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諧寬容

做生意需要學會什麼？
最近聽了李根興
一個分享，十分有
趣。他認為做生

意，需要以下的幾點：
1. Give before receive——先付

出後回報。你必須先無條件付
出，然後才能指望別人回敬你。
10個人裏面，可能只有5個人會回
饋你。不要緊，即使付出了10人
的成本，回敬你的5人足以給你帶
來更高的回報。
2. 要給到客戶們需要的東西，
但你的競爭對手做不到的。例如
在網上講多一點介紹點解要買某
樣產品，講得特別獨到精闢，令
你自己加到價值到產品裏。
3. 不是你認識幾多人，而是要
有幾多人認識你。你必須要建立
自己的觀眾群。
4. 無論和客戶聊什麼，都應該
可以拉到進入你的產品範圍裏面。
5. 要做到發生任何事，人家想
起某產品的時候都想起你。他認
為在網上搜尋「買舖」的話就要
搜尋到他才算是成功。同樣地，
搜尋「買保險」就應該第一時間
找到我。
6. 假設有100個客，只得1個是
Ready Buyer，我們反而應該關注
另外那99個，做好自己定位和形
象之後，首先哪一個好大機會選

擇和你買，因為他始終都要找個
人買，於是就找個最專業形象最
清晰的顧問。
而另外99個最後都會有兩三個

同你買，因為你的專業成功令他
們對你賣的東西改觀及有信心。
7. 套用巴菲特的心態，對客戶

的 時 候 鼓 勵 他 們 「buy when
people panic, sell when people are
greedy, ignore all noises」。
例如這兩年股市跌得好厲害，

那麼應該叫客戶入場買基金，因
為趁低吸納，或者做其他的保本
理財選擇。
8. 最後，他堅信真正做銷售做
得好的一定是創造需求的人，而
不是尋找自己都在準備買的極度
少數人。
以上8點，我是完完全全同意

的。我唯一不同意的，是他說在網
上搜尋「買保險」，找不到誰。
我認為我就是最接近的那個人

了。
上年的觀點其實兩年來我都不

停地在灌輸給我團隊的人，並不
覺得有什麼新的觀點。但我肯定
的是，他的加持給了我更大的信
心。我還特地開了個會議給我的
團隊去分享這幾點，有成員甚至
跟我說是全年最有意義的會議。
你呢？你有所啟發嗎？

闊別 3 年回到北
京，一切既熟悉又陌
生，且喜且驚且嘆。
首先要解決吃的

問題。住所附近有一間很有名的
超市，我是它的會員，卻顯示失
效了，3年滄海桑田，剛生下的嬰
兒都上幼稚園了，什麼都變了。
北京的酸奶便宜又好喝，當然要
買，一個售賣奶類的女工，發現
我是個什麼都不懂的顧客，一直
追着我要幫我，我為她的熱情感
動，但為什麼她會放下手裏的一
切工作，這麼熱切地幫我，後來
才搞明白，原來現在做會員是要
給錢的。
烤紅薯，外皮焦黃蜜汁流，比

香港最甜的印尼紅薯甜度高幾
檔，新鮮的黃澄澄豆漿，平日吃不
到的山東魚肉餡大餃子、大白菜、
羊肉片、凍豆腐、好吃的西紅柿，
拎着大袋小袋開心回了家。當天沒
有喝豆漿，留作第二天早餐。
早晨，買來新鮮油炸鬼，取出冰
凍了一夜的豆漿，咦，漿水凝結成
塊和碎碴，全變質了，僅僅一夜
呀，不解，也許是太新鮮了吧，包
裝上有說明「發現凝結狀況可以更
換」，這才發現，昨天交了錢的烤
紅薯沒有取。超市離家5分鐘，趕
緊出門。到了超市門口，要驗北京
「健康碼」（Health Kit），發現
被彈窗了，立刻嚇出一頭汗，原來
是忘了３天必須做一次的核酸，香

