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夜光頭

打開心扉的你
我在管理學上最
近學到的兩點，是
領導者最好是被懼

怕的，以及話要說得夠直接、開
門見山。這是我女友教我的，在
書本上不斷看到的，而我近月才
真正掌握到的道理。
我曾經去算命，算命師傅說了
一個之前就有前輩告訴我要留意
的問題——老是對每個人都太好
太給面子，總是想討好人。結果
呢？很多人都不會開心，最後傷
心的是自己。
在經營了自己的團隊兩年多
後，不得不說我就是得出了這樣
的一個結論——不嚴格、不把心
裏話說出來，到頭來自己吃虧。
一般人會認為，保持客氣，讓

氣氛融洽，好來好去，大家和諧
共處才能共創美好未來。但在我
的經驗裏，這樣只會縱容大家，
讓水準降低，大家得過且過，最
後軍心散漫什麼都做不了。
很多領導生怕話說得太狠，嚇
跑下屬，然後讓很多人意興闌珊。
我覺得，具體的模式，應該如下：
首先，要在成員加入之前，先

小人後君子，將狠話說清楚，把
規矩訂好，然後讓對方完全理解
並接受。
很多人連做這點都害怕，怕一
開始弄得太僵。我的經驗，卻告
訴我這只會令對方對你更尊重。
至少至少，這給你一種儀式感，
讓大家知道這裏是按着本子辦

事，有根有據。
好了，這裏的規則，必須是清

晰的、有特點的，反映領導者的
理念和原則的。這點其實不難，
很多人只需要花一點時間總結就
已經足夠。
問題在於加入後，是否可以歷

久不衰，不斷按着規矩去評核、
反思及改進。
也就是說規矩有了，但要持之

以恒地執行才是難度所在。當有
人沒有跟足，不符合你的要求，
你必須要及時講出來，不要等，
更不要修飾。
好了，這樣會嚇怕他們嗎？如

果會被嚇怕的話，算了吧，其實
這些人也不需要留。如此弱的人
就不適合留下來跟你一起跑。不
要怕過濾走許多不適合的人。重
點在於有多少有能力的人能夠留
下。只要堅持到底，最後留下
的，無論是多少人，都是精英。
沒有人喜歡講真話、深度對

話、坦誠交流而帶來的不安、尷
尬及恐懼。實際上，要掏心掏
肺，就是件很累的事情。但我經
歷了一段時間後發現，其實習慣
了就好。掏多幾次後，就開始來
得自然。我們被社會、教育及文
化洗腦，需要的只不過是拋開一
些枷鎖，更習慣把自己內心想法
總結出來而已。
你會發現，打開心扉的你，會

令對方更接受你，然後變得更坦
然。

還有 10 天 就 開
鑼，皇后大道中的
香港話劇團排練廳
日日不停，台前幕

後80多人共同工作，一派熱氣騰
騰。一天我去看排練，突然發現
部分演員，主要是飾演年輕小徒
弟的，全都剃光了頭，我心頭一
熱，想起35年前……
也是這樣的一天，幾乎所有演出
《天下第一樓》的男演員都剃了光
頭，我嚇了一跳，老演員飾演烤
爐師傅羅大頭的名角韓善續，拿
着當天的《北京日報》，對着我拍
着光頭笑着說︰「看看，這可都是
為了你！」當天的報紙上有一篇文
章「北京人藝一夜光頭」。
別小看剃頭髮，這在當時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當時是上世紀八十
年代中，通常被稱為內地的文藝
復興。經過文革10年文藝的沒落
之後，又過了五六年，1977年上大
學的一輩人都出了師，正是鼓足
勇氣發揮能量，在舞台銀幕上展
示的時候，一時間，創作多、演
出多，戲多、電影多、式樣多，
國外先鋒的藝術形式也蜂擁而
來，演員們應接不暇，白天拍影
視，晚上演話劇，要他們剃光滿頭
濃髮，他們就不能再去拍電影、
電視劇，這對他們是很大的損
失。但是，參演《天下第一樓》的
名角和演員，不論角色大小，沒有
一個人反對或者不執行，一夜之
間，全部剃光了頭，他們熱愛舞

