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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庸社行友們起個大清
早，睡眼惺忪下吃過簡單的早點︰饅頭、炒
麵和豆漿後，大夥兒逐漸精神起來。凌晨4
時正，200多位登山者齊集昂坪寶蓮寺廣
場，排成一字長蛇準備出發。準時4時13分出
發，4時25分，黑夜登山隊來到鳳凰徑的第三
段「鳳凰觀日」的牌樓下，點算人頭後，「先
導」（帶隊人）帶領一眾，朝香港的第二高
峰鳳凰山山巔（934公尺）緩緩進發。

是時也，天空仍是烏黑一片，空氣透着清
涼，鳥兒仍在休息，四野靜寂無聲，遠方山
腳下公路的路燈微黃。行友沿着斜峭山路魚
貫而上，個個手持小電筒或頭戴小射燈，無
論從下而上或從上而下看，攀山隊宛如一條
銀龍，在山腰向上竄動，煞是好看。

以上情節，由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每
年重演，經已持續65年。不錯，要說的，
正是本港老牌行山組織「庸社行友」一年一
度的行山活動︰夜攀鳳凰。這不單是庸社的
年度盛事，也是香港行山界的盛事。

試想，單是200、300人齊齊摸黑上峰
頂，已經相當矚目，何況是連續65年呢。
據庸社最新的統計，在這65年間，共有
23,640人次參加過這項盛事（平均每年364
人次）。這份堅持，去哪裡找？簡直是我城
的集體回憶，未知健力士世界大全機構，會
否邀請庸社將「夜攀鳳凰」申成「世界之
最」呢？（一笑）

1951年，香港戰後重光的第6年，社會民
生漸次恢復，各種康樂活動亦如雨後春筍般
滋長。當年已有20年歷史的純以旅行為目的
之超然組織「庸社」，開始了第一次的夜攀鳳凰
觀日活動。庸社行友資訊報道︰「1951年
（歲次辛卯）季秋首辦『夜攀鳳嶺』，有60
名行友登上了鳳凰山頂。」因活動深受行山
友喜愛，以後便演進成一年一度的長壽節
目，彈指間已逾半世紀！
老行友在今年夜攀活動中，向筆者娓娓道

出當年盛事︰上世紀50年代的香江，公眾
交通不便，要到大嶼山旅遊看日出，非常長
途跋涉，一天時間來回並不容易，所以大隊

會在大嶼山度宿一宵，才能有機會看到日出
美景，這個「宿一宵」傳統，今天仍然繼續
下去。

老行友說，當年是坐每天只有一班、由港
島開出的「民鐘號」渡輪，船行半天，才到
大嶼山東涌，如遇水退，還要坐駁船才能上
岸，上船後由東涌起步，經石門甲村，沿着
陡峭的山路抵達昂坪，此時已是下午時分，
一眾行友在寶蓮禪寺院借宿一宵，翌日清晨
才攀登上鳳凰山看日出。

65年65次登山看日出，是否能次次看到
日出？

且看2013年庸社行友資訊報道中，如何
描述當年11月10日登峰情況︰

「周日凌晨強颱風海燕闖港800公里範
圍，齋堂285人共進早餐……在廣場集隊，
4時13分鳴號出發，由奇趣徑過鳳凰徑，
206人雨中行軍，至斬柴屋（又名斬柴坳，
是由昂坪登鳳凰山途中一處山坳）前風雨交
加，雨密地濕，評估形勢，為安全着想，52
分在上天梯腳前決定回程，『殿旗』作前
軍，『先導』作後隊，互相照顧，克服困
難，5時30分平安返寺，避過一次強風艱險
落天梯之行，難得破曉前可在宿舍小睡……
9時吃早飯，10時拜辭離寺，天雨不息。」

好掃興的登山之旅！但為安全計，橫雨強
風中，掉頭回程是正確的決定。轉眼一年，
且看2014年11月30日登峰情況︰

「凌晨4時一刻夜攀大隊出發，387人結
成長龍，手燈蜿蜒若銀蛇，全日平均氣溫24
度，是百多年來11月30最暖紀錄，東風、濕度
高、行軍吃力，5時39分造頂，為廿載以來
最早。雲霧蔚聚，一片白茫茫，髮鏡衣履沾
濕，久坐一小時近天明，拉長額合照，七載
紅日無緣，6時46分落山，天梯人龍緩慢，
8時前後返寺。9時早飯。」
噢！2014年也是看不到日出，而且是連