港沒有這個規定，一時還不習慣，
忘記了。
超市不能進了，白天約好的會

面，晚上的話劇《杜甫》，一律
取消。好在閉門一天，又重獲自
由，但是教訓再也不會忘。
再出門進超市，換豆漿，取紅

薯。豆漿檔的女售貨員一臉不高
興，質問為什麼當天不來換，第
二天也沒來換，賣烤紅薯的，上
下打量我，反反覆覆檢查我的單
據，兩個女人的神情都是一臉懷
疑。見到我去取紅薯，豆漿檔的
又追上來，再次質問，好像我為
了這3塊紅薯一袋豆漿，有意來佔
便宜似的。
一肚子不快回到家。秋天是北京

最好的季節，秋日的陽光照射在地
板上，從表妹家借來玩的小烏龜，
趴在水中一動不動，這是一隻從蛋
孵養大的小傢伙，安靜地趴在陌生
的清靜的水裏，享受着陽光，對陌
生的環境，很適應。
放了3年的筆墨都乾了，作畫塗

鴉的水彩也擠不出了，試着挑出
兩種擠在調畫盤上，放上水調
勻，兩種顏色各自放棄自身融合
它人，混合成了新的顏色，相互
包容，才變得調和鮮麗。
生活中需要包容，寬容地接納他

人，大度地容忍他人，寬容和善良
是一種美德，人人能替別人着想就
是和諧，想到這裏，我咬了一口蜜
甜流汁的紅薯，放開了心懷。

話說早前我拍攝廣告的時候需要背台
詞這件事，令我想起我有一件很有趣的
事可以跟你們分享。
話說初入行到電視台主持節目的時

候，有一次，我跟陳松伶一起主持一個音樂創作歌曲
比賽的現場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我先要介紹5個不同
合作單位機構的名字，雖然我是一個記性也不錯的
人，有很多音樂節目的稿子，我也很容易記起，但這
一次我需要記着5個不同機構的名字，而且這些機構
的名字比較複雜，在綵排的時候就算點努力都記不起
來，結果在場的撰稿員便提議利用「大字報」，讓我
看着「大字報」面對鏡頭說出來。但問題在直播的時
候便出現，因為原先綵排時，我是看着二號錄影機及
「大字報」說出文字，到了正式直播，拍攝我的鏡頭
竟然變了是三號攝影機，結果我很尷尬地看着二號攝
影機，觀眾竟發覺我好像看錯了鏡頭，這個經驗使我
在今天仍然記憶猶新。
雖然這次經驗也提醒我，就算怎樣難也應該要克

服，往後的日子我也作了檢討，希望不會事件重演。
但對於我主持一些音樂節目，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記
性特別好。話說曾經主持一個名叫《翡翠音樂幹線》
的節目，這個節目一星期播放5次，分別由5個主持
人主持，每人主持一晚，我便是其中一個。而每次錄
影這個節目其實很簡單，節目1小時內，我只需要把
4篇長約1分鐘的稿子記在腦裏，然後把這些稿子很
流暢地說出來便好，所以每次錄影時間也很快結束。
久而久之，其他主持人每逢他們需要拍劇或有另外有
工作在身不能主持這節目時，導演便會把他們的工作
交給我，俗稱「代班」。
最厲害的一個星期，5天節目，有4次都是由我來
主持，因為他們覺得我記性好，而且沒有太多「螺
絲」，即是沒有出錯，所以他們很喜歡用我這個主持
人。在我初入行的期間，那幾年，除了電台的日常工
作之外，電視主持工作也非常多，令到我吸收了很多
電視主持的經驗。最開心是在千禧年代初，有很多當
時得令的歌手，我也曾經訪問過，這些經驗到今天仍
然津津樂道。
回想起那些年的日子，其實自己雖然是一個無名小

