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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對的人
原生家庭是社會學上
一個概念，是指兒女成
年前與父母生活在一起

的家庭。父母是孩子第一個老師，也
是最貼身的人，其言行舉止和性情作
風對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影響不小。所
以，在《寶寶大過天》中，接受過高
等教育的年輕媽媽康雅悠常說一句
話：要孩子快樂，一定要父母快樂。
該劇借由陳自瑤飾演的雅悠表姐葉
帆的經歷，帶出原生家庭對子女的影
響問題。當然，這不是劇中主線，沒
有深入探討，而供家庭主婦觀看的電
視劇為了讓人看到希望，往往有光明
的結局──葉帆在第一段婚姻失敗
後，帶着兩個幼兒再嫁，幸運遇上深
愛她的男人；這位懂得生活藝術的丈
夫不但沒嫌棄她，還努力去了解她的
過去，並幫助她克服了心魔。
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幸運例子
不多，或者要經歷更多或再下一代，
才能擺脫原生家庭留下的陰影。我聯
想到性感偶像瑪麗蓮夢露的悲劇人
生。被丈夫拋棄的母親因長期服藥酗
酒而致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院。
小夢露起初被母親的女友收留，卻不
幸遭遇養父強暴不遂；轉到另一位親
戚家，又被堂兄冒犯……幾經輾轉，
這種顛沛流離的童年，給她帶來嚴重
的不安全感。

這種不安全感令她過早結婚，卻也
因此過度依賴丈夫而失去自我，過度
自我保護而影響到人際關係，以致她
最後自暴自棄，走上媽媽酗酒服藥、
精神失常的老路……終年36歲。
但世事無絕對，也有些在不快樂或

離異家庭長大的孩子，因為看到父母
婚姻不幸給子女造成的傷害，反而汲
取教訓，學會珍惜。劇中吳岱融和商
天娥飾演的夫婦也有婚姻問題，父親
游大浪遊手好閒，對家庭極不負責
任，可幸受教育不多的母親金美歡深
明大義和性格樂觀，長子自小看到母
親含辛茹苦，反而激起保護家人的鬥
志，最後也得到幸福。
此外，同樣父母離異，更體驗過6
年寄人籬下的滋味，10歲那年因母親
再嫁才嘗到家庭溫暖，美國前第一夫
人南茜也從母親對外科醫生後父的照
顧上，學會如何做一個好妻子。
長大後當演員的南茜經歷第一段婚

姻後，遇到同是演員的列根。兩位曾
失婚的成熟男女顯然遇到對的人，學
會了如何相愛和相處。雖然擔任第一
夫人期間被傳媒批為「驕橫」、諷為
「皇后」，南茜卻因為對丈夫的忠誠
和悉心照顧患了腦退化症的列根逾10
年，而最終贏得世人的尊重，終年94
歲。南茜生前常跟人說，她真正懂得
生活是從遇到列根開始。

2020東京奧運在延期
一年後終於排除萬難正
式開幕，相信全球飽受
疫情肆虐的各位無一不

感到振奮。開幕當天東京都疫情雖然
有1,979人感染，但也無礙當晚各國
運動員們熱情地走進開幕禮場景中，
雖然說場內的氣氛無可避免地因缺乏
觀眾而感覺有些冷清，不過回想能在
這疫情之下舉辦奧運實在難能可貴，
實在要好好珍惜。大會今次主題加入
了「共融、團結」（Together），在
這全球的艱難時刻象徵人類要團結合
作戰勝大自然疫情。
開幕禮並沒有一些震撼場面，比較
平實，但很具有日本民族特色；自從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禮之後，人們總
是把其後的奧運開幕禮與北京那屆相
比，總覺得其他缺少震撼力。無可否
認當年北京奧運開幕禮：過萬表演
者，在3個小時內介紹出中國過往
5,000年歷史文化及發明，最後更展望
出中國與世界和平共融，即使放在13
年後的今天，對觀眾甚至對大型活動
製作人而言都是一個極高水準的表
演；今屆東京奧運開幕禮第一部分則
是日本地道文化介紹，
緊接着206個國家和地
區的運動員進場，各國
運動員期待已久，歡喜
雀躍地走進球場，開
開心心迎接這個不一
樣的奧運開幕下半部
分，也把今屆奧運各
項 運 動 50 個 「 公
仔」，用真人把這些公
仔展現出來，燃點火炬
形式，也是大家焦點
所在。日本這個國家尤
其以其創意著名，如果

