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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是一個神秘的國度，一般人對她知
之甚少。人們印象中的古巴是美洲唯一的社
會主義國家，是加勒比海的第一大島；大鬍
子領袖斐代爾．卡斯楚與美國對抗了半個多
世紀，到今天美國大使館還沒有恢復辦公；
還有就是雪茄、蘭姆酒、甘蔗田和海灘……
今年7月，我終於有了一圓古巴夢的機會。

飛機抵達古巴首都哈瓦那，好友江先生帶
領我們直奔著名的海濱城市度假勝地巴拉德
羅。江先生告訴我，那裡有全世界最美麗的
海灘，而大海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幻想。

汽車穿過哈瓦那市區，見到了著名的濱海
大道，很多人在那裡垂釣，享受拂面海風的
舒適，但是海上卻異常寧靜，看不見穿梭的
船隻。還有好些高大的塑像，除了古巴歷史
上的領袖人物何塞．馬蒂、切．格瓦拉和斐
代爾．卡斯楚外，我最有興趣的是高高矗立
的基督山伯爵的白色塑像，小時讀過法國大
仲馬的小說《基督山恩仇記》，我一直欽佩
和嚮往書中的主角愛德蒙．鄧蒂斯，至今他
還是我心中的偶像，但是他與古巴有什麼樣
的淵源，我卻不得而知。

古巴沒有真正的高速公路，但是國道上完
全沒堵車的現象，沿途看見很多在車站等車
的民眾，原來古巴交通非常不方便，公交車
稀少，一路上都有人在路邊豎着大拇指要求
搭便車，有的人甚至還提着行李。我猜想這
是當地民風樸實，人與人之間沒有太多的防
範之心，是古巴社會治安良好的原因之一。
我們住在巴拉德羅的一個四星級度假村，

吃住酒水全包，所佔面積很大，一棟棟樓宇
夾雜在花草樹木之間，還有兩座劇場和三座
游泳池，其中一座有水上排球，彎彎曲曲的
滑梯和免費飲料供應處。泳池邊歌舞表演輪
番上陣，熱鬧非凡。每天晚上八時半，露天
劇場有拉丁舞表演。巴拉德羅的海灘果然名
不虛傳，勝過泰國的布吉島和芭堤雅，因為
古巴較為封閉，幾乎沒有工業，所以較少污
染，白沙細綿，藍天綠水，一望無際。度假
村供應各式小船，讓遊客悠哉地在海上泛
舟，也提供自費的租船抓龍蝦、潛水和跳傘
等許多節目。令人難忘的是，在沙灘上面對
大海的瑜伽活動，真的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讓人難以忘懷。
在古巴貧富差距懸殊，除了外國遊客外，

有無親戚在美國形成兩個世界。古巴人何其
有幸，它的近鄰是美國。幾十年來，多少古
巴人通過不同方式渡過幾十海里就可以到達
佛羅里達州，在邁阿密的小哈瓦那是遊客必
到的地方，在古巴，有美國親戚的僑民眷屬
可以過着外國人一般的生活。難怪在旅遊景
點和高級旅館，還是吃喝玩樂樣樣齊全。

在度假村只渡過兩天的時間，我們就返回
哈瓦那，等待我們的一日城市遊才是這個國
家特色的體現。7月9日下午，我們到重慶籍
古巴好友江先生在哈瓦那的公司作客，江先
生不到40歲，是我的重慶同鄉，大學畢業後
公派支援古巴建設，後來愛上這個國家，全
家人移民古巴，不但從事旅遊業，還在拓展
中古貿易、建立信息互聯網絡。江先生是古
巴華人中的愛國僑商和青年才俊，他愛中國
也愛古巴，期待在古巴學習中國的改革開放
過程中，對兩國社會能有更大的貢獻。當天
晚上，江先生請我們去哈瓦那一家有名的歌
舞表演餐廳享用地道的古巴大餐。古巴民風
樂觀開放，台上台下一片歡樂，完全沒有被
壓抑的氣氛，這是大大出乎筆者意外的。
7月10日大早，我們在江先生安排的導遊

