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化不開的情誼

諸朋久友
畫家何洵瑤女史早
年師從嶺南派名畫家
楊善深，至今藝齡60

餘年。某日，與我論年庚，原來兩
人都是1946年生，屬狗。我61年師
從嶺南書法名家麥華三，研習書法
也超過60年了，於是她便萌發找幾
個同為46年生的書畫家，搞個藝術
群組，一來可交流切磋，二來可為
繁榮香港藝術事業做點事。
不久，她找到一群46年生的書畫
家，連我倆共10人，按出生日期先
後排序，依次為︰盧清遠、洪德力、
黃孝逵、梁錫源、陳青楓、何一明、
李煥平、鄧偉雄、何洵瑤、梁君度。
上月中，眾人興致勃勃，相聚一
堂，商討成立什麼群組。我提議不
用成立什麼社團組織，大家一起搞
下雅集，做下展覽好了，這樣省卻
許多麻煩。於是便決定先來一次雅
集，然後每人提供3幅作品搞一次線
上雲展。
群組成立了，大家同意何洵瑤的
提議定名為「諸朋久（狗）友」。
11月13日，「諸朋久友」舉行了
第一次雅集，除黃孝逵外，有9人
出席，其間即席揮毫，合作8尺大
畫《十分春色》。洪德力畫石、盧
清遠畫松、李煥平畫牡丹、梁錫源
畫桃花、何洵瑤畫繡球花、鄧偉雄

畫蘭、梁君度畫水仙、何一明畫
竹、陳青楓畫紫藤，兩日後，剛從
外國返港的黃孝逵畫流水並完成全
畫，我落款《十分春色》，篆刻家
李玉生專為此畫治印《十分春色》
和「諸朋久友」。更有楹聯好手霍
婉雯女史題丙戌諸友雅集︰

「莫嘆冬夜長，今『久友』相逢，
何妨金谷三杯酒；隨意春芳歇，待諸
賢揮就，更勝蘭亭幾色花。」
雅集活動由書畫同好的招商永隆

銀行臧寧總經理提供場地，工商銀
行胡浩總經理組織安排，中新社索
有為主任負責現場拍攝。當日雅集
雖無曲水流觴，管弦絲竹，亦信可
樂也。
「諸朋久友」10人藝齡合共超過
五百年，大家忠心於藝術，愛國愛
港，以促進香港藝術繁榮為己任，
遂決意同心協力，用書畫藝術語言
說好香港故事，說好中國故事。
歲次壬寅十月二十四記。

臨 近 聖 誕 月 （12
月），相識近30年的
茄士咩專門店發來短
訊，去年替我留下的貨

品，仍原封不動保存，溫馨提示我領
取。每年冬季聖誕，總愛購茄士咩物
品，送禮或自用，貪其溫暖柔軟，經
典耐用，細觸手上茄士咩那份軟綿
感，就像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情誼……
於親友、己我，無限呵護在心間！
茄士咩是我們香港自英文Cash-
mere 一詞的粵語譯音流行叫法，在
內地稱作「羊絨」。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在中環置地廣場有一間Cash-
mere英國名牌專賣店（是皇室御用品
牌），一套茄士咩毛衣由數千港元至
過萬元不等，視乎其針織款式而定，
走進店內很容易便消費6位數字，但
對於熱愛Cashmere 的高消費群來
說，大家仍趨之若鶩，當時未流行郵
購，想到不用專程飛往歐洲就可買到
舶來恩物，自有一番滿足。
後來，文華東方酒店閣樓開了一間
面積頗大的羊絨專門店，取了一個洋
名字，每天在閣樓Clipper Lounge下
午茶後，我們也順便往該店逛逛，那
些100%的茄士咩毛衣，質量竟和英
國名牌的不相伯仲，款式亦不老套，
但價錢只是其十分之一。後來店員告
知，毛衣物料產自中國，設計是洋
人。好奇心下試買一件回家穿用，家
中長輩們對茄士咩穿甚有經驗都看
不出分別，以為用清水手洗後會有所
變樣或縮小，卻丁點兒沒有瑕疵……
好了，從此愛上這店，每逢下午茶，

