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青年對大學的態度

德藝雙修可延壽
我們通常說一件
作品的好與差，首

先是「其人」，然後是「其藝」。
只有「德藝雙馨」的藝術家，才會
產生人格美、藝術美。只有品德好
的藝術家，才會催生出好的作品。
很多藝術家都明白，德與藝是相
互交融一起的，一個品德不佳的
人，即便才高八斗，學富五車，也
是不會被大眾敬佩和認同的，最終
也不會達到藝術高峰，所以藝術家
應德藝雙修。
「重德」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
特徵，這一點深刻地影響着中國人
的處世觀念。中國傳統
文化是一種「德性文
化」，德性被作為人獸
區分的根本，也是人格
尊嚴的體現。在以道德
修養為旨趣的「德性文
化」的制約與影響下，
「德藝雙馨」便被看作
一個中國藝術家畢生追
求的最高榮譽。
德藝雙修的藝術家不
僅更能獲得社會對自己
的尊重，而且亦能令自
身得到延年益壽。實踐
證明，人的精神狀態與
人的德性和品行是密切

相聯的。
修德為什麼能延年益壽呢？一是

修德能刻服和消除許多不良慾望、
心態、習性。二是道德價值的實現
道德行為的完成，能提升人的精神
境界和改善人的心理狀態，這些都
有利於身心健康。三是修德的人，
人際關係最好，人際關係好的人身
心愉快。故從養生的角度來看，德
高者壽。因此，善養生者，當以德
行為主。
一九九零年，世界衛生組織把

「道德」列入衛生範疇，道德雖然
不是醫術，但道德對人的心靈和精

神的調節作用卻是醫
術做不到的。
美國心理學教授霍

華德．弗里德曼和萊
斯利．馬丁經過二十
年研究發現，決定人
類壽命六大因素中，
「人際關係」竟然排
在第一名！
人際關係可能比水

果蔬菜、經常鍛煉和
定期體檢更加重要。
而藝術家中，人際關
係最好的便是德藝雙
馨的藝術家，故德藝
雙修可延壽。

上周本山人在
國慶感言內曾提
及在美國國內大

學研究院實驗室內的工作人員，大部
分均是從外國前來的留學生。即大學
實驗室在晚上仍然上班的十二人當
中，只有兩位是美國人，其他十人均
是來自亞洲的留學生。其中大約百分
之七十五均是中國人，可能來自香港
的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
這個現象可能是美國的青年人，
猶太人除外，對大學教育並不十分
重視！我的觀察時間大約只有十七
個月，其中十三個月是我在紐約哥
倫比亞大學讀碩士學位的時期；此
外之四個月是我獲CIP獎學金（克
里夫蘭市國際青年交換計劃）在美
國克里夫蘭市的四個月內，曾在十
二個不同的美國人家庭中觀察！其
中兩個家庭的主人翁均是大學教
授，可能是薄有名氣的，因為他們
兩人均經常獲邀到美國各地作學術
演講！
不約而同的是，他們兩位教授的兒
子，剛好也是接近進入大學的年齡，
可是他們兩人均已決定絕不進入大學
讀書，而他們的父母均不約而同地要
求我協助勸服他們的兒子在中學畢業
之後，便應該進入大學攻讀。
當我和第一位青年接觸時，我問
他為什麼不願意升入大學進修，那
位青年人說︰「我打算十八歲後，
便馬上去考牌當駕駛巴士的司機，
因為四年之後，我的薪金比大學畢
業生的同學更高，而且又多收取了
四年的薪金！駕駛巴士是很輕鬆而
又是服務社會的工作，對的！在美
國小市鎮擔任巴士司機，不須趕時
間，而且和大部分乘客也會變為朋

友的，有一次，我乘坐這類巴士
時，到了一個巴士站，司機停了
車，向乘客說︰「史密夫太太可能
遲了一些時間出門口，她在一分鐘
內便會來到這個巴士站的了，請各
位等一等。」果然，那位太太依時
出現，各乘客反而歡笑地和那位太
太問好！
另一位則已決定要做印刷品的設

