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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 日 前 無 意 之 中， 在
YOUTUBE 上 聽 了 一
個女聲翻唱版本的《結他低
泣時》，MV 是一個女生在
沙灘上的背影，漂亮的聲線
令人不禁再聽多幾次，這部
MV 短時間內亦在 HiFi 發燒
友圈子及社交網站之中傳開
去，直到《聽聽 Sukie's》推
出，大家才知道 MV 女主角
就是 Sukie S 石詠莉。

石 詠莉
   今期大熱的前女子組合 Freeze 成員石詠

年沒有出唱片，這段時間對音樂有點迷茫，

有位資深前輩跟我說過，想做好演

莉自資推出的個人大碟《聽聽 Sukie's》，收

於是決定去學習，學習不同的東西尋找自己。

員或歌手，必須做好人的基本。那

錄 9 首經典男歌手金曲，以及自行作曲填詞

期間曾報讀舞台劇演員訓練班，演出舞台劇

時候我意會到自己有很多不足之

的《聽聽》，叫好叫座，推出唱片至今依然

《大酒店有個荷里活》浩嵐一角，在那裡，

處，以往自己因怕受傷害過於保護

穩佔香港各大唱片銷量榜五強位置。現今要

自己，用錯方法去表達和對待別人，

在香港樂壇成功突圍談何容易，特別女子組

令很多人誤會了自己。現在回看以

合時期走的是偶像路線，現在獨立發展

往的自己，說實在也覺討厭，但錯

是賣唱功歌藝的她，變化十分大，所以

過後才更懂得珍惜所有，更懂得多從別人角

間推出 180g 日本壓製 300 張獨立編號黑膠唱

找她來剖析心路歷程，以及分享創作這

度去多想，慢慢找回真正的自己，找回當初

片。Sukie S 興高采烈，但也指出有很多不為

張發燒專輯的點點滴滴。

愛音樂的理念，還原基本，以歌手的身份，

人知的辛酸。她在 19 歲入行在女子組合時期，

音樂的角度，用聲音出發去感動人。」她希

喜歡唱歌的她沒有想太多，認為做好藝人本

望大家從聲音出發，去認識 Sukie S 石詠莉。

份就得，一切聽從公司安排，公司會安排好

用聲音感動人

品為主。為甚麼依然唱歌，更推出這張《聽

一腳踢極辛苦

   《 聽 聽 Sukie's》CD 第 一 版 和 第 二 版 共

版權、選曲、服裝、印刷設計、作品派台、

聽 Sukie's》發燒天碟 ?「印象中我己經有三

5,000 張都是在德國印製，又在高級視聽展期

訪問接洽、去哪裡影封套等等都要操心，現

   離 開 Freeze 之 後，Sukie S 在 2012
年曾經推出個人 EP《蛻變》，都是原創作

4

有助理、有專人負責跟進處理好萬事萬物。
現在卻要從頭到尾和她的團隊一腳踢，包括

5

自洗樓，走訪多間唱片店和音響店交流宣傳，

一種味道，給予新生命，以女生的角度出發，

今深深體會到幕後人員的辛苦。「以往的自

樂製作室，向各唱片公司自薦推出專輯計劃，

送 CD 給他們，向他們一一介紹唱片，這種交

極具挑戰也有新鮮感。」今次選歌是三個人

主性低，現在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所有

並把做好混音的《漣漪》拿給唱片公司高層

流是以往都沒有的。「聽過 300 萬元的音響，

一同負責，每人提出十多首心水曲目，最後

也是值得的。」她又指推出《聽聽 Sukie's》

聽。「 我 們 是 拿 著 膽 機、CD 機、 喇 叭 到 唱

那種聲音的層次感和通透力，好聽到身上每

投票決定，有很多滄海遺珠。「如呂方《別

期間多意想不到的狀况，如 CD 的推出日期被

