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二爺的戲單

對港姐賽果的反思
TVB香港小姐競
選的直播，我一如
既往地全程收看。

雖然TVB認為我之前冒犯了港姐
選舉，但我是很支持TVB的。認
識我的人都知道。
當晚到了5強的時候，我是很欣

喜的。這屆的多元化及包容性，實
在讓我讚嘆。其中兩位候選人，廣
東話一般，依然能夠被選入，包括
我的至愛爆炸頭Astrid（徐麟），
實在是創歷史之舉。當晚又是港姐
50周年，眾多大家姐出場，出場前
在後台的她們，相信也會對外面的
5人感到嘖嘖稱奇。
很可惜，最後前3名，都是本土

港人，令人失望，因為並沒有創
造什麼新的歷史，甚至讓人覺得
其中兩名佳麗的內地背景是她們
的絆腳石。
好了，這裏的重點來了：本人

認為連續3屆港姐冠軍具有混血背
景，未必是好事。
2020 年港姐冠軍 Lisa（謝嘉
怡）是中英混血；2021年港姐冠
軍宋宛穎，是中葡混血。今屆獲
得冠軍的林鈺洧，是中英混血。
連續3屆都是混血！這樣未必是弘
揚香港小姐的最佳做法。鼻子高
點、身材高大點，未必就一定是

美。如果按此邏輯，那麼找個白
人女子來選（當然需要懂得說廣
東話），是否會再勁點？
我不是歧視混血。我自己女朋

友也算是個混血，雖然只是中華
與東洋之混血。但我是在嚴正指
出，目前這樣的連續3年結果，不
是巧合，是明顯系統地傾向支持
她們多於純華人血統參賽者。
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了。混

血在華人界很吃得開，廣告商也
喜歡用混血模特兒，甚至是小朋
友模特兒都喜歡是混血的，好像
會特別吸睛。
我並不是說今屆的冠軍不值

得，也不認為過去兩屆的冠軍就
不應該是冠軍。但結果上不得不
說，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社會觀
念，我未必認同。米已成炊，目
前不能夠改變已成定局的賽果。
我們唯一能做的，是不要讓冠軍
與否決定她們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的建議：馬上簽下爆炸頭

Astrid作為無綫藝人，尊重並放大
欣賞她，給她最好的機會，做到
她好似陳茵媺那樣。
當然，歷史上來說，許多沒有

獲得最高名次的佳麗都能夠在未
來的事業裏面發展得很好。期待
她們都會有很好的發揮！

《天下第一樓》
粵語版就要開排，
這個戲裏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上至皇

族、總統府、公子哥兒大爺，下
至廚子、戲子、二流子，需要很
多角色，這挑起很多愛戲之人的
戲癮，都想來客串一把，這使我
想起一個人。
北京人藝有個「杜二爺」，本

名杜廣沛，是一位舞台裝置的技
術人員，他出身大戶人家，祖父
在慈禧時代當過都統，父親畢業
於京都大學，是學法律的，還做
過縣長。後來家境沒落，杜二爺
年紀不大就得自謀生路，蹬過三
輪車，賣過報紙，擺過小攤，他
自幼和家人一起看戲，迷上了做
戲這一行，很想入行做京戲，家
裏死活不肯。為了能看戲，凡是
戲園的事他什麼都肯做，為的就
是「看戲」、「學戲」，可惜的
是，杜二爺個子不高，相貌一
般，難成為角兒上台演戲 。他不
灰心，一直在各家戲劇團裏打雜
跑龍套，什麼小角色都肯做。後
來進了一家話劇團，這家話劇團
就是北京人藝。
當時，人藝是北京乃至全國僅
有的話劇團，能進團的都是大演
員，像于是之、藍天野、葉子、
舒秀文等等，因為好角太多，像
金雅琴這種名演員，有名有姓的
角色都輪不上，只有跑龍套，能
演小角色的太多，哪輪得到杜二
爺。杜二爺老老實實做他的本
職，空閒時間的愛好是收藏場

