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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妮人生哲學：終生美麗

乾坤

時代的林燕妮

林燕妮仙遊，觸
動港人的心。身邊三
十歲以上的，近日手機必會收過或
轉發她離世那天和翌日的《明報》
最後專欄。人已去而文字仍如常見
報，確有音容宛在的超現實感。
論文學成就，林當然不及也剛逝
去的劉以鬯和楊絳，但對一般港
人，她又更親切更叫人唏噓。畢竟
多年來寫作無間，在《明報》也天
天一文，經歷幾個世代。她是香港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風華歲月的
先驅人物，既熟讀《紅樓夢》和舊
詩詞，又留學美國修遺傳學，沉浸
西方文化如魚得水，回港後旋投身
電視新媒體和廣告界，更成功創
業，將一手帶大的廣告公司賣盤給
國際級企業盛世廣告，實現多少創
業人心中亮麗的 Exit Strategy。即使
不計她與前夫一段婚姻，和後來跟
黃霑的戀情，她都是個人物。而她
弟妹先後因癌症不幸早逝，也處處
提醒我們諸行無常，人生有漏。
有人或嫌林的文字流於通俗，不
入嚴肅文學，我倒覺得可看闊點。
她對塑造香港戰後新一代女性身

伍淑賢

服冬着，冬服夏着，未到秋涼她已
穿上最新冬裝，記得一次在攝氏廿
多度的天氣，她穿上未在港發售的
最新款品牌大褸，非常亮麗，雖有
點熱，但反映她對時裝的執着。
連去朋友家食飯，她也很認真，
事先聲明會遲到，着我們先吃，她
到來時，記得是由我去開門，眼前
一亮，「嘩」了一聲，她戴上大大
的 Chanel 帽子，配同牌子套裝、手
袋和高跟鞋，她說去健身中心鍛煉
完畢，要打扮一下才來應約，所以
遲了。
林燕妮對自己的衣着打扮，向來信
心十足，透視裝、魚尾裙，各式各樣
的時裝都曾出現在她身上，她曾在自
己的專欄中細數自己的壞習慣，她稱
曾經有一男友人笑她：「你左邊耳朵
戴着一個浴室，右邊耳朵戴着一個廚
房，左手戴着個睡房，右腕戴住個客
廳，頸上戴住層樓。」
林燕妮氣派不凡，她被稱為「用
香水寫作的女作家」，稿件噴滿香
水，並非虛傳，我任周刊總編年
代，踏進報館聞到她慣用的香水就
知道她已交稿。
一切俱往矣。

份 ， 絕 對 是 股 成 型 力 量 Formative
Force。「港女」一詞現多貶意，如
貪錢、實際、不夠溫柔之類，這是
某種男人的怨氣視點。其實林燕妮
的全盛期，我們作為小讀者、看
倌，在她和其同代人身上，見到的
是實力、自信、有原則，不忘中國
傳統文化，又熱衷與世界接軌，盡
情享受時尚，忠於自家美學，也不
忌世俗眼光而從容當其小三。港女
另一特質就是義氣，江湖救急義不
容辭，敢特立獨行而不招搖。說穿
了，就是上續三四十年代的風尚，
下接七八十年代的新潮。有人說林
燕妮其實骨子裡是男人，我想她的
好品質，就是生而為人的應有品
質，不讓男或女專美。
但時代畢竟會離她而去，有件小
事可佐之。十多年前看過她上無綫
某綜藝節目當嘉賓，那時她狀態仍
不錯，文章不斷，唯人氣已大不如
前，年輕觀眾未必認得她。聰明的
她，一出場就自報家門，笑說︰
「我係林燕妮，寫文章嗰個呢！」
盛名如林燕妮尚要如此，時代就
這樣隆隆輾過。