續七年看不到日出。但留得青山在，哪怕看
不到日出呢。且看2015年的情況又如何︰

「4時13分大隊326人黑夜行軍，昂坪溫
暖，22度，斬柴屋、天梯兩度小休，長火龍

前後相距1公里，『前鋒』5時48分造頂，
山巔稍涼，19度，風褸足應付，吹東風，靜
觀其變。6時天際喜現金霞，日出前奏吉
兆，近年僅見。但雲海仍主導，40分日出時
屆，水平線上冒出紅光，兩三秒後又消失，
旭日幾隱幾現，48分，爆發整個紅日，燦爛
如煙花閃耀，重演2007年喝采震撼。安然
落山，9時食早飯……10時 10分拜辭離
寺。」

7年了！終於看到燦爛耀目的日出！當然
是驚喜狂呼，群山震動。庸社有一個特色，
就是會為每次旅程作記錄，載入其出版的
《資訊報道》中，是故過去65次的夜攀鳳
凰山，有關的參加者姓名、服務行友姓名、
舉行日期、時間、天氣、氣溫、濕度、上山
人數、是否看到日出等，都鉅細無遺登記下
來。將這些資料多年積累起來，列表一看，
就成為珍貴的資料。

筆者看過一份庸社編製的夜攀鳳凰60載
紀錄重溫特輯，真是大開眼界，其中得出的
一項分析是，能看到日出的機會為三分之
一，與上述2013年至2015年這3年間的觀
日情況吻合。

筆者為行山後輩，在同事豐哥介紹下，過去數
年有幸恭逢其盛，每年11月均參加庸社攀山之
旅，見證鳳凰觀日的盛況，留下許多美好回
憶。謹此向庸社的行山老友記致敬！

風雲人物
最近多位因性侵
指控而下馬的美國

傳媒名人，我較常看的是Charlie Rose
（羅斯）和他的Charlie Rose Show
訪談節目，特點是全黑背景，畫面
只有主客二人，一張圓桌兩隻水杯，被
訪者都是各界頂尖人物。羅斯以多
年電視記者經驗做訪談，駕輕就
熟，確是精品，雖然常有人批評他
提問不夠尖銳，只沉迷自己的光環。
十一月二十日《華盛頓郵報》爆
料，指八位曾跟他工作的女性，由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二零一一年間，
在製作節目期間曾遭羅斯性侵。消
息一出，彭博和PBS台馬上停播他
的訪談節目，CBS也立即把他從原
先有份主持的早晨節目撤掉。這新
聞真是令人難過。羅斯已七十五
歲，一生順利，今次很難翻身。諷
刺 的 是 他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還 在
Georgetown大學畢業典禮上致辭，
勸勉學生要着重品格和誠信。
無獨有偶，《時代雜誌》剛選了

The Silence Breakers （打破沉默
者）為2017年風雲人物。這個沒組織、
沒領袖的自發群體，衍自社交媒體
#MeToo題標和其他類似題標，意

指那些站出來公開指證性侵者惡行
的男女，「疑犯」包括荷里活神級
監製Harvey Weinstein、影帝Kevin
Spacey和上面說的羅斯等。香港運
動員呂麗瑤也隨之揭發曾遭教練性
侵，打破緘默，掀開社會禁忌。
至於有沒有人誣告，搞輿論公
審，當然有可能，所以真正受害者
更要多走一步，將事件交由執法和
司法機關處理，到時真假自有定
論。這條路非常難走，旁人真不易
明白箇中辛酸，但不走這一步，對
方陣營必會反撲，浪費了千載難逢
的時機。經此一役，不論男女，我
們都要記住謹言慎行。
性侵的重點不是性，而是權力。
當權者以其位高，或可左右受害者
一生前途的身份而為所欲為，才是
關鍵。羅斯出事後曾發一聲明，最
末兩句應是他的心聲：「我的行為
有時確是不夠敏感，我會承擔責
任，雖然我不相信全部指控皆屬
實。我一直以為我只是隨雙方心有
靈犀 （Shared Feelings）的感覺行
事，我現在知道那時的印象是錯
的。」好一個「心有靈犀」，就累
了他和很多人。

