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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大時小的風雨沒有掃掉遊人的興致，拎
雨傘穿雨衣的遊客排着長龍，一個跟一個列
隊進入風動石景區的時候，來了一群抬着神
像遊行的信徒。走在前邊的我們什麼也不知
道，聽到有人在後邊嚷嚷的吵雜聲，才醒悟
難怪一直有鑼鼓樂聲不斷，轉身看見一律身
着藍色長袍白色衣領的抬着神轎的信徒們一
臉虔誠，遊客們也即時肅穆無聲，站在一邊
觀看，信徒身上掛繁體字「龍潭關帝廟進香
團」牌子，轎子上坐着的是關帝爺，背後插
黑白紅綠黃五面旗幟，南洋來人雙手合十鞠
躬。
朋友笑我是百分百的閩南人，雖在南洋出

生長大，改不了傳統閩南人見神就拜的作
風。我沒回話，只微笑。我不愛談鬼神，更
不說神蹟，凡神明，都值得尊敬。
南洋人最喜歡供奉的神，是天后媽祖。當

年中國人南來，都用海路，從汕頭出海搭漆
紅色船頭的紅頭船，自福建上船則乘船首塗
綠的青頭船。無論紅或青色的船，揚帆出海
之前，大家都先到媽祖宮廟求平安符。飄洋
過海求生，面對未知的前景，先要祈求海上
聖母媽祖保佑順風平安抵達目的地。到了南
洋地，為表感恩，首件要事是給海上天后建
宮廟感謝媽祖一路庇佑。至今全球近五千座
媽祖宮廟便是最強而有力的證明。
受到儒家傳統思想熏陶的華人，就算人到

南洋，為賺錢埋頭努力做生意，也不忘記孝
悌忠義倫理道德觀念，忠義既是中華文化中
最受崇敬的品德和精神，也是儒家思想的重
要內涵。幾乎所有南洋華人，不管做生意或
不做生意，人人都認識關帝，因為，有華人
的地方，到處關帝廟。在南洋我們跟着長輩
敬稱「關公」。
無論媽祖或關公，我們從小一見到就雙手

合十、行禮以示尊敬。遇遊行的神明，我們
也得讓神明走在前面。
出遊的神明走遠了，遊人才發現眼前便是

著名的風動石。高4.37米，寬4.57米，長
4.69米，重約200噸，上邊尖尖底下圓圓的
石頭「擱」在一塊臥地凸起且向海傾斜的磐
石上，兩塊石頭的接觸面只有十餘平方厘
米，這時有風有雨，海風出力地颱着，吹得

人要打寒顫，緊緊攏着圍巾，牢牢抓住雨
傘，看見石頭還真的搖晃起來，叫人很是擔
心有個萬一。當地的朋友絲毫不放心上，口
氣輕鬆地安慰說不要怕，歷經颱風地震都不
會倒下，這點風不算什麼。它的外號就叫
「天下第一奇石」。

在這個網絡一搜索，不管東南西北，任何
地方的風土人情，全都曝光的年代，沒有做
功課就外出旅遊有點不好意思，那是一種要
依賴別人的無賴相。可這回出門前忙得不可
開交，結果真的懵懵懂懂就跑來了。聽人
說，到了閩南，不到東山，是件憾事，到了
東山，不到風動石，更是一大憾事。現在終
於沒遺憾了。沾沾自喜跟隨大隊向前行，以
為就此結束風動石公園之旅。
意外發現愈往前行，遊客愈多，人潮擁擠

得必須以摩肩接踵來形容。根本沒人理會又
是風又是雨的壞天氣。突然見到所有遊人皆
停駐一間小廟門口。我一停步，發現燒香拜
佛的人自有規矩，進去的人從左右兩邊行，
出來的人則自中間走，絡繹不絕地人來人
往，全是一副莊重恭敬的神情。
等了許久，人潮就是不退，找不到機會進

