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寧夏也是西夏

忘記了我的叮囑
我覺得我能成功
的原因，是我有點
阿斯伯格症的性

格。我不是精神病專家，我也不
能說我知道太多關於這個症的細
節。我想說的是，我是一個做一
件事就會堅持、保持目標第一、
專心的人。
很多人都會問我怎樣讀書、怎樣
有高專注力。這當然和訓練有關，
專注力也是肌肉，這是鍛煉得來
的。但你也要提供適當的環境。
我反覆思考了很久，直到最近
兩位即將入職的林作保險團隊新
人問我問題，我才恍然大悟。
第一位新人問我：「我快入職
了，你可以跟我講講某某類型產
品的概念嗎？」然而，這某某類
型是我打從第一天就跟這新人講
過我們不做的。尤其是針對他，
更不能做——他性格不適合。他
要麼就是忘記了我的叮囑，要麼
就更過分地記得我的教導但不接
受。
第二個新人，則是不斷跟我
說：「我還需要點時間，我不熟
悉產品，還需要更多地了解數字
和資料。」然而，我打從第一天
就跟所有我的新人講：我不要你

跟我在一邊看資料做專家，我要
你邊做邊學。愈是浪費時間學產
品，到最後你只會成為一個沒有
行動力的人。同樣的，她要麼就
是忘記了我的叮囑，要麼就更過
分地記得我的教導但不接受。
說到底，是什麼問題呢？就是

沒有倒空自己的問題。
我是一個只要接受了教我的教

練/前輩/上司的權威，我就會百
分百跟他說的去做的人。所以我
學什麼都快——我就找最好的導
師，然後好像一塊海綿那樣去接
收。但大部分的人，從未投入之
餘，也沒辦法放下自己，總是以
自己方式做事。
那麼請問，如果你自己那麼厲

害，你又怎麼會處在你目前的境
況呢？我是個頭腦極度簡單的
人。和我相處過的人都會喜歡
我，因為我很「直」。
你會覺得天真嗎？不會。蠢

嗎？大智若愚則可能。但我的好
處是，我永遠用最少的工夫達到
目標。靠的就是倒空自己，接受
別人教導，然後勇於冒險。
根本沒有任何更難懂的道理，

但卻可能區分了這個世界的兩種
人：能夠突破和原地踏步的人。

我的一個老同
學，常召喚我去寧
夏。老同學為人善
良真誠，小時候就

比我們同齡人懂事，總被選做班
長。我們共同插隊的陝北農村太
過貧困，只要能離開，去哪兒都
行。同學們想盡辦法陸續都走
了，老班長走得最晚，不知怎的
輾轉去了寧夏，在我的概念中，
是中國最苦的地方。
我對寧夏印象不深，倒是對西
夏着迷。西夏是一個神秘國度，
蒙古人攻滅西夏後，這個國家好
像突然消失了一般，不見了蹤
影。金庸小說《天龍八部》中曾
多次提到西夏，高手雲集的西夏
一品堂，西夏王妃李秋水和天山
童姥，西夏公主與虛竹的神奇邂
逅等。最吸引我的是尚存於賀蘭
山下的西夏王陵，那埋葬着神秘
的一堆堆土丘。
老同學口口相讚的寧夏有五寶：
紅、黃、紫、白、黑，即枸杞、黃
米、葡萄、羔羊、炭。枸杞，會煲湯
的香港人太熟悉了，寧夏是原產
地，當地的枸杞又紅又大又甜，寧
夏人家不煲湯，我解說了半天，
老班長也接受不了，她是把新鮮
枸杞放在院子裏，讓驕陽曬得又
乾又脆，當小食吃。
黃米，很像小米，比小米大一
些，是生長在西北的一種特殊

米，產量小，有黏性類似糯米，西
北人只有過年才捨得吃，黃米磨
成粉做成糕，用油炸了很香。葡
萄，到處都有，這裏長年乾旱土
地沙性，特別適宜葡萄生長，多
汁的葡萄做成葡萄酒，有名的「西
夏干紅葡萄酒」可以和法國頭等
葡萄酒媲美，可價錢便宜到你不
敢相信，它真有那麼好的品質。
羔羊，也叫外灘羊，吃肥美的草

