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光萬里

折騰的寓意
對我來說，現代香
港人的一大問題不是
沒禮貌、愛埋怨、愛

起衝突，而是不明白一個簡單道
理：愈辯愈明。
我自己的團隊每個月都會收很多
新人。其中一群新人，給我的感
覺，都是沒有辦法明白和人唱反
調，往往最後是修成正果，加深互
信的基礎。
我近期有一對新人，一男一女，
都有同樣的問題。我稱呼兩位為
Yes Man，意思就是你說什麼，他
們都似乎不好意思反抗。
不要說做保險，人生中這麼做，
到最後都只會委屈了自己。他們不
可能會因此而事業取得成功，生活
中感到幸福。
和他們交往的對象和對手，會有
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覺得他們好
欺負。於是，交談中，對方很容易
冷落他們，不重視他們。當他們有
東西想提出，可能好不容易才做
到，但卻草草就被對方忽視然後了
事。了事的原因，總是因為他們害
怕會破壞關係。但這種理解是膚淺
的。他們以為沒有爭執就會代表關
係好。這是完全錯誤的。
好的關係的基礎是強度——兩者

之間必須有足夠張力才能加深了
解。這兩位新人的共同問題，是人

本身容易停留在表面的程度，和人
的交往都流於形式、表面，不會深
入。或許是家庭的教導，從小告訴
他們不要惹事，遇事要避開。
我媽媽自小卻教我做人要折騰，

不要怕事，愈是在風眼愈是有機會
上位。於是，我很容易和大家打成
一片。無論我如何表達自己個人己
見，和大家多麼不合群，我總是很
受歡迎和關注。
我不為吵架而吵架。我只為表達

自己而表達自己。現實生活中我懂
得據理力爭但尊重對方的平衡，很
大機會都會讓對方也尊重我。
特朗普會叫這個做談判的藝術，

而我會說這是做人的藝術。
不要怕折騰，要明白這才是生活

的情趣。要細味、要投入，最後要
享受。
兩位新人聽完我的一番分享，頓

時感悟了許多。可惜的是，人到了
幾十歲，想要改變，是很難的。怕
事的根本價值觀不容易改。唯一能
幫到他們的，是生活的磨練。他們
不可能覺得自己是生命中的贏家。
就靠他們感到不滿、不快來形成動
力了。但如果真的沒辦法，那麼我
的建議很簡單：簡簡單單平凡過一
生即可。
但我，選擇精彩。人生無聊，我
還是折騰好了。

大約５年前的一個
夏天，香港公園。天
氣很熱，公園綠樹葱
蘢中掩映一處英式

建築，我應邀參與一個電影拍攝，
攝影機擺好了，我倒是不緊張，因
為和我同時入鏡的是盧燕。
我和盧燕相識於1998年，她應香
港話劇團之邀，從美國來香港演出
我的話劇《德齡與慈禧》，飾演慈
禧。盧燕自己說，她一生演過4個
慈禧，最為人熟知的是《末代皇
帝》裏，躺在龍床上即將駕崩的慈
禧，戲不多，但盧燕的演出奪人耳
目，令所有看過的人，牢牢記住了
這一個慈禧。盧燕說，她扮演的4
個慈禧中，最喜歡《德齡與慈禧》
中的慈禧，是一個有七情六慾、
坦露心聲的慈禧。從那時起，我和
盧燕成了忘年交。《德齡與慈禧》
在香港、內地數度重演，使我不時
有機會和她在一起，享受和她如沐
春風般的相處，觀看她出神入化的
演出。
疫情中，她回了美國，我回了香
港。抗疫的日子雖然難過，卻過得
很快。轉眼5年多過去。數天前，
突然見到朋友傳來一張照片，是我
和盧燕在交談，我一眼認出是那次
在香港公園的拍攝，電影已經拍成
上映了。這部名為《追光萬里》的
片子，記錄了一趟不一樣的光影文
化之旅。《追光萬里》導演張同
道，相邀首位華人奧斯卡金像獎評
委盧燕，聯袂創作。影片圍繞95歲
仍活躍在舞台影視的表演藝術家盧
燕，記錄她追逐電影夢想的生命歷
程，講述一批中國早期電影藝術

