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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事可以變好事，這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可是在如何變和變的結果上，卻是千奇百
怪，大有學問。這方面，自古有不少先例。
《星雲大師談智慧》中講了這樣一個故

事：從前有一個國王，出外打獵時不小心弄
斷了一節手指，問身邊的大臣該怎麼辦？大
臣帶着樂觀、輕鬆的口氣說：「這是一件好
事！」國王一聽大怒，怪他幸災樂禍，因此
將他關入大牢。

一年後，國王再次出外打獵，被土著活
捉，將他綁上祭壇，準備祭神。這時，巫師
忽然發現國王少了一節手指，認為這是不完
整的祭品，不能祭神，於是就將國王釋放，
改由國王隨行的大臣獻祭。國王死裡逃生，
非常高興。
返回國都後，他首先想到關在牢中的大

臣。這大臣說他斷指是件好事，實在很有道
理，於是立刻將這大臣釋放，並對他無故受
了一年的牢獄之災表示歉意。然而這位大臣
卻樂觀地說：「我這一年的牢獄之災也是好
事啊！試想，如果我沒有坐牢，那陪陛下打
獵而被送上祭台的，不是我又是誰呢？」
這故事告訴我們，好事不一定全好，壞事

不一定全壞，壞事能夠變成好事。不過，生
活中的許多事情，比這還要複雜，好與壞常
常是相互轉變的，即所謂「禍兮福之所倚，
福兮禍之所伏」。《淮南子》中有一個「塞
翁失馬」的故事，就很能說明問題。
戰國時期，在北方邊塞的一個小城裡，住

着一個叫塞翁的老人，他養了許多馬。有一
天，他的一匹馬走失了。鄰居聽說後怕他想
不開，便來安慰他。然而塞翁卻並不介意，
反而笑着對鄰居說：「丟了一匹馬固然是壞
事，可是關係不大，說不定還會帶來好事
呢！」果然，過了不幾天，那匹迷途的老馬
又跑了回來，並且還帶回一匹胡人的駿馬。
於是，鄰居又趕來向塞翁賀喜。可是，得到
駿馬的塞翁卻並未因此而高興，反而憂心忡
忡地說：「這事雖然好，但也不能高興得太
早，誰知會不會招來災禍？」這話說了不

久，災禍就真的來了。原來，塞翁的獨生子
非常喜歡騎馬。他發現帶回來的這匹馬顧盼
生姿，身體強壯，是一匹少見的好馬，便每
天騎上牠到處遊逛，洋洋得意。
一天，他又興高采烈地策馬飛奔，不料一

個閃失，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把腿跌斷了。
鄰居聽說後，又趕來慰問。而塞翁卻平靜地
說：「這沒什麼，腿摔斷了事小，保住性命
事大，說不定還會帶來福氣呢。」鄰居覺得
他又在胡言亂語，他們想不出摔斷腿會帶來
什麼福氣。不久，匈奴兵大舉入侵，許多青
年人都應徵入伍，只有塞翁的兒子因為摔斷
了腿，不能去當兵。入伍的青年都戰死在沙
場，惟有塞翁的兒子保全了性命。這就是成
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來歷。

從以上兩個故事中可以看出，國王和塞
翁，都比較幸運，遇到的壞事最終都變成了
好事。但是這個「變」，是消極被動的，聽
天由命的，沒經過任何個人努力。他們因禍
得福，純屬僥倖偶然，自己並無把握。而要
使這樣的偶然變為必然，將變的主動權掌握
在自己手中，還必須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積極主動地奮力拚搏。在這方面，美國著名
的發明家愛迪生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愛迪生是舉世聞名的美國電學家和發明