長大，想來也吃遍地的枸杞，老同
學不用煲湯面色也紅紅白白，常
吃有枸杞的羔羊嘛。羔羊肉很嫩，
怎麼煮都好吃。羊皮更好，雪白柔
軟，都是整張的，做皮褸一流。
可惜當地處理得不太好，有膻味，
成衣的樣子也土氣，穿上像鄉村老
太婆。已經久不去寧夏，現在的式
樣一定完全不同了，原料是不是
吃枸杞長大的羔羊，就難說了。
最可貴的是「黑」，黑指煤和
炭。數千年前，寧夏是海洋，千古
之後，海洋變成地下豐富的礦
質，寧夏的煤和炭是最好的。有一
種最稀有的煤炭，名為「香砟子
煤」即香煤。古有詩云：「石綠香
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
是說女人以香煤燒成炭筆畫眉。
據說寧夏有梅花井，挖出來的
煤燒起來有一股香味，還能驅霧
霾。現在時興用「炭產品」，連
冰淇淋都有炭味的，香煤，應該
有更廣闊的市場。

香港現在的疫情好像稍為緩和，但仍有零星確診個案出現，所
以大家都要戴上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疫情至今已經一年多了，
而且不斷地影響着我們的正常生活。大家都希望快些過正常的生
活，可以到處旅遊。但現在周邊地方及國家的疫情，仍然好嚴

重。雖然歐洲及美國等地好像已經有點放寬防疫的步驟，但始終我們還是沒有
機會以正常的方式旅遊，更不明白這些地方，竟然可以放寬叫市民不用戴口
罩，感覺有點兒戲及防疫意識太低。
說回疫情，除了影響到一般人的旅遊計劃及習慣之外，我發現另一個影響到
的群體，就是我們俗稱「網紅」這一批人。「網紅」以往會到處旅遊，憑着自
己的旅遊經驗，發掘很多不同的名勝去介紹給網民認識，現在沒得去旅遊，所
以對他們的影響很大。以往不斷拍攝旅遊短片的「網紅」也要掙扎求存，用另
一些的方法與網友聯繫。就像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旅遊的人，現在沒機會出
外，唯有在網上觀看「網紅」以往所拍攝的旅遊短片來滿足一下自己。因為他
們所拍攝的影片，就好像帶着我們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旅遊，所以我經常也會
選擇一些自己喜歡的影片觀看，例如介紹日本、美國、加拿大等等。但我發現
一個現象，專門拍攝旅遊的「網紅」，現在也改拍了另外的題材，就是拍攝一
些有關香港的影片，例如一些「行山」的影片，甚至連各間超級市場最新的優
惠也跟網民介紹，而最多轉型的「網紅」所拍攝的影片，就是這一年最流行的
「宅住酒店」，他們會介紹不同的酒店的居住環境，再去介紹酒店的自助餐哪
一間比較值得光顧，目的就是要想盡辦法為自己的頻道增加曝光率。
「網紅」為了掙扎求存，想法多多，其中一個男性華人，多年前跟一個日本
女性結婚，在日本北海道落地生根，還生下一個可愛的小男孩。因為很多網民
也喜歡到日本旅遊，所以他們一家三口，經常拍攝好多北海道不同的旅遊景點
給網民欣賞，把這些鮮為人知的好去處呈現出來，結果我發現他在短短一年多
的時間，頻道的追隨者，由最初的萬多人升到現在已經30多萬人，這正正反
映出很多網民因為不能外出旅遊，就只好看一些旅遊影片當作自己也參與其
中。其實，喜歡看這一家三口的片段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3歲小男孩真
的非常可愛，有時候說說日文，有時候又會說些普通話，感覺很有趣。
另外，他們拍攝的影片很「貼地」，會讓你知道如果你有興趣移居北海道的

