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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還是草原

職業無分貴賤
我認為，職業沒有

貴賤之分，但收入卻
有高低之分。一切要

從2019年說起。我在2015年成為
執業大律師，同年參選區議會選
舉。湊巧的是，當時的女朋友在我
參選前兩個月，選擇參選香港小
姐。於是娛樂版記者和時事版記者
趁着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交叉報道
我倆，頓時令我成為2015年整個區
議會選舉最多媒體報道的候選人。
這是當時令我聲名大噪、廣為人

識的原因。有人說我是因為港姐男
友這身份而為人認識，但事實上僅僅
和港姐冠軍拍拖，是不會成名的。幾
乎每一屆港姐冠亞季軍都會有男友
吧？不過，這確實影響了我的大律
師生涯，因為香港大律師行業很重
視低調。大律師可能是全港所有行業
裏面最重視專業感的。除了政治工作
及教學外，律師是不可以涉及任何副
業的，除非獲得大律師公會的批准。
而絕大部分客戶，都不想找一個並非
因為法律專業而出名的大律師——華
人本身已經不喜歡跟官司沾上任何關
係，如果代表他的大律師像一個大明
星般出名，豈不是會讓他的案件，也
就是說他的情況更廣為人知？
隨着我的知名度愈來愈高，我開始

接觸到大律師界別以外的人，社交愈
來愈廣闊之餘，也認識了更多事業發
展的可能性。2017年，我得知兩位大
律師前輩因不同原因被告上了法庭，
需要向法庭披露自己的收入。兩位都
是年資20年左右的大前輩，在行內具
有相當知名度。結果，兩位都誠實申

報了他們大概是每個月20萬元不到。
當時的我得知前輩的收入後，便下定
決心向外闖。大律師是個極度不透明
的行業，收費是海鮮價。我的一位律
師朋友近年跟我說，刑事大律師新
人，執業頭兩年平均每年可以回本已
經很不錯，難以有什麼淨收入。
有人說如果我堅持下去，幾年後收

入可能就會提高。我並不這麼想，我
認為大律師行業已是夕陽行業，如果
想追求財富的話，實在有很多更好的
方式。事實上在我離開的同時，跟我
有類似背景的兩位師兄師姐也離開
了，而在我離開幾年後，我發現有更
多我的牛津同學、大律師時期的同
事，都相繼離開了。總之在2017
年，我執業快到兩年的時候，就決定
要找更好的機會。因為自幼受母親熏
陶的緣故，我從來不認為行業有貴賤
之分，但收入卻有高低之別。我真的
不愁沒有機會。因緣際會下，我竟然
在同一個月內獲得3份工作：
1. 娛樂公司開出的藝人合約，底

薪每個月數萬港元，為期4年。
2. 上市公司執行董事，每個月有固

定薪金，不低於5位數字，為期3年。
3. 大型補習學校英文補習老師，

沒有底薪，但平均每個月佣金大約
有6位數字。
這麼一來，我從自負盈虧的大律

師行業，每個月因為要租用中環
「豪宅」辦公室加秘書及雜費而需
支出大約5萬港元，搖身一變成為
每月收入接近20萬的人，已然超越
那兩位大律師前輩，對於27歲的
我，是足夠吸引的。

期待爾冬陞導演在
內地拍的新戲《海的
盡頭是草原》，還沒
有上畫，已被北京國

際電影節選為開幕片。電影根據歷
史上「三千孤兒入內蒙」的真實事
件改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國
遭遇「三年自然災害」，大批南方
孤兒面臨營養不良的生命危機。內
蒙古主動請纓，將近3,000名南方
孤兒接到大草原，立下軍令狀「接
一個，活一個，壯一個。」全國性
的災荒，有天災有人禍，整個中國
沒有飯吃，到處都有慘劇。草原上
也並不會太富裕，但守着大自然，
總比在城市守着一桌兩椅一張床靈
活得多。記得在最困難的日子，一
個人一個月二両油三両肉，我家除
了靠香港寄來的鐵桶豬油，還接收
過來自內蒙古親友送來的黃羊。
把孩子們交給淳樸善良的牧民們

