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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記趣

本山人曾在青年
會、房屋署及中文
大學合共工作了三十多年，工作上
遇到的樂趣甚多；現只擇其中一兩
事件向各位報告，作為本山人工作
樂趣的一小部分。
在中大工作年期最長，樂趣也多
不勝數；現於本欄數字有限，僅採
其中一兩段報告如下︰話說中大因
學生投考 A.O.事件，英語似乎是其
中一個問題；本來，同學的英語水
準與本山人之工作關係不大，但本
山人也覺得或許也應該在自己工作
範圍內，不妨加上一點小小協助的
力量！
其實，中大同學的「英文」水準
甚高！因為當時中大的學生主要是
來自金文泰、何文田官立等政府學
校和一些教會主辦的中學，平素可
能欠缺一些「講英語」的機會；於
是本山人便計劃在范克廉樓內舉行
一些「英語午餐會」，規定同學們
在午餐時只准「講英語」；但一想
又覺得有些不妥，於是便同時增加
了一個「國語午餐會」，以免別人
誤會中大只提倡英語。
結果，本山人之工作樂趣之一是
來自一位曾參加范克廉樓國語午餐
會的女同學，事緣某日，本山人突
然收到一位女校友的電話，誠邀本
山人給她機會，邀請本山人在城內
一所高級酒店共進午餐，本山人當
然樂意接受邀請啦！
茶過三巡，本山人當然好奇地詢
問她這次午餐的目的為何？出乎本
山人意料之外，她說她已等了很久
才決定要安排這次午餐會以表示她
對本山人之衷誠謝意！
本山人當然極為開心，但也覺得
是一次難得的稀有機會，而且，為
昂膛山人

館

馬國明會選黃心穎或唐老鴨？

翠袖

乾坤

■馬國明愛黃心穎之外，另一最大
「愛人」，竟是唐老鴨。

幸福之路上？

在朋友讚好聲中
看了台灣電影《幸福
路上》，確是好看，故事完整也叫
人舒服。初拍動畫長片的導演宋欣
穎，單是為故事人物造型，就跟動
畫師花了很多時間心力，才擺脫了
美日動畫的影子，創出神似台灣普
通人物的風格，配上由七十年代至
今的台灣歷史作背景，台灣觀眾看
了自有一番感受。
故事主角小琪（桂綸鎂聲演）生
於蔣介石逝世當天，六歲那年隨爸
媽舉家搬到新北市的幸福路，一步
步成長。本來有條件讀醫，後來卻
因對社會醒覺而轉科，畢業後當上
記者，打拚幾年後身心疲憊，機緣
巧合下去了美國工作，後來結婚。
數年後因外婆去世回台奔喪，而與
老美丈夫的婚姻也亮起紅燈。重返
幸福路上的老家，回首童年生活，
小琪不禁思索：「長大了，自己有
成為童年理想中的大人嗎？」
不是台灣人的我，有些感情很難
代入，不過這自傳式故事對當地人
必會引起無限共鳴和溫暖感。這電
影像團棉花糖，很甜美，但軟軟空
空的。我想是由於那種說故事的方

伍淑賢

話，當牠知己，他和家人更當唐老
鴨是家人，每年唐老鴨生日，全家
人會為牠慶祝，馬媽媽定會預備生
日蛋糕，抱着唐老鴨一起吹蠟燭和
切蛋糕，把唐老鴨當作是孫兒，會
買嬰兒衣服給牠替換，冬天會編織
毛衣給牠保暖。
若然黃心穎不喜歡唐老鴨，要二
選一，他會如何抉擇？誠實的馬國
明說很大機會選唐老鴨，信不信？
在唐老鴨之上，馬國明至愛家
人，不折不扣的「顧家男」，什麼
事情都以家人為先。他把收入全交
給媽媽管理，努力儲錢買房子是想
令父母住舒適點，買車子是為方便
家人郊遊。他珍惜家人，雖已成
名，仍很喜歡挽着媽媽的手臂逛
街羡慕死很多媽媽。

