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曬乾的葡萄

為自己人生設定目標
昨日和一位客戶
會面兩小時，講儲
蓄保險，為退休保

障做準備。我每日見客，一年多
下來，見客量真的很多，雖然醫
療危疾類保障做到去年全公司2
萬幾人頭幾名，但儲蓄類才是我
做最多的，今年來說是我總業績
的七成半左右，所以我很明白客
戶對這種保障的心理——怕自己
負擔不來。
昨天的客戶，我認為問題在於
沒有決心安頓自己的未來。這不
是一時三刻能解決的，因為每個
人對自己人生的規劃都不一樣。
但我打個比喻——我有決心要打
敗鍾培生，為此未來5個月我要
每日練拳，確保能打贏。下定了
打贏的決心，請問我會不會跟教
練說︰「我怕我未來幾個月太
忙，會來不了練拳。」不會，我
會死都擠出時間來練拳，因為我
目標清晰：打贏拳賽。
類似的，你下定了決心要退
休時得到保障的話，你會跟我
說你怕每個月幾千元，供款只
不過 5年，你也覺得應付不來
嗎？最後，我反過來叫客戶回家
先想想吧。
老實說，很多時候我覺得我不
是在做什麼保險，而是在做一個
人生哲學顧問，和客戶們講講如
何思考人生，又或者應該如何過
自己的人生。

我的很多客戶其實年紀都比我
大，40、50、60甚至70歲的男女
客戶都有，而且比例頗為平均，
但我還是一樣地很多時候在給着
我的建議，因為其實人活得再多
年都不代表真的懂很多道理。
我就着這個客戶想分享的道理

很簡單——人要先設立目標，不
要理難度有多大，然後再制定計
劃，勇往直前不顧一切向前衝。
而不是本末倒置，先看自己有多
少能力，然後就着自己能力設定
目標——甚至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也沒有什麼目標吧，就是走到哪
算到哪。
後者是平庸者的做法，很難

有什麼成就的，但確實是大部
分人的做法，包括我昨天這位
客戶。
我很同意你的目標不應不切實

際。例如，我不能設定目標去打
敗拳王泰臣，或者成為美國總
統。但我要打敗鍾培生，或要成
為香港特首，這就並不是不可理
喻的。同樣地，一位收入幾萬元
的客戶，每個月知道能夠儲蓄幾
千元，但卻不敢下決心做，就是
一個沒有清晰目標去追的人。
我是一個有極度清晰目標然後

只顧着向前邁進的人，所以很多
時候我能夠改變我身邊人，包
括客戶的思維。但你願不願意
開放地去接受我的建議，我就無
法控制了。

疫情中，時間卻
過得飛快。被美國
警察暴力致死的黑
人喬治弗洛伊德已

經去世一周年，這個冤案震動
了全世界，留在人們心中的陰
影永遠不會消失。去年，北京
人藝上演一部話劇《陽光下的
葡萄》。這部首演於1950年的
美國話劇，抨擊種族歧視，講
述生活在芝加哥的黑人一家
人，被欺凌壓迫得無法生存，
就像曝曬在烈日下的葡萄。
《陽光下的葡萄》在美國上
演後大受好評，十年間演出500
多場。中國女翻譯家、北京人
藝的吳世良把此劇譯成中文。
說起吳世良，知道的人可能不
多，但她丈夫英若誠可是大大
有名，夫妻倆都曾經是北京人
藝的演員。吳世良英文好，給
曹禺做過秘書，給周恩來做過
翻譯，她的中文也好，連英若
誠都自愧不如，可想而知《陽
光下的葡萄》出自她的筆下一
定十分精彩。不知何故，吳先
生翻譯的這個劇本一直沒有上
演，手稿也不知去向。就在
2020年，這個遺失多年的中文
翻譯劇本，突然出現在一個拍賣
公司的拍賣名錄上。這種事並不
稀奇，我的一部話劇，也是手
稿，也曾經莫名其妙地被上網拍
賣，朋友輾轉告訴我的時候，已
經被賣掉了。和吳先生的家人一