片公司來播放。」到訪數家唱片公司都沒有

個毛孔都在擴張，的確是一種享受。既然發

了秋天》、草蜢《流淚的背影》等都是不俗

迫順延一星期，因為 CD 盒外衣印刷出問題，

下文，甚至受過冷言冷語，於是有自資出碟

燒友對音質要求高，發燒碟會很有市場，所

的歌曲，可惜今次大碟容納不下。」

封底的紙質凹凸不平，有大細不同的裂紋，

的想法，但也曾經猶豫，因為多年以來辛苦

以我更要做到高質素的音樂。」

儲來的血汗錢，出碟會用光積蓄，而且未必

「見到這樣嚇了一跳。」結果雖然第一版的

會成功，所以也想過放棄。「有一晚，我跟

3,000 張己交貨到發行商，但 CD 全部都要退

Patrick 說放棄，想要用這筆錢來結婚，但他

嚴選經典金曲

重 唱 也 講 求 個 人 風 格， 第 一 次 推 出 專 輯 的

讓相片中她的臉部有乾燥和爛面等情況出現。

   提到音響，原來 Sukie S 小時候家裡也有，

靈魂、新的生命，每位原唱者都非常出色，

回重做，堅持要把最好的送到每位音樂愛好

跟我說結婚是招呼親人朋友一晚，言而唱歌

她爸爸喜歡聽歌，也有卡拉 OK 設備，Sukie

然而我們會從聽眾角度思考，思考有甚麼會

者手上。

卻是我一生人中一直追隨的夢想，出唱片後，

S 指出她第一首認識的是關正傑 / 關菊英的

吸引自己願意聽一首歌願意買一張唱片，假

無論成功得失，我們也能夠拿著我們的唱片，

《倆忘煙水裡》，從小因為爸爸的薰陶之下，

如跟著原唱者的路，就會少了新鮮感，正是

告訴子孫們自己的故事，這唱片就是我們的

多聽多唱粤流行曲，所以現在推出專輯能夠

這個原因，每首歌的編曲都用心製作，錄音

   Sukie S 指出因為 2014 年得到音樂監製

印記，死後抱著也感快樂。是他教懂我學懂

事半功倍，過往數年更不斷地練歌和學作曲

方面，唱片監製也十分嚴格，錄歌時每首歌

何鈞源的欣賞及鼓勵，於是與男朋友兼製作

堅持，當別人不給予你機會，自己也能憑著

填詞，裝備自己，《聽聽 Sukie's》收錄的 9

務求一 TAKE 過，保留情感連灌性，堅持把最

人 Patrick Tang 及另外幾位音樂人組成獨立音

雙手努力創造機會。」完成唱片後，2 人更親

首則是經典男歌手金曲，「男歌女唱會有另

好的音樂分享給每一位音樂愛好者。」

自資出碟親力親為

6

Sukie S，也有方法幫助自己建立風格，「我
們做這張唱片時，都希望為每首歌注入新的

7

好戲在後頭

   《聽聽 Sukie's》中收錄了一首新歌《聽
聽》，歌詞唱出 Sukie S 在娛樂圈的心路歷程
的自白，而且是親自作曲填詞，Patrick 對此
要求很高，「成品交給 Patrick 他總是退貨，
又不說有甚麼要改的，不斷的來回往返修改，
己經無法數算改過多少次。」Sukie S 又指出
粤語填詞的困難包括不能太口語化，很易有
老土的效果，而放進曲內的詞要有合適的音
調、有意思又要觸動人心並不簡單。Sukie S
並舉例說〈聽聽〉中用了底藴一詞，平常說
話就不會用了，喜歡音樂的你有機會要聽聽
其底藴。

筆 者後記

   筆 者 在 全 程 談 笑 甚 歡， 原 來
Sukie S 真人相比起硬照的她 / 更
美。整過程中可以感覺到她在製作
音樂上的誠意，談吐誠懇自然，跟
CD《聽聽 Sukie's》一樣，令筆者感
到十分可親，這張唱片絕對值得大
家花時間去聽聽，聽過，你會對她
有所改觀。
8

中醫及針灸諮詢
“每當打風落雨，條腰就會好酸痛！”

   我們提供專業的中醫及針灸諮

“一到冬天對膝頭就好凍好緊好辛苦，連行步路都有困難！”