家，被譽為「世界發明大王」，他的發明創
造對世界有極大影響。他除了在留聲機、電
燈、電話、電報、電影等方面的發明創造
外，在礦業、建築業、化工等領域也有不少
著名的創見。有一次，一場大火燒燬了他的
研製工廠，他的所有財產都付之一炬。許多
人擔心他受不了這樣的打擊。沒想到他並沒
有因此而怨天尤人，悲觀失望，而是從中激
發出更大的信心和勇氣。第二天，他就向員
工宣佈：「感謝大火沒有把我燒燬，卻把以
前的錯誤全部燒光。從今天開始，我們重新
開始！」他說到做到，立即行動，帶領員工
重建了他的實驗工廠，並在大火之後三個月
發明了留聲機，取得了更加輝煌的成就。

愛迪生畢竟是大發明家，他在科技上的成

就一般人難以企及，但他的百折不撓、堅毅
頑強、奮力拚搏的艱苦奮鬥精神，卻值得人
們好好學習。而這種精神，跟我們民族傳統
中的「窮則思變」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在改
革開放的今天，它正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
大，在各個領域也結出了更加豐碩的成果。
不久前，我的一位老友就給我講了這樣一件
令人鼓舞的事情：這位老友的老家在沂蒙山
區的一個山村裡，祖輩以種地為生，生活比
較貧苦。
五六年前，一場特大暴雨引發的山洪，沖

毀了田地，也把全村的多數房屋沖垮，村民
們陷於一片絕望之中。就在這時，從部隊轉
業到來不久的村支書勇敢地挑起戰勝災難的
重擔，號召村民白手起家，重建家園。在政
府的幫助下，他帶領村民艱苦奮鬥，奮力拚
搏，在一片廢墟上建起農家樂，利用山區風
景美、名勝多的資源優勢，開展鄉村旅遊。
這樣只兩三年時間，山村的面貌就大變，村
民普遍富裕起來，窮村變成了富村；水災這
件壞事，也成了促使家鄉巨變的好事……
老友所言，讓我感動，也促我深思。是

啊，人生無坦途，世事多艱辛。現實生活
中，不管個人還是群體，壞事總會經常遇
到，因此將盡量多的壞事變成好事，至關重
要。如何去變呢？偉人毛澤東說過：「壞事
具有兩重性，努力創造條件使壞事變好
事。」這就是說，壞事本身不會自動轉變，
要促使它向好事轉變就要努力創造條件。為
此就要做到：一是正視壞事，正確對待它；
二是重視壞事，從壞事中吸取經驗教訓；三
是不怕壞事，用苦幹、實幹加巧幹的艱苦奮
鬥精神，戰勝壞事所帶來的困難，挽回壞事
所造成的損失，並在此基礎上向着更高的目
標努力。
「變」的條件成熟了，壞事自然就會變成

好事。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我國從過去的
「一窮二白」到今天的繁榮富強，不就是在
黨的領導下，通過不懈努力，這樣「變」出
來的嗎？

善用太陽能發電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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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德
重慶 10 月 28 日
巴士墜江意外，釀

成全車十五人罹難慘劇。報載警方
在查問出事前已下車的乘客和翻看
倖存的車廂錄像後，發現原來是某
女乘客要求下車未遂，上前跟司機
理論，二人吵架繼而動手，女乘客
用手機攻擊正在駕駛的司機，司機
則放開方向盤上的右手還擊，待收
回右手後向左側急轉方向盤。根據
當地警方調查，其時車速有51公
里，急扭軚導致車輛失控並向左偏
離，越過中心線，先與對面線的私
家車相撞，再衝上路肩，撞斷護欄
墜入江中。一刻的怨憤，竟要用包
括自己在內的全車乘客生命找數。
這些怨憤，很多都頗無謂。報上
說是由於道路維修改道，事發前巴
士不能在該女乘客原計劃的巴士站
停靠，女乘客也沒照司機提醒提前
下車。當她發現巴士「飛站」時，
即要求下車，司機未停車，女乘客
於是走到司機右後側對他辱罵，司
機也多次轉頭解釋繼而爭吵，終惹
出大禍。重慶也是大都會，如報道
屬實，女乘客固然離譜，而司機身
負全車乘客的安危，也極不專業，
這種公德私德兩缺的行為，累己累
人，可惜的是全國各大城市，每天
怕也有不少類似的爭執上演。
講到公德，香港也好不到哪裡。早

