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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陽醫生

癌症的篩查，必須
符合以下幾個條件：
1.這個癌症的發病率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很多人來說非
常不尋常的招募團隊

最近，筆者遇到了兩宗移民英國的
事件。有一個朋友，已經63歲，把自
己的積蓄交給兒子作為供樓的首
期，一年之後兒子突然在最後一秒
鐘告訴他，已經賣樓，明日就上飛
機移民到英國，這位朋友頓時晚年
生活不保。另一個是我的細侄，也打
算移民英國，我告訴這個細侄，十年
之後，香港的工資水平、教育水平、福利水
之後
平，都會比英國為好，因為英國已經脫離歐
平
洲，困難很多，並且謀求與亞洲國家經濟合
洲
作，英國的衰落是必然的，什麼事情也要有
長遠觀察，不要一時衝動，結果作出了最壞
的選擇。兩個星期後，細侄告訴我，看到了
行政長官「北部都會區」的一連串的大計
劃，香港和深圳是將來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
地區，他決定留下來了。
香港長期不重視國家和民族意識觀念的
教育，對內地的負面新聞，傳媒大肆報
道，好的消息則不作新聞報道。學校更加
是「黃色」力量佔了上風，所以出現了
2014 年「非法佔中」事件、2016 年旺角暴
動、2019 年大規模的黑暴事件，出了大亂
局，有人還向反對派政黨捐錢，謀求大和
解，有些人明顯犯了罪，警方不作拘捕，
即使拘捕了也允許「踢保」，拖延不作起
訴，後來才知道，這是美國在背後煽動和
組織的結果。在中央的點醒和支持下，修
訂了香港國安法，完善了選舉制度，然後
宣布，過去和解的方式，沒有抓住要害，
香港地的亂局，原來是由外國干預煽動，
所以需要撥亂反正。但是，官方媒介的宣
傳實在太弱了，許多年輕人沒有聽進去，
反而產生了往英國移民的想法，因為他們

演藝蝶影

模式。
我不是想在這裏賣廣告，而是我
研究了很久後，發現很多規律。我
從來不主動聘請人，只會在網上推
出招募講座，及邀請有興趣的人預
約見我。
我第一次見他們，基本上就會馬
上決定是否拒絕他。憑的，當然是
直覺，但是接近兩年來見了可能接
近 300 個人，我總算是夠經驗可以有
足夠多的直覺了。
剛坐下來，我只會簡單地詢問來
見我的人的背景。因為背景從來不
是最重要的。我的團隊裏，什麼背
景的人都有。年齡、學歷、工作閱
歷、家庭背景，應有盡有。像什
麼？像當年我讀的牛津大學——什
麼背景的人都有，唯一共同點，就
是對他們所讀科目的濃厚興趣，以
及能力。況且，我實在見太多了，
自己也不會記得住。
那麼接下來，我會以最自己的方
式解釋為何值得做這行。然後介紹
我自己、介紹我的團隊，以及最重
要的，介紹如何入職及入職初期怎
麼做。
這些我就不在這裏講了，這是我
的商業秘密，而這裏也不是要來招

募的。我是來分享我和這行最不一
樣的地方。
實際上，每次我發現來見我的人
擺出高姿態，好像是習慣了這行都
是保險人去求他們加入的時候，我
都基本上叫他們滾。
因為如果他們覺得我和其他人一
樣時，他就連最基本林作是怎麼樣
的人都還沒搞清楚。
我認為一次面試根本就看不透一
個人。我認為兩次、三次都不行。
這行講究的是堅持、意志，沒有的
話，做不了。面試中講到很有決心
的人，卻往往是最沒心的。那麼，
面試根本是沒用，除了革除有病的
人。
我見一個人大約 30 分鐘，唯一會
提出的，是他是否接受進入我的培
訓班。
我的培訓班每周兩次，每次兩小
時。一次是我講，另外一次是學生
們來講，我來指導。我認為，這就
好像加入演藝圈要上藝人培訓班一
樣，沒有付出的人，不能加入。
這是最好的照妖鏡。
有心的人，會愈做愈有勁，會更
投入。沒心的，兩三個禮拜就會開
始缺席。
而我，一語不發，只需要時間，
就能知道，誰才是真正我要的。而
往往都是估計不到的人。

