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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到首爾，首次是在2008年8月，第
二次是在2014年10月，記得第一次去，師
弟安東還到酒店見我，那時他剛調到首爾
成均館當終身教授。那時我們是多麼快
活。後來，再去，包括這第三次，雖然事
先到處打聽他的消息，都不得要領；終
於，再到首爾，也沒見到安東。

沒見到他，但依然記得，那晚我和他、
勇麟，坐在咖啡座的太陽傘下聊天，不知
夜之既深。那次，搭地鐵，下站，一看，
是「江南」站，不由得一愣：這就是江南
了？本來，江南，是在我認知裡很熟悉的
地方名稱，閉眼就可以說，誰不說俺江南
好？毫無疑義，是指長江以南的一片地
區。但現在觀念要改變了，還有一個韓國
首爾的江南。那時，風靡全世界的《江南
Style》正方興未艾，到處都可見到人們在
廣場上邊唱邊做騎馬動作。可是這一回再
去，再也見不到那種景象了。風行一時，
並不代表永恒，信焉？！但流行過一時，也
是成功，總比默默無聞要好。
記得那次，還到「韓國民俗村」，看許

多表演，尤其是騎馬轉圈的女射手，當一
箭中的時，圍觀的觀眾立刻爆出熱烈歡呼
聲與掌聲，掀起小小的高潮。但到了首
爾，不能不到明洞看看。這是熱鬧的商業
區，街道縱橫，店舖林立，有點像廟街，
但是沒有廟街那麼多在街中心開檔的攤
販。似乎許多人都習慣逛明洞，因為這裡
幾乎什麼都可以找得到，問題是你捨不捨
得出錢而已。
在首爾，似乎電梯並不流行，甚至連地

鐵站，也欠奉。有一次，我見到一個老
漢，拖着笨重的行李箱，也要努力地，一
步一趨，趔趄着提行李爬向幾十級台階，
我真擔心他踩錯一步，便會從梯級上滾了
下來。好在沒有。也許他們都習以為常
了。但香港人可能會問，怎麼會沒有電
梯？要吃飯，飯館多數都不在地面，須爬
上二樓或三樓甚至四樓。那次按指示爬上
三樓，乘興坐下，操普通話的女侍者趨前

寫單，稍停，便用手一指，你們要的菜，
在樓下。啊？原來是同一家，分為樓上樓
下兩部分。只好倉皇退出，下一層，再點
菜了。有人問，既然是一家，為何要分得
這麼清楚？無言。有人代答，可能樓上樓
下廚師不同。
明洞老店「明洞餃子」招牌很響，食客

眾多。在範圍不大的明洞，便有兩家。我
們去的是正宗的那家，登上樓，雖然已是
下午三點多鐘，在香港，應該是下午茶時
段，但這裡還是擠滿了人。給我們領路的X
笑道，再早一點，大家休想找到位置！常
常客滿呀這裡。

在這裡，吃的是水餃和刀削麵。但見周
圍的人，男男女女，多數是年輕男女，看
裝扮，大約是辦公室女郎或男士，他們都
默默低頭午餐，全然不理外間風雨。我們
也點了水餃和刀削麵，加上酌料，皮薄肉
嫩，好吃極了，價錢又不貴，難怪客似雲
來。更多的人來這裡，恐怕是選購化妝
品，特別是女性，韓國整容也非常有名。
路過的時候，X笑道，要不要去整一下？大
家甩手擰頭，天生的，好不好也是命定，
算了吧。即使整得好像天仙或者王子一般
美麗或英俊，已經不是本來面目，何必？
何況真的整了容，過海關又是一個問題：
怎麼變得面目全非？定必要擾攘一番，搞
不好還不准出境呢！
還是去街頭推拿好，十分鐘解決，價錢

也便宜。只需夠膽在人來人往的街邊坐
下，就行。2014年10月我到首爾，經過一
座小廣場，你還真別說，去幫襯推拿的顧
客不少，我們要稍等片刻才有機會。那
時，首爾的天色已經昏暗，漸漸地，天色
全黑，推拿師收起椅子，下班去了。原來
她們就在附近的健身公司上班，到這裡推
拿，是為公司做宣傳推廣工作呢。沒有隨
身帶充電寶，外出的時候，突然沒有電
了，特別尷尬，C有要事擬和生意夥伴通
話，坐在咖啡館裡，問夥計要充電器，可
是沒有，好在他是律師，頭腦靈活，第一