樣，我們完全不知道背後經手的
是什麼人，稿件全部出自北京人
藝，看來「謎」是有源頭的。
吳世良的兒子英達設法通過朋

友拿回母親的手稿，並要把劇本
呈現在舞台上。故事講述美國一
個生活貧困的黑人家庭，母親信
仰上帝，想有一間自己的房子，
女兒想上大學當醫生脫離貧困，
兒子想開一間酒吧自己做老闆，
這一切都因為父親的死亡，有一
筆十萬元的保險金變得實際起
來。正當幻想就要實現，一切可
能成為現實，保險金被騙子洗劫
一空。兄妹互相埋怨，大叫天不
給黑人活路，眼看一家人就要四
散分離，母親不肯認命，帶領兒
女向死而生，她決定搬到白人聚
集區，然後就住在那裏！
正在全世界為種族歧視群情

激憤的時候，一個遺失了幾十
年，為黑人鳴不平的遺稿失而
復得，這也許是天意。英達拿
着劇本向劇院講明來龍去脈，
希望由自己做導演，來圓母親
的夢。人藝決定建組，進排練
場排戲。正是疫情最嚴重的時
候，全體演員和工作人員沒有畏
難，只用了兩個月時間就趕排出
來，在北京隆重公演。上千人的
劇場限制百分之五十觀眾，隔一
個座位坐一個人，這是一向滿場
觀眾的首都場從來沒有過的。好
戲就是好戲，及時推出的好戲，
是不受這些影響的。

當了通宵工作節目主持人已經13年有多，有很多人在不同時
間也會問我會不會好辛苦，很坦白地說，13年的日子裏面，我只
有幾天曾經覺得辛苦，這種辛苦只是比較「睏」的感覺，不是因
為通宵工作的關係。而且有機會主持一個自己喜歡的音樂節目，

其實是一種享受。
我經常跟自己說：「有什麼工作既可以賺錢，又可以是自己的興趣，相信很

難找得到的，所以要好好珍惜。」但通宵工作總有點苦處，有很多人也不知
道。在這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通宵工作的好與壞吧！
撇除工作的因素，通宵工作在生活上的苦處也有很多。就好像上星期準備駕
車回公司工作，就深深地感受到這一點。話說從家中到停車場大概需要步行5
分鐘路程，才到達停車場大廈，沒錯，因為樓高8層的停車場就好像一座大
廈，而且這停車場除非你買入私人車位，不然的話，每日只可以先到先得的方
式來泊車。如果比較晚回家的話，可能要把車子駛到最高層8樓才有位置。而
那個晚上，遇上準備駕車工作，當步行到停車場大樓附近，才發現經常乘搭電
梯的位置封閉了，管理處張貼說「電力測試工作進行中」，所以我又要走路多
5分鐘去另一個大廈入口乘搭升降機到停車場。結果到了這個入口，又發現升
降機停止服務，我立刻說：「唔係啩，咁我點上停車場呀？」因為我的車子停
在第7層的停車場，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唯有一口氣步行上7層樓高的停車
場，你要知道，停車場的高度比平常我們住宅的高度還高一點，結果我這個平
時沒有運動的人到了7樓之後，喘氣到不得了。
就是說，如果我是日間工作的話，相信沒有這個情況出現，因為很多維修工
作也會在通宵時間進行，怕會影響日間工作的人，但我這一群通宵工作的人就
要面對這種待遇嗎？而且當然知道沒有選擇的權利。
另一個通宵工作者的苦處，就是通宵工作完畢之後才睡覺，但久不久就會聽
到大廈不同單位進行裝修，可想而知，裝修所發出的音量有多大，這種情況我
都經歷過多次，就算睡覺時用「耳塞」也好，其實也沒有多大幫助。通常裝修
不只是一天的時間，所以連續幾天也會睡得不好。而且早上睡覺的關係，往往
會聽到一些晨運客高談闊論的聲音，我知道他們不是刻意的，但對於我這些人
來說，也會影響睡眠質素。
自己最切身的問題，就是身體機能的轉變。還記得初初公司委派我當通宵節