卒，原來已經有不少演出機會，實在要多得很多導演
及監製的賞識，不知道往後日子會不會再有這些機會
呢，我絕對願意繼續接受挑戰。

最尷尬的主持經驗

有些老人家來看
醫生說下身有個腫
塊走了出來，不知

道是什麼，感覺很害怕。經檢查
發現是子宮下垂。
子宮脫垂我們會問一些詳細的
病歷：什麼時候開始發現？有沒
有生過小朋友？生了幾多個？順
產還是手術產？每個小朋友出生
體重？產後有沒有併發症？產後
做體力勞動？有沒有大小便失
禁？特別是打乞嗤、咳嗽、笑的
時候有沒有小便失禁？
子宮下垂一般分3個程度，第一
度基本上她沒有感覺，第二度是
部分子宮突出在外，第三道脫垂
是整個子宮突出。除了子宮的位
置之外我們有很多東西要留意：
1. 體重是否過重？腹部的脂肪
太厚將子宮向下壓。
2. 腹部有沒有腫瘤，例如很大
的卵巢瘤、子宮纖維瘤等腹部腫
瘤將子宮向下壓。
3. 有沒有呼吸道的問題，例如
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慢性咳
嗽、長期食煙、哮喘等等，因為
長期咳嗽，每次咳的時候會增加
腹壓將子宮推出。
4. 長期便秘，特別是老人家因
為活動少，飲水少，便秘是很常
見的，當她長期用力就會將子宮
推出。
5. 長期喜歡拿重物，增加腹部
用力，日子長了就將子宮推出

了。我見過有一個賣魚的女士，
每天要搬很多箱魚，每次搬完子
宮便突了出來，後來叫她分開幾
次搬不要一次搬太多，再減去腹
部脂肪，情況有了改善。
以上的情況預防勝於治療，例

如產後要注意休息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活動和家務，但不要搬重東西。
有長期咳嗽要請醫生驗清楚為

什麼總是咳呢？有沒有一些潛在
的肺部問題。
長期便秘的人要留意她的生活

習慣，多做一些運動適當飲水，
多食一些生果蔬菜，令腸道蠕動
增加，有些老人家添加了益生
菌，腸道裏的微環境得到改善，
大便通暢。有位老人家告訴我她
每天坐在洗手間一坐就一個多小
時，每次去完廁所子宮就不知不
覺突了出來，後來叫她喝多些
水、吃益生菌，現在大便很通
暢，子宮也只是輕微突出並不影
響她的生活，令她開心不已。
並不是每個子宮脫垂就要做手

術，醫生看有沒有子宮表面的損
傷、出血、發炎等。如果正常可
以用子宮托令子宮不再下垂以減
輕不適、嚴重的子宮脫垂、反覆
出血等等才需要做子宮切除。因
為多數是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她
的心肺、肝腎功能，有沒有嚴重
糖尿病等，評估是否適合做手術
和手術後會否有尿道發炎等併發
症，否則得不償失。

婦女多注重身體變化

上星期六晚，我發信息給湘漪
姐，請她當晚11時半看無綫的電視
節目。我為什麼會在晚上通知湘漪

姐在深夜時分收看電視呢？因為當晚電視台開始
一連六晚重播《楊家將》。
湘漪姐正是在《楊家將》中飾演佘太君的資深

演員。我猜想她會有興趣再看一次自己的演出，
所以告訴她這個資訊。
她收到信息後立刻回覆。除了謝謝我，並表示

當晚一定會收看。由於星期六、日和一晚上重播
劇集的時間略有不同，我再附上每晚的播映時
間。當晚《楊家將》播映後，湘漪姐立即再與我
聯絡，表示已經看了。她一邊謝謝我捧她的場，
一邊問我的近況。湘漪姐真是一位沒有架子、友
善可親的前輩。
《楊家將》只有6集，是群星於1985年演出的

電視劇。在《楊家將》之前，湘漪姐已曾飾演佘
太君一角，那是在1981年播映的《楊門女將》。
該劇共有25集，演員們有更多機會發揮。湘漪姐
是一班楊門女將的領袖，人人以她馬首是瞻，自
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相信在香港電視史

