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汶川大地震十三年

不需要偽裝
最近朋友圈內有
件大事，有位尖子
金融富家美女，被

拍到在新婚情況下，晚上在一酒
吧和一位同樣新婚男子打成一
片，涉嫌進行不檢點行為，讓我
頗有感觸。
我認識這位女性朋友，近年沒
有聯絡。我也無意評論她的私
事，而且我很相信感情事一言難
盡，不能一下子作道德判斷。我
甚至是支持自由戀愛的，認為婚
姻有它的被淘汰問題。
我主要想講的，是所謂形象塑
造的問題。我認為，我們真的不
應該把自己營造得太高。
這位女性朋友其實也是一位普
通人，大家都是。平日嘻嘻哈
哈，各有所好，長處優點、陋習
壞處，人人都有，這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我們喜歡營造自己的一
切都很完美。
總是穿着最得體的衣服、做着
最得體的職業、帶着最好的笑
容，一切都是風和日麗的，這樣
真的是好嗎？
我從來相信缺陷美。我覺得把
弱點缺點展示才是信心的呈現。
更重要的，是如此一來，你不需

要假裝、不需要虛偽，可以很舒
服做自己之餘，沒有壓力之餘，
甚至長遠會獲得更多人的尊重和
愛戴。
但萬一你呈現出一個完美形

象，一旦行差踏錯，你的真面目
便暴露無遺，那麼就在形象的角
度來說是永不超生了。
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問題是很
多人不懂得梅菲定律。這個定理
的意思很簡單——能出錯的，都
會出錯。
有這個思想準備的人，是高

人，或者是我信奉的哲學派系
Stoicism的人。我們每時每刻都
提醒自己，能出錯的都會出錯，
所以現在就該準備好了。
也就是說，你在做一些未必見

得光的事情時，就應該有着足夠
思想準備會被其他人發現和知
道。要麼你接受，然後繼續做；
要麼你放棄，不再進行。
我大部分時間是前者。於是，

我都會很坦蕩蕩地做事情——無
論是什麼都不需要偽裝。
壞處是，短期內很多人對你很

不解，甚至會不喜歡你。好處
是，長遠大家只會對你刮目相看。
你會選擇做哪種人呢？

為寫《汶川大地
震》這部災難大
片，我和導演等一
行人來到四川成

都，停留一晚直奔汶川。一路
上，山青水藍風光旖旎，來到從
一個無名小鎮到舉世聞名的汶
川。迎接我們的是兩個年輕人，
一副娃娃臉滿臉笑容，災難來的
時候他們還是孩子，女孩小玉在
地震中失去膝下雙腿，男孩也失
去雙腿，兩人提早回到家鄉等我
們，把我們接到一間餐館，很乾
淨，吃的是汶川菜。我卻吃不
下，一早已經知道他們，但真正
面對，心裏還是酸楚，他們愈笑
得坦然，我的心愈痛。
我不太敢望他們，抬眼向外望
去，外面是新修的公園，假石
山、水池、綠樹、運動場，一座
座結實美觀的房屋，都是全新
的。現在的汶川，真是美極了的
一個山間小鎮，可惜街上沒有什
麼人。
13年前的5月12日，巴蜀內川

之地，突然間，山崩地裂，地動
山搖，山河嗚咽，一片漆黑，驟
雨不停。倖存的人們睜開眼，已
經是滿目瘡痍，遍地屍體和傷
者，災難來得悄無聲息。
地震發生後，3小時，5小時，

10個小時過去，不知道震中在哪
裏，震情有多嚴重，汶川、茂縣
等地完全失去聯繫，音訊不通，
幾十萬民眾生死不明。時間一分
一秒流逝，中央軍委果斷決定，

出動空降兵。
13日凌晨，空降兵指揮員李振

波接到急召，趕到作戰室，拿到
地形圖，李振波倒吸了一口涼
氣。高山、峽谷、河川，全是空
降兵最不希望遇到的降落點，更
絕望的是，遭到毀滅性破壞後，
不明有多少未知的危險。無氣象
資料、無地面標識、無指揮引
導，「三無」條件下進行的首次
抗震救災，不要說跳傘，就連飛
機的飛行都有極大威脅。
一個個年輕英武的戰士，要做

