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會迷路的人

提升自己的內在價值
我相信很多
寫專欄的人這

一期會寫關於賭王仙遊的感慨。
我絕對不會。我完全不接受這種
「緊貼時事」的做法。實際上，
我一直有說，我十分不同意這種
要和名人沾邊的做法。
不止一次，有人說我是個「恨做
明星」的人，但久而久之，我反而
真正想做的，是「去明星化」。什
麼意思？我痛恨社會的名人文化，
好像上報紙的人就是高人一等，放
個屁都是香的。在我看來，什麼
星，也不過如此。有美貌？當然是
賞心悅目，但和她的明星身份無
關。高學歷？也和她是否藝人無
關。真正接近一個星、了解一個
人，誰都沒有光環，誰也不能帶給
誰什麼幻想。所以我不懂為什麼因
為一個人在新聞、報紙、電視出
現過就會被升上神枱？
類似的，我完全不能接受把自

己和名人的合照擺上網的做法，
好像藉此可以拉近和名人的距
離。為什麼你有張和特朗普的合
照就代表你自己也很厲害？反映的

是什麼心理？和什麼人在一起，你
就是什麼等級的人的意思嗎？但會
把一張合照放出來的人，肯定不是
和這個人有多熟悉吧？
一切反映出來的都不過是對自

己的自卑和身份不認同。特朗普
會把他和誰的合照騷出來嗎？不
會吧，他不需要。他自己就是品
牌。你需要整天提起別人，那麼你
自己肯定就不是什麼料，就這麼簡
單。所以我很少去評論其他人，只
覺得評論事件才有意義，甚至我
覺得只有談論事件背後的意義和
價值才有意義，否則一切都只是
一種吃花生般的沒營養打嘴炮。
我們不應該希望借什麼外力來抬

高自己。我們永遠需要的是提升自
己的內在價值，從而在外面吸引到
別人。而實際上，只要你有足夠的
能耐，由內至外，就好像斯坦尼斯
弗拉斯基的《演員的修養》所講究
的道理——由內向外，這才是真
正做到別人眼中的人物的方式。
所以請不要再在網上說什麼誰

過世了對你帶來的感觸，你和他又
有什麼瓜葛。先做好你自己吧！

照片上，一
對年輕人手捧
鮮花望過來，

喜笑盈盈，健碩、孔武、充滿力
量、滿面春風，這在我的朋友和
朋友的下一代中極少見。他們身
穿蒙古袍，方頭大臉，目光清澈
至遠，這是蒙古族姑娘阿木爾其
其格和她新婚的丈夫，時光一下
子拉回十四年前。
鳳凰衛視王紀言先生有一個令
人費解的舉動，他帶着女兒，在
內蒙古呼侖貝爾人口最少最偏遠
的五個民族部落中，找到三十七
個孩子，其中家庭貧困的佔一
半。孩子們長年生活在不見人煙
的草原，與父母圍帳而居，獨自
面對天地，陪伴他們的只有風
聲、馬嘶、牛羊叫。王紀言——
這位傳媒界無人不知的人物，平
日指揮傳媒大軍，手裡幾部電話
連着叫，百忙中，他來到這遠離
香港三千公里的地方，要做什
麼？
《成吉思汗出征圖》記載：成吉

思汗的軍隊戰鬥打響前，要先唱歌，
是一支歌手組合的軍隊。馬可波羅對
蒙古軍隊的記載：「戰陣擺好後，繼
而高唱戰歌，直到鐃鈸和戰鼓響起才
開始交戰，歌聲、鐃鈸聲、鼓聲匯成
一片，震撼山嶽，使聞者驚駭慌
亂。」以歌聲激勵士氣使對手膽寒，
真是世間少見。王紀言要在呼倫貝爾
組建兒童「合唱團」。
巴爾虎族小姑娘阿木爾其其
格那年十三歲，長相普通，卻
像公主一樣高貴，像坐僧一樣
淡定，身上的成熟和靈氣完全
超出她的年齡，不能相信她是
一個貧苦草原牧民的孩子。
孩子們學唱了一首七個聲部
無伴奏和聲《百鳥會》，譜子
特別複雜，老師教了兩遍回蒙

古國了，歌譜不慎丟失，也沒有
記錄。阿木站出來說，七個聲部
她都會唱，按阿木唱的記錄下
來，竟然一個音符都不差，問她
怎麼記的，阿木說不知道。
我想看看阿木是怎樣長大。車