例必到店裏巡看，圍巾、披肩、毛
衣、背心、外套、褲子、帽子、手
套、大衣……應有盡有，只花費英國
名牌的十分之一價錢，就買得不亦樂
乎。
幾年後，置地廣場這間英國名牌

專賣店已在港銷聲匿跡，而我們愛
逛的這間專門店不只在文華東方酒
店經營得有聲有色，在九龍半島酒
店也有分店，聽說生意不俗——這
間已發展為產地和設計均來自「中
國製造」的羊絨專門店，甚受有識
之士讚賞。
百多年前，我們貧困積弱，沒有

自己的民族羊絨工業，只能以極低
廉價格出口羊絨為原材料，致令英
國、歐美等地壟斷市場貿易多年。
如今，中國已由羊絨加工業發展成
為羊絨服裝業，更是全球羊絨的最
大輸出國，我們所購買的各種外國
奢侈品牌羊絨衣物，70%來自中國。
這間標誌「中國製造」的羊絨專

門店已搬往中環萬宜大廈，近年以
做本地熟客生意為主，看它近30
年的變遷和成長，恰正是我們民族
自強不息的寫照！

「全才花旦」尹飛燕（燕
姐）自1962年踏上台板演出
折子戲《昭君出塞》，至今
剛好一個甲子。在剛過去的

星期日於西九舞台舉行《尹飛燕飛粵60
載》慶祝活動。上個月，燕姐更獲香港演
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真想不到，我只
讀過一年書，可以有個榮譽院士，當年11
歲我依然在紅磡差館幫媽媽替警察洗軍裝
衣服，忽然有警察太太、著名歌伶何飛霞
鼓勵我不如學唱戲。當時媽媽的朋友都說
不要讓我去學戲，學不來的，不如去捧點
心，我們都有蝦餃燒賣吃和喝杯茶，但我
聽了決定用心去學唱戲，我感恩有好多好
師傅逐個字地教我。上世紀六十年代媽媽
買好貴的錄音機給我，在課堂後可以重聽
學習。聰明的媽媽也用供會的方法，無論
我做衫與否，每個月給戲服師一個金額，
所以每當做新衣，也不用一次過去付款，
這個方法是我媽媽想到的，我好感激媽媽
為我鋪了這一條好好的路，我可以踏足舞
台至今，今日我取得榮譽院士，我第一時間
告知媽媽，你不用擔心，現在很多人爭奉
茶你飲了。」
燕姐是當今「全才花旦」，但在當年丈

夫阮兆輝（輝哥）口中是默片明星，「我
好少說話，因為他全講了，突然有一日他
提出要分開，一說分開就分開，有預兆
的，但我為照顧仔女和做戲，我沒有特別
去理會，別人說得對，有緣就合無緣就
分，不用有理由。初時我以為他會回來，
至分開兩年多要我簽紙離婚，當時很辛苦
不開心，戲班班主叫我集中精神，不要想
那麼多，先顧住對兒女。我有個好處，天
掉下來當被冚，多少愁多少恨隔天便沒事
了，當時媽媽去世遇上離婚，旁人怕我會
自殺，但我捱得過，因為我相信天無絕人
之路……最初再見不是朋友，後來想通
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好人，男人就是這
樣，不可以太苛求，現在他的太太搞班我
都會參加，我覺得丈夫已是人家的，不需
要再去計較，其實我已經原諒了他，否則
我也不會和他一齊合作做戲，我沒有隔夜
仇，半年已經放低，我覺得自己好快。」