詢， 處 理 各 種 運 動 及 舞 蹈 創 傷 痛
症，例如 :
˙ 軟組織創傷 ( 肌肉、韌帶、筋腱 )
˙ 關節痛症 ( 脊椎、肩關節、 肘
關節、 腕關節、臗關節、 膝關
節、踝關節、指關節 )
˙ 神經痛症 ( 如坐骨神經痛 )
˙ 肌肉骨骼結構失穩訓練 ( 如重覆
性扭傷、十字韌帶撕裂等、脊椎
滑脫 )
˙ 脊柱姿勢訓練（如腰椎過前傾、
脊柱側彎等）
˙ 整脊治療（脊椎關節錯位痛症、
脊椎關節錯位致活動功能下降）
˙ 慢性水腫治療（如痛風引起水
腫、慢性發炎水腫）

“係冷氣房做左成日野，肩頸好緊好唔舒服呀！”
以上的對話，相信大家都會經常聽到。無論是自己，或是身邊的人，‘周身痛’／‘風
濕痛’是很常見的。
   在中醫的角度，這種‘風濕痛’、‘周身痛’、‘肩頸痛’、‘膝
頭痛’、‘腰痛’等等，名叫‘痹証’。那麼，是不是一定是老人家
才會患上痹証呢？其實不然！患上痹証的前題是人體的正氣不足，故
而易受風、寒、濕、熱等外邪乘虛而入，然後這些邪氣就會痹阻於肌肉、
筋骨、關節，造成經絡壅塞，使局部的氣血運行得不暢通，不通則痛，
所以見肌肉、筋骨、關節出現疼痛、麻木、重著、屆伸不利，灼熱，
甚至關節腫大等為主的臨床表現。
   老人家之所以較常患上痹証，是因為人過半百，正氣已虛。可是，
現代人的生活習慣，完全不符合養生的原則，故人未過半百，而正氣
大虛者比比皆是。此外，產後的婦女，因為生產時失血和傷氣的原故，
使正氣受傷。亦有大病後、久病及長期病患者等，與病魔搏鬥的過程
中，少不免會傷及自身正氣，故其正氣亦不足。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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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中醫醫務中心
陳可昕註冊中醫師

   隋代一本很重要的病因學專書《諸病源
候論》就提出了，痹証是“由血氣虛，則受
風濕，而成此病”。《濟生方．痹》也有指
出：痹証“皆因體虛，腠理空疏，受風寒濕
氣而成痹也。”由於人體正氣不足，風、寒、
濕、熱等外邪就會乘虛而入，無力驅邪外出，
而致病邪稽留，病勢纏綿，日久不癒。
   《黃帝內經．痹論》就有記載：“風寒濕
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其風氣勝者為行痹，
寒氣勝者為痛痹，濕氣勝者為著痹。”其中，
風、寒、濕、熱之邪往往相互為虐，方能成
病，但此等病邪為患，症狀各有側重，而各
邪之中，又以風邪為主要。廣東話中的‘吹
親’就表示了風邪是最易入侵人體的，因為

