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得寂寞的李傑大姐（上）

各師各法
資 訊 爆
炸，做父母

的方法也有千百種，亦有不少意
見在社交媒體上亂飛，就像和
孩子在公園玩，旁邊的三姑六婆
總會有意見發表，但社交媒體令
這些意見多多的人更易接觸你。
明明每一個孩子都不同，但其
他人總愛干涉你怎樣教怎樣養。
由從前應不應該餵人奶、幾個
月可以加固體食物，到現在幾
歲應該開始學樂器、為何不讓
孩子讀國際學校，都總要解釋
一萬遍。就算不解釋，人家總有
意見，有孩子或沒有孩子的，都有
自己一套「教法」想灌輸給你。
人人的經濟環境不同，孩子
的性格喜好也不同，父母是最
了解孩子的，應該對自己為孩
子選擇的路最有信心。近幾個
月，因為又是選校季節，聽到不
少家長分享，不得不佩服香港人
的靈活性。
有個家長說，沒錢讓孩子讀
國際學校，但又想孩子英文好，

有國際視野，便租了新界的豪
宅，讓孩子跟附近的外籍小童
玩。雖然繼續唸本地學校，但
打好英文基礎，孩子長大一點
便搬出。他說，運算下來比國
際學校學費便宜多了。碰巧疫
情停課，同一屋苑的孩子更多
時間相處，父母們還自組了小
小戶外Playgroup，孩子不單有
伴，英文也愈說愈流利。另一家
長說，要逃避本地教育制度，但
經濟所限，只能讀較便宜的私
校，一放假就讓孩子到國際學
校參加不同體育項目的訓練。
我們的孩子讀本地學校，課

外活動就讓他們選多一點，找
好的老師教香港學校較弱的運
動及音樂。因為讀中文小學，
書本和卡通都多看英文的，自己
作為父母，為了填補本地課程的
不足，要多花時間，但也可製造
更多契機促進親子關係。
各師各法，為孩子的將來，

父母絞盡腦汁，但自己清楚自
己在做什麼，便可以了。

較早我寫
過《我的報
紙生涯》，

曾提到一位早年報館同事李傑
大姐。李傑大姐於今年2月29
日晚上 9時 20分仙逝，享年
103歲（1917─2020年）。
正如周凡夫兄稱她為「低調

熱心人」。關於李傑大姐的行
跡並不彰顯。但早年香港音樂
界、新聞界人士對她無不認
識。說早年，是指上世紀四十
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間。
李傑大姐成為音樂界聞人，
應該是四十年代時期。香港音
樂界耆宿吳秀蘭先生告訴我，
她是武漢合唱團的主要成員之
一。她與丈夫謝錦標參加敵後
抗日宣傳活動，合唱團表演抗
日歌曲及民族自強的歌曲，活
躍大後方及東南亞。
打從六七十年代開始，李傑

大姐則活躍於香港愛國新聞
界。她入職新聞界的第一份工
作，應是《循環日報》。《循
環日報》是遠溯自1874年於香
港創辦的。
創辦人和第一任主編是中國
著名近代報刊政論家王韜。
李宗仁在《循環日報》60周
年紀念特刊曾題了字：「振茲
木鐸，喚醒國民；循環無已，
億萬斯春」，備極稱許。

可惜《循環日報》於1947年
停刊，歷經凡73年。
原主政《星島日報》的林靄

民，因與老闆胡仙政見不合，
離開《星島日報》，與曹聚仁
等人復刊《循環日報》，可惜
出師不利，只維持一年多便停
刊，後改名《正午報》。
李傑大姐當年雖在《循環日

報》當社團記者，但《循環日
報》和《正午報》幾次出現財
政危機，都是由她出面向東南
亞僑領募捐藉以解困的。
《循環日報》停刊前，同時

辦了《正午報》、《天方夜
報》，李傑大姐是《天方夜
報》的督印人。
三份報紙中，《正午報》銷

路最好，後來管理層把《循環
日報》和《天方夜報》停辦，
只保留《正午報》。

跟多位從事演藝經理人工作的
朋友（包括香港、中國內地、日
韓）聚會，由於過去的一年或半

載的各種生活變化，以致大家的工作環境亦要面
對不同挑戰，他（她）們都爭着大吐自己的苦
水，唯他們卻一致認同粉絲們對自己偶像在生活
和工作上，屢屢在演藝人網的專頁「指手畫
腳」，管得太「寬」了。
據經理人朋友指出，在過去的3、4個月裏，

