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麥景榕在南開麥景榕在南開
大學校園留影大學校園留影。。

原來陳復生早在1979年，率先以首
位香港藝人身份在《大公報》及《文匯
報》執筆兩個專欄，憶當年，正在香港
浸會大學修讀傳理系的她也是熱愛寫作
的文藝青年，投稿屢見報章，後來獲推
薦，《大公報》編輯邀請每日撰寫專欄
文章，抒發日常所見所感，既有與尊敬
的文壇前輩同版執筆的雀躍，亦有被質
疑能否堅持。結果她堅持了很長時間，
後更也在《文匯報》副刊執筆專欄。她
猶記得兩報報慶時自己也有出席，對報
人留下了友善而樸實的印象，與年長的
專欄作家同台而坐，她拘謹之餘難掩興
奮，亦從文人前輩的文
章中獲益良多。

陳復生學生時代已經
加入電視台當演員，香
港藝人因為台灣市場都
紛紛加入「港九電影戲
劇事業自由總會」，

她也不例外。但因
在《大公報》

及《文

匯報》寫作專欄一事，她的
父母收到「自由總會」的電話
質詢，她感謝父母當時的堅持，
稱「稿件只是關於文學方面，並
不涉及政治色彩，若台灣報章邀請
她寫，她也會接受」。「大家都是中
國人，文化理應無界限。」結果對方
也接受，她也可以去台灣拍戲。
陳復生也是香港首位經常被內地和台

灣邀請演出的藝人，1984年首赴深圳
表演，幾年後更受江蘇省電視台邀請演
出，「那時剛開始彩色播映，可能因
為經常在台灣工作的關係，我是以台

灣藝人的身份去到南京
市，參觀中山陵和美齡宮
等，看到這些建築被保
存得很好。我將這件
事轉述給台灣媒體
聽，是一次很好
的 文 化 交
流。」

寫專欄接觸中國文化寫專欄接觸中國文化
養成愛國心養成愛國心

近月香港的「修例風波」使大學校園也
不再平靜，八大學陸續失守淪為「政

治戰場」，暴力入侵校園，問陳復生是否擔
心兒子受到同學的影響？她表示當然會關
心，曾聽兒子提起，學校內的確有一個熱衷
於社會運動的學生群組，學生們也會經常收
到相關活動訊息，但他們是不會主動招募專
心學習的一班人，不參加活動也不會被逼
迫。所以她還是較放心。

要從小養成守規矩習慣
提起教育子女的事，陳復生首先感謝自己
的媽咪，在自己忙於工作時分擔了照顧及教
育她的子女工作，陳媽媽一直花很多時間陪
伴小孩，指導他們中國傳統禮儀，教育他們
尊師重道，使其從小養成守規矩的習慣。將
她的子女教得很精乖聽話和孝順，功勞比她
大。然而令她更深信家庭教育的重要。
她生於中國傳統家庭，關於中國傳統文化

的觀念早已印在每位家庭成員的腦海中，食
飯時間大家會遵循長幼次序「叫人食飯」，
食完想要提前離席也要徵詢長輩的意見，
「早晨」、「唔該」這些更是基本禮貌。
「基本的禮貌要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教，而

且每一個身邊的人也都要這樣做，他便習慣
成自然，即使與同學不是這樣也不會覺得自
己是另類，重要的是令他認同自己做得正
確。而如果等他長大才突然教這些，他會覺
得你強加於他，好無道理。」她說。

注重小孩的學習興趣
香港多怪獸家長，很緊張自己的子女選校
升學等問題，陳復生的子女都考入港大很好
的學系經濟和法律，她有什麼妙法？又為何
不送他們出國留學？
陳復生說，小學時曾緊張女兒麥景榕選
校，不過也很民主，她尊重女兒的決定，女
兒麥景榕由幼稚園開始讀耀中國際學校，一
直讀至中學，預科IB考獲42分，在香港大
學修畢法律系及取得法學專業證書，後於港
大修讀一年比較文學碩士，她流利的國語和
英語在北京、新加坡、澳門、香港、波蘭和
澳洲等地拍攝節目時大派用場。而兒子同樣
跟家姐腳步入讀耀中，讀至中學畢業，考入
港大經濟系。

