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采風

A22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

2021年
年 12
12月
月 7 日（星期二）
傳真：2873 24532021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21年12月7日（星期二）

娛生樂與「「路路」」

北上的童話世界

參加這個展覽的幾十位書法家的
作品無一不以堂堂正正的書法示
人。他們寫篆、隸、楷、行、草的
用筆結字皆守古法，人人行正道。
篆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隸書雄
健崛傲，璞玉生威；楷則折鐵從
容，神氣清健；行若風檣陣馬，奇
宕灑脫；草書飛動流轉，汪洋自
恣。大家各施其技，追求的都是
「雅」字。
醜書能在內地大行其道而在本港
沒有市場，歸根結底是因為香港書
法家堅守傳統。再則，香港書法家
多以教書為生，學生又以小朋友居
多，試問：老師的字不漂亮，又有
哪個家長會帶孩子去跟他學書法
呢？故香港書法家都拒絕醜書。
香港社會是工商業社會，出於宣
傳需要，各類招牌、廣告、刊物也
用到書法。早期的招牌多用麥華
三、啟功、劉炳森、容可權等名家
的題字，後來容可權先生手書6,000
漢字，由軟件公司製成電腦字庫，
全球發行，不論招牌、報刊、廣告
都大量使用，容氏優美之「特行
體」在香港已深入民心，如此一
來，不論文化界、教育界還是工商
界，醜書都無立足之地！

父親脫掉他的鮮艷的橘黃色工作
服，換上了他的皮鞋、西褲、深灰色
休閒服。出門前，他還給自己戴了一
頂白色帽子。在他負責清掃打理的廣
場，有公司來搞活動，留下一地垃
圾。那公司的工作人員於心不忍，送
給他一頂帽子和一些卷紙。父親身上
這件深灰色休閒服是我好幾年前穿過
的舊物。在父親的穿衣概念裏，沒有「流
行」一詞，款式不論，只要沒破的，他都捨
不得扔掉。出門前，我說，你穿厚一點嘛，
別感冒了啊！父親嘖了一聲「就這樣穿，我
還嫌厚哩！」
父親掛在衣櫥的前年訂做的羽絨服很少被
他「光顧」，因為他幾乎很少出遠門——父
親確實沒有機會穿那些看起來體面得多的衣
服，他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與掙錢上。
父親是我家附近廣場的環衞工人。為了這
個工作，父親甚至虛報了年齡，說自己不到
65 歲。我也不清楚環衞公司為什麼沒有核查
父親的身份證。父親起初在我們住的社區裏
打掃樓梯，正是因為超齡，他被社區物業公
司解僱了。父親被解僱後，社區的樓梯從一
天一打掃一次，變成了一周一次。業主們懷
念父親，我卻暗喜物業公司的規定——我不
太樂意父親做工。
父親做掃地這個工作也已經有了七八個年
頭，從他離開長河村決定跟兒子過一輩子
起，他便開始計劃找一個長期工作。最近，
他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消息，說這座城的環衞
公司可能要大換血，他的工作可能要泡湯
了，就心有戚戚。他甚至嘗試去問我家附
近廣場地下的停車場需不需要守車的，得到
的答覆是年齡倒不是大問題，但得會用電腦
收費，父親只能一臉茫然地回來。父親說，
他不能上班了，就回長河村去種點小菜，餵

從零創夢

曾幾何時，醜書在
內地颳起陣陣狂飆，
幾乎將書壇掀得人仰
馬翻，以致入選國展書法作品非醜
書莫屬，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非寫
醜書者莫屬，直到蘇士澍出任中書
協主席，提出「寫好中國字，做好
中國人」，醜書才開始逐步收斂。
然而，即使醜書這股風在內地
無孔不入，卻始終不能過落馬
洲。何解？皆因醜書在香港無立
足之地！
日前《藝術香港》和《香港書譜
學會》聯合舉辦了一個《香港書法
名家邀請展》，開幕當日，幾位嘉
賓致辭，無一不強調必須繼承傳
統，拒絕「醜書」。
香港書法協會會長、香港硬筆書
法協會會長黃柱河在致辭時表示，
學書要學正道書法，此次展覽目的
之一就是要讓青少年樹立正面風
氣、堅持傳統的觀念。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海外暨港
澳台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獅子山
文藝協會顧問吳任致辭時表示，香
港雖處在中西文化融匯之地，但香
港書法家依舊堅守傳統，以真誠的
態度作傳統書法。