不少粉絲似有「組織性」地動輒要求多位內地演
藝人「解散」他的工作室團隊，將經理人「炒
魷」，理由是工作團隊或經理人對他們的工作資
源上不給力，宣傳步伐跟不上，又忽略偶像的身
體健康等等，有粉絲更認為自己跟偶像是息息相
關的，故對偶像很多事情，他們擁有話語權……
對演藝人來說，無疑單靠演出工作要躋身成為
「頂流」明星的機會愈來愈少，因演藝圈狀況無
時無刻在變化的軌跡上，於「上升」通道有限的
環境下，粉絲是演藝人流量變大的捷徑，穩住演
藝人名成利就的「基本盤」，然而演藝人更明白
的是粉絲們能帶來「紅利」，同時亦有「反噬」
他們的危險，正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啊！
另一位經理人朋友說，希望粉絲們能「理性追

星」也是對偶像的一種保護，希望粉絲們追星亦
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不要以為演藝人「當局者
迷」，與工作團隊朝夕相對，雙方更是「利益共
同體」，在娛樂圈摸爬滾打到開設工作室的演藝
人，不會是任人擺布的「傻白甜」。
對有粉絲在演藝人某些事情上插科打諢，挑撥

離間的言行，多位內地演藝人都不予回應，讓鬧
劇不了了之就「算了」，但也有演藝人表示不怕
「掉粉」，亦要說句公道話，主要是社會上有滿
腦子「壞思想」的人，正在享受及沉迷於「垃圾
快樂」之中，此風不可長，必須要將它「扼殺」
在初始！

「垃圾快樂」正毀掉你
來到神往已久的丹東，心裏

內外興奮莫名；加上在高鐵站
內已報名參加明天出發的丹東

鴨綠江遊，心裏更是輕鬆自在……
報名參加鴨綠江遊時，旅行社職員問：「妳有住

處了嗎？」我說：「還沒呢！」她熱情地說：「來
我們招待所吧，乾淨舒適，離高鐵站5分鐘路，
120元一天。來，我跟妳拉行李，走吧！」她的熱
誠殷勤遠在我意料之外，結果我就在這一家窗明几
淨，服務細緻的招待所（竟記得我每天行程）度過
我難忘的丹東之旅。
安頓好，洗個臉，先來個丹東自由行，探聽探聽

丹東「虛實」。招待所走3分鐘就是巴士總站，我漫
無目的地隨意上了一輛巴士。一元車費，沿路盡覽丹
東面貌；40分鐘後，巴士到總站了。下車定睛一
看，那是只有一條街道的小區，小區悠閒安靜，遊客
罕至。街道兩旁約有30間小店，服裝、化妝品、食
品、餐館、銀行，應有盡有。作為大地遊走者，這樣
子的小區最引人入勝，因為她蘊含着無盡的真實與愜
意……每家小店逛了一圈，全是樸實必需的生活
品，盡現小區本色。其中一家服裝小店，老闆娘溫柔
細心，甚有時裝觸覺，讓我心生好感：我問她：「丹
東生活如何？丹東人好相處嗎？」她說：「丹東生活
安定無憂；丹東人愛打麻將，愛燒烤喝啤酒，最會自
得其樂過小日子。」
從服裝小店出來，果然看到丹東奇景——小區
人行道寬敞潔淨，丹東人就在小店
前的人行道上打麻將，吃串燒喝啤
酒，好一幅與世無爭的優悠畫
卷……老實說，丹東小區的安逸舒
適完全超乎我想像，而我在「亂打
亂撞」下得此小區的熱情款待，讓
我受寵若驚，更深感安心寬慰。
要離開小區了，老闆娘趕緊追上
我，往我手裏塞了一條圍巾，「小