小毛小姐的帶領下，開始了哈瓦那文化一日
遊。首先前往旅古華人紀念碑，這個紀念碑
是為在古巴民族獨立革命英勇犧牲的華人而
立的，建於1931年，碑身為古巴盛產的黑亮
紋大理石，上面刻有「沒有一個華人是叛
徒，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的題詞。

在著名的革命廣場上，小毛給我們講了古
巴革命先驅何塞．馬蒂和國際主義戰士切．
格瓦拉的故事。廣場邊上，停了不少出租給
遊人的老爺車，花花綠綠，十分顯眼。老爺
車是古巴的一大特色，古巴的汽車進口稀
少，而且價錢昂貴，一般在紐約幾千美元的
二手車在古巴價值十倍以上，所以人民保留
着美國人撤走時留下的老爺車，不斷修補加
固，煥然一新，成為了獨樹一格的交通工
具。古巴的雪茄聞名世界，我們到哈瓦那最
大的國營雪茄廠參觀，驗證一下「古巴雪茄
都是在美貌少女的大腿上搓出來」的經典坊

間傳聞是否屬實，結果大失所望。哈瓦那還
有一個大名鼎鼎的蘭姆酒博物館，品嚐了由
甘蔗釀製出各種不同口味的蘭姆酒。
在城郊有美國文豪、《老人與海》作者海

明威的故居，裡面珍藏了他用獵物製成的標
本，保留了大量文化遺蹟。海明威是古巴眾
人皆知的人物，有一家很出名的酒吧，是他
生前經常光顧的，據說他常常去喝的消暑雞
尾酒Mojito只要五美分一杯，但我們也趕時
髦前往附庸風雅時，要價卻是五美元一杯，
不到100年，足足漲了100倍。

中午，我們品嚐古巴特色的全套古巴餐
（黑豆飯、烤放養豬、烤紅薯、炸香蕉），
下午參觀遊覽哈瓦那老城。筆者見識過世界
不少著名的老城，其中的印度德里老城和以
色列耶路撒冷老城令人十分讚嘆，但哈瓦那
老城不遑多讓，還在1982年被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列為文化遺產。這裡有很多的古蹟、博
物館、教堂、壁畫和畫廊，隨處可見形形色
色的咖啡館和酒吧，人們可以從中了解西班
牙人殖民古巴400年來的多元歷史和文化，
體驗1920年代的美國人在這老拉美中心哈瓦
那醉生夢死的生活。晚餐後，我們回到市內
的民宿。在進民宿前一天，我們本來已經作
了艱苦樸素的思想準備，心想紐約法拉盛的
家庭旅館，一個晚上也要六、七十美元，江
先生幫我們訂的民宿還包早餐，每天只要30
美元左右，一定非常簡陋，誰知當他帶我們
去到一個古巴人家，竟是另一番模樣。
充滿異國風情的室內設計是古巴曾經黃金

時代的最好注腳，客廳掛着原野風光的油
畫，玻璃櫥櫃擺滿了南美國家的旅遊紀念
品，從舒適的沙發上一眼望去就是繁花錦簇
的露台，休息的小圓桌上放着一盒雪茄，一
隻金毛犬懶洋洋地躺在盆栽樹下；室內有餐
廳、廚房、冰箱和空調，一應俱全。

四天三夜的行程過去了，我們感到不足的
是還有許多地方沒有去。諸如古城特里尼
達、雪茄聖地比那德里奧、小桂林尼亞萊斯
山谷、歷史名城聖地亞哥，以及度假勝地的
長島等等。7月11日我們告別了哈瓦那，行
前，江先生送了我們一大盒雪茄，作為此行
難忘的紀念。

香港回歸《歷史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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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胎的抉擇
在媒體上看到幾
個早產孩子的個