宋揚

愉韻度曲

醜書豈能在香港立足

梁樂民拍《梅艷芳》為港人打氣

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的梁樂
民導演屢創香港票房奇跡，
車淑梅
最近拍下了《梅艷芳》備受
歡迎，叫好叫座。電影上映，梅姐梅艷芳
的歌迷入場再入場，卻對導演有三問……
（一問）為什麼要將日本歌手洗白？
「我相信他是梅姐心中的初戀，在女孩
子的眼裏，初戀情人不會是壞的，或者有
一些事情她不想知，甚至不想被記錄……
多謝老闆負責知會了日本歌手，但他有沒
有看這套電影我就不知道了。片中不說他
的全名就是出於對他的尊重。」
（二問）梅姐一早已經退出樂壇頒獎
禮，她不會為「最受歡迎女歌手獎」而感
覺忐忑不安……
「我們只是設計一個機會讓梅姐去解
釋，她並非因後浪趕上而轉向社會服務，
她那公益之路對得起天地良心。」2003 年
沙士肆虐期間，她以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
的身份舉辦《1:99 抗非典群星慈善演唱
會》，想不到 2021 年在新冠疫情下梅艷芳
繼續為我們打氣！
（三問）為什麼梅姐為姐姐結婚而吵
架，梅姐不是這樣小氣的人。
「因為那年代姐姐出嫁了就等於失去了
一個相依為命、可以倚靠的親人，電影中
就以發脾氣來表達那種的不捨的心情。」
正當大家都關心這套電影的時候，傳聞
失聯 21 年，愛芳的大兒子在臉書中表示他
已經在電影院看了《梅艷芳》3 次，引起
了傳媒的關注……多得歌迷會好友的信
任，我終於和潘文皓通了電話，當年的小
孩已28歲，弟弟進皓也26歲了……
「對的，爸爸和弟弟都看了，而我看了
3 次，第一次的感覺難以形容，長期處於
想流淚和在流淚的狀態，每次入場都有不
同感受，有好多地方好感動。當見到媽媽
和姨姨在舞台表演的時候，我眼淚不禁流
下來，我可以親眼見到二人寶貴的姐妹
情，我小時候見不到的……媽媽走時我 7
歲，姨姨走時我11歲，我不在她身邊。」
實在，當年的小文皓根本不知道姨姨一

直找尋他們的下落，梅姐出殯當天，三父
子回來奔喪，遺憾是早機來晚機返，時間
非常急促，歌迷會資深會員未能及時接觸
到，及後只能在網絡世界尋找小兄弟的蹤
影。她們記掛文皓、進皓，因愛芳媽媽生
前也有帶孩子和歌迷見面。多年來，她們
從未放棄，當電影《朝花夕拾．芳華絕
代—拾芳》上映，她們努力在臉書上找到
類似的名字，通知有此電影出現……
起初，文皓不敢太大回應，其後他們開
始溝通，訴說他小時候的故事，他開始相
信……最近歌迷知會《梅艷芳》電影上
映，更知道了姨姨一直找尋自己和弟弟的
事，「我聽到非常難過，更感恩姨姨留給
我們的教學基金，讓我和弟弟可以順利讀
完大學，有一份好的工作，我會繼續入場
感受電影中的每個細節，要好好成長，要
向媽媽和姨姨學習積極、樂觀、助人的精
神，我以她們為榮！」
文皓有善良純真的 DNA，長大的過程
中他知道大人的世界有多少？接收了什麼
訊息？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對於電影看
到的情節，於他，似乎一切都來得何等的
陌生和震撼……
不談成年人的世界影響孩子有多深……
我只感恩一套電影可以達成主角的心願、
功德無量，我更欣賞這位飲水思源、優
秀、有禮的年輕人，相信 Ann
（ 梅愛芳）和
Anita
（梅艷芳）
在天之靈肯定深感安慰……