小心意，留個紀念，祝妳平安健康！」這突如其來
的禮物讓我暖流滿淌，只懂對老闆娘傻呼呼地喃喃
說着：「謝謝！謝謝！大家都健康啊！」
坐上巴士原路回總站去，在走回招待所的路上，
發現一家大型服裝商場，商場的燈光設計時尚而獨
樹一幟，讓我不由自主投身此門中。剛踏進門，售
貨員熱情問好，讓我心生溫暖；商場全賣女裝，售
貨員全是20到40歲的優雅女士，令人難以置信。
我在此血拚兩個晚上，買了羽絨大衣和連衣裙，售
貨員跟我說：「商場有推廣，妳有兩頂帽子作禮
物，5天後可取。」「我只停留丹東4天，禮物我
不要了，謝謝！」「不，那太浪費了！」她立即致
電經理說明此事，經理回覆說明晚可取。
一切在瞬間發生，我目定口呆看着這位售貨員，

既驚訝又感動！老實說：顧客貨款已付，當售貨員
的才不管你要不要禮物；再說，你是遊客，不是熟
客，她更不用管你是否滿意。但我錯了，徹底地錯
了！她就是這麼執着要為我着想，希望我得到最多
優惠、最殷勤的服務。因為這個商場送給我的意外
之禮，我對丹東和丹東人有更多了解和欣賞，讓我
無法忘懷。
說起丹東人，當然也要提提我所住招待所附近的

小小飯館，每早我在那兒吃早飯：綠豆粥（可添
加）、茶葉蛋、醬黃瓜和花卷，共4元；出人意表的
是：老闆每早竟會細心問我當天行程，然後囑咐我注
意事項，這可又是丹東行中名副其實的意外收穫。

這就是我在丹東所見所聞的
丹東人，我和他們萍水相逢，
但他們生活中的點點細節，卻
為我送上了意想不到的絲絲關
懷，滴滴暖意；他們的溫暖滋
潤着我的生命，啟發我也要堅
持在我的生活細節中溫暖別
人，尤其是喜出望外的暖流，
讓人更能感受人間有愛！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丹東之二

我覺得自己
很幸運，青少

年階段，工作學習經歷着這個
社會豐盛的發展，香港人努力
造就了飛騰的時光，到了這個
年代，儘管遇上了估量不到的
困難險阻，但仍有機會見到不
少帶着正能量的人，鼓勵着我
繼續學習，繼續前進。
最近和3位企業人生導師聚
會，奇妙的是他們3位來自不同
背景、年紀，連所教的題材都
完全不同，但卻原來就是反映
人生到不同階段，所需要在策
劃、心靈與投資的不同想法！
他們當中九十後的香港仔凌志
灝（Edmond）與母親住在劏房
度過童年，但沒有向命運低
頭，他立下計劃20多歲要有成
就，如今成為中國國家認證企
業教練師，更修讀北京大學
EMBA課程，畢業後，在投資
場上無往不利，不過純為投資非
他所願，他因師承企業教練界的
大姐大，人稱「仙姐」的胡露明
（Cynthia Wu），60多歲的璀
璨人生，曾擔任英格蜜兒In-
grid Millet集團前執行董事，更
是2009年度中國百名傑出女企
業家及北京大學公共經濟
管理學副教授，她也是一
位著名的身心靈療癒導
師，以教授身心靈修課程
為主，別以為這些課程虛
幻，很多女性對於如何維
持兩性關係，都陷於迷惘
之中，尤其是早陣子疫情
嚴峻，一對伴侶一日見足
24小時吵架機會當然提
升，如何可以把感情危機

扭轉？仙姐的教學方式就是帶
領你一步步重新探索自己，重
新建立自己的人生定位，漸進
式地體驗到周遭的人事，紓解
當下的衝突是來自於哪裏，該
如何應對目前的困境。
Edmond與仙姐兩師徒最近

更攜手合作搞講座，就是把兩
個人對教學的理念融入生活之
中，他們更吸納不少名家一起
合作，本月初就攜手尖Sir范俊
儉（James Fan）「3天進入財
富人生」，曾與《富爸爸，窮
爸爸》作者羅伯特．清崎在內
地一起舉行分享會， 故獲得
「亞洲富爸爸」之稱的尖Sir主
力教育大家如何40歲就能做到
財務自由，再運用「被動收
入」每月坐等收益！
3位年齡20+、40+及60+的