收養，真是選對了家，孩子有了活
路。我曾經到過草原，走進一個草
原小姑娘的家。小姑娘阿木是草原
「五彩兒童合唱團」的主唱，說起
五彩合唱團故事就多了，香港原鳳
凰衛視中文台台長王紀言，在他的
出生地呼倫貝爾，組成一個民間兒
童合唱團，選的都是普通牧民家的
孩子，一個比一個可愛，一個比一
個唱得好。小姑娘阿木是主唱，阿
木長得端莊秀氣，有股骨子裏的高

貴，我很好奇，想看看這小百靈鳥
的家，她是怎麼長大的。
車在一望無邊的草原上跑了3個

鐘，空曠草原上出現一個孤獨的蒙
古包。走進去，裏面幾乎什麼也沒
有，兩張簡易木床已經斑駁掉漆，
床腳也彎曲了，這就是全部的傢
具。父親很少見到外人，尷尬地站
着手足無措，黑紫色的臉上，烈陽
與風沙留下刻痕。母親身上沾滿草
籽，粗糙的手和臉，忙着把新宰的
羊肉、奶茶、奶乾放上小桌，狂風
捲着沙塵，從蒙古包頂直灌下來。
語言不通，沒有太多話說，鎮長

鼓勵他們唱歌，他們大方地隨口唱
來。父親呆滯的眼神活泛起來，母
親清秀的長眉挑動起來，歌聲飽
滿、深情、滄桑、豐沛，純粹得像
剛擠出的羊奶，四面透風的帳篷，
頓時漲滿春色。百靈鳥般的小姑娘
就這樣長大，8歲已能馴服野馬，
親眼看見親人死在風雪中，父母遠
去放牧，只能與老祖母相依為命。
沒有遊戲機、沒有麥當勞、沒有電
視手機，在祖父母、父母的歌聲中
長大，長得這麼純潔、這麼高貴。
來自上海的孩子們，會和他們一

起長大，在無垠的天地裏，孩子們
得到的是什麼，草原人的心是海，
還是草原，讓我們等着一個香港導
演用心拍攝成的電影，告訴大家，
為什麼海的盡頭是草原。

自從一些社交媒體出現之後，很多人也會把自己
的朋友加入到平台裏面，大家便可以看到彼此的生
活日常，甚至有很多人也會說，憑着這些平台，可
能我們不經意地找到了一些很久沒有聯絡的朋友，

又或是從朋友當中知道有多少個是共同朋友，好像很有趣。所以
做成朋友就是一種緣分。
最近把家裏的物品整理一下的時候，發現有一隻手錶，細看下

記起這隻手錶是當年我決定到加拿大讀書的時候，有一個對我很
好的哥哥朋友送給我留念，品牌更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大熱產
品。這個手錶當時的宣傳句語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
擁有」，相信大家也會記起這個品牌。但不經不覺已經過了一段
很長的歲月，差點已經忘記這份禮物，原來我一直保存至今。現
時突然想起這位朋友，不知道他現在過得怎樣。因為實在沒有再
跟這個朋友聯絡，而且當年還沒有手提電話的日子，即使有記下
他的家居電話號碼也好，相信很多人今天也沒有再保留這種聯絡
設備。所以就算久不久想起這個朋友，也覺得應該沒有可能可以
找得到。
而自從尋回這隻手錶之後，這幾天我不斷在想，有什麼方法可

以聯絡到這個朋友呢？數天前，我跟弟弟說起這件事，他突然給
我一個很清晰的方向。他說：「這個朋友不是你要去加拿大之
前，介紹了一對也即將移民同一個國家的夫婦朋友給你認識
嗎？」我突然醒悟，對。
因為自從到加拿大讀書，香港朋友沒有幾個，這對夫婦便是其

中要好的朋友。還記得從鄉村小鎮完成課程之後，便要到多倫多
這個大城市繼續升學，當年第一時間便想起這對夫婦朋友，而且
當我未找到地方居住的時候，便讓我可以在他們家裏借宿一個月
時間。但自從我回到香港之後，也沒有再跟他們聯絡，但我們還
有彼此的臉書這個平台溝通。所以我便立刻在臉書留言給他們，
問他們還有沒有跟這個我想找尋的朋友溝通？等了一天之後，終
於看到他們回覆我的短訊，說：「其實你找這位朋友在20年前
來過加拿大旅遊，我們見過一次面，但之後也沒有再聯絡。」當
我看到這裏，有點失望。
過了兩天，這對夫婦朋友再留言給我，說找到了當年我想找這

