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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生樂與與「「路路」」

生活艱難仍然要抓住

朵拉

小平濟世才，奇謀經建先。樊籬已衝
破，科技合攻堅。九垓大道現，全域高
鐵延。北斗巡河漢，蛟龍潛八千。殲劍
驅邪霧，射電穿雲煙。七十開新紀，啟
程共攀顛。路遙靠鋼志，擔重需鐵肩。
神州已崛起，鯤鵬直衝天。
這「詩」不算好詩，水平也不高，但
能表達心聲，符合展覽主題。
今年我國碰上新冠肺炎大爆發，於是
全民抗疫，其間出現許多感人事跡，這
再次激發起我的創作慾望。我寫了十首
八首詩詞，下面是其中幾首：
《清平樂》
楚漢清夜，月照東窗罅。
冠疫乘虛傳毒麝，零落春燈寒灺。
掛念百姓難眠，萬千醫者援前。
烈火雷神轟魅，江城試問誰堅。

《中醫漢藥白衣郎》
中醫漢藥白衣郎，
異域同心滅毒王。
黃帝金方無弗屆，
軒岐絕勝再輝煌。
《迎援鄂壯士凱旋歸》
無私援鄂顯精忠，
疫戰驚人氣貫虹。
救死不辭憑命搏，
動天惟德讚英雄。
雖然我寫的詩詞說不上什麼好作品，
但當中新社組織《歡迎廣東援鄂醫護回
家》書畫展，我可寫自己創作的詩詞參
展，而不用到處搜羅別人寫的詩詞。看
來，書法家也應學寫點詩詞！

從零創夢

《白衣天使讚》
城江正月待花開，
忽見妖蟲潑地來。
幸有天仙還淨宇，
風光一道在瑤台。

朋友閒時聊天，說到鬱悶
之事，多半是與人相處不
好。家庭矛盾爭吵也是其中之一，大家都常
常吐槽，假期回家，對父母來說，我們好像
只有剛開始那幾天才是親生的，相處的日子
一長，各種埋怨就來了，這也看不順，那也瞧
不慣。雖說父母和兒女的爭吵，沒有多大怨
恨，但是爭吵畢竟令人不快，而且生活中的爭
吵又不止是父母與兒女，相處不和，總歸是惱
人。朋友當中一人提出，懂得切換陌生眼光去
看熟悉的人，很多矛盾都能避免。
細想，此話真有點道理。通俗來說，想想
我們為什麼會吵架呢？就是因為太熟了吧，
和不熟的人，我們總也不會輕易吵架的。一
方 面， 是 我 們 認為 關 係 太 穩 固 了， 吵 一 下
架，發洩幾句不礙事，才敢有膽子去吵架；
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真的對那人生氣，覺得
她（他）的錯確實叫人生氣。這兩種情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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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包機上的守護天使

第一次遇上瑪麗醫
院急症科顧問醫生、
香港急症醫學會前會
長蔡振興醫生的時候，他正在台上演唱
《 不 再 油 鹽 》 ， 我 心 想 這 隊 St. John
Band 是什麼來頭，水準這麼高？原來他
們全部都是醫生，每次練歌也是在巡房
之後的深夜……可是最近在疫情底下，
他們再沒有練歌了……
上月份，蔡醫生甚至兩度跟隨特遣部
隊到武漢接滯留港人返港，「今趟我們
預備了很多不同方案，也有婦產科醫生
同行，據知有孕婦超過 30 周的，其中以
防突然在航機上生產，我們帶備了好
大、整個人也可以坐下去，所有血和胎
水可以事後包起來的大膠袋。今次可算
是最長的預備、最短的任務，飛行航程
只有個多小時，但每一個小環節也做到
滴水不漏，我們帶他們回來，也絕對不
可以讓其他人受到感染。」
實在，包機行動能夠順利成功，要感
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入境處、衛生
署、緊急醫療隊以及國泰航空公司所有
機組人員的通力合作，特遣部隊帶回了
1,027 位人士，結果只有一名確診，任務
可算十分圓滿，「自從 17 年前香港接受
過沙士那一場血的教訓之後，我們得到了
很多經驗，知道深切治療病房、呼吸機，
甚至普通病房的床位是否足夠都非常重
要。『亞博診所』的設立是非常前瞻性，
回想最初兩星期外地返港的人士，凡有
少許病徵的都不可入市區，先到亞博接受
檢測，當時大約1,000人，而全港有18間
急症室，如果他們事後全部都來求醫，也
就成為1,000個住院個案。結果他們當中
有57位確診，無形中，我們省卻了900多
張床位，也阻截了不少感染源頭。」
提起了沙士，蔡醫生最難忘記他當年中
車淑梅