話，哪一個社區會比較好，附近有什麼超級市場或生活上所需要的地方，甚至
會介紹一些居住單位同購買房屋有什麼需要知道等等，就算你沒有這個打算也
好，也可從中獲得一些別的國家的資訊。但有時候看到他們介紹食物，品嚐北
海道長腳蟹、超新鮮的魚生，這些畫面已經令人流晒口水。
疫情的關係，真的影響了很多人，不過我覺得不要氣餒，只要堅持，總有方
法可以生存下去。中國人就是有這種頑強的精神，就算遇上困難，也會努力想
辦法繼續生活下去，這種「打不死」的精神，讓我們可以繼續努力，疫情總會
過去，我們只要先作好準備，便可以開開心心地，回到從前我們喜歡的生活。

網上旅遊

孕婦應否打新冠疫苗

上星期，我在香港深夜時分打電
話到美國加州找務雪姐（譚務雪教
授），她問我為何那麼晚仍未睡。

我說︰「因為我要等您起床，向您賀壽。」聽到
我一連串祝賀語，務雪姐心花怒放，頻說︰「真
好，什麼祝福都齊全了。」
這天正是務雪姐80歲壽辰。
事實上，每年務雪姐生日，我都打電話向她說

聲生日快樂。我很喜歡聽到務雪姐的聲音。她天
生一把嬌滴滴的聲音，與她在電話上聊天，令耳
朵如沐春風。務雪姐外表亦長得年輕，體態輕
盈，行動敏捷，無法令人將她與「耄耋之年」四
字聯想起來。
數天後，務雪姐寄來她與家人的生日會照片。

她與美籍意大利裔丈夫Anthony有一個兒孫滿堂
的家庭，幸福美滿。十年前，她從大學的教學工
作退休後，一直享受着自在寫意的退休生活。令
務雪姐回味無窮的，還有她的演藝生涯。務雪姐
的雙親是譚叔譚國始先生和黃姨黃蕙芬女士，兩
位都是教育界名宿。前者曾任香港教育司，後者
則是居禮英文書院校長。務雪姐受到父母影響，
畢生都是從事教育工作。
務雪姐受到父母的影響不單在事業上，兩位戲

劇界前輩也令女兒自小愛上戲劇。當務雪姐還是

小女孩時，已經經常觀看父母綵排。在她小六那
年，譚叔寫了一個名叫《兒女心》的劇本，務雪
姐憑參演此劇在校際戲劇兒童組比賽獲獎。熱愛
戲劇的她在香港大學念書時，憑着漂亮的臉孔、
高挑的身形和出色的演技，屢屢被選為大學劇社
演出的女主角，包括《桃花扇》的李香君和《太
平天國》的傅善祥。
1960年，譚叔和黃姨與7位戲劇愛好者成立香

港業餘話劇社（「業餘」），務雪姐隨父母加入
劇社。自此，她在劇社創下了不少個「第一」的
紀錄。「業餘」在1961年演出的創社劇目是姚克
教授的《秦始皇帝》，由清哥張清飾演秦始皇，
務雪姐飾演皇后。她是劇社首個舞台劇的女主
角。1963年，劇社開始參加演出麗的映聲的〈粵
語話劇節目〉，首個電視劇《如意即成》由King
Sir鍾景輝和務雪姐分飾男女主角。換言之，務雪
姐既是劇社第一個舞台劇的女主角，也是劇社第
一齣電視劇的女主角。
1964年，劇社在麗的映聲演出《清宮遺恨》，

是節錄自姚克教授的舞台劇《清宮怨》的半小時
折子戲，亦是由King Sir和務雪姐分飾男女主角
光緒皇和珍妃。大家可能對汪明荃於1975年演出
的《清宮殘夢》最有印象，更資深的電視觀眾亦
可能記起1970年慧茵姐在5集《清宮怨》中與飾

演光緒皇的陳振華（振華哥）合作的珍妃。原來
這兩齣由King Sir監製的無綫劇集都不及務雪姐
在麗的映聲演出的珍妃早。務雪姐才是香港電視
史上的首位珍妃。
劇社自1961年開始上演舞台劇，務雪姐1964年
離港赴英深造，自此告別劇壇。在短短的3年
中，劇社上演了8個舞台劇，其中5齣劇的女主角
均由務雪姐擔演。她是「飾演主角最多的女演
員」的紀錄保持者。
務雪姐還有一項紀錄，卻不但是「業餘」的紀