案，有一個是三胞胎，媽媽說西醫
勸她︰因為三胞胎有一定風險，可
以用藥水注入羊胎水中，令一個孩
子不再長，生另外兩個時，可以和
胎盤順利排出。
媽媽當然不願意，結果三個孩子
順利出世，但發育不全，住院一段
時間才出院，不過好事是現在長大了，
都與一般人無異。媽媽會否想：若當時
接受了醫生的建議，究竟會是少了
哪一個孩子？認真想一想也覺毛骨
悚然。科學昌明，表面上為我們提
供了更多選擇，卻會令那些取捨似
成為「安全及理所當然」的選項。
我太太懷孕時也出現過幾次不舒
服的情況，西醫也是找不出原因，
亦用不了藥，只能叫多休息。若不
是去中醫館，根本無從入手，不知
出血原因為何，也苦無對策。中醫
說︰不處理好，他日寶寶就不會那
麼健康了，受苦的一定是孩子。我
們感覺很深的是：西醫雖然有儀
器，有數據，但人體的複雜程度，
根本還不能被儀器完全了解。

而更大的問題是，西醫很多的療
法和對策，不單有一定的副作用，
且是以摧毀作理念，要殺毒殺
菌－寶寶太多就殺一個，或為殺
瘤殺癌而犧牲整體健康；反而沒有
方法增強固有的身體力量，去讓身
體無害地完成應要去完成的任務。
不要講到三胞胎，就算腹中只有
一個孩子，媽媽不舒服，又嘔，又
睡不好，西醫也沒有辦法，只能說
過一會兒就好，還會叫你不要亂服
中藥。我太太懷第二胎時，只看中
醫，不舒服時不用捱，一直服用中
醫開的藥方。
身體健康應該是這樣，不是也不

應靠對抗而得來。大家感覺上，常
覺得高危期的處理手段，例如孩子
太小，或女人懷孕時，只能追求新
技術，卻看不到新技術的限制。孩
子睡在冷冰冰的箱裡，插着喉，是
否真的沒有替代辦法？看過有台灣
人給小孩餵中藥，立刻退黃，香港
也有人敢給孩子做針灸。有些曾要
媽媽服藥，從人奶過給寶寶。真正
安全的東西，和表面上安全的，大
家會如何分辨呢？

我負責明報出版
社期間，出版過三

本大型畫冊，一本是《世紀偉
人－鄧小平》，其餘兩本是紀錄
香港回歸的《歷史的一刻》和《澳
門歷史一刻》。
鄧小平畫冊是四開本，與內地出
版社合作，紀錄鄧小平在重大人生
階段的珍貴圖錄，在香港回歸前推
出來，定價是港幣1,997元。記得
只限出一千本編號珍藏本，我請了
香港版畫家晴野先生製作藏書票，
結果全部售罄。
香港回歸之前，我就擬策劃出版
一本客觀回顧香港回歸前後四十八
小時發生的事項，並附歷史文件、
香港歷史大事記等。
我整合了明報集團豐富的資源，
由《明報月刊》、明報出版社、
《明報》、《亞洲週刊》、《明報
周刊》聯合編輯，集眾家之人力聯
合採訪，記者散佈中英移交儀式的
館內場外，再通過攝影學會聯合香
港眾多著名攝影家攝取港九新界大
街小巷之生活側影。全書內容以全
面、包容、客觀、持平為原則，共
分三大部分：交接儀式；街頭巷各
界人士之感懷反應；香港殖民史之
珍貴圖片，以中英文文字及圖解對
照，附珍貴歷史圖片五百幀。
我還組織了一個龐大的、由香港
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的顧問委員會，
由前特首董建華當主任。
我特敦請金庸寫序。金庸欣然答
應。金庸在《歷史一刻．序》一
文，文采斐然，蘊含詩意。
他寫道：「歷史的沙漏不斷滴

