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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在天津
南開學校，度過他 4
年的中學生涯，當年
陳復生
他經常上課的課室，
至今仍保存下來……年輕時的周總
理喜歡寫詩，亦留下不少作品，從
他的詩作中，可看出他是位感情豐
富的人。現在的南開，還把當年周
總理所寫的詩，一首首掛裱起來，
其中的《大江歌罷掉頭東》最為有
名——當時周總理完成中學後，準
備負笈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學習，臨
行前寫下這首七言詩，後來題送給
他的同窗好友張鴻誥。
民國初年，留學潮中的中國青年，
大都抱着去外國尋求先進科技知
識、拯救中國的思想。而《大江歌罷
掉頭東》這首詩的雄偉氣勢，正好表
達了周總理當時欲尋求真理的決心 :
大江歌罷掉頭東，
邃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
南開學校的創辦人是嚴範孫，校
長是張伯苓，二人都是中國近代著
名的教育家。嚴範孫是天津四大書
法家之一，也是清末富商之後，他
曾經奏請朝廷，要求廢除科舉，開
辦經濟特科。他亦相信中國一定要
變法維新，在天津他棄政從教，大
力興辦教育，於二十世紀初，曾設
立多座師範學校。

1904 年，他偕張伯苓赴日本考察
回國後，便創辦南開學校，任張伯
苓為校長。
1913 年周總理入讀南開，表現優
異，嚴範孫、張伯苓器之為「宰相
之才」，更特別免其學費，是當時
南開為數不多的免費生。求學時期
的周總理，文武雙全，不僅詩詞歌
賦了得，還熱愛運動。但是，原來
參與戲劇演出才是他最熱衷的校內
活動！
南開學校，是中國北方話劇的搖
籃，周總理在南開就讀時，是話劇
團中的精英分子，經常在舞台上表
演，甚至反串演出，而當年天津南
開的話劇團是非常有名的。周總理
熱愛戲劇，他也曾表示過，如果沒
有從政，他可能會成為一名導演！
周秉德大姐在她編寫的《我的伯
父周恩來》書中亦提到，將來伯父退
休後，想當演員，演巴金名著
《家》《春》《秋》其中一角，也要
執筆寫個劇本，名字都想好了，稱為
《房》，還要親自擔任導演……
（待續）

◆陳復生在天津南開賞讀一首首
掛裱起來的——周恩來總理在學
時所寫的詩作。
作者供圖

紅查館

TVB 大打青春牌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轉
眼間又到了年終歲尾，看着日曆上
鮮紅的日期一頁頁掀過，我的心又
回到了歲月深處垂釣起與年有關的
記憶。
農村過年，除了掃塵、祭灶、
貼春聯
貼春聯、穿新衣等風俗，還有一些風俗是
與吃食有關的，比如「蒸供兒」，比如
「炸麵食
「炸麵食」……
「蒸供兒」是我們老家的年俗，有些地方
叫做
叫做「蒸饅頭」、「蒸年饃」，其實內容是
一樣的
一樣的，都是蒸一些樣式別致的饅頭，做為
年三十的貢品以及招待拜年的客人
年三十的貢品以及招待拜年的客人。早些
年，平日裏吃不上白麵饅頭，只有到了年根
兒底下才能把積攢下來的白麵蒸成饅頭做貢
品，因此年底「蒸供兒」也成了老家過年最
神聖和最讓人期盼的事情。
「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
「蒸供兒」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家家戶戶都
會提前一天發好四五盆白麵來「蒸供兒」，
一家的主婦連上婆婆、媳婦兒齊上陣都忙不
過來，大多時候都是和鄰里嬸嬸、婆婆商量
好，幾家一起忙活，給你家蒸完，再去我家
蒸，就這樣分工合作，相互幫忙。
小時候最喜歡看母親她們「蒸供兒」，四
五個人，都穿着漂亮的花棉襖，紮着各色圍
裙，挽起頭髮，擼起袖子，像美麗的花蝴
蝶，在灶房間穿梭，和麵、揪劑子、揉饅
頭、上屜、燒火、開鍋、點紅……每個人都駕
輕就熟，分工明確。老家的「供兒」也簡單，
就是蒸光頭饅頭，蒸熟後在頂上打個紅點
兒，看上去也很漂亮。因為造型別致的花饃比
較費時間，根本忙不過來。大多數嬸嬸都是
蒸光頭饅頭的好手，也有手巧的嬸嬸會在蒸
饅頭間隙，為我們小孩子捏幾個動物樣子的
花饃，蒸出來維妙維肖的，讓人心生歡喜。