錄，更是香港劇壇的紀錄——「母女同台演出」
的紀錄。單是舞台劇，黃姨和務雪姐同台合演的
便包括《秦始皇帝》、《我愛夏日長》、《金玉
滿堂》、《陋巷》和《油漆未乾》，還有電視劇
《清宮遺恨》等劇目。務雪姐在香港劇壇的日子
如長空中的煙花，雖
然短暫，但綻放出來
的璀璨耀目影像叫她
和觀眾至今難忘。

香港電視史上第一位珍妃

哪些食物童年時
碰都不會碰？
年過三十開始接

受，過四十曉得享
受，過五十甘之如飴……苦瓜、
魚頭魚骨、鹹魚、雞背、鵝鴨頭
頸、欖角等等。
好朋友司徒衛鏞（William Sze-

to）去年出書《回憶的味道》，今
年加追，2021年香港書展再次與
三聯出版社合作，出版《節日的味
道》。昨晚27日邀請司徒到香港
電台第一台，出席筆者主持，逢星
期四晚清談節目《講東講西》，分
享各自節日味道的回憶。
上星期六為朋友慶生，由在下
邀請老牌名店「鏞記酒家」主持
人禮哥（甘琨禮）先生親撰古早
菜單，讓四桌16人吃得非常開
心，回甘程度難以言喻。古法炭
燒琵琶鵝之熏香肥美，眾人食後
肯定，回頭率絕對百分之一百；
田雞湯底冬瓜盅之甜美從未試
過，砵頭焗魚腸少卻甘苦多了甘
香亦一絕，前菜欖角烏魚扣之欖
角及烏魚扣皆為童年
時「唔吼」，今天卻
是口舌的喜悅，鏞記
佳廚將欖角拼烏魚扣
（烏魚台灣稱號，港
人一般稱之烏頭，吾
鄉新界元朗鹹淡水交
界水鄉之特產）炒得
極出色，當夜美食如
好戲一齣又一齣，目
不暇給，餐後審視當
晚所拍照片重溫美

味，這張「欖角烏魚扣」引起的
感想特別多，尤其童年的飯桌回
憶。
交通並非今天一日千里的方

便，感覺童年老家距離巿區特別
遙遠，大片明清建築烏瓦頂、青
磚牆、麻石腳古村，雖無什麼國
際美食，家中卻有供應不斷的鹹
淡水魚鮮，田裏即割即吃的菜
蔬，再早一點；連盤中飧皆自家
田裏耕種的著名元朗絲苗。廚房
永遠有幾盅炸豬油，下午肚空，
又未至晚飯時分，蒸熱冷飯加一
匙豬油，未夠？用豬油煎兩隻剛
從茅草雞乸竇內搜檢回來生下的
雞蛋、流黃荷包蛋，吃來爽極，
不一刻慰藉腸肚。鹹蝦砵是另一
具常備軍，以百分百純淨蝦糕蒸
全肥或五花腩豬肉，吃的時候加
一執壓碎炒香花生米，簡直農村
家家戶戶守門口大將。
那些年割一尾烏頭才得一副小

小魚扣（胃），細路哥不識滋
味，見媽媽或嫲嫲咀嚼形狀古怪
魚內臟，還吱吱渣渣怪叫；成長

後再嚐才知奇爽無比，境
況猶如魚雲魚頭︰「真係
唔識食！」
黑古勒掘的欖角，用小

砵頭盛着飯面蒸熟，永伴
飯桌；不用多，祖母用筷
子夾小塊即夠吃上半碗白
飯，孫子女們望着眼眨
眨，這滋味需要點歲月包
容，嚐通環球百味，回
頭；就一碗欖角鮮葱炒
飯，至銷魂！

欖角烏魚扣聯想

《華商報》影響力大 促進抗日的武裝鬥爭
抗戰爆發後，1937年10月，毛澤東

在延安向廖承志部署任務，開設香港
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完成3大任
務：一是向海外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八
路軍、新四軍主張和政策；二是把海
外華僑和各國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資送
到各抗日根據地；三是搜集國際最新