她自己是讀傳統學校出身，坦言起初是想
要幫子女選擇傳統升學路線，因為聽說國際
學校對學生很放鬆，當聽朋友讚賞耀中的教
育理念，學校也並不是單純運用西方的教學
方法，而是匯聚了多元文化，並注重兩文三
語教學，即將其納入報考範圍，「當時有幾
間幼稚園都有收女兒，我和她說暫時辛苦一
點，上午返傳統幼稚園，下午返耀中，最緊
要是自己嘗試下，看看鍾意哪一間。女兒試
完之後表示返學開心，甚至洗手間也專為小
朋友的高度而設計，於是自己選擇了耀中繼
續讀。」她尊重女兒的決定，發現女兒開心
之餘又學到很多常識和知識，因為學校的教
學方法是匯聚了多元文化，並注重兩文三語
教學。
「20幾年前耀中已有普通話堂，這點我十
分欣賞，普通話是中國人的官方語言。有時
我們的知識很狹隘，講到東方只有中國，西
方則以歐美作為代表，國際學校的老師來自
五湖四海，有印度老師同樣講述東方文化，
教授世界歷史時除了歐美還會涵蓋非洲、中
東等國家和地區，從小就拓闊了學生的視
野。」女兒隨後在耀中繼續升讀小學及中
學，她續說：「學校不會經常靠測驗和考試
評估學業成績，而是從小學開始就有很多小
組討論和主題創作，培養學生對學習的興
趣。中學時，自訂教材中有中英文對照的
《論語》課程，這點讓我很欣賞。」她強
調，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培養對學習的興
趣，這樣學生才會「活到老，學到老」。

言傳身教培養子女修養
陳媽媽陳爸爸在電視台工作，都是嚴謹的

人，陳復生父親是電視台藝員訓練班的老
師，回憶起少時自己也喜歡去電視台看父親
工作，工作時嚴謹、工餘又輕鬆與下屬打成
一片的父親受到學生們的尊敬，這種工作態
度對她影響頗深，她也由此明白為人父母言
傳身教的重要性。
到自己為人母，她因工作忙，沒時間陪子

女玩，於是她從小就帶子女去內地各城市遊
覽，她自己常到北京工作，過往每年暑假都
會帶他們去北京，在北京了解很多國家事，
看到了內地人的讀書、生活方式，了解多些
增加親切感。上個月更三代同堂獲邀前往北

京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70
周年國宴及於天安門

廣場觀看閱兵典
禮，她留意到子女
觀禮時專注認真，特
別是兒子對軍事頗有興
趣，全情投入。她透露，明
年與子女計劃組織學生交流
團，既領略富庶之地的繁
華，也會去到相對貧窮的地
區，以全面而真實地了解祖
國的情況。
以他們的家庭環境，許多

人都會選擇放洋留學，她一
對子女卻沒有去外國升學，
陳復生暗自歡喜，首先是子
女讀書叻真才實料考入港
大，同時，子女懷有—顆感
恩的心。
兩人中學畢業後同樣選擇

港大而非海外名校繼續深
造，理由很簡單，是為了照
顧婆婆。陳復生轉述女兒的
話：「在香港讀到的法律系
統同英國一樣，想去外國我幾時都可以去，
但在大學階段留在香港可以照顧到年紀漸大
的婆婆，媽咪也可以照顧到婆婆，但媽咪工
作忙，我覺得我留在這裡會覺得安心。」
她講到這裡不由眼濕濕，隨即大笑道：
「阿仔更簡單，跟隨家姐留在香港，
可以接近婆婆，他又貪香港好食好
住返學近，講得好幽默。」所以
子女從小與長輩親密關係，使
得他們懂得尊敬長輩，不會
似時下那些青年「圍」校
長、罵老師和長者那麼
沒教養。

「現在的小朋友價值觀和我們這代人不
同，他們普遍很幸福，慢慢就認為很多東西
是應得的，而變得不懂珍惜。珍惜的觀念也
要從小開始教，但子女未必願意用心聆聽講
過去的事情，除了父母的教育外，也需要媒
體的幫助。」
陳復生觀察到，香港大量的電視節目聚

焦娛樂新聞和吃喝玩樂資訊，欠缺有深度的
內容，這是整個社會生態的問題。她又以將
金庸小說改編為影視劇為例，指出過去改編
會更尊重作者原著內容，現在買回版權之後
的改編重點卻放在動作特效甚至服裝道具之
上，華麗包裝的外表下，卻是精髓內涵的缺
失，於是想到自己要做一些事。
她選擇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拍攝資訊節

目，在目前大環境下目標不在盈利，而是一
種珍貴的視頻資料和資源儲備。她一直出錢
出力製作具教育意義的節目例如紀念周恩來
總理的展覽、紀錄片、音樂會。去年拍攝
《一帶一路醫藥行》特輯再任節目監製及主
持，將女兒麥景榕拉來任嘉賓主持反應很
好，也引起日本和俄羅斯電視台的購入興
趣。因為廣受好評使陳復生受到鼓舞，今年
6月再與女兒赴日本拍攝講有關日本企業文
化的特輯《復興新生系列．和風零食》，她
說靈感來自香港人無論男女老少都鍾意去日
本玩，多流於表面吃喝玩樂和購物，卻少人
去探究日本人因何做到這樣好質量產品？他
們的企業文化如何？
《和風零食》中介紹日本零食廣受歡迎

的原因之餘，並聚焦日本企業的管理方法和
文化傳承。在拍攝訪問的過程中，她體會到
文化共融的力量，稱：「日本企業的成功，
也是因為傳承了我們的儒釋道文化，他們將
傳統文化保存得很好，並將其優化。特別是
在『尊師重道』方面，我們訪問了醬油、
wasabi、棉花糖等都是幾代人傳承的企業，