目主持人的時候，經過一段時間才可以適應下來，感覺上自己的臉色及身體狀
況也很好，跟以前沒有多大分別。但經過十多年的日子之後，很明顯身體變差
了，例如突然間「驚恐症」出現。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通宵工作的原因而
引發，但我記得9年前患有「驚恐症」，找心理醫生輔導了兩次便完全好轉，
但9年後的今天，症狀再次出現，我竟用上半年時間尋求不同的方法去治療，
可以坦白地說，只是不過不失而已。原因可能是年紀大了，以及因通宵工作影
響身體。
雖然我自己對這個情況有點着意，但也沒辦法，為口奔馳，沒有其他的選

擇，而且今天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已經覺得很好，應該要好好珍惜，所以
在未來日子，要好好保養身體，這是我未來的重任。

通宵工作的苦處

在美加一開始並
不是你想打新冠疫
苗就有得打的，而

是要按配給的先後次序。我在美
國、加拿大的朋友因為在醫院工
作，每天有機會接觸到確診病
人，一輪到自己就馬上去打了新
冠疫苗。
在香港因為疫苗充足，不需要
憂慮現在不打就沒有疫苗，所以
很多人持觀望態度，有些擔心自
己的身體會不會出現副作用，政
府呼籲他們問自己的家庭醫生。
而事實上很多香港人並沒有固定
的家庭醫生，特別是年輕一代，
平時無病無痛更加不會定期驗
身。為了接種疫苗有不少人做身
體檢查，雖然20多歲的女孩子體
重只有45公斤，但總膽固醇竟達
到10.8，低密度不好的膽固醇達
到7.5。比正常的度數超過一倍。
另一位三十出頭的女孩空腹血

糖達到12，血糖蛋白指數達到
14，小便中有酮，是嚴重的糖尿
病。當你問她們飲食習慣的時
候，發現完全沒有節制，想吃什
麼就吃什麼，年輕人特別喜歡吃
和牛、煎鵝肝，吃快餐、薯片，
零食，夏天喝汽水、果汁、加糖

的奶茶、檸檬茶不離手，雖然宅
在家裏自己製作麵包、曲奇餅、
蛋糕等等，但你做過就知道了，
裏面含糖分和牛油很重的，如果
牛油少就不好吃。
有幾位因為平時有血壓高、糖

尿病、膽固醇高，問醫生可不可
以打新冠疫苗，醫生建議他們做
心血管電腦掃描造影，結果發現
心血管阻塞了90%，要做通波仔
手術。
也有幾位仁兄順便做腸鏡而發

現是早期的腸癌，要做腸切除手
術。
因為限聚令和不能出外旅行，

現在去郊野公園行山的市民明顯
增多，最近我參加了香港行山
節，本來我們一班義工去郊外執
垃圾帶動香港郊野清潔運動，但
沿途見到很少垃圾，可見香港人
的公民意識還是很強，令我由衷
地高興。
一場疫症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

距離，令到大家關注健康、親近
大自然，而這些朋友為了打疫苗
而去驗身，結果發現嚴重的糖尿
病、膽固醇高甚至癌症，因禍得
福。否則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發
現，甚或耽誤了治療。

香港特色 打疫苗驗身

由法國劇作家Florian Zeller編寫
的舞台劇《Le Père》於2012年在巴
黎首演，兩年後獲得「莫里哀戲劇

獎」的「最佳劇本獎」。2017年，香港話劇團首
次將此法國名劇搬上香港舞台，直譯劇名為《父
親》。該劇獲得該屆「香港舞台劇獎」4個獎
項，包括飾演父親一角的毛俊輝奪得的「最佳男
主角」獎。
2019年，話劇團重演《父親》，同樣演出成

