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誠意介紹一本好書

由七十三到愛回家
無綫處境喜劇
《愛．回家》長期

高踞收視榜首，無人始料得及，
也反證了大台黃金時段其他劇集
的不濟。
我們這代算是看着這種sitcom
在本地免費電視的誕生和演變
的，有一九七三年首播的《七十
三》，晚晚在小熒幕上看劉天
賜、劉一帆、李燕萍、葛劍青、
熊德誠等演出一兩家人的生活，
縮影社會百態。
後來又有《香港八一》、《香

港八二》系列，一直演到一九八
六，借跑馬地一小食店內諸色人
等的日常趣事，針砭時弊，嬉笑
怒罵，精神上與《七十三》一脈
相承，多取材自當天新聞或新鮮
話題。類似的社會話題短劇，眼
下碩果僅存的怕只有商台的《十
八樓Ｃ座》了。
香港處境喜劇後來慢慢變質，
漸遠離時事而轉講寫字樓白領百
態和家庭搞笑瑣事，比如後來年
輕的郭富城有份演出的《城市故
事》、楚原和吳鎮宇、李婉華等
的《卡拉屋企》，之後的《公私
三文治》和《我愛玫瑰園》等，

都已很少直接月旦時事。
《愛．回家》這類低成本製作
兼缺乏一線大牌藝員支撐的短
劇，近來竟長期持續有廿八廿九
點的收視，足見觀眾寧可看這些
不傷腦筋小品，也不看那些網上
可隨時找到的配音內地劇集，或
所謂大製作的公式化本地劇集。
處境喜劇從生意角度看，確是好
使好用，不但可大量植入產品間
接宣傳，也是一眾政府部門在劇
情中滲入宣傳公民信息的方便平
台，像如何滅蚊、驗窗等，但離
針砭時弊、嬉笑怒罵的初衷已愈
走愈遠。
然而想深一層，以今天香港社

會的撕裂和政治生態，處境喜劇
要走月旦時事的路線已不可能。
要針砭時弊，必要有鮮明立場才
痛快好看，要是持平公正，不如
看新聞節目。可惜現今社會對任
何議題都動輒劍拔弩張，哪容得
下任何一方的嬉笑怒罵，搞不好
更瞬間變為網上烽烟，隨時殃及
池魚殺錯良民。電視台只是做生
意，犯不着蹚這混水。在萬事以
和為貴的大前提下，我們的處境
喜劇只會愈走愈窄。

這本書的書名
是︰豐子愷詩畫

及許淵沖英譯。北京市海豚出
版社於2013年出版，主要內容
是由豐子愷先生選了一些馳名
的中國詩詞，並由許淵沖先生
將這些詩或詞譯成英文；而豐
子愷先生更在每一首詩或詞之
旁加插了一幅由他老人家親自
出手的漫畫，而這些漫畫都是
以相當簡單的筆劃便可以表達
了該首詩或詞的主題和內容；
豐子愷先生的畫均是以「簡」
而「清」出名的。
詩或詞均是我國歷代著名文人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詳
的！而許先生的英譯更是世界一
絕！據悉他除了英譯的功夫已達
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之外，法文原
來也是高手。
這本書是本山人書桌旁的一本
至愛作品。除了印刷精美之外，
書面以紫色為主色，文字和設計
線條均以金色為主，並附上豐子
愷其中一幅插圖的彩色版，金色
線條在燈光下從紫色封面上不斷
發出閃閃金光，真是一本令人愛
不釋手的好書。
當你打開這本書時，或者你可
以隨意翻閱其中一頁時，極有機
會你隨即可以看見一幅豐先生的

插畫，畫中又必有他極具個人風
格的中文題字；以中文印出來的
詩或詞，由於字數不多，但卻在
一頁紙中，已差不多佔了一半的
篇幅，而英文詩又佔了該頁的另
一半篇幅！所以這本書的可觀性
是很高的，雖然中英文的字數均
不算多（與其它書本相比而
言），但卻甚具吸引力。讀者可
以上下比對中文和英譯本的異曲
同工之妙！不由得你不欽佩許先
生這位翻譯高手的高深學問，這
本書應該是只懂中文或只懂英文
的文化人互相交流的寶貴橋樑！
特別是外國的友人們，或只懂英
文的朋友，讓他們明白和了解中
文只須用五十六個中文字，便可
以凝練表達八十多個英文字才能
表達的詩意！
這本書除了可以選為本港中學