中，只有湘漪姐曾經兩度飾演佘太君，彷彿她就
是佘太君的化身。她曾經送了一些她飾演佘太君
的照片給我，我一直妥為珍存。
我也保存了一套《楊家將》的DVD，不過不

知多少年再沒有拿出來看。原因有數個︰沒時
間、影碟質素差、以前看了多次。當然，最主要
的原因是已經沒有DVD機了。
根據網上資料顯示，無綫當年幾乎傾全台之力

趕製這個全劇6小時、每晚在《歡樂今宵》播映
半小時的非常劇集，目的是為了與在亞洲電視直
播的《亞太小姐競選》爭奪觀眾。對此我有點納
罕，因為香港人向來對對外的選美節目不太熱
衷，不知1985年的《亞太小姐競選》的威脅性是
否特別強，所以無綫不惜工本和人力，製作了這
齣史無前例的劇集，成就了一個絕對的經典。
《楊家將》是香港電視史上最星光熠熠、陣容

最鼎盛的劇集，沒有其它電視劇可以與它媲美，
因為它雲集當年最當紅的小生、花旦，以及在電
視界上佔一席位的演員。它不但由張國榮演唱主
題曲，演員方面隨便也可以數出數十個無人不識
的名字，包括當時受力捧的小生和花旦︰劉德

華、梁朝偉、湯鎮業、苗僑偉、黃日華、劉嘉
玲、曾華倩、龔慈恩、戚美珍、商天娥、唐麗球、
周海媚、楊盼盼、謝寧、毛舜筠、邵美琪、陶大
宇、潘宏彬、吳鎮宇等，還有當時已經是電視界
紅星的周潤發、趙雅芝、汪明荃、張曼玉、鄭裕
玲、萬梓良、李琳琳等，以及多位資深的電視前
輩。這些名字當時已是街知巷聞，很多位經過多年
的努力耕耘，今天更已成為電影圈的天王巨星。
無綫當年看準一班年輕演員的潛質，便以一班

電視紅星和演藝界前輩眾星拱照他們，扶他們一
把，當一陣時來風將他們送上滕王閣去。他們不
負眾望，將自己也變成銀河上的閃爍星星。
這就是香港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產巨星的年

代。無論是電影、電視或粵語時代曲，香港都是
最佳的夢工場，充滿創意的先行者和具王者之風
的領導，整個亞洲和華人社會的娛樂潮流和文化
都是由香港領航。那真是一個還似舊時遊上苑，
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的年代，教我們這
些享受過它的美好芳華的人緬懷不已。
《楊家將》不但是電視的經典，也是香港人最

燦爛輝煌、最具文化自信的象徵。

燦爛輝煌的《楊家將》

最近媒體報道有關當局舉行
推廣公民教育活動。
筆者曾經擔任「公民教育委

員會」委員，多年前推出廣告
推廣禮讓，也曾提議並力推；「一人行一
步，大家有好報」這句口號。
當年港人心態不似今天複雜，推廣公民教

育已不容易，今天政府部門以為搞一個柴娃
娃的活動會吸引巿民留意？
開玩笑！真的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不想妄自菲薄，但本地推行公民教育，亟
需向新加坡學習；人家的國民意識如利劍，
既堅且強！
國民或巿民意識強，表現以「愛」；家、

國之愛，缺乏這份由心而發的愛，從環保到
禮貌，從發展家國到民族忠誠才會達至事半
功倍。
今日香港巿民的凝聚力量，猶如泥牛入

海，寸步難行；向新加坡學習？
必須看人家當年如何將公民教育推廣起來

的法則，一字咁淺：罰；不單止罰，更是嚴
懲不貸，法則訂立以後，無情講！
筆者作為本地數十年前的中學生，學校外

籍校長不單止，老師來自不同國度甚普遍，
那年教我們英文科的老師來自英國，高級軍
官家眷，對學生管教不似一般外籍老師的放
任，反而比華籍老師更嚴厲。
老師的夫婿曾經在新加坡任
教，目睹當年彼邦獨立自馬來
西亞，剛起步千瘡百孔，別無
他法，只好從嚴處理，首先治
理馬來人、印巴人及來自不同
地域及講方言的華人。誰有時
間慢慢做推廣活動祈求人民以
長時間演變進化？
新加坡沒時間，將一盤散沙