刊，那會叫戲單，從宣統元年、
民國，到解放，到「文革」，從
未間斷，不同劇場、不同劇團、
戲班，連堂會的戲單他都有，有
500多張。文革過後，他又繼續收
集，北京的、外地的、中國的、
外國的，一共4,000多份，哪個導
演想起某一部戲，找不到資料，
找杜二爺就一定找到，那時候沒
有百度。後來選了100張，出了一
本畫冊，書中的文字說明都是他
提供的。
杜二爺生長在北京，是地道老

北京，凡是北京的市井瑣事，找
他都能得到答案。前文提到的金
雅琴，在《龍鬚溝》裏被分派做
市井音響，總是做不好，最後還
是要找杜二爺。他能在人藝的舞
台上台演戲是一個巧合。一天，
戲就要開場，一個演員出了事，
導演一眼看見杜二爺，馬上讓他
裝扮上場，沒想到演得比演員還
好，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杜二爺
講述他的演戲生涯：「年過花甲
復何求，話劇舞台度春秋，《啼
笑姻緣》演馬弁，五扮警察也風
流，《漁人之家》洋巡捕，《茶
館》、《天下第一樓》……」
《天下第一樓》他扮演民國警

察，一穿上那身警服，歪着腿一
站，比真的還像，特別有味道。
如今杜二爺已經神遊，再也沒有
人能演出他的小人物風采。
一台好戲靠的是所有人的努

力，一個不能少。曹禺說，好戲
就像一棵菜，從根鬚到葉片缺一
不可。

久不久，身邊的朋友或是粉絲們，他們也會
告訴我，在某某港鐵站的扶手電梯旁看見我代
言的護理頭髮品牌廣告，雖然我成為某護理頭
髮品牌的代言人已經踏入第3年，但我將會拍

攝人生的第一次電視廣告。因為之前這個代言工作也只是拍
攝一些平面相片作為廣告宣傳，實際上在電視上看見我的廣
告還是第一次，所以在拍攝前還有點緊張。
當要知道拍攝電視廣告，覺得應該算是一個輕鬆的工作，

因為畢竟我面對鏡頭完全不陌生，但原來拍攝廣告跟做電視
主持的工作總有點不同，幸好自己有少少的經驗，不會害怕
面對鏡頭。
在拍攝前一晚，收到廣告公司給我的拍攝資料，原來發現

這一次需要拍攝10個不同版本的廣告，每一個版本都有一
些護理頭髮的文字。最初我還說是不是看着稿子念出來便可
以，點知原來這些我覺得比較蹺蹊的護理頭髮的文字是需要
面對鏡頭說出來，完全沒有我們以為可在拍攝時利用「大字
報」偷看一下。
到了正式拍攝那天，早上睡了大概3小時便要起床到拍攝

場地化妝、整頭髮。在整理儀容期間，還拿着稿子不停地念
希望盡快記入腦，但那些文字字眼真的實在太難記，所以拍
攝前還沒有十分大的信心。唯有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船
到橋頭自然直。」當正式拍攝時，導演跟我說：「發仔，不
用擔心，因為你需要說的文字，是你向着對手說的，不用費
時去記。」因為這廣告片是跟一個女生一起拍攝，所以我只
要向着她說廣告內容就可以，結果，有工作人員拿着平板電
腦在我前面，我只要利用我的輕鬆表達方法及語氣去說出內
容便可以，所以得知到這拍攝方法之後，真的鬆了一大口
氣。不知不覺10個廣告版本，在9小時內終於完成，而且還
拍攝了一些造型照片，留待日後用作宣傳。
在拍完廣告後發生一個小插曲，因為在整整9個小時的拍

攝過程中，是不需要佩戴口罩，這是當然的，因為在室內拍
攝，而且是廣告，明白的；但可能人就是有了這個習慣，當
拍攝完畢之後，我拿着帶來的衣服等物品，匆匆忙忙走到大
廈樓下乘的士回家，當我回到家後，從褲袋裏竟然拿出了一
個口罩，就是說，原來在拍攝場地的樓下開始直至回家，我
完全沒有發現自己沒戴口罩，覺得自己為什麼這麼大意，旁
人也沒有提醒或以奇怪眼光望我。希望不會造成別人的困
擾，拍攝廣告這一天就好像整個人陣腳大亂一樣，不過希望
出來的成品好看便足夠。