或大學的教科書之外，外國的中
學或大學或許也可以考慮將這本
書選為教材的一部分；除了可以
協助學生們更深入地了解中文和
英文的表達能力之外，也可以協
助懂得中文和英文的學者們共同
研究一部分中文詩詞的意境，更
可以協助這些學者加強彼此聯
繫；繼而可以協助「一帶一路」
在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另創高
峰！

電視劇《鐵探》高潮迭
起，男主角姜皓文被問到劇

中最震撼的是哪一個場面？他答尚未出現，但
卻透露未來兩個星期Bingo將愈踩愈深不能回
頭，如果鍾意Bingo的朋友要多看他幾眼。
姜皓文由黑仔變黑哥，最近失落香港電影金

像獎他沒有介懷，「旁人說我陪跑，如果可以
年年陪跑，我也願意！」姜太直言近期的《鐵
探》與《翠絲》使丈夫的小丈夫情緒起落甚
大，每次丈夫收工回家都會派家中七小福去逗
他開心，「《鐵探》的劇本早已令他不斷流
淚，拍《翠絲》時他的情緒不敢開心，他不開
心，我好難開心，幸好我們有個好樂天的印
傭，家中常有歡笑。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變成
『翠絲』要做女人，我接受能力好強，就當自
己多了一個女朋友，這個年紀是需要心靈伴侶
無所謂。」黑哥表白︰「我由細到大並非雄赳
赳，我跟外婆長大，自小穿表姐妹的衣服，我
會着住紅色的皮鞋上學，鍾意玩煮飯仔，舒琪
導演都說我深藏內心的溫柔，哈。」
溫柔的他是怎樣追到這位賢慧的亞洲小姐太

太？「她樣子可愛傻吓傻吓，記得86年323台
慶她跌倒了，我飛身一手將她抱起，跑到藝員
休息室，每天陪她去看醫生，然後進行了一次
特別的送花行動。」黑哥常說愛情是低能的，
提起那次送花行動姜太依然笑不停，「他去花
墟批發店買來99枝玫瑰，自己去剪，自己去
包，浸了一晚浴缸的水，拿去亞洲電視更亭，
上面是一張卡寫着無名氏，兩個星期後才告訴
我他是送花人，那張卡我依然收藏着，字跡非
常肉酸，哈哈！」
今年姜生姜太結婚20年紀念，提起當年婚

前那一次不愉快的事件姜太反應平靜，「過去

了，不想多提了，那一次是我們成長的一部
分，促進我倆感情好了，成熟了，教我明白與
人相處不可恃熟賣熟，要溫柔一點，做一些對
方需要的事情，我們慢慢進步，反而是一個祝
福！」在姜皓文心中太太是個神奇女俠，「她
是我的大水泡、救生員，茫茫大海如果沒有了
她，我也不知道去了哪裡……我們不會做爸
媽，因為懷小朋友的Timing已過，我們正發
展相互到老的關係。」
提及最近圈中的出軌事件，黑哥第一反應，

「我們也有討論過，我一定冇，未試過，邊有
人會睇中一個阿叔？和我合作的女演員分分鐘
我的年紀大過他的父母，太太放心不會有這樣
的事情發生，因為我個人已經好攰，不如用這
些時間去做好電影，追求自己鍾意的事，花在
這些無聊的事上面吃力不討好，好無謂，又從
頭Run一次真係辛苦，愛情要好小心經營和保
衛的！」黑哥由特約演員至綠葉王，到現在一
線的，他依然不敢怠慢，「人說我好成功，但
我自己與成功的路遠遠不及，未到好穩陣，每
一次新工作加戲份都是壓力，我希望演出比上
次更好，不要令觀眾失望，我對觀眾有責任！
小紅姐更提醒我，現階段最尷尬最危險的時
刻，因為一次把握錯就會掉下來，所以現階段
我要Keep得更好！」
太太更向丈夫打氣，「放