拿這屆的開幕禮又再向後比較的話，
以後這類型的運動會開幕禮則愈來愈
難製作，尤其是在創意方面。
在防疫方面，在東京大會安排我們

在一個「氣泡」內活動，14天後才可
以離開氣泡活動，但一到東京，已經
感覺這個氣泡穿了很多「小窿」：在
規則下，我們受限只可以離開酒店最
多15分鐘到附近購買日用品，但措施
只是簡單在白紙上簽下時間紙，曾試
過一次在附近快餐店買飯盒便當，由
於人多而遲差不多半小時後才回到酒
店，也沒有任何後果和需要解釋，而
離開酒店的次數亦不限制；從廣播中
心乘車回酒店，但大部分傳媒記者都
會在中途下車各自去找所需，不直接
回酒店，也沒有問題。這樣鬆懈處理
防疫，難怪東京每天有千多人受到感
染，我們一班傳媒記者行家，為人為
己，都必須更小心防疫，不希望有人
感染。
日本東京今次能排除萬難繼續去舉

行這個奧運會，實在很難得︰國內一
片反對聲中，部分工作人員、開幕禮
設計師、義工等退出，因東京奧組委
人手不足，導致有關電子郵件凌晨3

點還在發放，出發到東京
前之手續文件也到上機一
刻才辦妥，雖然很艱難，
但眾志成城下，現在奧運
會總算已踏上軌道。這星
期最令全香港人激動的時
刻，當然是由劍擊小將張
家朗為香港奪得史上第二
面奧運金牌！
隨着奧運會繼續進行，

仍有不少香港運動員上場
作賽，希望未來的比賽亦
會繼續傳來好消息，讓我
們全城為港隊隔空加油！

陳福坡先生出生於1922
年，可想而知他今年100歲
高壽了！我們的人生一過
甲子，最大的嚮往不再是

名與利，實是健康與長壽，子孫滿堂，親
情與友情圍繞；陳先生至今仍然耳聰目
明，記憶力超好，聲如洪鐘，人人羨慕他
養生有道，他曾經出版一本小書，把一輩
子如何養生寫了出來，希望能夠流傳開
去，有益他人。他有3個兒子、3個女
兒、11個孫子、6個曾孫。
2010年他88歲米壽高齡，以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日本）會長身份，帶團到東
北的牡丹江市中山廣場豎立孫中山銅像，
這是他與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一起打造
的孫中山銅像。
在博愛廣場，揭碑儀式順利完成後，

他帶領我們一行9人回到他的故鄉——吉
林省寧安縣東京城鎮土台子屯皇城內，那
是唐朝渤海國上京龍泉府，今天已經是黑
龍江省古文化遺產勝地。那是白山黑水物
產富饒的黑土地，俗話說，東北有三寶：
人參、貂皮、烏拉草，長白
山下，松花江上，鏡泊湖之
濱，富庶的農莊，盛產大
豆、小麥和高粱。
1943年，陳福坡21歲被

徵兵應召入伍，在吉林奉
天，1945年 8月15日日本
戰敗投降，返鄉；翌年離家
至今。一句「離家至今」是
什麼概念？自21歲在戰火
中流亡，曾參加「遼瀋」、
「平津」、「淮海」各戰