人生第一次拍攝電視廣告

在香港5個人之中
大概有一個鼻敏
感。雖然不是大病但

可能很影響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
首先要留意自己對什麼東西敏
感，盡量找出致敏原。
香港的市區有很多高樓大廈，
形成屏風效應，再加上很多汽車
以致空氣比較污濁，郊外地方有
樹木和海洋，空氣比較清新，但
公園和郊野有些花粉、昆蟲；家
中的寵物毛，特別是貓、狗的毛
髮，被子，家居的塵埃中可能有
塵蟎，化妝品、香水等等都可能
是致敏原。
疫情的關係每天佩戴口罩雖對
花粉和塵埃的敏感減少了。但口
罩必須要找適合自己的，因為口
罩有防水的那層物料，有些人出
現皮膚敏感或鼻敏感，接觸口罩
的部位出現痕癢、皮疹紅腫、打
噴嚏、流眼淚等等的情況。口罩
是我們醫務人員的必需品，所以
我們試用不同牌子不同型號的口
罩，一發現不敏感的便大量訂
購，互相分享。
我有位好朋友告訴我她最慘就
是對一些古龍水、香水、止汗劑
敏感。例如在電梯裏邊本來沒有
人，中途進來一個人滿身香水的
話避無可避，那一天就慘啦，不

停打乞嗤流鼻水。有一次她在上
班的繁忙時間坐港鐵，被旁邊的
乘客滿身古龍水刺激到不停打乞
嗤流鼻水，當時正是新冠疫情最
嚴重的時候，她看見旁邊的其他
乘客都紛紛避開她，一出港鐵站
她就馬上告訴我這件尷尬事，說
剛才真想用張紙寫上「敏感」貼
在額頭上。而她工作時要保持十
分清醒，防敏感藥能夠快速止敏
但卻會眼瞓，不會引致眼瞓的起
效又慢，作用弱。後來我教她調
節這些藥物用的時間和分量才令
到她有所緩解。
敏感體質最重要找出致敏原並

盡量避開，避無可避的時候可以
吃抗組織胺藥。但要留意有些會
有鎮靜作用而令病人有睡意，如
果要開車，高空工作，則盡量避
免在日間服用，服用時不要飲
酒、可樂等刺激性的飲料。有些
人會用滴鼻的方法，令鼻腔內血
管收縮以減少鼻黏膜腫脹、鼻塞
流鼻水的情況。但這些是暫時性
的，滴多了可以引致鼻黏膜乾燥
而出血，而且一停藥就打回原
形。
如果長期敏感影響你的日常生

活，可以做一些敏感測試找出致
敏原，必要時找敏感科的醫生做
脫敏治療，慢慢解除困擾。

鼻敏感

香港小姐競選今年已經50年了。
1973年，無綫電視首次主辦香港

小姐競選節目。我要清楚說明是由
無綫主辦的香港小姐競選，因為香港小姐選美活
動並非在1973年才首次在香港舉行，香港早在
1946年已經誕生第一位香港小姐。根據網上資料
顯示，當年的香港小姐是在抗戰後香港的重光首
年舉行。因此，比賽性質除了穩定民心和振興經
濟外，亦是一項籌款活動。該屆由香港中華業餘
泳團和英國空軍俱樂部合辦，比賽方式只是在游
泳比賽中加插一段由角逐者穿上泳衣在泳池旁走
一圈的簡單選美環節，所以舉行地點是北角麗池
游泳場。當時港督楊慕琦的夫人為艷壓群芳者加
冕，首位「香港小姐」是李蘭。
3屆過後，停辦了4年。1952年，由於國際選
美盛事環球小姐首次在美國舉行，香港也派人參
賽，所以再次舉行香港小姐競選。既然奪魁者會
在世界選美舞台上與全球美女較勁，選美的要求
和比賽的內容也比前嚴格得多。以前常聽老一輩
說有一位名叫但茱廸的香港小姐在環球小姐比賽
中獲得名次，原來她便是這屆的香港小姐冠軍，