自從特區政府宣
佈將盡快啟動國歌

法本地立法之後，一些自以為聰明的
人士（其實是大蠢材）即以「洗腦」去
攻擊這個放乎四海皆應接受的法律。
世界上哪會有一個國家不期望或容
許自己的國民不尊重自己的國旗和
國歌的呢！？
為什麼形容這些自以為聰明的人
其實是蠢材呢？因為這些蠢材根本
不明白「洗腦」的真正意義和利用機會
去欺騙青年人，真是用心惡毒！
首先，且讓本山人在這裡先賣一個
關子，先說一個與「洗腦」有關的故
事，當本山人於1957年就讀崇基
時，曾修讀了一科與社會學有關的學
科，是由著名的社會學家冷定庵教授
主持的。冷教授當時是香港大學的教
授，他是用課餘時間和畀面崇基的註
冊主任謝昭杰先生，因他們都曾是以
前廣州的嶺南大學同事，有一晚，當
話題涉及「洗腦」這個名詞時，冷教
授似乎在思索「洗腦」的正確英文，
曾考慮了三五秒鐘，並說「BRAIN-
WASHING」並不是「洗腦」的真正
意義，只是將「洗腦」反過來直譯成
英文的。本山人剛巧記得也曾聽過另
一位老師說過這個名詞的英文應該是
INDOCTRINATION，於是便舉手
問冷教授，他馬上說「對了，就是這
個英文字！」
其實本山人也是只憑記憶，也未
曾對這個英文字作過任何推敲！冷
教授跟着便解釋，在社會學上，當
論及某學者要將他的理論 DOC-
TRINE，甚或原理和信念等去說服
他人接受時，那個動詞就是 IN-

DOCTRINATE，名詞是 INDOC-
TRINATION。後來有人把該英文
字簡譯為「說教」或「洗腦」，而
又有些人把「洗腦」倒過來翻譯成
英文的 BRAIN- WASHING。
所以，罵人或批評別人被人洗了
腦，即泛指這些人本身的腦筋是不
能思考的，只是人云亦云的蠢材一
般，簡直是對這些一點的尊重也沒
有的了。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一個可
以思考和記憶能力的腦袋；假如一
個人可以被人輕易地「洗腦」的
話，即表示譏諷那個人或那些人是
沒有思考能力的了！人，不是像低
等動物一般可以任人擺佈的，假如
暗指香港的青年人是很容易受人擺
佈而被「洗腦」的話，是不是對香港的
青年人的獨立思考毫不尊重呢？！
世界上充滿了不同的信念，不同
的學說，不同的理論；我們參與教
育工作的人就是要訓練青年人懂得
如何去學習不同的東西，不同的歷
史，不同的現象，不同的文化等
等。然後由青年人自己決定如何思
考。假如有些人對某些事已早有個
人的偏見，便隨意指責誰人的腦，
這種言論和想法都是極不尊重別人
的良知和思考能力的。
敬請這些有意或故意或無意而疏
忽地造謠的人，千萬不要再散佈謠
言，更不應睇低香港青年人的思考
力而盲目地、大聲疾呼地批評和指
責香港的青年人已被人洗腦了。
其實這些人除了毫不尊重別人的
思考力之外，其真正的目的就是，
自以為聰明地，妄圖去「洗」香港青年
人的「腦」！用心惡毒！令人齒冷！