「我從未想過追求第二春，當年子女十
一二歲已經長大，萬一再走錯路兒女都不
會喜歡自己。我覺得單親不算辛苦，他們
也不會在我面前提起，囡囡好乖決定不去
英國讀書改去多倫多，就是要為我節省一
年10萬元，後來仔仔都過去讀。我鼓勵他
們讀書，但德鏘時時都會跟爸爸，孩子
的興趣不能剝削，初時我偷偷去看他由低
做起，新一代知道行內規矩好重要。我覺
得仔仔都好適合這一行，因為他轉數快，
所以我都會栽培他，支持他做文武生，他在
減肥，一定會成功，現在兼任我的經理人，
分擔了我的工作，我好開心。」
「有人說我不笑的樣子好惡，第一次和

林建岳一起去見白龍王，他第一句就說︰
『不要再抑鬱，開心些，開心要做人，不
開心也要做人，不要執，寬容的樣子更
靚。』現在我最開心湊孫，灰鼠B今年4
歲好喜歡看大戲，更愛走到幕前謝幕，那
次忘了拖她出去，她就說︰『嬤嬤你做乜
唔拖我出去？我遞定手仔㗎喇……』」
「我入行60年從未想過退休，今個月16

日我74歲，我好慶幸這年紀腰板都好直，
我最近認識了一批新朋友，周潤發（發
哥）、黃日華、李司棋（司棋姐）大清早
相約跑步，其實阿仔要減肥跑步，結果留
下我一個去跑，發哥教我怎樣呼吸，甚至
會幫大家按摩肩膊，他真的好好人。其實
在我生命中出現了很多好人，我要多謝每
一位老師和戲班的兄弟姐妹，如果沒有他
們便沒有今天的尹飛燕，我更要多謝媽媽
為我鋪了這一條路，我只讀過一年書，原
來除了讀書，人
生還有很多學問可
以去學，學到做
到 ， 一 定 有 回
報。」
燕姐數十年來對

粵劇界的建樹和貢
獻大家有目共睹，
還有，她那種睡前
忘掉一切，醒來努
力未來的精神，更
值得我們學習！

「全才花旦」尹飛燕
上星期香港資訊科技界有兩大盛

事，其中之一是11月16日舉行的「香
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頒獎典禮，結
果香港機場管理局成為大贏家，其

「香港國際機場貨運數據平台」贏得香港電腦學會
主辦之「商業方案」大獎及「商業方案（商業及公
營機構）」金獎；而「登機易」則贏得香港貨品編
碼協會主辦之「智慧出行」大獎及金獎，並榮獲最
高榮譽「全年大獎」。
而另一盛事，就是由香港電腦學會已連續45年舉
辦的「香港國際電腦會議」，於11月17至18日一
連兩天以實體及網上形式同步進行。今年會議主題
為「數字化經濟新機遇（塑造未來 5 年發展優
勢）」，探討4大議題包括「數字化經濟」、「工
業化」、「數字化基建」及「環境．社會．管治與
綠色金融」等。
何謂「數字化經濟」？據香港電腦學會會長鄭松岩

博士解釋，數字經濟是一個利用數字技術，並以數字
為核心元素進行決策和運作的經濟體系。在數字經濟
體系中，整個社會包括個人、企業、政府及各合作
者，都通過網絡互聯互動，運作直接快捷，信息透明
平等，個性化需求易獲滿足。而生態的改變，將引致
競爭的改變，各界都該因應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進行
改變，作好準備。香港致力發展數碼經濟，正好回應
時代需要。
「數字化經濟」邀請多位重量級主講嘉賓。包括前

港交所行政總裁，現任滴灌通創始人及主席李小加先
生。他指出，在數字化經濟下，能為投資人帶來不少
新機會，其中包括向中小型零售商提供貸款。
中小微型企業向非大型銀行的貸款重點對象，內地

曾一度興起簡稱為「P2P（Peer to Peer）網貸」的民
間借貸平台，讓投資者與有意借款的企業，經網上平
台進行配對，收取的利息一般高於銀行，但如不超過
銀行利率4倍則屬合法。然而，由於P2P平台出現倒閉
潮，投資者近年已甚少沾手此類網貸。
而由於數字化經濟發展，中國已成一個幾乎無現