計師，他很驕傲地想做這份工作，
是因為他認為印刷品的製作根本是
一件藝術的設計品。
我均問兩位青年同一問題︰「你

父親是著名的大學教授，受人敬
仰，為什麼你不跟隨你父親的路向
呢？」他們均異口同聲地答︰「看
見他做教授的辛苦情況，我便怕
了。有人請他演講，他便要花時間
去起草講稿，有時甚至要通宵工
作。」
在美國國內生活，一般而言，任何

工作也可以令你有足夠的錢，包括銀
行貸款，去買屋買車及結婚生育子
女，所以，真的是︰工作無分貴賤！
大學教授天天要追求新知識，實在也
是一件很煩惱的工作！有時甚至求之
不得，便非常煩惱！他們均反問我︰
「人生何必如此自尋煩惱呢？！我知
道對方心態，只能無言以對，因為說
了他們也未必認同。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福利

國家！只要你肯去工作，生活是絕對
無問題的，人總是惡勞好逸的，只要
有一份工可以維持生活，可必找苦來
吃呢？所以，在美國讀大學的機會很
多，但該地的青年卻偏偏另有他們自
己的選擇！所以，大學研究院實驗室
內實際的工作人員，很可能大多數也
是來自亞洲的。

海洋保育鬥士、環保先
鋒、1988 年「國際華裔小
姐」季軍郭秀雲，從三藩市

回港進入娛樂圈，令她至今仍然難忘的一件不
開心的事……「我17歲入行，人家以為我是外
國長大的女仔一定好開放，因為我是讀藝術，
對人體美感是欣賞的，穿泳衣性感無問題，但
我有界限和底線，其實外國唐人街的女孩子好
古老的。那次有記者叫我影相，要求我不要帶
同電視台保母更加方便，我為方便人家也答應
了……怎料影相的時候，他們故意將我的上衣
拉低了一點，見報時他們竟做了一些陰影，害
得我被電視台訓示，也哭了一個星期，使我明
白這個世界什麼人也有！」
後來她遇上了小豪，「因為我的拍拖經驗很

少，有了孩子，沒有想過不要，我們結婚了，
但經過雙方努力，因性格不合還是分開……多
年後我和龐先生在一起，很多年都沒有想過結
婚，就是怕雙方孩子不接受，終於子女齊齊問
你們搞邊科？我們才想到要結婚。」
嫁入「鋼鐵大王」的家族初時真的有點壓
力，因為人家總會說奶奶好犀利等等……但原
來奶奶是非常好玩的，又搞
笑，但可惜她已經不在了……
過時過節好開心，他們的家族
正如姓氏一樣非常龐大，現在
結婚17年，我還未記清每一位
的名字，但長者的全都清
楚。」
婚後景峰改姓龐，「他12、3

歲去英國讀書寄宿，當年我沒
有問他同意與否，但我知道這
是為他好的，而且當年媽媽也
是為我決定很多事情，他現在

快29歲了早也習慣了。景峰大學畢業本來入行
金融界，做得蠻好的，後來他認識了一些韓國
娛樂界事務所的人士，他轉行了，他的強項是
身手，動作花式溜冰、舞蹈、搏擊和家傳的白
鶴派兵器等等……家裡雖然熟悉娛樂圈，但幫
不到多少，還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景峰的確成
熟了，踏入社會才懂得珍惜身邊的一切。」
正如秀雲媽媽一樣，她也是不斷自我提升，

她不單是藝人，更加入了不少國際環保及科學
家組織，身體力行地保育地球，「那些都是奇
人，世界上登得最高，潛得最深的強人都在那
裡，他們的故事非常踏實，令人敬佩！而我，
除了深入不毛作探險，拯救穿山甲、變色龍等
等物種外，我家裡也變成動物園……例如︰
蛇、蜥蜴、被人遺棄的貓貓狗狗和蜘蛛……老
公笑說『無眼睇』，他明知娶我就要承受這套
餐，買一送一！為了環保工作，我是用錢不賺
錢，不過我會記得丈夫並非一張碌不爆的卡，
哈哈哈！」
最近秀雲正和政府協商，她常強調，「如果

