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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面交談的優點
我一直堅信，人和
人之間的隔膜，只需
要多見面、坦誠相

見，就能很大程度地消除。
我不太喜歡開會，因為認為會議
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
會議大部分時間的效率不大，也
不知道有什麼好談的，人多，反而
不容易談事情。
但不開會議，不代表不用見面。
我認為在辦公室範圍裏、更輕鬆的
交流方式，例如飲嘢聚餐，卻是必
不可少的。
原因很簡單——人類是情感動

物，要多和人相處才能解決問題。
讀書的時候經常閱讀，最喜歡看
的是人物傳記。我的人物傳記閱讀
裏面的第一位偶像，是英國首相邱
吉爾。邱吉爾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
候有個紀錄，就是飛行里數加起來
無人能敵。他一直堅持要時不時飛
往俄羅斯、美國，見羅斯福、見史
大林。很多官員向他建議，說為什
麼需要整天這樣飛，不但耗費時
間，而且很危險——萬一德軍戰機
攔截就出大事了，而且當年的飛機
飛行安全指數和現在無法比——飛
行本身就是個風險。
很多人指責他作為一國之首，自
由世界的領袖，不應該這樣罔顧自
己的安危。不但危害到自己，更可
能危害到國家利益。但他卻從來沒
有停過。

為什麼？因為他懂得面對面談的
重要性。面談和電話、視像、短訊
根本沒法比。
很多問題，只要是面對面，突然
就變得很好談。
我和這麼多位女友吵架，基本上
都是因為距離而產生。一旦見面，
頓時很多誤會都會化解——根本就
不會出什麼問題。
神奇的是，當兩個人真的見面的
時候，可能連原本想吵什麼都不記
得了，就是這麼神奇。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需要一種距

離和生疏才能產生。人與人靠近，
很多事情都不會出問題。
有時候兩個人之間都不需要太多

言語溝通。就好好和藹可親地待在
一齊，就已經足夠。
邱吉爾當年和羅斯福和史大林聚

會，聽說很多時候，在書信和電話
上談判早已破裂。邱吉爾卻會說：
「沒事，見面即可。」
結果，他們見面時，可能話都沒

有說太多，就是食飯、飲酒，相
聚。
結果呢？人是社交動物。喝到清
晨，相聚一場，互信就產生了。互
信後，關係就好了。
好了，其他一切都能談。當年的
英國其實很依賴蘇聯和美國支援。
就是靠邱吉爾這招，兩國領導人經
常最後就範。
所以，一定要多見面！

掛爐燒鴨、蘿蔔絲
餅、涮羊肉、燴雜錦
丁、紅燒活桂魚……
這不是菜單，是香港

即將公演的粵語版《天下第一樓》
的宣發中的一段，版面有限，僅寫
了戲中出現的菜名不到十分之一。
曾經有位主編寫過一篇專訪，題目
是「美食聖手何冀平」，把我寫劇
本比喻為美食，還挑選出我所有劇
本中，寫到美食的台詞放在刊頭，
刊出的照片也是我向家廚學做菜。
沒有錯，寫劇本和做菜的確很相
似。寫劇本要搜集素材，就好像去
街市買菜，主菜、配菜、葷的、素
的、佐料、調料都要買全，回來下
廚，把手中的材料，七葷八素，搭
配在一起，調合五味，做出一道色
香味美的菜餚，做得好的是上品，
能長年保留，做不好的是次品，不
久會被淘汰。好比一道「宮保雞
丁」傳承了幾百年，不好的戲，演
不到10場就不見了。
這真是很像寫劇本，要收集素
材，要挑選，要去粗取精，要設計
冷熱葷素，哪裏是重頭，哪裏是過
場，結尾要夠力度，也許還得設一
道「甜品」令人回味。好的劇本就
像一席盛宴，有葷、有素、有小
炒、有大菜、有私家訂製、有外購
外賣、有精心籌劃的滿漢全席，也
有清新可口的家常小菜、有稀有罕
見的山珍海味，也有培育在後園的

