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該報道的評論也是非常讓人震驚，基本上都是
在批評這位女子的性格，過度治療而導致家庭破裂
。這些評論的人們忘了，日本精神的精髓之一是不
到最後關頭不放棄，日本品質能夠在世界範圍得到
認可基本也靠着這種堅持到極致的精神。

然而那都是NHK的 「地上之星」那樣節目裏的內容，在現實生活
中，在現有的軌道和遊戲規則中尋找生存之道是最要緊的事情，而不
是去詰問遊戲規則是否合理。於是有了沉默的大多數，甚至有為了維
護現有的遊戲規則而用言語痛毆當事人，這大概是所謂的群眾心理現
象。或許這樣的環境，造就了日本女性取悅男性的特點，在家裏也化
妝，做事通常婉轉柔和而堅韌。

近年來安倍經濟學鼓勵女性就業，政策上提高最低收稅的上限（
通常日本的最低收入線附近都是女性），也提倡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比如在家工作。但這些是不是能夠拯救日本的女性？

相比工作而言，和一個有能力的丈夫結婚，享受下午茶、高級衣
飾的優雅生活當然更讓顏值高、出身好的女性無法捨棄，而滿身汗臭
在滿員電車中擠來擠去，有時候還會遇到鹹豬手，大多數情況下收入
不過是僅夠零花，性價比自然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周圍婚後甚至生育之後依然在職場努力的女性卻越來
越多，日本女性對子女的撫養比較獨立，沒有依賴父母的習慣，這樣
家庭工作兼顧其實相當艱苦。

B15 小公園‧工商資訊 責任編輯：張濬東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日本的女人（二）

一 度

在吉林建築
大學管理系讀書
四年的課餘，大
鵬成為校園中的
文藝骨幹，他在

長春先後組建了兩支地下樂隊，擔
任結他手與主唱，獲得過吉林十大
原創歌手獎。畢業後，他就到北京
做了文藝界的北漂，到搜狐網站做
視頻娛樂節目的主持人，從此打開
影視圈的大門。這次出現在家鄉母
校為高考生打氣，是因為他正在故
鄉拍自己執導的第二部電影《縫紉
機樂隊》。

他的故鄉集安是鴨綠江畔的小
城，與朝鮮隔江相望。我到集安去
探班，正午陽光燦爛，但頃刻烏雲
來襲暴雨傾盆，大鵬告訴我集安其
實是半大陸海洋性季風氣候，因其
在四周環山的嶺南江畔。在去長春
讀大學前，他一直未出過家鄉，以
為世界就是這樣。一到長春，平原
的一望無際曾令他心慌。他在初中
時就熱愛香港Beyond樂隊，華語
搖滾樂興衰伴隨他從少年到而立，
這部新片講述的就是關於普通人的
搖滾樂夢想。片中，大鵬需要建一
個矗立着巨型結他雕塑的廣場，然

後將其推倒，在廢墟上開演唱會。
這種任性大膽的想法，只有故鄉政
府幫他實現了。

上月，一座高二十二米的結他
雕塑出現在鴨綠江畔的集安市民廣
場，江對岸就是朝鮮。大鵬率劇組
連夜拍攝，在結他雕塑前演奏搖滾
樂。四十七年前，跨過鴨綠江的是
志願軍的槍炮，如今越過江水的是
電影的音樂。在該片中，大鵬還與
已故的黃家駒 「同唱一首歌」，用
數碼技術圓了他的少年夢。

（下）

我的新書中
有幾首 「等待」
的詩。

清晨散步時
見一家前園的樹

幹上懸一鳥巢，周圍環境美好，等
待鳥兒入住，得詩一首：

準備了花兒朵兒／安排了床兒
鋪兒／歡迎你們捉着對兒／並着翅
兒／唱着歌兒／來這裏好好的歇會

兒
全詩以 「兒」字做韻腳，亦頗

自然。
一個冬天的早晨，天際布滿如

濃墨般的雲，陽光在雲後掙扎，得
詩一首：

冬神以濃墨重筆／宣示他的權
威／太陽在黑雲後掙扎／對大家說
／別擔心／我在！

我們不擔心，烏雲總會散去，

稍作等待，太陽終會出來。
黃昏散步，天色未暗，見一家

已早早亮了燈。心想：是在等待一
個歸家的人吧？

歸人看見家裏的燈亮了，心中
會感覺溫暖，腳步也會加快。我的
詩中有：

等待一個工作整天／拖着疲憊
腳步歸來的父親／等待一個不辭而
別／使人牽腸掛肚的逆子／等待一
個萬里之外／突然到來的夢中的
他。

景色本屬平常，有了想像，便
多了一番浪漫。

內地有關部
門公布網絡法規
，禁止所謂 「起
底」，這是改善
網絡大環境的一

項有效措施。
網絡無遠弗屆，只要聚起一定

人氣，就能圍剿一個人，不論他是
好人或壞人。

把一個人的所有個人私隱公開
，用我們中國人的老話，叫做 「揭
陰私」。揭陰私是不名譽不文明的
黑暗手段，但在網絡世界，人人隱
形，可以肆無忌憚幹點小奸小壞的
勾當，因此揭陰私似乎倒成了正當
行為。