時間便衝出去，但見玻璃窗外暮色中他的
灰色西裝背影匆匆掠過，一會便消失得無
影無蹤。留下我一個人，咖啡座裡只有一
個韓國中年女人，猶自閉目養神。還好，
沒人過問，我也就跟着閉目休息，但無法
寧靜。那鄰座的韓國中年女人也起身走
了，只剩我一個人獨守。好在不久那律師
匆匆趕回，以為萬事大吉了，可是，一
試，還是不行。到底什麼原因，沒人知
道，不懂韓文，有時真是寸步難行呀！

還是去韓國國家博物館看看吧，來了第
三次，從沒有去看看那裡。我們去了，沒
進去之前，X遙指對面山上的塔，說，那就
是敬天寺了，韓國年輕男女談戀愛，都要
跑到那裡山盟海誓一番。我們聽了，不由
得遙拍了幾張，根本沒什麼用，純屬到此
一遊的即興做法而已。進入大堂，由一位
能講華語的博物館女講解員負責。聽起
來，她對韓國的歷史如數家珍，她笑道，
你們歷史上有著名的三國時代，我們韓國
歷史上也有三國時代。那當然是另一回事
了，韓國沒有我們熟悉的劉關張諸葛亮曹
操孫權，至於有什麼人物，我們也不熟
悉，即使她講了，我們也大多記不住。印
象最深的，是高句麗時期的十層佛塔，佛
塔一般是單數，但這佛塔卻是雙數，而且
是真跡，並非贋品。在韓國歷史徘徊了幾
個小時，出來，但見花紅樹綠，池水粼
粼，池中有座涼亭，有幾個人在那裡閒
聊。博物館廣場前地靜靜，有一群小學生
在老師的帶領下整隊集合，女老師正用韓
語在說着
什麼。

農曆新年談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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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賢
記得某周刊曾訪問
謝賢，他說自己活到

這把年紀，生、老、死都不怕了，只
怕病，如果可以由「老」直接「死」
就好了。這話給我印象很深。神州大
地現只知謝霆鋒，其實乃父謝賢更是
一代型男，絕對是標誌性人物。
近日迷上了光藝的五六十年代黑白
粵語電影，謝賢和他的永恒拍檔嘉
玲，就是光藝電影公司台柱。網上有
大量光藝舊作，除了廣為人知、由胡
楓和謝賢擔綱的黑白電影《難兄難
弟》和《春到人間》《追妻記》這類
都市喜劇之外，還有較少人知的五十
年代末作品，如光藝打響招牌的南洋
三部曲，即以唐山人物和南洋為背景
的《唐山阿嫂》、《椰林月》和《血
染相思谷》，三部都有非常年輕的謝
賢，和分別同樣年輕的嘉玲、南紅、
江雪，與當時仍是男主角級數的姜中
平。
我們心中大銀幕上的謝
賢，總是個花花公子，女
伴無數，或是世故不羈的
老千大盜。其實光藝早期
的謝賢，完全是個青澀少
年，給他分派的角色也多
是戇直純真，或帶點傻勁
的憨厚大好人。最典型的
就是《難兄難弟》裡他演
的吳聚財，總是甘心讓點

子多多又善於辭令的胡楓演的周日清
帶領着，同撈同煲一齊搵食，後來連
自己心儀的南紅也讓了給胡楓，劇情
惟有到最後從新加坡來了個美少女江
雪，算是給吳聚財一個安慰獎。
近日看了電影資料館二零零六年出

版、黃愛玲編的《現代萬歲—光藝
的都市風華》，有多篇文章談到光藝
出品的都市風貌與現代性，光藝發展
史和多位台前幕後人物的訪問，非常
有趣，也分析了公司靈魂人物秦劍，
及光藝在香港電影業的承先啟後角色
等。後來又看了謝賢、嘉玲的《情天
血淚》和《五月雨中花》等，覺得成
名後的謝賢，開始有了自覺，背板直
了，走起路來有種悠然自信的勢態，
自此成為他獨有的銀幕氣場。謝賢臉
型方正，型格高大，那種堅實感至今
本地影壇再不易找。至於我認為他極
好的電影《冬戀》，則是他自組公司
的出品，日後再談。

