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遷移是一種精神

理解人性
我覺得我見人的數
量，會使我將來能成大
器。

起初我是毫無感覺的。2015年成為
大律師後我就去競選區議會議員，當時
的我還很青澀，第一次出到來社會，見
到各式各樣的人，那是個學習階段。競
選有個問題，就是雖然見人多，但走馬
看花居多，不能說是有太多的深入接
觸。
但畢竟自2015年開始，我接觸人的

數量，背後代表的不同背景、年齡階
段、職業，都真的很闊。
無論是之後參與的幕前活動、公開
活動、我「百足咁多爪」而涉獵的範
圍，真的讓我認識到許許多多不同的
人。可能那個年紀算比較小，我那時候
不以為然，結果今日看來卻發現令我比
起不少人多了一個很難得的技巧——
理解人性。
我身邊的朋友喜歡嘲笑我不懂得看
人。我女朋友更是經常和我對質，責怪
我不懂得判斷誰是誰非。
在她眼裏，這個世界絕對是黑白
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就是好，或者是
壞。沒有灰色地帶，也沒有空間去探討
其他任何方面。
我舉兩個例子。
首先，在我的保險工作上，我一直
認為，工作表現就是工作表現，和其他
方面無關。也就是說，某位同事可能在
私人層面上未必是我會交的朋友，但如
果表現一流，這就是你要最緊密合作的
夥伴。
我之前的頭馬就是如此。我並沒有
特別喜歡或欣賞他私底下的為人。但他
是做事情最能幹的，所以我就選擇用
他、依賴他、給他獎勵、鼓勵、支援。
在目前階段，我也有兩位新人正在同時
入職。
一位是和我私交很好的朋友，我個
人頗為欣賞她的。另外一位則是我個人

可能在做朋友上未必會選擇的人，但在
我看來，後者可能工作能力更強。這就
是見人多的好處——經驗多，有時候
看個眼神、看個在電話裏回覆的反應，
都能夠感受到對方。而久而久之你會發
現，工作表現才是一切。什麼關係、友
情、禮儀，都不太重要。對，我就是如
此目標第一的。
第二個例子，就是一樣米養百樣人

的道理。
兩年多來我每天不斷見客，造就了

自己真的深入聽取了許多民意的經
驗——真的是各種各樣想法的人都
有，而你都要尊重及滿足他們需要。
最近才有一位客戶，聯絡我洽談醫

療保障類的計劃。內容不多說，關鍵是
她表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以儲蓄方式
購買。而我自己表示，原本的我，和她
一模一樣想法。但是正正有人會有完全
相反的看法。
第一位就是我媽媽，告訴我錢拿不回

來的消費型計劃都是扔錢下海的東西。
我學會的是先不要批判，先聽，先了
解。然後在年頭，我真的認識到一對夫
婦客戶，真的是選擇要用完全儲蓄的形
式去做這個保障計劃。他們告訴我，在
65歲退休的時候，即使餘生有更大患病
風險，但是至少可以安然得知，自己可
以選擇這個時候取出這麼多年來交的保
費，會讓自己更安心。
老實說，這個錢不能算很大額，而
取出的機率極低——你餘下幾十年還
是需要這樣的安排吧？但是他們至少有
得揀，例如，他們可以取出錢來，然後
此時選擇用消費型方式繼續計劃。這是
還有十幾年才到那個階段的他們所不知
道的——到底什麼方式適合自己，到
時候再說。
我這位客戶聽完我故事的分享，竟