欣賞別人

逝世已經四分一個世紀、
曾經主演過名片如《金枝玉
葉》、《珠光寶氣》、《窈窕淑女》的女星
柯德莉夏萍，留給世人的印象，除了她清純
美麗的容貌外，相信還有不少她說過的片言
隻語。
柯德莉夏萍說過，永遠不會褪色的美麗，
是優雅。是的，她生前的一舉一動都予人優
雅的感受，所以在她五六十歲的時候，那份
清純美麗依然散發。她又說過，要想擁有迷
人的嘴唇，就要常常說出充滿善意的話語。
她更說過，要想擁有一對可愛的眼睛，就要
用雙眼尋找他人的優點。
她之所以說出這些話語，看來是深諳欣賞
別人的心態，因為如果不懂得欣賞別人，又
怎會在言行間散發出優雅？如果不懂得欣賞
別人，又怎會說出充滿善意的話語？如果不
懂得欣賞別人，雙眼又怎會迷住別人的視
線？
道理其實很簡單，不會欣賞別人，就會用
懷疑的目光去看待所有人，這樣的表情何來
優雅？言談何來善意？眼神怎會不透出疑惑？如
此一來，整個人透出的就不會是美麗了。
在這個競爭的時代，失敗者自然對成功者
投以欣羨的目光，但勝利者對落敗者卻是如
何看待？一定不會投以欣賞的眼光吧？這就
是現代社會裡，就算是成功者也不會時常快
樂的原因，因為他們不懂得欣賞別人。比如
對賽的球手，勝了自然興奮萬分，但敗方卻
可能是一時失誤導致，下回極有可能勝出 。所
以，如果常看網球比賽的球迷，會發現每次
勝方幾乎都稱讚敗方，互相握手擁抱。
有研究指出，快樂的重要成因之一，就是
要懂得欣賞別人，從別人身上找出優點，體
諒別人的缺點，就可以一起生活在充滿歡樂
的氛圍裡。

興國

2018年6月12日（星期二）

淑梅

足跡

王浩信對緋聞一笑置之
得好？「早前我一直工作工作，現在放假即爭
取每天和她相處，女兒六歲很懂得表達和溝
通，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是一個彌補。」聽聞王
浩信買了一間獨立屋給家人，是嗎？「沒有，
我沒有買到，我只是將會做這件事，我不是一
個精明投資者，我不會買細單位去放租，我不
想令自己成為樓價租金提升的其中一個幫手，
這個目標我希望達成，會繼續努力去搵多些資
金買到給家人。現在另一個目標就是使身形體
態上提升，因為未來我的角色是一位殺手。」
實在王浩信的外形的確吸引，間中也會傳出
緋聞，他怎樣去面對呢？「我會一笑置之， 但
我會愈來愈少用自己私人的生活去變成大家的
娛樂。」那麼太太的反應又如何？「都是一笑
置之。」有想過如何將夫妻間的關係甜蜜度提
升？「溝通，溝通是最重要的，什麼也拿出來
講，是我得獎後這段時間，有這更大的啟發，
這段時間我們有更多的溝通，什麼也拿出來
講，關係愈來愈清晰。」
重視家裡人快樂指數的王浩信將在 7 月 7 日
35 歲生日，這位新疆人可會用上羊肉，大盤雞
和黃酒慶祝？預祝新晉視帝生日快樂，緋聞遠
離，與太太Yoyo和囡囡享受美滿幸福的日子。

