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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去加拿大觀賞尼
亞加拉大瀑布的壯美雄姿，感受世界第一大
瀑布的風采，全方位領略尼亞加拉大瀑布的
瑰麗華章。
我們住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家酒店，聯繫好

了旅遊公司，導遊是一位移民加拿大的中國
人劉先生。他介紹說，尼亞加拉瀑布是多倫
多的精靈，觀賞瀑布的最佳位置在加拿大這
一邊，而在美國境內看到的只是尼亞加拉瀑
布的小部分和側面。
我鍾情旅遊勝地的自然風貌，沉迷於縱橫

山川的萬千氣象，尤其喜愛凝視偉大的瀑布
景觀，遊覽尼亞加拉大瀑布是我多年來的夙
願。旅遊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行程，首先來
到天虹塔下，我們乘電梯來到高高的觀景台
上俯瞰壯觀的大瀑布。在觀景台四周，為保
護遊客安全，設置着高高的鐵絲網，但鐵網
網眼很大，足可以把相機的鏡頭探出去。
從天虹塔上俯瞰，那高歌舞蹈的巨量白

水，像造物主濕漉漉的長髮迷住我的眼睛，
好一個疑是銀河落九天，大瀑布以立體畫卷
恢宏壯觀地出現在我們眼前。面對橫貫飛
流、驚天動地的絕佳景象，我胸中增添了汩
汩不歇的天地正氣。
在塔上觀賞大瀑布，正好面向瀑布全景，

整個尼亞加拉大瀑布群一覽無餘。我幾乎產
生了奢望，要從一切角度來看盡這個垂瀑的
各種雄姿……看着上游的尼亞加拉河水，波
湧渦漩，砰訇應答，再看大瀑布受日光映幻
蒸騰，閉上眼簾用耳聽它的逶迤吶喊，偉岸
震天，簡直太美妙了。
美國一邊的瀑布高達50米，瀑布長度305

米，瀑布中間有一個魯納島，水流被其一分
為二，分出了一條寬80米的小瀑布，因其
水流較小，婉麗從容銀花飛濺，如同一位戴
着面紗的新娘，被稱為「新娘面紗瀑布」。

距魯納島不遠，還有一個山羊島，山羊島
又將另一邊的瀑布一分為二，島上綠樹成
蔭，景致優雅，傳說印第安人曾把山羊島視
為聖地。美國瀑布的右側是位於加拿大一側
的最大瀑布，高56米，岸長675米。向下
俯看，那遙不可測、以水為軍的瀑底，永遠
有廝殺轟鳴的旋律在傳響。
美國和加拿大瀑布的水源來自同一處，

6%的水從美國瀑布流下，94%的水從加拿
大瀑布流下。加拿大瀑布的水量極大，水沖
到河裡呈青色，而美國瀑布的水則呈藍色。

下了天虹塔後，我們來到彩虹橋遠觀尼亞
加拉大瀑布，橫跨尼亞加拉河上的彩虹橋將
加拿大和美國相連，濃縮的萬千風采集於一
處。導遊曾告訴我們，要看尼亞加拉大瀑布
稍遠一些的全景，最理想的地方就是站在彩
虹橋上。彩虹橋跨瀑布下游的尼亞加拉河，
在橋上只須步行五分鐘，便可從加拿大走到
美國。遊完彩虹橋，我們乘遊艇在尼亞加拉
大瀑布潭水之前泛舟，近觀從天而降的瀑布
群奇觀。上艇前每人發一件一次性塑料雨
衣。我發現遊艇上的遊客們穿着兩種不同顏
色的雨衣，一款同我們一樣是綠色的，另一
款是深藍色的，後來得知穿藍色的是美國遊
艇上的遊客，而加拿大的則為綠色。

