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起上海

做人的道理
「凡事留一線，日
後好相見」，是很多
前輩，包括我媽媽自

小就教我的一個道理。
但我卻對這個道理一直都覺得有
點模棱兩可。
一般來說，我認為你不留餘地也
沒什麼問題。現在的世界和以前不
同的一個大地方，在於沒有人再有
太多的記憶。
在信息量爆炸的情況下，我認為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模式早已改變，
即使是凡事去盡，也真的沒有什麼
隔夜仇。
我最覺得深刻的道理，是小時候
看到有人在扶手電梯站在了左邊的
時候，會有些香港人因為自己是道
德警察而大聲疾呼：「企右邊
啊！」
我自己是從來都不覺得應該或者
需要這麼做的。因為沒有人因此獲
利。即使是喝止的那個人，我也不
認為自己會真的覺得很爽。
英國人一般遇到這種情況，最多
只會自己搖搖頭，但很少會真的喊
出聲去糾正對方。一方面是英國人
比較保守，另一方面是大家都很停
留在自己世界，比較不想打擾到其
他人。

我小時候總覺得，不出聲比較
好，因為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該
道理是，只是因為你是對的，不代
表你應該要去盡怒罵對方。因為，
大局上來說，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
因素，例如你自己脾氣的鍛煉等。
所以每次我女朋友「爆」我，我
都會苦口婆心地解釋給她聽——到
最後，每次一下子就發脾氣，只是
自己最傷心。
可是我現在覺得，有時候不留一
線，更好。原因很簡單——想徹底
解決矛盾，想真正一了百了，很多
時候這樣更好。
我和很多人的溝通，現在就是如

此的。或許是比較有衝突，可能是
比較火爆、可能是比較容易讓人不
舒服。
但是和很多人不同，我和我女朋

友強調的，是要向着解決問題、建
設性方向出發。
只要如此，那麼有強度反而更

好。因為解決矛盾，沒有火、不慍
不火，很多時候根本談不出什麼。
這只是原地踏步。
學到這個道理，現在無論是面對

客戶、面對自己團隊、面對美美、
面對媽媽，我覺得溝通都好了、關
係也好了。

上海最近成了熱門
話題。說起上海，香
港人最先想到的是
吃，小籠包、松子黃

魚、紅燒肉、醉雞、燻魚，香港
有不少上海菜館，只要上海粗炒
和醉雞做得地道，那就基本上是
滿座。上海防控一直做得不錯，
突然疫情大爆發，成了所有人的
關注點，但很快上海的疫情得到
控制。
最能說明疫情受控的，是朋友

們傳來的戲報，一個個新戲舊戲
又開始輪番開鑼上演，想起香港
前些時段演出取消退票，真是百
感交集。想來上海南京路街頭，
又開始人頭湧湧，人們忙着做冷
麵、糟貨、醉蟹、醉蝦，看戲消
暑度盛夏，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上
海。
上海既有市俗民風，也是很有文
化的城市。1985年上海名記者秦來
來採訪于是之，說起《茶館》去了
歐洲，去了日本，是不是也可以來
上海演出？因為北京人藝的藝術家
在上海觀眾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地
位。于是之熱情地說：「當年《茶
館》出國演出回來的時候，可以彎
一下上海，特別是從日本回來，到
上海還是順道的。」
北京人藝的名劇《茶館》，在歐
洲贏得空前火爆，歐洲人看戲劇場
內是很安靜的，演出結束，他們的
掌聲可不是禮節性的，長達十幾分
鐘。人藝準備了幾種謝幕方式，他

們鼓掌之後，又跺起了地板。歐美
戲劇崇尚新探索、新形式，看了
《茶館》說，你們的演出不代表過
去，代表未來。
北京人藝曾經到過上海，那是

1961年，《蔡文姬》《伊索》《同
志，你走錯了路》《膽劍篇》《名
優之死》5個戲，舒繡文、朱琳、
刁光覃等抵滬，轟動上海灘。北京
人藝決定2次赴滬，這一次氣魄要
大，劇碼品質要高，品種要多。
1988年11月，距離上一次來滬演
出27年後，人藝帶着5個戲來到上
海，《茶館》《天下第一樓》《狗
兒爺涅槃》《推銷員之死》《譁
變》，于是之、藍天野、鄭榕、英
若誠、朱琳、林連昆、朱旭悉數抵
滬。
半天之內所有戲票全部售完。