新鮮出爐視帝王浩信入行 12
年直言絕無幻想過這麼快便得
到這個殊榮，回想頒獎禮當晚，他低調地將女
兒帶入場內，因為他要以此作為家庭教育，使
她明白努力後會得到獎勵，如果失落來年要加
倍地努力，及後他收到女兒送的金粉賀卡，他
强調此卡比獎座更重要！
到底王浩信得獎前後心態上有什麼分別？
「我很榮幸取得此獎項，之後我對很多事情的
看法不同了，我一直的追求都好實質，卻忽略
了很多心靈上的東西，實在人生有很多事情比
這個更值得注視和注重。領獎之後，我發覺開
心不是太長久，我以為不應該這樣的，接着我
進入了一個許多問題的狀態，人生中快樂和愛
是最重要，我應該怎樣去追尋？多做兩次視
帝？賺錢多買幾層樓房？非也，只有家庭給予
自己最大的愛。我知道好多家庭都存在好多誤
會，互不溝通，我選擇主動向家人父母親近，
他們很開心變得活力了，視帝這個獎項給我最
大的禮物就是得到這些答案。」
談到追求快樂與愛，王浩信 7 年前 28 歲結
婚，在圈中算是早婚，可有擔心成為人夫，變
為人父會失去觀眾的支持？「我很幸運上天對
我很好，很多觀眾對我正面的支持，我好感恩
因為非必然。以前我以為小朋友會花自己很多
時間，又驚不夠錢，慶幸囡囡好聰明，我和太
太沒有給她壓力，她入了一間心儀的學校，我
發覺小朋友的天真會淨化自己心中的負能量。
最難忘她出生前一晚，我緊張到只睡得不足兩
小時，在產房中見女兒第一面，我的精神就好
像睡超過十個鐘一樣，見到生命的開始，是非
常精彩的時刻。對於囡囡我們會盡量保護她的
私隱，不會公開她的照片，我很少去接返學放
學。她很鼓勵我的工作，每次都叫我加油，我
和她的關係並非父女而是朋友。」
王浩信夫婦這麼忙碌怎樣和女兒的關係K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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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信否認有買獨立屋給家人。
作者提供

高考到來說豬蹄

韓小榮

林燕妮被金庸評為
「現代最好的散文女
作家」，她 6 月 1 日不幸因肺癌在養
和醫院安詳離世，享年 75 歲。她病
危時，不少藝人曾往探望她，包括
鄭秀文、馬浚偉、倫永亮等。
林燕妮才貌雙全，曾留學美國，
先後取得美國柏克萊大學遺傳學學
士學位、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
位及香港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碩士學
位，她著作甚多，不少被改編成電
影，美貌與智慧並重，是才子們萬
千寵愛的文化界女神。
她的人生哲學是「終生美麗」，
她有品位，上世紀 80 年代，去 Ball
是一件大事，她是 Ball 場寵兒，永遠
是最佳衣着，一身最新晚裝，談吐
溫文，性感在骨子裡，珠光寶氣，
艷光四射，風姿綽約，比明星更搶
鏡，謀殺記者不少菲林，被封第一
代Ball后。
林燕妮不惜一擲千金買心頭好，
80 年代已是各大時裝店常客，試過
在名店面不改容買下價值 100 多萬港
元的紫貂皮草，以當時市值，足夠
買一個不錯的單位，成為佳話。她
穿衣之道是永遠站在潮流尖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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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但問題便出現了，要靠傳媒去
認識祖國，談何容易？！種種不同
的報刊均有非常差異的報道，實在
使初學者無所適從！最中肯的認識
祖國的辦法是親自前往祖國參觀遊
覽；另一種方法是參加不同的講
座，從講者的演說中吸收一些知識
和觀點。當然也可以去找些有關書
本和資料，查看真相。
還有一種是比較可靠的，就是參
加一些最近曾前往祖國旅遊回來的
學者演講會，以及看一些他們最近
拍攝的照片、幻燈片或電影；這樣
便可以得到一些圖文並茂的印象
了。其他辦法繁多，於此恕不一一
盡錄了。
再又例如︰關心社會！大學生除
了應以功課為上之外，當然也要關
心自己成長的地方和社會各方面的
情況。
70 年代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雖
然經過很多前賢的努力，終於在
1964 年正式成立了。但直至 70 年
代，中文在香港的地位依然是很低
的！所以，中大的同學在維園發起
中文合法化的示威行動；結果示威
同學被打至頭部出血及拉上警車的
為數不少，甚至有一位中大同學自
動走進警車卻被警察阻止的鏡頭！
幸而中大崇基學院院長容啟東博士
以中大高級行政人員及 OBE.JP 身份
把全部同學擔保出來。
港英政府於 1911 年成立了香港大
學 並 以 「 為 中 國 而 建 」 （Built for
China）的名堂而建立的。但直至
1926 年，15 年後，經很多評論、批
評該校仍未設立中文系，才請了名
宿賴際熙太史和溫肅等學者成立了
中文系，所以，1964 年中文大學正
式成立了，而當時中文依然不是香
港的法定語文，這也可以算是一件
絕不稀奇的事了。
當然，很多社會也可能存在着類
似的情況，但大學生是社會的未來
棟樑，所以，在社會追求正義的事
都是由大學生發起的。