動態情況供中共中央領導人參考。
1937年10月，廖承志接受任務後，趕赴八

路軍南京辦事處，實習、熟悉工作。1937年
12月27日，長江局正式決定為加強華僑工作
和國際宣傳工作，派遣廖承志、潘漢年開設
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周恩來在漢口特地當面
告知英國駐華大使卡爾爵士，在香港設立不
公開掛牌的辦事處接收海外捐贈的物資、藥
品、款項，不妨礙英國對中日戰爭的中立地
位，請轉告港督加以關照。這個要求得到應
允。1938年1月，廖承志到香港，與在港的潘
漢年、吳有恒、連貫、張唯一、李少石、廖
夢醒等人決定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的開設細
節。廖承志為主任，潘漢年協助，連貫是公
開的負責人，總攬日常工作，並任八路軍駐
香港辦事處黨支部書記兼華僑工委委員。工
作人員有：李默農（李少石）、梁上苑、潘
柱（潘靜安）任機要秘書、羅雁子（羅理
實）等人。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設在中環皇
后大道中18號，即今日新世界大廈的位置。
前門的招牌為粵華行，批發售賣茶葉。後舖
是辦事處的辦公室。由於英國早已經掌握了
八路軍辦事處的性質，所以政治部的特務分
子經常在皇后大道中到娛樂戲院一帶進行巡
邏，曾經有共產黨的高層例如蔡和森在這一
帶被拘捕，然後關押在荷李活道的中環大館
（警察總部）。

《華商報》於1941年4月8日在中環荷李活
道102號創刊，是對開四版一大張的晚報。其
創刊號頭版正中位置還刊載了香港大資本家
何東爵士的題詞︰「喚醒僑胞」，以增加華
僑商人的味道。報紙由鄧文田任督印兼總經
理，其弟鄧文釗（解放後曾任廣東省副省
長）任副總經理。由於香港當時是在港英殖
民當局高壓的統治下，國民黨的特務又在香
港遍地橫行，《華商報》僅能以香港工商界
喜聞樂見的報紙的面目出現，相當低調，堅
持執行統一戰線，並且刊登社會新聞，配合
香港報紙的風格。當時大量中國的作家、小
說家、教育界人士，因為逃避日本侵略者的
壓迫和殘害，紛紛逃難到了香港，香港成為
了人才濟濟的地方。
廖承志邀請范長江任社長、張友漁為總主

筆、廖沫沙為編輯部主任，陸浮、張惠通分
別擔任採訪部、營業部主任。從創刊起，該
報就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向廣大華僑宣傳中
共的團結抗日主張，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
抗戰、積極反共、殘害人民的行徑，並以其
翔實的內容，鮮明的立場，透徹的分析，生
動的文筆，獨到的見解，以及精闢的國際評
論，名人薈萃的文藝副刊，吸引着海內外眾
多讀者，在海外僑胞中享有很高聲望。
要聞版刊登的內地政治形勢的真實情況，

每天一篇社論傳達共產黨的聲音，及時反映
海外僑胞的意願，經常刊登反映國內外真實
情況的通訊，以及有關華北、華南地區八路
軍、新四軍英勇抗日的報道。此外設有大大
小小的言論、雜文，與社論形成相呼應之宣
傳效果。還有每周一篇喬冠華的《國際一
周》和張鐵生的《稠州閒話》，對國際形勢
的動盪變化，分析得有理有據，讓人心服口

服。還有接連不斷刊登反映現實鬥爭的作
品，如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茅盾的長篇
連載《如是我見我聞》、范長江的長篇通訊
《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
濟》等，在讀者中影響都很大。該報除了在
香港和內地發行外，還銷往新加坡、檳城、
越南等地，銷售量達一兩萬份。
《華商報》1946年1月4日在干諾道中123