去，便佇在外頭聽陪同的當地人介紹：雕樑
畫棟的關帝廟融合了三大雕塑藝術，一是閩
南特色的彩瓷剪貼雕，色彩永遠不退，二是
裡頭有一塊盤龍石雕。目前全國只有兩處地
方有，其中一處在北京故宮。三是精雕細
刻、玲瓏剔透的七金木雕，在技法上採用浮
雕、鏤空雕、通雕、立體雕等。喜歡藝術的
人聽到這裡，有點心動，客串導遊的人接着
說：「幾乎所有東山人，都是關帝信徒。」
「別看這家廟很小，只有680多平方米，它
卻和關帝出生地山西解州、關帝埋葬屍體地
湖北當陽、關帝埋葬首級地河南洛陽相提並
列，同稱中國四大關帝廟。」聽的人目瞪口
呆，還有更吃驚的一句「關帝聖祖就在這
裡。」再抬頭，小小的門口卻具有一種巍峨
壯觀，金碧輝煌的氣勢。
大殿和前殿屋脊是瓷雕的「雙龍搶珠」及

「鳳凰飛舞」雕塑，「八仙過海」和「百獸
圖」等，生動的造型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這
華表樓亭式建築的牌樓，廟門上斗拱中間高

高懸掛紅底金字的「武聖廟」。在中國，文
聖是孔子，武聖就是關帝爺，可見人們心目
中，關公的地位有多崇高。

關帝信仰在明朝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
年）廣泛傳播，當時江夏侯周德興帶兵到東
山，為防禦倭寇侵犯，建銅山城並設立水寨
堅守海防，為了安撫官兵情緒建立「關公
祠」。據史料記載，遠在唐朝垂拱二年（公
元686年），大唐將領陳政、陳元光父子率
領64姓將士開拓閩南，駐軍東山島的時候，
已經從家鄉引來關聖帝君香火。陳元光就是
漳州歷史處處提到的開漳聖王。
「一生一會」聽起來有點悲傷，卻也是在

提示自己要懂得珍惜。從前聽到東山，以為
是一座山，後來才曉得是座島。漳州朋友幾
次建議帶我到東山，缺乏機緣。這回在漳州
沿海走了幾天，終於到達東山，決定再怎麼
擁擠也要把自己擠進去參觀。
進入大殿看見三個門，一般人都沒有機會

走中間正門，因為中門兩側各有一石鼓，架
着蟠龍鎦金木棒，名稱為「龍檔」或「皇
檔」，只有皇帝來了才能走中門。意思是這
座廟曾經有皇帝來過哦。

普通平凡人只好從邊門進去，然後就完全
動彈不得。眼前就是一堆裊繞的香煙，還有
堆高如山的祭拜物品，和好多人。本來想看
廟裡的對聯和牌匾，聽說主殿上懸掛清咸豐
皇帝御筆「萬世人極」，匾下邊供奉兩尊關
帝神像，一尊是按《三國演義》書中的關公
形象雕塑的「鎮廟神」，後面坐在轎子裡的
關公，是每逢壽誕期間遊神時出門的。兩邊
柱子還有漳州文化人最為尊敬的明武英殿大
學士、太師太保、吏部兼兵部尚書黃道周親
筆寫的木刻楹聯「數定三分扶炎漢平吳削魏
辛苦倍常未了一生事業；志存一統佐熙明降
魔伏虜威靈丕振只完當日精忠」，這是我更
感興趣的，然而，只能用四個字形容我的心
情：「望門興嘆」。
帶着讚嘆和失望的心情退出來的時候，風

雨仍在，想起毛阿敏的歌「天涯海之角，有
一個美麗的東山島，每一縷爐香都是傳說，
每一處景點都是民謠」，歌中的每縷香，都
是從關帝廟飄出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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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產的戈恩年代
上周最「爆」的
企業新聞，是日產