位朋友的香港手提電話號碼，但不知道這個號碼能否找到他，因
為可能已經轉了電話號碼或是其他原因。但「尋人」這個東西，
就是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嘗試，希望憑着小小的線索可以找到對的
人。究竟我這次是否成功找尋到這個哥哥朋友，下星期繼續跟你
分享。

尋友（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當世人還在面對
新冠疫情繼續擴散之

際又發現猴痘，之前以為山高皇帝
遠，終於香港發現有第一單輸入個
案，引起大家關注和擔心。
猴痘是一種由猴痘病毒引起的傳

染病。人類如果被野生動物、其他
靈長類動物和囓齒動物等咬傷或抓
傷，或直接接觸其體液，面對面接
觸引致的飛沫傳播，直接的體液接
觸，病毒可人傳人。或通過胎盤從
母體傳播給胎兒引致先天性猴痘。
潛伏期介乎5至21天。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種牛痘，這是

世界上在傳染病的防疫上最偉大的
發明，之前天花奪去很多人的生
命，即使死裏逃生也留有滿面痘
皮，密密麻麻，一看就
知道是患過天花。自從
天花在全世界絕跡，
1980年之後香港政府
就取消了牛痘接種。而
如果誰手臂或腿上有天
花接種疤痕就知道這人
超過40歲了。不過天
花的疤痕和卡介苗的疤
痕有點相似但並不相
同。不要混淆。
天花疫苗可 85%預

防猴痘。由於在消滅天花後全世界
停止了天花疫苗接種，所以40歲以
下的人士可能較易感染猴痘。
根據衞生署的公布，猴痘症狀包

括發燒、劇烈頭痛、肌肉痛和淋巴
結腫大。於出現皮膚痘疹前，嚴重
淋巴結腫大可以是猴痘的一個顯著
特徵。自發燒後約1至3天，口腔
內會出現潰瘍，身體其它部位會出
現皮疹。10天至兩星期內全身會出
現斑丘疹、水疱、膿疱、結痂。猴
痘患者通常會自行痊癒。嚴重病例
與病毒暴露程度、患者健康狀況和
併發症的性質有關。病死率0至
11%，多見於兒童或一些免疫力低
下的人士。
預防傳染病最重要是避免接觸，

包括體液接觸、性行為等，一旦發
現患者，要進行嚴格隔
離，由於猴痘的潛伏期有
三星期，所以隔離的日子
要加長，幸好這一個病例
還未出隔離酒店，沒有進
入社區暫時未有密切接觸
者，市民小心但不要太過擔
心，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清
潔雙手，佩戴口罩，如果酒
店、醫院發現發燒和出現原
因不明皮疹人士，最好戴手
套和穿防護衣物以免傳染。

猴痘

上星期提到我為編寫《重踏香
港業餘話劇社昔日足迹》而到北美
洲的3個城市訪問。由於篇幅不

夠，我還有一個城市未寫。
猜到是哪一個北美洲城市嗎？對，怎能少了

香港人最愛移民的城市之一溫哥華？
我在溫哥華見到小時候電視劇常客承彩姐

（朱承彩），這位熒幕上文靜秀氣的「表
妹」，真人與我記憶中同樣斯文嫻淑。與她談
話，很難不感受到她那份溫柔。她在1993年移
民到溫哥華，從此息影。訪問結束後，我挽着
她的臂彎在街上走了一會，近距離地望着她。
想到她告訴我她在彼邦有一個愉快的家庭，我
知道她是真的開心的，因為她渾身洋溢着那股
幸福感騙不了人。
在溫哥華我也拜訪了報華哥（袁報華）和玉

珍姐（成玉珍）夫婦。兩位前輩知道我快到達他
們的家，早已站在門前歡迎我，足見他們熱情
好客和沒有架子。在他們舒適的寓所內，我們圍
着大餐桌談「業餘」。報華哥告訴我他在「業
餘」的點點滴滴，玉珍姐幫忙翻查資料和照片。
就是那個下午，我們結下了友誼。之後我們通訊