役，到1949年的7月「流浪到台灣」，
1951年至日本，一住整整70年。
2010年我應陳福坡會長邀請，隨團到

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觀光，親眼看
見什麼叫天圓地方，那一望無垠的天空，
無邊無際的平原，我瞥見高大壯碩的陳會
長獨自站在一面斷壁殘垣的牆角約有2分
鐘之久，後來我好奇地問他：「您站在那
裏做什麼？」他說︰「六七歲時與同伴在
這一片大地上玩耍，尿急了就站在這一面
牆邊尿尿，沒有想到80年以後的今天，
我依然可以站在這一面牆撒泡尿！多幸福
啊！」我看見他的雙眼紅了。我終於明
白，為什麼他說「離家至今」、「流浪到
台灣」。他在台灣，結婚生子不算是家，
在日本生活70年，也不是家，他內心深
處的家，是東北吉林老家。
他是日本橫濱華僑領袖，由1961年起

兼任橫濱華僑社會事務迄今60年，積極
從事國民外交，自1998年參加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工作迄今20年，積極促進中
國和平統一大業！振興中華文化！我明白

他內心的家國，是中國。
陳福坡出生在狼煙四

起、炮火連天的時代，他
卻能從顛沛流離的流亡生
活中，活出自己一道壯麗
的彩虹；而今期頣百歲，
身體仍然健康，心中仍有
夢想！
我認為，沒有人天生

好命！是他用心經營人生
的成果！我們要學習他的
人生規則和人生態度。

百歲人瑞陳福坡
奧運港隊喜報頻傳，一金一銀在握，

香港的正能量，正在國際舞台發光。
這一個晚上，可謂悲喜交集，最不可

能輸的，輸了！最想不到會贏的，贏
了！奧運乒乓球混合雙打決賽，國家隊許昕和劉詩
雯被日本組合反超前，失掉了金牌，最不可能輸的
竟輸了；同一時段，香港花劍隊的張家朗，以黑馬
姿態硬撼上屆奧運冠軍贏得金牌，帶來了驚喜及狂
喜。大喜與大悲，同一時段來到，報喜與報憂，在網
絡通訊中交錯。
運動競技就是這樣子，沒有什麼十拿九穩的勝利，

九穩還有一不穩，上了冠軍台，就要預備有要落台的
一天。劉詩雯擁有多項世界冠軍，又曾是里約奧運冠
軍，她失金後淚如雨下，那種自責難過可以理解。
倒是香港的神奇小子張家朗，上頒獎台異常冷靜，

沒太大的激動，可以想像，忽然掩至的榮譽，還沒有
時間消化和擁抱它，倒是香港卻因此而沸騰了。
這是一枚含金量極高的金牌，既是香港回歸後的
首面金牌，又是香港經歷黑暴重創後的一面金牌。
一個出色的年輕人，為同齡人作出正面的示範，為
香港拚搏爭光，這才是守護香港的正能量。他的成
長路上，有父母樸素的愛與支持，兩代人奮鬥的光
影，同樣令人感動。還有，「混血飛魚」何詩蓓的
努力，值得鼓掌。希望這一金一銀的奧運獎牌，讓
港人抱着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再度團結，讓香
港繼續發光。
奧運精神是勵志的，好像日本的乒乓球混雙金牌得

主，水谷隼和伊藤美誠的故事，就像偶像劇一樣動
人，兩人是相差12歲的青梅竹馬，伊藤自小來到水
谷隼父母開設的乒乓球學校學乒乓球，孩子玩得投
契，以兄妹相稱，大哥哥水谷隼早已馳騁乒壇，年前
患了眼疾本要退休，但為了帶領年輕的妹妹伊藤美誠
拚奧運，於是放棄了退休之念，兄妹合作無間的默
契，竟然衝破了「高牆」，一舉摘金。