式，對人生的艱難點到即止，以非
常溫柔順滑的格調處理。這倒沒有
對與錯，只看是否觀眾那杯茶。
想起同是有條路名的 2008 年電影
《Revolutionary Road》，港譯《浮
生路》。卡士很大，由里安納度狄
卡比奧和琦溫絲莉飾演五十年代美
國一對年輕中產夫婦，叫 Frank 和
April，有兩個小孩，剛搬到康乃狄
克州市郊的「浮生路」生活。Frank
在紐約的大公司有份穩定但沉悶的
白領工作，April 修讀戲劇想當演員
惜天分不高，婚後當上家庭主婦。
這對在鄰人眼中郎才女貌的幸福夫
妻，卻藏暗湧，皆因 April 不甘心在
平淡市郊過下半世，便跟老公商量
一起去巴黎，由她在美領事館先當
秘書養家，讓 Frank 追尋理想。可惜
Frank 很快就動搖，也不知自己理想
是什麼，這時公司偏給他升職加
薪，April 又再懷孕，Frank 宣佈不去
巴 黎 了 。 April 大 受 打 擊 ， 理 想 夢
碎，悲劇收場。
那條英文原文本來十分浪漫的
「革命之路」，諷刺地變為女主角
浮生夢碎的現場。同是講成長的艱
難，我寧取後者的苦澀深沉。

綽號隨想

淑梅

足跡

人生如舞台

全方位電影人 75 歲的麥
嘉，自言活到這個年紀終
於發現每一個人都是帶着劇本降世，第一
行是人物性格，然後就各自演出每一場
戲，「我的個性喜歡學習新事物，新藝城
之後我學過風水，算命，神仙之術甚至唱
粵曲，拜新馬師曾為師，跟祥哥學習一定
要懂得發問，我問過為何祥哥唱歌這麼好
聽？為何他站到台上即把大家都迷住了？
為何他說我的聲音好聲不好聽？為什麼他
那麼牙擦？祥哥什麼都告訴我，因為我跟
他完全沒有競爭，不過我不敢在外認他為
師，就是怕陀衰佢！」
麥嘉在 1991 年預測電子遊戲市場會取替
電影業，解散了新藝城電影公司，離開電
影界聽取玄學家的意見轉往投資股票卻失
利了，可有後悔？「我承認對於電影行
業，我是早了十年離場，但後來電影被翻
版打到落花流水，我慶幸自己不在其中。
不過話又說回來，股票市場上我的金錢損
失並非很傷，因為我的底子夠優厚，有
福，有錢住大屋。不過回想當年自己實在
走寶，因為王家衛寫了個劇本，足有三百
頁紙，足有半吋厚度，是我有史以來在電
影圈見到唯一這樣完整嘅劇本，故事寫一
個心理學家在醫院裡面與一位神經病人的
故事。我將劇本交予黃百鳴，百鳴再向我
們講故事，我發覺不是我杯茶，我叫其他
人拍，人人都不願拍，因為當時未流行這
類戲種，的確王家衛是好導演，但，和他
合作一定要有好大容忍度與金錢，因為他
追求完美，要求太高。我欣賞周星馳，因
為大家都是喜劇演員，識英雄重英雄，喜