憶及一位佛家嘆曰：
「如雲行空，如水潺

潺，無心而去，普潤世間。」思旋耐心
回應，人世名利與壽祿，無須太執着，
一切如流水般隨緣而來，隨緣而去。
近日有數位友人辭世，眾友好為之懷

念不已。相識數十載之前中文大學校長
馬臨教授因病辭世，享年93歲。為生物
化學教授的馬臨校長生前與邵逸夫爵士
私交甚篤，甚得邵爵士的尊重和信賴，
除在中大聯合書院捐助巨款之外，又捐
巨資由馬校長創立中文大學逸夫書院。
馬校長在高等教育界貢獻良多，深得各
界及員生的愛戴。香港回歸中英會談期
間，馬臨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
員，為教育界發聲。基本法之草擬有馬
臨的功勞。馬臨獲得國家的信任，中央統
戰部委任他為全國政協委員。和藹可親的
馬校長，一派儒學風範。今次噩耗傳
來，他的親友及門生皆為之悲痛不已，
希望馬校長家人節哀順變。中大為表哀思，
舉行追思會，懷念這位敬愛的校長。
噩耗接踵而來。邵逸夫爵士夫人方逸

華亦因病離開了崇拜她的粉絲和她的親
人。方逸華對影視及音樂界貢獻良多，
她的去世令世界華人惋惜。媒體爭相報
道表哀思。據與邵逸夫和方逸華相識數
十載的芬姐回憶往事，細訴點滴，令人
對方小姐更為之敬佩。話說吳多泰博士

生前與邵逸夫爵士都是中大聯合書院校
董，那些年的方小姐，是邵爵士的知己
和秘書。每當有好的電影上映，邵爵士
皆會邀請友好到其邵氏官邸電影室觀
賞。芬姐回憶當時方小姐必恭必敬地挺
立在門前迎接賓客。以方小姐的名氣和
她與邵爵士的親密關係，還能如此謙
卑，一盡下屬的身份接待來賓，實在令
人欽佩。芬姐常說以方小姐為學習榜樣。芬
姐是方逸華的忠實歌迷，最喜歡經典歌
曲《花月佳期》，至今未忘。芬姐對方
逸華的辭世，深表哀悼，永遠懷念。
芬姐也喜歡聽張國榮的經典歌曲。可

惜張國榮英年早逝，天妒英才。芬姐憶
及多年前與張國榮家姐張綠萍結緣於張
綠萍任中區政務官之時。誠緣也，芬姐在
一次去廣州的火車上，鄰座正是張綠萍政
務官。三個女人一個墟，兩個女人也是一
個墟。張朱兩位女士惺惺相惜，從政事到
家事談個不休。當然啦，也一定聊到芬姐
的偶像張國榮。其家姐亦滔滔不絕在講她
的弟弟。當年傳聞中，張國榮的初戀是
他在麗的電視拍劇時擦出火花的倪詩
蓓，郎才女貌，可惜佳偶未能開花結
果。在家姐張綠萍口中的倪詩蓓是個美
女，乖孩子。往事如煙，芬姐尊敬的好
友張綠萍也因病離開了。
正所謂緣去燈滅，在生的友好祝福辭

世友好走到另一快樂的世界，好好上路。

生活在香港的人，每天在戶外都可以
看到的，是海。奇怪的是，在香港的樓

房銷售宣傳廣告中，最常看到的廣告詞，就是有海景。
難道居住在這些有海景的住戶，在房間內才看海，而走
到室外時，卻不會看海？或者是，港人只有回到家中，
才有寧靜的心情去面對海，平常在戶外時，也只是匆匆
忙忙盡快進入商場，去看那些琳琅滿目的商品？不過真
相也許是，有海景的住所，不會打開窗戶時看到的是對
面住戶，甚至聽到對面傳來的嘈雜聲響。
海，會讓你想到以色列和約旦交界的那個含鹽量比海
水高出八、九倍的死海嗎？那個海其實不是海，是個
湖，是個位於海拔負四百多米的湖。
海，讓我想起的，是曾經去過的雲南大理，那裡有個
洱海，也是個湖，是雲南第二大的淡水湖，奇怪的是洱
海在古代文獻的記錄裡，曾經稱作洱河、葉榆河、葉榆
澤、昆明池等，看來很久以前的洱海，是條河，後來成
為池，最後才變成今天的「海」。
確實，古代人口中的海，常常指的是大湖或大池。宋