前去開業只一年左右的銅鑼灣
Cinema City Victoria看戲，影院很
新很漂亮，座位寬敞舒適，奇怪的是
椅背全被扯得破爛，細看原來是保護
椅背的膠料不知為何仍未拆掉，咱們
觀眾又特愛邊看戲邊起腳踢前面椅
背，於是有照片中滿目瘡痍的奇景。
其實全民踢椅背，我想全港戲院皆
然，不過一般難見痕跡，這兒剛好有
踢爛的膠料為證而已。
港鐵也常因有人沒公德而起爭

執。前天乘港鐵就有兩位妙齡港
女，一個正用背挨着整條扶手，圖
舒服，另一個則想用扶手而不得，
乃直斥其非。背挨扶手的港女辯解
說：「我喜歡啊！」另一港女就高
聲曉以大義：「扶手是用來扶的，
不是用來挨的。你喜歡的話，躺在
地上也可以，但請不要妨礙別
人。」字字鏗鏘，大快人心。

善用太陽能發電
是利用安裝太陽能

發電系統並接駁至電力公司供電網
上；此種安排將可獲電力公司以優
惠價格收購這種電力；這個安排，
在中電供電範圍內（即九龍及新
界）；已於本年十月一日生效。
上述安排將可協助用戶於安裝太
陽能發電板後，某一段時間內（大
約四至五年），可以收回安裝費
用；於是大約還有十年左右，每月
可淨賺取中電回購電力的一筆相當
可觀的補貼。
這種利用太陽能發電的操作是一
項有意義的環保工作，又減輕中電
或其他發電公司須花很大的費用去
購買大量燃料以供發電的費用，又
可減少發電排放的二氧化碳溫室氣
體，有助紓緩地球之溫室效應！而
太陽能是天賜的能量；真是「何樂
而不為呢？！」
過去尚未發明這項安裝太陽能發
電板的工程時，當然無法可施！數
年前，本來已有人將這項「德政」
向港府介紹及在香港推行的了；但
數年來進展均甚為緩慢！原因是因
為過去政府內有些官員可能恐怕有
些人以蓋搭太陽能發電板工程為藉
口而乘機在天台上安裝遮太陽的上
蓋，甚或因有此上蓋之方便而乘機
將天台裝間牆或間格而將天台改為
居住用途。所以只准將太陽能發電
板安裝在距離天台地面一米半以
下，但如安裝了這些離天台地面小
於1.5公尺之內便難以實行清潔天
台地面的工作，同時亦少了晾曬及
活動空間，所以，考慮安裝太陽能
發電板的人便很少。
經新界居民多年來爭取之後，而
政府在林鄭領導之下，因她曾在新
界工作多年，亦很深切了解香港人

守法精神；所以，最近政府宣佈接
納了這種太陽板可以安裝在天台上
2.5米的高度，即大約八英呎左右，
這真的是一種「德政」！相信這也
是推展善用太陽能發電的工作得以
順利開展的良好序幕！又相信今後
新界居住的人士將可以善用太陽能
發電板的工程而成為環保人士，利
人利己！
據說，有些工程公司希望能夠與

中電的註冊客戶合作，簽定合約資
助客戶安裝太陽板，約滿後，除將
整套太陽能系統免費送給業主。讓
業主可每月賺取中電回購太陽能發
電補貼（每度電約五元）。當業主
安裝了這些太陽能發電板工程後，
中電亦承諾一經簽約後，太陽能回
購電價亦將維持15年不變至2033
年！事實上，可以安裝太陽能發電
板的地點甚多，例如︰除天台之
外，還有露天停車場，行人走廊，
天橋上蓋，魚塘及農地等。
長話短說，總結如下︰估計安裝
這些太陽能發電板的業主或住戶，
在大約五六年之內，即可收回投資
的本金，因中電太陽能電力回購合
約有十五年期，即參加者可能有九
至十年期間收取中電回購電力的補
貼；參加中電這項工程的用戶，不
但每月可以將電費從回購費上扣
除，而且仍有九年左右每月收取中
電付予業主的款項。十五年後，如
太陽能發電板仍然有效繼續發電
（太陽板設計壽命約為 20 至 25
年）則中電亦仍有可能將這十五年
合約延期的！
所以，採用或善用太陽能發電板