一個人有違法行為，不是應該

由執法部門去處理嗎？一個官員貪
污、包小三，被群眾發覺了，應該
報官處理，不是實行群眾專政。

即使某人有一點不文明不守紀
的行為，也可以當面批評，或報告
有關部門去跟進，而不是將他一家
大小裏裏外外真真假假可信可疑的
事都公諸天下，說的人信口開河，
受的人要平白無故承擔後果。

更慘的是有時根本把人和事都
搞錯了，該人不是某人，該事不是
某事，張冠李戴，捕風捉影，如此
活活將一個人糟蹋了，他百口莫辯
，更無處申冤。

這不是保護某些人的問題，而
是如果你不能保護具體的一個人，
你就無法保護所有人。

起底 斯 人
Emerald Lake

，翡翠湖，顧名思
義，湖水的顏色是
翡翠色，這麼講不
為奇，但第一眼看

見那翡翠的湖水，幾乎沒有人不驚嘆
的。

在加拿大BC省的Yoho國家公園
裏，有六十多個湖泊，最大的湖就是
翡翠湖。

這個湖是一百多年前由一個叫湯
姆威爾遜的加拿大人不經意中發現的
，他尋找走失的馬匹，卻發現了這個
湖，初見這個湖時，他坐在馬上，被
美麗的湖水和周邊靜謐安寧的景色震
懾住，好半天才回過神來。他稱這罕
見的美景為一顆綠寶石。

其實光是翡翠這兩個字並不能完
全顯現湖水的美，那種帶有翡翠色的
湖水，還有一種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

明媚。威爾遜用英文 「Emerald」，
譯成中文是綠寶石的意思，但大約中
國人覺得翡翠更珍奇，故而把之改成
了翡翠湖。其實，我覺得，不論綠寶
石還是翡翠，都無法完全形容這汪湖
水的奇美，因為那一池美得令人心顫
的湖水，彷彿來自天上，人間難有那
般的晶瑩剔透，加上周邊的樹木倒影
反襯的花木色彩，那一片寧靜祥和的
感覺，直達心肺。

那裏海拔較高，加上緯度也不低
，每年十一月份就進入冰凍時節，要
到來年五、六月份才能解凍，冬季的
雪雨被凝固在山上，到了夏季隨着陽
光消融，那裏那種特殊的岩石的粉塵
隨水流入湖中，便形成了這種翠綠生
動的景觀。

湖邊有很多木屋，冬季是滑雪的
好地方，夏季在湖裏划船猶如在天堂
裏漫步，是個度假的好去處。

翡翠湖 海 雲

「自由行
」的朋友大概
都坐過出租車
。這次出遊俄
羅斯、拉脫維

亞與立陶宛，遇到的 「的士」司機
大都敬業守法，按錶收費。有一次
去莫斯科大學，錢找不開，司機甚
至少收了我們幾十盧布（時價一港
元等於七盧布）。

在俄羅斯，也遇過些令人氣結
的事。在俄羅斯要用出租車，最好
是通過酒店、食肆叫車，服務員會
把車資和車號寫在紙上通知客人，

這就設了防止濫收車資的關卡。如
是自己截車，也要拿着地圖指路。
司機知道你認路，濫收便不至太離
譜。開車前也要講好收費方式，確
定是按錶還是司機開價。司機開價
可議，砍個三分之一就是了。

在莫斯科列寧車站到我們住的
酒店，司機開口要二千五百盧布，
我們還價一千五百成交。酒店服務
台說這段不到二十分鐘的車程收八
百到一千合理。但某天我們從更遠
的地方回酒店，路過列寧車站，到
酒店錶價才六百多。

按錶收費司機也可能繞路或在

咪錶上做手腳。有次遇上個年輕活
躍的烏茲別克族司機，上車就不停
用僅會的幾個英文單詞和我們聊天
，溝通不了就畫圖，還出示手機裏
他母親和兒子的相片，甚至唱起了
烏茲別克民歌。我們正慶幸有他一
路開心，一看他按出的三千九百七
十盧布的錶價傻了眼。這段路我們
曾路過，那次錶價一千多。

