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蜻蜓的複眼

人生道理的名言
最近在看一本講人生
道理的書，作者是目前
西方很火熱的心理學家

兼網紅，加拿大人，被視為當代最好
的才子之一。我不覺得寫得很好看，
很迂迴，但道理很實在，尤其喜歡一
個道理，自己近年來本身就很信奉，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者認為，一定要隨時隨刻，將自
己內心想法，即使是未完全了解自己
的結論是什麼就要講出來。這是為了
將一切問題都防患於未然。
作者認為，一旦你不將它說出來，
直接把想法掃到床下底（這是他的說
法），它就會在床下不斷變大，變到
好像一個巨獸般。到時候想把它處
理、打低就是一個難上加難的事情。
以兩性關係來說，很多到了離婚、
婚外情地步的夫婦，其實想在那個時
候處理就已經是太遲了。甚至在那個
時候想處理也找不到源頭、核心原因
在哪裏——因為這一定是醞釀了很久
的事情。
或許是丈夫受不了太太亂煮的飯。
或許是太太真的太喜歡打麻將，忽略
丈夫。或許是兩位的私生活實在是南
轅北轍。問題不是不喜歡對方某些地
方，哪怕是細微的地方。問題是雙方
沒有及時面對。
面對是辛苦的，是不愉快的，是要
動腦筋的。面對，說出來，那一刻就
已經是痛苦了。作者是明白的，但認
為比起之後的大痛苦，這完全值得，
甚至是必須的。

大家要明白的，是很多個人因素，
尤其是本身成長經歷、教育背景、文
化背景，讓很多人無論是西方還是東
方都認為很多時候，不說好過說，沉
默是金。
社交禮儀上也有很多人會認為，默

契就是不要不禮貌地太直接，凡事留
一點空間，很多事情忍一時是海闊天
空。很多事情不去講出來，久而久之
都沒問題了。
但作者和我很同意，現在的生活，

倒不如有什麼都別憋着，盡快講出
來，即使是小事。
我管理自己的保險團隊，一直以來

就是用這樣的方針。我很少開會——
我認為開會太慢，太沒有針對性，太
不及時了。有任何動態、想法，我都
選擇第一時間在群組裏面就打字或者
錄音講出來。這樣下來，無時無刻大
家都感受到我的存在、我的脈搏。反
而比起定期開會來得自然輕鬆。
我經常會在群組裏面發飆的。但就

是因為這樣的精神狀態永遠處於自
然，因為我沒有事情放在心上，一想
到就講出來去理順它。
我覺得大家就是不要怕尷尬，怕有

時候要和別人對質。因為人生本身就
是要對抗的，這樣的小程度對抗，只
會讓大家大局來說走得更好。無時無
刻把自己感受拿出來，你會發現，人
生好像好面對得多。歡迎大家都試
試。但記住，一定要準確地講出自己
感受，不要模棱兩可。這樣才能進行
有效溝通。

疫情3年，新加坡要取
代香港，想想或許真有這
可能。我曾經幾次去過新
加坡，兩次是去演出，第

二次的觀感與第一次完全不同。
《天下第一樓》曾經在20多年前到
過新加坡演出，我從香港飛去和劇團
匯合。印象只是熱，酷熱，除了類似
海洋公園的海洋生物園，海邊吃海鮮
的攤檔，幾乎沒留下什麼印象。20年
後再去，新加坡煥然一新。地是綠
的，海是藍的，天空沒有一絲陰霾，
人們生活舒適安寧、祥和、怡然。填
海建出來的海濱是城中最美一隅，
「榴槤劇場」最凸顯，「3炷香」頂
着一條船的金沙酒店奇特醒目，螺旋
橋、觀景輪和說不上名字的高大靚麗
建築，比比皆是。
我走到任何地方最先看的是劇場，
每個國家都有一間代表性的國家級劇
場，新加坡也一樣。在新加坡，問起
Esplanade Theatre，人們或會稍有遲
疑，但你改口問「榴槤劇場」則無人
不知。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坐落在海
邊，外形奇特突出，宛若兩顆大榴
槤。新加坡地處熱帶，有各種優質名
種榴槤，榴槤旺季會有不少人專程來
這裏吃榴槤，但連劇場也修建得像榴
槤，倒是沒想到。據說建築公司和建
築師是本地人夥同英國人，設計靈感
來自蜻蜓的複眼，蜻蜓的每隻眼睛由
許許多多個小眼組成，每個小眼都能
完整成像，這樣就使得蜻蜓所看到的