代的程大昌在他的著作裡談到「四海」時，就說：「若
夫西北二虜，有西海、柏海、青海……鮮水海，皆嘗並
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眾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
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
我國的夏商周時代，生活在現今河南一帶，所以受到
海洋文化的影響，應該是來自生活於沿海的夷越族人。
所以先秦時代的民眾，認識的海，就只是黃河出海的東
海，就是現今的渤海。
清代的施鴻保在《閩雜記》中說：「閩俗盛宴，各饌

必用大碗為敬，稱為海碗。」所以，在內地如果有人邀
你喝一海碗的酒，那可是尊敬啊！

網絡年代給很多
年輕人海闊天空的

生活空間，創業空間；早前同幾個
年輕一輩出差上海，一女孩估計不
到天氣那麼快轉冷，帶不足衣物，
正當大家擔心她之際，她氣定神閒
說網購就行，結果第二天她已有衣
物穿了，問題全解決；她還問大家
需要嗎？網購太方便，就是科技發
展造福人類。
網絡發展改變了人類許多傳統生
活方式，工作方式、賺錢方式，目
前靠互聯網賺錢生活的人可不少。
網店、代購、透過網上炒賣手機、
拍賣潮物、演唱會門票來賺錢，形
成的是一個不愛有固定職業的年
代。轉手買賣賺錢是最多人青年人
喜歡做的生意。中國數代人都有走
水貨潛能，（一笑）不過現在換上
個文雅的名詞叫代購。不否定代購
的生存價值，但又是否成為一個事
業？值得商榷。
記得最早做代購的應該是海員和
導遊吧，以前人貧窮，出國機會
少，如果想買些外國貨都靠經常有
機會旅遊出埠工作的人，找海員和
導遊代購藥物或本土罕有東西，當
然上幾代人他們都不是以此賺錢，
都是親朋好友拜託，怎麼好意思說
收手續費。
近年來就不同了，這代人很懂得
計算，想出幫其他人購物來賺匯率
差價、手續費這門路，代購品種五
花八門。市場定律有求就有供；能
從中賺到錢的事一定很快多人加入
行列，代購不會是中年失業才做，

年輕人都做，代購可以當職業，也
可當兼職賺些旅費。
近日中韓關係「破冰」，赴韓的
中國遊客逐漸恢復。赴韓中國遊客增
加，據韓媒報道是在韓掀起一股
「西北暖風」。韓媒記者在濟州市
蓮洞的新羅免稅店外看到，等待開
門搶購的中國遊客已排起40多米的
長隊，這讓人想起「薩德」風波前
的盛況。排隊的人大多來自中國的
散客和代購，他們結束購物時，或
手拎大型購物袋，或推着行李篋，
都是裝載得滿滿的韓化妝品離開。
相信代購是其中的因素。
目前最迷惘的是靠刻苦工作打拚
才辛辛苦苦建立公司的中年實業
家；因為他們辛勤勞動都可能不及
年輕人搞網店，搞電子商貿賺錢快。
老闆要追網絡科技的技術又追得吃
力，所以也出現沒法「管得掂」班
80後、90後玩IT大的人，只好由他
們自由發揮。當然急功近利，不務正
業的人早晚變壞；只有理性踏實走正
路的人才會找到出路，達到成功！
正如快遞服務一樣，未遇上網購
時代，誰估到幫人送件可以發達變
富豪。變相來講其實他們是否要多
得郵局「十年不變」的運作模式，
永遠停留在某種範圍和工作節奏
上。本來市民最信任是郵局，不輕
易交給私人公司送遞，但快遞以快
速取勝，經過幾年運作私人公司已
經贏得信任，也贏得最好的發展時
機贏了郵局。
現代人愈來愈少寫信，郵局如不
另闢蹊徑，地盤更萎縮。