心去工作，家裡不是等着你
開飯，我們將會愈行愈好，
一切在心中！他愈來愈成
熟，愈來愈有味道，有大人
物的風範了！」

愛情要經營和保衛
以前乘搭天星小輪時，上層和下
層票價不一樣，但還是選擇上層，

因為有冷氣而且感覺高人一等。後來上下層票價一樣
了，卻總是乘搭下層，原因是有一次在下層的入口
處，有一家賣茶葉蛋的，吃了之後感覺良好，而且家
裡人都喜歡吃，所以每次到文化中心聽音樂時，都會
去購買，從三塊錢一隻到如今賣到七元一隻，都會選
擇下層乘坐，方便購買。
蛋的吃法很多，像豬腳薑醋蛋裡的蛋，也是從小就

喜歡吃，只是現在很少有茶樓賣豬腳薑了。有一回在
一處會所吃到的豬腳薑裡的蛋，味道很特別，蛋味與
別的不同，一問之下，原來不是使用雞蛋，而是使用
鹹鴨蛋的鴨蛋。這會所要會員才能進入，就沒有機會
再吃到了。
「鏞記」的甘老闆在生時，每次去吃飯之後，都會

送我幾隻皮蛋和一兩個燒鵝頭，回家都會用來煮粥
吃，皮蛋燒鵝頭煮粥，味道濃厚，非常好吃，後來更
加上熟鹹蛋齊煮，更是美味。
曾經在清遠旅遊時，吃過那裡的烏鬃鵝，也購買了

相當碩大的鵝蛋回港，但因為不知如何烹調才能美
味，所以到如今還不敢對鵝蛋是否好吃說三道四。也
曾在南非養殖鴕鳥的地方吃過鴕鳥蛋，巨大是巨大
了，但覺得蛋味不足。炒蛋和煎蛋都喜歡吃，最喜歡
吃的是不致炒煎得太熟的，要帶點蛋液在裡面才是美
味。當然最懷念的還是小時候吃的豬油撈飯再打隻生蛋
進去，現在雖然有些餐館供應豬油撈飯，但因為禽流感
的關係，蛋都不敢生吃了。
月前看到外電報道，美國遭受極地漩渦的橫掃，凍

的程度比南極還甚，於是有人在網上發佈零下攝氏
32度下打蛋的實況，結果看到的是蛋在雪地上的鐵
盤中，結冰後就像我們平常煎的荷包蛋的形狀一模一
樣。有網友驚呼那真像藝術創作。這樣的藝術品，香
港是不可能創作得出的，因為香港不會下雪。

蛋的閒話

好多時我都明
白在娛樂圈找機

會並不容易，因為找機會的方法
不是因應自己的勤力或才華，最
重要是埋堆，意思是說你要找一
些娛樂圈中的大人物給你機會跟
他們成為好朋友，因娛樂圈的機
會並不給予一些努力工作又或是
讀書很叻的人，差不多有70%都
是靠人際關係才能找到工作，但
人際關係談何容易呢！
其實在報章雜誌中也常常提到
要用很多時間在社交圈子生活，
用擦鞋的方式才能找到工作的機
會，當然說到這裡未免太過悲
哀，意思好像說是沒有人際關係
網絡的在娛樂圈絕對是沒有前途
似的……但幸運的是，今時今
日，在傳媒工作中娛樂圈的文化
有了很大的變化，以往我們只能
夠單一地在電視台、電影或者是
電台發展，空間真的很少，所以
絕對要靠人際關係才能有機會在
圈中生存，但近年的娛樂圈有了
新的衝擊，便是互聯網的發展，
令到所有觀眾只要有手機或者電
腦在旁便能知天下事，再不只是
透過電視或者電台的公佈才能知
道國際事件，娛樂的事業並因此
而變遷。有很多人甚至乎一些不
知名的人士，像我們普通的市民
也能透過手機拍攝一些自己喜歡
的信息給予大眾看到自己的作
品，這些行徑及習慣大大打擊傳
統傳媒的做法，有些娛樂圈傳媒
人覺得這樣真的傷害了整個娛樂
圈，但以我個人見解，這絕對是
幫助一些在娛樂圈只能擔當
45678線的藝人有一個全新的生
機。