鈔交易的社會，零售業經電子支付交易的紀錄非常
透明，如果配合區塊鏈技術不能刪改的特性，投資
者就可充分掌握個別零售業者的營業額。李小加指
出，透過科技可以向生意收入穩定的零售商貸款，
直接經電子支付，每日扣取零售額中的固定比率作
還款，直至本利歸還。此舉既能助有生存能力的中
小企周轉，也能為投資者每日創造穩定的收益，絕
對是條好橋。

李小加的投資好橋

近來有很多朋友重
新出發，生意上之前
雖然遇上疫情的影

響，但這半年來開始慢慢接受，也
習慣了疫情的存在，所以很多工作
開始有復甦的感覺，當然不是太旺
場，但是也吸引一些朋友重新投資
在自己的生意！
在這幾年我也轉型為一個數碼媒體
（Digital marketing）參與者，無論
是在互聯網上做節目或者是接觸客戶
幫忙拍攝影相以及在互聯網的宣傳，
起初並不容易，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
係，有很多客戶未必能夠了解甚至乎
覺得推廣策略中互聯網上面可能有一
些風險，但疫情至今為止也不斷持
續，所以很多老闆們也開始接受重新
投資，不能再畏首畏尾害怕推廣宣傳
之後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在剛剛過去的一個禮拜，我便見
了一個客戶，是從事活動策劃宣傳
推廣的，他覺得現今最吸引的工作
就是IT程式員及數碼媒體宣傳。他
認為現在有很多老闆因為受疫情影
響公司資金減少了，所以第一時間
裁員的就是數碼媒體工作人員，但
是現在他需要更加多網絡上面的宣
傳。亦可能沒有那麼多的資金，所
以會找一些Part Time或者是Free-
lancer的數碼媒體宣傳人員；因為他
認為這樣經濟效益比較好之餘，也
不需要幫他們做一份全職員工的保
障，所以那位老闆說現在最缺人手

的便是這兩種職位的人員，尤其是
一些中小企他需要網絡上面的宣
傳，會找一些Freelancer幫忙！
因為這個趨勢我工作上有了新的

轉機，多了客戶尋找一些短期工作
合作夥伴，所以我好開心，開始有
工作可以發展自己新的才華，絕對
是可喜可賀。
但有些老闆告訴我做數碼媒體工

作者，最好是他們要懂得一條龍服
務，由構思到拍攝、到攝影、到製
成品甚至乎推廣也需要一至兩個人
一條龍的服務，以前做這個服務多
數是一大Team人合作，但是今時今
日已經不同，因為資金不多，所以
需要人手少工作量大，價錢便宜的
自然更加吸引客戶，若果有一些朋
友想轉型數碼媒體工作，我有些個
人經驗同大家分享，首先學習一些
網絡上面的文化以及知識甚至乎技
術，例如剪接、影相、打燈、收
音、創作，以及推廣、網絡宣傳等
等的技能，這樣才能夠在工作上有
新的轉機，所以請緊記自己要動身
學多些數碼媒體的知識，然後推廣
自己令到身邊的老闆們知道你的存
在。再者合作的價錢不要提得太
高，不要像一些電影人或者是電視
人，他們往往提高拍攝的製作費。
如果將自己的價格調低的話，顧客
看到你有成績之後，他們也自然會
繼續與你合作，所以首先不要怕蝕
底，這也是幕後應有的智慧。

IT程式員和數碼媒體

給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曾經
去聽過一節小學的課堂，老師提
問題時，有一個學生舉手回答

了。但這個學生所回答的可以說是一塌糊塗，
而且有一點故意搗亂，其他同學都忍不住笑
了。但是這位老師卻非常淡定，沒有絲毫責怪
那位學生。他用一種非常開放、寬容的語氣
說：「你能夠站起來回答問題，真不錯！雖然
你的答案我暫時還想不出來和這問題有什麼聯
繫，但還是認為你很不錯。」而對同學們的嘲
笑，這位老師則說了一句話：大家不用急笑
別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獨特的價值。
他真是一位好老師，可以說是學生的人生導