中學同學聚會，有些同學還
特地從外地返港，有些更是二
三十年未見了。放眼望向聚會的同學，有些連名
字都記不起，但卻想起他們當年的綽號。比如
「高佬」，因為鶴立雞群，一眼就認出了。當年
替他起這個綽號，想必就是這個原因。
「馬面」，到如今的臉還是那麼長，而且他剛
好姓馬。「小鬼」是因為在學校時常頑皮搗蛋，
但「老鬼」呢？溫文儒雅得很。想來是他的皮膚
黝黑，樣子顯得比大家都老，但他如今還是當年
的「老態」，還是當年般黝黑。做了幾十年的
「老鬼」，看來和當年差不多，真好。
「大炮」已然成家，甚且有了子孫。想當年，
明明是他想追求的女孩，但到處吹噓是那女孩在
追求他，中學畢業前，他一直都是這樣的個性，
自己追求反倒說別人追他，「大炮」的綽號因此
而來。不知他如今的妻子是否也是這樣的情況下
追到的？還是那麼喜歡吹噓嗎？
看過的小說中，應該是《水滸傳》裡的綽號最
多，只要看到書中人物的綽號，就可知道他們有
什麼個性和特長了。
不過，有些人的綽號就與個性和特長無關，我
自己就是。因為我大一入住學校宿舍時，學長立
即替我起了個綽號叫「老鼠」，為什麼？因為裡
面有愛睡覺的叫「睡獅」，有行動慢吞吞的叫
「河馬」，而我嘛，雖然還未能觀察個性，但大
家都叫我做「老薛」，普通話諧音和「老鼠」相
近，便只有稱之為「老鼠」了。記得已退休的港
台總編輯，大學時代也被同學起了「老鼠」的綽
號，想來是他名字叫「盧善」有關吧？因為廣東
話的諧音也相近。
不知現在的年輕人是不是也依同學個性或諧
音，來替他們起個綽號？

車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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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演員臉上都只有眼耳口鼻，要尋求變化
要突破，實在不容易。」
麥嘉自覺流着電影人的血，他認為自己
上輩子是做戲的，懂粵劇舞台，否則做起
大戲不會這樣得心應手，他強調人生很短
暫，什麼也不可以帶走，唯獨是智慧可以
留待下一生使用，所以世上有天才的出
現。他感到現在香港電影業暗淡無光，政
府要牽頭找出香港精神的代表電影為香港
打氣，例如再拍《最佳拍檔》，「其實我
同阿 Sam、張艾嘉都有傾過，他們很有興
趣，最大問題是最大投資者未出現，投資
不可以少，這電影正是觀眾的期待，Sam
一定會合作的，因為拍戲方面他信我，麥
嘉一定不會令他失望。」
麥嘉的人際關係和事業走勢都令人羨
慕，原來他擁有一個成功秘笈——人生如
舞台，舞台如擂台，人人都在打仗， 要成
功首要勤力， 因為有一半人是懶惰的，第
二要誠實，因為勤力的有一半可能不誠
實，第三是全力集中，這樣便會無往而不
利了！麥嘉示範了，他是個智者。

■麥嘉自覺流着電影人的血，認為自己
上輩子是做戲的。
作者提供

康有為的青島情緣
青島，這座燦若明珠的濱海城市，三面環
海，一面靠山，風光秀麗，氣候宜人，既是
著名的遊覽勝地，又是齊魯之邦的歷史文化
名城。早在上世紀20年代，她就「引無數英雄
競折腰」。清末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學者
康有為，就對她情有獨鍾。
康有為曾因主張變法轟動世界。在經歷了
一番激烈的社會動盪、流亡國外十六年以
後，辛亥革命後才回到內地，晚年大部分時
間在「碧水藍天，紅瓦綠樹」的青島度過。
他視青島為「第二故鄉」，在這裡過着平
靜、安適的賦閒生活，以至死後也願葬在這
裡，與嶗山為伴，與藍天碧水永處，並最終
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巍巍嶗山留勝跡
戴永夏