從零創夢

文脫化而成聯；三是新擬，即創
作。聯句的藝術手法頗多：如其內
容構成的邏輯關係有並列、轉折、
遞進、連貫、因果等。而組句技巧
有串組、換位、重言、兩兼、連珠
等。修辭手法有比喻、借代、相
關、襯托、隱切等。用字手法有析
字、隱字、嵌字、同旁、用韻等。
嵌字還分鶴頂、燕頜、鹿頸、蜂腰
等。可見撰聯手法之多。
揮春之傳播，與書法藝術更有不
解之緣，文采燦爛之聯文，借助雋
美秀逸的書法，可謂珠聯璧合。元
劉唐卿《降桑椹》云：「招財進寶
臻佳瑞、閤家無慮保安存。」有些
書法家把「招財進寶」這句吉語拼
成一個字，方法是在寶字下面左寫
進字右寫招字，寶字下的貝與招字
左邊提手旁構成財字，「招財進
寶」合四為一，甚受大眾歡迎。將
四字吉語合成一字的還有「黃金萬
両」、「紫氣東來」等等，書法家
可各施各法，自行創作。
香港雖疫情未過，但大家過春節
還是會貼春聯的，你又有什麼心水
春聯呢？

楊麗麗

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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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兒童 人人有責

「 童 樂 居 」 事 件 令 人 痛 大的打擊，可能影響他一生的自信……國
心、令人髮指！可憐的小朋 際培幼會在 2 年前推出了守護兒童的框
友是多麼的無辜、無助和痛 架，這是非常新穎的概念，因為以前着意
車淑梅
苦！但，其實在我們身邊有 保護兒童，就是事發了才去保護，現在是
很多愛護孩子的天使。今天向大家介紹兩 一個防禦的機制，反應非常好。因為孩子
位，包括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 無處不在，體育訓練場、補習社等等，孩
娟博士以及來自香港五邑工商總會、張祝 子受虐一個都嫌多。」
周校監鼓勵家長遇到困難時應該開聲去
珊幼兒園幼稚園、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
會長周慧珍校監，最近她們努力攜手推行 求助，可以找家人、其他家長，甚至校長
幼稚園幼兒園《守護兒童政策》，落實香 老師，一定有人可以幫上忙，「《守護兒
童政策》由幼稚園開始，我們有專家團隊
港成為守護兒童之都。
到底什麼是虐兒？蕭博士解釋︰「包括 包括立法會議員、社福界人士、學者、臨床
身體傷害、心理傷害、性虐待和疏忽照 心理學家、法律博士等的支持，根據原有的
顧。1991年學校開始不能體罰，但在去年9 框架撰寫了政策聲明、角色責任、保護及
月的一個研究調查發現每 10 個孩子之中有 程序等……其中政策方面包括了四點︰
一個受過身體傷害，另外每5個就一個受到 1）機構承諾守護所有兒童及採取合理措施
其他的傷害。在疫情底下，2021年首9個月 來確保兒童安全。2）訂立明確的行為守
警方資料虐兒個案有 871 宗，即每日有 3 則，列明對待兒童恰當及不恰當行為。3）
政策可讓公眾查閱，包括兒童和家長。4）
宗，比較上一年升了66%情況嚴重。」
周校監分享一個昔日的個案︰「每天學 透過簽定相關政策條款，確保政策適用於
校都會作晨檢，早晨檢查一下小朋友。那 所有員工、義工及相關合作夥伴。」
周校監更指出，「『沒有保護罪』有關
天一位4歲的孩子回校面上有5個手指印，
可想而知他當時是非常之痛楚。我立即要 的條例可能很快實施，這守護政策就是讓
所有前線教職員在法例
求見家人，父親並不友善
下，不用擔心知情不
地說我沒有資格教他教孩
報、何時舉報等，因為
子，我說要了解事情，我
只要遵循此政策行事，
怕這樣會震動到小孩的耳
根本沒有機會犯法；此
膜，往後我都會繼續檢查
外，在舉報之後，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如果有下一
可能要與家人分離，相關
次，我會直接帶他去驗傷
的部門有沒有機制和場
以及報警！他聽到了立即
所保護到孩子？因為小
說明白了……現在孩子已
孩要與家人分開是多麼
是大學生，每一個階段父
難過的事情……」
母都會帶着孩子回來探
實在，我們要時刻擁
我，其實我當每一個孩子
抱保護兒童的概念，聽到
都是自己的子女。」
左右有哭聲、打聲，應該
蕭博士亦有同感，「實
伸出援手通知管理處，就
質言語欺凌也是虐待，記
得小時候班裏面有一位同 ◆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蕭美 算報錯，也不願小朋友受
學比我們高大，每次沒有 娟博士（左）與香港幼兒教育人 危機威脅！大家可以記下
交功課，老師便口口聲聲 員協會會長周慧珍校監（右）攜 「防止虐待兒童會」熱
說『高大衰』又欠功課， 手推行幼稚園幼兒園《守護兒童 線 ︰ 27551122， 守 護 兒
作者供圖 童、人人有責！
我相信對同學而言那是很 政策》。