感覺。而痛的表現多為針刺痛、冷痛，在寒

它能打開人體的毛孔，也具有穿透的能力，

冷時痛加重，在熱熨時痛緩解。例如一位患

容易長驅直達人體之中，而且它也能夠帶著

有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男士，自覺腰痛嚴重，

寒邪、濕邪、熱邪去一起侵犯人體致病。風

而且腰部有寒冷和很緊的感覺，很難順利進

的特徵是游走移動，以風為重之痹証名為‘行

行屈伸的動作，服了止痛藥後仍然冷感明顯，

痹’，症見疼痛的部位不斷轉換。例如有位

但熱熨腰部時疼痛的感覺就驟減了。此類患

女士，她早上去看醫生的時候是左肩痛，在

者需要用溫針治療，以散寒止痛。你有聽過

左肩做完物理治療之後，肩痛減輕了。可是，

艾灸嗎？有很多老友記都喜歡用艾條溫灸自

下午回到辨公室的時候又變成了右肩痛。這

己不舒服的痛位，就是因為溫暖的艾灸能夠

就是風邪為患的表現了。所以這一類的患者

有散寒止痛的能力，所以深得平民的愛戴。

是必須接受以傳統中醫理論為主的針灸療法，

   其次就是濕邪，它常借風邪的開疏力量而

作驅風止痛的沿療。一般來說，驅風的穴位

入侵人體的筋骨肌肉，而風寒之邪又藉濕邪

多數有一個‘風’字，例如風市穴、風池穴、

之粘著、膠固的特質而留於肢體，久久不去。

風府穴等。其中，風池穴就大約在耳後側，

以濕邪為甚者，名曰‘著痹’，症見痛處重著

揉驅風油的位置呢！

而痛，就是平常覺得‘好聚住痛’的感覺了，

   而寒邪多依附著風邪來犯，寒邪具有收緊

其痛位固定，不轉移位置，而且患者也會活

的能力，又會傷害人體的陽氣，以寒邪為甚，

動不靈活，肌肉上感到麻麻痹痹。感受濕邪，

名為‘痛痹’，症見劇烈疼痛，有一種好‘緊’

和天氣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陰雨天，黃梅

的感覺，而且自覺寒冷不溫，就像在冬天的

天，這時候因為自然界中的濕度極高，所以

時候，那十隻手指在寒風之下冷得僵硬了的

風濕之邪極容易再次侵犯原本的‘風濕痛’

14

位，因為那個位置長期

不足夠，而致氣血不足夠去營養筋骨所致的。

被犯而致正氣相對的不

這類的痛，是需要以中藥或針灸補益，單純

足，所以本身未斷根的

食止痛藥是不能夠起到補臟腑氣血的效果，

痛証更容易再次發作。

所以療效不顯。另外一種，是因為病程日久，

另外，有些女孩子，經

疼痛多年，邪氣鬱久而成為了瘀邪，這種病

常洗完頭髮後，沒有立

者會見到病變之處有結節、腫脹、瘀斑或肢

刻 吹 乾 頭 髮， 久 而 久

節變形等。古醫書《醫門法律》對痹病日久，

之，頭就如戴了頂帽子，經常頭痛，久久不

主張治療應“先養血氣”。例如老人患骨關

癒，這就是因為濕邪在頭濕之時滯留在頭上，

節炎幾十年，雙膝都變型了，這類痹証需要

令到頭部的經絡不通暢而致。而且，這種頭

活血通絡，又要養血益氣以止痛，通補兼施，

痛的特色是長時間不易痊癒，久不久就發作，

否則難以有效果。

這是因為濕邪的特性就像情侶一樣纏綿，所

   痹証是痛症中的頭號病魔，疼痛難以明

以很難把它從人體身上分開呢。只有驅除了

狀，患者苦不堪言。其種類有很多，治法上

風濕之邪，頭痛才不會再發作。常見驅頭濕

配合物理治療和西藥方法止痛外，必須在止

的方法例如有用陰陵泉這個穴位。陰陵泉在

痛的基礎上再加上中醫獨特的驅風、散寒、

小腿內側，脛骨內側髁後下方的凹陷處。有

除濕、清熱、活血驅瘀、通絡和補虛等，才

健脾驅濕的功效，多按壓對身體很有益處呢！

會有明顯的治療效果，是中醫藥和針灸的理

   而風寒濕之邪三者為患，由於不易驅除，

想治療對象。

所以會鬱在人體中，時間長了就會化成熱邪，
成為風濕熱邪。熱邪的特點就是局部紅、腫、
熱、痛，而在冷敷的時候，痛就會減輕。例
如有一位老伯伯長期都有膝頭酸痛的問題，
但是這幾天就突然見膝頭紅腫起來，而且摸
痛位很熱，這就是風濕熱痹的表現了。這個
時候必須要以清熱止痛為主，可以用冰冷敷
患處減痛。
   最後，筆者再為大家略略介紹痹証的兩種
特別分型，一是虛証，一是瘀阻。例如婦女在
生產完後的‘媽媽手’便是很常見的虛性痹
証；也有一些女性常常覺得腰痛，酸酸的痛，
特別在經期時，但按壓一下又覺得舒服一點，
而且走路的時候好像不太夠力，這就是常見
的虛性痹証。這都是因為五臟六腑虛，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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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五: 09:00 ~ 18: 00
星期六
: 09:00 ~ 13: 00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手 機 充 電器不可亂用
   簡單提提大家手機插電安全問
題，特別內置電池手機。通常手機