然180度轉變，同意這個做法。而我，
給到她好的建議，完全是因為見人多見
回來的功力。

人都有理想，不論貧
富長幼。筆者當年在延
安地區插隊務農，整天
腦裏打轉的是兩個「理

想」，一個是夢想，一個是幻想。夢想
是「招工」，由農民變成工人。那年代
有一段時間號召全民備戰，準備打仗，
具體和誰打，打誰，老百姓都搞不太清
楚。老百姓要做的是響應號召「深挖
洞，廣積糧」，家家戶戶的院子都要挖
地道，其實就是地洞，能防核彈還是防
炸彈，誰也不知道。再一個是遷移，重
要的工廠，如做戰備的，做重型設備
的，要從中原、城市遷往三線地區，三
線是有大山做屏障，像四川西南等內陸
地區。一同落戶做農民的同伴，有些被
選中成為工人，離開農村到工廠去了。
再說幻想。我愛讀書，幻想就是上
大學，到西安上西安交大。那年月上大
學不用考試，出身好佔80分，表現好
佔20分，加起來就是滿分，從農民變
成大學生，一步登天，上大學讀交大，
對於我這種沒資格的人，只能是幻想，
是連做夢都夢不到的幻覺。西安交大曾
經是我想像中的天堂。
近日為朋友幫忙，接觸到西安交
大，原來，我日思夜想的西安交大，
1955年從上海遷移到西安。1920年直
皖戰爭後，靳雲鵬重組內閣，全國推興

實業，時年39歲的葉恭綽，被特任為
交通總長，主政交通部，他從晚清洋務
運動中一路走來，深知鐵路交通對一個
國家的重要，在他的主持下，召集著名
學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交通大學。中央
決定交大西遷，有支援西北和戰略意
義，建成大學，發展原子能尖端專業。
交大的教授都出自名門望族，過慣
了繁華的上海生活，要轉去荒涼落後陌
生的大西北，孔雀尚知東南飛，這是一
個重大的考驗。那時候百姓心氣高，只
要上邊一個號令，不以為苦，反以為
榮，拋家棄子在所不惜。被譽為「中國
電機之父」的鍾兆琳，遷校時已年過花
甲，領導說他可以留在上海照顧家庭，
但他賣掉上海的住宅，安頓好癱瘓在床
的夫人，隻身一人踏上西征之路，最年
輕的教授陳學俊，和夫人帶着4個孩
子，註銷上海戶口，將位於繁華地段的
祖家老宅交公，一個由教授、師生員工
和家屬組成的，浩浩蕩蕩的西遷隊伍，
從上海徐家匯踏上西去的專列。
在唐明皇楊貴妃慶興宮的廢墟上，

建起西安第一所名牌大學，如今名揚
中外。
交通大學西遷而誕生的西遷精神，

像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大慶精神一樣，值得人們
永遠銘記。

還記得童年的時候，真的沒有現在這
樣多娛樂，唯一的娛樂可能就是看電視
及聽收音機而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大家都很喜歡看電視，而自己因為年紀

還小，家人只許晚間時候看幾小時電視節目便要去睡
覺。其中一套電視劇集給自己很深的印象，就是《阿
信的故事》。相信大家還記得起這套經典日劇吧。不
知道是不是年紀漸大，有時候也想懷舊一下，甚至可
以憑着回看以前的電視節目，對自己的記憶力考驗一
下。畢竟幾十年前的電視劇集，看了也差不多忘記當
中的劇情。所以，最近在串流平台無意之中給我看到
這套劇集，覺得很有趣，便按下收看，重溫一下，結
果一發不可收拾，很多童年回憶慢慢地回來了。
這套電視劇集是日本一間著名電視台為30周年紀

念而拍攝，一共有297集，每集15分鐘，由1983年4
月，一直播放到1984年3月，而且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播放的時候引起轟動，單單是收視率到現在還沒有被
打破。故事講述女主角83歲的時候，在一次旅遊回
到自己出發的地方，就這樣回顧自己的一生。劇集是
由阿信的童年開始，分別有3個女演員演繹這個角
色，而中年的角色就由著名女演員田中裕子演繹。還
記得當時她的樣貌令大家想起與剛出道的林憶蓮很相
似，覺得很有趣。因電視劇集受歡迎的關係，在當時
一共有63個國家或地區翻譯成自己的語言播放。
劇集背景，其實是參考一間以前非常龐大的日本產

業「八佰伴」創辦人的一生。創辦人由最初經歷很多
童年不愉快的事件，但都沒有放棄，反而咬緊牙關繼
續生活，而且結婚生下兒女之後，還想着辦法怎樣在
戰亂的時期繼續生活。由最初一間只販賣魚類的小店
舖，後來演變成一間大型百貨公司。雖然繼承人後來
經營不善的關係已經倒閉，但能夠憑着劇集去認識一
個經歷挫折而排除萬難地生活的奮鬥故事，相信每個
人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所以無論什麼年代出生
的人，去看看《阿信的故事》作為人生的參考。
劇集在香港播放的時候也大受歡迎，找來翁倩玉唱