舌尖上的年俗
家廊

愉韻度曲

春節臨近，又到寫
揮春的時候了。前幾
梁君度
天走過上環樓梯街已
見有人在那裏擺街檔，為街坊和路
過的行人寫揮春。
中國人在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就
是年前在住宅門口張貼新年揮春，
代表去舊迎新。相傳揮春起源於宋
朝，最初是宜春帖、桃符、延祥詩
等，後來演變為貼春聯。
揮春一般只有一兩個字，或是四字
詞語。例如「福」、「風調雨順、國
泰民安」或「身壯力健、龍馬精神」
等。古人在立春日多貼「宜春」二
字，後漸漸發展為春聯。常見的春
聯多是五字聯和七字聯。如：「春
風舒凍柳、瑞雪兆豐年」、「春暉盈
大地、正氣滿乾坤」。「一帆風順吉
星到、萬事如意福臨門」、「四海財
源來寶地、九州鴻運進祥庭」等
等。明年是虎年，有些春聯將「虎」
字嵌進去，如「虎踞龍騰生紫色、
風調雨順慶豐年」、「虎步奔騰開
勝景、春風浩蕩展鴻圖」等。
作聯之法不外乎三種：一是集前
人詩文成句而成聯；二是從前人詩

勾起家庭觀眾的集體回憶。聲夢學
員已成功入屋。
另一青春劇《青春不要臉》，由余
德丞、丁子朗、劉穎鏇、戴祖儀、
伍樂怡、林正峰、游嘉欣、孔德賢
等一班年輕演員擔正，共 15 集，既
因應現在劇集的新趨，集數少，如果
反應好便加碼拍第二季，亦是一班新
人的試金石，看誰會彈出。
大台順便將豐富的寶藏來個大晒
冷，把劇中演員融入《神鵰俠
侶》、《雙星報喜》、《新紮師
兄》、《上海灘》等舊劇對戲，特
技效果不錯。不知會否吸引觀眾去
myTV Super重溫經典劇。
《七線人棄王》節目名吸引，是
曾志偉集思廣益的大膽之作。他召
集綜藝科所有編劇及導演共 100 多
人及 200 名藝人，鼓勵他們主動提
議，擺脫「藝人是被動的」框框，
《七線人棄王》應運而生。「七線」
已夠辛酸，還要是「人棄王」，自嘲
得來不失一份堅持，看看五子的絕核
「稱號」：「角色死亡率高達100%」
陳俊堅、「演出作品超過100套、但
對白未必夠100字」鄭雋熹、「古惑
仔專員」程浩駿、「御用禮儀先生」
林浩文及「永遠的舞男」姚宏遠。
以往藝人跌了入五線，未必再有擔
正機會，如今七線的「人棄王」可以
擁有自己的節目，訊息正面、勵志。
曾志偉在娛樂圈多年，眼見不少
人，因欠一個機會，而變滄海遺珠，
很可惜。他現在有能力了，就為懷才
不遇的人製造一個機會，希望「七線人
棄王」會搖身一變成為「一線人氣王」。
如非對娛樂圈有愛，不會拍板為
「人棄王」開節目。曾志偉此舉亦
是對娛樂圈的「跟紅頂白」說不。