台，希望演戲，演好戲。
為什麼說，都是為了我呢？這

裏面又有一段故事。為了寫這部
餐飲中的明珠「烤鴨」劇本，我
找到烤鴨的第三代傳人，全國政
協委員田文寬。我在北京的南城
找了很久，才在一間簡陋的平房
裏找到他的家。老人已年近 70
歲，一身技能，剃着「板寸」
頭，身板挺直，乾淨利落，一口
爽朗山東話，是他把我帶進全聚
德總店的烤鴨廚房。十多個小伙
見師傅來了，都迎上來，清一色
白色工作服，手裏拿着7尺長的檀
木烤桿，個個都剃着光頭，我看
得一愣。原來，廚房大師傅為了
乾淨利落，不准留頭髮，更不准
留長髮，田師傳教出的徒弟，都
是一板一眼不走樣。想像，如果
我們坐在餐館裏，窗明几淨，盤
中擺上精緻的五色佳餚，正要享
受，看到一條頭髮，這美好的一
切當即變了味。
我，一個初出校門瘦小稚氣的

學生姑娘，和這些剃着光頭的小
伙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看着他
們把一隻隻雪白的鴨子變成棗紅
脆皮油亮，和他們成了好朋友，
他們會把烤鴨最好吃的一片留給
我吃，我們的友誼一直持續到如
今，他們當中的幾位成了各大店
的總廚師長。
一夜光頭，不是故事是現實，

如今重現在香港，10天之後，觀
眾就會在舞台上見到他們。

最近因為要短暫居住酒店的關係，所以每個
朝早工作完便可以到酒店吃個豐富的自助早
餐。前兩天如常早上7點左右到達酒店的餐廳
吃早餐，通常這麼早，大概只有10多人到餐

廳進餐，但那一天突然多了一群年紀大概60多、70歲的長
者朋友進入餐廳，當然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但當我看着她
們步入餐廳的過程中，令我看到人生的變化。因為我發現這
些長者朋友行路的姿勢都是一致，原因是她們行路有點遲緩
及動作會是左搖右擺，恕我用一個不禮貌的方式去形容，雖
然不禮貌，但我覺得很貼切，就好像「企鵝」的行路動作。
我當時在想，為什麼年紀大了，行路便會這樣。曾幾何

時，身邊有些朋友也會討論每當人大了之後，最大的身體變
化會是怎樣。其中就是說行路的姿態，因為他們到了某個年
紀，腳部機能衰退，所以行路的時候有點吃力，而且可能體
型會比較豐滿，這樣更加令到行路有點困難。當我看到他們
行路的狀況，就想起如果有一天，我跟他們的年紀也差不多
的時候，走路會不會也是這樣呢？我所形容這班長者朋友的
行路姿勢，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比較肥胖，所以我相
信，當我老了之後，因為體型大概跟現在差不多的瘦削，應
該沒有這個問題吧。
早前我跟弟弟一家人吃飯，弟婦說：「不知道為什麼，現

在好像做完一件事情之後已經覺得很累，沒有了動力似的，
年紀真的大了。」我其實有點不同意，雖然年紀漸大，但對
於我們的父母來說，他們的年紀比我們更加大，而且每天也
同樣面對很多生活上的問題，如果40多歲便有這個情況，
那麼他們過的日子更加疲累。所以其實當我們有時間的話，
應該多做運動，可以把一些不必要的脂肪送走，不要日積月
累令到自己年長的時候身體負荷比較重。雖然歲月不留情，
而且我們也不能夠改變人漸老，身體機能慢慢衰退這情況，
但如果能夠令自己的身體可以保持一定的好狀況的話，應該
從年輕時便要開始做起。而且有些統計也會說，人到了30
歲以後，身體機能便會日漸衰退，所以要把握這些黃金時
期，好好保養一下。
希望大家就算年紀大了，行路的時候也不要像「企鵝」，

反而仍然繼續要「瀟灑走一回」。

從早餐看人生

去觀看電影《過
時．過節》的首映
禮，由謝君豪、毛

舜筠擔任主角，另外幾位新晉演
員擔任配角。這兩位主角的內心
戲表達得很到肉，故事情節並不
複雜但很感人，撫心自問很多和
都市人的相處方式息息相關。
夫妻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兄