名師，都是香港草根出生，他
們不是含住金鎖匙出世，但卻
靠自己賺到理想的財富人生，
Edmond的智慧在於熱誠不認
輸，尖Sir就用智慧教育大家如
何理財，不過還需如仙姐的心
靈補足，才獲得身心靈的富
足。我們也是時候多補充正能
量，重整人生規劃了！

20．40．60的財富人生

選擇住在堅尼地城，多半是貪戀
那一彎海上日落。只要是晴朗的

天，傍晚6點30分到7點，堅尼地城海旁道，人頭
湧湧，逼得來往穿梭的車子，無奈地頭尾相連緩緩
而行。有司機瞥了一眼窗外，便忍不住四下裏探
頭，想來是要找個地方，泊了車子，好擠進人群細
細欣賞落日的片刻壯美。怎奈路窄車多，只好降下
車窗玻璃，半個身子都伸出去，舉着手機對着被落
日暈染成火紅色的海面，又拍又攝。起初還慵懶坐
在臨海一排街舖裏的人，看着路上的人愈湧愈多，
都有些坐不住了，紛紛放下手中的酒杯、咖啡杯，
拿起手機踮起腳，對着人群和不遠處彷彿要燒起來
的半個天空，拍個沒完沒了。
有高護欄矮長椅的那一段短短的海堤前，早就擠

不進去了。玫瑰色的光線，暈染着依欄而立的人的
輪廓。玫瑰金的頭髮，玫瑰金的面孔，襯着那幾株
飽經海風的紫荊花樹，不用刻意剪裁，現成一幅大
師的油畫作品。
很快，各人的社交媒體上，就會收穫密集的一排

讚。
我早已不滿足隨着眾人在海旁道上擠來擠去了。
沿着海旁道往上走一小段坡路，就到了域多利

道，大名鼎鼎的西環泳棚就在這裏。順着石階走下
去，大榕樹遮天蔽日，小榕樹依石婀娜，一條窄窄
長長的棧橋，瘦骨伶仃地伸進海裏。橋下波浪翻
滾，拍打着近岸的石壁，一浪白一浪紅。棧橋的盡
頭，約莫二三百米處，小青州島像個渾圓的大饅
頭，妥妥地坐在海水中。正在燃燒的雲朵，繚繞着
小青州，紅得發燙的太陽，一半在雲朵裏，一半架
在石饅頭上，像是調皮的孩子不亦樂乎地玩着躲貓
貓。
穿着大白拖地婚紗的嬌俏女子，裹着修身西裝的

瘦高新郎，在棧橋上擺出各種親暱的姿勢，打着銀
白色遮光板的攝影助理，留着小鬍子的攝影師，緊
張的調節光圈，尋找角度，想盡可能多地抓拍幾
張。天人合一的美麗影相，不可多得。橋頭等着照
一張靚相的人，已經排出去有十幾米長了，橋上正
在佔用美景的人，絲毫沒有快要拍完的跡象。轉瞬
即逝的火燒雲，燎得排隊等候的人心急如焚，顧着
體面和修養，只是不斷小聲嘀咕，拍好了沒有，拍
好了沒有，一會兒太陽落下去，今天就又白來一
趟。
紅透社交媒體的棧橋落日打卡照，已入不了我的

眼。我也不愛湊這個熱鬧。貼着海邊崎嶇的石塊和

有心人鋪就的長木板，慢慢攀到一處空曠的石灘
上，隨便找個乾淨的石頭坐下來。海浪在腳底下翻
捲，青州島在鏡頭裏巍峨，珊瑚色加持過的天空，
有一種撫慰人心的嫵媚。留戀日落的海鳥，三三兩
兩來回盤旋，各色船隻，不急不緩地繞着青州島，
悠悠蕩蕩。眼前的瑰麗和壯闊，一拍一張好照片。
美景眼前，煞風景的味道卻也濃得化不開。
如此壯美的一處欣賞落日的地方，偏生杵着一座