新鮮現採，隨手取來，作家大廚，
靠誠信廣結人緣，靠品質揚名四
海，漸漸成為有名有實的一家「老
字號」，這就是一個好編劇。
蘿蔔絲餅，香港人都喜歡，上海
館一定有，去吃一餐的也一定會點
這一道，但嚴格起來說，不夠正
宗。《天下第一樓》裏有位二掌
櫃，由資深演員辛偉強扮演，把一
個不敢擔責任，膽小怕事，有點滑
頭，沒什麼作為，靠和老闆的親
戚關係，當個維持營生的「二掌
櫃」，辛偉強演得入木三分。我寫
這個人物，用了一個細節，展示他
的性格。他有個嗜好，吃熱蘿蔔絲
餅，聽聽他怎麼說：「新鮮象牙白
蘿蔔，刨成細絲，綿白糖加青紅
絲、玫瑰桂花蜜、好白麵加上等豬
板油，搓成薄皮，上爐一烤，餡足
皮酥，入口即化，又香又熱，就像
六國飯店廚房的小六角磁磚一
樣……」地道的古老蘿蔔絲餅，形
狀不像燒餅，也不是上海館常見的
大餃形，而是六角形，個頭不大，
一排排連，不是炸出來的，是烤
出來的，香而不膩。余生也晚，沒
吃過這種地道的蘿蔔絲餅，但資料
上有記載，被我查到，能想像得出
來應該是什麼樣子什麼味道，就寫
進戲裏。
做菜講究調合五味，做出一道好

菜，就有生成之恩，和合之妙，鼎
新之功，真不是小事。

本身自居在鑽石山這個地區，因為租
屋的問題，暫時要住在酒店，而本人選
擇酒店的時候，條件是要有停車場提
供，所以選擇一間坐落在沙田的酒店短

暫居住。但我發現，其實無論是工作轉換環境，還是生
活上轉換環境也好，的確可以令到我們看得更多更遠。
就好像經常說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絕對同
意這個說法。
每當有機會去旅行的時候，總會看見及遇見很多有趣

的事情，甚至可以令我們眼界大開，從中可以學習別人
的好處，或看到他們生活的不同，可以借鏡一下。最近
居住的酒店是坐落在沙田一個名叫「石門」的地方，這
個地方我從來沒有到訪過，當我住在這區的時候，發現
這區也頗熱鬧。如果說到沙田最興旺的地區，當然大家
會想起沙田站一個大型購物商場，相信也是人流最多的
一個地區。雖然酒店每天會提供自助早餐，但晚餐這一
環，還是要自己去解決，因為酒店附近沒有餐廳，最近
的地方就是到「石門」去解決晚餐問題。
自從搬進這小區的第二天，我步行大概10分鐘便可

以到達「石門」的市中心。初初以為只是港鐵站旁邊一
個小型商場，而且沒有太多餐廳可選擇，我這樣想便大
錯特錯。原來這區有兩三個商場連結起來，還有一個小
型廣場，人流不斷，廣場中也有街頭表演，亦可以看到
很多不同類型的商店林立。所以當我發現到這個地方之
後，已經解決了吃晚飯的問題，就好像我短短住在這區
一個月的時間，每個晚上也可以吃到不同類型的食物，
甚至有一些可能要去到某些地方先可以買到的特色小
食，在這個地方也垂手可得。就好像近年很喜歡跟弟弟
一家人在我家裏吃飯，而離不開的韓式燒烤及火鍋，在
這地方我發現有很多材料可以買得到，甚至我也很想居
住這區。所以雖然有些地方我們可能從來沒有到過，而
且認識也不太深，但當有機會去發掘一下的話，原來有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可以遇到。
「民以食為天」，其實香港到處也是。所以就算之後

