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閒話九龍城

第4種人的分別
英文裏面有句很
好的話，翻譯過來
大約是「你說什麼

不重要，關鍵是你怎麼說」。我
最近發現，怎麼說幾乎是定奪了
一件事能夠解決、辦成，而實際
內容，可能是愈基本愈好，沒有
什麼要訣。
我每個禮拜都在訓練新人。新
人們很喜歡吸收資訊性的東西，
很喜歡聽他們沒聽過的。我在教
了一堂理論後，就會在下一個禮
拜要求他們試試講一次。
有趣的是，會有 3種表現方
式︰
第1種，是沒有完全收到你的
訊息，沒有好好聽、沒有好好做
筆記，也沒有好好複習的人。走
出來，根本什麼都做不好。這種
人沒什麼好分析的。
第2種，是接收了你的訊息，
然後生硬地背出來。實際上他們
也會說是「背」出來的。有些人
會背得很好，數據很齊全，但你
能感受到是流於表面的感覺。能
背，但感覺不自信，沒有給人一
種可靠的感覺。但留意，他們講
出來的東西，是完完全全正確
的、完整的。
第3種，當然就是能夠講出來
和第2種一樣，但感覺是很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有自信，胸有成
竹的。這種人也沒有什麼好評論
的，就是資優生。

我想講的，是少數的但存在的
「第4種」——沒有好好聽書，
但講出來是頭頭是道的。這種，
我才認為是高手。第 1種是垃
圾，第2種是平庸，第3種是正
常，第4種，才是高手。
為什麼我說這種人是高手呢？

因為這代表此人無論面對任何情
況，都能夠游刃有餘。即使遇到
未知的情況，他都依然能夠從容
自若去面對。因為他根本就很習
慣在不懂的情況下裝懂。當然我
們應該說得好聽點，這種人在不
確定的情況下依然能給到合理的
回應和答案。
這種人，很多是天生的，存在

於DNA裏面的。但也可以是後
天的，源自於成長和教育環境
的。
我覺得自己是來自於後者。我

自問小時候不是一個反應很好，
能夠隨時隨地吹噓的人。我的轉
折點來自於在英國讀寄宿中學
時，學生們的文化。
這種文化就是在於大家都對在

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就能滔滔不絕
視為大家的理想境界。這是和香
港文化截然不同的。這裏的人，
總是需要準備充足，萬事俱備，
卻忘記其實最重要的一切，一個
人應該已經擁有。
慶幸的是，我的新人們都有這

個覺悟。因為他們的師父—我，
不會允許他們不明白這個道理。

很久沒有去過九
龍城了。「華南影
聯會」在疫情中基
本沒有什麼活動，

之前還是很活躍的，逢年過節都
會有雀局聚餐、新年舞會、生日
會、檢查身體等等，我經常不在
香港，參與很少。7月，接連組
織觀看電影《1921》，這部為中
共建黨百年拍攝的電影早在2019
年已在籌備，幾經周折，能夠拍
成，票房不低，很不容易。觀影
在九龍城廣場「影藝戲院」，影
藝原址在灣仔，後來因租金太貴
搬到九龍城。
華南影聯會會址就在附近，那
座久經歲月的小樓已經屹立幾十
年，依舊牢固。旁邊一個新地盤
正在打地基，想來曾經想收購影
聯舊樓，但影聯是不會賣的，這
裏有多少對香港電影有功的老牌
電影人的記憶和痕跡。
起碼十年沒到過九龍城，天落
着雨還有風球，但街上遊人很多，
拉家帶口，餐館都是滿的。多間
在此地經營幾十年的老牌餐館屹
立不倒，想來是早年買下舖面，不
用為租金發愁。餐館以泰國菜最
多，最受熱捧的是老字號「清真牛
肉館」，聞名已久，從未光顧。
找到館址，只見鐵閘關閉，心
中一涼，關了？再看，上寫「遷
至新址」。新址舖面不小，門口
有近三十多人冒雨等位，這要等
多久？改日吧，剛要走，只聽連