前董事長戈恩（Carlos Ghosn）在
日本被捕並遭董事局極速「炒魷」
的消息。
戈恩是歐亞兩洲汽車業殿堂人物，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先後把雷諾和日
產兩家老牌車廠轉虧為盈，更締結了
雷諾、日產和三菱的日法聯盟，實踐
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傳奇。
然而廿年的台前功績，也意味着
廿年的幕後積怨，加上戈恩的神級
權力，必有人想起而反之。今次出
事，枱面原因是日產發現戈恩少報
收入和挪用公司資產，但路人皆見
應是內部宮廷政變。有一說法是日
產不滿本身對聯盟的盈利貢獻最
大，但持有雷諾的股權卻少。暫時
聯盟三方仍說合作不受影響，但軸
心巨人已倒下，聯盟前景難看好。
戈恩曾在二零零二年一月份《哈
佛商業評論》撰文談把日產起死回
生 的 心 得 ， 題 為 《Saving the
Business Without Losing the
Company》，講他如何在短短兩
年，將日產由一九九九年的五十七
億美元淨虧損，扭轉為二零零一年

的十九億美元純利，營運利潤率由
百分之一點四升至百分之六點二，
而汽車業務的淨負債更由一百一十
二億美元大幅減至六十七億。
戈恩出名是Le Cost Killer，節流

殺手是也，大幅裁員自不在話下，
其他如解決產能過剩、改以員工表
現而非論資排輩為擢升準則、出售
日產在數百個日本企業的四十億美
元無謂投資等，都立竿見影。不過
單搞節流並不能使業務增長，真正
重要的是他能及時改革公司營運、
推出新車款和擦亮日產品牌。
文章最有趣的是他談到作為「外

人」，即非日產人又非日本人，卻要在
極短時間內進行根本變革，又要守
護企業的身份和維持員工尊嚴，就
像一級方程式賽車：要高速馳騁，
車手得不停加速、剎車、加速、剎
車，意思要使業務增長（加速），並同
步削減成本（剎車），二者必須巧
妙平衡。他還成立了九個「跨功能
小組」，落實財務、研發、生產、
營銷和人事等變革，頗為自豪。
可惜，人往往可共患難而不可共

安樂。霽月難逢，彩雲易散，戈恩
年代終於落幕。

最近，本山人和
一位老同學在我們

日常以長途電話談論港事或世界事
時（因為他是長期居住在美國），
提起港人或大學生等所寫的口號或
標語；均有同感，就是這些「示威
者」的中文水準，真的是水準甚
低！似乎「示威」變了「示弱」！
因為他們的文字功夫真的是愈來愈
接近「小兒科」！
在此，謹先向「小兒科」的醫生
們致歉！「小兒科」當然也是醫學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香港一般市
民對一些水準低的作品或行動，如
果水準太低的話，不知如何成因，
均以「小兒科」三字去形容水準要
求不高的意思。
與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提出︰「放
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
取權益。」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
港人中文水準低的原因很複雜；
也不能指向某些機構，指摘他們辦
事不力，不重視中文，甚或不把中
國歷史和地理規定為必修科，也可
能是引致一般近期大中小學生的中
文水準因而隨之而低落的批評。
長話短說，這位老同學是讀音樂
系的，但他的中文和英文水準之
高，實在驚人！除了平素也是講得
和寫得之外，不但他的中文詩詞已
可印書出版；他的英文詩在美國多
次公開發表之後，去年他已獲美國
詩人學會的邀請和頒予「會員」的
資格，當然他的本科音樂的造詣也
是很高的。
當我們談及有什麼方法可以協助
香港青年提高他們的中文寫作水準
時，他卻提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方
法，那就是鼓勵有志改善他們本身
中文水準的人士，馬上用心熟讀
《三字經》！於是本山人馬上在書

架上也找出一本由王照先生編註的
星輝老土叢書出版的《三字經》。
該書收集了一百一十八條三字經，
每條共有四句，每句三個字，即全
書只有1,416字（三字經本身），
不計註解，語意和有關該三字經內
之故事。
由於印刷相當精美，本山人這個