家，為中國電影不斷奮鬥的故事，
以一種特立獨行的方式，重現中國
電影發展歷史。
影片以盧燕的講述為主體，回顧

早期中國電影人敬業和愛國情懷。
有第一位在美國荷里活闖蕩的華裔
女星；有不畏戰火，扛攝影機記
錄戰亂的中國電影攝影先行；有用
電影打動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知名華
人導演；有用功夫征服全球的世界
級影星……
他們是中國人，他們的精神是全

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盧燕的一生
就是電影文化的載體，從她年輕入
行到年近百歲，不計報酬，不講名
次，一直活躍在屏幕和舞台上。她
身在美國，關注支持中國電影，提
攜中國導演和中國演員，為他們打
開光影之門，讓中國電影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她的一生就是一段活
的電影史、一個真人騷、一齣電影
人追逐電影夢想的活電影。
《追光萬里》先在廣州試映，很
快會在全國發行。而95歲的盧燕以
此片，再次獲得最佳女主角和終身
成就獎。此時，身在加拿大的盧
燕，正拍攝一部新的影視作品，剛
剛收到她發來的照片，依然光彩照
人。

今天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如
何對待祖先。這個題目涉及宗教想
法，不是導人迷信，只是懷「慎
終追遠」的心態去想。可能有很多

人家裏也有祖先牌位，每天上香供奉祖先。其實
自己童年時，家裏也有供奉祖先。如果你不太明
白的話，那你應該曾經也看過一些木製祖先牌
位，上面寫某姓氏的堂上歷代祖先這些字眼。
記得當年父母親舉家移民，我父親也帶這個

祖先牌位到加拿大，放在家中上香供奉，延續這點
傳統及孝心。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想起，香港家中
已經沒有這個祖先牌位，那麼我的祖先便沒有地方
居住，甚至沒有人上香供奉，怎麼可以這樣？
大概在5年前，在家中選擇了一個位置，開始

延續這個供奉祖先的心，而且直到現在，我還是
每天早上點香送上小小心意。但我一直有一個疑
問，甚至也有詢問一些玄學的專家，其實擺放祖
先牌位的位置怎樣才對。而且因為即將要搬家的
關係，又再想起這個問題，到時應該放在哪裏才
適合。所以我今天專登在網上找尋一些資料，得
了一點供奉祖先的啟發。
這位專家跟觀眾說，人要飲水思源，在這個開

放的社會，你可以選擇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也
可以信佛教、道教。但對祖先的心意不可少。他
還說：「有些人家裏有幾個兄弟姐妹，而其中一
個家庭成員家裏已經安放了祖先牌位，那麼其他
人就可以不用這樣做。其實是錯的，因為你的祖
先也希望可以到自己每個子女的家裏看看，所以
應該每個家庭成員的家裏都要擺放。」他舉了一
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大仔很孝順父母，那麼其
他兄弟姐妹就不用孝順嗎？這是不對的，要明白
「百善以孝為先」這個道理，希望人們也懂。因
有祖先才有你。
那拜祖先有什麼好處？事實上你拜祖先，某一

天你會變成家人的祖先，今天你不拜，你的兒女
也不會拜，便沒有人幫你拜，祖先是你最親近的
人，所以慢慢地對祖先長輩崇敬的心就已經不見
了。現在人情如此單薄，親情也愈來愈淡薄了，
子女覺得你養育他是應該的，他不懂得「慎終追
遠」，因為你不懂，他也不會懂；你不孝順，他
也不會孝順，這叫因果循環，慢慢大家都忘記了
這個道理。下星期繼續跟你們分享。