我們中國人和世界
上各種民族中比較不

但是歷史悠久，而且中文也是世界
上具有長久歷史的文字；而字數之
多，文字書寫方法之繁雜而多元化，
也可以說是認了第二，也沒有其他文
字有膽量去認第一的了！有些文字可
能是比中文更古老，但也可能今天
已喪失了應用的價值！或許只有猶
太人的文字可以和我們相比，印度
文和拉丁文因學識所限，所以也不
敢批評了！
中文多姿多彩，除了詩辭歌賦，
還有很多其他因節日和生老病死等
生活有關的文體及寫作也是非常豐
富的；由於農曆新年將近，所以，
本山人又乘機寫一篇有關春聯的小
文章，希望能引起各位讀者對春聯
的關注。
在談春聯之前，或許先由「桃符」
開始。據傳說，春秋戰國時代，大約
二千多年之前，我們的祖先已將暗紅
色的桃木，削成長方形的板條，掛在
大門上，目的是將「鬼怪」嚇跑，以
保平安！後來又在這些桃符上加上一
些符號，繼而發展成為兩個門神︰
「神荼」和「鬱壘」，現在我們在新
年時，便將這兩位門神用紙印出來，
貼在門上，驅邪鎮妖。
又據傳說，在唐代和唐代之後的五
代十國時，後蜀帝王孟昶，明德二年
（935年）至廣政元年（938年）之
間，曾令翰林學士辛寅遜，在桃符上
寫一些吉祥語，以便掛在門外兩旁，
但均不合這位君王之意，反而這位皇
帝卻自己靈感一動，寫出了第一對春
聯如下︰

新年納餘慶 佳節號長春
這對最早的春聯第一個字是
「新」，最後一個字是「春」，中間
又嵌上了「佳節」兩字，真的是簡而
清地指出「新春」是「佳節」！

從那時開始，由於孟昶也是眾多帝
皇君侯之一，而且又是「創舉」，於
是新春對聯便流行至今了。今天已相
當接近歲晚時期，近日來在街上已能
看見很多市民手攜新年的日曆或月
曆，興高采烈地返回家中，將新的日
曆掛在家中。
新曆新年已開始了，舊曆新年也將
接踵而來，相信各位看見很多小商店
又開始掛上很多春聯和揮春供選購的
了！本山人知道有些書法班也開始組
織起來，替一些議員們寫一些揮春，
送給區內群眾，加深議員們與群眾的
和諧關係！
所以本山人也搜集了一些「春聯」

在這篇文章之內，供各位考慮備用︰
四字聯︰
一元復始 萬象更新
三陽啟泰 萬物回春
萬事如意 四季平安
春風得意 紫氣東來
普天同慶 大地回春
五字聯︰
寒隨一夜去 春逐五更來
春光開錦繡 吉地報平安
歲歲平安日 年年如意春
日月恩光照 乾坤福氣多
江山新氣象 詩禮揚家聲
日暖鶯初語 春歸燕子來
有天皆麗日 無地不春風
六字聯︰
爆竹一聲除舊 桃符萬戶更新
花好月圓人壽 時和世泰年豐
天賜一門吉慶 春來二字平安
浩浩乾坤共老 悠悠歲月同春
七字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天泰地泰三陽泰 家和人和萬事和
不須着意求佳景 自有奇逢應早春
一冬無雪天藏玉 三春有雨地生金
敬祝各位已亥豬年好運！恭喜發

財！

香港入境事務處曾國衛
處長星期日首次接受電台

節目專訪，曾Sir在我心中是一位有腰又有
肩膊非常勤力的處長，他身材好有腰，而且
他亦有極強的承擔能力。在過往日子，我們
聽到了很多他在北京辦事處工作的時候，一
力承擔的各種港人在外遇意外甚至死亡的個
案，那都是一個又一個動人的故事。在節目
中曾Sir談及2016年4月5日履新後，他的
首要任務便是着力部門接班的安排，「入境
處的成功是每一代人的心血，珠玉在前，我
希望自己能夠帶領部門再闖高峰。現在我一
半時間處理各項敏感項目及眼前工作，另一
半就是將經驗傳遞給高級管理層的同事。」
未來四年入境處甚忙，因為新一輪智能

身份證換領計劃剛剛開展，新證成本十多
元，但連上各種行政費用大概要數百元，新
證使市民過關的時間比原本的12秒再快多4
秒，其中關愛措施可以帶兩位長者辦證，曾
Sir基於職級身份未可帶母親使用措施，要
請胞弟作安排。
提起家中情況，曾Sir直指他本身是一個

勵志故事，「我有一個弟弟，家住油麻地，
父母為口奔馳，父親是看更，日間無人看
管，童年極之快樂。可是快樂的代價就是成
績不好，老師不喜歡我凡事問，會考成績一
般剛合格，佛學最高分，升不上原校深水埗
佛教大雄中學，轉到新法書院讀預科，遇上
教經濟科的好老師Miss Chung，會考考了
2A、3B，最有信心的數學H，不能依志願
報讀中文大學工商管理，改修新聞及傳理學
系，心有不甘去查卷，結果由H變成了C，
可惜已不能轉系了。」
大學畢業後曾Sir一心報考公務員，「可