號海傍復刊，是兩棟5層高的辦公樓，樓下是
新民主出版社門市部，內進是有利印刷公司
的印刷車間，二樓是排字房，三樓是編輯
部，另一邊是「群眾周刊」，四樓是經理
部，五樓是員工宿舍，因為經常會有國民黨
的暴徒搗亂，樓下經常配備了精壯人員，要
準備隨時有國民黨特務突襲或者放火，所以
門房的地方準備了滅火的沙粒和木棍。
當時香港的人口大約為50萬人左右，兩萬
的銷路，可說是蓋過了許多老牌香港報紙。
由於《華商報》刊登了大量八路軍和新四
軍戰區游擊隊的戰鬥結果和捷報，鼓舞人
心，加上分析國際形勢的評論，對戰爭動態
的經濟形勢也有很深刻的分析，發揮了巨大
的影響力。部分報紙通過秘密渠道流入內
地，更有大量的報紙外銷到印尼、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等地，受到東南亞華僑的歡
迎，《華商報》對於團結東南亞的華僑，進
行募捐大力支持抗戰，並且向敵後根據地輸
送藥品和戰略物資起着巨大的作用。毛澤東
和周恩來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就建立了
利用香港作為抗日的輿論陣地和戰略物資供
應地，並且實施統戰英國、統戰工商界和華
僑界的長期戰略，並且為上世紀四十年代的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方針政策，
提出了全球戰略性的理論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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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務雪（左）是香港
電視史上首位珍妃，旁
為鍾景輝。 作者供圖

●老字號「鏞記酒
家」傳統古早美
食：欖角烏魚扣。

作者供圖

香港很多人在憂
慮應不應該打新冠
病毒疫苗？打哪一

隻？特別是有些準備懷孕或已懷
孕者。有什麼好處和副作用？會
否影響胎兒？
懷孕婦女萬一感染了新冠病毒
出現嚴重併發症高於非懷孕者，
引致早產的機會高兩至三倍。
香港婦產科學院對一些常見問
題作出如下解答︰
問︰接種新冠疫苗前要驗孕
嗎？答︰接種疫苗前無須驗孕。
但如果想在接受疫苗期間避免懷
孕，你應避孕，於下次經期後才
接種第1劑疫苗。
問︰如正計劃懷孕，我可以接種
新冠疫苗嗎？答︰建議在懷孕前先
完成整個接種過程（已接種2劑疫
苗）。這將減低您在懷孕期間感染
病毒的風險，以及避免新冠病毒相
關的嚴重併發症（如早產）。
問︰如果我接種第1劑疫苗後
懷孕，該怎麼辦？答︰您可在原
定的時間間隔（3周）後接種第2
劑疫苗。但如果您對疫苗在懷孕
期間的安全仍然有憂慮，您亦可
以延遲接種直至孕期完結。您應
因應個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而
作出決定。
問︰新冠疫苗會影響生育能力
嗎？答︰沒有證據顯示會影響生
育能力。
問︰我現正懷孕，應否接種新
冠疫苗。答︰應該。建議您接種
疫苗以對抗新冠病毒。

問︰孕婦應接種哪種疫苗？
答︰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
（香港目前的選擇是復必泰）。
問︰如果我在懷孕期間接種疫

苗，是否需要額外的醫療護理？
答︰於接種疫苗當天，您可獲得
一日病假或出席證明。如您在接種
疫苗後感覺不適，建議就醫。
問︰接種前，我應否告知醫生

正在懷孕？答︰應該。
問︰懷孕期間，應該在什麼時

候接種新冠疫苗？答︰建議盡早
接種。由於帶病徵的新冠病毒感
染會提高早產的風險，建議孕婦
在早期或中期懷孕接種疫苗。如
已於懷孕中後期階段，您仍可透
過接種疫苗以減低因感染新冠病
毒而出現嚴重症狀的風險。
問︰新冠疫苗會增加流產的風

險嗎？答︰沒有證據顯示會增
加。如您擔心孕早期影響胎兒發
育，您可於懷孕12周後接種疫苗。
問︰新冠疫苗有哪些副作用？

答︰一般疫苗副作用很常見，如
注射部位反應、頭痛、肌肉痛、
發燒、發冷、疲勞和關節痛。嚴
重不適要看醫生。
問︰我要停餵母乳才接種疫苗

嗎？答︰不需要。
問︰接種新冠疫苗與百日咳疫

苗有衝突嗎？答︰接種後，應推
遲14天後才接種百日咳。
根據政府防疫中心的指引狂犬

病，破傷風疫苗可同新冠疫苗同
時進行接種。戴口罩，勤洗手，
不能因為打了針而掉以輕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