百善以孝為先

隨香港愈來愈
多人感染新冠疫
症，無論是打了兩

至三針疫苗，還是自然感染得到的
免疫，大部分人都是症狀輕微如同
重感冒，很多人不以為意。不過我
問了很多曾經感染過新冠的朋友或
者病人，讓他們比較以前患有流行
性感冒和新冠的區別。兩種都是過
濾性病毒感染，都有上呼吸道感染
的症狀，例如喉嚨痛、流鼻水、頭
痛、疲倦、低燒、肌肉酸痛、影響
胃口等等。但不同的是新冠感染一
開始出現喉嚨痛比較明顯，一發現
喉嚨痛當日就驗到快速測試陽性，
感覺到輕微低燒、怕冷、打冷震，
但量體溫未必量到發燒。嗅覺和味
覺改變比較明顯。即使上呼吸道感
染症狀消失，仍有一些遺留的症
狀，例如咽喉不適、疲倦、全身肌
肉痛、記憶力減退、睡眠不好、耳
鳴、影響月經周期或男性性功能、
皮膚出疹、脫髮等等，有的可達3
個月之久。
我有一位醫生朋友覺得自己雖然
感染了新冠，但沒有什麼後遺症，
恢復得非常好，直到有一天，他發
覺自己喜歡吃的貓山王榴槤味道很
淡，以為買到壞了的榴槤，但問其
他同吃者都覺得沒有問題，他馬上

去吃平時常吃的辣椒醬，也是沒有
什麼味道，才發現自己的味覺有所
改變。另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什麼
叫做親身感受過的腦霧。我覺得粵
語很傳神，有個人懵懵懂懂就會說
他「好似一嚿雲一樣」，腦霧真的
是在清醒的狀態下不知道自己在想什
麼，想講什麼？有種渾渾噩噩的感
覺，有些人形容好似倒時差一樣。
也有朋友感染新冠之後腸胃不

好、嚴重便秘、消化不良、肚脹，
口氣臭，他說已經做了很多運動和
飲水都不能改善，令到他不敢進
食，最後食了益生菌，保持每天可
以大便才有所改善。
也有一些女士感染新冠之後月經

失調，停經幾個月或斷斷續續。
長新冠的原因暫時不明，可能因
為病毒影響免疫系統，影響到器官
包括神經系統、腸胃、肌肉，也可
能是病毒未完全清除所致。一般維
持3至6個月，也有人長達兩年。
當然不舒服的症狀也要檢查清

楚，排除一些其他的病因，例如腹
脹便秘一定要小心有沒有腸胃的問
題，月經失調要看清楚有沒有子宮
卵巢病變，如果一切正常可以繼續
觀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體能訓
練，注意飲食、調節心理，可能幾
個月後有所改善。

長新冠

最近一直在忙，竟然忘記告訴
讀者我的新書《重踏香港業餘話
劇社昔日足迹》的下冊在兩個月

前出版了。
《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由2016年

開始進行，上冊在2019年出版，今天下冊也面
世了，這個橫跨6年時間的研究計劃終於完成。
顧名思義，《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

迹》是關於香港業餘話劇社的著作。相信大部
分讀者都沒有聽過這個劇社的名字。事實上，我
也是在近年才因為聽過它的名字，然後開始鑽研
它的事跡。當我發掘它的歷史時，對它認識愈
多，便愈被它吸引，因而產生為它著書的念頭。
香港業餘話劇社是一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非常著名的劇社。它成立於1961年，在1977年
演畢最後一個大型話劇《清宮怨》後便告別舞
台。因此，我寫的是一個於60年前誕生的劇社。
劇社有什麼吸引呢？尤其是它是一個業餘劇

社，值得花6年時間研究它嗎？我們當然不能將
今天專業舞台劇演出的多元化局面與香港業餘
話劇社比較，因為今天的舞台劇比它多累積了
60年的經驗。現時香港舞台劇的百花齊放成績

正是沿自昔日一班前輩無私地打好的基礎。
60年前的香港舞台演出多是粵劇，西方話劇

並不是為大眾所認識的表演藝術。事實上，即
使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告訴別人我修讀戲
劇，很多人還是不明白我唸什麼。因此，香港
業餘話劇社在六十年代已經演出這種來自西方
的表演藝術，實在是一件很前衛的事情。
當年這班有心的業餘愛好者利用工餘或課餘