能是制服誘惑罷，我最終投考了入境處，87

年入職由助理入境事務主任做起。」自此曾
Sir平步青雲，每次升級都成為最年輕的一
員。到底他的成功之道是什麼？「勤力，旁
人用三年時間做的事，我一年便做好了，因
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去完成。但，我總會提醒
同事勤奮之餘，做事要有方法，否則弄巧反
拙，好心做壞事，要做一個聰明的好人，這
樣才可以幫到社會。」
很多朋友都知道曾Sir有位賢慧的妻子，海

關助理關長何珮珊，他鮮有提及他們的愛情
故事，「我們並沒有驚天動地的戀愛史，我
和她同在調往保安局同期認識，同組有很多
工作上的配合而發生了感情；現在也是羅生
門，不知是她追我，還是我追她，不過她肯
定好眼光過我，因為她樣子娟好，身材適
中，我們都是三粒花，我看中她是應該的，
但，那時候我的樣貌並不怎樣，職位又不特
別高，她看重我才是異數。當年她鼓勵我投
考北京的位置，也想到分開兩地，不如早日
成親。當時一切的婚禮事宜都是由她來安
排，我只是飛回來行禮，接着便飛走了，所
以我的名字應該稱為何曾國衛，哈！哈！」
曾Sir輕鬆地接受電台專訪，在他身上我

看到了兩句話︰「心有慈悲，處處遇上好
人；心有善良，自然命運順暢！」

勤力做好每件事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廣東民間有不少諺語，有些應
該是農民經歷過的體驗所得，蠻

有智慧的。最近看到一些這樣的諺語，且來看
看。「回南轉北，冷到口唇黑。」我住的地方，
是冬冷夏熱的，因為冬天吹的正是東北季候風，
如果不把窗戶關起來，東北風真的吹得人嘴唇都
發黑。
什麼情況下，會知道有大雨將至？未來的日

子，不妨看看這些廣東諺語靈不靈：「燕子低
飛，大雨將至。」「毒蛇攔路，將有大雨。」
「紅雲上頂，搵處彎艇。」「魚鱗天，不雨也風
顛。」「 一日東風三日雨，三日東風水浸
田。」「熱極生風，悶極生雨。」「火煙不出
屋，有雨淋五穀。」「土狗撲燈，未來三日有
雨。」「晚上蚊子惡，明早有雨落。」「蟑螂
飛，風雨至。」
上述的廣東民間諺語，住在都市的民眾恐怕難

以驗證，因為燕子、毒蛇、土狗都不易見，火煙
不出屋的機會更不會產生，而晚上蚊子惡不惡，
在都市的家中更是難以體會。不過，抬頭望望
天，看看天空有沒有出現魚鱗狀的白雲該是可以
做到的。至於蟑螂飛，就算風雨未至，家裡的女
士恐怕也會驚叫起來。颱風季節已經過了，但相
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天氣悶熱吹西風，
不久將會有颱風。」而「（陰曆）六月吹西風，
一定有颱風」，今年的陰曆六月不妨驗證一下這
句民間諺語正確與否。另外，「清明前後北風
起，百日可見颱風雨。」要觀察三個多月才見分
曉，會不會有人嫌時間太長了？不然在立夏那
天，來檢驗一下「立夏吹南風，當年少颱風。」
香港常常看到有不少老鷹在天空飛翔，有沒有
人聽過鷹的叫聲？廣東民間諺語有句「老鷹叫，
飛則風，踎則雨。」即是說，看見老鷹邊飛邊
叫，就是起風了，如果是蹲在樹上叫，那就趕快
躲雨去吧。

民間智慧隨想隨想
國國

巧遇久違的陳玉蓮，
她近年少有在香港露

面，雖然她現在出席活動都是素顏示
人，衣着撲實，仍難掩星味，所不同的
是性格改變了，不再冷若冰霜，人健談
了，說話有了尾音，沒年輕時那麼硬
邦邦，輕鬆、自在、有問必答。
原因可能是早年她正式拜師，跟隨
高僧，帶髮修行，謹守五戒：不殺
生、不偷盜、不妄語、戒酒和戒色，
摒除七情六慾，拋開紅塵。
近年她集中做慈善工作，主要捐助
內地貧困家庭的兒童升學，足跡遍及
偏遠山區，去年她留在內地大半年，
去了六個地區探訪，計劃會再去青海
玉樹，因為當年青海大地震後，她去
了當地探訪兩個月，將一名女童接到
廣州生活，供書教學，女童現已19
歲，所以她定時帶其返玉樹見家人。
她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在內

