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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以觀照現實反腐大
案的視角，通過鮮活的手法，再現反腐鬥
爭，深刻刻畫人性，弘揚領導幹部的浩然正
氣和人間大愛。該劇播出後，好評如潮，熱
議不斷。不少網友在擊掌喝彩的同時，對劇
中反派人物之一的高育良，各執一詞、看法
不一，有的乾脆發出「高育良到底是好人還
是壞人」的疑問。

常言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高育良
這個虛擬高官，有人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
原本也很正常。但以為，簡單的用「是好人
還是壞人」來界定高育良，或多或少受到
「非此即彼」思維定勢的影響。我們知道，
文學藝術，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毋庸諱
言，《人民的名義》中幾個腐敗分子，都可
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都足以發人
深思、引以為戒。尤其是高育良這個角色，
對各級領導幹部而言，端的是一面活靈活
現、不可多得的藝術「鏡子」。

高育良，大學知名教授學者，早年曾任H
大學政法系主任，後來的漢東省省委副書記
兼政法委書記，既老謀深算、處事圓滑，又
大權在握、重任在肩。民諺說得好，石頭浸
久了也會長苔。歷練多年、年近六十的高育
良，不但是一個擅長太極功夫的官場老手，
而且是一位法學家、學者型幹部。表面看，
他道貌岸然、充滿正義，一心為民、冠冕堂
皇；實際上，他老謀深算、沉穩老練，隱藏
很深、秘密很多。在前面的劇情中，他還是
一個清官。直到後面，他才慢慢露出「廬山
真面目」。

《諸葛亮心書》中說︰「夫人之性，莫難
察焉，善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
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
盡力而不忠者。」高育良就是這樣一個以善
掩惡、內外不一、盡力不忠的人。比如，身
為副省級領導幹部，他欺瞞組織、欺騙百
姓，暗地裡與髮妻離婚，做名義上的和諧夫
妻。與此同時，他移情別戀、金屋藏嬌，悄
悄娶了高小琴的胞妹高小鳳。又如，他明知
祁同偉是個阿諛奉承、愛分幫站隊、急於攀
高枝的人，卻真心誠意為他的前程指點迷
津、提供幫助，甚至不遺餘力推薦他擔任副
省級領導幹部。

縱觀近些年來曝光的形形色色「老虎」，
他們並非一個個生來就是腐敗的「胚子」。
高育良也一樣，他原本也是一名廉正之官。
賴昌星當年曾說過︰「不怕領導講原則，就
怕領導沒愛好。」領導幹部也是人，也有七
情六慾，以及情趣愛好。但是，領導幹部手
中有權，倘若不能管控好自己的情慾、不能
培育起健康的愛好，就可能「授人以柄」，
讓人找到「突破之口」。高育良便然。趙瑞
龍摸清他的愛好後，立馬與杜伯仲聯手，使
出殺手鐧，給高育良送上一個通過突擊塑造
成為知書達禮、善解人意的小可人——原本
土裡土氣的漁家姑娘高小鳳。從而，為老高
與小高的「浪漫故事」，拉開了序幕。
英雄難過美人關。打從高育良與高小鳳討

論《萬曆十五年》、高小鳳倒在高育良懷抱
的那一刻開始，高育良就陷進了深不可測、
髒不可言的泥潭。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
故事的發展，愈陷愈深、失去自我。最終，
交上「桃花運」、嘗到「大甜頭」的高育良
書記，大筆一揮，批准了美食城專案，且就
建在呂州市風景區「月牙河」的邊上。在他
看來，只要自己活得風光瀟灑，管它污染不
污染環境……
高育良不愧是法律教授。不但能說會道，