功。
去年，就在《父親》的布景已經在舞台搭好，

三數天後便公演之際，卻因疫情關係，該劇被迫
取消演出。可以想像話劇團的損失之巨和善後工
作之煩。
幸好疫情稍緩，《父親》今年可以順利演出。
《父親》上演前，我與一位朋友見面，談到電

影版的《父親》（港譯《爸爸可否不要老》）。
我向她推介即將上演的舞台劇版《父親》，怎知
她忽然默不作聲，接着眼淚盈眶，以哽咽的聲音
擠出兩句話︰「我不需要看舞台劇演出，因為我
見過現實生活的真實版本。」
跟着，她向我述說她患了腦退化症的父親和姑

母生命中最後數年的生活點滴。她身為孝順的女
兒和侄女，兩位患病長輩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行
為都令她有錐心之痛。
從外表看來，他們完全是與我們最熟悉不過的

親人。可是，實際上，在他們的腦海中卻可能已
經沒有了我們和我們之間共同創造的記憶。被自
己所愛的人忘記自己，活像被人掏空了心。
數天後，我到一對70多歲的鄰居夫婦家中。以
前我常常在他們門前跟老太太聊天，有時也探訪
他們。他們有一段時間身體不適，我也幫忙照顧
他們。他們非常喜歡我，將心裏話都告訴我。可
是，可能近年大家的出入時間改變，我即使經常
經過他們的大門，也甚少碰到他們。加上疫症關
係，我更加不會探訪老人家。現時回看，原來我
上一次到他們家中陪他們聊天，竟然已經是4年
前的事情！
這些日子，我偶然以社交媒體與老先生通訊，
向他們問好。最近，老先生說他們快將移民，我
便再次到他們家中見見他們，說句再見。老先生
見到我非常高興，說要上樓陪同老妻下來。我聽
到他這樣說，很擔心老太太身體有問題，否則哪
用丈夫陪同下樓呢？

老太太下來了，精神飽滿，行動自如，笑容可
掬，比前更圓潤了一點，我立時放心了。我喊了
她一聲，她看着我，老先生跟她說︰「是小蝶
啊！」她再望着我，自言自語地說︰「小蝶？」
我連忙問她︰「您不認得我了？」她搖頭說︰
「不認得。」
我驚呆了，本來剛放下提起了的心又再彈得更

高。難怪早前我在屋苑內碰到他們一家外出，我
喊老太太時，她只「哦」地回應我。我以為他們
趕時間，沒有停下與我聊一兩句，原來她根本不
知道我是誰。
我現時才記起老太太多年前曾摔倒，後腦着
地。之後，她告訴我她有時會忘記事物，腦海一
片空白。我以為是跌傷的後遺症，原來是腦退化
的先兆。
那個下午，我坐在他們的客廳與老先生聊天，

老太太亦與我們一起坐。我們笑時，她也笑。一
切都恍如4年前那個下午的畫面；可是，連老先
生也不知道數十載的枕邊人到底在想什麼東西。
我拉着老太太的手，心很痛，雙眼濕潤起來，

但她還是笑瞇瞇地看着我。翌日，我第3次觀看
《父親》，那份惆悵更重了。

腦退化長者的哀歌

《黑白魔后》
（Cruella）香港剛
上映不久，2021年
歐美暑期大熱電

影。本來所知不多，住在西澳洲
柏斯的甥女發來短訊，要我一定
入場觀賞；因為不含色情、過分
暴力、粗言穢語，一家四口，夫
婦二人帶着6歲及9歲一雙兒女
一起入院看戲。
甥女說她一邊看，一邊掛念故