下星期二為大年初一，先向各位拜個
早年，祝各位在新歲「健康虎虎生
威」、「行運苦盡甘來」。
文公子
新春伊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校
友會每年都會邀請資深通勝編撰人、「蔡真步堂」蔡
興華女士，為校友主持午餐講座，講述新年運程。
「蔡真步堂」已故的蔡伯勵先生，是本港知名的曆法
堪輿學家，所出版的通勝，不少香港人都據以擇日觀
時；蔡興華女士是其嫡傳女兒，對於曆法堪輿之學，
可謂盡得真傳。
近兩年，由於受疫情及限聚令影響，運程講座已連
續兩年改為在網上舉行。今年的主題為「送牛迎虎賀
新歲——2022 壬寅虎年運勢預測」，已於 1 月 22 日星
期六下午舉行。會上，蔡女士解釋通勝所載《地母
經》所云：「太歲壬寅年，高低盡得豐；春夏承甘
潤，秋冬處處通」，壬寅年應是前途豐盛的一年，特
別是「秋冬處處通」一句，似乎預言秋冬之時應可回
復通關。然而，最後兩句「人民雖富樂，六畜盡遭
凶」，就顯示明年雖為富樂之年，但動物看來有劫，
觀乎最近倉鼠傳疫，就是預兆？
我輩營商中人，當然最關心新一年何日開年和開市
最好。蔡女士指出 2 月 2 日大年初二是開年的好日子，
可以選擇的時間除凌晨時分外，早上 9 時 30 分到 12 時
30 分都宜開年祈福。至於開工日，年初四星期五是吉
日，但肖馬不宜；可候再下星期一在年初七開工。
另一個有趣的話題，是蔡女士根據立春之時的八
字，推斷未來國際局勢比較波動，而且電子平台與媒
體會被濫用，相信造謠和假消息等別有用心的文宣，
會充斥世界，在壬寅年必須留意。作為公關顧問，當
遇上惡意造謠或假新聞攻擊，對人或機構而言，都可
歸類為公關危機。應該如何趨吉避凶？
文公子常言，危機由未發生前開始管理。企業平時
已應積極建立和鞏固一己的正面形象，例如多做能盡
企業社會責任的善事，得道多助，就等於擁有一個
「形象防護罩」，當遇上無理的惡意攻擊時，對企業
形象的損害就能有所減輕。此外，企業也應保持一個
正面而低調的態度。所謂「樹大招風」，高調的企業
和管理人，由於一言一行都受到廣泛注意，也往往較
易成為被針對的目標，所以宜保持低調。但低調並不
代表沒沒無聞，而是在傳訊時，只需令目標持份者知
悉就足夠。
當然，企業也必須每日監察各種媒體的報道，發現
有不利消息時，就要盡快澄清，自然能消災解難了。