TVB 重 頭 劇 《 深
宮計》剛播大結局，
香 港 收 視 高 收 ， 內 地 點 擊 直 衝 33
億，叫好叫座。除了飾演皇帝的馬
浚偉、皇后胡定欣外，飾大將軍任
三恕的馬國明亦備受關注。
馬國明被公認為「TVB 頭號好男
人」，他出名孝順父母，入行多年
鮮有是非，起居健康，不煙不酒不
夜遊，有空閒便陪伴家人，獨沽一
味的嗜好是踢足球，當然現在有了
女友黃心穎，會分配時間拍拖，除
了踢足球，馬國明另一最大「愛
人」，竟是唐老鴨。
他自小喜歡足球，從小學到中
學，有空便踢波，一星期踢六天，
鍛煉出好腳法，中學時期成為校隊
成員，曾經代表學校參賽，奪「全
港學界足球聯賽亞軍」。成為演員
後，他依然堅持踢足球，加入了香
港明星足球隊和 TVB 足球隊，贏得
許多獎項。馬國明說只要不用開
工，他會每天都去踢球，可見他對
足球的狂熱。
對唐老鴨，他同樣狂熱，自稱家
裡有過萬件唐老鴨珍藏，簡直不可
思議。他中「唐老鴨毒」的原因是
在他只有幾歲時，馬媽媽去日本旅
行，買了隻唐老鴨毛公仔給他，自
此他便中毒，不能自拔。
小時候，他會抱着唐老鴨跟牠說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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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廊

紅查

中大同學服務，從來便不存任何希
望可以獲得回報的；因為本山人已
有了一份安穩而富有意義的工作，
又可以養家！在本山人不禁面露驚
奇時，她又問本山人，能否記得，
當日在范克廉樓舉行國語午餐會
時，有一位「小姑娘」站起來，面
紅耳熱地不知所措，而又非常尷尬
地鞠了三個躬便坐下來沒有說任何
國語？本山人當然未能記得這麼小
的一些短鏡留影啦！她告訴本山人
她就是那位小姑娘了！本山人才猛
然想起的確曾有那回事，但也已經
淡忘很久了。
原來，本山人規定，凡參加午餐
會的同學在進餐前，必須以英語
（英語午餐會）或國語（國語午
餐會）起立介紹自己的姓名、系別
和年級！而這位同學站立之後，卻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甚至只須說出
自己的姓名、系別和年級那麼簡單
的幾句，也說不出來；對她自己而
言也是一種意外了。當她發現了這
個意外之後，她覺得自己身為一個
中國人，卻不能用國語（普通
話）說出自己的姓名……是一種自
己也不能接受的事實。於是她決心
「學國語」；畢業後，雖然當時她
的普通話還是相當地普通，但有一
天，她的老闆，氣急敗壞地突然步
入他們的工作間，大聲問︰「你哋
邊個識講國語？」眾人在錯愕之
餘，也寂然無聲，只有這位同學，
有點兒怕羞地舉起右手，以國語
說︰「我懂得一點點！」那老闆如
獲至寶大聲說︰「明日你跟我去北
京做翻譯啦！」她因此得到一個機
會，後來獲升級至總經理。
那是本山人吃得最開心的一頓午
餐！

隨想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1923年5月，正是春暖花開時節，康有為
偕友人一起，來到青島近郊的嶗山遊覽。嶗
山不僅風景優美，而且是著名的道教勝地，嶗山
的道人早就仰慕這位「尊道崇儒」的著名學
者。當康有為到太清宮遊覽時，老道長特意
在宮東的「翰林院」客屋裡，設道宴為他洗塵。
一番盛情款待後，老道長提出請康有為題
詩。此時康有為也心潮澎湃，詩興大發，揮
筆寫下了一首66句、330字的《嶗山》長詩：
天上碧芙蓉，誰擲東海濱。青綠山水圖，
樣本裡將軍。
神仙排雲出，高台照金銀。芝旗與松蓋，
光景蕤五雲……
這首詩字裡行間都是對嶗山風光、水色、
奇峰、怪石、古木、異卉及建築特色的讚
美，酣暢淋漓，如行雲流水。再加上那遒勁
灑脫的書法，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
品。道人們按照原跡，將這首長詩逼真地刻
在太清宮後面的一塊巨大石壁上，成為太清
宮風景區裡最有價值的刻石之一。
1926 年 8 月 29 日，康有為再次遊嶗山，
又寫下了三首詠嶗山詩。
重遊太清宮
青山碧海海波平，汗漫重遊到太清。白果
耐冬多閱動，嶗山花鬧紫薇明。
詠嶗頂巨峰
直上嶗山巔，夾道萬卉繁。奇石起攫搏，
滿山紅濤翻。
明霞洞