搬回鑽石山居住也好，我相信一有時間，我也會回來找
尋美食。

轉換新環境的好處

有很多老人家同我
講過，不怕死，但最
怕無知覺大小便失禁

要人照顧，用呼吸機活毫無尊
嚴，生不如死。
記得有位朋友到了肺癌後期，很
久沒有剃鬚了，滿臉鬍鬚，教授來
巡房，說幫他剃下鬍子，讓他精神
一些。剃完後我拿鏡子給他看，他
露出了久違的笑容說：「果然精神
咗！」我同他講你這麼有型要繼續
型下去。一個小小的動作，讓絕望
中的他有了歡欣和喜樂。給剛出來
工作的我上了好好的一課。
醫生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
牽動病人的心緒。他們看雖然
不出聲，但在心中解讀。
香港是全世界壽命最長的城市，
平均年齡女性達到87歲，男性83
歲，將來老人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
社會問題，老有所依老有所養，要
未雨綢繆。希望特區政府和一些非
政府機構好好面對這個問題。
由現在開始推廣公民教育，認識
一些疾病的原因及早預防、及早
醫治，例如健康飲食與運動，為老
人家安排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動，可
減少很多疾病如糖尿病、血壓高、
膽固醇高等從而減少心血管疾病和
中風等問題，多去做一些腦訓練減
少老人失憶，做體力運動減少骨質
疏鬆骨折等等。一開始似乎很煩，

但持之以恒可減少很多這些問題帶
來併發症，對老人、對家庭、對社
會有莫大的裨益，建安老院，增加
護理工作人員等等只是亡羊補牢。
一般老人家都是喜歡在自己家裏這
熟悉的環境中生活，臨老轉去新的
環境，面對完全陌生的人會非常不
習慣，睡不香吃無味，甚至出現情
緒的問題。
有些老人家可能出現小便、大便

失禁，他們神志清醒不願意用尿
片，認為自己沒有這個需要，好像
提醒自己沒有自理能力了。有些行
動並不方便，不願意坐輪椅，認為
坐輪椅只是殘疾才用，總為這些事
同年輕人或照顧者拗撬。我們可以
耐心地同他們講，這是厚的紙質內
褲，用完即棄不需要慢慢洗，也不
需要為趕不及去廁所而提心吊膽，
這樣可以去遠一些地方，享受欣賞
大自然的樂趣，大不了濕了丟棄
它，如果沒有濕可以用全日，又省
錢又方便。正常的女孩子也會用衞
生巾和護墊這是一樣道理，慢慢地
他們就接受了。
輪椅也是一樣，一開始推跟在

後面行以備不時之需，能夠自己行
就最好，累了可以馬上有輪椅坐，
慢慢地他們接受了有輪椅備用也就
慢慢習慣了坐上去。哪怕是清茶淡
飯，穿上一件清潔衣服，一個簡短
的問候他們已心滿意足了。

有尊嚴地活

在無綫的台慶表演節目中，最
能贏得觀眾掌聲的是郭富城帶領
一眾舞蹈員連跳3個快舞的環節，

大家都看得熱血沸騰。
演出後，郭富城花了一些時間將舞台和掌聲

與舞蹈員一同分享，鏡頭更以搖鏡將各名舞蹈
員的面孔逐一呈現熒幕上。接，郭富城邀請
他當年在無綫當舞蹈員時的3位編舞老師出場，
向他們致敬，並感謝台上來自不同年代的舞蹈
員堅守和傳承舞蹈這項表演藝術。
有些人將這個場面與近月在一個演唱會中舞

蹈員嚴重受傷的事故扯上關係，認為是郭富城
不值一些人不尊重舞蹈員和他們的安全而為他
們發聲，遂故意在熒幕上大力表揚舞蹈員。
郭富城是舞蹈員出身，他可能只是飲水思
源；又或希望以大師兄身份鼓勵小師弟妹繼續
努力，為他們打氣；又或是藉自己的名氣令
市民對舞蹈員予以尊重和欣賞，出發點可以純
是正面和單純，不需將此事過分解讀或政治
化。
雖然我屬於戲劇界，對舞蹈藝術亦沒有太多