有的超過百年歷史，負責人會將百年前的創
辦人通過掛在牆上的照片一一介紹，也會使
每一個員工都有所了解。我們去了幾間零食
工廠都是這樣。」她印象深刻是在日本出口
量最大的銅鑼燒工廠，社長與員工打成一片
之餘，亦在早會中傳播「團結就是力量」的
訊息，工廠的牆壁上貼了不少《論語》有關
的標語，社長會要求員工熟讀這些道理，而
牆邊的腳印使得陳復生發現端倪——不只
要熟讀，還要在特定的位置立正站好，這才
是對前人傳下來的智慧應有的尊敬。她還提
到，日本企業員工即使對某些事有意見，也
會認真聽完別人的意見，才表達自己的，不
會像現在的年輕人，整天將自由和民主掛在
嘴邊，但自由和民主是否就代表目無尊長？

日本企業文化值得學習
日本企業的細緻亦令她感嘆，進入工廠

前換鞋換衫自不必說，擺拖鞋的位置，甚至
如廁後洗手的時間和方法也有特定要求，
「我記得棉花糖廠有特別的系統控制，如果
洗手時間達不到要求，洗手間的門是打不開
的。」她又透露：「企業社長很重視我們的
拍攝，其實我們之前已經通過電郵做了很多
聯絡工作，但每次拍攝之前社長一定會準時
親自來開會。日本人做事講究遵守既定程
序，不了解的人可能會覺得煩，正是這種
『煩』使他們可以造就很多細緻的事情。」
日本產品和服務令人欣賞的背後原來有企業
員工的如此付出，而這種「每件事都會做多
少少」的「精益求精」的態度更值得學習。
在日本的經歷同樣使她的女兒，以及參

觀過棉花糖廠的兒子深受啟發，此次日本之
行守規矩自然無難度，還受到正面影響對自
己有更高要求。而《復興新生系列．和風零
食》將於12月起在TVB財經資訊台播出，
相信會對年輕人有所啟發。

子女乖巧子女乖巧

製作深度電視節目
藉以教育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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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復生熱愛中國文陳復生熱愛中國文
化化。。

■■今年天津南開大今年天津南開大
學舉行五四運動百學舉行五四運動百
周年紀念晚會周年紀念晚會，，麥麥
景榕代表香港擔任景榕代表香港擔任
晚會司儀晚會司儀，，會後聆會後聆
聽周恩來姪女周秉聽周恩來姪女周秉
德大姐德大姐（（左二左二））及及
外祖母黎鎔菁外祖母黎鎔菁（（右右
二二））娓娓道出周總娓娓道出周總
理在南開求學這段理在南開求學這段
歷史歷史。。

■■《《和風零食和風零食》》特輯在日本鳥取景特輯在日本鳥取景，，陳陳
復生與女兒特別前往具中國庭園建築色復生與女兒特別前往具中國庭園建築色
彩的燕趙園彩的燕趙園，，了解日本人對中國孫子兵了解日本人對中國孫子兵
法的推崇及傳播方式法的推崇及傳播方式。。

■■麥景榕在燕麥景榕在燕
趙園的孫子雕趙園的孫子雕
像前留念像前留念。。

■■陳復生一家三代陳復生一家三代
獲邀前往北京天安獲邀前往北京天安
門廣場觀賞閱兵典門廣場觀賞閱兵典
禮禮。。

香港的「修例風波」暴露出年輕一代中不少人國家觀念薄弱，道德觀念崩潰，

「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勇」的價值觀統統沒有，不少大學生參與暴力示威違法被

拘捕。暴力歪風日益在學界蔓延，青少年盲目「反中」，仇視異己「圍」校長、老

師。社會上有人說這兩代青年「被毀了」，大家都說香港教育出了問題。香港學

生改變成這樣是誰的責任？是教育局、學校、家長，還是傳媒？理性地看，教育

不只依靠學校，家長也有責任教導子女為人處世，媒體亦應傳遞正確價值觀給社會

大眾，包括青少年學生。三方面結合才能培養出三觀正確的下一代。香港文匯報記

者走訪一些教子有方的媽媽，分享心得，給家長們一些啟發。

首個身兼主持及製作人的藝人陳復生，她養育出一對子女皆能考入香港大學，且

乖巧孝順。她謂家庭很重視傳承中國傳統「忠孝仁義禮智信」的思想，家長從小言

傳身教，子女就乖些。她會同子女講道理，替他們分析每件事情的好與壞後果，尊

重他們按自己興趣抉擇。 採訪： 張岳悅、焯羚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陳復生陳復生鼓勵子女跨界多嘗試鼓勵子女跨界多嘗試

■■陳復生教子女陳復生教子女
注重中國傳統文注重中國傳統文
化化。。

靠中國傳統文化薰陶靠中國傳統文化薰陶

教子有方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