國

去年臨近高考的時候， 閨蜜小蔡給我打
電話，說要給我家送幾隻孟家扒蹄過來。孟
家扒蹄是老濟南風味名吃，我吃過一次，十
分鮮香。可惜，我們住在濟南城北，離孟家
扒蹄店舖較遠，有想吃的衝動，卻懶於付諸
行動。小蔡真是善解人意，我決定拿出儲藏
多年的一瓶上好的葡萄酒招待她。小蔡問
我︰「知道為啥送你家豬蹄嗎？」我笑言︰
「投其所好唄，你知道我愛吃。」小蔡卻
說︰「主要不是給你吃，最近你家孩子要高
考，送豬蹄預祝金榜題名。」
閨蜜很博學，知道古人送禮，喜歡送給學
子們豬蹄。豬蹄，諧音「朱題」，暗含「硃
筆一揮，金榜題名」的意思。小蔡有心，居
然活學活用、古為今用了。
要說這豬蹄子，真是好東西。多年前，老
公上高中，有一次同學聚會，餐桌上有一道
紅燒豬蹄。有位同學啃了幾塊，香得不行，
說了句︰「要是天天吃豬蹄子就好了。」同
學們瞬間被逗樂。這位同學大學畢業後，有
了一份好工作，估計天天吃豬蹄也吃得起，
也算是夢想成真了吧！
從網上看到一則糗事。說是南京的一位婦
女，無緣無故爬到路邊的行道樹上，不肯下
來。警察叔叔多番勸說，仍舊無動於衷。她
的丈夫靈機一動，喊道︰「下來吧，我回家給
你買豬蹄子吃！」頃刻，婦女雙腳着地。可
見，豬蹄子的魅力有多大。
坐月子的時候，親娘在我身邊伺候，熬製
豬蹄湯給我喝，說是大補，有助於下奶。在
親娘的督促下，我美美享受着豬蹄子的香
味。我的孩子也間接受到豬蹄子的滋補，又
健康又可愛。喜愛吃豬蹄的不光是咱老百
姓，古代的皇帝也不例外。明朝的皇帝朱元
璋愛吃「捆豬蹄」。說起「捆豬蹄」，還有
一個神話般的小故事呢！
一天，王屠夫正在賣熟食。一位老者來到
攤位，拿起豬蹄就啃，一連啃了十來個豬
蹄。老者吃完也不說話，抬腿就走。王屠夫
急了，追上去要求老者付銀子。老者笑呵呵

百家廊

1970 年 代 後 期 ，
由於香港可能回歸
祖國，不但引起香港各階層的震
動，青年人是時代的先鋒，當然更
加不甘後人！
特別是大學圈內，當年除了港大
和中大之外，也有很多其他大專院
校的，這群大學及大專院校的學
生，更加是香港青年之表表者；於
是，在大學和大專圈內，各校的大
專學生也有非常廣泛和豐富的活
動！
但當《學苑》這篇「放．認．關
．爭．」一出，便成為各種不同的
大學生活動中最有綜合代表性的大
方向出來了。當時的大學生群眾運
動非常繁多，最著名的當然是「釣
魚台是中國領土」、「中文法定運
動」、「金禧事件」、「盲人事
件」、「反貪污事件」、「天星渡
輪加價事件」等等，以上各項運動
已可能有記錄成書或其他方式的記
錄，於此也無須再加論述。但這位
女同學的文章卻把大學層次的學生
運動帶領至另一個更高層次的方
向！
例如︰放眼世界！作為一個前途
無限的青年大學生，的而且確地，
是要有一個很宏觀的世界觀念。把
自己的國家、自己居住的地方和自
己學習的課程，必須參考全世界的
標準；如有不善之處便可以立即改
進之！尤其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
方，面積很小，但卻和全世界均有
密切的聯繫；無論航空和海運，已
達世界一流水準，跨國商業大機
構，一條皇后大道中已有多所。世
界上很多重要的商業交易和其他與
文化有關的項目，似乎也和香港在
某些程度上，一定有多少關係；所
以，作為一個香港的大專學生，養
成一個適當的世界觀是不可避免
的。
又例如︰認識祖國！香港是一個
傳媒非常發達的地方，各種不同觀
念和意識的傳媒也可以在港依法出
昂膛山人