範圍，要比人眼寬闊得多，以這個設
想建劇場真有創意。根據新加坡的日
照環境，用4,590片玻璃組成屋頂，
遮陽兼採光，建成之後，外形活脫兩
個帶着菱形刺的大榴槤，這可比蜻蜓
的複眼有趣多了，不能不信冥冥之中
有定數。
《天下第一樓》即將在「榴槤劇
場」演出。後台舞台美術人員忙着
「蓋樓」，前台演員走位、試裝、熟
悉場地，七八十人為這齣複雜的戲緊
張工作。我坐在劇場看向四周，樓高4
層，玫瑰紅為主調，歐洲歌劇院傳統
的馬蹄鐵形結構，兩邊是包廂，富麗
堂皇，聽說擁有2,000多個座位，我的
心一下子提起來。
20多年前，「人藝」帶兩部戲來新
加坡，上座一般，《天下第一樓》遠
不如在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反
響也不太強烈。那時候新加坡與中國
建交才4年，這個以英文為主要語言
的國家，不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我
們帶來的戲，他們基本看不太懂。這
次再來，新加坡大變樣，可能是因為
天熱，街道上車少人也少，4場戲，
8,000多張票，按這裏的規矩不准送
票，都能賣得出去嗎？話劇最適合的
劇場是1,000座位以下，這麼大的4層
劇場，觀眾坐得稀稀拉拉會很難看。
就要開演了，我坐在堂座最後一排

工作席，看到前座漸漸滿了，後座滿
了，回頭再看，坐滿了4層樓，密密
麻麻如同蜻蜓的複眼。

相信很多讀者在童年甚至現在也會有一些人
物或藝人是自己很欣賞，甚至乎可以稱呼為
「偶像」。對於我來說，真正曾經出現在我身
邊的「偶像」寥寥可數，不過由細到大從電

影、電視劇集或是歌手的渠道認識他們，不多不少有一些人
物自己特別深刻印象或是有情意結。
還記得初中的時候，很喜歡看「開心鬼」系列電影，特別

是其中一套名叫《開心鬼放暑假》。講述一班頑皮搗蛋的學
生，經常上課不留心，只想着如何整蠱老師，戲裏面的主角
包括有袁潔瑩、羅美薇、陳加玲，而老師就由影壇大哥黃百
鳴飾演。喜歡這種類型電影的原因，我想是因為當時我也同
樣過着這樣的校園生活。而且從小就喜歡聽歌買唱片，這部
電影也推出一張好像電影原聲碟一樣，收錄了電影裏面出現
的歌曲，所以就算看完這部電影，在家裏也可以繼續收聽這
些歌曲，甚至乎到現在主持電台節目的時候，我仍然久不久
會把這些歌曲跟聽眾們分享，就是因為情意結。童年曾經收
聽的歌曲，經過數十年之後，唱片公司把這些黑膠唱片年代
的歌曲轉化成為光碟，我們便可以再次透過今天的科技來收
聽從前的音樂。人大了之後，進入了娛樂圈，從前看見的明
星偶像，有一些可能已經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有機會接觸到
他們。
早前因為其中一位要好的朋友袁潔瑩生日的關係，在她生

