙田探退休
老師，他七十不到，精神不錯，還
可看書上網，但有長期病患和初期
柏金遜症，出入要太太推輪椅。本
來這也沒什麼，問題是他住的私人
屋苑，入口和大堂都有八級樓梯，
共十六級，又沒無障礙斜坡，坐輪
椅的怎辦？老師說原來每次上街，
都要半小時前去電管理處預約輪椅
升降台，克服那十六級。回來一樣
要預訂，不然回不了家。於是盡量
不上街，生活質素大受影響。最要
命是全屋苑二千戶人家，只有一部
輪椅升降台！如不幸發生火警或要
疏散，這班長者怎辦？
很多三四十年前落成的舊私人屋
苑其實都有這個問題。當時大家都
年輕力壯，包括建築師、設計師，
都沒想到大家會有老的一天，有坐
輪椅的一天，和兩三級樓梯也行不

到的一天，所以都沒鋪設無障礙斜
坡，平台也超多令人生畏的長樓
梯。即使平台有電梯，也得拐彎抹
角「兜」到老遠才找到，有些更討
厭地要坐輪椅人士乘載貨電梯；輪
椅上的老弱，與高至天花板顫顛顛
的貨物共處，險象環生。
又很多舊式商場雖有電梯，但通

往商場的對開防火門，其中一扇又
總比輪椅窄兩吋，於是照顧者就得
用手推開另一扇門，很是狼狽，又
妨礙其他途人。這些加建工程，像
鋪設無障礙斜坡之類，本來不複
雜，但由於是私人屋苑，萬事都要
業主同意集資，這批長者怕已等不
及這些漫長難料的程序。
政府常說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

社會上卻有大批只因幾級樓梯、竟
日坐困家中的老弱中產，不知何時
方可「逃出生天」？

一九六零年代後
期，香港市民已耳

聞了一些有關香港前途的問題！而
一九七零年代開始，香港回歸祖國
的聲音已愈來愈明顯。導致一些
「敏感」的市民已開始了他們的移
民計劃。
但大多數的市民仍在採取觀望態
度；於是香港便出現了很多不同的
聲音，特別是時代先鋒的大學生
們，他們也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
和反應！
本山人當時因機緣巧合，而離開
了收入穩定的政府房屋署的工作，
獲香港中文大學派往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從事研究「學生事務」工
作。一九六九年初返回香港加入了
中大工作團隊。第一個任務是要成
立一個「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青年工作對本山人而言，絕非一種
陌生的業務，因為在加入當時政府
的屋宇建設委員會工作之前，已曾
在基督教大專學生公社工作兩年，
該公社也是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屬下
的一個機構，是專門為當時的大專
學生提供服務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一個提供
大專學生「部分時間工作」的機
會，讓一些有經濟需要的大專學生
可以以自己的勞力賺取一些費用，
協助家庭解決生活的問題需要。而
本山人的工作卻是提供大專學生課
餘活動的康樂工作；例如大專田徑
運動會、水運會、乒乓球比賽等，
此外也負責主持一些攝影班會（當
時的導師是仇永平先生）、音樂欣
賞會、土風舞班、話劇等活動。
所以，在中大的第一項任務︰「成
立中大學生會」，表面上是一件輕而易
舉的工作，但當時中大的校園正在
開始建造。崇基、新亞和聯合已各
有自己的學生會；同時，又是分別

在三處不同地方上課，再加上一些
「院際課程」，可以說中大的學生
是分散在香港、九龍及新界等不同
地方，實在又是困難重重的！
幸而本山人乃崇基畢業生，而且

在校友活動中也是活躍分子之一，
返回崇基等如返回老家一般，問題
不大；但新亞和聯合卻有命令，如
本山人到訪，必須先獲他們的輔導
或訓導主任的同意；但這些也不是
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首先，本山人研究為什麼中大自