《推銷員之死》演出當天，一些
遠道趕來的大學生沒買到戲票，
不捨離去，劇場就把擴音器接到
街上，大學生們聚集在夜風中的
劇場門外「聽了一台戲」。
演出結束，劇場讓大學生入場

觀看謝幕，一了他們心願。《譁
變》演出，看戲的人遠遠超出座
位數，只有臨時開放樂池做觀眾
席。開演前，劇場的查票員正要
把一位沒票的觀眾「請出去」，
那人尷尬地說：「我是英若
誠……」
人藝剛剛做完70周年慶生，盼

望疫情盡快緩和，把更好的戲帶去
有文化有熱情的上海。

相信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努力工作之
下，其實是為着自己的生活而努力。
在香港生活了25年，由最初加入電台工
作之後，我終於有能力租一個小型單位獨立

居住。還記得初初回到香港生活的時候，每天住在姐姐的
工廠大廈單位，晚上到樓下買外賣，吃飽後便「打地
鋪」，過着大概兩個月這種生活。突然有一天，現職的電
台工作人員打給我，說有沒有時間來見一下面，從此就加
入了電台工作。亦因為這個原因，我終於可以不需要住在
工廠大廈。
原來租住房屋不經不覺已經20多年，甚至身邊有很多

朋友跟我說：「在這20多年時間裏，如果最初購買了物
業，現在自己已經可以擁有了。再說，如果在2003年沙
士期間購買了一些房地產，更加賺了很多金錢。」我當然
知道啦，感到無奈，但這個世界沒有如果，更加沒有人知
道未來將會怎樣，所以經常要說回以前的事或社會情況，
還是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做我們這個行業，除了一份基本人工之外，實際上

很多我們俗稱的「外快」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可能這個月
有很多外出工作的機會，但下個月有可能完全沒有。就好
像疫情兩年多的時間裏，我應該只當過3次「外快」司儀
工作，比起以前的收入，減少了許多。而且我相信在娛樂
圈工作的藝人，也同樣面對這個情況。所以，自己要擁有
一個物業，在這個年代談何容易，甚至可以說是天方夜
譚。
就像兩星期前，現在租住單位的屋主告訴我，他們要把

物業收回來自住，就是說我又要搬屋了。數數手指，在這
20多年的歲月，我大概住過超過10多個不同地方，早已
習慣了搬來搬去這種生活。至於最初選擇這個地方居住，
是屋主說希望可以長線拿出來租給人住，結果兩年多的時
間還是改變初衷，我只好繼續努力去尋找合適的地方。
其實，我就好像電影《阿飛正傳》角色裏面說的一句

話：「我就是一個沒有腳的雀仔。」但我覺得自己更加像
「蝴蝶」一樣，不停飛來飛去，目的是什麼，只是希望可
以好好生活。這種自我的生活狀況，就好像好多香港人一
樣，努力工作，得回來的金錢就只好投放在「供樓」或是
「租樓」。不知道未來會是怎樣，只可以堅守今天努力，
然後過着平凡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居住問題，
希望我跟你們在未來日子也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的物業。