日的凌晨時分我們通電話，我問她：「今天生日怎樣過？」
她說：「自己一個而已。」我便說：「那麼我就買東西到你
家跟你一起慶祝生日吧。」她急忙續說：「不是不是，我意
思是今天自己一個人，明天生日，百鳴哥會請我們看電影及
晚飯，是的，如果你有空也可以一起來。」因為我們經常通
電話的時候都是在凌晨時分，有時很難界定現在的時間是昨
天，還是明天，所以便有這個誤會出現。結果在她生日的晚
上，我們一行十多人，包括鄭浩南、柏安妮、莫鎮賢等等，
選擇了看古天樂最新的電影，在非常舒適的戲院座位，享受
精彩的電影。然後我們便到戲院內一個餐廳共進晚餐，而且
百鳴哥安排得非常好，先請客看電影，然後安排日式餐廳到
會提供我們食物。
在進食的過程當中，我們很容易便提及童年歲月看電影的

情況。其間我就跟百鳴哥說：「我細個真的看了很多你拍攝
及主演的電影。」他也津津樂道說出以前拍攝這些電影的趣
事。有什麼趣事，下星期繼續跟你們分享。

跟兒時偶像一起看戲吃飯

東華三院的護士訓練
由1922年開始至今已有
一個世紀，香港中央圖

書館在11月12日將會有一個講座講
述東華三院的護士培訓史。如果時間
能夠安排，我一定會去，我相信在那
裏會見到很多曾經同我共同作戰的好
朋友。在東華三院工作的30幾年讓我
認識了很多服務於此的醫生、護士、
各個科系的工作人員、工友等等。讓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們像一家人，以
前它是慈善醫院，贈醫施藥，直到現
在歸入醫管局管理看專科門診、普通
科門診、產前檢查仍然免診金，而裏
面的醫護人員不論你貧窮或富貴都會
給予悉心的照料，雖然非常繁忙，醫
護人員總是任勞任怨。
護士是我們很密切的合作夥伴。剛
入職時我是婦產科的醫生，3日一次
當值，一個人管很多張床，逢星期一
三五做手術，每星期教授兩次大查
房，要不就看病人的病歷匯報病情，
當中她問某一個病人的報告要馬上答
得出來，還要問書，每天過着緊張刺
激的生活，不吃飯比吃飯的機會多，
婦科的護士會沖一杯奶茶給我，產房
的護士去吃飯會為我帶一些食物回
來，手術室的護士長見到我在手術的
話會從自己的飯盒中留一些給我。他
們不需要問我要不要吃東西或者吃什
麼，總是說留了些東西畀你陣間食

啦。如今回想起來我的眼睛都會滿含
淚水，其中3位已經去了天堂。他們
就像我的家人關心和愛錫我，在那個
沒有電腦的年代，每張化驗報告都需
要自己將病人的名和身份證號碼寫上
去，但我們的護士總是將這些最基本
的東西填上去，等我核實並簽名，他
們就是為我節省那些時間去救治更多
的人。當我要做什麼治療、急的手
術、接生等，我未講他們已經為我準
備所需要的工具，我簡單的一句話他
們就配合得非常好，簡直是天衣無
縫。後來我去做婦女健康普查工作，
同樣地我有一班合作無間的護士、乳
房科和X光醫生、X光技師、物理治
療師等，大家以幫病人為先，從來不
計較個人的得失，我很懷念在東華三
院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的日子，以及
和我並肩作戰的兄弟姐妹。

東華三院護士

無綫連續播映的子夜場3劇都
很有吸引力，令不少夜貓子觀眾
捧場。第三齣重播的是5集的

《大都會》，是1987年的作品。我當年沒看，
這次當是新劇來看。3劇的特色都是巨星雲
集，單是看明星已經目不暇給。
《大都會》的男女主角分別由鄭少秋和汪明

荃飾演，足見二人在電視圈的地位。他們在過
去數十年合演不少劇集，是其中一對最早的熒
幕CP。不過，《大都會》中的他們較為特
別，因為二人都是飾演反派角色。
很多電視演員在未成為一線前都曾經演過反