時間，不但分文不取，甚至自掏腰包湊錢演
出，為的是興趣、戲劇藝術和友誼。他們大部
分都是教師，其熱愛戲劇藝術的精神影響了他
們的子女和學生，為香港劇壇培育了下一代戲
劇接班人。
每當我向人提起劇社的名字，包括現今的演
藝界或劇界人士，九成人都說沒有聽過。這時
我會說︰「你們卻一定認識大部分劇社社員，
因為他們包括飾演西太后和李蓮英聞名演藝圈
的黃蕙芬和梁天，麗的映聲的處境劇《小夫
妻》男女主角袁報華和慧茵、戲劇大師鍾景
輝、粵語片小生張清、《啼笑因緣》男主角陳
振華、佘太君湘漪、無綫七十年代花旦殷巧
兒、資深電視藝人梁舜燕、黃汝燊（Sunny哥

哥）、播音皇帝鍾偉明、著名藝人黃霑、馮淬
帆、朱承彩、鄭少萍、曾近榮，以及多位前輩
的前輩如雷浩然、譚國始、黃澤綿、陳有后、
鄭子敦、鮑漢琳、黃宗保、駱恭，還有曾在六
十年代令香港舞台劇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的譚務
雪、雷浣茜、黃友竹等。」當我還未來得及數
畢這些名字前，對方總是立即說︰「我當然認
識他們，原來他們是來自這個劇社的。」
對，他們都是香港劇壇的墾荒者。這些名字
今天已經成為香港演藝界響噹噹的招牌，香港
業餘話劇社可說是培育這班劇壇數十多年來中
流砥柱的溫床。
我在上冊專訪劇社現今唯一在世的創社社員

慧茵，由她將劇社的歷史道來。我將劇社的大
部分社員作人物速寫，很多早已被遺忘的名字
也記錄其中。還有，我把劇社所有舞台劇和電
視劇的製作資料和劇照納入書中，讓讀者認識
劇社的演出。
下冊則是20多位社員的詳細個人專訪。這是
很珍貴的口述史料，不但記下各位社員在劇社
的演出和生活，讀者更可以通過他們的回憶了
解當年香港劇壇的情況。

與讀者重踏香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的著作

兩年半前，從尼泊爾度過農曆
新年回港後，除了2020年3月趁
機首次取道港珠澳大橋，到澳門
度過一個長周末外，疫情圍城被

困香港足足兩年半。
泰國早在5月宣布於6月1日解除一切防疫

限制，立即訂了6月1日的機票前往，縱使當
時香港仍實施回港人士要7日酒店隔離檢疫，
顧不了那麼多，出門意慾難以壓抑。不同因由
將原定行程延後至8月1日，一去兩個多星
期，中間迎來回港7天隔離改為無任歡迎的
3+4，不單止，還有台灣那邊爆出東南亞人
蛇、販賣人口事件，自己當時仍在曼谷，卻後
知後覺，回港後被媒體追問泰國「擄人勒索」
事件，恍然大悟！
說起旅遊而色變者眾的地方，何止東南

亞？大學一年級暑假，10多歲少年遊，一個
斜揹袋、簡單幾件衣服、一本護照、少少現金
還有兩張支票，以備不時之需，走上公路邊伸
出右手豎起拇指，漫無目的乘順風車竟然從加
拿大東岸多倫多先往北到自己唸高中兩年的
Kingston及法語區都會滿地可。然後橫過世上
版圖第二大國至西岸，再由溫哥華沿北美西岸
太平洋東岸；西雅圖、三藩市、洛杉磯、聖地
牙哥入墨西哥。之後折返，繼續乘順風車一直
返回加拿大溫哥華，才用支票購買機票返回東
岸多倫多。為時兩個多月，一雙拖鞋、一雙波
鞋伴我橫跨並直落北美洲；奇妙之旅，後來告
知家人朋友，人人為我捏一把
汗。同一時間，加利福尼亞出現
心理不正常兇徒，利用汽車兜搭
公路旁等候順風車的少年，隨後
殺害甚至姦殺，單後院地下搜出
的骸骨就達30多副！
很多很多年前，美國跟土耳其

關係衝突，荷里活推出叫好叫座
電影《 Midnight Express 》，
嚇得準備同遊土耳其的英國書友
們放棄同行，無奈獨自一人乘坐
Inter-Rail學生套票，歷時多天
前往，誰知享受了當年清貧廉
宜，人情友善，已逝奧圖曼帝國