無奈的居住問題

「醫生，我有卵巢
瘤是不是一定要做手
術？如果不做手術會

不會變惡性？我這麼年輕割了卵
巢是不是以後不能生孩子？」
一旦被發現卵巢有腫瘤擔心是正
常的，畢竟每位女士只有兩顆和欖
核般大的卵巢，負責女性的荷爾蒙
分泌和產生卵子傳宗接代，如果失
去功能則會進入更年期。
婦科檢查可以用手觸摸到發大的
卵巢，超聲波可以照到卵巢的大
小、形狀，是水囊腫或是實的瘤。
正常生育年齡的女士每個月有
成熟的卵子生成，排出之後可能
有黃體囊腫，是正常的生理現
象，超聲波見到3公分以內，內含
的水通透，邊緣清晰的薄膜，兩
三個月後再照已經消失了。
另一種卵巢囊腫內含的液體比
較混濁，邊緣可以整齊，沒有實
質的腫塊，病人每次周期有痛
經，可能是子宮內膜異位症的朱
古力瘤，可以通過自然懷孕或醫
生用藥物治療而好轉，嚴重的可
能要手術。
如果在形態上似是良性的卵巢腫
瘤，醫生會根據病人的個別情況，
而建議是繼續觀察還是手術。
如果是卵巢實質性的腫瘤，邊緣
不整齊、血液供應很多，這些懷疑
是惡性的，無論大小醫生都會建議
做手術切除。
手術方法有很多種，包括腹腔鏡
微創手術或是開腹做手術。

如果年紀輕，而卵巢瘤是良性，
醫生只是切除卵巢的腫瘤部分將好
的組織保留，手術後卵巢可以恢復
功能，仍然可以維持正常的荷爾蒙
水平和懷孕。
如果卵巢腫瘤是良性但剩下好的

組織極少，甚至畸胎瘤蒂扭轉，卵
巢組織已經壞死，可能做同側卵巢
切除。
如果年紀比較大，已經更年期，

或者發現子宮卵巢有惡性病變，會
做全子宮兩側卵巢切除。
如果在年輕的女性身上發現一

側有卵巢癌，另一側完全正常沒
有擴散，醫生也可能只做單側卵
巢切除，保留另一邊，維持女性
荷爾蒙分泌。
個別人如美國影星安祖蓮娜祖

莉因為帶有BRCA突變基因，怕
步她媽媽的後塵發生卵巢癌和乳
癌，預防性切除正常的乳房和雙
側卵巢，要作出這樣的決定不容
易，而且犧牲頗大，是否值得見
仁見智。
有些女孩子因為發現有乳癌，

在進行化療之前可以將卵子雪
藏，將來仍有機會生孩子。
卵巢對女性別具意義，醫生不

會輕易將卵巢切除。萬一必須切
除，醫生會安排一些補救的方
法，例如荷爾蒙補充療法，但必
須要檢查乳房沒有癌症才行。
卵巢有腫瘤，不要害怕，開心
見誠同醫生討論，找出最適合的
治療方法。

卵巢瘤

今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
禮對很多市民來說很有新鮮感，
由ViuTV 轉播這項電影圈盛事的

收視率為10.4點是他們全年最高，有67萬多名
觀眾收看比起七百多萬人計不算多，仍證明香
港電影雖然不再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輝
煌，但香港市民仍然對它非常關心。
我那晚因為出席一個戲劇活動，沒有收看頒

獎禮。當知道獲獎名單後，發覺很多賽果都是
與我的預測一樣。
我預測《怒火》會奪兩獎——最佳導演和最

佳影片獎項。陳木勝英年早逝，是電影圈的損
失。大會頒發獎項給他和他的優秀遺作，同時
以誌他為電影圈作出的貢獻，是一件美事。
我預測王丹妮會取得新人獎而不是最佳女主角

獎。甫出道便天官賜福，飾演在很多人心目中已
成神的梅艶芳一角，先聲奪人，自然較易贏得新
人獎。至於要獲得最佳女主角獎項，則不容易。
我預測謝賢會獲得最佳男主角獎。這位香港

影壇長青樹不負我所望，真的得到最佳男主角
獎項，成為歷屆以來年紀最大的最佳男主角獎
項得主。當然，有人會說謝賢以85歲高齡奪獎

是有敬老的成分。如果這真是原因，我覺得也
值得頒獎給他。有多少人在85歲時還可以擔正
主角演戲？單是這份能耐就已經值得加分，何
況他在過去數十年還為香港電影貢獻良多！
不過，我認為謝賢應該獲獎並不是因為以上
的理由，純是因為他在《殺出個黃昏》中演得
好。他把一名曾經威震江湖、叫人聞風喪膽的過
氣殺手在垂暮之年的失落和感慨淡淡地演繹出
來。他沒有作歇斯底里的吶喊，只是讓觀眾感
受到他的默默哀愁。曾經在演藝圈叱咤風雲多年
的謝賢向來愛以嘻笑風趣、瀟灑爽朗的形象示
人，到底他演這名老去的殺手時，是否以自己心
底深處的真情實感演繹呢？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謝賢憑《殺出個黃昏》獲最佳男主角獎項，