在無人的草原上行駛三個多鐘，
出現一個孤獨的帳篷，這就是阿
木的家。蒙古包裡什麼也沒有，
一張漆皮剝落歪了腿的小床是唯
一傢具。很少見到外人的阿木父
母有些尷尬，帶我來的旗長也不
知說什麼好，就鼓動他們唱歌，
他們大方地隨口唱來。父親呆滯
的眼神活泛起來，母親清秀的長
眉跳動起來，歌聲飽滿、深情、
滄桑、豐沛，純正得像剛擠出來
的羊奶，四面透風的蒙古包驟然
漲滿春色。孩子都這樣長大，八
歲能馴服野馬，親眼看見親人死
在風雪中，父母去放牧，只能與
老祖母相依為命，他們也有童
年，不一樣的童年，沒有呵護和
嬌寵，只有父母的歌聲伴隨他們
生長。孤獨的生活情境，造就了
他們的靈魂和人格。有關阿木的
故事下篇再講。
近日香港出現在通識考試中的

試題，引起全港都在說教育。我
想，故鄉是最早最根基的教育，
鄉情是永生的刻痕。像作家席慕
容說的：（故鄉）一日復一日讓
我成長為一個我所希望能成為的
人，一個不再迷路的回家的人。

其實在娛樂圈
工作，也有很多
不明文的習俗，

雖然可能有很多人覺得迷信，
但無可否認，娛樂圈被形容為
「偏門」行業，所以如果你是
置身其中的一位工作者，也希
望可以持守這些習俗，求一個
心安理得。
這樣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

安心做每一件事。舉一個例子︰
如果是電影公司或電視台的開鏡
儀式，也有他們的習俗。就是
說，很多人也會知道，或者曾經
接觸過，就是有一個拜神儀式，
儀式上會放一隻大大的燒豬在中
間位置，旁邊有一些水果，然後
參與拍攝的每一個台前幕後的工
作人員，大家先來上香，向着四
方叩頭拜祭一下，務求拍攝一切
順利。當然我也曾經歷過這些拜
神儀式。看見的祭品，大多數跟
我之前所講的差不多。
最近我看了一個台灣節目，他
們的開鏡拜神儀式跟我們香港又
有所不同，而且用的祭品也需要
「好意頭」。先說水果，他們會
用香蕉，意思就是在拍攝的時
候，攝影機焦距可以更加集中，
沒有出錯。另一種祭品就是小朋
友及大人也喜歡吃的「乖乖」零
食。其實自己小時候也很喜歡
吃，不過他們會特別挑選綠色的
包裝，綠色就等如我們駕車的時
候或行人路上看到的交通燈，如
果是綠燈的話，就是暢通無阻，
意思就是拍攝非常順利；另外用
「乖乖」脆片零食的原因，是希
望在拍攝的場地、工作人員之
外，可能會有一些在另一空間存
在着的人物，也會「乖」起來。

就算你不相信這些習俗，但又覺
得蠻有趣。
在這個電視節目裡面也分享了

一個故事。是在電視台工作的一
個年輕有為小伙子，他本來是一
個節目助理，但他因為想賺多一
點錢，如有「替身」的工作，他
也會頂上去做。有一次外景隊伍
到一個沙灘拍攝，需要一個替身
來代替男主角從沙灘走進海裡，
直至見不到整個人為止。當攝影
師說：「可以了。」這個年輕人
竟一直沒有從水中走出來，在場
的工作人員立刻用竹竿在水中找
尋，結果只挑起了一些衣服，最
後找到這個人，原來發現他卡在
石頭石縫之間走不出來，結果淹
死了。自此之後，當他們回到電
視台做後期工作的時候，每逢有
這個替身的畫面的時候，整部片
段便會卡着，久而久之，他們終
於知道，可能這個年輕人也出現
在這個後期製作室裡，所以製作
人自言自語地向着空氣說：「小
朋友，希望你可以幫助我們順利
把這些工作完成，我們一起喝一
杯吧！」
說時遲那時快，畫面立刻再度
起動了，可能就是這個年輕人都
希望可以繼續參與這個拍攝。導
演回想一下，才發現拍攝這個場
面之前沒有上香。
有時也覺得很矛盾，在現今社
會任何事情都講求科技，有好多
事情也覺得迷信，漸漸地有人沒
有跟隨一些俗稱的「行規」來做
事，但不知道為什麼，總會出現種
種狀況而影響工作的進度，如我
們需要參與這些工作的時候，是
否要衡量一下需不需要先上香求一
個安心呢？！