主題曲《信》，其中幾句歌詞，完全表露出女主角堅
毅不屈的精神。「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
半句/不去問理由/仍踏着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
只靠一雙手」，共勉之。

齊來懷舊一下

有些女生發現如廁時
有血，馬上求診這是對
的，讓醫生同你仔細檢

查以確定是哪裏出血以及找出原因。
如廁發現有血在女性來講要看是陰
道出血、尿道出血還是肛門出血。
如果小便有血，赤痛，頻頻小便的
感覺，可能是尿道發炎，有些人很明顯
有性行為之後而產生膀胱尿道發炎，請
她們留中段尿去做常規和細菌培養就可
以知道有什麼細菌感染，對什麼抗生素
有效，如果反覆發生尿道感染就要小心
她的生活習慣是不是喜歡吃甜的東西，
驗血有沒有糖尿病，要檢查是否有腎
臟、輸尿管、膀胱、尿道結石甚至腫
瘤。需要詳細檢查清楚。
有些可能是月經失調或者是收經後
下身出血，但她們不知道血從何來只是
告訴你小便有血，經詳細檢查後原來是
婦科問題，可能是月經問題、子宮頸息
肉、子宮或卵巢的腫瘤。生育年齡的女
士一定要考慮是否和懷孕有關係。
有些老人家長期便秘，在排便時整
損了肛門口的黏膜出鮮血，要檢查是不
是有痔瘡還是損傷，如果是暗紅色的血
甚至於有黏液混合其中一定要做大腸鏡
看有沒有腸癌或息肉。

有些人吃了紅色的火龍果、紅菜頭
之後小便出現紅色以為是出血，沒有任
何症狀，結果停吃了這些食物幾天一切
恢復正常。
有一位50幾歲收經後的女士，小便

時紙上有血而且有痛，經詳細檢查後發
現只是她用很粗的紙巾拭抹，而將很幼
嫩和乾燥黏膜擦損成裂痕，又痛又出
血，結果教了她用軟紙輕輕印，以後就
再沒有發生這樣的事了。
也有女士因為反覆尿道感染並且搞

到有大腸桿菌，原來她大便後是由後向
前抹，正常應該由前向後抹，否則容易
將肛門口的大腸桿菌帶入尿道，她同我
講過去幾十年都無人教過她抹屁股，細
問之下原來好多人都未必知道。這樣細
微的生活習慣不是人人都願意拿出來討
論的哦！
有些人不知什麼原因總是在小便的

常規中發現有少許紅細胞，但經過詳
細的檢查包括X光、磁力共振、膀胱
鏡都沒有發現異常的情況，唯有定期
檢查繼續觀察。如果未經過詳細檢查
不能掉以輕心。因為事實上真的有些
人因為小便內發現紅細胞而被驗出有
腎結石、慢性腎炎、免疫病、腎癌、
膀胱癌等。

女性血尿

疫情下，雖然與親友們住在
同一城市，可是卻不再像以前
般隨時可以見面。我與很多親

友甚至在這3年內都沒有見到，只能靠社交媒
體互通消息。
我與蔡和平（Robert）便是這樣。疫症前，

我們還偶然會吃個飯，見見面，近年則只靠
社交媒體問好。不過，我從臉書中仍然知道
他每一天的情況。對，是每一天，因為他把
他每天的工作情況、與什麼人見面等都圖文
並茂地放在臉書上。
認識Robert的人都知道他是不會被任何東

西困着的。即使在疫症最嚴重時，他還是與
妻子Peggy在整個東南亞飛來飛去。乘飛機、
在酒店隔離、開會都是他的日常生活，在3天
內飛兩個城市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
情。相信他們近年有三分一的時間是在飛機
和酒店內度過，疫情並不能把這位精力無窮
的視聽先鋒關着。
說Robert 是視聽先鋒是一個很恰當的形