連叫號，一下子已進去一半人。
店堂裝潢實在一般，好在來人

意不在此，都是為了牛肉餡餅。
在香港吃過一兩次北京餡餅，有
名無實，有的不會做，把餡餅改
革，煎改為炸，以為是咖喱角。
這裏的餡餅稱得上原汁原味，皮
薄餡靚，一咬一口湯汁。見餐牌
上有一道「京燒羊腩」挑起舊
念。北京的「五香燒羊肉」是一
絕。用整隻羊，先「吊湯」，用
秘製佐料調出醬湯，第二步「緊
肉」即是出水，然後「碼肉」，
把肉放在大鐵鍋中，怎麼碼肉是
把肉煮爛的關鍵。大火燒開，每
煮5分鐘加一次醬湯，然後「煨
肉」小火慢煮，從吊湯到煨肉要
十個小時，肉要煮得香爛，火候
功夫每一步必不可少。最後一道
是炸，炸成外焦裏嫩香酥可口，
算是完成「燒羊肉」。會吃的老
顧主買燒羊肉時會說「多加
湯」，回家煮麵，澆汁吃肉，是
夏日一大享受。
「京燒羊腩」上桌了，肉確是

腩，肉外裹了一層炸過的麵漿，
看來師傅知道最後一道要炸，才
有外焦的神韻，但絕不是這麼個
炸法。「京燒羊腩」有點失望，
好在尚有味道極濃的咖喱牛腩，
恰到火候的「賽螃蟹」、「高麗
豆沙」，光是牛肉餡餅，足已讓
人想再走一遭。回程看到新開通
的港鐵屯馬線，宋皇臺有一站，
如今去九龍城太方便了。

找尋快樂的方法有很多，有人覺得吃一頓豐富晚餐已經很
快樂，亦有人會覺得到處旅遊就是很快樂的事情。
如何可以得到快樂呢？最近跟幾位不同的朋友談論到這

個問題，大家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人們變得不快樂，甚
至可能會出現一些情緒病。就好像早前參與一個慈善活動，其中某位藝
人在台上分享，在疫情期間如何可以令自己放鬆心情的方法，就是識得
去找尋快樂。大家都十分好奇為什麼會患上這個病徵，完全摸不着頭腦，
沒有答案，只可以猜測疫情影響了大家的生活習慣，影響了大家的情
緒，而且「情緒」這兩個字很空泛，如何去對症下藥，只好從一些心理
醫生輔導下找出一點點答案。
就好像最近有一位歌手朋友跟我說：「發仔，你近況如何，我最近忙於
自己的音樂錄影帶製作，因為在疫情底下，我發現自己的情緒有點問題，
所以找點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做。」我便立刻跟他分享一些自己的經驗，雖
然我不是情緒上有問題，但曾患上「驚恐症」，其實也跟情緒有關，所以
我們互相分享了一些心得。而這位藝人朋友說：「當我開始發現自己情緒
有問題的時候，便從網上及一些媒體找尋有關醫治的方法。其中一個令人
出現情緒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們身體的荷爾蒙分泌出現障礙。像以前經常
會到處旅遊的時候，人也很開心，無論是在決定了旅程或是旅遊的那一天
開始，心情便會變得愉快起來。但在這年多的日子裏，因沒得去旅遊，心
情就沒有以前的快樂。原來因為我們的身體當遇到自己喜歡的事情便會分
泌出一種名為『胺多酚』的化學物質，這種物質在身體分泌出來的原因，
具有鎮痛作用，像每當我們做運動之後，肌肉開始變得酸痛，便會自動分
泌這種『胺多酚』令身體痛楚減低；而這種分泌的另一個功能，就是令人
會變得快樂。」
即是說，當我們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自然就會有這種分泌，這是我

們不容易察覺出來的；但當人經常懷着不愉快心情的時候，才會發現原來
自己可能缺乏了這種化學物質。可能我這個朋友說得對，很多人也暫時沒
有機會旅遊，所以身體少了「胺多酚」的分泌，便會變得不愉快。而且有
一些資料也證實，孕婦在懷孕期間會分泌很多「胺多酚」，因為就是希望
可以令懷孕及分娩期間減少痛楚，但當生產完之後，這些分泌便會立刻減
少，所以有時會聽到「產後抑鬱」這個病徵出現。我亦都曾經詢問過一些
精神科醫生，他們也說是有這個可能，不過想要令自己開心，不單止做運
動，還可以做一些善事，當你知道能夠幫助到有需要的人的時候，你自然
也會覺得開心。
當我聽到身邊有些朋友說自己情緒不太好，甚至好似患了情緒病的時

候，我會跟他們說：「千祈不要，當患上這病其實一點也不好過，應該去
找尋快樂的方法改善自己的情緒吧。」藉着這個機會，請讀者們也嘗試問
問自己，現在有什麼可以令到自己開心的事情，盡量放肆地去做一下，當
然不是做一些壞事。希望大家在疫情下，也可以繼續令到自己身心健康快
樂。