●梁樂民導演接受《舊日的足跡》車淑
梅訪問。
作者供圖

父親是個掃地工

家家廊廊

童話世界，有全新的機會，因為當
時內地娛樂圈對香港藝人趨之若
鶩，特別喜歡與支持，所以令到香
港藝人尋找到一片樂土，可以重新
出發尋找自己的新轉機；事實上無
論機會以及金錢也是非常吸引，從
而令到大家知道原來北上是有那麼
多的快樂；直至到 2019 年開始疫情
的那一年，娛樂圈備受打擊，更加
凸顯原來在內地發展反而好過留在
香港。
到今時今日 2021 年的最後一個
月，香港人仍然面對暫時未能通關
之苦，慶幸在疫情之下，有得發展
直播營商、直播直銷的機會，當然
這個機會也是來自內地發展先，所
以現在有很多一線二線的香港大明
星也回到內地開拓抖音市場，希望
在直銷市場上賺取一些金錢。其
實，娛樂圈拍戲就算你做一線的主
角，你的薪金也不及一個藝人在直
播直銷的市場上一夜的收入，這個
便是現在娛樂圈轉型的新方向。我
相信沒有什麼事能夠攔阻一些重生
的機會，直播營商，絕對是未來 10
年娛樂圈藝人固定的收入來源，所
以趁現在我們要好好把握，重新建
立自己的直銷形象，並不再倚賴只
有知名度尋找代言工作，最重要的
是做一個可以吸引客戶投資在自己
身上的直銷藝人。
因為我們單從看新聞當中也知道
一個能夠勝任直銷工作的藝人，如
果是一線的藝人，他們一個晚上的
營業額有機會去到過千萬人民幣，
所以這個便是現在藝人應該要學習
的一個新的發展渠道。

最近上映的港產電影，當然以《梅艷
芳》最為賣座。文公子並非想探討電影成
功背後的市場推廣，而是其中有一幕，足
文公子
以成為市場學教材。
劇情說到有一晚，原本安排到夜總會演出的知名歌手
失場，公司管理層正在煩惱時，梅艷芳自告奮勇演出，
公司還多派一位新人同場。
梅艷芳自小在劇場演出，早已習慣應對三教九流的
複雜環境。她到達夜總會後，先了解場內的觀眾性
質，據悉有數枱是香港客，一枱是台灣客，還有一枱是
日本客。
在演出時，梅艷芳先以原來歌手的名曲打頭陣，而且
親自走到每一張枱打招呼，杯來酒往間，很快就和觀眾
打成一片。然後，梅艷芳轉往台灣客人處，一開腔就是
一首鄧麗君的名曲，然後也和客人熱烈交流，大家很快
就投入熱烘烘的氣氛中。最後，梅艷芳轉到日本客的枱
子，自然是高唱一首日語名曲，歌詞幽怨纏綿，令日本
客人投入到一同起舞，整個場面的熱鬧氣氛也推到最高
點，自然換來不絕掌聲。
梅艷芳立即介紹下一位歌手，就是公司安排同來的新
人張國榮，演出的是新歌《默默向上游》。該首歌內容
非常勵志，現時已屬於經典金曲，但放在燈紅酒綠、紙
醉金迷、人人花錢尋開心的夜總會，一開腔演唱第一
句：「幸運不肯輕招手」時，觀眾已經感到大煞風景。
然後是一連串慨嘆命運弄人，而自己不會妥協的歌詞，
更令觀眾紛紛收起笑容，然後轉身各自敬酒猜拳。及至
歌手用盡感情，唱到副歌的高潮部分：「求能用心，求
能用功，求能做好鼓手」時，正在觥籌交錯的觀眾，已
經完全無人在欣賞演出，更遑論掌聲鼓勵了；原因很簡
單，你台上的想排除萬難去做個好鼓手，關我們尋歡作
樂的底事？
梅艷芳事後和張國榮檢討，不是他唱得不好，而是選
錯了歌。對於市場推廣來說，任何產品，如果沒先了解
受眾的需要，縱使是如何先進突出，其實也只是捉錯了
用神。
就像香港人現時渴望通關，對港版健康碼自然非常有
期望，但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在電台節目表示，
「港康碼」只是通關的前奏，下載時間與通關配額無
關，市民毋須急於申請。這番話給人的感覺，是將一盤
冷水往熱切期待通關的市民頭上潑去。申請「港康碼」
就是為了想通關！如果局長能更有同理心，指出要順利
通關，大家就要先習慣使用「港康碼」，市民在心理
上，會不會更容易接受一點？