不絕，我常常麻煩玉珍姐提供或查核資料，有時
互報近況。他們兩次回港，我們也有見面。
事實上，報華哥早已患上腦退化症。可是，

訪問他的那個下午，他恍若如有神助，所有與
「業餘」有關的事情都記得清清楚楚，巨細無
遺。那一刻，我已經肯定「業餘」的一段日子
正是他一生中最難忘，所以他才會用心記着。
可惜的是，報華哥在去年離世了，再也聽不到
他談由光緒演至小太監的故事了。
從北美洲返港後，我又開展了「業餘」的香

港之旅。移民外地的社員前輩很多，留在香港
的則更多。我記得我第一個香港訪問對象是振
華哥（陳振華）和麗冰姐（邱麗冰）。大家一
定猜不到我們的訪問是在哪兒進行？是在醫院
內的私人病房。原來振華哥那數年身體抱恙，
他和麗冰姐為了幫助我盡快完成工作，便叫我
到病房與他們見面。那天振華哥穿了白色中山
裝，架上鴛鴦形狀的黑框眼鏡；麗冰姐一身白
洋裙，頭戴英國淑女的帽子，二人就是一對飄
逸出塵的璧人。我們從病房談至樓下咖啡廳，
又再返回病房，直談了3個多小時。
之後，我和兩位前輩不時茶敘，我很愛聽振

華哥談他的演戲和命理工作。他仍有很多東西
想做，更希望我能幫忙他實現計劃。可是，在
一個深夜，他突然撒手人寰，以後我只得聽麗
冰姐述說的故事了。
還有兩位離開了我們的「業餘」前輩。第一

位是天叔（梁天）。我之前曾在這兒寫過我登
門拜訪他的那個故事。他與報華哥一樣，患上
腦退化症多年。數十年來，他一直住在九龍城
的唐樓之內。我訪問他時，他早已不記得我是
誰，但他仍然開心地讓我再次走進他的家回答
我的提問。不過，他連回答關於他扮演李連英
的問題也感吃力。我索性改為與他唱歌，唱他
的首本名曲《金絲雀》和《秋海棠》，陪伴老
人家度過一個愉快的下午。
第二位是Lily姐（梁舜燕）。我之前數年常常

與她見面，聽她談她的演藝人生。所以，我就
「業餘」訪問她並不是在某處進行。有時在她
的家中，有時在茶樓或咖啡廳。Lily姐是「業
餘」的創社社員之一，可是她只對演戲有興
趣，不太清楚劇社的歷史。
我與這班前輩較遲結緣，只能在他們生命的

最後數年認識他們。雖然可惜，卻也無奈。

懷念4位「業餘」前輩

小妖：一代名模，時裝
設計大家姐文麗賢當年為
陳百強起的花名，適用於
熟絡小圈子。

Danny：連名帶姓，叫他陳百強的
很 多 ； 選 擇 稱 呼 Danny、 Danny
Chan、Danny仔的更多（姓陳的藝人
走紅日本有先天性的優勢；Agnes
Chan陳美齡、Jacky Chan成龍、Dan-
ny Chan陳百強曾亦頗受歡迎，Chan發
音跟呵護小朋友的助語詞Chang音近，
惹人憐愛；Danny Chan在日語，就是
Danny仔。）
大波強：這號花名？更加小眾！
曾經勵精圖治的起心肝改變本來天生

文弱小男生形象，Danny落力健身，亦
見優秀成績；無奈加強蛋白食療，一日
幾餐蛋白質沖劑，在私人教練督促發憤
圖強下，將百「強」的內涵抖出來，胸
肌、二頭肌、三頭肌……亮麗上場，拍
過不少肯定他自己曾亦自我陶醉的靚
相，唱片封套設計曾經用之亮相。練手
臂、練人魚線容易，尤其後生細仔；練
壯實臀部、大腿，尤其小腿肌肉，除非
父母這方面的遺傳基因優
異，達至成果十分困難！
胸肌媲美肯德基雞胸肉

的壯男多的是，遺憾下肢
無聲無息繼續「香雞腳」
者更加數之不盡。
Danny鍛煉成果在胸，

小圈子成員為鼓勵嘉賞，
賜花名「大波強」；這號
稱呼頗MK，具江湖味，
跟「Danny仔」形成強烈
對比，就是Danny 自己
邊指罵我們稱呼如此草
根，亦無阻嘴角含春，不