他把我們放在一處連人影都看
不見的園子前，離我們要去的作家
俱樂部飯店相隔一百多米。

這裏面也許會有一個貓膩故
事。

出租車的陷阱 凡 心

香港的士（
即出租車）在同
類大城市而言，
算不上是最方便
和受歡迎的交通

工具。只因為香港交通擠塞，的士
在路上並不好走，司機的收入便不
會太豐厚。由此而衍生的問題便是
：詐騙乘客、濫收車資，又或對待
乘客不周。不過，粵語俗話有云 「
不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有不少
司機仍然是待人有禮，令人賓至如
歸。

最近我與太太要送岳丈看專科

醫生，於是便從住家預約的士到市
中心的醫務所。雖然並非繁忙時間
，但路上仍然塞車，因此我與太太
便在車廂內討論岳丈的病情。說不
多久，司機搭訕說： 「游泳其實對
身體很好。我太太每天游泳兩小時
，多年來從來沒生病。」雖然司機
談吐溫文，但是對於這種搭訕，我
只一笑置之。 「你猜我幾歲？」司
機續問。 「大約六十歲吧。」我隨
便回應。 「七十五了。」司機笑着
說，我真有些愕然。

從前我也遇過一些的士司機，
喜歡向着乘客侃侃而談，並不理會

乘客接受與否。可是眼前這位司機
，卻實在地與乘客互動交流。我見
到他的行車證件上有一些韓國文字
，便好奇地問他原因。 「我年輕時
是海員，曾經到過韓國，在當地認
識了一位女生。離開之後，我繼續
給她寫信，年復一年，終於打動了
她，與她結婚之後，她來港與我一
起生活。」 「你懂韓文嗎？怎樣與
她通信和溝通？」我越來越好奇。
「我寫中文字便可，韓國人全都懂

得看漢字的。」就這樣，一段中韓
姻緣便由此發生。下車後，我想我
以後也不太抗拒與司機搭訕。

的士奇緣 輕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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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的搖滾夢 楊勁松 等待的詩 阿 濃

雲蹤雲蹤
潮音潮音

計劃開展禮於日前舉行，當
日邀得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滙豐
銀行亞太區財務總監顏傑慧、香
港特殊學校議會永遠榮譽會長馬
時亨、香港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
，以及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尤曾
家麗擔任主禮嘉賓。是次開展禮
亦被列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0周年」慶祝活動之一。
東華三院主席兼名譽校監李

鋈麟於開展禮致辭時表示，計劃
將會透過開發60套以不同學科為
基礎的智能機械人學習課程軟件
，配合機械人生動又具多媒體效
果等的特性，為本港特殊學校的
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驗及多
重感官的刺激，協助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童提升專注力及學習動
機、改善溝通技巧，以提升學習
成效。此計劃亦會為教職員舉辦
學習研究比賽、培訓工作坊、經
驗交流分享會、座談會等項目，
提高參與學校教職員對運用智能
機械人作為學生學習輔助工具的
能力及信心，同時建立知識交流
及共享平台網站，藉以分享計劃
成果及進行專業交流。

李鋈麟代表東華三院感謝滙
豐150周年慈善計劃慷慨撥款港幣

超過4千萬，為 「Robot4SEN計劃
」提供充足的資源，進行不同型
號智能機械人教育課程軟件的開
發及編寫程序工作，以滿足各類
別SEN學童的學習需要。此計劃能
順利推行，亦有賴香港特殊學校
議會的協調及支持，並得到職業
訓練局高峰進修學院擔任技術及
開發支援，以及獲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提
供專業意見及成效研究，多方攜
手共同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開
發創新的學習模式。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亞太區財務總監顏傑慧表示： 「
教育是自我充權的重要過程。利

用智能機械人輔助教學，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童可更有效地學習
，從而能較獨立自主地生活。滙
豐很榮幸能支持這個非常有意義
的計劃，令全港60間特殊學校、
超過8000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得以受惠。」

開展禮特別設置機械人教學
示例互動環節及展示專區，讓在
場嘉賓親身體驗智能機械人學習
課件的實際應用及其新穎之處。
東華三院群芳啟智學校擔任是次
計劃的統籌及執行工作，得到該
院董事局的全面支持，致力支援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跨越障礙
，得以盡展潛能、貢獻社會。