廢物中轉中心。甜膩腥臭的氣味，在高溫天氣的熏
蒸之下，常年嘔得人不敢放開來大口呼吸。若不是
依靠着眼前動人景致麻醉，在這裏決計呆不了幾分
鐘。
香港什麼都好，唯獨細節不甚檢點。港島大口環

下面的一段海岸線，放眼看去美得懾人心魄，走近
一看，荒草叢生也就罷了，廢棄的泡沫箱、膠桶、
水樽、塑料袋、鞋子、破布等生活垃圾隨處可見，
生生糟踐了這處風景。瀑布灣公園上游的積水潭、
水流經過的峽谷，亦是如此。
人多地狹資源緊缺的香港，有幸躋身國際一流

都市，除了依靠傳統發展慣性，還是需要不斷精
耕細作，讓這片幸運的島嶼，不斷釋放出賞心悅目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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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歇去何須恨，夏木陰
陰正可人。綠樹蔭濃夏日
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
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
香。古人在榴火爭艷、晝長

人倦的盛夏裏消磨時光，往往會尋幽館芳林，
於優遊閒適中放遊身心，銷盡夏日暑氣。
漢代，已經有一種名叫「葉輪撥風」的大型
納涼器具橫空出世，其消暑效果相當可觀。
《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匠丁緩作七輪扇，
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唐代時，出現了供人消暑的「涼屋」。「涼
屋」傍水而建，採用水流推水車推輪搖轉，將
涼氣徐徐送入屋中，或用機械將水送至屋頂，
任水沿簷而下，製成「人工水簾」。
唐王朝甚至還規定，盛暑酌免群臣朝參。開
成三年（838年）夏，天氣巨熱，詩人姚合與同
僚們趁假遊覽曲江，寫下清新詩句：「暑月放
朝頻，青槐路絕塵。雨晴江色出，風動草香
新。」而更多的官僚士大夫，則選擇在園林別
業消暑雅集。《開元天寶遺事》載：「長安富
家子……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
錦綺結為涼棚……為避暑之會。」
「輞川別業」是唐代著名的私家園林，詩人
王維常在此宴客消暑。「輕舸迎上客，悠悠湖
上來。當軒對樽酒，四面芙蓉開。」白居易也
曾在自家園林作詩：「何處堪避暑，林間背日
樓……從心至百骸，無一不自由。」說到消夏
避暑，最為奔放前衛的要數詩仙李白了。他在
《夏日山中》寫道：「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
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
宋代司馬光曾設「獨樂園」，進行避暑營

造。用厚牆壁和瓦屋頂來抵禦烈日，營建室內
良好的通風環境，室中央鑿沼池，引水貫宇
下，繞庭四隅，發揮增濕降溫作用。在宋人畫
作《風簷展卷圖》中，一間傍山臨水、三面居
室環抱在長松修竹間，主人身着便服，右執羽
扇，真實地反映了宋代的避暑生活。
千竿竹翠，水閣透虛涼。琥珀盞盈紅濕處，

水晶簾裏醉風光。有竹的地方有陰涼，有水的
地方生清風。西湖是南宋人夏季避暑的上佳之
地，人們或將遊船停泊在柳樹濃蔭下，飲酒納
涼；或敞着衣裳釣魚，到月亮升起時方回家；
或乘坐寬敞通風的大船，躺在竹蓆寢具上，時
不時到湖中洗個澡，可謂好不愜意。
在炎炎夏日裏，林木葱鬱的高山寺廟帶來的不

僅有外在清涼，還有內在心靜。白居易曾有「人
人避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可是禪房無熱
到，但能心靜即身涼」的佳句，王維感同身受，
在《苦熱行》有云——「忽入甘露門，宛然清涼
樂」，王維和白居易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即便
不在佛寺之中，只要身心放鬆紓緩，自然不覺暑
熱。眼前無長物，窗下有清風。熱散由心靜，涼
生為室空。其實，身體的燥熱多半緣自心態浮
躁，萬事不理，心自清涼。古人把消夏之心上升
到個人修養和人生境界，乃身心向內的實操。當
時沒有空調、冰箱，但他們長於納涼湖心、避暑
竹林、高臥北窗、碧池賞荷、夜宿談月……一樣
把盛夏過得有滋有味。
民國時的文人，喜愛躺在竹椅裏或鋪着亞麻