而且言之有道。只可惜，他與許多貪官一
樣，心存僥倖，「不見棺材不落淚」。這一
點，在大結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當侯亮平
抱着一線希望，來到高育良辦公室，想讓他
主動交代時，高育良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地
教育侯亮平：要講定力，講原則，講底線。
不僅如此，他還一本正經、言之鑿鑿地給侯
亮平上了人生最後一課：所以，要留一份敬
畏在心中！看別的或許可以模糊，但看底線
一定要清楚。不能與法律作對，無論做官為
民，要活得踏實，過得安心！多麼慷慨激
昂、多麼義正辭嚴。

縱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貪官，我得出
一個判斷：腐敗如同吸毒。只要有了第一
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高育
良有知識、懂政治。初入官場的他，小心謹
慎，嚴以律己。後來，在錢色面前，慢慢變
質了。以致不得不戴上一副假面具，藉此掩
蓋腐敗的醜陋面目。其所以然，既有環境浸

染的原因，也有自身失範的原因。最後落得
「被捉」的可悲下場，正如漢東省紀委書記
田國富所說的那樣，最大的問題是權力不受
監督，特別是一把手的權力。可謂入木三
分、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發人深思。

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一把手，不論身在
熱門單位，還是冷門單位，手中多多少少有
點權力或者資源。因而，難免有人討好巴
結、有人阿諛奉承、有人投其所好。正所
謂，常在河邊走，難免不濕鞋。更何況，金
錢既是神仙，也是魔鬼。從這個角度講，有
人監督是福不是禍。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原
副區長馬惠明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共計
245萬餘元，落馬後心有「四怨」。其中之
一是，埋怨黨內監督不得力、不到位。話外
之音是：如果黨內監督到位些，組織上及時
對他敲敲警鐘，也許他會懸崖勒馬，不至於
被判處無期徒刑。馬惠明的這一埋怨，雖然
有點本末倒置，但也算是一種醒悟。

民諺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由《人民
的名義》中的高育良，聯繫到現實生活中的
腐敗分子，應當承認，在現行體制下，或者
說在權力尚未真正鎖進制度的籠子前，有些
時候、有些問題，確實有點「無可奈何」
「不得不為」的味道。但是，內因永遠是事
物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法學教授出身的高育
良，自從和高小鳳共同收受了趙瑞龍一套價
值一千五百萬元的別墅，且在香港設立了一
筆高達兩億港幣的「信託基金」之日起，就
徹頭徹尾上了趙瑞龍的賊船。還有，高育良
和祁同偉，前者娶了妹妹，後者睡了姐姐，
兩人成了事實上的連襟，怎麼能不為祁同偉
着想……
《舊唐書·魏徵傳》中寫道︰「夫以銅為

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人生在世，尤其
是人在官場，如同漫長的旅行，雖然風光無
限，卻也危機四伏。信馬由韁，痛快是痛
快，自由是自由。殊不知，稍有放縱，不能
把握自己；稍不警惕，不能認清方向，就容
易「一步錯，步步錯」，甚至掉下懸崖峭
壁，摔得粉身碎骨。高育良就是這樣的悲情
人物。從某種意義講，對各級領導幹部來
說，他是一面不可多得的藝術「鏡子」。

又見天涯歌女
近日九歲港孩譚芷
昀（Celine）在《全

美一叮》爆紅，連帶乃父的陳年是非
也被炒作一番，完美演繹了八卦港媒
又讚又踩的規律。
誰說梅艷芳之後，香港再沒天涯歌
女呢？譚芷昀就是新一代的天涯歌
女。現在當然不會不讓上學，也再沒
有啟德遊樂場和荔園歌壇。現在的歌
壇就是中國各式的「××好聲音」和
互聯網，而「全×一叮」這類節目，
就是讓梅艷芳一夜成名的新秀歌唱大
賽之變奏。至於譚爸爸，希望不是另
一個梅媽媽吧。
其實天涯歌女這標籤，背後就是中