乏微微笑意。
生於︰1958年9月7日
痛於︰1993年10月25日
待至明年秋天，你已肉身離開整

整30年。
一眾已仙遊同代藝人朋友；阿梅

（梅艷芳）與你常在心中，經常懷
念。
明白做藝人這個角色不容易，閣

下曾經有感而發：
昨天、今天，媒體如何寵你、錫

你，粉絲如何追捧無補於事；每個
「明天」一覺醒來，只怕媒體照相
機的鏡頭移向別家苑，粉絲一哄而
散，另有新的心頭好發展……還是瑪
麗蓮夢露、占士甸、孟甘穆利奇利
夫、阮玲玉走得早走得好，那麼年
輕、那麼美麗不可方物。早走，一切
雪藏冰封、永遠年輕、受歡迎程度永
保，成為「傳奇」，永垂不朽！
那麼多「褲下之臣」追隨，原來的

你卻如此寂寞，好幾次隨我參與尤其
識你不多的外國朋友派對，沒有望着
你嘖嘖稱奇的本地群眾，閣下反而自

由自在游刃有餘；這些片
段，並非你的骨粉死忠得
以看到；我亦自私，招呼
大紅人並不容易，不可太
遠更不可以太近，寧選若
即若離，或時還要假以顏
色給予訓示，不讓閣下跟
得太貼……不因你是
Danny（陳百強），任何人
都一樣，行走江湖，誰又全
心全意，放下利害盤算？
朋友
9 月 7 日，再見又明

年。

小妖 Danny 大波強

中秋玩月萬家樂
中秋節是我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

這天晚上，明月當空，銀輝遍地，月
亮最大、最圓、最亮、最美，成為節
日的靈魂和中心。人們喜愛月亮，崇
拜月亮，由此也產生了許多與月亮有

關的節俗活動，「玩月」便是其中之一。
所謂「玩月」，就是伴着明月遊賞玩樂。

此俗始於漢代，盛於唐宋。唐代歐陽詹在
《玩月》詩序中說：「月可玩，玩月，古
也。謝賦鮑詩，朓之亭前，亮之樓中，皆玩
月也……」意思是說，月是可以玩的，玩月
古已有之。比如謝靈運的《月賦》，鮑照的
《玩月城西門廨中》，還有謝朓、庾亮的一
些詩句中，都曾寫到玩月。《唐逸史》等書
中記載的唐明皇中秋之夜遊覽月宮、觀看仙
女跳「霓裳羽衣舞」的傳說，就是唐朝宮廷
中秋玩月的縮影。當時在民間，玩月也很普
遍。中秋之夜，為賞玩明月，富者多自搭綵
樓，貧者多寄於酒樓，好遊者或登於山、或
泛於水，文人賦詩，藝人說古，飲酒歡歌，
唱酬娛樂，往往通宵達旦，極盡玩月之歡。
至宋代，中秋玩月之風更盛。南宋吳自牧

在《夢粱錄》中，曾這樣描繪當時杭州城中
的玩月情景：王孫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
危樓，臨軒玩月。或開廣榭，玳筵羅列，琴
瑟鏗鏘，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歡。至如鋪
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團圞子
女，以酬佳節。雖陋巷貧窶之人，解衣市
酒，勉強歡迎，不肯虛度。此夜天街賣買，直
至五鼓，玩月遊人，婆娑於市，至曉不絕。
宋代以後，中秋玩月之風少了些綺麗繁

華，形式卻更加多樣。如江南各地，盛行
「走月亮」之俗：中秋之夜，明月朗照，婦
女們常盛裝打扮，三五相邀，踏月訪親，結
伴閒遊。她們乘着明亮月色，或暢遊街市田
陌，歡舞高歌；或進出佛寺尼庵，擺設香