首都伊斯坦堡的非凡美態，自此莫失莫忘一再
前來；也體驗美國的軟實力，不用終日指責謾
罵跟自己不友善別國，一套拍得精彩具說服力
的荷里活暢銷電影，勝過名實皆備大條道理。
荷里活，誰說不是美國戰略機器？
也是倫敦上課期，加拿大唸完大學轉到英

國開創新路向，轉攻設計課程的第一年，復活
節假前，需極速決定前往意大利翡冷翠並托斯
干納？還是以色列耶路撒冷、伯利恒、海法及
紅海之濱的西奈半島？
最終決定家人不太認同，是跟巴勒斯坦戰

事頻仍，恐襲與爆炸不時發生的以色列。那是
平生至感動的旅程之一，耶路撒冷更成為自己
人間樂土排行榜第一位，這之後，每隔幾年一
再回去，前後不下10次。
八九年前堅決獨行西方政權視為邪惡軸心

國的伊朗，隨後還飛到阿拉伯半島南端媒體報
道為ISIS訓練中心的也門。
前者讓我目擊及感受古國波斯燦爛文明遺

產，不同名城展現各有各文化風景價值連城的
建築，還有處處親善隨和的笑容。後者退一
步，基本上也門人仍然穿傳統服裝，正合在
下注重的衣服風景，猶如《天方夜譚》。也門
抱擁充裕水源，歷史上是中東一圈至富裕國度
之一，示巴女王的故鄉，卻苦無油礦，成為現
代阿拉伯半島至貧窮國度。政局因氏族勢力超
越中央集團以致不穩，卻無損作為旅客，先做
好安全準備得以獲無窮濃厚遊趣。

10多年前已在自己報章專欄上
撰文，電台節目上發言：大家一心
一意愛戴的浪漫花都巴黎、水中維
納斯女神威尼斯、西班牙名城巴塞
羅拿，甚至英京倫敦、紐約三藩
市，搶劫盜竊無日無之無時無之，
販賣人口、以毒品操控未成年男女
成為娼妓性奴，何曾少過？
東南亞爆出販賣人口各種惡行，

各國必須嚴懲肅清，卻無須將泰
國、柬埔寨及緬甸等等美麗國度形
容為人間地獄，更無須政治行先單
一指責某一兩個國家幕後操縱，將
社會惡行化為政治事件！

談遊色變

荷香裏
「雙龍泉的水呀，清又涼，一路歡

歌到荷塘。荷花塘裏魚蝦多呀，魚兒
擺尾巴，蝦唱歌。青蛙呱呱荷葉上
坐，蜻蜓立在荷花上呀！」兒時的歌
謠，帶荷花的清香，至今仍在我的
心底吟唱。

年少時的我們快樂無邊，呼啦啦一群小夥
伴聚集在一起，痛快地玩耍。東嶺坡的雙龍
泉水嘩啦嘩啦地流淌，我們常去雙龍泉裏
耍樂子。那兩眼泉水咕咕咚咚吐水泡泡，
就像兩朵盛開的大蓮花，小腳丫踩在水瓣
上，咕咕嚕嚕作響，又癢癢、又清涼。玩累
了、渴了，雙手捧起泉水喝，甘甜、清爽，
大抵應是甘露的味道吧！
泉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唱古老的歌謠，
溫潤我們年少的心田，也滋養東嶺坡千
畝良田。那些沉甸甸的穀穗、黃澄澄的玉
米、白花花的花生，在天乾氣燥雨水不足的
時候，全靠雙龍泉的水養活，才不至於在乾
旱時歉收。
雙龍泉的水汩汩地流淌，一路吟唱，在低
窪處形成一片荷花塘。滿池荷花開的艷麗無
邊，荷葉田田，葱蘢茂盛。「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尖尖角的荷呼啦一
下子舒展開來，一枚枚嫩綠色的小圓荷點綴
在水面上。那些碧綠的荷錯落有致地挺立
，細嫩的莖稈帶小毛刺，頂一張張綠
傘蓋。成群結隊的小魚漫游在水裏，吐一
串串水泡泡。魚兒一甩尾巴，微微的漣漪便
蕩漾開來，四處傳遞荷花的心事，蓮與藕
的秘密，也傳遞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夢想。
我們的心裏渴盼咯崩脆響的蓮子，剛出塘