拜一拜很重要（一）

爸爸已經去
世三十年了，

夜深人靜我常常想起他的說話，
對我的一生影響頗大。
記得小時候爸爸教我：一個女士
的儀表、談吐、修養、禮貌、知
識，待人處事，見到別人打招呼，
坐姿，同別人傾談的神態，用餐的
禮儀等等都非常重要。一個有修養
的人會主動同人打招呼，談話不
卑不亢，有一顆謙卑的心，望着
人家的眼睛說話，不要東張西
望，不要眼睛不停亂轉，不要誇
啦啦不停顯示自己。坐着不要架
起個二郎腿。吃飯要有最基本的
餐枱禮儀，如果中餐請長輩坐面
向門口的上席，我是下輩坐背向門
口的下席；吃西餐按主次坐，不要
咬東西發出聲音，碗碟碰撞，用
筷子夾東西不要夾到別人那邊東
找西找，飛象過河。食西餐時按次
序用餐具，席中和人交談時不要一
邊含着東西一邊講說話，用完的餐
巾要摺好才離席，不要用牙籤張開
口撩牙。同人握手不要大力……
在醫院一定要早過你的老師或
教授上班，先將所有的病人看過
了解病情，當你的上級來的時候
主動匯報病人的病情，在手術室
時先看病人做什麼手術，你溫好

手術的過程和有關的書籍，解剖
看一遍，手術時遇到問題容易處
理。要比上級早進入手術室做好
所有的預備工作，用消毒藥水清
潔手術部位，鋪好症巾，站在那
裡等候上級的到來，上級未下手
術台你不能下，做完手術主動去
填寫病歷報告申請表等等。術後
自己定時去巡房，了解病人的術
後情況。洗傷口拆線最好是自己
做不要假手於人，這樣你才知道
病人的傷口是不是癒合得好，有
沒有併發症？病人的所有報告自
己都要看和知道，主動為病人講
解他的病情或需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當時診症時間緊絀，可以請
病人先行離去，有時間再講給他
聽。因為病人是平民百姓他們沒
有醫學知識，而每一個病人都會
擔心自己的病情而未必人人都識
得怎樣去問醫生，所以醫生的講
解很重要。
這些年來我很幸運遇着很多好

的醫生和老師，他們言傳身教，
我深深體會到做醫生最基本的要
素，用「心」去醫人。
也許大家都覺得以上說的都是

一個人最基本的東西，人人都會
的了，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和大家
分享。

爸爸的話影響大

五月二十一日那天瀏覽臉書，
看到粵語片明星張清（清哥）在
洛杉磯的兒子廣暉這樣寫着︰

「今天是父親逝世十五周年，我和兩名妹妹將與
母親到父親的墳前獻花。對很多人來說，父親是
一名充滿愛心和對人關懷備至的朋友，對每一位
他認識的人都付出時間和關心。很多人都一直懷
念他，與他交心的朋友更加永遠不能忘記這位擁
有一顆黃金般珍貴的心的朋友。」
對，清哥的太太慧茵姐曾跟我多次提過五月二

十一日是清哥的忌日。轉瞬間，清哥已經走了十
五年。大多數人認識清哥是因為他是粵語片的小
生，他在《老夫子》系列中飾演的秦先生是很多
香港人的童年回憶。不過，我相信更多人會不知
道原來清哥亦是舞台劇演員。他在仿林中學唸書
時經常演戲，畢業後加入電懋影業公司當演員，
曾拍過五十多齣國粵語電影。
清哥熱愛戲劇，單拍電影並不能滿足他對戲劇

的追求。在工餘時，他參加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劇
藝社的戲劇活動，並在劇社認識志同道合的慧茵
姐。一九六零年，香港業餘話劇社籌備成立，夫

妻二人一同加入劇社，成為其中兩位創社委員和
骨幹演員。
清哥是劇社的中流砥柱，負責的崗位甚多。他

既是演出顧問和演出委員會委員，又身兼導演和
演員等重要職務。「業餘」於一九六一年成立，
在之後兩年上演的八齣舞台劇中，其中六齣均由
清哥飾演男主角。他擅演君王角色，劇社的創社
劇《秦始皇帝》的秦王、《西施》的吳王和《長
恨歌》的唐明皇都是由他扮演。
他於一九六三年獲「電懋」前上司鍾啟文邀請

加入麗的映聲中文台，是中文台的開國功臣。他
在麗的映聲初期任職編導，後來升至監製。他負
責戲劇組，每星期都安排「業餘」或其他劇社在
電視上即場演出話劇，使電視觀眾可以安在家中
觀賞舞台劇，認識西方戲劇。他又安排所有「業
餘」的舞台劇製作成廣播劇，在商業電台廣播，
讓更多市民通過收聽收音機認識戲劇和劇社。因
此，他是香港推廣戲劇發展的先行者之一。清哥
在一九七七年舉家移民洛杉磯後，曾投資飲食
業，慧茵姐則在銀行界服務至退休。清哥沒有因
為離開香港而忘記戲劇，他一直都以基督教團體