遊艇穿梭於波濤洶湧的瀑布群之間，感到
上方泉飛水立；於撲朔迷離的水霧之中，濤
聲驚心動魄。處於瀑布之下，它的蒸騰噴湧
朝我們而來，感到風聲和水花飛濺在臉龐，
好似天使的淚水玉圓珠明，縱翻橫出。再次
仰視飛立倒懸的晶瑩碧波，巍巍間凜凜，澎
渤之聲大作，震耳欲聾；頓覺渺渺茫茫，心
眩神搖。雖然大家都被瀑布水澆了個浸濕，
但興致十足，全然沒有一點兒沮喪之感。
登岸後，我們驅車沿岸行駛，來到一個距

離加拿大瀑布較佳的位置，下車觀景。此

時，平視瀑布依然令人心馳神往，真切地體
味鬼斧神工賦予大自然的奇異美妙。
在尼亞加拉觀賞瀑布景觀，真是不同角度

會有不同感受。沿山邊崎嶇小路前往「風
岩」，站在大瀑布腳下，可仰觀大瀑布傾瀉
如注的景色，翹首探看，便見大瀑布以鋪天
蓋地的磅礴氣勢滾滾直下，不禁使人心裡湧
起一股股激情，與大自然產生共鳴。在洪流
的砰訇之中，我幾乎覺得大地在腳下顫動。
尼亞加拉瀑布公園還開設了直升機和熱氣

球的遊覽項目。來一趟不易，我們一家人決
定搭乘直升機，從空中觀看大瀑布的驚艷之
美。這是一種七座的消音直升機，全程無須
帶靜音耳罩，兩側和駕駛艙幾乎全透明的玻
璃，可以將整個景觀都收入眼底。從高空俯
瞰，尼亞加拉大瀑布好像就在腳下，那驚天
動地的傑作，彷彿疑迷身處超凡脫俗的仙
境，或者自己就是仙風道骨的神人。最為迷
人的是，我們的直升機在瀑布上空不斷盤
旋，彩虹的光芒從四面八方時隱時現，大家
都忍不住驚歎起來，大自然是如此神奇啊！
我從落座處的大玻璃清楚地向下看，尼亞

加拉河把安大略湖和伊利湖連通起來，水流
從地勢較高的那個湖中洶湧而出，變作尼亞
加拉大瀑布飛流直下，匯入深而窄的河谷，
宛若雄勁流暢的書法線條，令人讚嘆大自然
的非凡功力。
我和家人在意猶未盡中，結束了尼亞加拉

大瀑布的遊覽，當細細回味時，深感尼亞加
拉大瀑布之旅最為興奮、激動和快樂。這美
好的旅程讓人終身難忘，永遠銘刻在心間。
尼亞加拉大瀑布，你以其鬼斧神工、天魔

帝力讓旅客心靈得以洗滌和昇華，精神世界
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幸福恢廓的造物主
啊，你的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激越的心甜蜜
而富於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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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理雅各
老師介紹我去看
前陣子在歷史博物館

的《傳道授業在香江》英華書院創
校二百年歷史展覽，我說數月前在
中央圖書館好像看過了，多是歌頌
名人校友的，不想再看。
但老師說今次不同，主辦者特別

從英國、日本和校友收藏家借得些
珍貴刊物展出，包括英華書院出版
的多種書刊，如著名的香港最早中
文報刊《遐邇貫珍》、漢文聖經
《神天聖書》和《新約全書》等。
於是去看了，果然十分豐富，除了
香港開埠初期珍貴的傳教和文化交
流書刊外，最吸睛的是早期英華校
長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的資料。
理雅各（1815-1897）是十九世紀
著名蘇格蘭傳教士、漢學家、教育
家，曾任英華書院校長，畢生十分
活躍多產，更親把中華文化經典如
《論語》、《孟子》、《易經》和
各種宗教典籍譯成英文，讓西方得
窺中國學統，是牛津大學第一位中
國語文和文學教授。理雅各的生平
事跡，幾年前在某太平天國展覽也
看過，但今次展品有趣得多，如各
種私人物品書信文具，附圖應是他
練寫中文的手跡，很有童趣。要當
來華傳教士，自得學懂「羊」（神