的脆生生的蓮藕切成片，裹上麵糊，經花生
油一炸，香噴噴的藕盒酥脆，那個饞人，想
想都會唇齒生香呢！
荷花塘裏的荷花開得艷麗，得益於雙龍泉
的活水滋養。白荷花、紅荷花散發淡淡的
清香，恣意綻放，那麼熱烈，在碧葉的襯托
下，嬌艷、清麗。荷花裝扮的池塘美，微風
一吹，荷花香便四散開來，幽幽荷香吸引來
無數的蜻蜓，給荷花塘增添了些許韻致。蜻
蜓最喜歡荷花香，輕輕地飛來飛去，聞聞這
朵，又嗅嗅那朵。薄薄的羽翼扇動，溫
柔、輕盈、夢囈般地嚶嚶嗡嗡，唯恐驚醒了
一塘荷夢，那探出水面的綠綠荷葉耳朵在凝
心靜氣聽。
火辣辣的太陽炙烤大地，游水才能解暑
氣，我們在荷花塘裏嬉水、蛙游、仰游、側
泳。兩三隻青蛙端坐在荷葉上，瞪大眼睛
審視我們的泳姿，似給我們做示範，咚，
跳進水裏，以各種泳姿戲耍在水面上。青蛙
是天才的游水健將，誰說牠們是井底之蛙
呢？牠們分明是這荷花塘的主人，有敞亮
的廣闊的天地。聽，那呱呱的、咯咯的鳴
唱，分明是天地之間王子在歌唱呀！「春來
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不正合了
青蛙王子的美譽嗎？
游水累了，我們便在荷葉叢裏捉迷藏、打

水仗，或是沿荷塘岸踩蛤蜊。拳頭大的蛤
蜊肥嫩，小鴨子最喜歡吃。牠們吃得肥碩、
健壯，走起路來一搖一擺。吃飽了，鴨媽媽
帶領一群毛茸茸的小鴨子跳進水塘裏，自由自
在地玩耍。牠們爭先恐後地往水裏扎猛子、
翻翹紅掌，不停地扭動身子，或輕浮在

水面上，蕩來蕩去。有時用鴨頭撩一下水，
甩到後背上，扭頭用寬厚的鴨嘴巴梳理一下
背上的羽毛，給荷花塘增添了勃勃生機。
在荷花塘岸邊，生長幾株燕子樹，高

大、粗壯。枝丫間掛滿了一串串可愛的小燕
子，拃把長，從密葉間垂下來，晶瑩、碧
綠。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燕子樹的學名是楓
柳樹。楓柳樹全身都是寶，其根皮葉均可入
藥，枝幹可製作纖維材料。它的樹冠龐大，
枝繁葉茂，遮掩一大片濃蔭。知了在樹上高
歌歡唱，歌聲嘹亮，激昂悅耳，彷彿要唱透
盛夏的滾滾暑熱。玩耍累了，我們坐在樹蔭
下休息，幾顆小腦袋湊在一起，將連環畫冊
讀得津津有味。不識愁滋味的少年，熏染
一身荷香芬芳。
荷花香浸潤的年少時光裏，我們在玩耍中
成長，在玩耍中學習知識，增長人生智慧。
在玩耍中，我們認識了大自然裏的花鳥蟲
魚，飛禽走獸，在探索大自然的奧妙中獲得
無限的生活樂趣。
曾經乘車經過昔日的家鄉，兒時的荷花塘
和燕子樹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樓
宇。沒有雙龍泉水滋養的荷花塘乾涸了，沒
有荷花香滋養的家鄉失去了往昔的靈氣。雙
龍泉的水哪兒去了呢？我多想去東嶺坡看一
看雙龍泉，可最終我也沒有去，我不忍心看
到兒時會唱歌的雙龍泉乾涸的模樣！
「雙龍泉的水呀，清又涼，一路歡歌到荷
塘。」兒時的歌謠，帶溫情，帶淡淡的
荷花香，溫柔地吟唱在我的心底。就讓會唱
歌的雙龍泉、清香飄逸的荷花塘，留存在我
兒時的記憶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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