鄉倫敦風景及親友，也勾起童年
來港參加我的Fashion Show及遊
玩於我的設計作品。
以時裝作為中心，老一輩設計

師男爵夫人（英國奧斯卡金像影
后愛瑪湯遜Emma Thomson 飾
演）與年輕設計師 Cruella（美國
奧斯卡金像影后愛瑪史東Emma
Stone飾演）以服裝展示，宣傳手
腕大鬥法，格局看來將是不斷續集
的橫空出世片種。充滿五花八門
時裝風景的電影情節，勾起了
筆者不離不棄的時裝情懷，與
隨時候教出山玩耍的心情。
剛好與中環荷李活道「燕譽

堂」及「承真樓」中國文化研
究中心，共8位包括林天行等
藝術家合作，參與6月24日開
幕《墨墨．涓流》當代水墨浮
光為期整月的展覽，自己原
定作品以安靜低調形式與情
緒主導，看過《黑白魔
后》，勾起自己一貫處理時
裝兩極化之躁動、喧嘩、超
越人體誇張的一極，回家重
新審視草稿；Cruella與自己
上世紀八十年代倫敦上課的
街頭創意時裝呼喚下，將原
意扔到垃圾桶，搜出工具，即

時製作另類方案。
跟基礎扎實的藝術家有別，水

墨是他們落筆的最重要媒介，於
我卻是偶爾扣門的靈感。作為一
名側重創意設計的設計師，尤其
於數年前先因身體健康、後因心
情引領，雖未至退休，卻已半退
休或退而不休；所謂「退」，指
商業範圍，不讓自己過分接觸商
業為主的設計工作，再不會像孫
悟空翻騰上天下地的過去，一切
隨緣而安。
時裝歷史上至重要的巨匠之

一Coco Chanel曾說過：「時裝
不是革命（Revolution），而是
進化（Evolution）！」
從事時裝設計工作數十年，隨

緣而安心境漸達；過去轉來轉去
「玩」時裝猶如革命，如今漸次
「進化」回頭細望，何不處之以
小玩意？讓童真落墨，讓笨拙粗
糙手法落筆？

小玩意

粵劇《香江號》反映抗疫唱做俱佳
粵劇《香江號》正在西九戲曲中心

大劇院上演，購票踴躍，大老倌龍貫
天、衛駿輝、陳鴻進、李沛妍、裴駿
軒落力演出，唱做俱佳，編曲悠揚，
非常悅耳，舞台美術和幻燈布景很有
水準。利用粵劇結合當前的形勢，用
現代戲的方式表現，是一個勇敢的創

新，讓觀眾大開眼界。
粵劇《香江號》的故事說在上世紀五十年

代，香港曾經出現了一場瘟疫，香港的一個
粵劇團準備在年初一演出，由於突然發生瘟
疫，政府下令戲院不准公演，眾人不知所
措。粵劇花旦凌楓因為略有積蓄，決定投身
抗疫工作，向外國購買一批藥物和抗疫的物
資，協助港人渡過難關。凌楓得到消息，戲
班手足全沒有生計，決心挖出自己的積蓄，
幫助全體手足解決伙食問題。
另一位文武生蔣日天也是為了戲班的生

存，想方設法籌款，留住了戲班，不至散
夥，他甚至要變賣自己的戲服。蔣日天聯絡
了一位好友陳振華醫生，兩人決定到隔離病
人的孤島當義工，為病人服務，抱着九死一
生的精神，研究疫苗，讓香港能夠重生。孤
島冬季的時候，遇到了寒流，缺乏毛氈和冬
衣，蔣日天與凌楓一起發動了募捐寒衣的運
動，得到了富有商人的支持。而前往孤島的
帆船叫做「香江號」，意味着港人大團結，
守望相助，共抗疫情，終於得到勝利。 故
事映襯了今天的香港全體居民團結抵抗疫病
的現實，訴說既然上一次我們有抗疫成功的
例子，今日國家更加強大，所以，對付新冠
病毒也有各種疫苗，我們的抗疫也一定會取
得勝利。