在環球小姐賽事中榮獲殿軍。
這個鬥艷的比賽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時舉

行，直至1973年。1973年比較特別，因為有兩
個香港小姐選舉。一個是在3月由東方之珠選美
會主辦。這個比賽值得一提，不是因為它有什麼
特別，而是戴上后冠的人特別——謝賢的前妻、
謝霆鋒的母親、息影女星狄波拉。
至於該年的另一個選美舞台就是由無綫主辦，

至今已有50年歷史的香港小姐選舉。今年是第
50屆，即是說從這個選美舞台誕生的已有冠亞季
軍各50名，還有無數獲得大小獎項的得主。換句
話說，在這個選美榜上留名的已有數百人。
這數百人雖然因同一個選美舞台為人認識和出道，

但是各人的命數不同。人生贏家有的飛上枝頭變鳳
凰，成為名流富豪的妻子和媳婦；有的在演藝事業
上闖出名堂，成為影后或視后；有的運用名氣，成
為商界強人，由小職員變成大富豪；有的嫁給著名
男明星，過着安穩無憂的少奶奶生活；有的則嫁給
自己心愛的人，移居外地，雖然未必過着豪奢的生
活，但也衣食無憂，擁有幸福的家庭。
不過，也有人不是那麼好運。有的在星海浮沉

多年，還是沒有冒出頭來；有的索性退出名利
場，早已被人淡忘；有的更不幸，甚至人未老便
已離開人生舞台。所謂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大
家的起步點縱使非常相近，可是自身的命數、運
氣、性格、際遇、能力等因素，都為這班群芳帶
來不一樣的人生。
半個世紀以來，這個選美舞台浪淘盡多少渴望

戴上后冠，一登龍門的年輕女性。50年前的「香
港小姐」即使當年只有十八九歲，今天已經是接
近70歲古稀之齡的婦人，可以當近年得獎者的祖
母。香港小姐競選就像人生，年輕的成長、建
設，到老去、離去後，又有新一代接棒，繼續在
舞台上爭妍鬥麗。女性過去50年無論在思想行
為、教育程度、社會地位和認同、價值觀等上都
早已與前大不同，但成為「香港小姐」這個夢想
仍然為很多少女所追求。
朋友的女兒今年14歲，長得很漂亮，而且十分

愛美。我取笑她將來不如參選香港小姐，她的姐
姐竟然告訴我原來小女孩自小的夢想就是當「香
港小姐」。看來這個選美活動真是生生不息，對
很多女孩仍有莫大的吸引力。

浪淘盡選美舞台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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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蝶小蝶

本文原題《新加坡富麗
敦》，出發點源自Fullerton
酒店歷史廿多年不算很
長，但前身主要為新加坡

郵政總局，130年歷史的大廈卻在年資
上，勝過當地所有古樸名聲的酒店。
未說酒店內容，先說酒店中文譯名。
富麗敦音準貼近Fullerton是不爭的事

實，娘味難免。
香港原創麗晶酒店的中文名字其實

「娘爆」，但英文名字簡潔有力貴氣充
盈，Regent之名遠播全球，這個名字自
從雄霸尖沙咀頂端，傲視維多利亞港並彼
岸太平山，為其洗禮之海內外風流人物多
不勝數。
無奈回歸後，麗晶變洲際，Regent變