該片的女主角呢？怎麼會在頒獎禮中缺席？我
所說的並非指宣布得獎名單的兩三小時實體頒
獎禮，而是由整個頒獎禮的提名開始，已經沒有
女主角馮寶寶的存在。馮寶寶在該片中的表現同
樣大放異彩，把一個非常複雜身份的角色演得淋
漓盡致，而且很有趣味。謝賢固然好，但在與
馮寶寶這位「戲」功深厚的對手的砥礪下，更
能烘襯出爐影帝的演出，二人相得益彰。這樣一

位出色的演員，怎麼會連被提名的位置也沒有
呢？況且若以增強頒獎禮的吸引力來說，這對影
圈前輩一同獲提名不是更具話題性嗎？是否馮
寶寶演得好是應該的，或是有其他原因令她名落
孫山？這是自大會宣布提名名單後一直存在我心
中的疑問，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就是因為我知道謝賢會獲獎，所以吳鎮宇縱
然演得很好，也只會與影帝的獎盃擦身而過。
他的演技早已毋容置疑，誰敢說他的戲不濟？
他欠缺的只是運氣，就像當年與視帝榮銜失諸
交臂一樣。
另一位同樣欠缺獲獎運的是競逐最佳男配角

獎的謝君豪。他自《南海十三郎》的南海十三
郎至《那年花開月正圓》的沈老爺，30年來演
活了無數角色，在舞台上更是閃亮而有內涵的
大明星。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亦不會相信，
這顆舞台明星原來從未獲頒任何舞台獎項，甚
至連令他聲名大噪，為他帶來金馬影帝榮銜的
南海十三郎一角也無法送給他一個舞台劇獎
項。這次他再與獎項無緣，又一次證明有實力
的人如果運氣不在自己那邊的話也只能說句
「無緣分只嘆奈何」。

我的金像獎預測

司徒衛鏞趕及2022年香
港書展推出新書《旅途的
味道》，際此整整兩年半
不得出門的抗疫非常時

期，讀來感覺特別尖銳；翁倩玉唱
《信》，歌詞寫得特別貼心貼地的好：

雲與清風 可以常擁有
關注共愛 不可強求……

舊時旅行猶如雲與清風，再簡單不
過；一手護照，一手基本現金並信用卡，
網上購買機票訂好房間甚至接待專車，飛
一般快速機鐵到達機場，上機；從構思到
離境，3小時之內搞掂……全球絕大部分
人口在過去兩年半，不要說出門旅行，
Lockdown禁足，防止人同人接觸的恐慌
時間，行出家門口都不寒而慄！
自10多歲離家出門上課，至2020年春

節尼泊爾度假歸來，從未試過一年之內不
搭飛機；1985年以來，也從未試過3個月
之內不上內地！
2020年3月，澳門匆匆開關一周，碰巧

即興，約同好友幾人經港珠澳大橋往澳門
度周末，驚訝幾乎空無遊客的馬交如此寧
靜，回歸多年前南方水域南歐風韻豐盈寧
靜的歲月；那些年，澳門沒有香港躁動浮
華能予我靈感泉源，經常逃
離，小住遙望無半點發展仍
未睡醒珠海的聖地牙哥；四
百年前葡萄牙人建立小堡壘
Santiago改建成只有20個房
間，南粵沿海首間近五星級
精品酒店。住下7天或10
天，除了散步覓食，絕少踏
出酒店；游泳放鬆之外，幾
乎全天候待在書桌旁攤開紙
筆顏料將設計初稿與草圖迅
速完成，或時工作量7天澳
門抵香港半年！
那時餐廳與酒吧都充裕儲