大的老同學謝婉雯醫生，「她很謙虛熱
誠，她的離世在我心裡很不真實，在謝醫
生之前，沒有醫護會想到在工作中賠上自
己的生命，我們才醒覺防護的重要性。」
實在，蔡醫生少年時期從未想過自己成為
醫生，「我在藍田長大，中三開始，父親
帶我到地盤開工幫補家計，我兩次踩到鐵
釘受傷，有人點着香煙塞進我的傷口，那
是十大酷刑，另外，我3位哥哥都夭折，
有一個哥哥跌倒受傷，醫生說救不了葬了
他罷……我想醫療情況不應該這樣的，應
該好一點的，於是我決定行醫。我可算是
第一批接受急症科訓練的專科醫生，當年
的急症室都是派實習醫生去當值……現在
情況大大改善，其實急症室醫生的責任很
大，也要明白病人並非無理取鬧，只是急
得有口難言，要好好照顧他們的情緒！」
感性的蔡醫生 5 年前出版了《急診心
靈雞湯~心跳亂了》記錄了他在急症室
內見到的人生百態；2 年前，他也經歷
了一次面癱之苦，「最奇妙我病發後上
班，來到我面前的竟是一對面癱的夫
婦，我更明白他們的感受，我更要細心
照料每一位病人……」其實醫者父母
心，疫情下醫護非常辛苦，我送了一個
甜柑給蔡醫生多謝醫護人員與病者甘苦
與共，「其實市民講一聲多謝已很鼓
舞，現階段，大家最重要不可抗疫疲
勞，那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
一定一定，我們在大後方的市民要和前
線的醫護人員攜手
合作以人間大愛擊
退新型冠狀病魔！
■淑梅姐送了一個
甜柑給蔡醫生多謝
醫護人員與病者甘
苦與共。作者供圖

疫情結束後

中國內地疫情稍緩和
下來時，上海的朋友在微
信上問我疫情過後最想做
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這個時候疫情和我們
這裡略有距離，馬來西亞全國新增確診者
超過 500 例，但未發佈封城或鎖國法令，
人們尚可自由行動，所以我腦袋一時三刻
轉不過來，沒來得及回答，朋友快手快腳
發來一則新聞。標題為「居家避疫相看兩
厭？上海離婚預約排到 4 月中旬」。我看
一下日期，3月16日。
還記得上海是2月10日開始封城，大家被
約束在家禁足，一個多月無法出門，可以外
出時竟然不是想出去公園散步看花樹，或是
爬到山上往下俯瞰全城風景，也不是約幾個
好朋友，真正面對面坐下來吃個飯，聊個
天，所有我想到的，皆非正確答案！張口結
舌的表情，遠在上海的朋友看不到。這時又
來一則微信，是 2 月 7 日告訴我廣州封城的
廣州老友發來的：「廣州在3月18日預約辦
理離婚的名額已經沒有了，排期到4月16日
也還排不到。」老友怎麼需要去做離婚查詢
呢？稍緊張的我先給廣州老友回信：「你是
說你要離婚？」憑恃老友關係，說話直接。
她發給我一個眉毛和下巴都往下彎的臉，然
後來信︰「這個時候，湊什麼熱鬧呢？」
上海朋友接着發來的是笑臉：「不只上
海，西安市 3 月 2 日 17 個婚姻登記處正常
上班後，迎來的不只結婚的新人，離婚預
約天天爆滿。」兩個朋友不約而同給我一
句話：「疫情是生活的照妖鏡呀！」我給2
個朋友都打去了同樣一個驚愕表情和一個
微笑的臉。當時在檳城的我們，這 2 個月
都在自由行動，對封城生活不了解。
雖似懂非懂，卻也知道那個把離婚當成天
塌下來的時代已經過去。從前有人離婚，都
會備受譴責/藐視/注目/嘲譏。罪名大多落
在女人頭上。嫌她不會當老婆，下不了廚
房，進不了廳堂，上不了大床； 不然就是