百百

上世紀九十年代，
我們開始覺得香港娛
路芙
樂圈的吸引力在全球
掀起一股熱潮，很多人也喜歡香港
的娛樂圈文化，紛紛希望能夠到香
港發展自己的娛樂事業。
在 2000 年，有一些朋友感覺在香
港的娛樂圈已經沒有發展的空間，
便去尋找一個新的生活空間來發展
自己的娛樂圈藝術生活，這些藝人
於是紛紛北上開拓自己的新一頁，
開初的時候有很多朋友認為在內地
發展娛樂圈的生活代表了自己在香
港沒有機會，事實上，有很多藝人
在那時也覺得自己在香港吃不開，
所以回內地尋找發展空間；包括有
張衛健、劉愷威、陳鍵鋒等等知名
藝人，在那個年份他們可能覺得自
己在香港的娛樂圈事業停滯不前，
甚至乎沒有進步的空間，於是鼓起勇
氣到內地重新發展自己的事業，但短
短的 10 年間，他們事業不單止一帆
風順，更令到香港的藝人在內地有
特殊的吸引力，所以這些先頭部隊
在內地的發展飛黃騰達，收入甚至
乎超越香港一線的明星。
到了 2010 年香港的娛樂圈開始感
覺停滯不前，無論電影、電視台、
電台都遇上了樽頸位置，香港的觀
眾突然間感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
渠道可以享受娛樂，便開始減少留
意香港娛樂圈文化，互聯網的發展
令到這個問題更加嚴重，變相香港
數一數二的明星收入也慢慢開始下
滑，令到他們開始面對危機！
那時候，香港有很多幕前幕後的
藝人朋友突然發覺北上絕對是一個

梅艷芳的市場學啟發

淑梅足跡

在台灣工作生活那 攝，劇組一位副導演說帶我們去見
段 日 子 （1985 年 至 識他參與的一場立委競選活動，我
1989 年），恰巧是其 們幾個從香港來的工作人員一起参
陳復生
歷 史 上 的 重 要 時 加了，真是大開眼界——偌大的場
刻——當時台灣經濟快速起飛， 地空間，搭建了大型舞台，台下擺
與 韓 國 、 香 港 及 新 加 坡 合 稱 為 設百多圍宴席，每圍可坐上 12
「亞洲四小龍」。在政治方面， 人，一個千多人的聚會。只見台上
1986 年國民黨以外人士宣布成立民 有人輪流講話、唱歌，夾雜國
主進步黨，隨後於 1987 年，政府解 語、閩南語……台下在敬酒、猜
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台灣 拳、吃喝……吵吵鬧鬧的，大家都
自此展開了新一波民主化和本土化 聽不到大家說什麽、唱什麽，反正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一個字：
的浪潮。
當時的三間電視台皆有官方色 「亂」! 副導演喝得臉紅，情緒高
彩，分別是台灣省政府背景的「台 漲地說：「這是我們的民主選舉投
視」、國民黨背景的「中視」和軍 票，你們香港沒有的！」我們幾個
方背景的「華視」，每逢舉行選 面面相覷……我追問：「那麼，你
舉，都會播映辯論節目，尤其當立 選哪一位？」副導演理直氣壯回
法委員們在議會辯得面紅耳熱，繼 答：「『大會』會告訴我選哪一
而雙方動武時，即於當日新聞報道 位。」唉！不禁失笑。
播出……對我這來自香港的年輕女
就是因為當年見識過這「台灣式
孩來說，充滿好奇不解！
民主」，我決定放棄購買仁愛路四
我們香港也有議會，在回歸前， 段心儀的房子……
由英政府轄下管治香港的總
督，直接委任立法會的大部分
議員，只有小部分在不同界別
推選，總督亦順理成章成為立
法會主席。每逢開議會，議員
們都衣儀容整齊，談吐溫
文，舉止優雅，只以「理」服
人，從不嘩眾取寵、也不嬉笑
怒罵，跟我在台灣所看到的簡
直是天淵之別。
●我在台灣工作生活的上世紀八十年
又有一次，剛好不用夜班拍 代，當時經濟快速起飛。
作者供圖