國人深信女藝人都「對人歡笑、背人
垂淚」，也是咱們骨子裡對女藝人的
定型和蔑視。但在商業社會，成功上
位的女（和男）藝人得享大名大利也
是事實，於是我們就心理不平衡，既
要「消費」、「享用」藝人的造詣，
又樂見其本人或家屬的醜聞，以佐證
其「垂淚」之悲慘宿命。我們是否可
改變觀念，漸以「國際歌手」代替
「天涯歌女」，讓大家走出舊標籤的
枷鎖？
而且眼下社會比荔園時代確進步得
多，譚爸爸強調不是要培植搖錢樹，
而是女兒有天分就應竭力栽培。他不
是沒道理。據老美作家 Malcolm
Gladwell研究成功人物的《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一書，凡有大
成就者，必先就某技藝投入至少一萬
小時的刻苦練習，才有機會成功，無

論唱歌、樂器、寫軟件、畫畫、創業
皆如是。網上見譚妹妹由稚齡開始，
幾乎腳仔還未站穩就不斷出鏡參賽，
想就是要盡快爭取一萬小時的磨練
吧。
譚小妹妹是否真喜歡表演，我不知

道，而今天一切的意義，怕也只有待
她長大後自行判斷。唯一令我觸動
的，是網上見她在表演現場的情況：
爸爸站在觀眾席，用肢體逐句遙控她
怎唱，比如高音時怎樣，用巨肺時怎
樣，收時怎樣。網上也有他倆一起練
歌的短片，父唱女隨，快樂過天堂，
快樂得讓人驚訝。
無論如何，Celine九歲了，已有少

女態，登台經驗也很豐富，下次表演
時爸爸不如安靜坐下，讓她自由發
揮，不要在鏡頭前再讓人覺得她像個
扯線公仔。

「塞翁失馬」可以
說是一個家傳戶曉的

成語和故事！原來，這個故事是分為
四部曲的，或可稱之為是分成四集上
演的。
第一部曲︰塞翁有一匹良好的駿
馬，很多人都羨慕他；但有一天，塞
翁的馬失蹤了！很多人也為塞翁感
嘆：哎吔！一匹如此優良的美駒，失
去了真是可惜啊！但塞翁卻沒有露出
失望的態度，給人一個印象是失了一
匹馬，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啊！
第二部曲︰不久之後，這匹良馬竟

然又忽然返回塞翁家中，又帶了一匹更
優良的好馬回來。於是很多人又羨慕塞
翁，覺得塞翁真是非常幸運，一隻失去
了的馬兒，居然不但重返家園，還多帶
了一匹更神俊的良馬回來，但塞翁又沒
有表現出很開心的樣子，又如第一部曲
的老樣子，只覺多了一匹良駒，也不是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也！
第三部曲︰塞翁只有一個兒子，這
兒子對這匹新馬反而非常珍惜及喜
歡；每天均與此匹新馬為伍，騎着這
匹新馬到處去，有時甚至遠至其他地
方。不料有一天，這位寶貝兒子卻從
馬上跌下來，跌斷了一條腿，變成獨
腿傷殘人士！於是很多人又為塞翁感
嘆：哎吔！這匹癲馬，居然把主人的
兒子摔下來，真是可惡啊！可是塞翁
又一貫地沒有表示失望的態度，給人
一個印象是孩子失去了一條腿，也不
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啊！
第四部曲︰塞翁生活的地方，忽然

發生了戰亂，政府便要抽壯丁去打
仗；但塞翁家公子因只得一條腿，結

果是不適合去打仗而免卻被抽為壯
丁。於是很多人又非常羨慕塞翁，覺
得塞翁非常幸運！雖然兒子變為五體
不全，但避過了這次離家出戰之苦；
但塞翁又沒有表現出很開心的樣子，
給人一個印象是孩子不能為國家出一
分力，也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本山人從前僅知「塞翁失馬，焉知

非福」，後來看了這四部曲，覺得我國
的前賢們真是值得我們尊重和學習。
中國文字，不但歷史悠久，超過二

千年！中國文字記錄下來的歷史、哲
理、故事、小說……多不勝數。中國
文化，博大精深！在宗教、哲學各方
面也是百花齊放；一部《易經》、
《皇極經世》，《資治通鑑》等，均
是包羅萬有！
儒釋道耶回也可並肩存在，人種也