百

自曾志偉回巢 TVB
後，由綜藝節目到劇
查小欣
集都青春了，生氣勃
勃，節目種類多元化起來。去年為
炒熱東奧氣氛，破天荒動員全台
200 多位藝員，舉行拳擊、射箭、
籃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游
泳、足球、田徑項目的《明星運動
會》，展示藝人健康活力的一面。
又陸續推出不同種類的綜藝節目，
給二三線藝人更多曝光及表演才華
的機會。例如《好聲好戲》令陳自
瑤彈起，《思家大騙》、《識貨》
等博得觀眾笑聲之餘，亦看到藝人
的急才。《東張西望》近期更有聲
有色，關心社會，深入跟進爭議性
話題，得到不少回響。
為培養更多台前幕後人才，繼續
開辦藝員訓練班、幕後人員培訓班，
更與時並進，創辦「帶貨訓練班」，
為電視界培訓更多人才，製造更多就
業機會。一個行業要蓬勃發展，一定
要有大量的人才，大台此舉有遠見。
大台銳意將觀眾年齡層年輕化，
成功地培訓出平均年齡只有十幾歲
的聲夢學員，姚焯菲、炎明熹、鍾柔
美成為年輕偶像。尤其姚焯菲，樣子
可愛，非常受歡迎，香港小姐總決
賽、萬千星輝賀台慶等重頭大騷都由
她打頭陣出場，就連叱咤頒獎禮也
由她第一個上台領獎，儼如福將。
由聲夢學員主演的《青春本
我》，反映時下的校園生活，一張
張的年輕面孔帶來新鮮感，當中
Head Girl競選戰、網絡欺凌、爭風
呷醋、師生戀、抄功課、代做功課
賺外快、爭場打波、父母的重男輕
女、Camp fire等等，緊貼年輕人步
伐，容易引起年輕人共鳴，同時亦

虎年提防謠言多

淑梅足跡

文公子手記

點滴

大江歌罷掉頭東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小孩子最喜歡熱鬧，「蒸供兒」那幾天都
趕着上前來幫忙，只是自己啥也不會，鬧哄
哄的反而添亂，母親就會分塊糖果打發我們
出去玩。有時候人手不夠，我就會被安排給
蒸好的饅頭點紅點，其他小朋友都羨慕不
已。而我自己也像打了勝仗的將軍一樣，挺
胸昂頭，拿着筷子小心翼翼地給饅頭點紅，
就怕一不小心點歪了，下次母親就不會選自
己幹活了。剛蒸好的饅頭，白白胖胖的，一
排一排的像列隊的士兵，冒着熱氣散發着天
然的麥香，引得人直流口水，我小心翼翼地
用筷子蘸着紅顏料「檢閱」着這些士兵，
「檢閱」完的饅頭就有人端到外面凍上，而
在院子裏玩鬧的「小饞貓」們就會趁機摳一
塊饅頭塞嘴裏嚐鮮，母親發現了也不會生
氣，還會把一個饅頭掰幾塊分給小饞貓們解
饞。
在「蒸供兒」那幾天裏，家家戶戶都是炊
煙裊裊，笑聲陣陣，還有好熱鬧的孩童東家
走西家串地看誰家的饅頭大，誰家的饅頭
白，誰家的饅頭花樣多，整個村莊都是一派
喜氣洋洋，和和睦睦的景象。
「炸麵食」也是我們老家的年俗，它包含
炸果子、炸散子、炸丸子、炸藕盒……即使
平常的日子多麼拮据，年根兒底下一定是要
支油鍋炸麵食的。而每家會根據自己的情況
炸不同的麵食，有炸果子、炸丸子的，也有
炸散子和藕盒的，也有幾樣麵食都炸的。要
是哪家支了油鍋炸麵食，那香味飄得滿村子
都能聞到，就有嘴饞的孩童跑回家催促大人
抓緊支油鍋炸麵食。
家裏炸麵食，我們小孩子總會賴在廚房
裏，趕也不走，拿糖塊哄着也不走，就為了
等着那平時吃不着的炸麵食出鍋，也為了聞
那香死人的油香味。家裏炸麵食，我是幫忙
燒火的，大根木柴塞進灶膛裏，風箱拉得呼