家家廊廊

愉韻度曲

書法家應學寫詩詞

書法創作總是離不
開文字，絕大多數書
法家都歡喜取材於唐詩宋詞元曲等。
我初學書法，寫的便是 「白日依山
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
一層樓。」
唐詩宋詞元曲是中國文學藝術的瑰
寶，既為大眾喜聞樂見，也令書者陶
醉其中，故知唐詩宋詞實為書法最佳
載體。然則，如果要為某個主題創作
一批書法作品時，往往很難選到合適
的詩詞，尤其是要配合當下時事，選
擇寫唐詩宋詞多不切題，這時書法家
如能自己創作自是最好的了。
我近年來參加社會活動較多，尤其
是參加各種大型主題書畫展，總覺得
多數參展作品文不對題，例如，展覽
的主題明明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周年書畫展》但居然百分之
八十以上作品與國慶扯不上關係，甚
至離題萬丈。簡直是你走你的陽關
道，我行我的獨木橋。這也難怪書法
家，因為一萬首唐詩裡也找不出一首
適合於慶祝國慶。
我不擅詩詞，只不過「近朱者赤」，
幾年前我認識了詩詞學家伯天施學概先
生，他每有新作都會發給我，而我亦會
以書法抄寫回贈。日子久了，也有學寫
小詩的衝動。我有時寫律詩，有時也寫
順口溜。
去年國慶，我們香港書法家協會在廣
州舉辦書法展，我以行楷寫了一首自撰
詩，不妨在此獻獻醜：
《國慶七十周年感懷》
上下五千年，華夏何赫然？江山兩萬
里，炎黃百世賢。文景貞觀盛，康乾亦
威嚴。狂飆肆皇土，歷朝多災變。虎豹
欺吾境，烽火漫塞邊。南湖幸破曉，大
刀砍倭閻。三山推傾倒，曙光露眼前。
開國萬民慶，興邦箭在弦。十年風雨
亂，除害急揮鞭。

梁君度

業機會，在疫情下自強。
今次我在互聯網上號召了一些已經
沒有工作做的娛樂圈同事一齊參與，
給予他們一些行為上及意見上的機
會，當然也要看他們願不願意改變自
己而嘗試走入互聯網的世界，因為這
不是我能夠控制的，我能夠控制的是
將我認識的拿出來同大家分享，就是
如何去用互聯網的世界，去改變自己
表演的模式。
因為世界已經變了，再加上疫情仍
然未止，所有傳統的傳媒已不能用傳
統的方式謀生了。真心講的，不知道
明天會發生什麼，怎麼行下去呢？但
若果自己還有幾十年想要再行下去的
話而放棄，這樣一線生機也沒有了。
尤其是我看見我身邊一些娛樂圈失業
大軍的朋友沒精打彩的心情，感到傷
心，希望他們不要放棄自己、放棄希
望。雖然現在生活真的很辛苦、很痛
苦、很困惑，但是時間總會過去，只
要自己仍然抱着信念，相信定能克服
困難。