地，小朋友如果家中經濟環境不好，
便只能讀到初中，初中之後就不會再
有免費教育，我和一班志願人士組成
義工隊，自己捐錢，也找朋友支持，
組成私人團隊，教小朋友文化，英文

及數學，令他們得到更多知識。」陳
玉蓮強調，她沒有用團體名義做善
事，以個人名義，聯同一班有志者，
自行籌集資金做慈善。
「我們揀選了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會集中帶他們到一個地方讀書。除了
供給這些孩子有關教育的支援，我們
還會用金錢支持小朋友的家人。因
為，內地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期，便是
家中勞動力，要幫家人工作，如下田
耕種，是家中經濟支柱之一，所以，
我們除了支持小朋友，也會支持他們
的家人，令他們有了金錢資助，肯讓
小朋友接受教育。」她得到朋友和有
關單位的信任，令她做得很開心，又
不涉是非，她覺得施比受更有福，會
堅持做下去，也忘記投放了多少金
錢。
每次她回港都會向朋友收集物資再

帶回內地，她指身上總帶着與劉德華
的合照，和自己做慈善工作的剪報，
遇到海關查問就向他們解釋，關員了
解後就會放行。陳玉蓮笑言自己應再
出來拍劇，提升一下知名度。電視台
還不快快邀請她？

陳玉蓮靠劉德華合照過海關

如果你問，創業路上最常遇
見的問題是什麼，我會回答

你：挫折失敗，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失敗。在
分享創業成功的方法前，我想先給你做一個心
理準備，不要覺得失敗是一件罕見的、只有你
才會經歷的事情，任何偉大的成功都是歷經無
數失敗而得來的。
面對失敗，要有一個好的心理狀態。在這
裡，我將會調整一下你對失敗的態度，以及分
享減少失敗時損失的方法。其實很多人認為的
創業失敗，並不是真正的失敗。創業，本就是
一種全新的挑戰，在這過程中怎麼可能是一帆
風順呢？大部分的自認為的失敗，只是遇到了
一些挫折而堅持不下去。如果你能重新調整對
失敗的定義，我相信你能大大提高創業的存活
概率。
失敗這個詞，你聽上去也許會覺得很沮喪，

但是，如果你想創業的話，就一定要接受失
敗。我認識的所有創業朋友之中，無論他們現

在有多麼成功，他們都曾經歷過很多次失敗，
時至今日，他們也會有個別項目失敗。哪怕是
喬布斯，他的蘋果產品中也有失敗的，例如
Newton平板電腦。再比如Elon Musk，他的事
業也經歷了三次失敗，甚至曾一度瀕臨破產。
但是，他堅持到了第四次，最後取得成功。由
此可見，創業挫折是很常見的，我也可以告訴
你，我現在開始的任何新項目，成功的概率最
多都是55%，它也有可能會失敗。關於創業，
不會有人能夠告訴你，這個項目百分之一百會
成功。
而重點就在這裡，沒有人能知道自己這次成

功與否，但是所有人能決定，自己最終能否獲
得成功。
如果你能堅持不放棄的話，其實失敗不算一

回事。可以說，創業路上是充滿了失敗的，有
些人在很小的失敗前，就認了輸；而能夠一次
次跨過失敗的，才是最後的贏家。或許我們換
個角度想想，其實沒有失敗才是一個失敗，因

為歷經挫折會給我們成長的機會。日常生活中
或創業中的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們都是無法
控制的。比如你的供應商，給你加貨的壓力，
令你支撐不住，又可能導致結業，也有可能讓
你虧本，甚至是遇上像1997年那樣的金融風
暴。已成為結果的這些事情，是你無法控制
的，但有一點你可以控制的是，你對待這些挫
折的態度。
你是否會將挫折定義為你成長的機會？還是

將它視為畢生都無法忘記的傷疤？這就是你的
態度。
如果你只是害怕失敗，而不敢去挑戰，那未
免也太可惜了。要知道，勝敗乃兵家之常事。
面對失敗，要學會理性分析——有哪些地方還
能改進，樹立的目標是否需要調整。告訴自
己，這只是一個小挫折，說明自己做得還不是
很好，但通過此次成長機會，我有信心和勇氣
去做得更好。直面失敗，理性分析，只有調整
好自己對失敗的態度，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為何只有3%的人賺到錢

流行一時終也成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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