發展『明日大嶼』部分香港土地劃作人類居住
用地，政府可否在陸地或者海洋劃出一個區

域，成為永久神聖的保護區？給與
多點精神、時間和資源去管理，讓
水警執法，免得那些快艇撞死海龜
和海豚等等……這樣也可以解決香
港人住屋的緊張問題了！」
實在，現今的世界所有的生物都

面臨很多困境，包括人類在內，但
大家只要願意做多一點、或者不做
一點……這個世界一定會變得更美
好！我相信一句話，如果你面對困
局，只要你願意抬起頭來，面前一
定會見到陽光！

做多一點、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曾經聽過一個老外說，痛

恨改變是英國人不會改變的
習慣。但是，英國即將要面

對脫歐後的改變，相信會有一半的英國人受不
了吧？英國人不喜歡改變的習慣，可以看到的
是近日對香港事務的指手畫腳，英國人恐怕以
為自己還在統治着香港哩。
著名劇作家蕭伯納曾說，當英國人認為他

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時，事實上是心裡面覺
得很不舒服的時候，所以英國的外交官不想
面對脫歐帶來的困境，只能常常對香港事務
說三道四了。
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曾說，如果一隻腳
踏進英國是好事，那麼更好的事，或者至少和
踏進英國一樣好的事，就是把另一隻腳踏出
去。面對脫歐問題，這應該是英國人心裡面想
的事情吧？
曾經有一首英語歌曲，歌詞裡有幾句話說，

英國人說話的方式，絕對讓人知道他們的階
級，但當他們開始說話時，便有另外的英國人
蔑視他們。看看英國外交官員對香港事務的指
手畫腳，豈只英國人蔑視他們，恐怕在華人世
界裡，起碼超過10億人瞧不起他們吧？
英國的食物是出了名難吃的，連他們的大作

家毛姆都說，要想在英國吃得好，最好就是一
天吃三頓早餐。
不過，英國人守規矩的習慣倒是沒有改變，

就算是一個人的時候，他也像排在一列隊伍中
那樣。所以，街上都沒有行人和汽車的時候，
他要過馬路的話，只要面對的是紅燈，都會耐
心等候，不像港人那樣，只要汽車未到，管它
什麼燈都搶先橫過。
如今，每逢周末周日和假期，香港的交通事

務，都讓示威的暴徒接管了，誰也別想過。

英國隨想

幸福人妻蒙嘉慧
最近復工，參演邵

氏網劇《飛虎之雷霆極戰》（香港
暫時未播），劇中飾演林嘉華的女
兒，與飾演飛虎隊總指揮的苗僑偉
有感情線。久違的她似凍齡，跟當
年在TVB的樣子沒變。年前，她一
度發胖，疑似懷孕，現在身形已回
復苗條。
45歲的蒙嘉慧，與鄭伊健結婚約
滿離開TVB，婚後過着悠閒幸福少
奶奶生活，忽然發福暴漲起來，外
界傳她有孕，內情是兩年前她在日
本滑雪跌傷，引致左腿大髀內側韌
帶撕裂，之後又因打羽
毛球滑倒，再弄傷右腿
腳踭韌帶，左右腳連環
受傷，治療期長達兩
年，以至熱愛運動的她
不能運動而變肥，高峰
期曾重達130磅。
她受傷後，伊健非常
緊張，不准她再做劇烈
運動，她自己亦很小
心，怕再傷就很麻煩。
今次肯接演《飛虎之雷
霆極戰》，部分原因是
不用拍動作戲，而是做
型格又漂亮的時裝店老
闆。畢竟離巢五年，蒙