包括了漢滿蒙回藏及五十多個少數民
族，均可在中國之內和平地共同生活
在一起。（除了一小部分搞事分子在
外國勢力培養下仍在垂死掙扎！）
《易經》中一句「否極泰來」已把人
生過程說得很清楚；再加上一句「世
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中國人在
長遠的文化熏陶下，一般人對不如意
事也處之泰然。
「塞翁失馬」是一個很生動的故

事，一句很流行的成語，用心良苦，
正在默默地引導一般失意的人，重新
建立意志，繼續努力奮鬥，直到成功
為止。本山人又想起一句外國的精
句，一時找不到出處，大意是︰當你
感到那些困難是一定無法解決的時
刻，只要你肯堅持，其實，成功已在
你的腳尖之前靜靜地等候着你呢！

還有四天就是7月1
日，第五屆香港特區

政府便要成立了。以777票高票當選的
林鄭月娥將任行政長官。幾經數月籌
組的新班子，以新氣象、新姿態亮
相，予人有心有力有承擔的新面貌，
引起大眾一片好評。所謂「關心、聆
聽、行動」的新政主題，市民都相信
這個班子可以令香港邁向新征程，打
拚新景象。
新政府大當家林鄭月娥高瞻遠矚，
選賢與能。這個班子主要官員看來是
以平穩過渡為主。三位司長包括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皆是上屆班子的延
續。至於13位局長和其他主要官員，
給人印象都是適當人選。
曾記得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之
初，不少婦女都以她為香港首位女特
首感到十分驕傲，並紛紛請求林鄭月
娥組班時可多關注女性。如今大局已
定，三司十三局人選中，只有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是副局長再上一層
樓的唯一女性。似乎使女士失望，不
過細看各局之常任秘書長人選，幾乎
以女性為大多數，此乃政務級別之
首，總算讓女士贏了一仗。
觀乎整個新班子的人事架構組班，
令人不難看出大當家的政治智慧和數
十年政府工作經驗所組成的脈絡，居

功不少，始克有成。讓市民放心的
是，當家與新班子眾官員熟絡，不用
磨合期便可瞬間合作成功，減少矛盾
和撕裂的可能，誠好事也！
香港回歸20周年是相當值得紀念和
有意義的大日子。港人熱烈歡迎國家
主席習近平伉儷訪問香港，主持第五
屆香港特區政府就職典禮。眾多港人
都期望能被邀請到這偉大的盛典。特
區政府及各大社團在此時籌備了眾多
大型活動，與中央官員及港府官員，
官民同慶。6月30日晚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假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5樓展
覽廳舉行「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文藝
晚會」。
猶記得20年前的這一晚，首屆香港
特區政府在同樣地點舉行新政府就職
典禮成立，與英政府舉行交接儀式。
20年前與今天的同樣日子都能出席
者，是何等的光榮啊。其實，6月29
日晚香港各界亦籌備了一個大型文藝
晚會假紅磡體育館舉行，由各大社團
分別演出精彩經典節目。
最近，各媒體都有報道香港特別行
政區成立20年，眾位行政長官的感
想，看到香港20年間發展經濟、社
會、民生，在眾位特首領導下，得到
中央的支持，堅定落實「一國兩
制」，依基本法辦事。無可否認，香
港係得嘅！