當我每次去演說
，在我分享自己理念
和想法給不同大眾的
同時，其實自己也在
透過其他講者的分享
或觀眾的互動學到了
很多。前幾天，我有
機會在傳承學院作其
中一位分享嘉賓，與
我同場有一位90後年
輕分享嘉賓羅偉立先
生，他簡單分享了家族教他面對危機的態度，這讓我得到啟發，並
一直深入思考。在危機處理中，人類其實跟天下萬物一樣，總結來
說都會有三種應對方法。這也如同一隻小動物突然遇到準備吞噬牠
的獵捕動物時，本能所產生的三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靜止，不作任何的行動。這也是一種本能的反應
。就等同我們過馬路時，突然前面衝出了一架高速行使的貨車。本
能反應我們會嚇到呆了，這讓我們停止活動。因為踏前一步，馬上
便會被車撞倒。這種靜止的舉動，其實是可以很多時讓我們避免危
險。但是，當危險到來的時候，如果完全不作任何反應的話，那結
果只會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斃。

第二種反應：逃跑或逃過危機。等同小動物選擇去逃跑，這是
為了可以躲過危機，不讓危機觸碰到。逃跑不一定是逃避，它也可
以是一個完美解決危機的方法。因為只要我們努力想辦法去躲過危
機的直接衝擊，危機就再也不是危機。很多時候，當我們去細心分
析問題本身時；都會發現其實問題的形成跟自己可能並沒有直接的
掛鈎。當然，如果危機本身是完全不能避開時，那麼我們就不能用
此方法去解決問題了。這也等同，當獵捕者跑的速度遠高於小動物
逃跑速度時，這種應對方法基本上也是無補於事。這時，就需要用
第三種反應了。

第三種反應：直接反擊。當我們選擇直接應對危機的時候，就
等同小動物直接去跟獵捕動物搏鬥。搏鬥的成敗，關鍵在於能否找
到自身的優勢，去攻擊獵捕動物（即是危機本身）的弱勢。還有，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訓練有素，以備危難關頭不時之需。如果

成功擊退猛獸的話，好處是那隻猛獸
從此不再來襲，危機從此迎刃而解。
但壞處是自己難免有點損傷，而這種
損耗有多深；也是選擇採取這種方法
的關鍵了。

創業．創意
build up．creative

危機的應對危機的應對

電郵：info@memorigin.com
網址：www.memorigin.com

萬希泉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萬希泉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沈慧林沈慧林

推動創新教學模式 盡展特殊學童潛能
Robot4SEN計劃舉行開展禮

▲一眾嘉賓觀看智能機械人教學示例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舉辦25周年銀禧杯

為了向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童提供更多學習及發展潛能的機
會，並且貫徹東華三院發展創新服務的精神，東華三院群芳啟
智學校早前擔起統籌及管理人的角色，聯同超過30所特殊學校
及大專院校，成功申請 「滙豐150周年慈善計劃」 撥款，由
2016年11月至2019年10月，進行為期3年的 「特殊學習需要學
童智能機械人教育方案—Robot4SEN計劃」 （Robot4SEN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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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25周年銀禧杯已於日
前假賽馬會沙田馬場舉行，當日邀得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工
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蒞臨，並與香港青年工業
家協會會長張傑、協會創會會長蔣麗芸、基金
會會長史立德，以及協會歷屆會長一同主禮祝
酒儀式，慶祝協會成立25周年，並為協會25周
年銀禧杯賽揭開序幕。

當日逾200名來自政、商、教育界人士聚
首一堂，冠蓋雲集，一同見證盛事。出席嘉賓
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兼協會榮譽會長顏顏寶
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王庭聰、立法會議員吳永嘉、恒生管理學
院校長何順文、香港工業總會主席鄭文聰等。

協會會長張傑於致辭時表示，協會成立至今近
四分之一個世紀，一直立足香港，心繫祖國，
同時亦不忘放眼世界。未來將會繼續推廣工業
，培育工業人才，希望共創經濟繁榮。

此外，基金會會長史立德亦表示，基金會
一直支持協會在工業教育培訓的工作，至今捐
資總額超過港幣5百萬元，受惠學生人數近3千
人。他期望，協會與基金會繼續同心協力，帶
動香港工業與時並進，繼續發光發亮。

銀禧杯賽事排於當日第五場進行，由7號
的火箭駒勝出，協會會長張傑於賽事結束後
，頒發獎杯予勝出馬匹的馬主。此外，勝出
馬匹的練馬師及騎師亦各獲贈小型獎杯一座
以資紀念。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張傑、協會創會會長蔣麗芸、基金會
會長史立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工業貿易署署長甄美薇，聯同協會歷屆會長一同祝酒，慶祝協
會成立25周年，並為協會25周年銀禧杯賽揭開序幕

▲開展禮特設機械人互動區及合照
區，讓在場嘉賓親身體驗計劃的新
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