1964年成立以來，直至1969年，五
年之內也未能成立中大學生會呢？
經過一番查看檔案記錄之後，原來
中大當時因為沒有學生事務工作人
員，是由教務長及財務長接見崇
基、新亞及聯合學生會的代表，可
能因語言及其他一些誤會而導致學
生代表拍枱離場而成為懸案！
由於今次的主題不是講學生會的

成立事宜，所以只作簡單交代。本
山人在兩年左右便於1971年將中大
學生會成立起來；而本山人也馬上
成為中大的永久僱員！1972 年及
1973年聯合及新亞相繼搬入中大的
現址，於是本山人的工作便正式進
入兼顧全中大的整體學生事務了。
相信大家也可能有些印象，1970

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正是風起雲湧
地出現很多不同學生組織。學生團
體之多，意見之分也是正常的。但
有一天，本山人在香港大學學生會
出版的《學苑》學生報，看見一篇
文章，是由一位女同學寫的，題目
的大標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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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今次題目的開場白，下

期再續！

貝鈞奇先生由海員電報生
到香港體壇名人，公職多籮

籮，例如擔任香港足球總會副主席，香港體
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領導愉園
體育會和公民體育會等等，旁人笑他不務正
業，他花在推動體育運動的時間比本身正職
還要多，他樂此不疲，出錢出力，曾經在一
年之內資助足球運動超過一千萬港元，最高
興太太樂見其成，常言錢是丈夫賺回來的，
他喜歡怎樣用也可以，真是一位好太太。
為何貝先生如此熱愛運動？「我四歲由寧

波來港，第一次跟隨姑丈到南華會欣賞球賽
已深受吸引，自此成為了南華會擁躉。15歲
之前我是個孱弱書生，決定到公民體育會跟
隨導師學習，果然把『老鼠仔』也練出來
了。我愛運動，因為運動可強身健體，學習
團隊精神，我最喜歡的金句︰運動產生力
量！」
貝先生沒有當足球員，他到北角樹人小學

教書，同時學習無線電，他希望周遊列國開
眼界，「當年香港的航海事業非常發達，海
員超過4萬人，很多船王都是寧波人，董浩
雲、包玉剛等等，很多鄉里都是行船的，我
不願做水手，我要做電報生，當年世界通
訊訊號落後要用摩斯密碼，電報生又稱船上
的客人，因為電台條例每到一個港口，電報
室必須關閉。又因發放電報非常昂貴，所以
我每天只能夠發一封，工作非常清閒，反過
來用更多時間為報章寫遊記專欄。很多同事
上岸便去尋歡作樂，我就抓緊機會四處遊
歷，找寫作題材。」
當年貝先生工作的客貨郵輪名為「東方繁

華號」，那次在紐約見過董浩雲、董建華父
子上船探班，「當時董建華三十多歲罷，梳
着平頭裝，他們好Nice，船王吃早餐也選擇
簡單的泡飯。其實郵輪聘請了不少退役軍
人，其中一位叫肥仔，他專責托餐盤的，他

永遠站得直直的，原來他本是憲兵班長，所
謂的兵王，曾經看守被軟禁的張學良將軍，
他笑說偉人名人都是一樣天天的生活，小人
物大人物也不外如是。但我卻從肥仔身上學
習了很多哲理，做什麼工作也要敬業樂業，
捧餐也要捧得有尊嚴和專業。」
貝先生行船五年回港後白手興家創造了自

己的裝修工程公司，事事親力親為，在創業
的十年間未放過一天假期，他也是第一批入
內地做工程的港人，到過山東、大連、杭
州、汕頭等地建設賓館，「當年處處落後，
還記得1985年5．19香港足球贏中國隊發生
暴動的晚上，我正在北京要取道山東做工
程，飛機Delay竟找不到酒店，最後只能找到
一處防空洞地下室，沒有衛生間的，條件很
差的住宿地方，幾元的交易，也要住下來。
在山東要匯款三千元，郵政局卻說要登記，
今天沒有明天再來。回想現在我們打一場球
賽就是獎金二千萬元也是平常事，兩者真的
天淵之別，國家真的騰飛了。」
今年六十七歲的貝先生最大心願是國家及