香港的正能量

據說假髮行業空前興
旺，現代人脫髮日見嚴
重，已是全球普遍現

象，未滿30歲脫髮的也不少，可真是
廿一世紀愛美人士最大的憂鬱。
不過話是這樣說，時代會變，頭髮
也可能像時裝一樣，總有一天改變人
類欣賞的角度，有天人類頭髮全部脫
光，又是另一番觀感了。
以時裝和頭髮為例，翻看一下上世
紀六十年代男女的裝扮吧，今日還有
男士們肯穿窄恤衫喇叭褲，女士們還
肯梳高蓬雀巢髮型嗎？可是今日看來
的怪模怪樣，當時的年輕人卻認為若
非如此便追不上時代。
假如有天百分之八十男士頭髮都脫
光的話，餘下那百分二十之「異類」，
說不定還羨慕人家天然光頭美。
前人有句老俗語說得好：「頭髮眉
毛無用，志在人有我有」，生來就有
的東西大家就認為美了。生來就有的
東西其實可能就是醜，得要時刻整理
才化醜為美，每個人一生之中為了這
把頭髮就不知浪費過多少時間，問過
一個博士男生，為什麼刮光頭髮，他
答得好，說他的博士積分都是從每條
頭髮爭取得來的呢。
好幾代青春期男女，無不視頭髮

為第二生命，家長干涉兒女髮型老師
干涉學生留長頭髮的故事便聽過不
少，可是今時今日有些家長老師都跟
他們的下一代一樣留長頭髮，有些年
輕人反而自動刮除青絲。
看今日不同年紀女性頭髮垂腰，便

知道頭髮在女性心目中如何重要，趙
五娘賣髮會大哭一場，現代五小姐（是
指今日如趙五娘）一把頭髮不如己意，
相信也會同樣背人垂淚；古代中國男
士對頭髮倒不如西方男士那麼看重，
據說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為想脫髮
重生，就連鴿子糞的偏方也不惜試用
過。西方名人多禿頂，與拿破崙/達
爾文/甘地/邱吉爾同時代的中國名人
則很少頂上無毛。但是我們現代的小
男生脫髮就一定不開心，可是晚晚夜
眠上網打機，加以心高氣傲為自己平
添無形壓力，頭髮又怎會健康！

雲鬢青絲煩惱絲

雨季是一段令多數人煩惱的時
光，但對於「為食」的吃貨來
說，卻是一段令人胃口大開的好

時光。因為，雨季是多數可口的菌子生長旺盛
的時期，因此，在很多吃貨口中雨季便被稱為
菌子季。
素食已久的本呆自然是愛吃菌子的。大多的

朋友以為我是因為吃素才愛吃菌子，並不知道
我是從小就愛吃菌子的。我的義父方征是一位
熱愛演藝事業的非著名演員，也是一個非常
「為食」的吃貨，義父常年在北京，父女二人
一南一北相隔千里，他對我的日常關懷多是發
信息問「吃了沒？吃的啥？」以及叮囑「好好
吃，多吃點……」
不過因為「老眼昏花」，一次我發朋友圈晒
自己吃松茸刺生的時候，方爸爸心疼地跟帖
道：怎麼不好好愛惜自己，只吃幾片菌子？看
到我回覆說這一片菌子就要幾十大元的時候，
方爸爸便放心地沉默了。
為了義父的放心，我隨口報出的價格自是有

誇張的成分，但是若去認真地計算，松茸作為

一種食用的菌子來說，價格實在是有點貴了。
然而再認真地一算，如今大多菌子都和其它瓜
果蔬菜一樣，一年四季皆能在溫度可自由調控
的大棚裏培植出來，作為只能在特定的土壤、
溫度和乾淨無比的環境裏才能長成的松茸，並
沒有對不起它的身價。
長輩對於自己所關愛的後輩「吃了沒，多吃

點」多是源於記憶中的飢餓。我的年紀雖還不
算太長，但也經歷過食不果腹的日子。當然，
因為父親的工作和收入的關係，亦從未真正地
「食不果腹」，只是見證過旁人的飢餓而已。
也是源於父親的工作，我時常被寄養在父親的
親友家中，久而久之，習慣了被寄養的生活，
便總是「既來之，則安之」。
那一年是在中原地區的山中，不記得地名，

只記得山中有流水，山腹裏長有魚腥草，山頂
卻是有着一大片只在平地上才有的草坪，山頂
有草坪並不奇怪，在雨後，草坪上長着的一片
白色的草菇卻是讓我感覺震驚。我自小見識比
讀書少，未見到那片草菇之前，曾在書上讀過
一個故事，說的是幾個出家的年輕和尚，想念