吾三省著的《古代漢語八千詞》（商務
印書館）中，在「社會」類的小節「婦女

半邊天」之下，有幾個和婦女有關的名詞，如女士、女
史、處子、閨秀、裙釵、巾幗和女媧。文中分別對這些及
沒有附上的古代漢語名詞，都有說明。比如女史，本來是
古代的女官名，後來用作對知識女性的敬稱。
女史、女學士和女博士，這些對擁有才學的女性尊稱，
現代已經少用，因為有學識的女性已經多不勝數了。
內文提到「小姐是對未婚女子的敬稱」，這在香港、澳
門、台灣都習以為常，但在中國北方的女子聽起來，卻有
點不是味道。因為有位朋友到黑龍江的哈爾濱旅遊時，對
女子很尊敬地叫聲小姐時，卻遭到對方白眼對待，還罵他
說，「什麼小姐，你才小姐哩！」嚇得他回來後連忙在面
對北方來的女子時，問了聲應該怎麼稱呼？我說，那就叫
她做老師吧，準沒錯。果然，他叫對方為老師，對方就欣
然接受了。
為什麼北方的女子對小姐的稱呼那麼反感？原來在宋朝
時代，小姐是對樂戶和妓女的指稱，到清代時還保留着這
樣的稱謂，像宋代洪邁的著作便記有某人喜好狎遊，「常
為娼家營辦生業，遂與散樂林小姐綢繆。」說的林小姐就
是樂戶人家。清代趙翼考證小姐一詞時說：「今南方搢紳
家女多稱小姐，在宋時則閨閣女稱小娘子，而小姐乃賤者
之稱耳。」
當然也未必每個地方都對小姐的稱謂反感的，像元代的

戲曲家王實甫在《西廂記》就說：「只生得箇小姐，小字
鶯鶯。」而曹雪芹在《紅樓夢》裡也有：「二小姐乃赦老
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
姐乃寧府珍爺的胞妹，名惜春。」
無論如何，港人如果到內地旅遊，看到女士們都不妨稱
老師，就不會遭白眼和挨罵了。

新一屆特區領導班
子即將登場，展開管

治香港的工作，當然希望未來5 年他
們在中央支持下造就一個強勢政府，
香港的發展才有希望！
當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肯定有人
開始度橋如何阻撓林鄭月娥順利施
政，先給她戴帽「北京當局手中木
偶」，再批她新班子人選「無驚
喜」，二流團隊。林鄭就是回應一
句：「無驚喜等於無驚嚇啦，新班子
是實幹型團隊，亦是最理想班子。」
就頂回去。坊間常說一句「輸人唔輸
陣」，何況目前還未與個輸字扯上關
係，當然不會被嚇倒。
不少局長政務官出身，EQ高，應
該頂得住所謂輿論壓力。重要是班子
齊心，互相支援，人沒有完美，制度
也沒有完美，知道為港人好的事就應
做就去做！
林鄭面對外國媒體絕不退縮，談到

「港獨」，強調所有「港獨」行為都
違反本地法律，特區政府必須嚴格執
法，同時會做好教育工作，尤其要杜
絕「港獨」對香港少年兒童的侵害，
在幼兒階段就開始培養「我是中國
人」的概念，亦要加入中小學課程，
香港情懷和國家觀念完全沒有衝突。
實在說到點上，愛香港和「我是中國

人」根本沒矛盾，「一國兩制」是首先
需要有一國才能有「兩制」的實施。
候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明會推國

民教育，以什麼形式去推行由學界討
論。那些抗拒國民教育、道德教育，
怕同中國扯上關係的人是逃避現實，
害怕改變現狀，害怕競爭帶來的辛
苦，但世界形勢根本是各國都你追我
趕，沒有地方會永不改變的。
看看昔日風光的歐美世界也在變，

更可怕是愈變愈差，歐盟的光環在褪
色，看看英、美國家的政黨之爭無日
無之，社會撕裂，政府弱勢，經濟不
振，大大小小的恐怖襲擊不斷發生，
簡直就是搞到世間無樂土似的。
這樣的環境誰想見到的？誰造成

的？講真的人類大家都有責任，只是
自己不自覺而已，問問自己為家庭、
為社會貢獻過什麼？為國家、為地球
做過些什麼？如果人人有愛人、愛
家、愛國、愛護地球之心，世界就和
平！
你不是常見到老人家慈祥的話必然