Inter-Continental；諸事友小圈子成員甚
感不安，都預言從此冇運行。好嘅唔靈醜
嘅靈，「Regent 友」們心懷忐忑，怎也
難料改壞名的結果衰到再難重上名人靚人
唇邊。曾經風光無限，用作著名荷里活電
影《風月俏佳人》（Pretty Woman）背
景的比華利山Regent，一度超越曼谷之
光Mandarin Oriental （文華東方酒店）
的曼谷Regent香港元祖店，一念之差被
改了名，後景淒涼。過
去幾年大翻新，重新裝
修，如無意外，傳奇性
的Regent 將會再臨維
港，2023年迎來舊時
名字，麗晶會否再創高
峰？香港可會重現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的風流？
有待時光見證。
1997年郵政總局撤

離Fullerton大廈，由香
港信和置業有限公司及
新加坡巿區重建局攜
手，以當年3億新幣將

大廈改建成酒店。
認識 Fullerton 是她剛剛開業不久的

2001年，有幸被邀試住，滿意程度接近
100分，之後新加坡公幹，為求延續初試
滿意的情懷，一再入住意想得到，迅速發
展成被國際旅客並當地貴客一起追捧為一
級的優質酒店。歐洲古典建築風格霸氣十
足，位於新加坡河口贏盡氣勢，另加鉅細
靡遺的服務態度，因而獲得業界國際榮譽
Conde Nast Traveler金榜獎，建築遺產
獎項之多難計其數。
Fullerton出現之前，新加坡歷史古韻酒

店首推馳名國際Raffles（萊佛士），建於
1887年，1987年定為國家級歷史古蹟，
廣發宣傳內容不忘130年來曾入住的國際
名人包括大文豪毛姆、海明威及巨星差利
卓別靈等等。
筆者於八十年代延續剛畢業未幾的學

生背包客旅遊風格，跟幾乎清一色年輕歐
美後嬉皮士族群入住Raffles；快100年的
老店當時十分潦倒，價廉而物不美，房間
簡陋，泳池水質污濁……當地朋友來
訪，對這個早已遲暮的新加坡代表不斷批
評，更主動訂房於Scotts Road小山上，
同樣近百年歷史，同樣歷盡滄桑卻光鮮可

人，度假 Feel 充 盈
Goodwood Park酒店。
此後多年，再遊新加
坡，不理朋友批評年資
未免太老，一再入住
Goodwood Park。九十
年 代 Raffles 重 新 整
頓，搖身一變，貴氣歷
史感再遇，一度成為一
房難求的六星級酒店，
為存貴族風格以令赤道
旁的熱帶國度，不歡迎
穿短褲、涼鞋的顧客光
顧呢！

古韻留香

我最尊重的中文教師
高老師是我初中一的班主任，兼任
了中文課程教師，講解古文和唐詩，
必然講到了作者當時的，即唐朝當時
的治與亂的情況。他說，只有知道了
當時的環境，才能了解每一句說話、

每一首唐詩的真正主題，反映了作者當時是
怎樣的思想。
他講解李白的《將進酒》，裏面提到了岑

夫子（岑勳）、丹丘生（元丹丘）兩個人，
並得出了「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
名」的結論。高老師具體分析了李白當時寫
《將進酒》的環境，指出了唐朝並非每一個
大文學家都受到了朝廷的重用，許許多多大
詩人，科舉考試的時候，都曾經名落孫山。
高老師說，李白寫出《將進酒》的詩篇，

是在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這是李白
天寶年間被貶離京後，漫遊梁、宋，與友人
岑勳、元丹丘相會時所作。這一時期，李白
多次與友人岑勳應邀到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
的潁陽山居為客，3人登高飲宴，借酒放歌。
詩人在政治上被排擠，受打擊，理想不能實
現，常常借飲酒來發洩胸中的鬱積。人生快
事莫若置酒會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
而不遇合」之際，於是滿腔不合時宜不平之
氣借酒興詩情以抒發之。
《將進酒》具體地反映了李白的人生處世

哲學。失意的時候，並沒有消沉，而是做一
個樂天派，尋求快活的人生，不斷地交結上
層社會的有錢人，他喜歡飲酒，而且要飲最
好的酒。飲酒之外，李白還要吃最好的佳
餚。所以，和富貴的豪門大戶做朋友，只有
飲了酒的時候，才會有醉酒之筆，寫出了充
滿了浪漫主義和神奇的佳句。
李白能夠擔任唐玄宗的翰林侍詔，與李白