呼作響。等油起了油花，溫度適宜了，母親
就開始炸麵食了，先炸果子，一個個巴掌大
小的臉胚子，下到油鍋裏，呼的一下就膨脹
起來，慢慢地它們由白變黃，由生變熟，等
在旁邊的弟弟妹妹就吧塔着口水直勾勾地望
着，等母親把炸好的果子撿進盤子裏，我們
幾個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來往嘴裏塞，一個個
都被燙得眼淚直流，稀里嘩啦的，但是還是
停不下來。剛出鍋的果子，酥香可口，現在
想起來還回味無窮讓人垂涎。
接下來還要炸丸子，一般都是白蘿蔔或白菜
的蔬菜丸子，母親的手很巧，拿一個小湯
匙，沾點油，在和好的臉盆裏舀一下，放進
油鍋裏，就是一個圓溜溜的小丸子，等一鍋
下了三四十個丸子，母親就會停下來，用漏
勺檢出一個黃澄澄的丸子，讓我嚐一嚐熟了
沒有，弟弟妹妹就會着急地詢問「熟了
沒？」「好不好吃？」等炸好的丸子出了
鍋，弟弟妹妹就會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頤，一
個接一個，根本停不下來，直到吃得小肚子圓
滾滾的，一打嗝都是滿嘴的油香味。
還有人家會炸散子，麵粉加上雞蛋白糖和
好了，擀成手指粗的麵條，四五根一組，兩頭
捏死了，中間是鬆散的，放到油鍋裏炸到兩面
金黃，吃到嘴裏又脆又甜，是孩子們最愛的
炸麵食。誰家要是炸了散子，就會有小孩子
順着味道找上門，那家人家也不會生氣，更
不會往外趕，都是拿出炸好的散子分給孩
子們，以圖過年有一個人丁興旺，闔家歡
樂的氛圍。
在農村過年，過的就是傳統，過的就是熱
鬧的氛圍，過的就是那些在記憶深處抹之不
去的味道。那時的農村雖然沒有燈火璀璨，
雖然沒有美酒佳餚，卻有着最簡單純粹的快
樂，一家子團團圓圓的和睦，和那些簡單的
美食在舌尖上駐留的滋味。

真正的富有是不放棄希望

身邊有很多優秀的朋友，他們
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稱之為人生的
王嘉裕
輝煌。如果說是物質的擁有，他
們錢財地位似乎都有了，同時他們的精神生活
也是非常充實。曾經坐在一起討論，回顧一路
走來，我們最富有的時刻是哪些時刻呢？
有的朋友說是遇上發財的機遇，事業上突飛
猛進；有的會想着，是在一段美好的感情中，
愛情的甜蜜讓他覺得非常幸福；也有的說是童
年，因為童年的時間是那麼多，不用急急忙忙
地趕着做這個那個。其實每位朋友的說法都有
一定的道理，但是讓我最難忘的，是有位朋友
說的那句話——真正的富有是不放棄希望。
這句話乍一聽，也許會覺得有些滑稽。什麼
叫做不放棄希望？那應該是在面臨危險或者處
於危險的時刻吧。那種時刻，一般來說我們都
是貧乏的，好像事事都不如意、寸步難行一

樣，然而這種時刻怎麼能夠稱得上是富有呢？
也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切的物質
擁有，都可能有消耗完的一天，它是我們可以
用肉眼看得見，會慢慢減少或增加，是有數量
的，既然有數量，那如何能夠稱之為富有？所
以這樣的富有，沒有可比性。走到生命的另一
個極端，當我們失去一切的時候，在可以看見
的物質擁有上，我們也許是暫時歸零了，可是
如果一個人在這種時刻還能夠心懷希望，在絕
望的時候能夠從縫隙中看到希望之光，在面對
哪怕寸步難行的將來，能抱有一份堅定的信
念，那麼他一定是最富有的。
這就可以延伸到人的內心世界。再來說富有
這個問題，如果只放在物質的衡量上，可能有
些人擁有了一些物質，便覺得自己是非常成
功，也開始止步不前，那麼這種富有就算是稱
得上富有，也只是短暫的。而從人的內心世界

來說，如果能夠在無論什麼時刻，都不放棄希
望，那麼他的未來一定是充滿着期待的。儘管
可能暫時處於失敗中，但有一天肯定會重見光
明，再取得成功。
正如那位朋友說，現在擁有着多少，不代表
一輩子都會有這麼多，而且人的一生中會有很
多挫折，面對挫折和失敗，我們又該如何進
退？不放棄希望就是最好的對策，什麼時候都
不放棄希望，就是最富有的。
很多年輕的創業者會向我傾訴各種困擾，我
也想把這句話送給正在奮力創業的年輕人。一
個人的目光夠長遠，視野夠開闊，就能明白最
富有的並不是物質的擁有，正所謂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不放棄希望，那你的人生就會
有無限的可能。就算創業失敗，處於低谷中，
不放棄希望，相信你也會有大展宏圖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