范舉

招募團隊模式

用聲音治療情緒

上星期跟你們分享過我這個電台工作
的唱片騎師，經常收到唱片公司給我派
上電台的歌曲光碟及特別的宣傳手法。
余宜發
這一次想跟你們介紹一位歌手，她的名
字叫陳明憙。可能只看這個名字會有點陌生，但如果
我跟你說，她是著名填詞人陳少琪及前香港電台節目
主持黃藹君的女兒，可能你便會有一個概念。她其實
是一位近年出現於樂壇的唱作歌手，樣子甜美，而且
待人接物非常友善。
最近，她推出了一首新歌叫《聲之靜》，她除了送
上一張新歌的光碟之外，還送了一個好像一隻手指長
度的「音叉」給我，也是為了配合歌曲的內容而特意
送給所有唱片騎師或主持人的。這首歌曲的內容，希
望能夠透過「聲音」來令我們經常面對着緊張生活的
都市人，可以放鬆一下。
這首歌的出現，其實是在這一年多的疫情底下，她
利用了半年的時間，在美國修讀了一個短期課程，課
程的內容是透過一個用金屬製成，稱為「音叉」的材
料，再用木棒敲打而發出來的音頻去幫助人的大腦釋
放負能量。我問到她為什麼會選擇修讀這種課程，她
說：「因為曾經患上焦慮症，所以從網上看到了很多
有關醫治這種症狀的方法，其中給我認識到『聲音』
治療法。」另外，她也透露曾因有一次乘搭港鐵的時
候，突然感到頭暈眼花，心跳急速及有點焦慮，原來
自己有了這個症狀。當人們發現自己病了的時候，也
會四出尋求方法醫治，她也是一樣，而且還要修讀一
個課程，除了幫助自己之外，也可以幫助別人。
她修讀了這個短期課程之後，就在香港開設了一間
專門用「聲音」的音頻治療法去幫助病人。我便問
她：「其實整個治療期間，是用什麼方法？」她說：
「會叫病人放鬆身體躺在床上，然後透過音叉及傾談
的方法，令他們在短短的 45 分鐘完全放鬆。」在現
今這個疫情底下，相信很多人也會出現焦慮及不安的
情緒，也希望能夠找尋方法去幫助自己好好地放鬆一
下，避免經常處於緊張的狀態下生活。
陳明憙知道很多人也需要這種治療，所以把心一
橫，就去修讀一下這個課程。其實自己之前也患上驚
恐症，也四處找尋方法去醫治，我想，如果有時間的
話，也可以找她幫幫忙，看看對我這個病徵有沒有幫
助。

移民英國 後悔莫及

家廊

作業簿
林作

痛，但只可以看到已經形成了的乳
房顆粒而不能見到微細鈣化點和乳
腺結構扭曲這些早期的變化。
X光造影時受檢測者要放鬆，愈緊
張就愈難做，以前她們怕 X 光機夾
着乳房痛，現在用了 3D 技術比以前
舒服而且更加清晰，不過價錢會比
較貴一些。
乳房超聲波和 X 光造影對 X 光技
師和閱讀的放射科醫生的要求很
高，需要受過這方面特別訓練。就
如大家都攞住同一部相機拍照，為
什麼有些人拍出沙龍效果，有些人
拍得不好呢？如果你發現有乳腺組
織照不清楚或者照不到的話，這張
圖片就失去檢查的意義。技術、經
驗、質素控制、臨床醫生和 X 光醫
生之間的溝通非常重要。有時因為
儀器的局限性未必照到有問題，經
臨床醫生特別提示某些地方有問題
而再用其他方法加照而發現癌症。
篩查之後完全正常或者發現乳癌
的處理方法很簡單，有些發現有瑕
疵但又不是乳癌的則需要醫生詳細
解釋，並且定期跟進才會減輕病人
的心理負擔，這正是考驗你功力怎
樣去減少乳癌篩查帶來的副作用。
我有一個習慣，當臨床檢查或 X
光見到有不正常的情況後會盡量追
查病人的下落和化驗結果，可總結
經驗，你所發現的和最後的結局是
不是吻合？病人有冇得到適切的治
療呢？當中太多太多的故事，下次
我再同大家分享吧。