容。他在1967年已經是《歡樂今宵》的創始
人和監製，為香港市民每晚帶來歡笑。之
後，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監製第一屆《香港
小姐》競選、麗的電視的《視聽蔡和平》

等，還有分別在九十年代和二千年代開創華
娛衛視和香港互動電視，當中還有無數視聽
創作，為香港的視聽娛樂添上姿采。
最近十年，他較少製作視聽娛樂，改而在

飲食業開拓新天地。一次，他請我到添好運
喝茶，告訴我他即將大力發展該食肆。沒多
久，他在新加坡開了7間添好運，每天在分店
門外等候都見到人龍。他更將添好運業務發
展至澳洲、台灣和東南亞多國。他自此亦愛
上飲食業務，再作更多元化的發展，例如創
立A La Bakery、甘牌燒鵝等，都是著名和高
質素的食肆。我說他已由「視聽蔡和平」變
成「飲食蔡和平」。
最近，Robert約我見面，告訴我他的新飲

食之作。大家都知道他來自新加坡，他數年
前已經告訴我他的其中一個願望是將新加坡
的街頭小食文化和地道美食推廣到世界各
地。這次他推出便是來自新加坡的食品——
秒妙Sinstant即煮即食食品。這個名字不錯，
秒有快速的意思，Sinstant則包含了英文in-
stant 立即之意，即是說迅即間便可享受妙
品。這系列的食品包括海南咖喱雞、海南雞
肉沙嗲、麻辣雞煲、娘惹豆醬燜雞、港式紅
燒牛筋麵等十多種即食肉類食品，分別由新

加坡和香港兩批廚師的秘方食譜煮成——已
有數十年歷史的新加坡熟食攤檔和香港的米
芝蓮名廚，製造和包裝全在新加坡工場。
Robert不但對食品的質素要求甚高，更加重

視食物對人體健康是否有益，貫徹他的社會
責任的理念。所以，他的秒妙食品不含激素肉
類。他更告訴我為了令進食時更加健康，他
與健康工房合作，不但在其分店銷售秒妙，還
將秒妙和健康工房的飲品配搭起來。
他說︰「讓我舉一個例子，秒妙的海南咖

喱雞是由新加坡紅山小販中心的鴻森咖喱飯
製作的。在吃咖喱時，如果可以喝一些滋潤
喉嚨的飲品，不是能夠令喉嚨清潤生津嗎？
所以我們為食客配對了蜜棗貝杏雪梨茶。」
這個概念很不錯。
我家對娘惹食物特別喜歡，但這種食物在

香港不算普遍，所以我連忙購買一些回家讓
家人品嘗。我又問Robert秒妙有沒有清真食
品，因為我的印傭愛吃清真食品。太好了，
竟然有啊！Robert向我推薦了數款，我當然
也買回家送給印傭。
香港人生活那麼忙碌，Robert這系列食品

既可以讓我們吃到高質素食物，又能省卻烹
調的繁複工序，實在太美好了。

從視聽蔡和平到飲食蔡和平

各花入各眼，各有所
好……但對無花果；在下
樂於做義工，推薦青皮品
種。對於本地人人趨之若

鶩貪戀表面皮相的紫色類別，也樂於批
判，指出深紫色系品種，純粹外表華美，
內裏質感欠缺黏綿，其甜也鈍缺乏幽香。
作為西方文明早於舊約聖經已出現的

無花果，等同葡萄、杏仁，於地中海民
生不斷出現，影響深遠。
嶺南氣候濕熱跟地中海剛好相反，人

家冬天多雨夏天乾燥且陽光充裕日照特
長，我們冬天乾燥夏天多雨潮濕，並非
無花果生長的優質環境。但廣東人煲
湯，湯料不缺無花果乾，另加也非本地
產北杏，食材流傳地圖着實神奇！
近年地球氣候反常，華南地區夏季缺

雨酷熱藍天無雲，每天12小時日照，催
促無花果按照原來DNA發展條件豐碩
成長，久未聞到無花果外形不規則兼大
塊樹葉散發出獨特香氣，最近途經巷
口，筆者栽種已逾4米多高的無花果樹
在37℃日頭下曝曬多天，逼出無與倫比
樹葉香氣，聞來特別悠揚。
無花果肉甜糯，卻無濃香；散發難忘