老頭子看起來也不覺得有任何困
難；而且，三字經所包含的故事也
非常有趣，既有歷史背景，更具非
常深遠意義的教導本色。使本山人
愛不釋手，幾乎一口氣便可以閱
畢，全書的說明均用了非常淺白的
文字，該書的編註者王照先生和編
輯馮向遠先生一定下了不少工夫。
故事內容，簡單一句就是包羅萬
象；由孟母三遷和竇燕山有義方教
子以及很多我國歷史上的名人也在
書的內容提及，大部分的故事也已
在民間流傳久遠。據悉，三字經已
獲聯合國認為是一本非常優秀的兒
童讀物，向全世界推薦。通話中又
提及為什麼我們廣東話中提及父親
時，均以「老竇」的俗語稱呼之；
這個名詞也可能是沿自三字經中之
「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
揚」。說明燕山先生不但教子有
方，而且各兒子均學有所成而揚名
四方；於是老竇便成為最稱職的父
親；但這個「竇」字太多筆劃了，
一般乃以「豆」代「竇」，尊稱或
讚揚成功的父親為「老竇」，是否
屬實仍待研究；但廣東話能夠將
「父親」稱為「老竇」也應該再加
以深入的研究，或可證明廣東話也
不單是一種方言這麼簡單了。
由於這位老同學一語驚人，要提高

各人自己的中文水準並非難事，問題
是你自己肯不肯去做！？要嘛，馬上去
找一本《三字經》來讀一讀吧！

三年前兒子籌備婚禮，我一
腔 熱 誠 地 跑 去 讀 Wedding

Planner婚禮統籌師課程，可惜英雄無用武之
地，年輕人自有自己的想法，我當然樂見其
成。但為了對乖媳婦表示心意，我特意請來了
大妗姐當天作貼身的照顧。玉姐做得非常出
色，她的魅力將全場賓客都迷住了。
我擔任過不少婚禮司儀，間中會遇到兩親家

意見分歧的，萬一爭持不下，我不擔心，因為
他們最終都會聽從大妗姐的意見，所以在我心
中大妗姐是婚禮的靈魂人物及和事佬。原來玉
姐是來自大妗家庭，媽媽「兼姐」是當年著名
的大妗，也是女兒心中的偶像，「媽媽口才了
得又夠霸氣，凡過大禮要準備的事宜，例如男
家送海味，必定要有鮑魚、乾瑤柱、花膠、海
參等等；生果籃內的水果數目一定要雙數，每
款要兩個，最少要八款，不要梨和瓜等等，她
都有嚴格要求，在現場就像統領天下，非常有
型。其實很多大戶人家甚至普通家庭都希望在
女兒出嫁之日請一位大妗姐陪伴身旁，父母安
心之餘更顯新娘子身份矜貴。」
耳濡目染底下玉姐對大妗姐一職甚有興趣，

「我三十多歲入行遇上不少難題，大妗姐多是
年長的，我的樣子有陣子比新娘還要年輕，怎
麼可以？而且我又瘦瘦的，半點大妗的味道也
沒有。於是我增肥了廿多磅，也開始梳髻，做
了很多大紅繡花的華服，工作愈來愈多。不過
最大的考驗還是儀式進行之時，老老嫩嫩都會
安靜下來，全場只有大妗姐一把聲音，壓力不
小，所以每一次我都會熟讀新郎和新娘子的名
字，認清楚誰是老爺奶奶外父外母，流程如何
配合？還有酒店內不能燒冥鏹，主人家卻堅持
又應該如何處理？奶奶指親家不入廚，為什麼

過大禮要送海味，怎樣打圓場？又遇上安床當
天紅雞蛋不夠熟，有點兒生生的，我知道那是
好兆頭，新人最重要「生」嘛！大妗姐除了口
齒伶俐，體力亦要足夠，因為當年沒有餅卡，
大妗姐要負責由男家擔禮餅到女家，女家回禮
後又再擔回男家，現在舒服多了。」
傳統歸傳統， 辦喜事的家庭總希望事事圓