弟姐妹之間不懂得溝通，活在各
自的小世界內，特別是現在資訊
發達上網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一家人難得一齊吃飯，在一
張飯枱上各自在玩着自己的手機
欠缺共同話題，有什麼事都是自
己解決不會同人分享，半大不小
的年輕人認為自己很能幹而不把
父母放在眼內。家人之間為一些
雞毛蒜皮嘈吵，但不知道這樣會
傷大家的感情。傷了後又不想辦
法彌補，講一句對不起是難上加
難。很多年輕人情願日日笙歌都
不願意去探望父母祖父母，老人
們都是自己過自己的生活，要等
到大節日或者父親節母親節才見
到這些孩子，其實老人家盼望的
只是一聲問候、一個電話，平日
多些溝通，不過這些都是非常奢
侈的。有些人為了生活拚搏，但

當某一日回首時卻發現自己失去
太多，包括親情、友情。有些東
西尚可補救，但有些時間過去了
將會成為終身遺憾。
以前的人注重親情，我們這一

代或者上一代對父母非常尊重，
比較注重家庭聚會，和老人家一
齊居住可以互相照應，但很多年
輕人自己未有經濟能力出去租樓
或者買樓但又想搬出去住，政府
鼓勵單人宿舍，我覺得在篩選上
要下功夫，是不是每個人出去獨
居就是好事呢？
同學、同事之間有些很親密可以

做很好的朋友，有些十分疏離，我
很記得小時候我的外婆和奶奶教我
怎樣求同存異，得饒人處且饒人，
己之不欲勿施於人，每個人有不同
的觀點與角度，有時易位而處想一
想別人的難處也許會理解多一些。
這兩位祖母與世無爭的性格深深影
響着我，幾十年來在我的行醫生涯
中貫徹始終，我總是同年輕的同事
講，如果你當病人是自己的家人應
該為他做些什麼，講些什麼，自然
知道怎樣做。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我建議你

們去看一看《過時．過節》這齣電
影，也許你有很多意外的得着。

《過時．過節》電影有感

今年無綫電視台慶祝創台55周
年，當晚和翌日媒體都鋪天蓋地報
道台慶的演出，似乎這個節目牽引

出很多話題。
我很多年沒有坐下來看台慶節目，今年竟然觀

看了大部分演出，可能是因為今年是55周年誌
慶，猜想電視台會有一些特別的演出吧。
看畢後，我覺得是次演出仍是像一個全盒般，

什麼都有。有歌、有舞、有歌舞劇、有趣劇、有
懷舊情節、有魔術、有抽獎，甚至有香港小姐選
舉比賽等，卻沒有一個明顯的主題。還有，我以
為能夠在台慶節目中表演的嘉賓都應該是時下最
當時得令或是非常著名的藝人，可是又不見得如
是。所以，有點不太知道應該以怎樣的角度去看
整個製作。不如乾脆單獨看其中一些演出。
首先，我不明白怎麼會加插香港小姐再選舉和

頒獎的環節在台慶之內。它與整個製作格格不
入，而且時間很長，又不能令觀眾產生任何情
感。唯一有驚喜的是陳秀珠出現，當頒獎嘉賓。
當晚有數個唱歌演出，各有不同的風格。炎明

熹和曾比特是用來吸引較年輕的觀眾吧？很久沒

有合體的福祿壽再次扮鬼扮馬唱歌，應該會令喜
歡這個組合的人開心。不過，如果仍是停留在扮
女生的層次，新意便欠奉了。我不太喜歡這個組
合是因為我覺得他們之間的才藝水準相距太遠，
有雲泥之別。每次當我看到有人的表演叫我拍案
叫絕時，忽然換上一個只是賣醜的濫竽充數人
物，好像把本來亢奮的我潑了一身冷水，那種觀
賞經驗不太好受。
樊亦敏率領多名女藝人跳舞，令人想起當年汪