從零

創夢

上一篇文章，我與大家分享
了如何擺脫「拖延」這個負面
情緒，而今次我會與大家探討另一個比較沉重
的負面情緒——失敗。
人生路上，我們總會遇到有所恐懼的事情。
早前不少學生因為承受不了學業帶來的壓力，
面對考試而產生無比恐懼。這個恐懼，可怕得
把他們推向絕路。為什麼我們會對事情有所懼
怕呢？ 是害怕事情為你帶來的負面衝擊？ 是害
怕事情的結果未如理想？ 還是因為從前不如意
的經歷令你對未來失去信心、有所忌諱？
你可有發現，其實恐懼，都只不過是，你對
於將來的未知而產生出來的負面情緒？對於大
部分人來說，讓人產生最大恐懼的事情，就是
害怕失敗。因此，今次想跟大家分享怎樣擺脫
由失敗產生出來的恐懼感，打破大家一貫對於
懼怕失敗的看法。
首先，我希望大家知道，失敗是能夠不發生

王嘉裕

別峰度嶺澗潺潺，巨石崔嵬松柏頑。萬竹
青青盤磴道，明霞仙在海中山。
這些詩從不同側面，讚頌了嶗山的美麗壯
觀，歷史悠久，風采迷人，為人們認識嶗山
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現存的太清宮詩
碑，已成為嶗山上的一道亮麗風景，吸引着
眾多國內外遊人。1979年7月30日，時任國務
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到太清宮遊覽時，曾仔細
地觀賞了這塊詩碑，對康詩及其書法大加讚
揚，並極富遠見地指出：「太清宮有了這一
塊詩碑，兩株奇花（指有 500 多年樹齡的山
茶花「絳雪」和一株一年兩次開花的木蘭花），
三棵古樹（指唐榆、漢柏和宋銀杏樹），便可招
來成千上萬國內外遊客，嶗山的旅遊業大有
希望，大有發展……」如今嶗山的巨大變
化，印證了這位偉人說的完全正確。

海邊垂釣「老康石」
1924 年，康有為在青島買下「提督樓」
作為住宅，打算長期定居青島，頤養天年。
此後，他每年都要來青島住些日子。
在青島，康有為除了經常跟為數不多的幾
個好友結伴遊山玩水外，還常常獨自到海邊
的礁石上垂釣。他新居南面海邊的一長列礁
石上，無數次留下他垂釣的足跡。從 1924
年開始，他的釣魚興趣愈來愈濃，垂釣的地
方也愈來愈遠。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裡，
他獨自一人背着魚竿，提着魚簍，來到青島
近郊王家麥島村南海邊的一塊探進水中的橢
圓形大礁石上。
這裡礁高，水深，浪小，是垂釣的理想之
地。他放下魚簍，魚竿一揮，熟練地將魚鈎
和垂線甩進遠處的水中。不多時，一條尺把
長的金翅金鱗的大黃魚便被釣了上來。他喜
不自勝，從此便跟這塊大礁石結下了不解之
緣。每逢風和日麗的日子，他便到這裡垂
釣。天長日久，他跟附近漁村的漁民都熟悉
了。當有人問他尊姓大名時，他總是笑着用
那帶有濃重廣東腔的普通話作答：「我姓
康，您就叫我『老康』好了。」時間長了，
人們不但見了面就叫他「老康」，連他經常
垂釣的這塊大礁石也被稱作「老康石」了。