推廣期內, 凡購物
滿$500, 即可獲贈
天然手工皂一件,
送完即止！

Stand In Green
新蒲崗大有街34號新科技廣場20樓20室
Flat 20, 20/F, New Tech Plaza,
34 Tai Yau Street, San Po Kong
Tel.: 2352 6515

有機 天然
健康 環保

www.standingreen.com
歡迎網上訂購
天然手工皂

火牛輸出系 1A 1.5A 2A 電流。例如
iphone 輸 出 系 1A 請 勿 一 時 貪 快 用
ipad 2A 火牛插電会使電池發漲手機
發熱電池壽命減少或插死部機造成危
險。

天然身體護理
作者介紹：
" 先達兄弟 " 是旺角先達廣
場手機維修青年才俊，行
內翘楚。

有機米/油/糧

天然有機食品/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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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大，有一些展品和擺設，其中的日式房
間展示鄭成功一家樂也融融的生活。紀念館
由一名長者打理，對遊客招待甚殷，但只會
說日語，溝通不便。不時聽到他說「Tei Sei
Ko」，是鄭成功三字的日語讀音。館
外有一棵大樹，相傳是鄭成功親手種

日本平戶尋

植的。
   在川內町漫步，隨處可見長形布
條迎風招展，上有鄭成功畫像和文字：
「 歡 迎 鄭 成 功 生 誕 祭 7 月 13 日 -14
日。」原來每年在鄭成功的出生日和
前一天，平戶川內町居民都會舉行祭
祀儀式紀念鄭成功誕生，中國大陸、
台灣或海外的鄭氏子孫也會前來參加。

   鄭成功抗清、驅逐荷蘭人而奪回台灣，英

誕下鄭成功，因此日本人把這塊大石稱作「兒

裡就是鄭成功的故鄉川內

雄形象深入人心，大家都在中史課本中學過

誕石」。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其母為日裔，

町，鄭成功的童年就在這裡

本人卻在公曆為他舉行生誕祭，想是

他的事蹟。鄭成功不但在華人地區膾炙人口，

父親則是明朝商人鄭芝龍，因此鄭成功是中

度過。一座日式建築清晰可

習非成是吧！鄭成功是極少數同時受

在日本也赫赫有名，九州西部海岸竟有鄭成

日混血兒。

見，就是「鄭成功紀念館」，

到日本、中國大陸和台灣人士景仰的

功兒誕石、鄭成功廟、鄭成功紀念館和鄭成

   離兒誕石不遠處豎立一幅巨型圖畫，畫

該館是在鄭成功故居的遺址上建立的。館旁有

歷史人物。

中人一身武服，威風凜凜，正是鄭成功。人

鄭成功母子雕像，只見慈祥的田川松搭著幼年

   在日本考察中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遺蹟，

日本人為何如此看重這位中華民族英雄？

像旁有文字描述：「平戶生まれのァゾァの

鄭成功的臂膊，看著這個一身日服的小孩，很

既感新鮮，也覺有趣，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切可從日本九州長崎縣平戶市海邊的

英雄。」意思是：平戶出生的亞洲英雄。向

難想像他就是日後的中華民族英雄鄭成功。鄭

今人喜歡談身份認同，究竟鄭成功是什麼人？

一塊大石說起，石旁有碑一座，刻有「鄭成

前走，登上小山坡，一座紅色廟宇頓現眼前，

成功自幼與母親在平戶生活，約七歲被父親接

他應該自覺是明朝人，童年時會傾向日本。

功兒誕石」六個漢字。這塊大石與鄭成功有

門上刻著「鄭成功廟」四個漢字。廟宇很小，

回中國。後來田川氏也來到福建安平，一家團

今人觀之，中國人自然視他為中華民族英雄；

何關係？原來在 1642 年 8 月 27 日那天，懷

僅容一尊鄭成功坐像，善信只能在廟外參拜。

聚。其後清軍攻安平，田川氏自殺。鄭成功一

由於他有日本血統，日本人既視之為大和英

孕的日本女子田川松在海邊挖沙找海貝，突

廟前有牌坊，可謂中日合璧建築。

生堅持抗清，與其母之死不無關係。

雄，也稱他為中日英雄和亞洲英雄。

然感到陣痛，靠在大石旁喘息，最後在石旁

   下山步行不久，便來到民居集中地，這

   進館參觀是「無料」( 免費 ) 的，館內空

作者：梁勇 ( 嶺南大學社區學院高級講師 )