師。他說的這句話，是否值得我們思考？在那
節課上，他是想讓同學們不要去嘲笑別人。可
是我們把這句話當做一種人生態度，也是多麼

恰當啊。我們沒必要去看低別人，同時也該豎
立起自己的信心——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
難道說上學成績不好，人生就會比別人低一

等了嗎？難道事業並不成功，生活就會過得比
別人差？唱歌跳舞也許不是其擅長的，但是安
靜聆聽也是一個優點，很多人都是在羨慕別
人，羨慕那些富裕、擁有那麼多財富、過得比
我們好的人。而想想自己，生活是多麼寒酸
啊，一直在努力，但也沒見什麼起色。在仰望
之間，總是在對比中顯得遜色，愈是對比就愈
覺得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是多麼將就。包括很多
創業者，為什麼心態不穩定？原因也是在這
裏。總是看到別人擁有多少，覺得別人有多厲
害。但其實就是在對比中挫傷了自己的鬥志。
一個人要是真正地穩住了心態，那不管在什麼
情況下都會相信自己有獨特的價值，明白只要

保持好的心態就擁有了核心的競爭力。
一個創業朋友曾經說過，羨慕別人有那麼好

的口才，能夠能言善辯去和客戶談判，無論在
什麼場合都不會冷場尷尬，而他在公眾場合如
果發言太多就會感到難堪，覺得自己太差勁
了。這時我提醒了他，如果你是真的那麼差
勁，那為什麼還能有那麼多的老客戶呢？為什
麼他們還願意跟你合作？他想了想，還是沒想
到自己的優點。雖然他口才確實比不過別人，
但是做事沉穩，待人真誠，這就贏得了別人的
信任，這個不也是他的獨特價值嗎？
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在羨慕別人時可

以抱一種學習的心態，但是不要拿來挫傷自
己。那麼簡單的道理，用自己的短處和別人的長
處相比，那自己肯定會顯得差勁，可是別忘了，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都會有自己的優點和價值。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

時間之河
最近日落較早。它從黑色雲團的弓

形縫隙中透出冷冷的白色殘光，久久
沒有消失。
我望這殘光，想起了那早已逝去

的時光，以及那早已逝去的人與事。
其實對於外公，好像墨實在是過

於多了。回憶是他，夢裏是他，現在筆下還
是他。有時候會想，這是不是說明從某一方
面來說，我的時間之河純粹只是隨外公而
流動的。那既然如此，我如今的存在又是
為了什麼呢？我有些困惑了。
在上一篇《冬夜回想》中我對和外公最後

生活的那年做了一個簡短的交代。也在《夢
中的碎片時光》一文中大篇幅地描寫過外公
的葬禮以及這些年來一些和外公相關的夢
境，我在想借由這些文字來沖淡關於外公
的一切。然而事實證明，這是沒有什麼用
的。我知道，對外公的愛從來沒有在我身上
消退過。只是隨時光的流逝，它被生活
中的瑣碎事物給弱化了。但也僅僅只是弱化
了些許而已，絕不代表已被遺忘。它就像那
被堵住的河流之水，稍打開一個缺口，便紛
紛湧現出來。
或許，在一個人身上，時間的河流未必只有

一條；而應該同時匯聚幾條時間之河吧。一
如河川。時間之河在人身上有的地方流得湍
急，有的地方流得遲緩，有的地方則停滯不
前。此外，令千萬人的時間之河以相同流速流
動的是上天，因人而異使得時間流速不同的則
是人。或許，時間對於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地流
逝，而人，卻在流速各不相同的時間裏存在
、回憶、懊惱、哭、笑。
如今，我已即將邁入40歲的大門了。但
是，在我內心深處留給外公的那個地方，時
間卻彷彿停滯了，靜止了。或者說，就像飄