香港的球員質素提升，人才並非國民多少的
問題，冰島地方小卻又人才濟濟。以往球員
就是明星甚受歡迎，希望球迷對球賽的愛火
能夠快快重現，家長願意讓孩子參與足球運
動，勿辜負了社會中很多熱愛和支持足球運
動的熱心人士！六月中世界盃即將開鑼，貝
先生正與兒子
牙骹戰，到底
巴西還是德國
勝出？我相信
這一種球賽家
庭樂將會籠罩
着未來世界盃
的月份裡，大
家好好享受
吧！

貝鈞奇先生金句︰運動產生力量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策，
朝令可以夕改，讓世人完全

摸不着頭腦。他的這種行徑，會讓美國經濟
走向何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
（Joseph E. Stiglitz），有感美國經濟政策多
年來帶出的分配不均，寫了一本《重構美國
經濟規則》，有評論指是「重構35年經濟政
策的激進藍圖」。這本書已由張昕海翻譯，
商務印書館於今年出版。
我不懂經濟，但讀來也頗為有感。書中結

論有幾句話說：「在目前的環境下，改變的
過程必然伴隨着陣痛，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
重構這些規則。」作者指的我們當然是美
國，但我聯想到的是香港的工業，是否也能
在現今的潮流裡，作出升級轉型，走向更廣
闊的世界？
記得「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的常務副會

長冼雅恩說過一個故事，是一家原本生產不
銹鋼零件的工廠，只能供給製錶行業採用，
但在這個智能手機的時代裡，毅然作出升級
轉型的抉擇，在經過陣痛的購買器材和重新
研究設計及佈局階段後，大獲成功。如今的
手機，乍看是看不到有什麼鋼材的，但想想
要充電時，插進去充電的那個小小的洞口，
用的就是不銹鋼。再想想從前看時間都看手
錶，現今的年輕人看的卻是手機屏幕上的時
間顯示。 如果手機沒有電，時間的顯示就看
不到了。這個小小的不銹鋼充電連接口，多
麼重要！
從手錶的零件，到小小的連接充電必要零

件，這樣的升級轉型，該是五顆星的成就
吧？我相信，香港的年輕工業家必然有很多
這樣的升級轉型創意，甚至已經做出成績，
但卻未為港人得知。有這樣成績的企業，這
個月的八號起，不妨報名參加「香港工商業
獎：升級轉型」，讓港人也能分享成就的喜
悅。

升級轉型隨想隨想
國國

僞人這個字常在某
些報道中看到，其實

在娛樂圈內真有僞人這回事，我真
的看到不少，今天先分享某些個
案，尤其是某些女偽人！
相信有很多人也認同入娛樂圈後
希望有一條特別的生路，就是成為
僞人後可找到豪門，但我今天要說
的是還未找到豪門，但自己知名度
又未夠時，便惟有找一些紙上明星
做，因為若是沒有名氣豪門是難以
看上的，所以某些偽人為了有大量
紙上明星做便不惜一切找一些大話
作為自己人生……令傳媒有字可
寫，而最好方法便是假緋聞。
圈內真的有數之不盡的假緋聞，
我看過一則假緋聞，為了上報紙，
兩位主角原本是朋友卻扮成情侶，
在街上扮拍拖也算小兒科，最重要
是每次出席活動時一定約埋一起出
席，態度親密，當傳媒問是否拍拖
又扮互相了解中，最偽的便是連家
人也利用，女方為令見報機會長久
更刻意討好男方家長扮已入屋，令

傳媒誤會女方已得男家承認，變得
傳媒也會大問家庭事，令男方家庭
在不知不覺中也參與了大話西遊，
長輩還懵懂不知，這一對僞人用這
方法便是為了有機會長期進佔娛樂
版，令自己成為主角，當連自己也
要相信假話才能成為真正僞人。
但相信她全不知道選擇扮有男朋