嘉慧極之重視今次復出，要迅速令
狀態回勇，鄭伊健怕她再受傷，叮
囑她做運動一定要做足安全保護，
連運動鞋也替她換上全新的，只要有
空，便會陪她一起運動瘦身，恩愛得
很。
蒙嘉慧和鄭伊健都是運動型，他們

結緣於羽毛球場，婚後亦用運動培養
夫妻感情，經常被記者影到一起跑
步、潛水、騎單車、打羽毛球、滑雪
等。此外，鄭伊健最喜歡打遊戲機，
一玩就是一整天，蒙嘉慧不單沒投
訴，且溫柔包容他的一切。
鄭伊健曾給我看他們的婚戒，表

面看是一隻普通的白
金戒指，戒指上無任
何圖案、鑽石等，從
來沒人留意鄭伊健婚
戒的款式，他見我留
意，很樂意分享，馬
上脫下婚戒給我欣
賞，原來戒指暗藏密
碼，不是在戒指內圈
刻上對方的名字或生
日日期，而是刻有對
方的指紋。他們特地
從澳洲訂製指紋婚
戒，從此你身上有我
的指紋，我身上有你
的指紋，多浪漫。

蒙嘉慧復出 伊健陪減肥

首 先 ， 問 大 家 一 個 問
題——你會追求名利嗎？

作為藝人，或許大部分都是為了追求名或
利，希望成為首屈一指、為人熟悉的著名藝
人，走在大街上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登上舞台
成為全場聚光燈的焦點。
但追求這些關注，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是為

了得到別人認同的存在感？還是為了滿足自己
的虛榮心？又或者是，單純地如同歌手陳奕迅
的歌曲《浮誇》中，希望得到全人類的目光？
告訴自己得到一切可擁有時，就會感到滿足了
嗎？
可是，或許你應該問一問自己的內心，這真

的是你所追求的生活嗎？這樣的生活，又是否
如同追求名利的人，投射出的那一個個忘本逐
末的現象呢？對於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如同波
浪一樣轉瞬即逝的榮光，是否真的是你滿足、
喜悅的呢？也許，你正在幻想，希望自己著名
如同郭富城般，一出到街上，就引起一片尖叫

聲，被擁擠的人群搶着來拍照，對着沒完沒了
的八卦詢問，不知從何回答……
那麼，同樣地，你再想像一下另一種生

活——清晨的太陽升起，你剛剛睡醒，沒有滿
滿的行程，出入不怕別人窺視，無須特別的打
扮，只是靜靜地去吃一碗粥，路上見到鄰居也
可以友好地打一聲招呼，而不是那些震耳欲聾
的尖叫聲，這樣的生活是不是更舒適呢？
現在，大家再思考一個問題，假若你有能
力，成就這個世界的一切，成為任何你想成為
的人，要多著名、就有多著名，要多成功、就
有多成功，你都可以做到，你也清晰知道如何
可以做到。那麼，你會選擇怎樣的生活呢？
或者，你可以選擇，成為一個寂寂無名的平
凡之輩，和自己喜歡的人，每天做着自己喜歡
的事，比如提供價值，去賺取到生活一切所
需，無須顧慮財政上的問題，逍遙快活地在任
何地方生活。
如果你擁有這樣的生活——你，還會追求名

利嗎？
假若，你決定了後者，要成為一個受萬人關
注的名人，你確定了自己真的會做嗎？為什麼
呢？你再想想，關於名利，你要追求多少才會
覺得足夠呢？這樣的生活，在十年後，你再回
望，轉頭看看，你會不會感到一絲可惜，可惜
沒有盡了自己最大能力，遺憾沒有盡情地
「活」一次……
當然，我想每個人的答案或許都不盡相同，
也有人說，有些人就是喜歡後悔，選擇了一種
生活，又後悔沒有過上另一種生活。但是，選
擇前者或後者，其實都是根據個人的價值觀來
選擇的，何必根據世人所認為是正確的事呢？
在選擇做與不做之間，有人認為做了才是無
悔，試過才知道是怎樣的生活。
生活沒有標準的模式，而我們在這裡提出的