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最後一 豪宅別墅型村屋之間。
童年往昔，庸園路名字源由汕頭文化僑
份施政報告，推出新界西北
新都會概念，除了更北的粉 鄉澄海早輩紅頂商人陳慈黌後人所建「庸
鄧達智
嶺，屬元朗卻靠近上水界的 園」而起，園旁有林蔭大樹、有巨大古
新田之外；重點乃老家屏山鄰鄉廈村及洪 井，村人所養牛隻在附近山丘放牧之後，
經常前來飲水。
水橋。
唐人新村路對自己說來則更加親切。
諸事友問：何解發展不在貴鄉……？
曾祖父曾擁數以百計荔枝及其他經濟效
哪有塊肉餘生那麼好彩？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重要名言：發展才是 益果樹無數，果園佔地極廣闊，遺囑分6份
予5名兒子並長子嫡孫的伯父志偉醫生。自
硬道理！
過去良田阡陌鄉村地界，自上世紀六十 小，我們在祖父鄉村平房別墅「東安寄
年代原貌便漸次消失，八十年代進一步加 盧」旁之魚塘及果樹（尤其盛夏果實成
速，未見發展為生活帶來甜美，環境先惡 熟）間爬樹玩耍長大。大路旁植有各色比
較稀有的果樹，例如有大樹菠蘿的蘇園及
化。
吾鄉屏山雖然於是次施政報告未見重點 桂園，本屬祖父；在他青壯之年不懂事一
着墨，稍為熟悉歷史與地理，元朗平原近 夜輸掉等故事自小耳濡目染，深植思維。
唐人新村路口，靠近當年巿區連接元朗
百年來至翻天覆地的發展位於哪裏？
至重要公路：青山公路，並對面屏廈路構
天水圍。天水圍在哪裏？
大部分本來便屬於屏山鄉範圍的濕地， 成當年重要且繁忙之十字路口，一角建有
天水圍西鐵站（現稱︰屯馬線）立於香港 神召會惠群小學並幼稚園；4 歲開始，幼
珍貴歷史文物屏山「聚星樓」及清末租借 稚園及小學初期求學之所在。
朋友 Tere Wong 創辦有關新界尤其元朗
新界引起鄉民抗英爾立的里程碑——達德
公所，更有建築風格及外觀比起銅鑼灣 歷史文物之 facebook 群組「集史廣益」，
「中央圖書館」更負盛名之「屏山天水圍 經常分享不少珍貴老照片。不久前刊出六
圖書館」；天水圍之所在，就是回歸前九 十年代初元朗歷史名校「真光小學」老照
片，其中一位坐下合照的女士，一眼看出
十年代，迅速在屏山鄉界之內發展開來。
今次施政報告北部都會重點工程之所 為筆者就讀的惠群校長李健康女士。李校
長印象深刻來自她的名字「健康」，童稚
在——洪水橋，不就是屬於屏山鄉界內嗎？
眼中身體健康的健康二字怎會
一個天水圍、一個洪水
是人的名字？
橋，天水圍南至石埗圍之
Tere 隨即傳來另一張李校
間，還有配合洪水橋其周邊
長坐在中間的照片部分，在她
的唐人新村，佔去屏山鄉超
前面，看到同村兄弟及同班同
過一半的土地，隨時不用
學偉祥；他在，我應該在，即
20 年，鄉內歷史文物古蹟
要求Tere傳來整張照片。
大概不會大變，但周遭環境
尋找自己不容易，那時幼稚
面貌所餘剩幾？心中有數！
園低班，自己 5 歲什麼模樣？
重九祭祖，祖墳不少位於
家中老照片不算多，差不多年
經庸園路通往之丫髻山。另
有好些自唐人新村路蜘蛛網 ●我、5 歲、前排右二 紀，只剩下幼稚園及小學入學
絡般散開，現已夾雜在不少 （蹲下）。 作者供圖 的頭照…… （未完，待續）