匯聚成國民力量，只好懲之以
嚴！
華人素來病態，隨地吐痰？

罰！
隨街扔垃圾？罰！

吃過的香口膠即棄街頭？罰得更勁！
上落公共交通排隊，不排隊者，即被大眾

示以白眼，甚至眾目睽睽下被訓斥！
上落樓梯；右上左落！
聽聞當年為防止學生癡肥，嚴禁飲汽水；

閣下認為可笑？
今天新加坡的表現，國際得見，邊個笑到

最後？
嚴懲治理，迅速將星國男女老幼訓練成愛

國公民精兵，今天全世界讚美新加坡及其國
民，有人夠膽提一句當地推行公民教育，與
所謂西方標準的人權、自由背道而馳？
當年同學們對那位英籍老師的嚴厲教訓頗

有微言，更導致她教學的三班學生（包括筆
者）於早會之後，拒絕回到班房，留在禮堂
進行罷課，最後迫使老師離職才予以解決；
實為香港中學生搞罷課的先鋒！
老師嚴厲是事實，但她的道理，她的公民

教育意識卻植根到好些同學的思維，包括在
下；起碼在簡單如上落樓梯右上左落以防混
亂及危險，乘搭扶手電梯站立在右邊騰出左
邊空間、予趕時間者等等……待很多年以
後，香港出現港鐵，港人才慢慢體會。
港鐵一度出現「跳低欄」不拍卡付費飛越

閘口的犯法乘客，今天減少了，但過去持之
以恒信賴乘客守法「自動拍卡」乘搭輕鐵的

行為，卻於這幾年間七零八
落；有關當局隻眼開隻眼閉，
不再見到這經常檢視乘客可曾
拍卡或買票的港鐵執行隊伍、
猶如消失了，不守法拒絕拍卡
付費巿民自出自入，見者敢怒
不敢言。港鐵為公營機構，你
我作為納稅人，誰說不是主人
一分子？港鐵管理層不作為，
除了香港庫房虧蝕，香港多年
努力建立的公民意識與文明現
象土崩瓦解，從一事看全局；
不作為、不管事的管理傷害由
淺入深，也是一種推倒社會運
作明裏暗裏的腐蝕！

一人行一步 大家有好報

濫發「免針紙」背後的「兩地不通關」想法
醫生濫發「免針紙」，不僅令適宜

接種疫苗的人士因無接種而要承受健
康風險，更增加疫情傳播風險，尤其
危害「一老一幼」的生命安全，很可
能造成重大公共衞生危機，令本港蒙
受巨大損失。

由此觀之，濫發「免針紙」比起濫發病假
紙等行為，後果嚴重得多，完全與醫生治病
救人、守護大眾健康的天職背道而馳，涉事
醫生無良自私，嚴重違背專業道德和誠信。
令人更加擔憂的是：370名政府僱員幫襯了這
些濫發「免針紙」的私家醫生，憑着「免針
紙」不去打針，頂着政府的打針要求，可以
說是行使假文件，警方已經介入調查這些公
務員怎樣取得「免針紙」，如果是用錢買來
的，這些現象是利用假文件進入政府大樓，
屬於刑事行為，政府將會起訴這些公務員。
公眾對公務員的操守有較高的期望，他們

負責執行政府的各種政策，因此，他們的工
作應該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落實注射疫
苗，符合進入政府辦公室的要求，政府已經
宣布那些由私家醫生所簽發出的「免針紙」
證明書，由10月12日起宣布無效，禁入政府
大樓，如果他們不注射疫苗，他們就不能進
入政府辦公大樓，造成缺勤，政府將作為曠
工處理。
如果真是由於某些疾病不方便接種疫苗，