隨想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從零

創夢

對大部分人而言，縱使一心
朝着目標進發，但當中難免會
遇上挫敗和阻礙，此時大家或會感到氣餒、失
落、難過等等，負面情緒一擁而至，甚至很多
時候，這些情緒更會令自己的信心動搖，對目
標有所懷疑，最終或會導致計劃失敗，與理想
人生愈走愈遠。可想而知，情緒其實對人生有
莫大影響，大家不容忽視。
不少人認為，不快樂就是不快樂，沒有更多
的形容詞，或許，大家只是不懂得怎樣表達自
己的不快樂是屬於什麼情緒。今天想先與大家
分辨 10 種負面情緒，讓你明白到每一種負面情
緒都分別代表了不同的訊號，當你察覺到自己
有該種情緒，便懂得有相對應的行動去控制，
不讓情緒影響到自己，讓自己可以有能力向着
目標前去。這些內容都是從我的導師、美國的
知名演說家 Tony Robbins 身上學會的，希望透
過分享，令你也可以在逆境中振作起來。
第一是感到不舒服，覺得渾身不對勁，但卻

王嘉裕

說：「要銀子沒有，我可以傳授一個豬蹄的
秘製方法給你，保你今後的豬蹄遠近聞
名。」王屠夫覺得老者神秘兮兮，不像是騙
子，就答應了。老者朗聲說道：「無骨豬蹄
須填料，不盡財源滾滾來」。這時，一頭小
毛驢出現了，老者騎上飄然而去。王屠夫左
思右想、冥思苦想，終於摸索出一套無骨豬
蹄的製作工藝，叫做「捆豬蹄」。愛吃豬蹄
的朱元璋聽說了這事，就下旨傳王屠夫進宮
做了御廚。王屠夫乖巧，為避諱朱元璋的
姓，他把「捆豬蹄」改名叫「捆香蹄」。朱
元璋每次吃「捆香蹄」都龍心大悅，王屠夫
一家老少因此得了不少好處。你看，這不正
是應了老者所預言的「財源滾滾」嗎？
漢武帝劉徹的母親王美人，懷孕的時候，
夢見一頭大豬，自空中緩緩降臨，奇怪的
是，豬腳是紅色的。王美人找景帝說起這
事，誰知景帝也做了類似的夢，夢中也有一
隻赤色大豬鑽進了王美人所居崇蘭閣的宮
牆。大豬的蹄子較長，跑得快，身後是一片
丹霞繚繞。王美人找卦師給算了下，卦師立
刻給王美人道喜。說王美人的胎兒，必然是
男胎，將來富貴至極。王美人喜滋滋生下漢武
帝後，乳名就叫「彘」。彘，就是豬，雖然不
雅，自有天機。
在濟南這些年，除了吃過著名的孟家扒
蹄，我還吃過幾次周家扒蹄。天橋區天成路
天橋附近，有一家「周記扒雞店」。店裡的
扒雞和扒蹄都十分暢銷，顧客常常排成長龍
在那裡等待。那時候，我工作的單位就在這
家店舖附近，下班的時候，曾特意去買過幾
次扒蹄。 去芙蓉街閒逛的時候，也買過那裡
的烤豬腳。芙蓉街的烤豬腳，吃的是一種心
情。那麼多人都在吃，自己不去捧個場，好
像是落伍的一種表現。
前幾天，去了趟華聯超市，發現布藝專櫃
居然有很大一個「豬蹄」︰豬腳抱枕。同事
小王家的孩子今年要高考，我決定買一個豬
腳抱枕送給他家。把「大豬蹄」拿到辦公
室，看着小王大惑不解的樣子，我仔細給他