好比引領世人的牧羊者）與「耶
穌」等關鍵字，但大家看他寫
「羊」字和「穌」字，也不是沒經
過掙扎哩。
近日發現一本叫《James Legg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的書，副
題為A Brilliant Scot in the Turmoil
of Colonial Hong Kong， 作 者
Marilyn Bowan是臨床心理學家，也
研究亞洲歷史。她對理雅各戲劇性
的一生很感興趣，比如在太平天國
期間幾遭斬首，在香港時感染熱症
差點病死，而先後兩位太太和十一
子女中的五位都不得天年。他本人
卻福大命大，經歷多次疫症、颱
風、大火、中毒事件都無恙，更與
三位中國門生有機會覲見維多利亞
女皇。作者聚焦探討了一個在語
文、學問、教育和傳教都極有天分
的人，在十九世紀高度動盪和弱肉
強食的世界如何建立一番功德。
所以說名校，不是成績好或出了

名人就算數，還得有這種歷史高度
的傳奇，才夠「藍血」。

劉三姐在一套電
影內唱了一首山

歌，如下︰山歌不唱憂愁多，大路
不走草成窩。鋼刀不磨生黃銹，胸
膛不挺背要駝。
香港新界西貢沙角尾村劉容嬌也
唱了一首山歌︰夏日過後就是秋，
唱條山歌來解愁。清泉能解心頭
火，山歌能解萬年愁。
西貢可稱為香港的後花園，景色
宜人，山川靈秀，海水常清，沙灘
白悠悠！西貢區內，包括坑口，大
約有一百條鄉村；若干年前西貢堪
稱地處偏遠，但近年來除了將軍澳
新市鎮已建成，且有地鐵直達，加
上清水灣道及西貢公路日漸改善，
已和九龍及香港連在一起！約二十
年前，本山人居於區內，每天前往
中環辦公，每程費時不超過四十五
分鐘！但西貢依然仍保留着很多歷
久相傳下來的傳統風俗習慣，例如
舞麒麟舞獅和唱山歌等，但山歌由
於是以口頭傳誦為主，比較上是稍
為缺乏文字記錄；每當一些年老歌
者逝世之後，便覺得有很大危機，
可能導致這些懷舊藝術日漸式微之
情況。
上世紀末 ，西貢區議會曾專誠成
立委員會，致力保存及推廣西貢鄉
土民謠工作，成績不俗！但這種工
作是要經常持續推廣的。希望該區
議會能繼續努力，不但要保留這些
優良傳統，更要發揚光大，能夠流
傳後世，永久保留這些深具傳統價
值的無價之寶！現再抄一首山歌讓
各位欣賞︰「錫」在心頭妹愛知
（客家話），男︰一把扇子畫青
松，送畀𠊎妹扇清風。𠊎妹莫嫌扇子
薄，全部相思在畫中。女︰送郎扇
子清風，松柏心堅兩相同。總
「愛」兩人情義好，相親相愛樂無
窮。男︰「錫」打戒指包金皮，一

心打來送妹「汝」。戒子物輕人義
重，錫在心頭妹愛知。女︰錫打戒
指包金皮，錫在心中不分離。在天
願作比翼鳥，在地結成連理枝。
男︰一疋綾羅丈二長，送畀𠊎妹做
衣裳。正月十五元宵夜，紅男綠女
賽新裝。女︰送郎綾羅做西裝，拿
起鉸剪裁衣裳。西式衣裙雖然好，
還係旗袍較大方。男︰𠊎妹對𠊎情
意長，中秋月夜遊蓮塘。妹摘蓮花
表情意。哥拿蓮子表心腸。女︰中
秋月亮分外光，月亮圓圓照四方。
沖便細茶「哪」月餅，專心等郎共
吓嚐。男︰八月十五係中秋，三姐
彩樓拋綉球。綉球單打篩平貴，先
苦後甜香名流。
女︰八月十五是中秋，同郎坐船

共吓遊。妹心似水長流水，郎心似
水水長流。
（註）1.錫︰雙關語，指愛惜或金
屬。2.愛︰要。3.𠊎︰音涯，客家話
「我」的意思。5.哪︰餸。4.汝︰客
家話，你的稱謂，亦作爾。
本山人亦曾從蠔涌村溫土興老前