認識；可是，在音樂、戲劇、舞蹈、戲曲等表
演藝術中，我特別欣賞舞蹈員。

我欣賞他們每天下苦功鍛煉身手。當然，所
謂拳不離手，曲不離口，任何一種表演藝術都
必須經常練習。可是，我特別覺得舞蹈員是完
全不可以停下來的。相信只要一個星期不練
功，他們便已經會覺得肢體不靈活了。他們練
功又是特別辛苦的，踢腿壓腳、一字馬、拗
腰……但卻必須持久繼續，不能有一絲怠惰。
我欣賞他們永遠保持身段的恒心。很多表演

藝術當然也需要保持身段，但表演者身體發福
後也不至於令其藝術生命畫上句號。例如演唱
家可以繼續演唱，樂師可以繼續彈奏，即使演
員亦可走另一條表演路線。可是舞蹈員怎能肥
胖呢？他們一旦發胖便是自毀長城。
我欣賞那些在歌星後面的伴舞者起勁地跳

舞。無論前面的歌星是一流或是九流的表演
者，觀眾的目光總是落在主角之上。即使旁邊
或後邊的舞蹈員的演出更優秀，大部分觀眾卻
看不到。可是，舞蹈員依然以專業的態度落力
地跳他們排好的舞蹈，不計較觀眾的注意點不
是落在自己身上。
我欣賞他們不怕受傷，堅持為自己的興趣而

冒險。其他表演藝術從業員受傷的機會一定不
及舞蹈員多。我的舊公司與一舞蹈團位於同一

層樓，我不時聽到救護車到舞蹈團救傷。我曾
經目睹一些舞蹈員在排練時嚴重受傷送院救
治，其中一人因腳傷過重而終生不能再跳舞。
另一次，有人初挑大樑當主角，卻在一次排練
時凌空墜下，以頭部地……不要問他們到底
值不值，他們為了所愛的興趣和理想，甘心義
無反顧地冒險。
我欣賞他們不為表演壽命短而卻步。即使能

夠無驚無險地一直有機會表演，他們的表演壽
命又可以有多長？他們明知在芸芸表演藝術之
中舞蹈的表演壽命最短，卻仍然趁年輕時盡
情地追夢。40多歲後，雖然他們未老，卻要從
舞台退下。香港的舞蹈市場很小，他們可以做
什麼？市場到底可以容納多少舞蹈教師或編舞
者？
我欣賞他們不因成名甚難的現實而放棄夢

想。不要說奢望躋身大舞蹈家行列了，即使如
郭富城、陳小春、謝天華等可以由舞蹈員變成
著名演員，又有多少人做到？可是，他們仍然
堅持。
每個年代都依然有那麼多人想當舞者，他們

一定非常熱愛舞蹈，心中的那團火亦一定非常
熾熱。繼續燃燒吧，舞蹈員！

燃燒吧，舞蹈員！

12月1日早上8時，搭乘因疫
情停飛一段時間，現重新回復
正常的國泰航班直飛檳城……
重回筆者世上至愛地域之一：

佐治城（George Town），感覺恍如隔世。
一些地方，隨便逛逛，心下即清楚緣分
只屬到此一遊；漫不經心走過，難再生動
機重遊。另一些地方才到埠，眼前風景如
何吸引是一回事，重要還是心靈感應……
啊，曾經來過，整體氣氛如此熟悉，這裏
那裏毫不陌生。
檳城便是這樣一個似曾相識，即時感覺
「燕歸來」的心頭好。
那年5月，整個大世界發生的事情實

奇特，自己的小世界無端白事冒出移居澳
洲的念頭，乘當地著名時裝媒體邀請之
便，南飛悉尼探路。當年亞太南半球至具
Cosmopolitan氣息的都會難與今天相提並
論，那時的悉尼下午5點下班之後人人回
家，大街小巷鬼影也無一隻，只餘橫七豎
八喝得一塌糊塗的酒鬼，今天被形容為如
何如何Sexy的都會，只是大洋之南另一個
西方人與西方文化充斥的一角。一星期後
毅然放棄原來計劃，結束旅程，先到峇里
島，再飛雅加達，然後新加坡，最終吉隆
坡……朋友提議一起開車穿過金馬崙高原
到檳城；自小從長輩口中由電影到粵語歌
曲聽過無數次的名字，至熟悉當然首推
面世時我仍未誕生的《檳城艷》。
那些年，自己仍屬「單人匹馬走天