角度和觀點，也是需要大家去思考。但是，有
一句話你必須知道，人人都嚮往的東西，人人
都追求的終點站，並不等於是正確的。

你會追求名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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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養成的飲食習慣，
我對茄子偏愛有加。從我
記事起，我們家年年夏天
種茄子。母親種植的茄子
通常是綠色長茄和紫色圓

茄。茄子植株旁邊是一畦辣椒。茄子和辣椒
在盛夏的毒日頭下，你追我趕，長勢迅猛。
摘茄子時，扯上幾個辣椒。茄子炒辣椒，連
五花肉也不用放，就能讓我全家老少胃口大
開。辣椒異常辛辣，它橫掃千軍，所向披
靡。不愛吃辣者，敬而遠之，愛吃辣者，把
它當調味至寶。茄子和它一鍋共炒，辣椒的
戰鬥力有所下降。辣味浸入茄子，使得茄子
也有了強大氣場。此時的茄子，辣中帶香，
味美可口，逗人食慾。
綠茄子也叫「水果茄子」，一般就是摘來

生吃。有一年，我回娘家，母親正在院子裡
吃綠茄子。我告訴母親，茄子不宜生吃，美
食專家說，它含有一定的毒素，生吃對身體
不利。母親說，我吃了幾十年，啥事沒有，
別信那些。我的話沒起作用，母親一如既
往，照吃不誤。綠皮茄子生吃有苦味，亦有
甜味。自打我認定不能生吃後，每次從老家
捎回來綠皮茄子，我都用它燉五花肉。燉出
來的茄子，苦味盡失，甜味尚存，很是讓我
滿意。
南宋詩人鄭清之寫了一首《茄子》詩：
「青紫皮膚類宰官，光圓頭腦作僧看。如同
緇俗偏同嗜，入口原來總一般。」這詩真是
有點貶低茄子。入口滋味一般，那說明詩人
廚藝欠佳，也不賴茄子呀！茄子，乍一看光
頭圓腦，實際上它戴着「官帽」呢。每一個
茄子把都是一頂貨真價實的「小烏紗」。茄
子寓意「高官得中」所以，希冀在仕途有所
發展的人士，喜歡買茄子畫作掛在家中。
我家的茄子開紫色花，結出的卻是兩種顏

色的茄子。有一次，我問閨蜜阿梅，紫色的
茄子開紫色的花，請問，綠色的茄子開什麼
顏色的花？阿梅想當然地說，綠色花。我把
從老家拍來的照片給她看。只見一株茄子開
着紫色的花，掛着綠色的果實。阿梅也想用
茄子考一考我。她問我，你知道茄子還叫什

麼名字嗎？這真把我難住了。接下來，阿梅
開始給我科普茄子知識。原來，茄子還有個
好聽的名字叫「落蘇」。
五代十國的吳越王錢鏐有個殘疾兒子，自

小雙腿不能行路。有人在街上叫喊「賣茄
子」，那個殘疾兒子聽成了「賣瘸子」，自尊
心受傷，大哭大鬧，徹夜不休。吳越王無可奈
何，遂下令給茄子改了個名字，叫「落蘇」。
沒想到，這個名字深入人心，漸漸流傳開來。
歷史上，有一個影響並不深遠，卻頗值得

點讚的小案件，叫「落蘇案」。明朝時期，
官員李亨被朝廷派往浙江鄞縣當縣令。上任
不久，接到一個農民報案，說他家的落蘇被
偷。農民說，當天夜裡，聽到菜園裡有動
靜。他跑出去一看，正好看見鄰居的背影。
農民查看了自己家的落蘇，發現落蘇們統統
「遭了毒手」，幾乎全軍覆沒。李縣令覺得
此事雖小，有關社會風氣，不能坐視不理。
他跟着農民來到集市上，找到那個正在賣落
蘇的鄰居。鄰居見了縣太爺，狡辯說，這是
自己家的落蘇。
李縣令派人去他家查看，他家果然也種了