輩學會了一首以本地話唱出的山
歌，其歌詞如下︰騎上高山望見
海，腳踏芙蓉花就開。出門Kai到妹
嘅年生字，大好姻緣咁就來。
由於本山人曾受音樂訓練，且本

地話亦說得字正腔圓，所以，可以
說是見得人的演出，曾應音樂家葉
賜光兄在其大作有關「香港西貢歌
謠」中客串以本地話唱出上述山
歌，並蒙錄影及錄音存於其大作之
內，後來葉兄通知，其大作中本山
人之錄影竟然被內地一位音樂家未
經葉兄及本山人之同意，也採用了
作為他出版的書之示範！本來我們
可以向此位作者提出控告的，但本
山人卻覺得我們的損失並不是很巨
大，反正也是推廣各地山歌歌謠的
出版，就當是願意讓他採用吧！

香港賽馬會新任主席周永
健律師自10歲開始已經渴望

晉身香港賽馬會當會員，全因當年某天父親
剛進家門即興奮地說︰「媽咪媽咪我入了香
港賽馬會做會員呀！」「50年代可以有此身
份後來更當上馬主，這份喜悅我至今難忘，
不過父親不准我看賽馬，但我愛偷看爸爸的
馬經，特別那一本『老溫馬經』。每次司機
送了父親進場，我會要求司機放我在大石
鼓，再爬上去看一兩場。我是純趣味，從不
下注，一無渠道，二未合法，哈哈哈。」
原來主席當年最愛聽到萬馬奔騰的聲音，

馬匹轉大石鼓灣的時候騎師都會大叫讓開讓
開，你們再不讓開我便會跌倒了，以此騙取
其他騎師讓位，那個情境是非常有趣的。
主席家中有七兄妹，兩男五女，家族經營

地產生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百業待
興，父母親要求子女到外國留學讀一個
「師」回來，醫師律師均可，「中三那年我
由聖貞德中學轉到英國求學，大學主修法
律，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有兩大嗜好，一馬
匹，二法律，此舉更將我推進了這個愛馬的
國土。每逢星期六我都會躲在宿舍大廳看賽
馬直播，我的賽馬知識全拜當地專業評述員
所賜，他們不着重賠率，多側重講及馬匹血
統和性能等等。其實我也希望本港的評述員
加強運動資料的傳播，馬匹是運動員，大家
應該視賽馬為運動娛樂。」
很多馬迷都關心他日可會「賽馬在神

州」？主席輕鬆回答「會」，原來在為期三
年的主席任期中，他最希望推出「從化馬
場」的示範賽馬，「2010亞運會後留下了這
漂亮的馬場有助國家馬業的發展，例如馬
術、賽馬、育馬等等。從化馬場面積比沙田
馬場更大，無論診所、宿舍、馬房等等設施
都比沙田新。本港鄰近的城市都認識香港賽
馬，馬場甚至是他們的旅遊景點，也愛看賽

馬，從化日後加設觀眾席後便可以進行示範
賽馬了。國家政策不容許有博彩成分的賽
馬，我們也跟廣東省政府傾過，示範賽馬可
行，準備在一年內全面推出。」
太太Susan周胡慕芳女士是電髮水大王胡兆

熾的女兒，胡寶星爵士的妹妹，也是和黃集
團董事總經理、著名的打工皇后，他們這段
情由英國修讀法律的時候開始，主席甜蜜地
回想，「當時我已是瘋狂馬迷，逢星期六足
不出戶專心看馬，她不會騷擾我，賽事完畢
再拍拖，哈哈，冇話邊個追邊個嘅，她住在
附近，逢星期六她經過時，都會買本馬經塞
入我的大門， 我心想個人真的好心腸！哈哈
哈，太太對馬沒興趣，但從來沒有阻止我，
我好多謝太太。我的兒子Justin，他好專心律
師工作，卻也留意我的馬匹出賽，甚至上網
重溫，每次都講到頭頭是道，我哋兩仔爺有
計偈。」
周永健主席愛馬，1981年當上會員，1999
當選舉委員，2002年出任董事，至本年度成
為第24屆主席，他笑言喜出望外，「我加入
馬會這個大家庭，一心想可以拉拉頭馬便足
夠，現在可以幫到手，我當盡力而為。」有
云主席好腳頭，甫上任，上星期舉行的國際
大賽香港隊即創下歷史，連贏四場大獲全
勝，抹走了「亞洲
提款機」這稱號。
我想除了幸運之
外，亦有賴香港賽
馬會仝人自1884年
以來上下齊心努力
的結果，祝沙田馬
場40周年快樂！祝
周永健主席繼往開
來，為馬會再創佳
績，馬到功成，場
場「勝感」！