佳音社的名義一邊傳福音，一邊教授戲劇和導演
舞台劇，為當地培育不少戲劇人才。二零零五
年，清哥病逝洛杉磯，享年八十歲。
我曾在兩年內兩次到訪清哥在洛杉磯的寓所，

可是我沒有機會認識他，因為我是在他離世後才
認識慧茵姐和廣暉的。原來張家自移民洛杉磯之
後，一直都住在這座位於半山上的房子之內。我
每次到訪，都在這座房子內逗留一整天，就撰寫
《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的昔日足迹》一書與慧茵
姐做訪問、搜集資料、拍攝圖片等，好像已經很
熟悉這座寓所似的。每當我望着掛在客廳那幀清
哥當導演時拍攝的黑白工作照時，總有一股玄妙
的感覺湧上心頭。我早已從銀幕上認識清哥這位
演員，卻從沒有想像過有一天我會出現在他的家
中。然而，當我身處他的家中時，他卻不再在這
兒了。可是，室內的一桌一椅，一張照片或一個
擺設，卻又都是他留下的痕跡。我無法親身認識
這位在我腦海中已經認識多年的前輩，卻坐在他
的家中聽着他的種種事跡，觸摸着他的物件，甚
至看着他的結婚照片。那種時空軌跡的錯摸很是
虛幻，令我感慨良多。

悼念清哥

Throwback一詞未能概括小書的含量，純粹作為時
裝歷程回望回顧設計作品照片集，蓋不住書下歲月流
金跌宕起伏得失寸心知。聚集資料編輯成書的時候到

了，求證一些照片好些前時舊書出版時間，搜出一應書籍翻尋起來，不
少30年前的短文竟然仍具閱讀趣味，對證上世紀末時裝、不單止香港也
涉及國外至黃金的歲月。
毅然決定書名《Throwback》，小題「再見朋友衣服」。
《朋友衣服》（明窗1990年1月），在下首本散文結集，胸無大志純

粹無心插柳以文字表達時裝之我見，託當年《明報周刊》創刊人兼總編
輯雷坡先生、《信報》採主陳耀紅、《新晚報》副刊主任劉致新洪福，
羅致為以上報刊撰稿，將一個初中之後，幾近十年求學並工作旅居海
外，回歸後需捧着牛津英漢雙解詞典，逐字逐句不斷巡迴翻譯才勉強完
稿的中英兩文兩邊不是人，拉扯而
成專欄作者。
前《晴報》總編輯潘少權曾經透
露：不斷有人投訴閣下文字表達方
式，批評不是中文；我總是這樣回
答：這是鄧達智風格，猶如他設計
的原創時裝，未必一下子讓坊間明
白，不重要，他的出現自有粉絲。
阿潘最近得出結論：閣下自學校

自老師學習的中文頗有限，只好用
自己的方式治理，與平常的正常頗
具反差，久而久之自成一格……
治理時裝設計何嘗不一樣？
從未經歷正統美術教育，唸完大

學再唸設計學院，跟年輕幾年剛剛
離開高中具備正統美術根基的同學
落筆完全相反，生存下去必須以反
常，堅持自我的模式；唸書時如
是，踏出社會謀生亦如是。
在下既明白又接受阿潘所說，猶如設計時裝，下筆龍飛鳳舞助手摸不

着頭腦，製成後一概不理巿場能否接受。畢竟是個大學修讀經濟過來
人，信奉生活至重要一則：經濟獨立不求人。知己知彼從來不以文字及
原創設計謀生；顧問工作、企業形象、制服設計及製作成為Bread and
Butter的基礎，扶持獨立創作思維的護身符；另加悉時適當投資，總算
有瓦遮頭青淡魚蔬，生活總算過得滋味。
《Throwback》充滿懷舊色彩免不了，畢竟是個過了今天已成舊物的

時裝世界過來人；只望不全以回望過去為中心，而是一名在設計行業浮
過彼岸分子的心路歷程，但願你們讀來不覺時差，分享在下走過的路、
犯過的錯、各式留痕，不覺過時仍可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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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主導和虎媽決策的教育制度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