工程的業主，不但可以推廣環保工
作，亦將可以每月增加家庭收入，
真的是，借問各位，「何樂而不為
呢？！」

83歲羅蘭姐剛剛榮獲嶺南
大學榮譽院士，她笑言從未

想過會穿上院士袍，她一時感觸地說：「我入
行60多年了，無論電影、電視也沒有試過，
最勁只穿過法官袍，但我感到遺憾的就是，當
媽媽在世之時，我一直沒有得獎，當媽媽走了
之後，獎項就陸續而來，我多麼的希望媽媽可
以和我分享這份榮譽。」提到這一點羅蘭姐眼
紅紅。
在數十年的演藝生涯中，羅蘭姐早被定型

為害人精，「我可能有四分一外國血统，鼻高
高眼大大，電影公司黃老闆說我化起妝上來可
以扮惡人，當時我也成為了嶺光電影公司的第
二女主角，他們要我不用本來姓名盧燕英，改
叫羅蘭，因為當年流行兩個字的藝名，例如朱
江、丁瑩，我沒有所謂，最重要可以養家。當
時簽了約非常忙碌，有時間便找裁縫做衣
服。」
敬業樂業的羅蘭姐為求演得逼真，她甚至

去到夜總會觀察舞小姐的工作情況，又應電影
公司的要求考車牌，因為只有接放工才可以搶
到人家的表哥。「唉，惡人奸人這隻死貓都吞
了好多年了，我想演戲罷，我做人不是這樣便
是了。直至電影公司轉至台灣發展我開始清
閒，間中跟琴姐到外地登台，他們做大戲我負
責做司儀。忽然某天蔡和平先生找我入
TVB，我開始轉型，特別那年我在歡樂今宵
主持（701服務公司，有乜事快啲講）我要戴
住headphone聽電話解答不同問題。我不斷思
索怎麼突出這位接線生？結果我想起了工展會
那把專門尋人的廣播小姐聲音，高頻率帶點鼻
萌音，再加上波叔教我在接電話之時要不時伸
隻手出來，作狀搽指甲油，果然那個搞笑形象
大受歡迎，一做便兩年多，我成功洗底了，
哈。」

人所共知，羅蘭姐在現實生活中，不單沒
有搶人家表哥，感情生活上更是交白卷，「這
個問題不應怪誰，最應該問自己，我醋味大疑
心重，可能我是做電影的，少許蛛絲馬跡也走
不出我的法眼，無論對方怎樣解釋，我都聽不
進去，試過我不肯入場看電影，要男朋友當面
撕爛戲票。我從未被圈中人追求，也從未試過
談婚論嫁，有些過不到我媽媽那一關，我相信
緣分是上天安排定。」
十月萬聖節是蘭姐最忙碌的月份，因為她

的問米和龍婆的角色深入民心，「我一直都沒
有想太多，直至到那一天安德尊在化妝間突然
很大聲地問我，羅蘭姐你是虔誠天主教徒，時
常扮演那類角色，可有跟你的教義有所抵觸？
我真的沒有想過，於是我去請教神父。他問我
是演員嗎？是演戲嗎？我說對的，他直言那便
可以了，因為裡面那個不是你，他將我的心結
解開了。」
其實羅蘭姐並非只是一位成功藝人，她也

是一位好老師，還記得數十年前，我初進電台
工作，第一次遇到羅蘭姐，我興奮地打招呼，
她也熱情地回應，後來我才想起我們只是第一
次見面，但她的態度令我非常舒服，也教曉了
我對每一位朋友也應該熱誠對待，所以如果有
朋友認為淑梅
親切，等如您
正在讚美羅蘭
姐，她的身教
使 我 一 生 受
用。