動，沙子一粒一粒的下墜，永無止
息，正如孔子在川上歎息：逝者如
斯夫，不舍晝夜！川中之水滾滾東

流，歷史一刻又一刻的發展，每一
刻都在運動，每一刻都在變動不
居，此所謂無常。
「香港的回歸中國，對於中國與
香港，是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
明報出版機構紀錄了這歷史一刻，
以圖片和文字把這歷史的一刻固定
下來，使得曾經參與過這一刻的人
們，在今後翻閱之際，永留鮮明記
憶；沒有親身參加的人們，看到這
些紀敘和圖片時，也能有如親歷其
境，分享這一刻的激動和震撼。
「歷史的一刻只是一刻，然而這

一刻，是累積不少歷史事件而造成
的。這不是平平凡凡的一刻，而是
由許多不平凡的歷史推動到這高潮
頂點的。這只是一刻，然而是歷史
的一刻。」
這本畫冊全部中英文對照，我們

印刷三千本，定價388元。另設八
百本豪華編號珍藏本（附藏書
票），定價800元，只接受預定。
結果全部售罄。

（「我的出版生涯」之九）

看吳京（內地
著名影星和導

演）執導的影片《狼牙》，片中
女主角盧靖姍（Celina Jade，混
血兒）在觀眾心中留下不錯的印
象，人靚兼動作功夫底子好，演
技自然，那份自信強大的氣場顯
示出她的實力，像是要告訴大
家︰「我並不是花瓶！」不禁令
人想起了當年的女星Maggie Q。
盧靖姍投身演藝界也有一段日

子，做過模特兒、歌手，如射
箭、拳擊、跆拳道也是她的運動
強項，有觀眾表示盧靖姍給予人
的感覺是一位剛柔並蓄，有着獨
特氣質的女星，見過她的素顏，
卻像一位鄰家的姐姐，親切而具
有真實感。
曾經，盧靖姍因在演藝圈浮浮

沉沉而情緒低落，一度想過另覓
事業出路，但一次跟樂壇天王譚
詠麟的偶遇，對方鼓勵她不要放
棄，要加油，令她對演藝工作重
燃希望，更令她萬料不到的是希
望馬上得到「實現」。吳京亦不
諱言，《狼牙》最初女主角人選
並不是盧靖姍，奈何影片開拍

前，那位女主角臨時要求「加
薪」，已將資金投放在製作上的
吳京，無法答應女主角的要求，
他突然想起了盧靖姍，而盧靖姍
只要求角色不要刻意穿着暴露，
拍攝期間讓她回香港探望家人，
當了解了《狼牙》對女主角的要
求後，就一口答應演出。吳京
說︰「跟盧靖姍合作，真是緣
分！她那份敬業樂業的表現，超
越不少著名女星，現在她在圈中
如此火紅，是應得的。」所以
說，機會永遠是給予有準備而又
懂得把握的人。
最近，盧靖姍亦高調宣佈與內

地男星韓庚（前韓國男子組合
Super Junior成員）的戀情，令
不少人感到意外，因甚少聽聞他
們有什麼「交集」的消息和新
聞，只知道韓庚和盧靖姍是在某
個頒獎禮上才認識，散場時韓庚
曾表現紳士風度為盧靖姍「提
裙」；俗語有云︰緣分在天，邂
逅由人，這段戀情莫非早有天
意？韓庚說最好的愛情從來都不
怕「太晚」，他就是愛上最好的
她！

動作女星打出頭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許多朋友對天命的工作狀態非常好奇：「師傅，為什麼
你有這麼多時間看書、看電影、看電視、參加活動？你的