香氣來自樹葉，一般人並不清楚！
那些年自國外歸來上班，至懷
念便是嶺南地區不好種，來自土
耳其、意大利西西里、法國南部
普羅旺斯、西班牙、葡萄牙等地
的樹上熟無花果。初次隨朋友
到港島東南石澳泳灘，遠遠嗅
到異香……躑躅細味，跟友說：
這附近必有無花果樹！
循着香氣尋訪，果然在近沙

灘左角一戶人家前園，種植了好
大一棵無花果樹，時為9月、10
月，香港仍然陽光普照，濕氣
漸收，讓無花果佔得一段生長好

時光，樹葉的香氣因此逼出，知情有心人
得再享葉香，壓止害羞，開口問果樹主人
分享樹上熟果子，以解思念之苦。某年出
差澳門，客戶帶領用膳位於水坑尾，形
相街坊的貼地葡萄牙菜館，除了白烚馬
介休魚面珠登及多種正宗葡國菜，甜品之
後，還奉上「無花果茶」；即問店主：這茶
原材料自葡國飛來？還是本地栽種？
店主先小小驚訝，相信從來無人如此
問過，也相信絕大部分品茶人被「無花
果」3個字誤以為茶料為果，事實茶香來
自無花果葉！店主笑着回答：來自本地天
主教修道院，修女們種菜種果及無花果。
無花果猶如馬來西亞榴槤，必須樹上熟

透始吃用，既香且甜，無奈不能久留，能
摘下來即吃至佳（馬來榴槤亦然，瓜熟蒂
落自枝椏脫落掉下即吃），亦是巿面上買
到價值頗貴的舶來無花果沒有的素質；未
熟透即摘下，包裝寄出，何來香氣甜味？
努力在家中天台花盆種植無花果十餘

年，雖然收穫不豐，也算有成績，唯果子
香甜度不足。直至鄰居讓我在巷口一角落
地種下小樹，未幾快速成長，幼果慢慢冒
出，長至一定大小，期待得嘗樹上熟果
子，卻被途人摘下，年復年為此苦惱！
鄰居架起棚子作停車場，無花果樹被

掩蓋，可無阻繼續頑強向上
吸收陽光，途人看不到，樹
高也摘不得，卻讓無花果正
常成熟，卻又被饞嘴鳥兒偷
吃……家務助理姐姐每天太
陽升起及鳥兒覓食之前，張
梯摘下，送到我的樓層窗台
讓我當早餐。青綠色品種至
香甜，如沒鳥兒偷吃，待至
果底流出類似蜜糖果液，至
成熟可口，但過去數天吃到
已經貼近意大利中部素質，
感恩，大喜！

無花果之香之味

尼泊爾保安員的智慧
我工作的寫字樓，有一個保安員
是尼泊爾籍的，叫做旺錯拉，他很
努力學習廣東話，和我們溝通得很
好，大家都說：「你的廣東話80
分，再學習兩年，就十全十美
了。」原來，旺錯拉學習廣東話，

有一個動機，就是希望回到家鄉轉行做導
遊，帶香港團。他興奮地對我說：「中國
正在修築鐵路由西藏通向尼泊爾，中國那
一邊，要鑽一個隧道，穿過珠穆朗瑪峰，
總長度超過540公里。隧道成功建成後將
會讓中國和尼泊爾之間的距離拉近，推動
尼泊爾的旅遊業發展，到時候會有大量中
國遊客經過拉薩入境，前往日喀則，再前
往加德滿都。」旺錯拉又說︰「中國已經
出動了直徑為16公尺的盾構，長度大概是
94米，重量達到2,200噸，可以很好地完
成挖掘這個540公里的隧道。隧道的名字
叫做玉山隧道。隧道建成之後，中國就會
將中尼鐵路延伸到尼泊爾國家。此外，中
國很多便宜的輕工業品和糧食產品，也會
運到加德滿都，尼泊爾人民的生活會得到
巨大的改善。如果情況愈來愈好，我就會
離開香港，回到尼泊爾發展我的事業。」
但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衝突，弄得全