滿，由於大家經驗不足都有賴大妗姐從旁協
助，所以時至今天大妗姐依然吃香。每逢過大
禮玉姐都會率先到男女家去打點一切，放上紅
色大枱布，貼上大紅喜帖，將每一件禮品都以
最喜慶的方式表達出來。過禮時，玉姐主持大
局將每一件禮品的意頭如唱歌般唱出來，氣氛
非常高漲。記得那次她為我的兒子過大禮，我
太興奮竟將手上所有利是掉到地上去，大家都
嚇呆了，我也不知所措，玉姐見狀立即瞇起她
那雙會笑的眼睛，不慌不忙地開腔，「恭喜恭
喜奶奶，你看兒孫爬滿地，兒孫爬滿地！」登
時掌聲雷動，玉姐的反應換來滿堂吉慶！
女兒快出嫁了，知道她會嫁到一户好人家，

但做媽媽的內心總有一百個捨不得，但想到大
妗姐在女兒出嫁當天將陪伴在她的身旁，我又
大安樂了，大妗姐就是定心丸，就像自己一直
守在心肝的旁邊，是一種愛的表現。恭喜「兼
姐」成功交
棒，很多新
人不叫她玉
姐，而稱她
玉媽了。

大妗姐——玉姐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最初出現在立法會「拉布」
這個詞的時候，很多人都不太

明白正確的意義是什麼，但經過有識之士的解
釋後，都會明白過來。如今只要立法會出現拖
延的場面時，都會使用拉布這個詞彙了。
有識之士指出，拉布是源自英文的filibus-
ter，特別是指在美國議會中使用的阻撓手
段，比如作出冗長的演說來妨礙議事的進行。
這樣的情形，在香港立法會也不時出現，民眾
都能透過電視畫面，看到拉布者的表情和聽到
那些冗長而毫無實質意義的內容。
但是，拉布一詞，原來早就在香港出現過，

只不過不是出現在政治範疇，而是出現在足球
比賽的場合裡。根據蘇萬興編著的《講開有段
古－老餅潮語》（中華書局出版）說：
「『拉布』一語出於本地足球。足球賽中，其
中一方領先，想控球在腳以保持勝果，就不思
進攻，只把球在中場傳來傳去，極力拖延時
間，廣州或香港球圈中人稱之為『拉布』。」
為什麼叫拉布，書裡面說，因為從前在紗布

廠工作的工人，在布匹染色後，要拿到曬場上
拉直來晾曬，「拉來拉去，太陽猛烈加上風
大，根本不必掛晾，布匹已拉乾了。」
所以，拉布的意思，「就是把對手的體力和
時間拉乾消耗，慢慢由足球賽之術語變成俗
語」了。可惜，港人如今多數不知道拉布一詞
曾經是香港的俗語了。
其實，港人那麼喜歡看英超，英超比賽中，

不是也時常出現拉布的情況嗎？比如擲界外球
或守門員踢球門球時，故意拖延，不就曾經被
裁判警告甚至發出黃牌嗎？更有球員故意把球
帶至角球位傳來傳去，目的就是要拖延時間。
拉布不是只有用在議會上啊！

談談拉布隨想隨想
國國

薛家燕為慶祝入
行60周年，將於12

月4日及5日在紅館舉行兩場《薛家
燕愛你無限60年演唱會》，是入行
以來首次於紅館舉辦演唱會，是以
看着她長大的謝賢已答應出席，而
曾江和胡楓也答應捧場。3年前，
謝賢當眾掌摑曾江，轟動一時，今
次是三位小生在「掌摑事件」後，
首度在公開場合碰頭，必成為傳媒
焦點。
1984年家燕姐嫁給於美國經營飲
食業的石保慶，育有兩女一子，但
她的婚姻只維持了11年。在她醞釀
離婚期間，常邀我去她家裡吃飯，
由她親自下廚，她其實是用煮菜來
紓緩情緒。當時她最擔心的是，如
果離婚，丈夫不肯付贍養費之餘，
還反過來分她的財產，那她跟三名
子女日後生活便成問題，於是她用
了3年時間部署，才得以全身而
退，獨力撫養三個寶貝子女長大，
一直沒再婚，甚至沒拍拖。大女石
祐珊已亭亭玉立，更成為她及歌手
王梓軒的御用經理人，次子今年結
婚，大排筵席，娶得好兒媳，她眉
開眼笑。看到今天開開心心的薛家
燕，很替她高興。她可說是單親媽
媽的典範。
她在主演的長篇喜劇《皆大歡