案，望月禮拜，祈福求子。她們玩得興高采
烈，樂以忘憂，直到雞聲喔喔，仍意興未
盡。正如清顧祿在《清嘉錄》中所寫：
（中秋月夜）婦女盛裝出遊，互相往還，

或隨喜尼廟，雞聲喔喔，猶婆娑月下，謂
「走月亮」。
清人蔡雲則在《吳歈．走月亮》一詩中詠道：
木樨球壓鬢間香，兩兩三三姐妹行。
行冷不嫌羅袖薄，路遙翻恨繡裙長。

在蘇州、上海等地，婦女們在中秋之夜出遊
時，還要走過3座橋才能停下來，因而「走月
亮」改叫「走三橋」。晚清王韜在《海陬冶
遊錄》中，就曾寫到婦女「走三橋」的情景：
八月十五，每家必燒斗香。至夕，傾城粉

黛，結伴閒遊，踏月訪親，聽趾所至，謂之
「走三橋」。以西園及蕊珠宮最盛。
這種「走三橋」之風，在明代就已很盛。

明人陸坤在《走三橋詞》中曾形象地寫道：
細娘分付後庭雞，不到天明莫浪啼。
走遍三橋燈已落，卻嫌羅襪污春泥。

在山東一些地區，中秋玩月更加平民化，
也更貼近百姓的現實生活。玩月的形式，主
要是「唱月」。
中秋節前，家家都做一些祭月用的特製麵

餅——「月」和「月鼓」。「月」形大，「月
鼓」形小。「月」的製作方法是：把發酵好的
麵團揉軟，分成3塊，分別用擀麵杖壓成圓
餅；在兩層較厚的麵餅之間插上紅棗，再將
另一塊薄的麵餅覆在上面。這塊薄的麵餅邊
緣剪成蓮花瓣形狀，俗稱「雲肩」。覆上「雲
肩」之後，再將各種麵塑黏在「雲肩」上。
這些麵塑有「五福捧壽」（5隻蝙蝠圍繞一個
「壽」字）、「喜報三元」（3個桂圓和一隻
喜鵲）、「長命富貴」（花生與牡丹）、
「長生不老」（花生與松枝）、「事事如
意」（兩個柿子和一個如意）、「連生貴子」

（蓮花與桂花）、「嫦娥奔月」、「蟠桃獻
壽」等等形狀，還要在上面裝飾小兔、刺蝟、
小豬、老鼠、小鳥等圖案。將「月」蒸熟後，
再以各樣顏色繪染，整個麵餅花團錦簇，栩栩
如生。「月鼓」與「月」同時製作，形制較
「月」小，但數量很多，每個也都用麵花裝
飾，一樣的繪畫染色。一個大「月」，跟着許
多「月鼓」。到了中秋晚上，月亮升起時，孩
子們便上街「唱月」（也叫「念月」）：每人
端着一個用高粱篾子編的淺筐，各家都選一個
最好看的「月」放在筐中，在大人的陪伴下來
到大街上，迎着初升的圓月邊走邊唱：

唱月來，唱月來，來年日子好過來！
蒸月來，蒸月來，一斗麥子一個來！
唱月餅，唱月餅，明年還是好年景！

「唱月」之後是「比月」。孩子們聚集到
廣闊的街口，每個人都揭去蓋在「月」上的
蓖麻葉，互相比較、評點。最後，由年齡
大、威望高的老奶奶出面，評出最好的一個
「月」，稱為「月王」。「比月」之後是「食
月」：先由「月王」得主的孩子端着「月
王」請大家欣賞，接受大家的讚揚和祝福；
然後把「月王」掰成數份分給眾人品嘗，先
給老人，再給小孩，最後給新媳婦、姑娘。
「食月」完畢，孩子們一人手上托一個「月
鼓」，歡跳玩耍，邊跳邊唱：

月明光光，小兒燒香。
月明圓圓，小兒玩玩……

孩子們玩月玩到極致時，便在村頭點起蒿
子秸棵，擎在手中，用力搖旋，遠遠望去，如
金球、如火龍，俗稱點「蒿子燈」。這明亮的
燈火最能表達小孩玩月的歡樂心情。清代文人
郭麟曾作《竹枝詞》描述兒童「玩月」的情
景，詩云：

中秋難得是晴天，金粟香飄幾處傳。
待到一輪月東上，小兒齊唱月光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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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只能從舊
照片中回憶老友，（左
起）陳百強、鄧達智、
文麗賢。 作者供圖

◆接種過牛痘的記
認，是放光芒的疤
痕！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