派，鄭汪二人卻是例外。鄭少秋只在《陸小鳳
之決戰前夕》中飾演欲篡位的野心劍客葉孤
城，是他成名後首次飾演奸角。至於汪明荃，
《大都會》可能是她唯一扮演立壞心腸，到頭
來要鋃鐺入獄的角色。
兩位電視台的首席小生和花旦扮演一對奸夫

婦，已經非常夠睇頭。加上群星拱照，相信當
年應該有很好的收視率。
當我看到鄭汪二人的婚宴戲時，發現雖然

他們常演情侶，但印象中好像沒有見過他們
在戲中穿婚紗禮服、在教堂舉行儀式和設喜

宴的場面。
這可能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他們大部分

合演的電視劇都是古裝劇，如《紫釵記》、
《寶蓮燈》、《書劍恩仇錄》、《倚天屠龍
記》、《楚留香》、《血薦軒轅》等，這些古
裝劇自然沒有穿婚紗或在教堂舉行婚禮的場景
出現。
至於第二個原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即使鄭汪二人在古裝劇中常演戀人，他們在劇
中都是不能有情人終成眷屬，難以共偕白首。
粵劇版本《紫釵記》中的李益和霍小玉雖然

歷盡磨練，但是唐滌生賦予他們一個團圓結
局。鄭汪二人的電視劇《紫釵記》則以悲劇收
場，即使李霍二人在黃衫客幫忙下得以重見，
李益還是被太尉的爪牙擄走，剩下霍小玉倒地
痛哭。這個版本屬於1975年的《民間傳奇》系
列故事之一。
《寶蓮燈》是華山聖母與凡人劉彥昌的仙凡

戀事，在中國民間流傳千年。鄭汪的版本是
1976年《民間傳奇》的其中一個故事，只有3
集。華山聖母與劉彥昌雖然能結合，並生下沉
香，但是仙凡戀始終犯了天條，華山聖母最後
還是在劉家父子和老奶奶目送下升返天庭。最

近我看了這場戲，鄭汪二人在臨別時唱了一曲
離別曲——「始終兩地分，情癡偏惹恨……」
後，汪明荃便與伴着她的仙界婢女靈芝一起升
天，中國的愛情故事總是很難白髮齊眉。
鄭汪二人在1976年合演了無綫首齣電視劇

《書劍恩仇錄》，分飾男女主角陳家洛和霍青
桐。陳家洛因誤會而移情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
主，實在叫人惋惜。
在1978年的《倚天屠龍記》中，鄭汪分飾

張無忌和趙敏。原著中二人遁世，算是可以結
成夫婦。無綫的版本中的趙敏卻中箭墮下山
谷，凶多吉少，以張無忌哭喪樣子作結。
1979年，無綫的《楚留香》由鄭少秋擔任主

角，本來汪明荃飾演的角色名叫沈珊姑，只是
小說中一個小角色。有人覺得名字不雅，改為
沈慧珊，並成為楚留香至愛。當她在劇中死
時，播出鄭少秋唱的《留香恨》，該曲與主題
曲自那一剎開始便成為香港的永恒金曲。
2004年，鄭汪合演《血薦軒轅》，分飾戀人

宇文峰和唐碧，在新婚夜遭橫禍，分開多年，
重見卻不敢相認，歷盡苦難。
那麼多觀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愛看這對

CP，原來看的都是悲劇。

經典CP演的都是悲劇

坊間名人那麼多；吸
引力並非人人均等，一
些只維繫於他們彼此依
賴的小圈子。

能做到入屋高指數——逛街、坐港
鐵都有巿民上前打招呼，要求合照，並
非位位名人可及，親和力香港No. 1：
男方：首推殿堂級發仔哥周潤發。
女方：無話可說，大家透過電視熒