存一般外人不太着意的平、靚、正葡萄牙
紅酒、汽酒與世人熟悉名城Porto千百年
來生產的砵酒Porto；一杯在手，葡式傳
統炭燒沙丁魚、番茄薯仔洋葱沙律、飯後
甜品Sabayon，簡約輕巧，襯托數百年古
堡百年香樟老樹與珠海一灣帶水；逝去的
芳華韻味再尋？要去葡萄牙了，雖未至車
水馬龍，Porto與里斯本比起當年澳門南
灣西灣都過分繁華了，必須尋找遠離人煙
小鎮漁港。
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新

疆，夏末初秋甜至底部流出蜜汁的綠色無
花果；一定要綠色！一般人認識及選擇的
紫色無花果不過色澤迷人虛有其表，香甜
程度跟綠色品種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克羅地亞西北部，與意大利威尼斯遙

遙相對心形半島的中心地帶Motovun，深
秋時分松露飄香，濃香黑松露用作做糕點
麵包，上台階當然清香白松露，連早餐炒
滑蛋都讓廚師十分大方將白松露削成飛雪
片片堆得滿滿。
南歐人跟我們都愛吃杮子，論杮子種

類多樣化除了中國誰與爭鋒？那年在西
安；真的是「那」些年，坐在三輪車上，
前面驢兒拖車上滿載橙登登小巧雞心杮，

立刻跳車買來三數公斤，才2
元1公斤，香甜無與倫比。
但論杮乾，還是日本人最不

得了；不似廣西人未熟先摘，
沿國道旁平放巨大筲箕讓深秋
乾燥的陽光曬乾，夕陽西下一
片金黃倒是難忘美景。然而日
本人先不將杮子摘下，就讓其
掛在樹上吸盡日照，待至自己
及其它樹葉落盡，只餘歲寒二
友松與竹襯托完熟金黃豐滿杮
子，待至欣賞個夠，初雪下過
才將漿汁飽滿「杮乾」摘下，
嘩！初嘗的驚艷，永難忘懷！

懷念旅途的味道

屯門風景好 古代為駐紮部隊之所
我住在港島區，我的兄弟兩人則

住在屯門區，所以，我經常坐車到
屯門區去，先坐港鐵到了荃灣站，
接着坐公共汽車直達屯門，1小時就
到達了。

屯門位於香港新界西部，是香港18區之中
公共屋邨最多的一個地區。1970年代末：港
英政府發展屯門新市鎮，並在青山灣進行大
幅度的填海工程，最後將大部分海灣填為陸
地，收窄為屯門河。新發邨是屯門區內首個
落成的公共屋邨，於1971年落成，但在
2002年底拆卸，原址興建港鐵屯馬線屯門站
交通接駁交匯處、私人住宅瓏門及V city商
場。其後先後次序落成的公共屋邨為：大興
邨、三聖邨、友愛邨、安定邨、蝴蝶邨、湖
景邨、山景邨、良景邨、田景邨、建生邨、
寶田邨、富泰邨、龍逸邨及欣田邨。截至
2019年，屯門區內有14個公共屋邨。
我的不少灣仔區老街坊，都搬遷到了屯門

的公共屋邨上樓，上世紀八十年代灣仔本來
是人口老化、窮人比較多的地區，到了本世
紀，已經變成了年紀輕、中產階級最多的地
區。最大的變化就是，船街到灣仔道一帶，
新型樓宇林立。許多人都在中環上班，下班
之後，乘搭電車大約15分鐘，就可以回家
了。即使吃午餐，中環的白領階級，也是乘
搭電車到灣仔，因為這裏飲食店舖非常多，
特別是西餐廳，價廉物美，味道很出色。
我每一次到了屯門區，喜歡約好了兄弟，
到三聖邨大快朵頤。
三聖邨本來是一個海灣，海上漁民捕獲