宣傳無橋，一旦硬銷及食字都解決
不了問題的話，大家就要打開文公子的
終極錦囊──「美女．小狗．孩子」了。
美女當然不難理解，大家看不少電子產品或遊戲，都
是以美女作模特兒，因為如果廣告想吸睛，特別是戶外
廣告、海報甚至是銷售地點的宣傳品，如果針對的是男
性市場，美女當然是首選。就算是美容護膚時裝皮鞋手
袋一類產品，美女模特兒還是大其行道的。
以前一般的電腦打印機廣告，基本上都是賣功能，
推方便、速度、效果甚至推經濟，非常硬銷；然而在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EPSON 先後推出以香港宅男女神
朱茵和歌影雙棲天后陳慧琳為主角的廣告，可謂正中
男性為主導的用家要害，對知名度以至銷量都有非常
正面的作用。
小狗其實不只是說狗，也泛指一切寵物。有人說，要
害導演的最佳辦法，就是在劇情中加入有戲分的寵物，
因為貓狗鳥獸們是不會聽人的指令去演戲的。但寵物粉
絲不分男女，如果能利用可愛的動物作模特兒，吸睛的
作用不下於美女。當然，如果能利用寵物表達到產品的
賣點，就最為理想了。
港鐵公司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推出一個以小狗為主角的
電視廣告，鏡頭只見本來睡懶覺中的小狗看了看時鐘，
就變得非常忙碌地將不同物品有序放置，然後將拖鞋放
在門前，最後把狗糧碟放在自己前面，對門安坐靜候。
一秒後，就是傍晚六點，門口準時打開，小狗擺尾迎接
主人回家。因為主人選乘的港鐵，準時又順暢，連小狗
都能養成到時到候歡迎主人的習慣；令港鐵是值得信賴
的交通工具的賣點，躍然而出。
至於小孩，只要是可愛的，無論是男女童甚至嬰兒，
都能有強大的吸睛作用。糖果餅乾或童裝玩具，當然都
會用小朋友做宣傳主角；但要說用得最多，又用得最好
的廣告，其實是麥當勞快餐店。
麥當勞的策略，是透過宣傳小朋友在店內的歡樂時
光，令小朋友「帶」父母到麥當勞去，因此廣告很多時
都以小朋友為主角。其中一個經典廣告「First order」，
有中西市場版本的，以一位年幼的姐姐陪小弟弟到櫃枱
前下單，然後麥當勞的店員回以一句「Yes Sir」，令小
朋友樂上了半天，就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文公子

百百

疫情至今已差不多
三個多月，我身邊好
多娛樂圈的朋友無論台前幕後都已經
失業好耐，可以講得上有七成娛樂圈
人士無工開，有很多同行更差不多完
全沒有收入，今次疫情導致沒有機會
登台、沒有機會表演、沒有機會製作
等事項，真是令人傷心。
近一個月，我得知很多朋友患上情
緒病，因為日日躲在家中，又沒有收
入，而且有些藝人有家庭負擔，長久
這樣地呆在家中，真的絕對影響心
情。在傾談當中，有些朋友突然說現
時做人感到沒有什麼興趣了，我聽了
之後心情更加沉重，真的不知道跟他
們說什麼，因為自己也沒有收入，也
沒有多餘錢可以借給他們；只能夠每
天打電話跟他們談談天談談地談談世
上還有希望，希望他們不要胡思亂
想；但最難的是自己也很辛苦地抓緊
一條出路給自己，當然可以說社會上
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也進入了失業
大軍，這樣亦令到我嘗試尋找一些創
路芙

態是非常關心的。他又經常主動要我
帶領學生會代表前往他的辦事處「傾
偈」，有時有些代表也是相當魯莽
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學生代表突然
說：「我們是代表同學來監察你
的！」此語一出，使其他學生代表也
吃了一驚，因為一群來大學求學的學
生，有什麼「能力」可以「監察」一
位聲望如此崇高的大學校長呢？靜了
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李校長對各代
表微笑及似乎若無其事地說：「我不
反對你們來監察我，但我必須提醒你
們，你們一定要花很多人力和時間
的！我在中大內需要參加不少會議，
但其中很多會議室是不容許學生出席
的！最重要的是你們必須要有足夠的
同學，每次起碼兩位同學吧，二十四
個小時一直在我旁邊監視，包括我睡
眠的時間在內，你們可以辦到嗎？因
為我在睡覺的時候，你們可能也隨之
而睡覺，那時我便可以起床打一個電
話，便可以避過了你們的監察了！」
說畢還以微笑對着各位學生代表。
於是有代表馬上向校長道歉，表明
那位代表並不是代表他們的意見。其
實大學生多數是單純的，理想化的！
而李卓敏校長當然可以代表中大全
體老師，他這番話也使我覺得比在哥
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年也學不到李校長
這一頓話的巧妙處事之道。在大學工
作，目的是指導學生如何去追求學
問，大學生上大學，目的也是尋求如
何去追尋學問，彼此目的相同，為什
麼不可以互相合作呢？