好最少三分之一以上傷亡的準
備。8,000米高空，飛機彷彿鑽進
了濕棉絮，團團水霧從飛機外掠
過，高空零下十幾度，濃積雲積
雨雲隨處可見，飛機的雨刮器不
能用了，機身結冰的可能性驟
增，飛機有隨時解體的危險。那
也得跳下去，跳！15個空降兵跳
向災區。災難來了，人的本能是
逃生，卻有人向死而生。絕望的
老百姓看到天空中有東西在降
落，知道救兵來了，他們有救
了！震中和外界有了聯絡，大批
救援物資人員一批批趕赴汶川。
我面前的這兩個孩子被救了

出來，但是……那個舉着「長
大我當空降兵」的小男孩程
強，現在是空降兵「黃繼光英
雄連」的排長。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這撲天蓋地

而來的災難，我們《汶川大地
震》的電影就拍完了。災難可
怕，但只要人在，就有希望。

疫情下，大家已習慣在網上購物，就算以前很多人不相信網
上世界，由最初可能被騙也好，但慢慢便懂得怎樣認識網上世
界，繼而習慣了在網上購物。就像我在外國的家人，因為當地
疫情嚴重，所以早已習慣任何東西，無論是日用品或蔬菜水

果，都從網上購買，然後直接送到家門口。雖然這樣，我自己還是不太習慣
在網上購買一些如衣服鞋襪的物品。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因為有太多不愉快
的經驗，好像買回來才發現品質參差之外，就是最常見的尺寸不對問題，所
以慢慢地再沒在網上購買這些東西。
但有些產品我是十分喜歡在網上購買，因為自己比較喜歡買很多飲料放在

家，基本上我的朋友每次來我家造訪，他們一打開雪櫃只是看到飲品裝滿了
整個雪櫃的空間，所以我在網上購物的話，只需要選購去到某一個價錢之
後，就可以免費送貨。至於到超市買飲品實在太重了，就算可以推着購物車
選購好了，每逢回到家的停車場泊好車，還要拿着走一段路才到家，但如果
可以免費送貨到家門口這樣就很吸引了。
最近經常在網上看一些影片，見很多人在推薦某些產品怎樣好用，某些食

物好吃，我比較喜歡看一些有關拍攝超級市場產品的影片，就算這些影片拍
攝的地方是外國也好，也很想知道他們在售賣什麼東西，而且可以比較一下
價錢跟香港有多大分別，這都只是看看而已，不一定購買得到；但反而令我
有一個天馬行空的想法，假以時日，我相信科技這麼發達，可能有一天，大
家只要看着超級市場拍攝的影片，從影片的主觀鏡頭就代表消費者，行到不
同的產品範圍，便可以仔細看着每一個產品的包裝、成分、到期日子，就好
像自己拿到手上一樣，當然可以清楚看到價格，然後用某種方法便可以把這
些產品購買下來，我相信總有一天，網上的世界可以是這樣。人們不需要真
正去到這些店舖，更可以逐一看看不同的產品，真的非常方便。
疫情期間，各大零售商及商家，已不停動腦筋如何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去推

銷自己的產品，最重要就是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下，公司的盈利不會太受到疫
情的影響。消費者也很聰明，會知道哪一種是最方便的辦法，可以選購得到
自己最喜歡的產品。我相信在未來日子裏，除了我這個天馬行空的想法可能
會出現之外，網上的世界應該也有更多人不斷在推銷產品給網民。這樣我也
要努力嘗試拍攝一些影片給粉絲們看看，假以時日，可能我便是其中一個推
銷產品的人。曾有一個電台同事跟我說：「你主持的護理頭髮節目很生動，
而且可以吸引到很多聽眾打電話上來拿取禮物。」雖然我覺得他是誇獎我，
但對於銷售產品這方面，最重要是產品真的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先要明
白產品的成分及內容，我才會真正地向大家推薦。而且我覺得消費者的眼光
經過多年的經驗之後，也會懂得如何分辨好與壞。
正如我們經常會看一些網上的影片，其實也不難知道某些人正在刻意推銷