解釋了送「豬蹄」的含義。小王拿回家，老
婆孩子都喜歡，覺得這件禮物，特別有新
意。來而不往非禮也，兩口子一商量，決定
請我們一家人吃個飯。
我們兩家同在一個小區，小區附近有家飯
店是品牌連鎖店，質量保證，衛生可靠，以
瓦罐豬蹄為主打產品。自開業以來，生意一
直火爆。這家飯店不光豬蹄做得地道，關鍵
是服務人員個個笑容可掬，如微風，如細
雨，既潤人又潤物。小王說，這家店裡的豬
蹄綿軟酥爛，老少皆宜，簡直讓人吃了這次
想下次。老公因為肥胖症，現在提倡素食，
他對豬蹄不感興趣。為了不辜負小王全家的
心意，他還是答應去瓦罐豬蹄店，不過，他
只吃素菜。我和小王說明了情況，小王表示
理解。於是，我們一塊去了瓦罐豬蹄店。
我們點了菜，開始閒聊。小王媳婦對我
說，咱們 40 歲的女人，為了讓面部皮膚不
老化、不鬆弛，必須多吃含有膠原蛋白的食
物。這家店的豬蹄經過嚴格篩選，營養格外
豐富，多吃牠，顯年輕。我連連點頭。店裡
的牆面上掛着一塊牌匾，介紹豬蹄的營養價
值。原來，豬蹄中除了豐富的膠原蛋白，還
有膽固醇、脂肪、碳水化合物、鈣、磷、鐵
以及維生素ABC等對人體有益的物質。這家
瓦罐豬蹄也叫「罐兒蹄」。瓦罐製作，古樸
典雅，健康養生，充分保存了豬蹄中的膠原
蛋白。膠原蛋白，不可小覷。它能改善機體
生理功能，防止皮膚老化，是現代女士的最
愛。
瓦罐豬蹄上了桌，免不了說些祝福的話。
小王的兒子聽說吃豬蹄，能考高分，笑嘻嘻
問了句：「真有
那麼玄乎嗎？」
然後，夾起豬蹄
子就啃。我們也
跟着加入啃豬蹄
的陣營。只有我
家那位，在一邊
垂涎欲滴。
■豬蹄
網上圖片

不快樂也分為 10 種？
說不出是什麼問題。這只是一個訊號，提醒你
要有意識地透過一些方法，例如上一篇文章提
及過的，轉換身體語言以改變你的情緒，認真
想想自己要走的方向。
第二是感到恐懼和擔憂，表示你要作好準備
去開始某些事情，當你察覺到你對某件事情感
到害怕，代表你需要作更多準備。
第三是傷心，代表某件事情未能夠達到你心
中的期望，所以你感覺到好像失去了某些東
西，嘗試清晰表達你的期望，或者選擇放下。
第四個是憤怒或者生氣，你認為其他人違反
了你認為重要的規則，可以嘗試清晰地令對方
明白你的規則，也要去了解對方未必跟你一樣
有相同的規則。
第五個是感到氣餒，代表了你需要調整你的
方向，並再重新出發。
第六個訊號是失望，表示你的期望高於所發
生的事情，試試調整自己對事情的期望，甚至
是如同我一樣，盡力完成事情，然後放下一切

期望。
第七個是內疚或者後悔，原因是你違反了其
中一個你對自己有的規則或者要求，可以了解
究竟這個規則是否你有意識的選擇，並確保下
次不會再犯就可以，請放下這一份責任。
第八個情緒是感到不足，表示你需要改善現
時你已經在做的事情，或者改變你對自身有的
一套規則與要求，確保不會是無法達到的。
第九個訊號是感到崩潰，壓力過大，只是表
示你必須要分好事情的先後次序，清晰地列出
要做的事情並且分出其重要性，首先完成急切
的就可以了。
第十個情緒是覺得寂寞，這個情緒代表了你
需要聯絡身邊的朋友，好好去溝通和分享，有
助抒發情緒。
當你日後感覺到這些負面的情緒，了解到每
一個情緒代表的訊號以及提醒自己要做的行
動，令自己可以掌握情緒，不被控制，就可以
認清目標，向着前路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