無橋錦囊（三）：美女．小狗．孩子

淑梅足跡

噢！差一點幾乎
昂膛山人 忘記了要向各位讀
者交代一下，究竟
我在中文大學的工作是教學還是行政人
員呢？
極有可能，中大校方的歸類，是可以
把我的工作列入在行政人員方面的！因
為，不是負責教書的「教授」和「講
師」，所以，非教學的工作人員便一定
是被歸類為「行政人員」的了。這本來
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反正「薪金」是
相同的。
但我的看法是，雖然我的工作中，
有一部分是屬於行政的，例如管理范
克廉樓之運作，學生飯堂的管理！
（我將另文介紹管理學生飯堂的特殊
方法）；但我和中大學生會的工作關
係，卻應該列入「教學範圍」之內
的，因為我的主要工作卻是代表中文
大學，包括李卓敏校長，以顧問身
份，參與中大學生會的工作，以及一
切策劃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是很有教
育意義的，例如：如何協助（不是教
導）學生會將活動或某些行動籌辦得
更有效率和效果。例如學生會推行中
文法定，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等活動
遇上一些問題時，應該如何去處理，
採取什麼立場，以及如何與中文大學
校長長期保持密切的關係等等。
同時，我最重要的工作是經常在適
當時間內，必須將中大學生會的動
態、行動和要求等，不時向李卓敏校
長直接報告，並聽取李校長的指示。
李校長日理萬機，但他對學生會的動

文公子手記

尋夢園

師生同一目的求學問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媳婦」做得不好，不知尊敬婆婆，沒把婆
婆侍候周到，如果是職業女性，不必再找其
他理由，肯定就是水性楊花，在外頭濫交男
友才會落得離婚的下場。愛看熱鬧的人，喜
歡當法官，又缺乏法律知識，最拿手的是簡
單粗暴下判。阮玲玉就是死於這些路邊看熱
鬧的法官判的刑。
幸好今天離婚再也不是世界末日了。
前幾天年輕小友M講起她的老同學聚會。
來了8個人，2個已離婚，3個正準備離婚，
另外2個嫌離婚手續太瑣碎，算了，口氣是
無奈的妥協。至於職業為律師的M，她說︰
「我接的離婚案件還不夠多嗎？」既然最後
都要離婚，她選擇繼續保持單身省卻麻煩。
2個離婚的女人A和B都帶着孩子，因為2個
對方都說︰「女人比較適合帶孩子。」還加
一句︰「為孩子好，我就不爭了。」這話初
聽乍聞似乎沒錯，但2個男人不約而同都不
給贍養費，因為離婚「是你先開口的。」
說到底這仍是個男權當道的社會，前幾天
看韓國趙南柱的小說《82 年生的金智英》
時的氣憤又升上來，金智英何止在韓國？男
女平等的口號喊了幾百年，到今天依舊是一
個「美好的理想」，全球各地的金智英都在
面對同樣的不平等狀態。這2個男人選擇自
己輕鬆地離開，明顯是由於女人主動先開口
說離婚，受傷的男人一口吞不下的氣，把教
養小孩的責任乾脆丟給女人去承擔，顯然是
下意識的報復行動。
在學校是校花的 A 說，反正他從頭到尾
沒承擔過任何家用，只把家當酒店，喜歡
便回來過夜，不喜歡就說他回他媽媽家去
了。從孩子出生的奶粉到後來的上學教育
費，不曾掏過一分錢出來。聽的人都為 A
憤憤不平，感覺受不了，B 淡淡接下去
說︰「起碼他沒有到處拈花惹草。」原來
B 的離婚老公，除了不必養家活兒，還長
年和不同的女人有親密關係。M 問她你怎
麼知道？B 說，他手機短信裡，和不同的
女人有一大堆曖昧，甚至露骨的話。另