產品而不是向你推介好的產品，這兩者分別很大的。前者其實是收取商家金
錢，用好像不是太硬推的方式來售賣產品；後者就是真心使用過一些產品，
然後覺得水準很高才向網民推薦。所以就算今天大家習慣在網上購物也好，
也要買得精明！

天馬行空的購物方法

坐在家中看見過
年前買的蘭花已經
4個月仍然茂盛，

固然很開心，但當我看到花槽中
原本謝了的花頭再種而盛開的蘭
花更是欣喜。本來拿去堆填區的
廢物可再利用，再度盛放，生生
不息，那種滿足感不可言喻。
這讓我引申到無論是一件事、
一件物體、一棵植物，一個人都
可以將他的作用，發揮到極致。
花草可以這樣再種，紙張可以循
環再用，在物質豐富的今天很多
人習慣網上買東西，因為看不到
實物，買了未必合用，衣服不喜
歡它的質地、大小等諸多藉口，
香港地方淺窄，為了節省空間一
個不喜歡就將它們丟棄，非常浪
費。其實你可以將不同的衣物互
相搭配，也可以將它們轉送給其
他人。以前因為孩子們長得快，
很多衣物、鞋子都非常新就不合
身了，我將衣物送給一些尼泊爾
人，他們告訴我拿回去送給他們
的鄰居，有很多不同年齡的孩子
可以用得着。
無論在辦公室還是家裏每日都
會沖咖啡或茶，葉茶用完即棄，
但如果你將咖啡渣、茶葉渣收集
起來曬乾或者用焗爐整乾，用本
來要丟棄的盒子盛着放入衣櫃特
別是鞋櫃可以吸味、吸濕，再曬
乾又可以重複再用；用茶葉咖啡

渣煲水洗頭，既天然又滋潤。
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每個人

的時間緊迫，精力有限，無論家
人或朋友、醫生和病人用心去相
處很重要，作為醫生醫治病人身
體上的疾病固然重要，但有些病
人可能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果你
經過細緻的詢問和檢查也許可能
會發現更嚴重的問題。曾經有病
人因為小便發炎來看，而且小便
種到有大腸桿菌，本來給予抗生
素就可以了，但幫她順便檢查乳
房的時候，發現乳房有異常有腫
塊，並馬上做了抽組織檢查證實
是乳癌，如果不是及時發現都不
知道要拖到什麼時候。
另外有一病人乳癌復發，我安

排她入院做手術，結果當天她沒
有出現，原來是她兒子的學校有
升中講座，這位媽媽放棄入院去
參加，希望自己有生之年為兒子
多做些事，我聽了非常感動。她
到處請教別人升中學要做什麼準
備，她的那個區有些什麼好的學
校可申請，最後這位太太終於去
醫院接受治療。假如不知道她背
後的原因，就難理解她不及時和
安心去接受治療，或者我們的能
力有限、時間有限，有時只要我
們問多少少，做多少少就可以發
揮更大的作用，幫到更多的人。
將我們的能力和生命由有限變

為無限。

將有限變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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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美麗狂想曲》是無綫近來
拍得較有心思、有趣味和有追看
性的一齣劇集。電視台其中一段

宣傳文字這樣寫着：「……這群花樣男女，經歷
暗戀、明戀、姐弟戀、不倫戀，情場裏跌跌碰
碰，各自精彩……」
可見此劇其中一個主題是戀愛。
這次的宣傳文字並沒有誇大其詞、貨不對辦，

劇中角色真的各有精彩的戀愛故事。編劇在這齣
30集的劇集中，創作了約20個花樣男女的角色和
他們不同的愛情觀，為他們鋪設了不同長短、層
面和結局的愛情跑道，看得令人眼花繚亂。
單是第三者這個角色，編劇已經寫了不同種類