生意不差，平時已經很忙了，哪有精力去做這麼多別的東西？」其實，我
的人生哲學，是要「努力」做到「不努力」。哈，聽起來像是一句自相矛
盾的話，但其實不然，皆因這裡所說的「不努力」，不是說去偷懶、無所
事事，而是不要煞費苦心去做不必要的事情。
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製造額外問題」。閣下應該體會過，有時候我
們的「忙碌」，不一定是因為工作負擔很大，而是我們有意拖延，把時間
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表面看起來很忙，實際上是漫無目的、自尋煩
惱，導致最後反而縮短了處理重要任務的時間，得不償失。
其次，則是不要急於改變別人。天命作為玄學師傅，肩負指導的任務，
但也只能提點，而最終決定前路去向的，仍然是閣下自己。若我要苦口婆
心天天催促，「努力」去改變別人，那麼不但不現實，也只會令自己徒添
煩惱。其實，有些父母對子女的態度，往往就是想盡辦法要改變對方，最
終令自己又忙又累。若能放寬心，學會默默提點、支持，餘下的則交給子
女自行判斷，父母本身也會輕鬆不少。
其三，則是邀請一些天生努力勤勞的人來合作或成為助手。當自己有時
間來處理真正有興趣的課題，才是真正的無悔今生！
上述三點看起來十分容易，但實際上還要過一個「心理關口」。許多人
無法做到，不是因為判斷力差，而是因為心中執念太重。例如，有些人必
須事事親力親為，享受「控制感」，不僅對工作要全面控制，對別人的生
活也要多加監管。如此一來，便無法信賴他人、讓人分擔，也難以享受到
真正的自在。還有一些朋友，本不忙碌，卻要花時間胡思亂想、焦慮急
躁。如此高壓執着的一生，真的快樂嗎？
但話說回來，天命每年有三個月卻必須十分努力，那就是寫運程書的三
個月，必定是忙碌不堪！除此之外，還是「努力做到不努力」的生活最適
合我罷了！

努力不努力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每個人的命運是
注定的？還是掌握

在自己的手𥚃 ？相信大多數的人都
不會特意去研究，小老百姓在一生
人之中起起落落，除了怨天也就怨
命，但卻不會學習怎樣改變自己的
命運！
於是有人去找一些玄學師幫忙化
解他們的困局、改變他們的命運。
有指這些是迷信，但亦有人覺得讓
他們指點一下，路應該會比較好
走，困局得到拆解，心中困惑得到
消除，日子會過得紓緩，怨氣慢慢
消除，人會快樂一點，情緒會好一
點，與人相處會好一點，社會也會
和諧一點！
我常常有機會接觸玄學家李居
明，大師一向用科學和正面的方
法，去為大家解決問題，正如他積
極地為了推廣粵劇，已花了大量的
金錢租下新光戲院，為
粵劇投放了大量的資
源，這33個劇本，為
行業締造了很多就業機
會，他知道投放粵劇的
資源，回收沒法成為正
比，但他也知道這是自
己命需要這樣做，他義
無反顧地沒半句怨言不
停地做。
首先他用正面的態
度，去對待自己的事

情，所以亦用很正面的態度為客人
解答疑團。
最近他又把部分資源投放到電影

裡去，他投資的「豬年運程」便是
其中之一部，他表示如果大家想知
道明年的生肖運程，便要去看他這
部電影。
電影中邀請了很多藝人參與，包

括薛家燕、呂良偉、李麗珍、江美
儀、麥玲玲、元秋、莊思敏、陳自
瑤、梁烈唯、胡諾言、陳淇、范振
鋒、李思欣等。前幾日舉行首映，
我也有機會去了首映看戲，發覺這
部戲的中心人物是李居明，他是把
電影變成活通勝，想知道哪個生肖
明年應該向哪樣的目標邁進，看他
這個戲便完全明白了！而電影到很
多地方拍攝，其中到了美國白宮拍
了段為特朗普測試風水的戲，這一
段是特別吸引特別有趣的！

運程

2018年又近尾聲，各類年會
紛至沓來，我留意到最近很多

人在各種年會上致辭時，不約而同都提到金融
危機10周年。才驚覺，以2008年9月15日美國
雷曼宣佈申請破產保護為標誌的金融危機，竟
然已經爆發10年了。跟這場世紀危機有關的兩
個日子，我還記得清楚。
一個是2008年10月15日，東莞玩具巨頭合俊
廠突然倒閉，合俊高層全體「失蹤」，超過
6,000名工人霎時間失去飯碗。這間港資企業也
因此被媒體貼上了此輪金融危機中，第一個倒
下的實體經濟企業。
另外一個日子是2009年11月1日。那天一大