因為有了這些變化，我們能夠
透過互聯網自己發力捧紅自己，
不需要再靠任何人來支持才能夠
成為名人，所以近十年也興起了
很多網上的明星，我們叫他們名
字為KOL又或者是YouTuber，
衍生這樣的名字絕對是可喜可
賀。例如約八年前有一個小女孩
參加某個電視台的歌唱比賽奪得
獎項後，差不多兩年時間都沒有
工作，辛苦地死慳死抵養活自
己，當她走投無路，便開始用手
機拍攝美容課程放上互聯網跟所
有網民分享她美容心得，就這樣
她已經做了達七年之久，為什麼
能夠這麼來呢？原因就是她拍攝
頭一年的時間發覺在這個互聯網
平台有很多人喜歡看她的作品，
欣賞她化妝的技術，久而久之儲
儲埋埋變得有40多萬粉絲在身
邊，互聯網平台幫她找了很多顧
客與她合作，使她賺到第一桶
金。互聯網的賺錢文化能給予這
些自己捧紅自己空間的KOL，找
到既搵到錢又搵到名氣的方式。
所以我確信這個文化在現在或

未來也是娛樂圈的大趨勢，這也
令我決定今年在我的平台做多一
些互聯網節目，跟時裝造型師張
學潤做一個全新娛樂圈爆料及介
紹潮流美容的節目，拍攝手法簡
單只用手機，成本近乎零，而且
互聯網文化最開心的是，你會看
到自己有幾多粉絲追隨，這個數
字是吸引客戶跟你合作的機會，
成功與失敗也由自己負責，所以
互聯網文化的發展我們不能夠忽
視。同時這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實力，是不
用通過擦鞋來找工作的。

娛樂圈翻身不如自己搵機會

愛情，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
係，在我們的人生中都極其重

要。亦因此，它緊密地連結着我們最基礎、最深
入的情緒，比如安全感、依賴感、愛等等，在這
裡我們會深入分析。先與你了解負面情緒怎樣影
響到別人的感情，再談談大部分人現在的狀況，
最後和大家分享學會放下，在感情上能夠出現什
麼奇跡。
首先，我們的情緒上所有的反應，同外在沒有

任何關係。愛，是指一個狀態，它能讓我們感受
到「唯一」，即能夠感受到與對方的連結性的唯
一。愛，並不是一種情緒，它不像大部分的情緒
那樣，有時能感受到、有時感受不到。但是大部
分人所認知的愛，來來去去其實都是，依賴慾和
佔有慾。
你可能沒有發現，在感情裡，我們對對方的大

部分情緒，都是維持在一個最根本的概念上。那
就是：我們是不完整的、內心感到不足的。因此

我們就會在潛意識上，利用對方去滿足自己的這
一份不足。但是，就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未必
能夠影響對方，使其做我們想做的事以滿足我們
自己。但我們還是會期望和投射出自己在對方身
上的光環，或者幻想滿足一份需要。因此，你會
發現，我們在一段感情裡所感受到的情緒，很多
時候都僅僅是存在於我們的幻想中，而並不是真
實發生的。這就是說，其實在一段感情中，所有
的情緒都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表面上你的行動，
另一個是你潛意識上做這個行動的真正意思，也
就是你對對方的動機和期待。
現在，讓我們從感情裡最負面的情緒開始探

討，比如憎恨、憤怒、報復心和暴力等。很明
顯，這一系列情緒背後都隱藏着動機，即為了滿
足我們的幻想，而去傷害、威脅、恐嚇對方。而
對方面對這些極其負面的情緒時，通常會表現出
逃避我們，不想和我們交流的反應，甚至也會憎
恨我們而做出對應的報復性行動，從而產生一些

負面情緒，例如批評、厭惡、責怪、咒罵。這些
情緒的背後目的，就是希望懲罰對方，逼迫對方
去改變他的情緒和行為，或是為了貶低對方，讓
對方受苦而進行一系列的攻擊，到了最後也可能
會避開你。由此可見，感情中的負面情緒，若不
懂調節處理，很容易產生惡性循環，隱藏着極大
的危機。
其實，這種情況不只是出現在愛情中，在其他