出家前吃過的肉味卻又吃不上肉，一次雨後碰
巧在寺廟外的草地上發現了大片的草菇，摘回
去煮食，竟從中吃出了肉味，從此便把草菇當
作是回味俗世的一種念想。
後來我鼓動親友家的一群大孩子們把山頂的

那片草菇採回去，用蒜苗炒了吃，那天的晚
餐，大家果真都在菌子裏吃出了肉味。再想去
採，天卻一直晴着，草菇再沒有長出來。再後
來父親就把我接了回家，在別處卻是再也沒有
見過草菇。再再後來，市場裏也有人工種植的
草菇賣了，買了回去做了吃，總是一股似乎浸
過水的難以描述的味道，因為，那些草菇都是
人工種植出來的。迄今為止，我再也沒有吃到
過從前的草菇的味道。其它的菌子我也常吃，
但是常吃，也常失望，無法人工種植的松茸便
在後來成為我最常吃的一種菌子。
然而對於一個「孤寒」的寫作者來說，花千
金去吃一點菌子，是不如花千金去讀幾本書
的。於是，每一年的菌子季，我只吃幾朵松茸
菌嚐鮮，餘下的時光和金錢，都拿去讀書，期
待在書裏發現更有味道的菌子。

菌子的味道

剛過去的星期三，驟雨初歇。食
完午餐，在德輔道中的一個十字路
口等紅綠燈。忽然，耳邊響起一個
聲音：「您是Brain老師吧？」我循
聲望去，一位年長的阿婆，笑吟吟
地望着我。隔着口罩，我一時想不
起在哪裏見過她。阿婆放慢了語
速，極認真地說：「是您教我普通

話呀，您聽聽我這句講得怎麼樣？」啊，
我一下子想起來了，是馮婆婆，住在愉景
灣，社區「普通話興趣班」的學員。
我連忙打招呼：「馮婆婆，您好呀！不

好意思，戴着口罩，沒認出來您，真的對
不起。」馮婆婆見沒有認錯人，十分得
意，一點不計較我的失禮，忙不迭地將我
介紹給旁邊兩個與她年紀相仿的阿婆：
「呢個後生仔就係每個星期給我哋上普通
話堂嘅老師，水平好高㗎！」兩位阿婆登
時來了興趣：「我哋個孫可不可以一齊上
堂啊？」「Brian老師可不可以教我個仔中
文寫作呀，佢家喺中資機構返工，好有
需求喔……」
馮婆婆見我烈日下已是汗流浹背，心疼

地跟她的兩位老友說：「咁熱天，唔好阻
住佢趕路啦。Brian老師每個星期都會來愉
景灣，你哋可以到普通話班來搵佢，到時
再慢慢傾啦。」綠燈亮起，我與3位老人
家一起過街。馮婆婆告訴我，連續多日落
雨，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陽，趁好天氣老友
們結伴到中環「食好嘢」。
聽着馮婆婆與我熱情地分享這些家長里

短，我不禁心生感動：我只不過為社區的
老人家做了一點力所能及的小事，她們不
但打心眼裏認同我，更願意與我分享自己
的生活、傾訴自己的情感，即便在人潮洶
湧的中環鬧市，即便在步履匆匆的十字街
頭，也會像遇到了自家人一樣與我熱情地
打招呼，這該是多麼寶貴！我想，這就是
城市的溫度。
說到這「力所能及的小事」，還要從3

個月前說起。4月初的一天，在一次和愉景

灣社區的交流活動中，幾個年輕人和我說
起社區裏的變化：「從內地到香港來工作
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了，社區裏的老人家在
與他們的交流中，語言上有一些障礙。一
方面，年輕人在加緊學習粵語；一方面，
也有不少老人家對普通話很有興趣。」當
他們得知我之前在內地做過大學裏的中文
系老師，且在普通話國家等級考試中得到
過一級甲等的成績，便鼓動我嘗試着為老
人家開個義教班。我多少有點遲疑，雖然
來港後我也為很多本地朋友專門補習過普
通話，但從未有過「銀髮族」學員。不
過，想到這或許會成為我融入香港社區的
一種特別方式，我還是答應了下來。
普通話興趣班第一期，一共20個名額，