喜》大跳當年青春歌舞片年代流行
的「十字步舞」，成為話題，無心
插柳下，十字步舞就成了她的標誌。
為替演唱會造勢，她推出主題曲兼
MV《Captain Nancy》（她洋名
Nancy），在MV中她化身十字步女
俠，出動「拯救地球」，預告片一
上線，即獲網民稱讚，好評如潮。
她的長女石祐珊助媽媽一臂之

力，客串演出MV，片中化身18歲
的家燕姐，亦大跳十字步。
十字步跳了廿多年，薛家燕打算

在紅館的演唱會加入新意，於是請
來郭富城的御用排舞師 Sunny
Wong編排「十字步2.0」舞步，加
入用手跳的元素，開騷時全場萬人
一起用手跳，場面想必震撼，成為
演唱會賣點之一。

家燕紅館騷將舞不停

當我們處於愛的能量階段
時，我們會感到內心知足、寬

容大方、有同情心，並樂於幫助別人。與周圍
人相處時，感覺非常愉快，並能給別人帶去溫
暖和光明，能得到別人由衷的認可和感激，這
是愛散發出來的能量。
愛，是一種生存方法。當我們放下一切負面
思想，以愛來對待生活，愛的能量就會從我們
的身體中散發出來。它會成為我們每一個人最
內在、最原始的一個特質。
當我們內心充滿愛，我們就能站在別人的角

度、為別人着想：我能否盡一己之力幫助他
人？當朋友不開心時，我能否做些什麼讓他開
心？朋友在經濟上遇到困難，我是否可以借點
錢給他渡過難關，並幫他尋找新工作？……
愛，是毫不吝嗇地給予幫助，它如同一縷縷亮
光，能點亮整個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愛的機會，都能讓自己的
世界變得更美好。如何與愛相隨？其實我們要

做的非常簡單：讓自己的愛和善意流向身邊的
一切，愛環境、愛生活、愛他人。當我們這樣
做的時候，實際上是將自己的光奉獻給世界，
而世界也會賞賜我們更明亮的光，因為我們每
個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付出愛，其實是
收穫更多的愛。
愛是一種生活態度。當我們願意付出自己的

愛，我們就會發現自己想要的一切，其實一直
以來就在我們身邊。以怎樣的態度看待生活，
生活就給你呈現怎樣的面貌。打個比方，當我
們處於狹隘階段，就會狹隘地認為，這世界如
同一位極其小氣的家長，憎惡自己的小孩，做
什麼都是小氣計較的。而當我們屬於愛的階
段，我們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如同一個非常疼愛
子女的家長，願意無私地給予愛，只希望孩子
快樂健康成長。
愛，其實無處不在，關鍵在於你以什麼目光
來看世界，你是否願意去了解和感受。
愛是無限廣闊的。也許你會將「愛」簡單理

解為男女之間浪漫的愛、婚姻伴侶之間的愛。
但愛情之愛，只是愛的世界中一個小小的部
分。生活中還有很多愛，體現在我們的每一
天，比如家庭的愛、朋友的愛、動物的愛、自
由的愛、有目標的愛、創造的愛、忠誠的愛、
自我犧牲的母愛等等，當我們放下生活的負面
情緒，用心去感受愛，並創造愛，愛就會完完
整整地圍繞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層次、每一件
事物、每一個範疇之中。我們就能感受到永無
止境的愛。
愛是博大無邊的，如同陽光灑遍整個世界；
每個人都有能力付出愛，也有機會收穫愛。愛
散發出來的能量，不僅能讓世界變得美好，更
讓我們自己的生命變得充盈。
誠如余秋雨所說，像城頭飄來的歌，像枝頭
棲息的鳥，我們遲早都會消失，惟有愛與善才
能永恒。
願我們每個人都能與陽光相依，與花兒同

語，與愛相隨相伴。

愛是給予，亦是收穫

每一縷爐香都是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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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姐和淑玉姐和淑
梅姐合照梅姐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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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燕下月演唱會會有許
多老友撐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