感情關係中也常常發生。感情對於我們每個人來
說都很重要，所以我們應該懂得維持感情，及時
處理負面情緒，避免情感危機。要處理這一系列
負面的情緒，我們必須要清楚，其實每一個人，
都會有些情緒上的幻想，有時候都會希望通過一
些負面情緒來操控其他人。然而這是錯誤的。我
們先要理智判斷，盡可能不用負面情緒來解決問
題，更不可形成依賴。那麼，我們如何控制負面
情緒呢？正確的處理方式有哪些呢？我們下次再
探討。

理智看待你的情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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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忙着呢，接到同事電
話。她告訴我，次日會有
一個快遞，收件人手機、
姓名都預留了我的，發的
德邦物流，讓我注意查

收。同事還特別提醒，是個大件，得駕車去
取，不能騎電動車，電動車裝不了。
來電話的穆靜，曾在我們科工作，後調去

理療科。禮物是她和張紅買的。張紅也曾在
我們科上班，後調去縣第二人民醫院。穆靜
沒說買的啥，只說是送給我小兒子熙順的。
我滿心疑惑，發消息給張紅，也不告訴我，
兩人都有些神秘。
接電話當晚，我收到一則快遞公司消息，

告知有物流次日到達。次日上午，又收到一
則消息，告訴我下午四點之前取件。中午得
閒，我驅車去德邦物流。一個長寬一米左右
的紙箱子，外有線條勾勒的配圖，是一個寶
寶餐椅。
回到家，看着說明書，我開始着手組裝。這
款寶寶餐椅，看上去簡潔舒適，組裝起來卻並
不那麼容易。對照配圖，我琢磨了半天，才把
餐椅組裝好。餐椅適合六個月至三歲兒童使
用，可升降，可折疊，可調整椅背角度。對寶
寶來說，既可當座椅用，又可當躺椅用，還可
以當餐桌使。妻子抱着還未滿月的熙順，在一
旁看得清楚，跟我說這款餐椅是牌子的，不便
宜。餐椅一側，恰有一個二維碼。我拿出手
機，對着二維碼一掃，餐椅的信息就神奇地顯
示出來。原價一千多元的餐椅，正在搞促銷，
活動價依然三百幾十元。
組裝餐椅時，老大梓航就在我周圍當幫

手。正組裝着呢，小家伙冷不丁冒出一句醋
意十足的話，直截了當問我他小時候用的什
麼樣的。被這麼毫無準備一問，我竟難以作
答。若說實話，他可能會誤以為爸媽偏心。
若說謊，小家伙必然追問。我告訴梓航，他
的餐椅和弟弟的不一樣。果然，小家伙再次
追問了，問我他的餐椅在哪裡，我告訴他在
其姑姑家。
梓航小時，沒買過餐椅，小推車倒是有幾

輛。熙順的寶寶餐椅，來得突然，是在我們
意料之外的。穆靜和張紅買餐椅前，沒告訴
我，若我知道，必然制止。她倆以前在兒保
科工作時，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被我數

落過。偶爾，彼此之間也會真生氣一兩天。
只不過，在同一個科室上班，就像舌頭與牙
齒，偶爾有點兒磕磕碰碰的小矛盾，總是難
免。結婚、生孩子，對於當事之人，確實是
一樁大事。走得近的親戚朋友，上門賀喜，
也是一種禮尚往來，不必動輒上綱上線。讓
關係一般的同事或熟人，也摻和其中，多少
就有些為難和勉強。都是同事，別人去賀喜
了自己去不去呢？或者，最近手頭緊張，別
人都隨禮了自己隨不隨呢？在一個大集體
裡，礙於面子前去賀喜的，應該不乏其人。
而諸如這類情形，為了賀喜而賀喜，實是有
些變味的，並非真是情感使然，也不真是心
甘情願的。
熙順出生後，隨即發紅包賀喜的，親自到

我家賀喜的，着實有不少。但為了杜絕為隨
禮而隨禮現象的出現，都被我一一謝絕了！
我清楚，這些賀喜者之中，絕大多數是真心
實意的，但卻早已決定搞一刀切，所有禮
金，一概不收。縱使本科室同事，縱使平日
交往不錯的，也不例外，統統全數退還。
有個同事，兒子當兵，走之前辦酒席。邀