不到一個星期就報滿了。看着街坊們安靜
地坐在教室裏，眼神裏滿是期待與熱切，
一份責任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起初，我
試圖以普通話考級用書為教材、從漢語拼
音教起，但很快我就放棄了這個念頭，畢
竟老人家從50多歲到70多歲不等，視力和
記憶力都「不比當年」。於是，我從生活
中最實用的資訊開始教起。第一次課上，
練習「自我介紹」，一位姓陳的伯伯朗聲
說到：「我姓陳，我是中國人，我來自香
港，我住在愉景灣，超過20年了。」大家
紛紛效仿，都按照這樣的句式說起了自己
的基本情況。我也從中了解到老人家的一
些情況：李婆婆女兒在國外，老伴去世得
早，一個人在愉景灣住了十多年；趙伯伯
和他太太一起來上課，兩個人最大的愛好
就是踩單車；蔡伯伯退休前做政府工，是
個粵劇迷……
6月底的那次課，恰逢屯馬綫開通，我
以「港鐵站名」為題目，教老人家學會用
普通話讀準他們常用的站名，於是，我又
了解了更多：劉阿姨的兒子住在黃大仙，
她時常去鑽石山幫兒子做家務，我從她逐
字逐句的講述中，感受到慈母的深愛；馮
婆婆喜歡美食，經常約老友去銅鑼灣打卡
網紅餐館，我分明能從她的口氣裏，感受

到長者特有的樂觀與心氣；吳老先生童年
在沙田度過，他回憶起上世紀九零年代的
香港，引起了大家的共鳴，課堂頓時充滿
了溫情……
還有一次，我讓大家說一說自己最喜歡

的水果。班級裏的老人家立即分成了兩個
陣營：最愛榴槤一族和除了榴槤什麼都愛
吃一族。最愛榴槤一族洋洋得意地分享榴
槤的香，另外一邊竭盡全力地用普通話論
證榴槤的「臭」。大家最終哈哈大笑。與
其說是我在教老人們學習普通話，不如說
老人家教會了我「包容」的處世之道。
一晃義教班已經開了近4個月。每個星
期日，我一早起來，就「翻山越嶺」地趕
路，幾乎橫穿了整個新界，只為了能在10
點前趕到愉景灣，與那些和善的街坊們見
面。我並不覺得辛苦，義教班帶給我的樂
趣遠遠大於不能睡懶覺的「疲憊」：當我
看着老人家耐心地練習每一個發音的時
候，當我聽着他們在練習的過程中快樂地
分享自己生活的時候，當我從他們身上感
受到那份「我是中國人，我愛香港」的自
豪感的時候，我的內心湧起的是長久的感
動。我為能夠以「義教」這個橋樑，走進
並融入街坊們的生活而倍感欣慰。一個城
市的人情味，究竟在哪裏找尋，又如何去
贏得？我想，如果你真心熱愛這個城市，
願意為了這個城市的發展盡一分力、做一
點有益的事，哪怕是如義教班這樣的一點
一滴、綿薄之力，但終究會聚沙成塔、集
腋成裘，於我們自身也終究會從情感上融
入它，並收穫心靈長久的感動與安寧。沒
有什麼比這更寶貴，也沒有什麼比這更幸
福。因為，城市的溫度需要每一個人的努
力。就如同我在那中環的街頭，聽到街坊的
一聲「Hi，Brian老師」，我分明聞到，這城
市裏，陽光的味道，那麼美麗，那麼香甜。

社區裏的義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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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香港劍擊選手
張家朗，為港隊奪第一面
金牌。 作者供圖

●這樣一把頭髮，費盡多少時間和心
思。 作者供圖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日
本）前會長陳福坡博士熱心
僑社工作，心繫祖國。

作者供圖

●作者上課時的情況。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