如何找尋快樂？

陳小姐40歲，去
年公司因為疫情業
績不好，她被迫轉

工，去到新公司要重新適應環
境，和同事相處普普通通，經常
難以入睡，半夜驚醒，最近幾個
月發現月經有時兩個月有時個多
月才來一次，來的時候有很多血
塊，有時斷斷續續十幾二十日。
開始的時候，她怕疫症不敢去
醫院或診所看醫生，自己買一些
成藥吃，吃了一段時間仍然無濟
於事，於是去看醫生，醫生給了
調經藥給她吃，吃的時候月經止
了，一停藥又流血了。面青口唇
白，血色素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當我詳細問清楚她的月經和服藥
情況，並做了婦科和超聲波檢查
再加子宮內膜抽取化驗，應該是
功能性子宮出血所引致的月經失
調，而且和她最近轉工所承受的
壓力也有關係。
一個40歲的女士，如果想要

BB就盡快完成生育計劃，不想要
BB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每一個
月經失調的人第一考慮是不是和
懷孕有關？是不是作小產或者不
完全流產？如果有腹痛更加要考
慮有沒有宮外孕的可能性，另一

個考慮就要看子宮內膜有無增生
甚至於變癌症的可能性。所以醫
生會做婦科檢查，子宮頸細胞檢
查，婦科超聲波看子宮內膜的厚
度、有沒有子宮纖維瘤、卵巢腫
瘤？也有一些人將尿道出血或者
肛門出血以為是來經期，所以有
時醫生也會檢查尿道口或探肛
門、驗大小便。必要時取子宮內
膜化驗。有些人以為做子宮頸細
胞檢查（俗稱栢氏塗片）就是婦
科檢查了，那只是檢查子宮頸的
細胞情況診斷子宮頸癌而看不到
子宮體和卵巢有沒有腫瘤。
而這位女士一開始自己亂買一

些藥吃，以為隨便食一些藥就可
以止血，吃荷爾蒙調經又沒有按
醫生所指示的去吃，吃吃停停，
不單止不能調理經期反而更加
亂。最後當她盡量放鬆自己和同
事慢慢熟絡，跟着醫生所指示的
吃了一個療程已經正常。血色素
也由嚴重貧血恢復到正常。
所以不要小看月經失調，可大

可小，特別是更年期月經紊亂或
收經後一年再出血的女士，這是
子宮內膜癌的好發年齡，千萬不
要掉以輕心，一定要找醫生診治
排除惡性的可能。

藥不可亂吃

我不是不喜歡看唱歌比賽，但我
只喜歡像新秀歌唱比賽、十八區歌
唱比賽那些傳統的比賽形式。參加

者各自在家修行，在比賽當晚才拿出成績來與其
他人一較高下，一唱定輸贏，爽快、痛快。即使輸
了，要放聲痛哭，也是在幕後才做，不會示人。
我常常說，無論表演者多麼勤力，花了多麼多

心血，觀眾要看的，只是你站在台上表演的那些
時間。管你在台下花了十年功，你在台上那一分
鐘做得不好，是無人理會你過去十年努力的。你
能否成龍成鳳，就靠在舞台上的表現了。
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唱歌比賽不再是一晚

的節目，而是變成一個可以伸延至一季，甚至半
年的節目。為了包裝成一個如真人騷的節目，所
有與比賽有關的東西都拍攝下來，放在熒幕上。
還有，硬要給參賽者跟隨所謂星級導師學習，

接受訓練亦是一個令比賽變質的做法。參賽者來
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的天分、唱功和門派，本
來可以是讓五湖四海的選手各師各法競逐，觀眾
也可以欣賞到不同唱腔的演繹。
可是，一旦硬派了導師給參賽者，糟了。大家

都知道香港樂壇最輝煌的時候，每位歌手都有他
們獨特的唱腔和聲線。只要他們唱第一句歌詞，
我們已經猜到他們是誰。可是，不知道現時是否
很多歌星都是跟隨相同的歌唱導師學唱歌，好像
人人的聲線、腔口、咬字、呼吸都是一樣，很難
分辨聲音屬誰。其中尤其與前不同的是，以前的
歌手的技巧是與歌聲混合起來。你敢說他們唱歌
沒有技巧嗎？當然不是，而是他們將技巧自自然
然融入歌聲之中，令人不覺賣弄。現時聽參賽者
的表演，唱得不好嗎？不是，可是，太相似了，
也太賣弄技巧了，斧鑿痕跡太深，失去了自己的
本色。同時，亦因掛着賣弄技巧而犧牲了咬字，
令人聽不到他們在唱什麼。
至於那些歌唱導師是否真的有資格當指導，我