得魚蝦蟹，就送到這裏銷售，初時是批發
區，後來成為了海鮮的零售區，遊客漸漸
多了，許多飲食店舖面對着購買了海鮮的
遊客，願意將海鮮進行加工，每1斤的加工

費大約是70元，結果，三聖邨變成了食海
鮮聖地。許多遊客最先到達屯門的黃金海
岸酒店，乘搭巴士、小巴，大部分都會途
經三聖邨，這裏的飲食店，對於2個人、5
個人的遊客，考慮非常周到，設立了750
元、1,500元的海鮮套餐。食客不必自己購
買海鮮，直接上酒樓飯館就可以吃到海鮮
套餐。菜單包括脆皮芝士焗龍蝦，每人半
邊，蒜蓉粉絲蒸元貝、白灼海中蝦、辣椒
元貝粉絲、陳皮蒸鮑魚、台山桶蠔、揚州
炒飯，大家往往能夠盡興而歸。
如果購買海鮮上酒樓加工，要留心自己購
買的海鮮會被掉包，有人買了紅瓜子魚，上
枱的變成了黑瓜子；青殼蟹的大小，上枱的
時候竟然變小了。
吃完了海鮮，許多遊客都會參觀屯門兩

個觀看鮮花的風景點。4月到6月，都是觀
賞簕杜鵑花和藍花楹的季節。屯門的黃金
海岸酒店除了有別具特色的臨海景色，簕
杜鵑花廊亦吸引不少人到場朝聖。純白色
的鏤空圓拱框，配上地上的紅格地磚，帶
有歐陸色彩。艷麗的桃紅鮮花在之間溢
出，陽光也穿透其中，形成唯美的紅彤彤
的初夏的畫面。屯門中旅社是欣賞藍花楹
的景點，藍花楹開得相當茂盛，從樹底往
上望，花朵串連在一起，圓形花序有如一
個個齒輪，在陽光的照射下呈現多層次的
藍紫色，分外漂亮。原產地位於南美熱帶
地區，通常在每年的4月至5月開花，樹身
高大，可達15公尺以上。小巧的花朵呈吊
鐘形狀，密集的花朵擁成一簇簇藍紫色的
花球，給人一種淡雅和飄逸的感覺。
從中國歷史上來看，屯門的名氣，遠遠大
過香港。屯門歷史悠久，考古發掘證明，距
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屯門地區的

龍鼓灘等地已經有南越古族先民聚居。而到
了漢代時，屯門已經有曬鹽和售鹽的商貿活
動。南北朝，傳說杯渡禪師坐杯渡海來到青
山修行創杯渡寺（現稱青山禪院）。現今以
杯渡命名的地方有杯渡路和杯渡輕鐵站。唐
朝官府設有屯門軍鎮，屬安南都護府，由邊
防軍駐守，「屯門」之名亦由此而來，意為
「屯兵之門」。《新唐書》卷43「地理誌」
有描述：「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經略
軍，屯門鎮兵」，此為香港地名第一次在中
國文獻中出現。五代南漢時設靖海都巡，於
山麓上建設軍寨。宋代置巡檢司，負責緝捕
海盜。明代，建築墩台和汎房，分別派兵駐
守。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王
國佔領當時屬東莞縣的屯門，並在當地設立
營寨。正德十六年（1521年），廣東海道副
使汪鋐在海戰中擊敗葡人，重奪屯門，史稱
「屯門海戰」。清朝則設有屯門寨、墩台，
清末改屬新安縣。1866年（清同治七年）的
《新安縣全圖》，當時的屯門被標為「田
門」、青山被標為「清山」；到了英國侵佔
香港，1868年的英國政府繪新安地圖，將屯
門當時叫「團門」，內有「黃家圍」、「青
甎圍」、「清山」、「子屯圍」。到了近
代，港英政府再改為：皇家圍、青磚圍、青
山、子田圍。
在唐朝的時候，開元二十四年（736年）

正月設立屯門鎮，因為這裏是進入珠江三角
洲的門戶，地位重要，故歷代多於沿海軍事
要地，設置軍鎮及軍寨，以兵駐守，作用是
防止外敵由海上的入侵。屯門鎮轄區地域寬
廣，包括現在的香港、深圳沿岸及元朗平原
一帶。屯門鎮，以鎮將（軍官）一名，率兵
2,000名駐守，隸屬安南都護府，治所（指
揮部）位今深圳之南頭城，專責防禦海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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