一馬匹，二法律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讀中學的時候，曾寫過日
記。讀大學時，朋友之間亦

有互送日記簿作為生日或聖誕禮物，但可惜那
個時候，未能認清記日記的重要，漸漸便放棄
了。如今想來，覺得有點後悔莫及。因為在寫
作的過程裡，難免有回憶當時情景和人物的描
述，但有時無論怎麼追憶，都怎麼也想不起
來。不過，在偶然的場合裡，卻會忽然記起那
件事，但已經不能寫在該篇文章裡面了。
人的記憶總是奇怪的，該記憶的卻會忘卻，

不去記憶時，那記憶卻會忽然浮現。但浮現的
記憶是否真實發生過？如果有日記，便可以查
證了。
每個寫日記的人，是否都會忠實地如實地記

錄當日發生的事情？對此我是抱懷疑的態度。
因為記得我在中學寫日記時，記錄的通常都是
對自己有利的事，自己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是
極難記在日記裡的。那時的想法是，如果被別
人看到自己的日記，那就不妙了。
這就是西方人說的，自傳只是記錄寫作者自

己的好，當然偶然會記錄一些無傷大雅的醜
事，但絕不會記錄自己做過的見不得光的事。
所以有人就會以酸酸的話語說，自傳除了揭露
當事人的記憶不好之外，別無其他。所以我們
可以追問，就算是出版個人日記，裡面又有多
少真實性？當然對時事的描述一定是真實的，
但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就不免有不夠真實或誠
實的成分了。因為就像我中學寫日記時，都會
隱瞞自己做過不好的事。名人的日記，會不會
也會如此？
話說回來，我記得有一位老作家曾對我說，

他在邁入老年的過程裡，愈是最近發生的事，
愈是想不起，反而記起的，都是遙遠的少年時
代發生過的往事。但這些往事，卻沒有日記來
作印證，是否確實為真，是難免讓人懷疑的。
如果真正記錄所有發生的事，我是贊成寫日

記的。

日記隨想隨想隨想
國國

#MeToo是2017年
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

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
一個主題標籤，用於譴責性侵犯與性
騷擾行為。社會運動人士塔拉納在此
之前數年已開始使用這一短語，後經
女演員艾莉莎的傳播而廣為人知。她
鼓勵女性在Twitter上公開被侵犯的
經歷，以使人們能認識到這些行為的
普遍性。
自此之後，數百萬人使用了這一
標籤來公開她們的不快經歷，其中
也包括許多知名人士。塔拉納於
2006 年在聚友網上最早使用了
#MeToo這一短語。當時發起了一場
草根運動，在被性侵犯的有色人
種、特別是底層女性中推廣「用同
理心實現賦權」，而#MeToo便是這
場運動的一部分。
目前伯克正在製作一部名為
#MeToo的紀錄片。她提到，那時有
一位13歲的少女向她傾訴曾遭受的
性侵犯，而她當時不知該如何回
應。這一經歷啟發她開始使用
#MeToo一詞，她說她希望當時能用
這個詞來回應那位少女。2017年10
月15日，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在

Twitter上鼓勵女性盡可能地傳播這
個詞，使人們能意識到該問題的嚴
重性與普遍性。當時她寫到：「如
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
能發一條『我也是』的狀態，那人
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
性。」艾莉莎後來提到她是受到了
伯克的啟發，還說伯克的故事「感
人至深、鼓舞人心」。僅10月15日
#MeToo就在Twitter出現了超過20
萬次，次日更超過了50萬次。
除荷里活之外，#MeToo宣言還引