也不肯定。首先，我不肯定他們是否全部都真的
是優秀的歌手；第二，我不肯定是否人人都懂得
當歌唱指導，即使他本身是歌神。
比賽節目再不是素人參賽者的比試，因為多了

一班歌唱導師在較勁，令事情複雜了很多，也拖
拉了更多。明明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一
個比賽，卻可以拉鋸成一個半年的節目。電視台

是商業機構，當然有其商業計算。如果拉扯半年
是會虧大本的，哪會有人去做？不過，要我陪你
在電視旁邊數月，任你給什麼我便接收什麼，我
的還招方法非常簡單——關機。
雖然我不欣賞整個節目的做法，但是有些參賽

者的表現卻令我佩服。我在YouTube看最熱門的
3位小姐的演唱時，其中兩位是教我驚訝的。家人
問我為何在看唱《狂野之城》的參賽者時有此反
應，因為他不覺得有何特別。我的回答是︰「演
唱者只有14歲。」家人聽到後，下巴也險些掉了
下來。另一位以一臉冷酷唱《愛情陷阱》的參賽
者也只是16歲，可是，她們在台上都成熟得像二
十四五歲，一點青澀都沒有，好像天生就是一名
表演者。
我十四五歲的時候在做什麼呢？好像沒有做過

什麼特別的事情。模糊的記憶中，我梳着兩條孖
辮，唱的是《康定情歌》、《在那遙遠的地方》
之類的中國民歌、好像暑假時學游泳卻不成
功……再也想不到有什麼特別的事情了。塗上濃
脂厚粉，站在台上變成另一個人面對全港觀眾表
演？這一代人進化得實在太快了。

進化太快的唱歌比賽

時速600公里是個
什麼樣的概念？
飛一般……
中國原創，青島生

產的特速磁懸浮列車出廠，從外形
到設計，都顯示非一般認知的列車
概念，如光一般燦爛，如飛一般速
度，好想很快共它一起飛翔。
這系列磁懸浮列車出廠地是青

島，我曾經頗為熟悉的北方名城，
二者並列，撩起我對往昔前往青島
的交通情況不少回憶；有幸曾經參
與，見證數十年來，中國發展非凡
建樹。
那年1986？還是1987？
頗含糊！
以「山東抽紗」製作成在1989年

1月於香港時裝周舉行發布，我以
抽紗為中心的系列「工、農、兵」
倒數計算：
1989年：「工、農、兵」系列參

加香港時裝周。
1988年：「山東抽紗」試驗性時

裝系列在港推出。
1987年：1月香港時裝周完結，

被邀參與中國外貿抽紗「時尚化」
工程；當年名師林國輝選擇改革開
放火車頭、位於南大門廣州的「廣
東抽紗」，星級御用名師
劉培基挑選中國第一大都
會上海的「上海抽紗」，
自英國畢業後回歸香港入
行剛好5年的筆者「被派
往」青島參與「山東抽
紗」。
1987年初，春節之前隆

冬時節，那些年極寒極冷
天氣難禁滿心喜悅北上；
在此之前，廣州深圳去過
好幾次，北京南京無錫上

海杭州去過一兩次；初探山東名城
青島，簡直夢寐以求，興奮！
當年去青島是這樣的：
香港——廣州（直通車）
廣州——青島，先入住流花賓
館，查探廣州飛青島的航班。民航
回覆：那幾天都沒有班機飛青島。
即訂廣州至北京的班機，先飛北京
入住北京飯店，打聽下來幾天之內
還是沒有航班，只好前往北京火車
站購買通宵班車前往青島。北京火
車站那些年真正體驗「人山人海」
4 個字的意義，身為「港澳同
胞」，得以獲得優待，整個團隊午
夜前乘坐軟臥，12小時後，於中午
前抵達外表洋化（德意志風格）山
海名城青島。
同行領隊，中藝經理胡先生全程

奔波訂票換房布菜……還有為我做
翻譯，那時在下的普通話大概只有
現時的10%。
這便是我30多年前，首探青島的
經歷。
相對今天青島出廠；飛一般，時

速600公里的磁懸浮列車面世，時
光荏苒時空對比，非筆墨得以形容
面對中國交通物流，數十年來飛一
般進步的心情興奮與激動！

青島與飛一般磁懸浮

《西行漫記》一書的歷史背景
要認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近百年來

的天翻地覆變化，埃德加斯諾（Ed-
gar Snow）所撰寫的《西行漫記》，
是一本非常有深度的書籍，這本書很
立體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如何運用自
己的策略，發展國際統一戰線，擴大
共產黨的影響，爭取中國人民的認