百

高。
2.篩查方法簡單可以被大眾接受。
3.有專業的團隊和高質素。
4.查到早期病變可以及時跟進。
5.這癌可及早治療而且效果良好。
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癌症非常罕
有又要做很多貴的檢查才能發現病
變，一旦發現已經無法治療，那麼
做篩查就沒有意思了。
乳癌篩查的副作用：
1.假陽性：檢查發現異常，但經過
一系列檢查，最後確診不是癌症，可
能會引致病人焦慮和花費一定的金錢
和時間，增加醫務人員的工作量。
2.假陰性：有癌症的地方太早期不
明顯，儀器的局限性，技術上忽略
而引致耽誤病情。
3.檢查引致的痛楚和心理負擔，特
別在等報告或聽到有不正常的情況
而引致的焦慮。
乳癌在香港是最常見的女性癌
症，篩查方法可以通過自我乳房檢
查、醫生臨床檢查、乳房超聲波、
乳房X光造影。
有很多人做乳房的自我檢查不夠
嚴謹也不知具體的方法，只是隨便
按幾下就當檢查完了，所以我為女
性檢查時順便會教她怎做，並要她
做給我看，區別哪些是正常哪些是
不正常。
做乳房超聲波沒有輻射也不會

「這裏老早門頭就搞好了，AI食堂老
有噱頭了，食堂的運營方，是我們熟
悉的品牌——熙香……」
無人麵檔區，提供各種麵食。只
需將碗放在「取麵位」，無人機械
臂便能「感知」訂單來了。機械臂
取麵，小麥粉配合礦泉水，放入湯
簍自動烹煮，粗細軟硬皆可自調，
將麵倒入碗內，麵碗自動運至麵湯
龍頭加湯，旁邊備有十多種澆頭，
可供自行選擇葷素搭配。
自助生產區，是烹飪出餐的地
方，採用中央工廠出品的淨菜，放
在指定位置，機械臂會將菜放入對
應的智慧烹飪系統，系統裏保存了
八大菜系 1,000 多種功能，會自動根
據當日功能表識別食材，進行煎烤
蒸煮，一般蔬菜烹飪 3-5 分鐘，炒菜
5-8 分鐘，燜燉類 20-30 分鐘，可以
同時完成 100 份烹飪。烹飪結束出
餐，機械臂將餐品放入恒溫的菜
盤，供用餐者取用。大葷 8 元一份，
小葷 5 元一份，素菜 3.5 元一份，米
飯、湯 2 元一份，一份午餐只需18-20
元，口味還是有名的字號「熙香」。
消費者拿好需要的餐品，將餐盤
放上智慧結算台，熒幕會顯示每道
菜品的價格，配套的是商務收銀
機，現金、刷卡、掃碼、刷臉、數
字人民幣，全接受。
受益的上海人說，一份外賣動不動
要 30 多 40 元，還要等，這裏又便宜
又快又乾淨，太幸福了！是啊，上海
人太幸福了，導演，搬去上海吧。

唐人新村路

發式生活

冬陽天地

乳癌篩查注意事項

正忙着拍戲的導
演，突然發出一照，
是他可愛的兩歲小女
何冀平
兒歡喜地望着上海外
灘，題為：「是不是搬去上海？」
人人都說上海好，筆者最喜歡上海
吃的好，隨着年紀增長，愈來愈覺
得，吃的好，是人生最重要，又最
難圓滿解決的問題。
熟絡的長者黃宗江、宗英，晚年
時光，一個住在北京，一個住上
海。黃宗江在北京，他一生講究生
活情趣，其中之一就是：吃。女兒丹
青說，老爺子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過年咱們去哪兒吃？」晚年黃老的
生活，靠一位東北大娘照顧，這位
「大娘兒們」身強力壯，嗓門高，在
黃家主管一切，尤其是吃，吃什麼都
隨她的意，人雖然「霸道」，但真心
實意。黃老待所有人都好，待她更
好，她也一直照顧黃老到最後。
黃老的妹妹黃宗英，一個人住在上
海，不是家居也不是養老院，是上海
市為知名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專設的養
老居，這裏有齊老人需要的所有設
施，包括醫療，這樣的地方北京沒
有，香港更沒有，香港那些為長者專
設的什麼什麼「居」，都貴得驚人。黃
宗英有性格，不請工人不麻煩兒女，
一個人走到最後，全靠這家機構。
說上海好，是上海為人民着想。為
解決長者和白領吃飯難的問題，新開
一家AI智能食堂。食堂開在虹橋區居
民區，附近的老人對這裏十分熟絡：