和心態，恍似一個第三者彩色展示盤。
最擺明姿態當「狐狸精」的是 Yan（何雨

欣）。她這個角色雖然有掙扎，但是當一邊是
「情婦」身份，另一邊是糅合英俊面孔、擴闊眼
界、提升生活質素和層次、滿足個人事業野心等
眾多優點於一身，前者的不道德身份自然無法與
後者較勁。於是，這個來自貧窮家庭的年輕女性
便用了她所有的來換取她沒有的。

這個交換本來是很公平、很理性，各取所需
的；可惜，Yan的兩個致命傷令她在這段不倫的
關係中輸得一敗塗地。第一，她犯了所有所謂
「二奶」必須遵從的首要戒條︰不可以曝光。她
不但在韓磊的朋友圈中出現，被韓磊小懲大戒後
還不醒覺，年輕好勝的她竟然還「踩場」，到韓
磊妻子的店舖內挑釁，自然落得被遺棄的下場。
第二，雖然我不知道若果韓磊並非有錢有勢，

Yan會否愛上這名有婦之夫。不過，她真的為這
個不會成為她丈夫的男人動了真感情。在這個遊
戲中，認真便輸了。若她不認真，根本就不會在
韓磊的朋友圈和妻子面前出現，因為她知道自己
的工作是扮演一個名叫「情婦」的地下角色，報酬
是令自己無論在軀殼上、生活上、事業上、財富
上等各方面都愈來愈亮麗可觀。管他的妻子是誰，
因為這不在她的工作範圍之內。可惜，她愛上了
他，摔破了飯碗之餘，也令自己遍體鱗傷。
這個角色寫得很清晰，但我不特別喜歡，因為

太普通，太「行」。我喜歡的反而是Yan在返回
鄉間前，用兩句說話交代她如何償還巨債。她估
計是她在遇上車禍前將自己的心底話錄音發給韓

磊，韓磊便替她還款。從Yan這兩句話中暗示韓
磊即使無情，卻仍有義。
另一個第三者角色竇蓉雖然也有普遍性，卻與

Yan的情婦性質剛好相反。Yan那段感情是雙方
都明白自己和對方的身份和立場，「見工」時亦
已說好條件，當中沒有欺騙或隱瞞成分。竇蓉卻
是在被矇騙的情況下當了外遇，因為她以為自己
將會與周家明結婚，沒想到原來對方是有婦之
夫。她是被騙的受害者，值得同情。
女主角Me（王麗美）的婚姻被另一個女人介

入，她自己在面對之後的感情時也有一點特別的遭
遇，不肯定到底自己是Matt（麥子風）的正式女
朋友，還是Matt和前妻沈慧之間的第三者。這一
個第三者的角色寫得不落俗套，男朋友在未正式與
自己承諾一段關係之前與他的前妻發生一夜情，偏
偏她又懷孕。Me面對這個罕見的感情問題，也不
知道如何自處。編劇設計了這個矛盾讓男女主角在
其上產生衝突與和解，很有戲劇味道。
《愛美麗狂想曲》還創作了很多段特別的愛情，

都有着今天大都市男女覓愛的影子。相信除了蔡思
琪的無數艷遇之外，其他的都不是狂想曲。

《愛美麗狂想曲》的第三者

筆者每逢周四晚，
為香港電台第一台主
持（晚上10時30分
至午夜）清談節目

《講東講西》，並親自選曲，成
為每周四晚的節目特色；尤其十
多年前剛開始加盟該節目，其他
主持人位位名嘴、人人博學；劉天
賜、文潔華、馬鼎盛、岑逸飛、盧
偉力、馬恩賜等等，突圍而出，未
被淘汰，原來有賴在下親自選播
的歌曲。
當時仍設置聽眾「Phone In 」