成功藝人的點滴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現在已經很少人用補白這兩
個字了，因為補白的意思， 一

是指報紙上用來填補空白地方的短小文章，二是
書畫家用在款識上的自謙之詞，表示自己書畫的
作品，是不值得收藏的，只能讓人填補家中牆壁
上的空白之處而已。
過去的報紙，是用鉛字來排版的，如果一個版

面上，排版的結果發現字數不夠，填不滿整版，
怎麼辦？這時就需要有個寫手出來，寫一些文人
軼事或文史掌故之類的短文，來填滿版面。後來
演變出這些補白的掌故自成一家，都放到副刊上
成為掌故專欄了。像魯迅在《書信集．致徐懋
庸》說：「此係閑齋寄來，不知可作《新語林》
補白否？」那可不是真的補白，而是專欄了。
民國時代有位著名的文史掌故作家，本姓鞠，

因為非常喜愛梅花，甚至還夢到一塊大石上面刻
有「逸梅」兩個字，便拿來作名字，取名為鄭逸
梅。他在報刊上專寫文史掌故的短文，作為報紙
的填空補白，所以在報界便獲得了「鄭補白」的
稱號。 由於他寫這類短文寫了七十餘年，最後
世人便封了個「補白大王」的綽號給他。
這位補白大王，在他九十三歲時，寫了篇《自

暴其醜》的文章，說︰「我今年九十三歲，兩鬢
早斑，頂髮全白，所謂『皓首匹夫』，這個名
目，是無可否認的。加之，齒牙脫落，沒有鑲
裝，深恐鑲裝了不舒服，未免多此一舉，索性任
其自然。好在我食欲並不旺盛，能吃的吃一些，
不能吃的也就算了。這豈不成為『無恥（齒）之
徒』嗎？」因此這位補白先生便自號為「無齒之
徒」。都九十三歲了，還這麼有幽默感，難得
吧？
在鄭逸梅老先生九十五歲的時候，更有一位作

家給他起了個綽號，稱他為「九五之尊」，以示
尊敬之意。用掌故補白補到如此地步，人生無憾
矣。

補白隨想隨想
國國

又收到一位以前
盛放之星離開了，

只55歲便不帶走一片塵埃，回到最
初。1984年尾，獲無綫電視力捧的
藍潔瑛被要求改簽5年合約，但她
覺得太長，要求將年期縮短至 2
年；在合約爭執期間，竟遭無綫雪
藏半年。其後於1986年尾，藍潔瑛
因一次劇集造型照遲到，無綫高層
將她第二次雪藏，不再給她工作。
1987年初，合約期滿後，藍潔瑛離
巢無綫。1988年，再度重返無綫，
演出多部出色劇集。1995年藍潔瑛
逐漸淡出娛樂圈。其後數年，生活
重心主要為修讀佛法。
有「靚絕五台山」美譽的藍潔
瑛，被到訪好友發現，倒斃在赤柱
馬坑邨公屋寓所浴室，屋內仍開着
電視，藍潔瑛由電視聲伴隨離去，
結束曾璀璨但坎坷一生！人都逃避
不了生老病死，但是有些死亡卻來
得太早，這些生命就像剛盛開的花
朵突然間就凋零了，給人們留下了
無盡的遺憾。有些仍在事業的高峰
期，可惜都匆匆地離開了大家，讓
我們為他們感到了深深的惋惜。所

以藝術行業並不是你所想的大魚大
肉、受人愛戴。
根據專家資訊，對於身體健康的

人來說，死亡總是盤踞在我們的腦
海深處，並從潛意識層面對我們產
生影響。費城兒童醫院和費城大學
兒科醫生、倫理學家福特納說：
「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察覺不到時
間的流逝，也不會去思考死亡的問
題。人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應對眼
前更加迫切的問題上。」
如果死亡問題上的這層模糊的面