浮在河上的一片落葉，無論漂到哪裏都隨
那條川流而浮漾、浮漾，我也和記憶中
的外公一起隨時間而同時流動。有時候我
也會想，假若這世間真有另一個世界的
話，那在那邊的外公，他的時間之河又會
是怎樣流動的呢？他會如同老人們所說的
那樣因為曾喝下過孟婆湯所以早已忘卻了這
人世中的所有人與事，以至於他的時間之河
便與我的時間之河呈現出決然不同的狀態
來；還是他也如我一般，給予了這人世間一
條近乎於靜止的時間之河？我不得而知。
在外公離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

一直默默忍受這份看似自由的日子。或
許，在旁人看來我的一生看起來主動有
力，也一直被允許得到選擇和做出決定的
權利。但我卻心知這是一種怎樣的殘缺的自
由。浮世流光，與並不相知的人同行，賦予
母親、女兒和妻子的角色日長夜長，卻硬是
遇不到那個相見清歡且能相守之人。以至於
到如今，每每到夜深人靜時想起一些事，
心裏便湧起了些許的感傷之情，那是一種被
命運限制所帶來的不得已的疏離與不甘。
但人終究只能獨自面對處境，自行做出決

斷、取捨、遠離。就像那些被我們長久藏匿
在記憶角落的碎片，以赤子之心磨礪，時日
久長，尖銳稜角逐漸變得圓鈍溫潤。像極
了春日裏一陣落花與幾滴晨露，惆悵清新
一無晦澀。但長時間這樣固執的回憶、檢
索、重現、清理、審視界定、重新安放也未
必是一件好事，有時候你會覺得它就在咫
尺，靜靜地看你，目光清冷如犀利凝練的
水晶，折射出人性種種細微與幽暗。
許多時候我都在想，是不是還有能力去重

新開闢出一條嶄新的時間之河，讓這條河流
去承載一個嶄新而聖潔的世界。那樣的

話，隨時光的悄然流逝，在漫長的歲月
中，我從現今世間所遭受的創傷便得到了一
種全新的慰藉。又或者說，亦是另一種變相
的重生。但顯然這只是我一廂情願且不邊
際的幻想。這一點從我仍在時刻回味香椿
醃蛋這一菜品而表現了出來。
在最後一次品嘗到外公製作的香椿醃蛋到

今年我央求母親為我再製作一次，中間已
經整整過24年。母親製作香椿醃蛋的手法也
已經摻雜了不少現代元素，那怕，其製作材
料及料理手法仍嚴格遵從了昔日外公的傳
襲，但最終在成品出來之後卻已是當下風味
了。我細細地品嘗醃蛋，半天沒有說
話。母親問我是否味道不對，我也只是輕輕
地搖了搖頭。是的，我不想說話，我只是純
粹地感覺到了這道香椿醃蛋中包蘊了一種說
不清道不明的悲傷，且一路追自己而來。
尤其是在我吃完了一個蛋之後，那種對於逝
去的外公的思念之情再一次達到了極點。
母親沒有察覺到我的這份傷感，因為當她
拿起筷子淺嘗了一口之後連聲讚嘆不已，似
乎我們所嘗到的不是出自同一個人手中的同
一道菜品，就像，即便面對的是同樣的霞
光，但母親的內心裏總是比我多了幾分明快
的色調。母親知道我對外公與對其他人不
同，她也知道我一直渴望再次品嘗一下那原
滋原味的香椿醃蛋，然而她不知道的卻是我
對這道菜品如此癡迷的舉動中包蘊的是對
於逝去的童年的哀婉。所以她說味道是對的。
我沒有說話。或許有時我們的改變，並非是經
過深思熟慮，而更像是順應了時間之河的指
引，指引你前往另一個地方，過上另一種生
活。就像，我在時間的軌跡上徘徊，踏上每
一列經過的車。沿途的風景在漸漸遠去，我
舉那塊叫思念的車牌，等待最後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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