環節，不少留言讚賞竟是選曲，
意想不到從中亦鼓勵了口齒一般
的自己，膽敢置身名家中間「發噏
瘋」！
好些聽眾更在聽過歌曲之後，排

隊Phone In問歌名，早期經常選播
歌曲之一為心儀指數No.1、超級偶
像神級 Joni Mitchell 於 2000年推
出，之前一再重唱重錄，1969年發
行並收錄在早期大碟《Clouds》的
名作《Both Sides Now》。2000年
大碟歌曲跟過去安排很不一樣，以
傳統爵士大樂隊（Big Band）伴
奏，除了收錄Joni自己幾首經典名
曲，還破天荒演繹其他創作人作品
或名歌手經典歌曲，例如無可比擬
的一代金嗓子Nat King Cole名曲
《Answer Me》 ， 大 碟 終 以
《Both Sides Now》立名。相信Jo-
ni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二十出頭
青春歲月寫曲時，勢難估計這首訴
說當年生下私生女嬰，卻無能力撫
養而送予社福機構安排領養的心
事，數十年後成為她輝煌音樂事業
其中至具代表性的作品。不單止，
當上世紀六十年代城市民歌天王
Bob Dylan於2016年奪得諾貝爾文

學獎，不少人質疑諾獎是否更應屬
於Joni？其作品的文學水平相對更
高，尤其《Both Sides Now》。
獎項輸贏誰可斷定？
中間包含太多客觀及主觀因素，

勢難一錘定音！
於Joni而言，公元2000年推出

《Both Sides Now》之前，幾經周
折，終於尋回當年自願放棄被人收
養的女兒，知其獲得極佳養父母撫
養兼得高深教育（多倫多大學畢業
及哈佛大學深造）最重要；除了真
正作為一名母親，她自己更已為人
祖母，有一名孫兒。
再高水平的天后也難抗拒這個

人生轉折，望盡天涯路，事業有
成不單止，貴為全球樂與怒創作
歌手藝圈長青天后，加拿大人公認
的榮譽國民，桂冠Icon，尋尋覓覓
終於重獲親情，回報以極空靈、深
沉的歌聲與重新樂曲編排演繹；
2000年《Both Sides Now》筆者決
定性終極至愛的歌曲，無論選用到
時裝系列發布，還是電台節目廣
播，都同樣得到各方正面回響，感
人至深。 （完）

選曲 2

隔離營伙食差劣後面的政務官心態
香港的公務員系統，有兩個特徵，

所有的政策制訂外判給予外國的顧問
公司處理，一旦出了什麼問題，可以
推卸責任，說這是外國顧問公司的方
案。另外，政府所有的採購，一律是
公開招標價低者得。有了這兩項絕
招，公務員就可以推卸掉許多責任和
繁瑣的工作。所以，許多事都辦壞

了，香港市民大眾怒火中燒，政府仍然一頭
霧水，到了下一回，同樣的毛病再度出現，
仍然不會改進。
香港出現了南非的變種病毒入侵，傳染力

可能加強，如果不及時找出傳染的渠道，就
有可能出現第五波爆發。所以，特區政府立
即封閉了多座大廈，把逾1,000名居民送入隔
離營。全體市民都以為以後的程序都相當穩
當，不會出什麼亂子，誰想到出現了隔離營
伙食差劣的問題，「丹尼食品」所供應的紅
蘿蔔肉碎飯、粟米肉粒飯、「泡沫長通粉」
由保鮮膠紙密封，好像啡色的瓷磚，又冷又
實，使用塑膠的匙羹企圖將食物分開，弄到
匙羹彎曲了，才可以分開食物，吃進肚子之
後，有30多人肚屙，疑食物中毒。有些人不
敢吃這些食物，分到的其他食物，是水泡杯
麵，名字叫做「麻油素麵」，淡而無味，屬
於杯麵品種最下價的貨品。
很明顯，衞生署很簡單地採用了價低者得

的方法招標，一餐飯的代價大約是30多元，
而且並不是固定時間供應，當衞生署落柯
打，十個小時之後，「丹尼食品」就要負責
把食物送到大嶼山的竹篙灣的隔離營，衞生
署在該處並沒有專人接收，並檢查質量，一
切都推給管理隔離營的民安隊，民安隊由一
般的市民自願組成，臨時拉夫，根本就不知
道隔離的程序、信息發布程序和有關安排。