紗被摘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突然
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將
會發生什麼？雖然這根本不可能，
但是仔細考慮這個假想的場景，將
會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啟發，指引我
們如何更好地度過自己有限的人
生。
為什麼要說到死亡呢？事因藍小

姐離開人間時令我赫然想到生前什
麼讚美也已變成回憶及歷史了，所
有給人遺忘曾出現的光輝藝人，到
尾段可為大家回首一番，如金像獎
內總有一Part紀念過去一年的離去
藝人貢獻。

你（妳）的離開

只有控制好你的意見，才能
控制好驕傲。我們為什麼反覆

說驕傲這個情緒？因為當局者迷，我們難以察
覺自己陷入何種境況裡。
驕傲，最致命的一點是：將一切與自己掛

鈎，作為自己身份的標籤。當你表達意見時，
不妨問問自己，它為什麼會變成你的意見？你
的意見是從何處來？在社會中有太多矛盾和爭
執，都是因為彼此的意見不一致。人們常常把
自己發表的意見，看作自己的延伸板。正因為
這樣，你會很介意你的意見是否被接受，你會
力爭它的正確，因為你把意見看作自己重要的
身份證。
其實，過於看重意見，過於絕對地肯定或否
定意見，都很容易招致打擊，引發矛盾或鬥
爭。當你真正去審視意見時，你會發現，任何
人對於任何題目都會有千萬種不同的意見。所
有的意見都會受社會價值、媒體、趨勢等不同
的影響，因而處於變化着的狀態。比如，若50
年前我問你是否接受同性戀，你可能會回答：

同性戀是罪該萬死的；可到了今天，我們廣大
社會都認同了同性戀，但它也有可能在將來被
推翻。因為意見不能代表永恒，它是變化的，
上午的一個意見，到了下午也許就變成謬論。
那麼，你真的要將自己隨時可能變化的意

見，與你的身份掛鈎嗎？你是否受盡抨擊，仍
要死死捍衛你的意見？其實，當我們看到意見
的真正價值，就不會為此花費太多力氣，就會
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意見。回想人生中所做的決
定，你會發現，所有錯誤決定都源自於偏執的
意見，那又何必費力去執着於意見呢！
控制好自己的意見，並不是說放棄意見。我

們可以將所有意見或觀念，簡單標籤為喜歡和
不喜歡的。當你認同一個意見，你不必費力去
爭辯，只需享受它給你的喜悅和幫助；當一個
意見有悖於你時，你也應將它放下，不必糾結
自己。同時，不要給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作標
榜，你只需以熱愛去傾注它。
比如，我通過深度冥想和海螺化石這個工

具，來享受平靜和舒適。當我與別人分享這些

美好的感覺時，我從不驕傲地標榜自己，認為
冥想才是最正確的方法。當朋友在失落時，若
我的分享能給他們幫助，那固然最好。但如果
沒有幫助到他們，他們只會為此感到可惜，而
不會攻擊、反駁我，因此我們不同的意見達到
了互相欣賞。
當你控制好自己的意見，不引以為傲地標

榜，你就不會受到批評和抨擊。我們在初次見
面時，為避免意見觸犯，習慣不談政治和宗教
的話題。但如果我們都能放下自己驕傲的意
見，帶着一份平和的心去交談，就不會引發矛
盾。但如果我們以驕傲的自我標榜來談話，就
會引來憤怒。
原因很簡單，你說自己喜歡或不喜歡，別人

不能說什麼；但如果你說正確不正確，別人就
可能反駁攻擊你。
總的來說，我們的價值觀、思想、意見，都
只是我們的個人偏好。控制好自己的意見，不
要把它看作鬥爭的武器，而以熱愛來享受它，
惟有如此，我們才能時刻享受平靜和喜悅。

掌控意見，靜享愉悅

把壞事變成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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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芙

娛生樂娛生樂
與與「「路路」」

■戲院椅背破爛。作者提供

■羅蘭姐是個
非常熱誠有禮
的人。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