明荃帶領28名有名有姓的小生邊唱邊跳《熱咖
啡》的場面。那個演出之後幫助汪明荃的事業推
進不少。即使是演出當場，已經立即將現場氣氛
炒得熱烘烘。這次樊亦敏與一眾女藝員的歌舞難
收當年令人尖叫興奮之效，相信製作人應該明白
箇中原因。壓軸演出的歌舞卻贏盡掌聲。由郭富
城率領一眾舞蹈員的演出在音樂剛奏起時，整個
錄影廠已經盡是吶喊聲。郭富城連唱跳三曲，傾
盡全力，絕無欺場，令人沸騰。57歲的他依然可
以邊跳邊唱，而且並無錯漏走音，真是非常專
業，是天生的表演家。他在演出後介紹當自己還
是舞蹈員時的數位編舞者和剛才與他共舞的舞蹈

員，以表達尊重前輩與後輩和強調承傳的重要的
信息。咦？編舞者中為何沒有李察施路華呢？
另外還有兩個最教人留下印象的環節。以前

的台慶節目至今仍能叫觀眾留下深刻回憶的，
很多都是趣劇。這次台慶也有趣劇，劇情是林
盛斌因新拍檔演員陳嘉慧頻頻出錯而被迫連喝5
杯牛奶，因而大聲責罵對手。後者難過極了，幸
好得前輩安慰和鼓勵。原來趣劇來到這兒變成正
劇仍還未完，突然氣氛再次轉了，變成三四名後
輩向胡楓、韓馬利和安德尊3名前輩致謝。3位
前輩被突來的致敬感動了，熱淚盈眶，也感動了
很多人。另一個是處境劇環節。打頭陣出場的
《香港八一》的梁葆貞（順嫂）和顏國樑（陳
積）的出現教人驚喜，大家都喜見前者精神奕
奕，口齒伶俐，卻為後者患病而擔憂。很多觀眾
至今仍是只知道他們的角色名字，因為他們的角
色是iconic的。
至於抽獎，坊間已經有很多討論，我不在此贅

言了。我想說的是：從這個節目中，我欣賞郭富
城的專業、錢嘉樂的直率、陳嘉慧的認真、林淑
敏的坦白和兩名星夢女生的應變。

我看台慶節目

上世紀六十年代粵語電
影一級紅星，堪稱一代美人
嘉玲，日前於丈夫姚武麟先
生的國境，伊人居住近60

載的泰國離世，享高壽87歲。
跟嘉玲姐姐有過數面之緣，在時裝界
大姐文麗賢介紹下，20年前於香港文華
東方酒店某活動跟猶似凍齡的她打過招
呼，握過手。其後在曼谷中心區不同商
場碰到過，亦會上前問個好。最後一次
大概7年前，大美人超越自然定律，繼續
美麗不可方物，然而行動明顯不太方便，
見她與友人於環境華美的咖啡廳下午茶，
坐在同一空間另一角落，遠遠望過去，隔
空欣賞實屬賞心樂事，就無謂走過去打
擾，讓一切美好回憶作個註腳。
嘉玲的故事，相信仙遊後以排山倒海

之勢在各式華文媒體及網上圖文活動影
片並茂；筆者只想歌頌嘉玲姐姐跟夫婿
姚先生有影皆雙，讓人
欽羨的浪漫影像。
大明星嘉玲下嫁比她

年輕一點點的泰國華僑
姚武麟先生，是六十年
代一件大事，不單止娛
樂圈，而是香港普羅大
眾都關注；相對傳統
性，華人人口比例於當
年極高的南洋吉隆坡及
新加坡，暹羅似乎比較
遙遠除非閣下家族淵源
為潮汕人氏，另加香港
及南洋一圈曾經英國管
治，抱擁共同官方語言
英語，感覺上更親密。

泰國其實擁有的華僑及華裔血統數量，
超越南洋；在地域距離上，更靠近西
南、南中國及香港，然而泰文跟我們熟
悉的語言有一定的距離，那些旅遊業務
並未發達的世代錯覺上確實遙遠；那麼
大顆的紅星怎肯如此「屈就」嫁去曼
谷？
事實可笑，那個年代似乎明星嫁到英

國美國才算高尚，縱使洗盡的不止鉛
華，還有丈夫唐人街餐館的盤碗！
事實證明嘉玲的選擇至高無上：
事業已達頂峰、一段開花不結果的戀
情（謝賢）、遠離風高浪急娛樂是非
圈、養尊處優做個丈夫寵愛的少奶
奶……一切在我們往後看來都如此美
好，事實證明姚先生與嘉玲姐姐近一個
甲子的婚盟如魚得水，最貼切的比喻，
誠屬人間愛情的最高境界：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除了確立其香港電影的歷史