外，B還幫B先生每個月供給公婆生活費。
A的孩子7歲，B的孩子6歲，這麼長時間
一直沒有分開，可見都是忍無可忍，重新再
忍到最後實在沒法繼續忍下去，才決定離
婚。另外那3個準備離婚的同學，沒有人出
聲講一句對自己男人的不滿，C搖頭說︰「現
在我只求成功離婚，其他的再說也沒用。」
D、E在旁邊大力點頭表示同意。女人不說男
人的壞話。因為她們接受當初是自己的錯誤
眼光，才有今天這個結果。「當時沒有人強
迫我們結婚，既然是自己犯錯，那就自己承
擔吧。」不知道她們是否遇到不負責任的男
人，只知道她們努力在做一個有擔當的女
人。M的同學聚餐是在3月15日，隔天晚上
馬來西亞首相宣佈行動管控法令。非不得已
才允許外出，否則必須克制出門的慾望。
為了阻止疫情感染，政府不斷強調自我隔
離，不許聚會，不許串門，盡可能留在家
裡。一星期後發現疫情並沒有達到目標，又
將4月1日的解禁延遲到4月14日，不到一個
月時間，接到好多朋友來信，不約而同一句
話：「我受不了了，我要離婚！」
本來每天早上出去上班，晚上回來，各忙
各的，夫妻相處時間僅幾個小時，行管法令
強迫兩人朝夕相對。每天24小時，生活上很
多雞毛蒜皮的小事，突然被無限放大，愈來
愈多事情看不順眼，每一分鐘都有矛盾和摩
擦。不到兩個星期的互相挑剔/指責/埋怨，
終於大徹大悟：「體諒容忍是小說電影才有
的情節，現實生活根本找不到。」
行管期間讀《愛在瘟疫蔓延時》，說的是
愛情成了黑暗瘟疫恐慌中的一束光。作者馬
爾克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台上說
「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但是，
「對於長遠的夫妻，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
穩定。」許多人都不明白婚姻中最需要的可
能不是愛情。如果疫情是生活的照妖鏡，照
見的是很多人的婚姻早就支離破碎，機緣巧
合遇上這場瘟疫，於是，大家都理直氣壯去
行動：「疫情結束後，我們離婚吧。」

切換陌生的眼光
實都受到我們的思維定勢的影響。太熟了，就
可以隨意吵架嗎，對方真的讓你那麼生氣嗎？
這些，很多都出於我們自己的主觀臆斷，過於
熟悉，也會導致我們欠缺客觀眼光去看待它。
有時，轉換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事物，有助
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事物，有助於我們發現生活
的美好。這個道理很簡單，還是舉通俗的例子
來說，為什麼我們回家那幾天能得到父母「親
生的」關心，過後就變了？這是因為，我們和
父母太久不見了，一開始那幾天，父母對兒女
的印象還是較新鮮的，也是相對陌生的，而相
處久了就回到熟悉的印象，受心理定勢的影
響，處處好像都看不慣。我們也常常抱怨父
母，可是，我們可曾轉換過陌生的目光來看他
們，也許他們的缺點並不是什麼缺點，而且他
們身上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這都需
要我們用陌生眼光去看，才能發現的。
不僅僅是吵架，生活中的愛情、友情，抑

或是我們所看的風景，都是這樣的，因為早
已對一切習以為常，所以不能發現它們更多
的 好 的 方面， 而 總 是 憑印 象 記 住 不 好 的東
西，這樣就導致了生活的乏味、枯燥。太熟
悉，也會導致忽略，或許你沒有發現，你的
父母待人多麼和善，別人眼中的他們是令人
尊敬。或許你也沒有發現，院子裡那叢花，
開得多麼燦爛，在簡單的院子裡是個漂亮的
點綴，而你就是因為太熟悉了沒有去看它，
在別人眼裡，卻看見它的美。
生活不能固化，需要有新的東西，但我們
不可能一直去改變事物，那我們可以轉換眼
光，適當地把事物陌生化，再去發現它的全
新美好，這就是轉換陌生眼光的意義所在。
生活是很美的，只要我們多思考多覺悟，懂
得 打 破 常規 看 法 和 偏 見， 適 時 用 陌生 的 目
光，去用心觀察我們以為熟悉的事物，就一
定會看到更多全新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