光幕，跟好幾代港人也都曾經收看
TVB節目的廣東省人民……頭號阿姐
汪明荃。
阿姐就係阿姐，不用名或姓，心領

神會就係汪阿姐！
除了多年不懈大型綜合電視節目王

牌主持、電視劇頭牌主角，阿姐還是
衣着品味首席代言人。超過半個世紀
被時間評比，潮漲潮落，只要阿姐現
身，例必贏通巷；最近於羅文仙遊廿
載《羅文．傳承全城紀念演唱會》，
阿姐一套白色羽毛圍繞肩膀的黑色晚
裝，人人無話可說，相信一眾不同年
代男女、與會紅星藝人心底至明白：
都被阿姐壓倒了。衣箱方面，阿姐誠
言近代藝能界完勝寶座保持者。
孜孜不倦，鑽研半途出家粵劇藝術

多年，誰不心悅誠服寫個「服」字？
龍劍笙、陳寶珠依然是當今小生吸

粉勁旅。
花旦方面，只要汪明荃登台，同樣

座無虛席，護航的掛名團體、寶號多
不勝數。單單看她台上獨樹一幟的冷
艷亮麗，已經值回票價。
說阿姐，豈可遺漏她的人生良伴、

師友並存家英哥——羅家英？
鐵杵磨成針，紅褲子出身的家英哥

在舞台上、銀幕上大半生，早已從一
般粵劇表演者晉身「羅家英博士」；

編、導、演皆精皆能。
對普羅大眾而言，我們熟悉銀幕上

《女人四十》阿娥個老公，開口禪機笑
到觀眾碌地的佛門大師；然而舞台上不
斷提升、進化的羅家英，必須將我們對
他過往的印象、角色掏空退掉，重新審
視這位粵劇瑰寶、Legend。
那夜人稀飯聚，家英哥先沉默寡言。
眾媒體領頭羊、文化人共阿姐，挖

空心思說些小眉小眼填補冷場，直至
家英哥開腔，嘩……貫通古今中外歷
史、文化、藝術如數家珍，粵劇方面
更不用說，道來如功課，我等猶如學
徒，只餘仔細靜聽分兒！
阿姐及家英哥12月於西九文化戲曲

中心的演出，未親臨其境體會之前，
單憑宣傳資料而發出評論，對任何人
都不公平；期待家英哥被讚頌多時，
集編、導、一人演的《修羅殿》（改
編自他的偶像黑澤明天字第一號作品
《羅生門》），更期待阿姐領銜、跟家
英哥對手演出的《修羅殿》（羅只演3
場，其餘幾場，將配搭優秀年輕演
員），還有經典劇目，「花旦王」芳艷
芬首本名劇、唐滌生作品《洛神》，更
有歡樂搞笑劇目《福星高照喜迎春》。

家英哥阿姐修羅殿

沁園春的來歷
毛澤東在32歲的時候，寫下了詩

詞《沁園春．長沙》，這是毛澤東
1925年所創作，最早發表在《詩
刊》1957年第一期。原文：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

/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
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
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
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
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
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全詞上闋寫景，下闋抒情。上闋從嶽麓
山、湘江、天空、水底選取實景，遠近結
合，動靜映照，用文字描繪了一幅湘江秋
景圖。下闋通過對戰友和戰鬥生活的回憶
和追述，以及不懼怕當時的大軍閥敢於反
抗，最後3句用象徵的手法表現了在革命
運動中也可以激流勇進完成革命主宰中華
大地。1925年，五四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相
繼爆發，湖南和廣東等地農民運動氣氛日
益高漲。1924年12月，毛澤東因工作過於
勞累患病；經中共中央同意，1924年年底
偕楊開慧從上海回湖南療養。組織了20多
個農會，直接領導了湖南的農民運動，開
始了革命事業。1925年9月，國民政府主
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國國民
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職事，於10月5日推薦
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赴廣州上任
途中，在長沙停留之時，重新遊歷了橘子
洲頭，看到深秋時節的橘子洲頭的景色，
有感而發寫下了這首詞。
最精彩的是最後3句，其意思：記得