同，爭取國際友人的支持，加快實現建立新
中國的目標。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僅得50

多個共產黨員。28年之後，就達成了建立一
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目標，這可以說是一個
奇跡。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時間目標，結果就
講得出做得到，其重要原因，就是立足於人
民，相信群眾，發動群眾，有了人民就有了
江山。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規律。另一個秘
密，共產黨實現了國際國內兩條統一戰線，
一條爭取美國和英國以及蘇聯，孤立打擊侵
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條是爭取中國
內部的各個黨派，包括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推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就能廣泛地聚集了
巨大的抗日力量。
埃德加斯諾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

城。1926年進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
1928年2月埃德加斯諾作環球旅行，9月抵
達中國，原計劃採訪6個星期。抵達後擔任
《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不久就被報社
派遣乘火車沿鐵路幹線進行旅行採訪。1930
年至1933年，擔任美國「統一新聞協會」駐
遠東遊歷記者、駐北平代表，在中國東南沿
海、西南地區及東北地區和日本、越南、緬
甸、印度等國採寫旅行通訊及評論。1932年
與海倫斯諾結婚。1933年9月，埃德加斯諾

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在美出版。
1934年，埃德加斯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

講師至1937年，講授「新聞特寫」和「新聞
通訊」，同時擔任美國《紐約太陽報》、英
國《每日先驅報》特約記者。埃德加斯諾對
於1930年中國人民在黃河流域所經受的旱災
和糧荒深表同情，作了深刻的報道；對於日
本侵略中國發動「盧溝橋事變」，在日本記
者招待會上採取了直斥其非的態度，中國共
產黨立即抓住機會，爭取埃德加斯諾訪問陝
甘寧革命根據地，澄清蔣介石集團對於共產
黨的新聞封鎖和污衊，介紹了延安的革命新
的風氣。1936年6月到10月，經宋慶齡介紹，
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埃德加斯諾訪問
陝甘寧邊區並採訪了毛澤東、彭德懷、徐海
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紅軍領導人，
成為第一個採訪邊區的西方記者。1936年7
月，埃德加斯諾編譯的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
說選集《活的中國》在英國出版；同年11月
14日、21日《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他
的採訪文章：《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
和由他拍攝的毛澤東頭戴有紅五角星的八角
軍帽的照片（後來成為經典新聞圖片）。
1937年 1月、2月間，上海的英文報紙
《大美晚報》、北京的英文刊物《民主》以
及英美的一些報紙也相繼發表了埃德加斯諾
的陝北報道。其中美國的《生活》雜誌發表
了他在陝北蘇區拍攝的70餘幅照片，美國的
《亞洲》雜誌發表了他採寫的《來自紅色中
國的報告》等。在這些報道的基礎上，1937
年7月，埃德加斯諾在北京寫成30萬字的
《紅星照耀中國》，同年10月該書在英國倫
敦出版。1938年1月，美國藍燈書屋再次出

版該書，2月，中譯本在做了少量增刪後改
名為《西行漫記》在上海出版。這本書引起
極大轟動，成為暢銷一時的書。大量的中國
青年閱讀之後，嚮往着延安，包括一些資本
家的子女，也紛紛奔向延安，參加抗日戰
爭。延安成為了中國尋求富強出路的新希
望。這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壯大的分水嶺。
1930年代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國際

社會並不了解中共，以蔣介石為首的人竟抹
黑中共，將中共描寫為一小撮知識分子領導
一班土匪，打家劫舍，搶奪私人的土地。中
國共產黨被西方世界覺得是一個「謎」，是
徹底的俄羅斯共產黨影響下的傀儡集團，還
是結合中國人民需要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
黨能否代表中國抗日的主流？西方世界是懷
疑的。毛澤東是怎樣應對這個局面？毛澤東
指出，此後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
戰勝利」。要「動員一切力量」，就必須加
強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全
民族抗戰的勝利。
《西行漫記》符合了毛澤東的的意向，其

寫作的特點是，他熟悉西方讀者的心理狀
態，也熟悉西方讀者的文化背景和思維邏
輯，他提出了許多疑問，然後好像閒話家常
一樣，利用很多在陝甘寧邊區所遇到的農民
和幹部的實體事例，澄清了真相。讓讀者閱
讀起來，饒有趣味，也很有針對性解開了讀
者的謎團。這種講故事的模式，貫穿於整本
書中。這是宣傳共產黨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所以，《西行漫記》對於一些不熟悉中國
100年之前的情況的青年讀者，了解中國共
產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對於一些青
年的思維方式，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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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於青島出廠，時速600公里飛一般
磁懸浮列車。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