而故事的主題以古喻今，振奮人心。
但，有關的故事，內容相當含糊，沒有具

體說明這是鼠疫病症，也沒有說出隔離病人
的孤島就是昂船洲。觀眾們由頭到尾都不知
道瘟疫是呼吸系統傳染病抑或是鼠疫。有關
的故事裏面，只是說有關疫苗的研製沒有成
功，陳振華醫生為了研究疫苗染上了細菌，
英勇犧牲。接着，花旦凌楓與文武生蔣日
天，心有靈犀一點通，互相一起發夢，訴說
愛情和共同抗疫的事業，深信團結港人百折
不回，百煉成鋼，香港的抗疫事業也一定會
勝利。
由於夢中相會，出現了《帝女花》的場

景，長平公主也登場唱出了《香夭》，接
着，凌楓和蔣日天以《香夭》的旋律，唱出
了樂觀的前景。看來，編劇仍然有一點生
硬，未能以具體的事實說明中國人抵抗「黑
死病」（也叫鼠疫）疫症，曾經有過驕人的
成績。編劇未有做好資料搜集工作，劇本如
果經過改寫，讓中國觀眾看起來，則更有親
切感和藝術的魅力。1894年5月至10月，在
香港爆發了鼠疫，病者多數來自上環華人貧
困者聚居的太平山街，導致2,000人以上喪
生，三分之一的人口逃離香港。此後至1926
年的30年間，鼠疫幾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現，
總共導致超過2萬人死亡。
另一方面，細菌學家在1894年首次在香港

分辨出導致鼠疫的病原體鼠疫桿菌，為防治
鼠疫開始了重要的一步。在1907年全港的電
燈柱掛了大概有650個老鼠箱，目的是收集死
老鼠，研究老鼠傳播疫病的有關數據，而單
在該年的4月至9月，香港細菌學院便收集了
1.9萬隻死老鼠，當中有23隻有鼠疫。當時正

是清政府的晚期，1910年馬來西亞華僑醫生
伍連德到了東北當上衞生局長，他是廣東
人，是留學英國的醫學博士，被清政府任命
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他從病人入
手，解剖病人的屍體，從而確定此次病源就
是鼠疫。另外他下令通過隔離病人，焚燒屍
體的方法，使得病疫得到有效的控制。
到了1911年3月，死亡人數就降低為零。
他通過不斷地調查，精確定位源頭為俄國大
烏拉站的一間華人工棚裏，為徹底消滅鼠疫
解除後顧之憂，在伍連德的領導下，只用了
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
鼠疫大流行，創造了醫學史的奇跡。1911年4
月，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奉天（今瀋陽）
召開。參加的國家有日本、英國、美國、俄
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奧地利、
墨西哥和中國，共11個國家的醫學專家。
在這次大會上，清政府代表伍連德當選為

會議主席，由此可以看出，他當時在國際上
的影響力。
到了1926年，由於有了疫苗和防治鼠疫的

醫學手段，鼠疫不再流行。本故事可以更多
地介紹伍連德的成就和消息，以及陳振華醫
生就是伍連德的學生，受到了伍連德的愛國
思想的影響，並且和伍連德一直保持書信來
往，獲悉了中國4個月就能制止疫病的發展，
他也照着這個辦法隔離病患者，全力捕殺老
鼠，並且洗太平地，他解剖老鼠追尋病毒，
不慎受到感染而死亡，但是有關發現有助後
來研製出疫苗。如此一來，故事更加動人，
英雄人物更加飽滿了。
發夢的《帝女花》片段，完全可以刪去，

整個劇情更加一氣呵成，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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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兩影后愛瑪史東與愛瑪湯
遜在《黑白魔后》大鬥演技，一
嫩一長各擅勝場。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