世界的石油價格、電力價格、糧食價格和
工業品價格大幅度上升，旺錯拉情緒也轉
為悲觀了。他說：「看來，我回到尼泊爾
發展的機會愈來愈渺茫了。」原來，最近
尼泊爾因為物價上升，發生暴動。尼泊爾
除了北面之外，東、南、西3個方向都和
印度接壤，主要的燃料、藥物、糧食和肉
類，都得依賴印度的供應。最近印度的通

脹率達到了百分之八，所有物價都在上
升。尼泊爾的柴油價格一次漲超過16%，
汽油調漲12%，許多個體戶的搬運交通工
具是柴油三輪車、摩托車，如此大幅度漲
價，立即導致百物騰貴，居民紛紛上街示
威，並且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許多低收
入人士，結果連飯都吃不飽。
尼泊爾並沒有多少工業，過去靠旅遊業

維持就業率，疫情一來，遊客都沒有了，
所以失業率高升。致命傷是尼泊爾最關鍵
的商品，燃料、食物、肉類、日用的工業
產品都要從印度入口。尼泊爾人民不得不
赴海外尋求就業機會，匯入款構成該國外
匯收入重要一部分，以此支持尼泊爾民間
消費。不少尼泊爾人遠赴波斯灣國家、馬
來西亞等地做工人，然後從海外匯款回
國。一般來說，尼泊爾每年出口大約是
8.24 億美元；進口值卻高達 99.91 億美
元，貿易逆差非常嚴重。最近3年，波斯
灣國家、馬來西亞受到了疫症的拖累，大
量減少聘用尼泊爾工人。尼泊爾外匯收入
更加呈現了下降趨勢。正因如此，尼泊爾
的通脹超過了百分之十，而且沒有緩和的
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更加嚇怕了投資者，
看來兩三年尼泊爾也不能穩定下來，旅遊
業前景更加悲觀了。旺錯拉說：「旅遊業
一定要提供各種可口的食物，現在我們國
家外匯如此短缺，使得旅遊區的食物吸引
力大大下降了。」
俄烏衝突，已經導致了歐洲國家的通貨

膨脹達到了百分之九。尼泊爾是一個小國
家，沒有足夠的外匯，要購入燃油、鋼材
和鋁材、牛肉和火腿，十分困難，旅遊業

很難起動。旺錯拉因此決定暫時取消回國
經營旅遊業的計劃。
旺錯拉說︰「尼泊爾這麼窮，貿易逆差這

麼大，有些人提出太過激進的口號：『價格
飆漲根本就是一樁針對人民的犯罪』。這是
很不實際的。不論是什麼人上台，尼泊爾的
物價一定會上漲。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國
家的物價都在不斷上漲？如果都是政府在
犯罪，通通打倒，最後吃苦的還是老百
姓。」旺錯拉看得很透徹，發展中國家，
特別是窮困的國家，在國際大環境的影響
下，物價上升了，一定要和衷共濟，不要把
自己的船弄翻了。翻船的遊戲，有害於人
民，讓人民更加痛苦，不值得提倡。
旺錯拉說︰「有了互聯網之後，大家可

以非常自由地發表意見，而且傳播得很快
很遠，愈是激進的言論，愈受到歡迎，民
粹主義到處氾濫。尼泊爾很窮困，言論實
在不應該如此激進。」他又說：「今天全
世界到處都有火藥桶，有一些國家到處點
火，到處提供可燃爆炸物品，因為他們可
以從中獲利。現在應該做的事，正正是要
俄羅斯和烏克蘭停火，幫助他們坐下來談
判。什麼制裁，提供長距離的高度自動化
的大炮、導彈發射器，其實對全世界都不
利。放火的人，最後也會火燒自己。」
我想不到，香港的一個尼泊爾保安員，

會對問題看得如此透徹，乃問他：「你知
道的世界大事真多，究竟是怎麼知道
的？」他說︰「我是看香港電台轉播的中
央電視台新聞節目，每晚9點到10點，都
有分析世界時事的節目，多看了，就可以
分清是非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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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無花果，看似
平淡，特別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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