梁君度

文公子手記

點滴

在台灣生活的那段日子（二）

前段時間，朋友組織了一場聚
會，這場聚會不只是我們的老朋
王嘉裕
友，還有一些比我們年輕很多的
青年，我們在一起交流思想，在過程當中互相
影響，給彼此帶來積極能量，這也讓我了解到
現在關於一些年輕人創業的情況，現在這裏向
大家分享。
創業，應該是年輕人心中都會有的想法，也
是年輕人比較關注的話題。其實一個人能夠有
勇氣去創業，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就意味我
們努力去改寫自己的人生軌跡，有可能做出一
些與眾不同的成就來。當然，這是理想的成功
創業，而創業之路漫長也不會永遠都是成功。
就比如我認識的一個年輕朋友，第一次看到他
時，如用世俗的眼光來看待他的話，那他應該
是什麼都沒有的，看起來也好像是混生活一
樣。他給人的感覺是對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大的

點雞鵝鴨。我問，你住哪裏呢？家裏房子都
垮完了。父親說住鎮上大舅的空房子（我家
隔鎮上不遠）。大舅去世有好幾年了，大舅
母未改嫁，大舅母和母親、大姑媽商量好了
要回去養老。這個約定在我們子侄輩看來只
是表示關係親密的玩笑，不具可行性。一幫
七八十歲的老頭老太住在一起，真要有一個
得了疾病，天遠地遠的，要急死個人！
我是肯定不敢放父親單獨回去住的，儘管
10年前60歲的他還能在廣場的單槓上做引體
向上，儘管他現在也還很少傷風感冒，儘管
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對新鮮事物的好奇。
父親今天出門之所以要戴上一頂帽子，是為
了遮住額頭上方的紗布與繃帶。幾天前，吃
過晚飯的父親一個人去逛公園，他鑽進正在
修建的下穿隧道去看稀奇，被鐵皮刮出了一
條血口子。母親怯怯地給我打電話問我下班
有沒有時間，我正在加班改學生的卷子。母
親說，你爸把頭「撞」了。我以為出了大
事，腦袋嗡的一聲就大了。我忙丟下手裏的
事情去接他們，他們站在學校附近一家小醫
院的門口。原來，要是這家小醫院能處理，
他們根本不會打我的電話，只因為怕影響我
的工作。父親的臉上留幾道血痕，血痕都
已乾結。我帶父親去人民醫院掛急症，掛完
急診等醫生縫針。醫生用手術刀刮父親傷
口周圍的頭髮，手術刀一擠壓，鮮紅的血又
往外冒，我問父親痛不，他說，痛，不過還
可以忍受。我忙問醫生咋個不先打麻藥，醫
生冷冷地說，順序我知道，不需要你提醒！
一針一針，鋼針從父親的頭皮上穿過，每一
針都讓我咬緊了牙，腮幫酸漲，驚懼又心
痛！我想起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我光腳往
池塘裏跳，踩中玻璃的劇痛，我想起父親無
數次背我去鎮醫院上藥的背布……縫完針，
醫生說兩天換一次藥。父親因為換藥時還需