長眠青島「風水地」
晚年的康有為，一心想長眠青島，並特別

留意為自己和親屬尋找一塊死後安身的「風
水寶地」。有一次，他在嶗山太清宮聽老道
長講起嶗山的風水，說這嶗山是「神窟仙
宅」，當年唐玄宗曾派方士到嶗山煉丹，並將嶗
山改名為「輔唐山」，還讓方士為他在嶗山
尋找「風水寶地」；中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
晚年也曾來嶗山遊覽，看上了太清宮東面的
一塊「天子寶地」，想死後葬在這裡。
只是她回京後尚未來得及派人來修建，便
一病不起，未能如願……老道長的話，進一
步堅定了康有為在嶗山上尋找「風水寶地」
的決心。
1926 年春天，康有為到市郊去看望一個
老朋友。車到李村時，他從車窗裡看到南面
不遠處有一座小山，山上面綠樹鬱鬱葱葱，
山坡上鮮花五彩繽紛，山下的溪水清澈見
底……放眼望去，恰似一隻五彩的鳳凰展翅
欲飛。
他從打柴人那裡得知，這山叫鳳凰山，又
叫象耳山、棗棘山。於是他停下車來，用他
所掌握的堪輿學知識，對這座小山進行了仔
細的觀察：山西面高高的山峰像鳳冠，山東
面的道道長嶺、條條山溪像鳳身、鳳尾，山
南、山北兩道叉出的餘脈，如同鳳凰的兩個
翅膀……山右「鳳翅」下面，有一處林密草
盛的凹地，北臨大河，南靠「鳳肚」，東倚
高嶺，西挨平川，這正是世上稀有的陰宅
「風水寶地」！
於是他用高出市價兩倍的價錢，買下了這
塊山地。後來，他又選了個良辰吉日，在這
塊寶地上破土動工，為自己建造壽墳。
康有為死後，與他的幼女同葬在他生前為
自己選定的這塊墓地——青島李村的象耳山
墓地，墓前有「南海康先生之墓」的黑色大
理石石碑和他的弟子劉海粟大師撰寫並手書
的《南海康公墓誌銘》。
該墓在文革期間遭到破壞。1985 年 10 月
27日，青島市政府又將其遷葬於青島浮山茅
嶺。這兒背山面海，墓後有綠柏六株，象徵
戊戌變法六君子。墓前有劉海粟大師重新撰
寫的墓誌銘。劉大師在墓誌銘中寫道：「公
生南海，歸之黃海。吾從公兮上海，吾銘公
兮歷滄海。文章功業，彪炳千載！」
這可謂對這位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一生的
高度概括！

失敗，可以不發生嗎？
的。其實你所遇到的挫折，是因為事情不順
利，而失敗只是你的感覺。你之所以感受到失
敗，是因為你把失敗連結上負面情緒。試想
想，你要感受到失敗，就必須用某一個觀點角
度去看待事情、用某一個標準去量度自己的行
為，才能夠把失敗具體化。這些對失敗的負面
連結，是源自於你過往不如意的經歷，或你加
諸於自己身上的規範。當你明白這一點，你就
會發現，成功與失敗，其實是由你自己定奪
的，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亦只有你自己才能
真正定義什麼是成功，什麼是失敗。
從今天開始，嘗試不要被自己或別人定下來
的規範令自己感到失敗，規限了自己的情緒。
那麼，「失敗」這個負面的情緒，就會消失於
你的生命之中。
你現在或會想像，假若人生真的完全沒有
「失敗」這個情緒，豈不會失去做事的動力？
我也曾這樣想過。從前的我實在太過着重事情

的結果，曾為自己加設很多規範，並覺得必須
達到才算是成功，才會感到開心，但事實並非
如此，卻令我忽略了過程的可貴。其實，快樂
不一定來自結果，因為結果有時候會差強人
意，不是你所期望的。
人生中，很多事情的精髓都來自於過程之中
你所獲得的經歷；而結果，只是你也許能夠享
受到的一小部分。為什麼要到最後一刻，才讓
自己感受快樂？我們何不把着眼點放在事情的
過程當中？由開始的一刻，好好享受一切所經
歷的，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視為豐富人生閱歷、
擴闊自己眼界的一刻。只要抱着這樣的心態處
事，我相信你每一刻都在過活一個成功的人
生。
最後，要真正擺脫害怕失敗的恐懼，就要懂
得放下對結果的期望。一念放下，會使你忘卻
憂心與壓力；坦然面對事情的發生，使你更加
懂得活在當下，享受人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