落蘇。李縣令讓這個鄰居把籃子裡的落蘇全
部倒在地上。他看了一眼，指着鄰居說：
「一定是你偷了落蘇，快把落蘇還給人
家！」鄰居不服氣地問：「老爺，我家也有
落蘇，他家也有，憑什麼說這是他家的？」
李縣令說：「就憑這些沒長大的小落蘇。要
是你自己種的，你會捨得摘嗎？」鄰居一下
子啞口無言。李縣令又派人去他家查看，果
然，他家的小落蘇還在秧苗上好好長着哩！
去年，我過生日那天晚上，老公下廚說要

做一道魚燉茄子。他把魚洗淨剁成塊之
後，又切了些五花肉片備用。我問，這是給
我過生日，怎麼都是你愛吃的肉？「按照菜
譜做法，放五花肉是必然。再說了，這不是
有你愛吃的茄子嘛！」他拿起一根線茄在我
面前晃了晃，又說：「我選用的茄子質量上
乘，你就等着大飽口福吧！」這道生日菜
餚，「煮夫」也算用心了。孩子在外上學，
一大盆燉菜只有我們兩個分而食之。我吃了
塊魚，太膩，不如茄子鬆軟鮮香。於是，

只挑茄子吃。老公自誇道，這是茄子最高級
的做法，魚和五花肉都是配角。這話讓我
想起那道紅樓菜，劉姥姥說用十來隻雞配它
的「茄鯗」。我說，茄鯗才是最高級的茄子
菜呢！老公不知道「茄鯗」的來歷。我就
「掉書袋」給他聽。
在《紅樓夢》中，劉姥姥二進大觀園，賈

母見了她，十分歡喜。宴席上王熙鳳用大筷
子捉弄劉姥姥，把賈母逗樂了。賈母吩咐鳳
姐兒，把茄鯗搛些給劉姥姥。鳳姐兒把茄鯗
送入劉姥姥口中，劉姥姥第一口沒嚐出茄子
味，又吃了一口。細嚼了一會兒，還是不相
信是茄子。大家都說是，她才信。當她問做
法的時候，伶牙俐齒的鳳姐兒傾囊相授。原
話是：「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了，只要淨
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
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乾、各色
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
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
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
老公聽我說完，冒出這麼一句：「封在磁

罐子裡保存，這不就是茄子鹹菜嗎？」我
說，對呀，明明是個小鹹菜，幹嘛叫茄鯗？
「鯗」底部是個魚，我這道生日菜裡有魚，
也有茄子，茄子沾了魚味，咱們這道菜才應
該叫「茄鯗」。這是不用罐子，現做現吃的
當代「茄鯗」。如此看來，魚燉茄子還真
是最高級的茄子美饌呢！
去年，鄰居送我一棵茄子苗。我把它栽在

一個閒置的大花盆裡。茄子根系發達，奈何
局限於花盆之中，無用武之地。呼吸不暢，
鬱鬱不樂，自然不會以健康的茄子饗我。彷
彿賭氣似的，最終，只結了七個「小不點」
紫長茄，個個曲線玲瓏，光滑潤澤。我童心
大發，將它們製作成「紫色的風鈴」。打開
書房的窗子，有風吹來，它們一動一動的，
即便碰在一起，也沒個「響」。我說，這叫
落蘇風鈴，老公接過話茬，說，也叫啞巴風
鈴。十來天之後，七個小夥伴，集體蔫了。
比霜打的茄子，模樣更憔悴一些。我沒把它
們扔進垃圾桶，而是埋在了我家的小花池
裡。只為感懷它們帶給我的美好瞬間。

閒話茄子

■郭秀雲與淑梅姐合
照。 作者提供

■離巢五年，蒙嘉慧對
復出拍劇極之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