床單的床上看漫畫，讓晚風徐徐吹過，也有無
限的愜意。豐子愷漫畫《折荷圖》，畫兩個孩
子玩荷葉，頭上都戴荷葉帽，顯然剛剛採蓮歸
來。《種瓜得瓜》寫意碩大無比的綠皮大西瓜駝
在男孩背上，一女孩在後面托瓜，兩人齊心合力
地運瓜前行，可真笑煞人。還有《鑼鼓響》中的
老奶奶，手拿着一把蒲扇，邁着小腳去看戲，也
很耐看。其實，煩夏莫如賞夏，把消夏過成詩情
畫意，最妙。清代文人袁枚曾以《消夏》為題賦
詩：「不着衣冠近半年，水雲深處抱花眠。平生
自想無官樂，第一驕人六月天。」袁枚「不着衣
冠」，有點兒像與李白「裸體青林」的隔空對
話：二人均不顧世俗，融入自然，獨得其樂。杜
甫消夏詩句意境也很美：「竹深留客處，荷淨納
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
孟浩然有妙詩「散髮乘夕涼，開軒臥閒敞。
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講求沒什麼比靜
謐心態更輕鬆釋懷。在水邊寫過許多好詞的蘇

東坡，也樂於暑期納涼，因有「水殿風來暗香
滿」的妙語。宋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則喜
獨在池畔柳蔭下，支張胡床吹涼風。他在《納
涼》裏寫道：「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
胡床。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
詩豪劉禹錫也深諳此道，醉於山林水榭之外，

尋一避暑去處——水亭。「千竿竹翠數蓮紅，水
閣虛涼玉簟空。琥珀盞紅疑漏酒，水晶簾瑩更
通風。」詩中的「水閣」，是唐朝王公貴族們
建的「空調房」，也便是前文所講的「涼
屋」。閣內自生清涼，簾外有翠竹紅蓮可賞，
幾個好友圍坐簟席之上，飲酒賦詩消暑，想想
就是一種曠達的享受。如果天氣實在太熱了，
古人就會從冰窖裏取來早已貯存好的冰塊。最早
的冰窖出現在周代，頭年冬天大量貯藏天然冰雪
於冰窖中，到第二年夏，便從冰窖中取出冰塊或
白雪，擺放在居室當中就成了「冰盤」。冰盤
不斷散發涼氣，與冬季火爐的作用正好相反。
到明清時，大戶人家喜歡把鑿孔於地的矮盆景
移開，置放一桶冰水，涼氣滿屋。
古人採冰頗講究，先在天不太冷時用「冰鑹」
將冰面切斷成一平方米大小的方塊，不動；然
後，被切斷的冰塊下面繼續結冰加厚，按原來斷
口再切，這樣冰塊就會上浮一些。如此反覆，一
直度過三九天，冰塊頗巨；起冰時，用撓鈎將切
斷的冰塊拉上岸，運至冰窖裏成垛儲藏。唐宋
時，有一種「酥山」甜點在盛宴上出現，製作類
似採冰，冬日成形後於冰窖中牢牢凝固，不變形
不變質。酥山就是今日「奶油冰激凌」的前身。
有關消夏美食，《燕都小食品雜詠》有詠酸
梅湯詩︰「梅湯冰鎮味酸甜，涼沁心脾六月
寒。揮汗炙天難得此，一聞銅盞熱中寬。」解
放之前，酸梅湯小販手持兩枚銅盞，敲響聲走
街串巷售賣。酸梅湯是用烏梅、桂花、冰糖和
蜜熬煎成湯，放涼後以冰鎮之。《本草綱目》
講：酸梅湯除熱煩滿、安心、止肢體乏。京味
酸梅湯以正陽門外大街「信遠齋」最出名。據
傳是採用清宮御膳房秘方做的消暑解渴飲料，
清涼可口，酸甜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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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傑大姐寂然仙逝靈
堂。 作者供圖

■（左起）胡露明、凌志灝及范俊儉
3大名師匯聚一起辦分享會，也是粉
絲之福。 作者供圖

■安逸寧靜的丹東小區。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