要掛號的問題對醫院牢騷不斷，說太坑錢，
哪有縫一個傷疤，還需要掛幾次號的？我忙
拉父親往外走，各行各業的規矩一時也給
他解釋不清楚。父親不懂這些規矩未必不是
好事，這至少說明父親很少來醫院！
今天出門是要送家裏的客人回成都的。父
親本來說定讓我一個人開車送他們去坐地
鐵，臨出門時，父親一時好奇心又萌動。父
親極力攛掇母親，走嘛，上次我們只在地鐵
口晃了一下，今天我們也進去看看。我們把
客人送到檢票口，沒有買票的我們就過不去
了。母親轉身要回，父親好奇的目光還在朝
檢票口裏面探尋。我說，走，我們買票感受
一下。父親立即附和，全然不管母親的抱
怨——母親捨不得白花錢。為了滿足父親的
心願，我在中間打圓場。父親見母親也同意
了，立即甩開步子，大步向售票機走去，父
親微微佝僂背，手也大幅度地擺動起來。
我教他如何買票，我講完之後，正要塞紙
幣，他說不要忙，讓我自己來試一次。於
是，同樣的流程又走了一遍。我們過檢票
口，下步梯，候車，上車。在短短的一站路
途中，父親和母親討論地鐵與火車的區
別，成都地鐵與北京地鐵的區別。母親坐火
車只有兩次，45 年前，母親從成都坐火車去
北京看望當兵的父親。也正是在那一次，母
親第一次坐了地鐵。今天，是第二次。
我希望父親工作的環衞公司能早一點解僱
他，這樣，我們一家人假期的旅行才是圓滿
的。我不希望父親學會買機票，買火車票，
買地鐵票，因為這樣，我才能帶父親走遍
他想去的地方。
父親和母親興奮地四下裏打量地鐵上的
一切。我看正在與母親說話的父親，父親
忘了戴假牙，他的沒有牙齒的嘴巴癟，我
一扭頭，偷偷抹去了眼裏的淚滴……

敢於堅守
要求，也沒有太突出的想法，那時候旁人都說
他想要開始的事業，不過是個玩笑而已。綜合
各種因素來評價他，是不會成功的。可是兩年
後，我卻看到他真的做起來了，在這裏成功，
雖然沒有什麼標準的物質定義，但是從他身上
看到了光芒。他實現了曾經的夢想，有了自己
的立足之地，現在來看他的創業歷程可以總結
為兩個字︰堅守。
認清了前路，並且勇敢地堅守下去，是一種多
麼可貴的精神啊。而在創業路上也更需要這種
精神，因為創業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不
確定事件，會受到不少的打擊，成敗得失總是
有的，但如果一個人心猿意馬、三心兩意，哪
怕遇到一點點小困難就會覺得是天塌了下來一
樣，脆弱的內心就會很快宣布失敗，這是不能堅
守的典型表現。我佩服那位年輕朋友，他不會
輕易說放棄，其實一路走來，他也經歷過很多

的困難，也受到外界各種各樣無形的壓力，可是
每次經歷失敗的時候，他會盡可能把損失降
低，但是還會堅定地堅持下去。用一句世俗的
話來說，就是打不死的小強。是呀，我們的物質
擁有可以短缺，可以過得比別人差，但是我們
一定不能丟失了內心那份堅守的精神。
不要輕易放棄，遇到困難時還能夠用積極的
態度去看待，這是勇於堅守。其實，這又何止是
創業中需要的精神呢，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是需要
的。很多事情都會有柳暗花明的時候，可是我們
往往在糾結於困難和煩惱本身，就把自己的堅守
精神給弄丟了，然後就把事情判斷為失敗。我們
應該多一些耐心，不要急下定論，同時也不要
急去改變什麼，不要試圖改變別人或者改變周
圍多大的環境，其實最重要是堅守住自己的內心，
不管是創業的朋友，還是生活中常常被煩惱打敗的
朋友，都要記住別弄丟了自己內心的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