發了音樂界、科學界、學術界、政
界等各個領域對性騷擾與性虐待的
廣泛討論。可想而知任何工作範圍
內也有機會遇上性侵犯行為，而娛
樂圈也有些害群之馬常用話語性侵
犯台前幕後的人員，又或者從工作
中透過身體接觸而侵犯別人的人，
我也知道曾有位前電台中層試過在
電台女DJ提出去開房，如果不履行
便不准其節目出街，最後好在女DJ
向高層舉報才沒事。另外，最恐怖
的試過連我也遇上鹹豬手，當然我
第一時間也XYZ他及抗爭，令人渣
事敗，所以#MeToo是要為自己抗議
性侵犯，一定要懂得自我保護。

#MeToo好恐襲式

創業最重要的一點，為你創
業成功的概率會大大提高。當

然，這一點不是說你必須要有才會成功，只是
對於剛剛嘗試創業的人來說，掌握了這一點，
就相對容易成功。
它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把多年的創業經驗，

總結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提供價值。很多
創業的人剛開始可能是想賺錢，想得到自由。
我們都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其實在這個市場
上，沒有人會理會你想要什麼，只會關注你能
提供些什麼，即你能提供什麼價值。
在我個人的經驗中，以前的很多項目，我都

是以金錢為出發點。有時在誤打誤撞中，也曾
為了顧客而以提供價值為出發點，久而久之我
發現，成功與否關鍵就在這一點：是否能為市
場提供價值。
當年19歲，我在英國讀書時，用了2萬元買
了一台二手的Mini Cooper甲蟲車，大家都知
道當時甲蟲車上很流行貼一些貼紙。我買了車
之後，就去黏貼紙，我發現當時英國一些汽車

貼紙的公司，收費是3,000元。這並不是問題，
問題是他們告訴我一個月之後才有位，都不知
道到哪裡貼。
當時我就想到小時候玩的四驅車，不都是貼

貼紙的嗎？我就上網去看，發現都有那些貼紙
賣的，還只是60元一卷。於是我就自行貼到車
上，這比想像中的容易。接着，我就開了一個
網頁，學習了一些關於搜尋引擎優化的資訊，
並為別人提供服務。通過這件小事，我知道我
有這個需求，別人也會有，而我只要將這個需
求轉化為價值提供給別人，我就能得到相對應
的金錢回報。
相反，到了第二個項目，當時的出發點單單

是為了賺錢。我在不同的網頁找熱賣的商品，
然後再轉賣給別人。當時的我，是完全沒有考
慮到提供價值這個問題。如果幸運的話，我轉
賣的商品剛好是別人需要的，能給別人提供價
值的，就會有不錯的效果。而如果製造或出售
這種東西，純粹是為了賺錢的話，在我的經驗
中，是難以得到金錢回報的。因為你沒有提供

價值，你就不可能獲得回報。
在我接下來的三四十個項目，大致上都是根
據這個模式來進行，即提供價值方能獲得回
報。當中做得不錯的，例如賣花，解決了情人
節的問題；賣氣球和名牌首飾，為人們送禮物
提供選擇；網絡紅人廣告，提供了低成本、高
效益的商品推廣。做得不成功的，比如創意手
電筒、大學的衛衣、Pokémon Go比賽手帶等
等，那是因為它們沒有提供多大的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價值上有很多不同層面
的理解。例如買一件名牌的衣服，也許你覺
得沒多大的價值，但只要我們留心觀察這個
名牌，可能它提供了針對人性的一份價值，
提高了顧客的個人身份和社會地位，令他們
感覺良好等等，這也是深層次地提供價值。
當然，在我們的創業初期，我們先不必探討
深層次的問題。
總結來說，在創業初期以提供價值為出發
點，能夠提高創業成功的概率。因為，你的付
出給別人帶來了價值，你就能獲得回報。

創業成功最關鍵的因素

挾雷掣電驚天吼

——記尼亞加拉大瀑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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