早醒過來，手機上收到一條朋友發過來的短
信，賴潮泰先生去世了，享年59歲。
賴潮泰便是合俊玩具的主要創始人，也是之

前在港交所上市的合俊玩具董事局副主席。初
識賴生時，正是他事業最鼎盛的日子：合俊登
陸香港創業板前夕。那時候，剛剛過了50歲生
日的他，除了擔任合俊集團副主席之外，還擔
任了香港中小企業經貿促進會常務副會長、香
港科技協進會名譽會長、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永
遠名譽會長數十個社會公職。
彼時的我入行不久，主攻產經新聞。在一次

活動上與他相識之後，常常會打電話過去，採

訪或者諮詢一些產業問題。賴生人很隨和，也
健談。生於潮汕的他，8歲隨家人移居香港。像
此後活躍在珠三角的大批製造業港商一樣，他
也是從進入一間玩具廠做學徒開始，一路努力
上進，見習工程師、工程師，做到了經理、副
總裁。
香港回歸的第二年，看準時機之後， 賴生投

入全部身家，和另外一位港商一起創辦了合俊
實業，他擔任合俊集團副主席。 憑借多年累積
的人脈和經驗，一開始合俊的生意風生水起。
由起初的單純接訂單轉交其它工廠加工，到建
立起了自己的工廠和生產線。到2005年的時
候，合俊已經在東莞、清遠設有4個生產基地，
生產的玩具達數十種，為歐美多個大品牌代
工。之後一年，合俊就在港交所掛牌上市，成
為為數不多的上市玩具廠商之一。
有一次我正好去東莞樟木頭採訪，賴生知道

了便邀我在花園酒店喝早茶。那一次茶敘，我
才得知，儘管玩具代工的生意做得不錯，但他
已經開始在謀求轉型。畢竟，代工是為人做嫁
衣，賺的始終是產業鏈上最辛苦的錢。
經過一番審慎考察，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具有

養生保健功效的中藥鹿角靈芝上。後來我還專
門去參觀了他設在東莞的鹿角靈芝以及相關產
品的陳列展示廳。彼時的他，儼然一位研究靈

芝達人，引經據典介紹得頭頭是道。我在陳列
室還看到了一座落款香港衛生署向他頒發的紀
念牌，上書「靈芝大王」四個字。
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機，讓賴潮泰的轉型之路

戛然而止，頃刻之間斷掉的資金鏈，成為壓倒
合俊的最後一根稻草。面對眾多已逾期未付的
供貨商貨款，和6,000多名被拖欠工資的工人，
一走了之似乎成為了沒有辦法的辦法。
自從2008年10月15日「走佬」之後，儲存在
我手機裡的號碼，就再也未能打通。我始終覺
得遺憾的是，無從得知賴生在人生最灰暗也是
最後的一年裡，到底如何思考，又做過哪些掙
扎。
如他一般，在人生每個階段，都試圖盡力適
應變化、尋求自我不敗的人，最後都是以什麼
樣的心境，來面對無法掌控的大時代。
金融危機10年了，賴生一手創辦的企業清盤
10年，他逝去也快10年。在巨大的風暴眼裡，
沒有多少人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風暴之後，所
有跟風暴起源、爆發有關的思考，又漸漸變得
無足輕重，不被提及，一切又開始新的輪迴。
就像黑格爾說的那樣，人類從歷史上學到的唯
一教訓，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上學到教訓。
風暴成為人類社會永遠擺脫不了的魔咒。或
許，此刻它已經走在了捲土重來的路上。

小人物的命運

淺嘗神秘一圓古巴夢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林爽兒

爽姐爽姐
私私語語

楊天命

■《歷史的一刻》紀錄了香港
回歸。 作者提供

■呂良偉紮馬畫靈雞。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