嗎，我們到了河流最為激流的地方游泳，

所沖起的浪花，可以壓住急速飛來的船
隻。氣勢磅礡豪邁，表現了毛澤東對主宰
國家命運，掌握民族前途的期望。
沁園春的來歷，大有典故，與沁水公主
很有關係。沁園，東漢沁水公主田園。沁
園遺址，位於河南省濟源市，據傳，因沁
水公主的花園建在此崗上，故名，總面積
為7.92萬平方米，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和
龍山文化遺址，2006年6月公布為河南省
文物保護單位。《辭海》記載：沁園是東
漢明帝劉莊之女沁水公主（劉致）的園
林，後被國舅竇憲所奪。竇憲仗着宮中的
權勢，以賤價強奪了沁水公主的園田。後
來沁水公主的哥哥肅宗的車駕經過園子，
用手指着園子問竇憲，這是誰的田園？竇
憲語塞無法應對。強佔公主園田之事因此
暴露，皇帝獲悉真相之後，大怒，召見竇
憲並責備他。此後雖然沒有判定竇憲的罪
過，但也不再對他委以重任了。
漢明帝劉莊（顯宗）共有11女，漢明帝

最寵愛沁水公主，為了女兒的這座莊園沒
少花心思，也派人走了不少地方，而最後
也是多番比較，敲定了沁園的地址。這裏
是一個小山崗，有着茂密的竹林，而且風
景秀麗、格外清淨。春暖花開的時候漫山
遍野的花卉綠植，園中潺潺流過的溪水更
是別有一番詩情畫意，一切的一切都與沁
水公主相配極了。據說沁水公主的父親漢
明帝駕崩以後，沁水公主的哥哥繼承了皇
位，也就是歷史上的漢章帝。漢章帝的竇
皇后也是個趾高氣揚、囂張跋扈的人，她
的哥哥更仗着自己是國舅，也是橫行霸
道，無惡不作。有一次這位竇皇后的哥哥
看上了沁水公主的沁園，覺得那塊地風水

好、風景好，就要強買強賣。沁水公主是
一位歷史上少見的冷面美人，性格雅靜、
賢寂、善良、文弱，一生中難有幾次笑
容，什麼事兒都在心裏悶着，懾於竇皇后
的氣焰，也不敢跟皇帝哥哥哭訴，只好忍
痛將沁園以低價賣給了竇皇后的哥哥。後
來，漢章帝為妹妹出頭，奪回了沁園，這
是一個相當好的結局。
遺憾的是這座沁園最後毀於戰爭，今天

在我們中國的版圖上，仍然保留着一個叫
做沁陽的城市，濟源文物管理局稱，位於
濟源市區東北15公里的化村與留村以南的
高崗上的沁園遺址。《中國古今地名大辭
典》（1931年版），就把沁園記為「在河
南沁陽縣東北，沁河北岸」。再如清順治
十七年的《懷慶府志》，也把沁園記為
「在府城東北30里，沁水北岸」。文中的
「府城」指懷慶府，即沁陽市。隋唐時代
開始，詩人和墨客記錄了這位曾經存在的
公主，和那個美麗的沁園，寫下了無數以
《沁園春》為詞牌名的佳作。近年，由河南
太行博竹莊園生態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投資3
億元，將沁園復建，2013年向遊人開放。
元代耶律遜寧《 過沁園有感 》詩：昔

年曾賞沁園春，今日重來跡已陳。水外無
心修竹古，雪中含恨瘦梅新。垣頹月榭經
兵火，草沒詩碑覆劫塵。羞對覃懷昔時
月，多情依舊照行人。明代王鐸的《移
居》詩：棲托東湖上，茅堂近北城。古今
餘冷淚，兵火剩殘生。撫竹沁園好，吹簫
鐵岸清。扶危諸志在，肯自味洲蘅。詩篇
給我們現代人留下了一個殘美的沁園憾
境。詩中提到的「竹」，把我們對沁園的
境想，擴展出一個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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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汪明荃與羅家英將在戲曲
中心演出好幾套劇目。 作者供圖

◆東華三院籌款晚會。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