此山中

雙城記

這樣的 AI 真好

一直認同自己是英國的子民，也認為英國
什麼也比香港好。這些人雖然知道「5+1」
BNO 移居計劃，並不一定最後獲得永久居
留權，但也採取博一博的想法。
有人統計過，激進的年輕人，雖然沒有什
麼積蓄，大約有30萬人想出走，這些人對中
國政府和特區政府什麼也看不慣，經過英國
一輪催谷，結果走了 9 萬人，這 9 萬人走了
之後，他們在英國的所有見聞和遭遇，陸續
傳了回港，讓後面的「小黃羊」感到焦慮。
第一，這些年輕人大約是30歲到45歲，積
蓄不多，手頭現金大約為 100 萬元，到了英
國，除非搬到鄉下的小鎮，否則，不夠錢買
樓，因為大量的生活費用將來要繼續作開
支，維持租金和伙食的支付能力，相當重要。
第二，他們發現很難找工作，甚至連唐人
街的唐餐館，做洗碗的工作也不容易找。因
為疫情關係，英國人也失業，外來的唐人，
人生路不熟，要找工作更加困難。更多的
人，做了寵物助理師，原來就是在狗隻美容
店替狗隻剪毛和沖涼，英國人不願做的工
作，留下來給這些會計師、測計師、教師等
專業人士去做。有一些人，索性搬到了英國
的鄉村買了房屋住下來，就此退休，準備吃
穀種。因為他們的子女在英國，有個照應。
接着下來，他們發覺英國很多警署都因為財
政不足而關了門，警察減縮編制，英國的治
安非常不好，中國人有帶着現金出街的習
慣，往往成為被搶劫的對象，到了晚上，他
們根本不敢出門。遇到了劫案和爆格事件，
報了警兩天，才有警察上門進行現場調查，
什麼線索也沒有了。這種情況，是他們在香
港從來也沒有想像過的。有一些人，以為英
國的醫療制度和香港一樣，誰料到，交了醫

療保險，患上了新冠病毒，英國的辦法是，
不會提供入院醫療，請你回家隔離，連藥物
也不給。不少人都抱着一個想法：「為了下
一代獲得更好教育而到英國」。到了英國之
後，他們發現，英國的確有一些優質學
校，但都是私立學校，一年的學費至少要
十多萬港元，有些高達 30 萬，如果讀普通
的公立學校，根本就不可能升上重點中
學，更不可能進入名牌大學。有一些中國
小孩，在學校遭到了白人小孩的欺侮，拳
打腳踢，投訴無門。結果有一些家長立即
把原來在名校就讀的子女送回香港，希望
校長重新收留他們。
在今年三四月抵達英國的香港人，最初十
分開心，發現英國的麵包牛奶、牛肉都比香
港便宜得多了，認為自己移居英國選擇對
了。但是，那時候他們未有發覺英國脫離
歐洲所引起的經濟問題和供應問題。到了 9
月份，英國的超級市場開始出現了食物短
缺，牛肉和各種日用品都短缺了，而且價格
大升。原來，過去食物供應各個環節的勞動
力，都是來自東歐國家。英國再不會為這些
廉價的勞動力居留和工作簽證。結果，汽油
供應不上，食物也供應不上。
隨着英國脫歐，英國的經濟會繼續衰退，
金融服務業會萎縮，美國與英國本來關係最
好，但是到了現在，美國仍然沒有給予英國
自由貿易區的地位簽署協議，弄到英國半天
吊，不能不到亞洲地區找尋合作夥伴。說不
定，到了那個時候，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有機
會發揮熟悉香港和亞洲的長處，適合這些英
國海外職位，又回到亞洲來。
若果如此，當初移民英國，豈不是選擇
錯了？