市民對於伙食作出投訴，民安隊一問三不
知。衞生署也沒有人在現場當班，總部更加
是奉旨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公務員的假期，處
於休眠狀態。所以，有關隔離和伙食供應的
領域出了問題，只能夠星期一再想辦法補
救。補救的辦法相當簡單，更換一家食品供
應公司，就萬事大吉了。「丹尼食品」所供
應的食物不安全，有沒有細菌、有沒有違反
衞生條例、要不要起訴，全部沒有人跟進。
事件之後，衞生署的署長和相關的決策局常
任秘書長，都躲了起來，潛水了事，不必問
責。香港公務員的管理，明顯出了問題。
香港市民本着對社會負責的心態，相當服

從特區政府的隔離安排，有些人隔離21日失
去了工資收入，經濟陷入困境 。有些人生意
也做不成。有些人應允了別人的囑託，結果
臨時爽約。公務員如果有愛民之心，一定會
仔細地檢查隔離營的環境與伙食，務求做到
與他們平日的伙食和環境接近，不會讓他們
有坐監的感覺。本來，最好的做法，是讓一
位高級別的政務官居住進隔離營，與市民們
「三同」，及時回應隔離時所出現的問題，
作出改善。但是，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出
現，以常識來判斷，30多元一餐的標準，到
「大家樂」、「大快活」吃一餐晚飯也不可
以，負責招標的高官有沒有試食？提供伙食
的公司之前有沒有「食物不安全」的記錄，
原來是有的，2019年這家公司向學童提供伙
食，就發生過「食物變質使學童中毒」的事
件。中國有一句成語：「推己及人」難道政
務官連這樣的生活常識和操守也缺乏了？從
磚頭一樣的食品來看，食物公司供應的辦
法，就是預先製造了一批食物，然後放在零
度以下的雪櫃儲藏，等候衞生署的柯打，收
到了柯打，從雪櫃拿出來之後，再在微波爐

裏面加熱，然後由市區運送到大嶼山，又花
兩三個小時，到了隔離營之後，又派發到房
間外面，擺放了兩三個小時，結果就出現了
食物中毒的問題。
現在隔離營出現這麼大的問題，立法會的

議員應該邀請衞生署的高級官員接受質詢，
回應他們在處理伙食問題上究竟做錯了什
麼？以後怎樣改正？
荃灣荃威花園R座及鰂魚涌康怡花園N2

座，5月9日（星期日）獲准提前離開竹篙灣
檢疫中心後，但仍有數戶居民遭延誤，不知
什麼時間才可以離開。其間居民及其家人不
斷打電話給衞生署，追問原因為何？所得到
的答案是「所有人必須有陰性的檢測結果才
可以離開，我們的材料不齊全，不清楚，我
們正在聯繫和核對有關信息和名單」。這樣
就給被隔離者及其家人很大的精神壓力和不
安。信息溝通非常重要，如果衞生署大約提
早十個小時通知被隔離者，他們的檢測已經
通過，十個小時就可以離開隔離營，其他的
未有檢測報告的，可能要遲一些才可以離
開。市民就會安心得多。
直到星期一署方解釋，鑑於小部分檢疫人

士有需要接受多於一次病毒檢測，須等待新
的檢測結果為陰性時方可離開，加上涉及人
數眾多，核對身份和相關文件需時，故此部
分接受檢疫的人士未能同一時間離開。署方
兜來轉去，就是沒有面對面回應延後了一日
離開的居民的質詢：「5月9日署方為什麼沒
有掌握仍然沒有陰性的報告的名單？如果沒
有報告，署方可以乾脆宣布，這一批名單，
暫時仍然未能離開，直到獲得報告為止。」
署方在星期日沒有高級官員處理這個問題，
才是關鍵所在。把責任推給民安隊，顯然是
掩蓋失職行為的一種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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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i Mitchell 2000 年傑作
《Both Sides Now》原曲發放
於1969年大碟《Clou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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