請的都是平時有交情的同事。酒場辦了，邀
請的人也都赴宴了。背地裡，個別受邀請者
大發牢騷。婚喪嫁娶，擺酒席；生了閨女兒
子，擺酒席；考學上學，擺酒席。現在連當
個兵、訂門親、搬個家也擺酒席，真當別人
都沒事做都應該了！啥事都得讓花錢！這種
牢騷，在我看來，發得十分牽強，未錯亦未
對。是否該辦酒席，是否該受邀請，是否該
背後非議，都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不喜歡貪小便宜，也沒啥多餘精力。老大

出生時，只收了幾個交往較多同事的禮金或
禮品。老二出生後，決定一個都不收。有一
些同事，誠意滿滿，給我發紅包被退回，送
現金到科裡被拒收，又抽空跑到我家一趟，
硬把禮金塞給我。之後，仍然被退回。
在這點上，最為堅持的，就屬張紅和穆靜

兩位。禮尚往來的原因有，但在我明確拒收
之後，她倆居然換了種方式送禮給熙順，且
辯稱不是送我的。多功能餐椅是快遞過來
的，再退回去自然不妥。餐椅只適合三歲以
下寶寶使用，可以說是費了一番心思的，是
為小熙順量身定做的，她們兩家暫時都用不
着。拒收禮金後，她倆補上的這一招，令我

束手無策，也足見其誠意。我與她倆，同是
八零後一代人，實際上卻大她們七八歲之
多。我是八零頭，她們是八零尾。平時，她
們稱呼一句哥，我答應得心安理得。工作
上，有些活，該安排的，我照樣還是安排給
她們。不是因為我負責科室管理，而是因為
我長她倆幾歲，視她們屬小妹級別，輕點了
重點了的，想幹不想幹的，她們都得聽着。
畢竟，小孩得聽大人的嘛！
人海茫茫，相逢是緣。能在一起共事，更

是緣上之緣。是非對錯，親疏好歹，在時間
的慢慢剖析中，會逐漸明朗。與她倆在一個
科室，大概呆了兩年多點。因工作需要，她
倆先後離開，幾乎同時，又有新人先後到
來。熙順的哥哥，沒用過寶寶餐椅，我也沒
想過給熙順買餐椅。張紅和穆靜，竟然在我
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選中了一款多功能餐
椅，並且讓人家直接發物流到鎮上。說實
話，不是餐椅價值多少的問題，這份心意，
挺讓人感動的！
與穆靜，還在同一家單位上班，無論聚餐

還是結伴遊玩，都不甚難。與張紅，卻相隔
六七十里遠。之間有山路蜿蜒，又無必然交
集，若不刻意為之，很難路遇。熙順收了兩
位阿姨的禮物，我總得代為感謝吧！
早已春暖花開了，適合結伴出遊，順便一

起聚個餐。我給她倆打電話，提議去觀音山
吃草雞。那裡的草雞放養在荒山頂上，近似
野生，味美純正。
穆靜委婉推託，張紅斷然拒絕。張紅的理

由是科內忙，抽不出時間，還給我擺事實講
道理一通：誰誰誰婚假，怎麼怎麼難排班，
婆婆最近得搬家等等。反正一股腦說出了一
大堆貌似充分的理由，她告訴我，至少兩個
月內，肯定聚不成。這個結果，我打電話前
就預料到了。就如她們買寶寶餐椅，知道我
不會再固執地退還一樣。不過，她們的心思
和誠意，我也心如明鏡。
區區幾十里路，不過半個多小時車程。排

班再困難，一天半天總是有的。熙順的滿月
酒席過後，找個時間，曾經一個科室的三個
人，找個小景區，選個清靜處，燉上一隻草
雞，要上幾碟小菜，沏上一壺新茶，倒上一
碗美酒，讓時間和景色一起，隨着言談舉止
融入心靈深處。忽而，澄澈；忽而，蔚藍。

意外之禮

■姜皓文夫婦與淑梅
姐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