性地位，嘉玲姐姐的親和力、
好客指數亦被娛樂圈內外人士
一致認同。不同代的同行來到
曼谷，不論拍片、登台、旅
遊，聽聞人到超級招呼亦到，
人人津津樂道，讚頌超過半個
世紀，讓大眾至驚訝，嘉玲姐
姐並非巴啦巴啦的公關中心形
格，而是斯文溫婉的人辦，豐
富親和卻不讓旁人感受過分熱
情得難以招架；沒聽過有關她
的半句閒言，這修為至為高
尚，凡人避不了生、老、病、
死，高壽仙遊嘉玲姐姐福有攸
歸，一路走好。

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

水仙、月牙兒、臘八蒜
我吃臘八蒜吃得很晚。幾乎和知道

大熊星座、小熊星座一樣晚。主要因
為我生長在一個連除夕夜下的都是速
凍餃子的家庭，家中常備的曾是六必
居的鹹菜絲和雅瑪屋的日式榨菜，都
是開袋即食。臘八蒜這等麻煩的怪東

西，不曾出現在餐桌上，我也不惦記。過敏
又挑食的那些年，迴避的比上癮的多。
一年級的勞動課，還記着的無用技能裏除

了在雞蛋殼上畫畫，還有種蒜苗。家裏大人
用來炒菜的蒜不讓剝，搶了來用牙籤穿成牙
籤肉似的，泡在水裏防止東倒西歪。我總是
禁不住一遍遍換水，生怕空氣裏躥出蒜味兒
來。最後那盤蒜苗得了多少分已經記不得
了。直到不擅侍弄花草的我養死了最後一棵
蘆薈，忽然想到，要不還是養蒜苗吧。至少
能活。於是按着記憶中的步驟，用牙籤一一
穿了，拿了快遞裝淨菜的塑膠盒，泡在水
裏。沒有幾天就發了芽兒。正美呢，沒有幾
天，長勢太猛的蒜苗已經壓彎了自己的腰，
東倒西歪地投水自盡了。我看着它們的傷
口，心裏一陣陣不適，想起有些人頗有雕刻
水仙花的癖好，每每以為病態，很不願看到
哪怕是一顆蒜頭犧牲在自己的手上。
而拍了下到鍋裏、吃進嘴裏則不是犧牲，

那是蒜應有的去處。不挑食後的日子，為了
又快又好地切幾枚蒜，我曾買過市面上不同
產地、不同形狀、不同原理的切蒜神器，
壓、切、片，手動、電動，緩慢用力、飛速
運轉，然而無一例成功。最終還是回歸到純
手動，最原始的刀具，任其笨拙地飛濺，或
黏在刀壁上。後來才被教導，去了根兒，只
用刀背兒用力一按就夠了。肚子鼓的比肚子
扁的好按。按碎了的蒜，鬆鬆地散在案板
上，從創口滲出蒜汁。皮肉分離後，皮也好
剝，只消再切幾刀就可入味。我卻在那些完
全派不上用場的東西上，浪費了很多錢，也
浪費了很多時間。
天黑早，月亮也早早地掛在夜幕上。電視

塔亮起奇異的色彩，嘩啦啦地變幻着，遮蔽

了星光。高樓留下的空兒上，只有一彎窄窄
的月亮，蒜瓣似的白色，不刺眼。我想，它
是那種不好拍的蒜，雖然細瘦，你看不見的
地方卻異常堅硬。我似乎不着急讓它胖起
來，就像牛肉總要去了血水拿澱粉醃幾個小
時才軟爛，酸菜總要傳統的醃製而不是用醋
精調味才可能鮮味。「舌尖體」帶火了一句
「時間是食物的摯友」，戲謔有之，說起來
真正讓食物提味兒的也許不止是時間，還有
等待裏各種不同的心情。
花花朵朵，罈罈罐罐，年節裏水仙花是收