涯」的歲月，去檳城沒問題，若幾個人
緊迫一塊，同車前往大可不必，獨自乘
機飛往，到埗聯繫各有空間不是更佳？
決定下來，就這樣乘馬航內陸機從吉

隆坡飛抵檳城，下機選擇乘機場巴士到
巿中心當時外形頗為奇特的圓形50層

大廈Komtar；沿途蕉風椰雨一派南洋風
情，事實亦如此；早於明朝開發的馬六
甲、稍後的檳城皆為華人跟馬來人通婚衍
生的娘惹文化發祥地，檳榔嶼一島雖然不
大，卻是華人佔多數，巨富華人多居於此
具備雄厚政治力量的地域。
沒有空調的巴士悠然慢活地進城，輝煌程

度一家勝一家，佔地頗廣的舊式花園洋房與
別墅怡神養眼，不知不覺入睡，醒來巴士已
進城抵達佐治城，揹極輕便的背囊漫步，
回到經歷荷蘭人、英國人佔據，華人於民
國時期開始獨佔鰲頭，滿眼時空交錯，不
同年代風格的街道商舖，路上走動的絕大
部分為嬉皮士衣的西方青少年男女，最
終挑選了只有吊扇而無空調設備、房價極
廉宜的當年「燕京飯店」（今天已提升設
施，成為頗受旅客歡迎的精品酒店）。
安頓下來，休息了一個晚上，租了單

車，開始了環島遊。途經路邊小檔停下，
享受了自己本來並不熟悉的檳城榴槤，卻
立即愛上，此後數十載不離不棄，幾乎每
年南飛，或5、6、7、8月，或11、12月，
榴槤當造，大快朵頤！
你們看看：從下機、到旅館安頓、踩單
車環島遊、隨便街頭小吃以及即時愛上的
檳城榴槤，我與檳城除了前世情緣，這份
愛，別無其他解釋餘地！

重回佐治城

鄉村狂歡夜
前些天鎮上農民廣場放映露天電

影，我和家人聞訊前往觀看，廣場寬
敞整潔，觀眾衣時新亮麗，來的
人也不少，但多數人對銀幕上的故事
似乎不感興趣，只是作為晚上避暑散

步休閒的一個去處，來來去去，似趕集一
般，我駐足不到10分鐘，再也找不到兒時看
露天電影的美好感覺，悶悶地回家了。
三四十年前，每一個客家山村，或者說

大部分中國的鄉村，露天電影都是一場場
歡樂的盛宴，那時，村裏放電影的消息由
老師傳達給學生，放學的兒童似百靈鳥般
地高興雀躍，路上把好消息告訴叔伯阿
姨，回家催促大人早早做飯，此時，小夥
伴愉快地拔兔草、餵豬、做家務，而後早
早地扛板凳，在銀幕前佔好位置，和同
伴們在操場上追逐玩鬧等待美好時光的來
臨。
公社的電影放映員在當時可是個美差，

雖然不是公社的正式幹部，但比幹部們更
灑脫，工作單純且輕鬆，每次到各個大
隊，都是好酒好菜招待。他們幹的是技術
活，又遠離政治紛爭，在那個全面貧窮物
質匱乏的時代，放映員無疑是個好職業。
有人聚集就成了臨時的「集市」，有生

意頭腦的社員馬上準備炒花生、瓜子、甘
蔗等，擺在人流入口最好的位置，好的時
候也能進賬5塊10塊。
夜幕降臨，操場上熱鬧起來，鄉鄰老友

的問候親切醇厚，姑娘小媳婦的竊竊私語
間或爆出一兩聲笑聲如銀鈴般清脆，更有
婆姨伯娓的家長裏短、莊稼活計、兒女大
事等成了放映前最熱鬧的聲音，大叔大爺
們與老友親戚打過招呼後，通常靜靜地坐
，互敬紙煙吧嗒吧嗒地吸煙草享受難
得的輕鬆時光。當然，這種場合對有些意