交上了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有關。

唐玄宗天寶二年（743年），在玉真公主
的推薦下，李白成了唐玄宗身邊的一名翰林
侍詔。玉真公主是司馬承禎的弟子，當然有
推薦的能力和動機。這一年李白剛好是35
歲。不過，李白喜歡飲酒的性格，不為唐玄
宗和楊貴妃所喜歡，天寶三年（744年）就
被踢出皇宮，回復了布衣身份。
唐朝讀書人入仕的兩條道路，競爭激烈程

度非常驚人。唐朝科舉錄取人數很少，每年
應考的人大約為1,500人左右，能夠考中進士
或者明經的幾率不過是6%到10%。李白一生
都沒有參加科舉考試，有人說他不屑參加，
不願一步一步逐級升遷；也有人說他由於出
身問題，他的家庭經商，按照當時的規例商
人及其家屬不能參加考試。初唐的王勃、盧
照鄰、高適、杜甫，中唐的李賀、孟郊，晚
唐的李商隱、杜牧全部都參加過考試，只有
少數幸運者如高適考中了，大多數都鬱鬱不
得志，沒有考中進士。
高老師詳細講述了唐朝的文人的抑鬱的情

緒及原因，在讀《將進酒》，唸到了「古來
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句子時，
同學們就明白了為什麼「古來聖賢皆寂
寞」，就是因為考試的關卡實在太嚴酷了。
如果文人不喜歡這種激烈競爭的考試制

度，當時也有逃避的辦法，就是信仰道教。
信道教，何以在道觀裏面當道士，富貴人家
的女孩子，也可以當道士，並且可以在道觀
中結交喜歡的人。
當時，道教興起，不少王室中人都成為了

道士，還私人捐款興建了富麗堂皇的道觀。
玉真公主也就在自己的道觀，只和喜歡的人
相處。李白本身也是一個熱衷於道教的門
徒。15歲開始學習神仙方術，成年後遍訪名
山大川，主動結交了不少帝師級別的著名道

士。在隨州仙城山，李白和道士胡紫陽相
識，並同其弟子元丹丘結下了一生友誼，李
白及元丹丘寫個13篇詩文，另外在4篇是文
中曾提及元丹丘，說元丹丘是李白最親密的
朋友並不為過。兩人多次結伴同遊，李白27
歲時，曾在湖北入贅前宰相許圉師家裏，當
上了他的孫女婿。李白從此獲得了一定的社
會地位和經濟的支持，讓他可以較為從容地
漫遊四方。許氏為李白生下了一兒一女，分
別取名伯禽、平陽。開元21年（公元733
年）春天，李白歸家與妻兒團聚。李白與許
氏雖然聚少離多，但感情很好。李白給妻子
寫過不少詩句。其中有一首《贈內人》：三
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似
太常妻。
太常妻指東漢人周澤的妻子，周澤因任太

常，每日都要到齋宮值班，無法在家中陪伴
妻子。即是說，李白為自己經常喝醉了感到
自責，也為自己很少陪伴妻子表示歉意。這
首詩有自嘲成分，也有對妻子深沉的感情，
輕鬆俏皮，足見他們夫妻感情和睦。李白在
陪伴妻子幾個月之後，前往太行山和太原遊
覽，一路邊玩邊走大約在夏初左右抵達太
原。《將進酒》，寫到了沿着黃河遊玩所看
到的壯麗山河景色，「君不見，黃河之水天
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開頭，樓市氣
勢萬鈞，接着下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
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
酒，杯莫停。」展示出詩經裏面的比和興的
手法，淋漓盡致地展現出飲酒的豪邁和一發
不可收拾的聲勢。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與爾同銷萬古愁。」高度地歌頌了飲酒者
的及時行樂的懷抱和同銷萬古愁的豪氣干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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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富麗敦酒店歷史並非久
遠，原為位於新加坡河旁郵政總
局。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