考試，每間學校都得努力
提高考試的合格率，希望
名列前茅，否則，就不能
吸引資質好的學生。資質

好的學生的定義，就是記憶力好、適應大量
操練、適應考試時候的偏題和難題的學生，
這些學生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父母都是中產階
級和專業人士，特別是媽媽是大學生，有條
件為自己的子女進行大量的操練，並且能夠
付出相當於基層人士半個月的工資，為自己
的子女聘請補習老師。這樣的教育制度，就
有名校和非名校的分野，窮學生和富貴學生
的區別。
近年來，富有的學生都大量地轉到了國際
學校接受教育，準備出國，最終是逃避了中
國內地或者香港以考試為主導的教育制度，
他們要培養出更佳更優秀的學生。然而，國
際學校的學生，基本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更加
有「人上人」的優越感，瞧不起一般的學生。
這些學生驕傲自大，將來情商都很差。
由於競爭激烈，內地和香港都出現了虎媽
媽，因為只有一個孩子，她們都會把自己的
兒女當作天才進行培養，四五歲就要學習和
自己年齡毫不相符的知識和語文課本，背誦
幾千個生字，要懂得四位的乘數。虎媽媽要
求孩子進入名校，要求孩子一切聽自己的擺
布，還認為自己是最愛孩子，出於這種愛，
虎媽媽綁架了自己的孩子，干涉了孩子要唸
什麼課程，要取得異於常人的進度；干涉他
們怎樣進大學；干涉他們怎樣選擇職業；干
涉他們的婚姻。美國著名的大學的教授們，
很擔心遇到了擁有一個虎媽媽的中國留學

生，很不願意吸納這種中國留學生。教授們
招收博士生時，都準備好了科研題目，希望
學生和自己一起進行科研攻關。
但是，經過了兩三年的培訓，博士學生突

然提出不做科研了，準備退學。因為虎媽媽
認為中國正在全力發展金融業，銀行都設立
了投資部，出售金融產品，現在回到內地，
可以走後門當一個基金投資經理，收入高，
前途好。搞科研項目，成功機會大概只有十
分之一，如果不成功，就耽誤了七八年的工
夫，浪費了青春。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可不
少。
世界正在進入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時代，需
要培養有創新能力、思想開放、情商高、跨
領域的知識豐富、好奇心很強、突破能力很
強、交際能力很強科研專家。舊式的人才，
一定要數學、語文能力和知識好，才算作是
人才。經合組織在二零一八年，第一次把社
會情感能力的培養，納入了青少年學習能力
評價的基準。美國很多商業機構認為，考試
成績並不是對一個人的能力最有效和最重要
的評價標準。根據統計，考試成績對人一生
發展的影響力，僅佔百分之十八。情商的因
素、朋友的多元化、對各個領域新事物的掌
握、對個人未來前途的發展，佔了百分之七
十的決定作用。正因為如此，美國改革了教
育的方式，着重培養學生面對未來學習的能
力，要適應未來技術的發展。我們正在面對
着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絡的新時代。各種新技
術層出不窮，淘汰了陳舊的知識，出現了新
的行業、新的經營模式。
美國不少有名的大學都進行了教育方式的

革新，不再設置死板的課程，要學生重溫幾

十年前的講義。不少西方國家都開始設立了
項目學習。美國一所著名高中學校High
Tech High，面向社區公開招生，能夠挑選到
最好的學生，不需要實行分科教育，而是設
計了項目教育，師生制定研究的專題項目，
參與的學生通過研究，找尋突破方案。學校
裏面有工廠、實驗室和車間，完全沒有一般
中學的教室。
美國還有一間新型的大學——密涅瓦大
學，設在舊金山，安排的課程是：第一年在
舊金山學習四門方法論過程，然後每一個學
期裏面，都到一個具體的國家，利用社會作
為課堂，進行深度學習。最近幾年，最優秀
的學生都希望加入這所大學，因為這所大學
的競爭力比很多知名大學都高得多。這所學
校不需要申請者提供美國高考SAT考試的成
績，不過錄取率很低，僅得百分之二。美國
的媒體稱這一所大學為「顛覆常青藤大
學」，是最難進入的大學。
學生喜歡這所大學的什麼東西？這所大學
實行了項目教育，強調個性化的學習，並且
要兼顧項目的學習，學習的內容都是社會需
求的新技術。學校裏有工廠、實驗室、車
間，沒有一般的教室，實際上就是搞科研項
目。例如怎樣到月球探險。麻省理工學院的
媒體實驗室創辦人尼葛洛龐帝對教育作出論
述：「我要提醒大家，要把教育和學習區分
開來，學習是自己去做的事，而教育是別人
對你做的事。」這所大學與不同的國家和城
市都建立了聯繫的機構，或者合作的大學，
與科研企業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正在培養未
來世界最頂層的領袖性人物，會推動高新科
技企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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