不愛固定職業的年代

新鮮出爐大馬視帝三哥苗僑
偉聲言自己能否當選香港視帝

變數好大，因為今年浩信、馬明走勢凌厲，又
有《溏心風暴3》，「哈，我已叫自己不要期望
太高，獎項是用來鼓勵演員的，所以很高興入
行接近40年，終於有人鼓勵一下自己。」三哥
自言第一次有少少期望可以獲獎，因為今年是
無綫電視50周年的金禧紀念；同時也是自己快
要迎接60周歲了，如果得獎就是一件多開心的
事，不過他依然抱着平常心面對，得獎固然興
奮，否則亦會替得獎人高興。
當年無綫五虎，今天梁朝偉和劉德華領先
了，可有少少失落？「不會，在訓練班之時已
知他們會跑出，梁朝偉是天生的演員，而當年
的劉德華已經好搏殺，好積極表現自己，特別
對粉絲無微不至，不厭其煩地簽名和溝通，我
絕對做不到，簽兩個，我便會掉頭走了，因為
我就是怕煩。我的演藝事業分上下半部，中間
在外面做眼鏡的生意，放下了14年重回鏡頭之
前，才發覺原來我根本就是一個演員，我最喜
歡就是在片場開工。」
三哥不單在圈中找到人生目標也找到了終生
伴侶，三哥三嫂是圈中的模範夫婦，三哥直言
拍拖初期大小事情，二人都會爭拗一番，「她
是出了名的刁蠻小姐，當年大家都不看好，正
因為這樣，我決心要將她收服，數度分手依然
復合，我們結婚27年，連拍拖的8年抗戰，已

經35年了。我們的感情就在生下小朋友之後穩
定下來，每次爭吵都是我先收火，由拍拖開始
（退一步海闊天空）這七個字，已經深深印在
我的腦海裡，經常運用，幸好三嫂的脾氣來得
好爆，走得好爽，其實好易𠱁 。」
人生快到60 ，三哥的感覺就是不肯相信，不

明白為何這麼快便到了這個數字，「我好多謝
三嫂照顧我的家庭，我好百厭，不喜歡坐在家
裡，家中好像有針一樣，我會四周圍去……」
獨來獨往怕會招來緋聞嗎？「對於緋聞自己要
能控制，我是個怕煩的人，家裡已經好多事情
煩，外面再找多一個更煩，我不會自取麻煩
的。更何況現在的科技更容不了去拈花惹草，
神秘少少已經惹來緋聞。以前的所謂緋聞通通
都是拿來搞笑做封面，我從來不花心，我就是
一個太清醒，太理智的人。」
從影接近40年，有哪些演員好想合作？和哪
一位女演員最合拍的呢？「每一位未合作過
的，只要是專業的女演員我都想合作，另外最
合拍的就是宣萱，我們合作過兩部，《賭城風
雲》和《刑警》好有感覺，而且內地好受落，
當中都有親熱戲，我們全無尷尬，我感覺她對
我非常信任，我不怕她會誤會我搏懵，一個專
業的女演員就是這樣。」會期望卓Sir和Scarlett
在《使徒行者》續集中再續未了緣嗎？「一切
隨緣，我希望有這個機會。」
其實三哥的才華不止在幕前，例如在《射鵰

英雄傳2017》型爆的黃藥師，就有網民說三哥
型到世界盡頭；最近他更在配音方面才華盡
顯，他為《天與地2》聲音導航獲得一致好評。「配
音期間導演全程在我旁邊指導發音，配得輕鬆
而生活化，在整個過程中。那些珍貴的片段給
我很多的啟發，就是大家要多關心環保，那些
小海龜出世後會成群結隊的走向光明，那裡便
是海洋，海面反映月光；可是現在牠們會走錯
方向，因為另外一邊是城市的光，小海龜走不
到去海洋，在馬路上被輾死或者被人踩死了，
多麼的可憐！我也發覺大自然生物，大家都會
拚命求存，只有人類會自我傷殘……我非常希
望大家能夠放眼這個大自然的世界，也向動物
學習那種勇敢和求存的精神。」
其實三哥的人生旅

途也經歷過起跌，他
也堅毅不拔的面對，
在得意的時候尋找不
足，在失意的時候數
數自己的優點，就是
這樣便「型」足數十
年，我們當然要學習
啦！

苗僑偉不花心是個理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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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26日庸社第65次鳳凰山觀日，
未能看到朝陽，但能看到美麗的雲海。

作者提供

■人生快到 60，
三哥的感覺就是不
肯相信。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