思或者熱戀中的情人是最好最合適的「沙
龍」，他們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用眼睛
的餘光快速捕捉心上人，而後又快速地收
回，往往在電影最熱鬧時雙雙失蹤。不久
整個廣場也似五味雜陳的副食店，濃香的
煙草味，勞作一天後漢子的汗溲味，姑娘
媳婦髮梢散發出的淡淡的香皂味，隨夜風
而來，莊稼泥土田野森林的清新豁朗的混
合味在氤氳瀰漫和激盪穿行，當然，後來
也能聞到隱隱的尿騷味，那是調皮兒童就
地方便的「罪證」。
那時山村還沒通電，放電影自帶發電

機，人們稱柴油發電機為「電頭」，電頭
不時出故障，有的是線頭連接不穩，有的
是狗把線拉開了，人們只能耐心等，尋找
「事故」原因，小伙幹部幫助檢查線路出
主意想辦法，電筒的光線在操場亂晃，有
的不良後生專對俊俏姑娘媳婦臉上身上
亂照，引來一片罵聲，有時一等就是半小
時1小時，當發電機重新啟動，那轟鳴的聲
音無疑是天籟之音，人們歡聲雷動，各歸
其位，當時人們的快樂是單純的和容易滿
足的，價值取向和喜怒哀樂又如此雷同，
因為翻來覆去就那麼幾部電影，人們對電
影上的台詞幾乎都背熟了，往往電影上人
剛說上一句，有的人就高聲說出下一句，
《地雷戰》、《地道戰》、《平原游擊
隊》、《渡江偵察記》和《紅燈記》、
《智取威虎山》、《沙家濱》、《海港》
等「8個樣板戲」的電影都是主要曲目，電
影可以說是影響改變山村人們的生活，
人們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影，而且只能一
兩個月才有一次的機會，人們崇拜英雄，
憎惡壞人，一到英雄出場，叫好聲一片，
壞人作惡，人們切齒痛恨和憤怒，有的電
筒上好全新的電池，一到壞人露臉，刺眼

的電筒光射向銀幕上的「壞人」，猶如解
放軍戰士槍膛裏射出的仇恨的子彈，敵我
對壘，銀幕下對敵方齊喊「打死他」，而
放映後幾天內人們的話題也離不開電影，
很多小孩的名字學電影中英雄的名字來
起，我們老師有一男孩，當時放的電影是
《平原游擊隊》，隊長是英雄李向陽，老
師就把他的兒子起名「向陽」。
那時，我們小孩子走得最多的路就是趕到

各地「打卡」看電影的路，涯（我）的村子
是川坊，屬兩縣交界地。往北往西是本鄉的
「五坊」、「三峙」村，往南往東是臨縣的
「寨背」、「福莊」村，基本都是在5里以
內，是每年幾次必到的。當然，我們當時讀
小學，不可能鄰近每場電影去趕場，有的本
鄉的電影總能輪到本地看的，就不必去「趕
場」了，學校老師也經常觀測同學們的動向，
會提醒同學鄰村的電影最好不要去看，以免
影響學習。當然，如果是考試過後，老師也
會「開恩」帶我們到鄰村看新片的。當時的
電影我們把它們分為兩類，一類是「打仗
的」，另一類是「長衫的」，打仗的屬於
現代片，激烈有看頭，「長衫的」屬於古
裝戲電影，動作緩慢，唱詞文縐縐的聽不懂，
要到外村看電影須先打聽是哪類電影，以免
走了幾里路看的是「長衫」電影，那對我們
來說忒沒有興頭了。
那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雙雙匱乏的時代，在
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因簡單而快樂
，露天電影承載那個時代的社會形態、
社交、娛樂和精神寄託等等社會功能，驀然
回首，我們懷念露天電影，但絕不願意回到
那個時代。我等芸芸眾生很多東西是不能選
擇的，如身份、出生地、時代等外在環境，
但那段歷史是真實存在的，就讓那單純美好
的快樂印象永遠留在記憶的膠片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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