到過的，只是那年的花來得晚，我也不懂照
料，可惜它從漳州遠道而來，輾轉騰挪，春
到了也沒開出花。只得巴巴地看着加載完成
的照片裏，那些一日比一日開得好的花，從
青愣收斂的小小一點，到舒展而慵懶地彎，
想像一室溫暖。選一張開在心尖尖上的設作
手機背景，巴望着下一年春節快點兒來。也
能養一盆這樣的水仙，也能在大年初一早早
起來，跑去國家圖書館握一個手、買一個本
子。本子已積攢了許多，上面是好看的罈罈
罐罐、花花朵朵和縱橫一年的日月星辰。卻
不曾料想，就在這個冬天，賣水仙的福建人
離開了北京，往昔熱鬧的花鳥魚蟲市場也閉
了門。經年復一年而放大了的盼望，一時間
沒了着落。
晨起的河面上，冰更厚了一些，就在這

兒，鄰居家的爺爺有一條專屬的泳道。我不
曾看見他冬泳的身姿，想來多是在中午太陽
最足的時候下的水。想來，也只有這個歲數
的爺爺奶奶，才會為湊幾個閒置的罐頭瓶子
早早張羅，待臘八蒜醃好了，再把瓶子塞得
滿滿的送回來。
來自北歐的家居超市裏，高級磨砂的密封

罐比着設計比着價，竟不如窗台上陳舊磕碰
蓋子脫漆的玻璃罐子惹眼。只是可能舊時候
用的多是黃桃罐頭瓶子，現在則多半是裝豆
瓣醬、黃醬、俄式酸黃瓜用的。但不管什麼
罐子，都得是透明的，彩色的不行，還得是
圓滾滾的，四四方方就不好看。

和水仙花不同，臘八蒜是不能隨便送人
的。因為「蒜」和「算」同音，給別人送這
個，有催債的意思。罐頭瓶子只在自家流
轉。有時，玻璃罐子愈是粗重，愈感到臘八
蒜和醃製臘八蒜、分享臘八蒜的人的珍稀。
透明的厚玻璃望得見逐漸變化的盈盈的綠，
拉長了每一天聲色的張望；圓滾滾的肚子則
起着放大變形的效果，好像圓形的魚缸，魚
每每湊近了，都要鼓脹起一隻或兩隻大眼
睛，蒜瓣的身子也因而更加飽滿了。拌一次
餡兒，餃子、鍋貼兒、餡餅吃3頓，頓頓要
蘸着臘八醋，就着臘八蒜。蒜瓣兒終於不再
是擠擠挨挨的了，晃一下罐子，蒜瓣也會游
泳了。
佛手柑散着它的香，每一根手指都伸向各

自的方向，而令它不散亂的手掌厚重踏實。
當周遊全球的包裹節約了周遊世界的時間，
當掃碼付費的視頻會員節約了往來影院的時
間，當外賣小哥的電動車節約了穿鞋出門和
盯着菜單選擇困難的時間，能讓人盼着未來
光景而不憚於時光飛逝的，恐怕也只有那些
未竟的願望了。
年是自然的分割，也是人為的分割，一些

新的舊的誓願又藉此放到了枱面上，等待執
行或拖延。年度觀影報告、年度讀書報告甚
至是一年裏聽歌的時間與趣味都將被總結，
在大小熒幕上一鍵分享；而另一份總結則在
我們心裏，它更像是篩子，篩出了被記憶留
下的部分。我們的靈魂活在這裏。
據說，精密的科學儀器可以像分析血液成

分一樣，分析食物的成分。它要把一塊肉、
一塊果肉攪碎、攪碎、攪碎，肉眼看不到的
那種碎，就能知道它的營養構成。每一棵白
菜和另一棵白菜的營養元素大致相同，以此
確定其確乎為白菜，而不是別的什麼。忽然
好奇，水仙和水仙，臘八蒜和臘八蒜，乃至
人和人，也是一樣的嗎？我們被生物學定義
在同一個物種下，能區別彼此的，必不是骨
肉，而是骨肉的硬度，也不是DHA、EPA，
而是真正電流激盪的營養散的香、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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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風華正茂的嘉玲，
遠離香港於泰國跟華僑丈
夫姚武麟演繹「執子之手
與子偕老」之貼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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