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的趣事

留意香港舞台劇壇的讀者都會
知道劇壇每年都舉辦一個名叫香
小蝶
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的戲劇活
動。這個頒獎禮相等於香港電影對應香港電
影金像獎般，換句話說，它就是香港劇壇的
「金像獎」。劇壇舉辦這個頒獎禮的目的是
頒發多個舞台劇獎項給不同範疇的劇場工作
者，以表揚他們在上年度表現優異，獲行內
人讚賞。
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通常在 4 月舉行，由香
港戲劇協會與香港電台合辦，在香港大會堂音
樂廳舉行。雖然劇壇的頒獎禮未及香港電影金
像獎般豪華隆重，衣香鬢影，出席者也並非大
家在電影或電視中常常見到的明星面孔；但
是，它的規模並不小，觀眾也有一千多人，而
且同樣莊重。
出席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的都是劇壇人士，
由名字在劇壇上響噹噹的明星級人馬，到嶄露
頭角的年輕演員，都會到場支持這個一年一度
的劇壇盛會。
香港電台是舉辦者之一，所以頒獎禮的情況
會在電台廣播。我也不太肯定近年是否也在香

港電台的電視頻道錄播。
提起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在香港大會堂舉
行，正確來說，它是由第 7 屆才開始在該地舉
行，第 5 屆和第6 屆則分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
廳和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舉行。至於最早的 4
屆呢？原來第1 屆和第2 屆在灣仔同一間酒樓舉
行，第3屆和第4屆則分別在兩間酒店內舉行。
我看到在酒樓舉行頒獎禮的照片，背景是紅
絲絨布，上面貼着「香港戲劇協會主辦 香港舞
台劇獎頒獎禮」的金色字，好像是我們在舊式
酒樓喝喜酒時在紅布幕上見到的「陳陳聯婚」
金字那樣。既然在酒樓舉行，自然同時設席。
所以，頒獎禮是在一邊吃飯，一邊頒獎的情況
下進行。我在照片中還見到抽獎箱和遊戲比賽
的情況，整個格局像是聯歡宴或春茗多於頒獎
禮哩！
至於頒獎嘉賓，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很多時
候都邀得著名的歌、影、視明星頒發獎項，令
頒獎台上更加星光熠熠。我翻看多年來頒獎禮
的嘉賓名單，有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演藝界人
士，如梁朝偉、周潤發、劉青雲、劉嘉玲、袁
詠儀、楊千嬅等。所以，頒獎嘉賓的星光令大

會生色不少。
至於出席頒獎禮的被提名人士會否像香港電
影金像獎的候選人般穿得隆而重之，以晚裝示
人，則各人自有各人的風格了。我見過一些被
提名的女士盛裝出席，像參加豪華派對似的，
差點令我認不出來。我亦見過有些獲提名的人
繼續作平時的打扮，T 恤牛仔褲一道，保持個
人風格。
記得有一次，一位朋友上台領獎。她的打扮
就像我平時在排練室見到她一樣，甚至沒有化
妝。事後，我在恭賀她獲獎之餘，順道問她為
何那樣瀟灑，沒想到她的答案叫我忍俊不禁。
她尷尬地說︰「我那天根本沒有打算出席，因
為我沒有想過我會獲獎，不想在觀眾席上呆坐
數小時，浪費時間。可是，在綵排時，導演說
我既然獲得提名，便應該要出席，並與我在綵
排後一起到大會堂。所以，我那天完全沒有打
扮，也沒有準備要在台上說什麼便前往會場。
沒想到司儀竟然宣布我獲獎，我只好硬着頭
皮，穿着一身便服上台領獎，真是羞人。」
無心插柳的人總是看到柳成蔭的，可憐那些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員卻只得陪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