友是不能入豪門的阻力，哪有富家
人會喜歡別人已拍拖的身份，所以
這絕對是不夠聰明的做法，只會導
致一路找不到入豪門，當然這只是
我個人愚見，因為精明的偽人往往外
表怡人，得大家喜愛，而且也不止放
一條長線，可能主線也有數條。
不過偽人就是偽人也是藝人，幕

前拍攝反而有句真，幕後放工可不
敢想哪句真，但圈中說真話的人也
有一定的好，一定的多，不是每個
都偽裝自己的，之所以不是每人都
適合當藝人，因為要你天天謊話扮
嘢自以為是，並不是每人也可做得
到，其實每個行業也有藝人、偽
人，我們平民百姓真要帶眼識人！

偽人不是藝人

早前的文章提及過，如果你
想擁有理想人生，親手創造你

的人生藍圖，令到生活充滿幹勁，其中一個要
點就是進入高峰狀態（Peak State），讓你做任
何事情都得心應手，自然可以輕鬆向着早已規
劃好的路程前進。但問題來了，究竟怎樣才能
進入高峰狀態呢？
在分享我的方法前，首先請你嘗試想像一

下，一個剛經歷失戀或是遭公司解僱的人，他
們的身體語言，姿勢狀態會是怎樣？相信你可
以輕易回答得出，大概是肩膀垂下、臉如死
灰、坐姿彎曲、以及皺着眉頭等等。大部分人
也同意，一個人的情緒，會影響到他的身體姿
勢，從而影響狀態和能力。
可是，大多數人也應該沒有想過，其實當你
擺出不同的身體姿勢，也可以反向地影響你的
情緒和狀態？
在過去的三十年，不同的心理學實驗和研究

中，例如Grin And Bear It實驗、加州大學心理
學教授保羅艾克曼（Paul Ekman）的研究、Ly-
ubomirsky、King 和 Diener等等的心理學家，
都透過實驗證實得到，身體姿勢可以直接影響
到我們的心情、情緒和狀態。其中一個實驗非
常有趣，就是當測試者失落的時候，讓他們咬
着一雙筷子，令他們模擬一個笑臉的表情，根
據科學數字顯示出他們的壓力指數能夠明顯減
低。因此，只要改變身體語言，做一個令自己
回復信心的姿勢，就可以逆轉狀態，甚至達到
Peak State。所以當你下次感到難過時，也可以
試試咬着一雙筷子，幫助紓緩情緒，迅速回復
狀態。
那麼，難道要經常都隨身攜帶一雙筷子嗎？

當然還有其他方法，我最常用的方式有兩種，
其一是透過做運動，其二就比較簡單，就是挺
直胸膛。
首先，透過運動可以改變整個身體姿勢，將

你原本低落情緒的動作行為一併抹掉，令到你
不再處於難過的模樣，原理就如咬着筷子模仿
笑臉的樣子一樣。此外，運動本來可以令大腦
自然釋出一種化學物質，名為多巴胺（Dopa-
mine），這種物質會讓自己變得快樂。芸芸運
動中我選擇了跑步，將跑步設定成為令我進入
Peak State的姿態，我每天早上都有跑步的習
慣，自然每天都保持在Peak State狀態了。
而第二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是挺直胸膛，嘗試

回憶和感覺自己上次充滿信心的姿態，好好幻
想當時的情景，然後花十五分鐘時間到街上走
走，將那個處於高峰狀態的力量儲起，亦可以
立即改變到你的情緒狀態。
當你下次察覺到自己的情緒開始有變化時，

不妨嘗試以上兩個方法，留言自己身體語言的
轉變並改掉難過的姿勢，以另一個讓你回復狀
態的方式取代，你就可以決定自己情緒，時刻
保持Peak State，創造屬於你的人生！

身體姿勢反映人生？

微山湖上好風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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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生樂娛生樂
與與「「路路」」

■貝鈞奇望家長願意讓孩子
參與足球運動。 作者提供

■行樓梯對老人家來說極之不
方便。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