他們應該由專業資格的醫生發出「免針
紙」。在現實上來說，即使患上了心血管
病、糖尿病、腎病，只要繼續服食相關藥
物，控制住疾病，即使注射疫苗也不會出現
任何風險。
本港醫生的專業水平和操守一直享有良好

聲望，港人以香港擁有高水平、信得過醫護
專業人士為傲。如今有醫生專業的害群之馬
濫發「免針紙」斂財，令本港醫護專業形象
蒙污。醫委會作為監察醫生專業水平和專業
操守的行業組織，必須負起監督管理的責
任，嚴肅跟進、介入事件，包括即時暫停涉
事醫生的行醫資格直至調查結束為止；如查
明濫發「免針紙」行為屬實，應當按專業失
德論處，對涉事醫生採取必要處分。
不願意注射疫苗的公務員，基本上都是黃

絲帶，他們不信任政府關於注射疫苗的安
全，反而從美國網上輕信大量謠言，相信男
性打了疫苗，會影響精蟲數量減少，不能生
育。如果女性打了疫苗，就會出現流產現
象。他們還傳播了美國網上的謠言，謠言1：
「疫苗的研發速度太快了，他們不知道疫苗
是否安全。」於是穿鑿附會，任何人注射了
疫苗，都是做了白老鼠，將來的副作用會帶
來各種疾病，危害他們的生命。
謠言2：「我們對疫苗的長期副作用了解不

足。」又指，雖然研究疫苗的各個階段，都
進行了臨床觀察，監察是否會出現副作用，
經過了符合科學規定的觀察期，證明沒有副
作用，才會將疫苗投放社會。
謠言3：「這些疫苗中含有導致新冠肺炎

（COVID-19）的病毒，會讓你生病。」真
實的情況是，沒有一種疫苗含有導致新冠病
毒。他們不會讓你感染新冠。事實上，在你
感染新冠後，可能需要長達14天的時間才會
出現症狀。如果你在接種疫苗後不久就感染
了新冠，那是因為你在接種疫苗的差不多同
一時段就已經感染了。注射疫苗可以有效防
止出現重症，防止死亡。

謠言4：「當人們接種了新冠疫苗，這會導
致他們散播新冠病毒，並感染附近的人。」
事實上，在世界各國批准使用的3種疫苗
中，沒有一種含有任何形式的新冠病毒。接
種疫苗不會讓注射疫苗者散播病毒。新冠疫
苗獲得授權已經一年（從疫苗試驗開始已超
過一年）。已有數十億人接種了新冠疫苗，
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沒有發現任何的長期副
作用。
有時，人們在接種疫苗後的一兩天內會發

燒，或感到疲勞。這些都是正常的疫苗副作
用，因為身體正在建立免疫力，而不是由病
毒引起的疾病。它們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並
且在幾天內就會消失。
現在的問題在於，美國的互聯網上傳播出

來的資訊，很多都是誇張失實的，香港很多
人看了就深信不疑。特別是護士和醫生當
中，黃絲帶不少，經過他們的口，傳播這些
信息，結果香港注射疫苗的進度相當慢，2月
起就爆發了第五波疫情。不少超過70歲的老
人家，向醫生詢問自己應否注射疫苗，醫生
自己也被這些謠言所困惑，於是提供了「沒
有風險的」答案：「很多事情現在還沒有看
到長遠的後果，暫時還是要睇定一些，不要
太快行動。」結果，老人家在可打疫苗和不
注射之間，選擇了後者。
有一些公務員，本身就受到了奴化教育的

洗腦，對國家持有成見，認為香港和內地之
間，應該設立一堵城牆，讓兩地互不往來，
如果香港大量爆發疫症，而內地採取「動態
清零」政策，這樣就造成了兩地不通關的局
面。正因如此，他們都主張不要打疫苗，主
張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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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輕鐵，不妨留意，不
拍卡乘霸王車的乘客數量不
少！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