是生活幸福的，祥和就是帶來福氣
呀！那些搞鬥爭、搞恐襲的人就是性
格自私、暴戾，令自己的價值觀也扭
曲了。
缺乏了一個愛己愛人善良的心，就

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

國民教育值得怕嗎？

68歲、「健康快車」創會主
席方黃吉雯（方太）以自己的

經驗給予候任女特首林鄭月娥如何保持青春美
麗的秘訣：「對別人寬容、對自己快樂，因為
快樂能除百病，面上也不會長出憂愁的皺紋；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只是方法不同；不要要
求別人太盡，可以要求自己盡一點；多做事會
更健康，因為沒有時間病了；還有不揀飲擇
食！」
回想二十年前，方太知道各省市送禮給香港

慶回歸，想到了讓一架會走動的健康快車作回
禮，這是從印度生命列車得到的靈感，但原來
這一點絕不簡單，因為中國鐵路部門和衛生部
是互不相干的，不會聽命於對方，於是要他們
攜手合作便要中央出面幫忙不可。青島車廠從
未試過製造醫療車，三卡列車也沒有車頭設
施，每到一個地方都要鐵路部門幫忙找車頭拖
行到目的地點，非常轉折，幸好我們的車軌的
寬度全國都一樣。
1997年7月1日回歸當日，董建華特首、魯

平主任和方太在紅磡火車站主持開幕大典，快
車由青島車廠出發，經過無數的拖行，在6月
30日過關，內地的車頭不能進入香港境內，要

更換香港車頭，幸好還是及時拖到，大家抹一
額汗！「病人不會從天上跌下來，我們要靠各
地的地方政府幫忙，將病人由偏遠地區帶到車
站附近的醫療中心，再到車上接受手術。我們
會給地方政府一千元加上手術費一千元，所以
我們告訴有心人，捐贈二千元便可以為一位白
內障患者恢復視力 ！」今年健康快車20周年
紀念，已服務了十八萬人次，69間眼科中心服
務了十六萬人次，成績美滿！現正推出「健康
快車國際光明行」，第一站已到了斯里蘭卡。
回歸二十年，方太回顧當年被委任為立法局
議員，為騰出更多時間參與各方的諮詢委員會
及議會工作，這位全球頂尖會計師事務所的合
夥人方黃吉雯向公司提出不升級的要求，並且
有心轉作全職議員；但因八九事件，英國轉
軚，出爾反爾，她開始反對英政府，結果因不
聽話91年失去了議會席位。後來被新華社吸納
成為港事顧問及特區籌委會委員，擔任經濟組
召集人，每個月都在北京開會，最難忘回歸前
幾年，見港英政府大肆填海賣地，快接到對
岸，立即作出海港保護，不准再填海，至今依
然是法律！由於當年中國政府疑慮英方會花光
錢才離開，所以他們監察十大基建非常緊張，

也討論推出香港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加上過渡
期預算案跨越四個財政年度，所以每一細則都
睇得很緊！
方太對新政府甚有信心，因為林鄭月娥是非
常勤力、投入的人，亦希望香港人更寬容，大
家心情好做事便有效果，更勸喻年輕人不要迷
惘，給他們的前景並非住屋，而是工作！機會
並非天上跌下來的，二十年前大家去中國發
展，現在年輕人應去「一帶一路」賺取前景，
「去你就贏，不去也幫不了你！」
希望大家如方太所言，香港人運用不屈不
撓、互助互勉的精
神，建立起寬度一
致的路軌，讓香港
這輛快樂快車開往
更美好的明天！

方黃吉雯對新班子有信心

高育良，一面藝術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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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芷昀在《全美一叮》獻唱《My
Heart Will Go On》一曲，技驚全
球！ 網上圖片

■「健康快車」創
會主席方黃吉雯
（左）希望香港人
更寬容，大家心情
好做事便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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