功公園。為什麼日本有這麼多鄭成功紀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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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是在農曆 7 月 14 日出生的，日

（答案在本期刊內）

謎語大王童三軍先生
童三軍簡介
《警聲》謎語專欄作家

【註釋】港 島上環舊街市今易名「西港城」，

《千禧年警察故事》作者

建於一八五八年，歷史上之愛德華式

《中國古數學遊戲》創作人

古建築物也。現成一摩登商埸，內有

包公奇案《紫玉盃》及《新農教》作者

酒家、布匹、飾物古董、書店等商場。

2006 年榮獲香港警務處長頒發藝術獎
2012 年香港工會聯合會《謎語創作班》導師

競猜燈迷方法：
歡迎屋苑住戶競猜燈謎，請將競猜答案連同屋苑名稱、座數、室號、姓名、電話或電郵資料電

   魏 一 翀 —— 香 港 著 名 畫 家， 字 羽 中， 筆 名 巍 立。 魏 氏

郵至樂怡服務參加。樂怡服務將在答對的住戶中，抽出 3 名幸運兒，贈送禮品一份。每期燈謎，

一九四九年入香港萬國藝專進修，一九五二年轉香港美專深造。

每名住戶祇可競猜一次。

擅鋼筆畫、水彩畫、版畫和中國彩墨畫，是香港資深老畫家之一。

參加競猜迷語的報名參賽表格

   魏氏長期從事書籍設計、插圖和編繪兒童讀物。曾任香港

答案

一海書局美術編輯、香港美專導師、中國廣告公司客戶服務部

屋苑名稱                     單位
姓名           電話           電郵
傳真至 3153 2182    電郵至 contact@privilegehk.com
活動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如有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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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和商報系統的商貿推廣公司廣告策劃總監等職。作品入選
香港畫家魏一翀

一九五六年全國青年一屆美展，獲二侍獎；一九七二年版畫作品
為香港藝術館購藏。建國五十週年全國外貿職工文學繪畫攝影比
賽，魏氏畫作獲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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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德道服務式住宅

鹿茵山莊

家居美化及設計裝飾
   致力為客戶提供專業及多元化的室內設計裝飾工程，策劃統籌各類型的家居美化項目服
務。我們透過細心聆聽客戶設想和需要，對細節的著重和服務的承諾，務求滿足客戶的需求，
達到他們的期望。我們過去多年在住宅，辦公室，商業店鋪，以至展覽廳的室內設計和翻新
工程有著豐富的經驗。

大埔山頂花園

大埔康樂園
合作伙伴：Art Design International Ltd 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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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
進駐尚悅

主理：

百年品牌
中華名店
懷舊 / 新派粵菜
中西美食
南北佳餚
私房家宴

承辦：

蓮香樓

地址： 威靈頓街 160-164 號
電話：2544 4556

蓮香居

地址： 上環德輔道西 50 號
電話：2156 9328

蓮香老餅家

地址： 威靈頓街 160-164 號
電話：2544 3284

新書推介

歷史可能好笑
認真未必輸了

普通話諧音類潮語
   朱 薰 話 ： 「 潮 語 是 每 個 時 代 的 方 言 。 」 彭 志 銘說 ： 「 潮 語 是 為 應 付 新
事 物 出 現 而 誕 生 的 字 語 。 」這兩位潮語專家有這樣的說法。

   常到中學辦講座，談談創作，也分享歷
史故事的趣聞。

   其實，每一個年代都有屬於自己的方言，有些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成為記錄歷史的痕跡；

   有一次，在新界某中學，如常的說幾個
笑話，包裝一些本來不易消化的硬道理。那

有些卻不然，幾番起落，淪為遺跡，變成某一撮人的集體回憶。要去預測潮語的持久度的確不

次講座的感覺良好，對一個說笑話的講者來

容易，當大家很投入的去解釋、示範 「chok 樣」的時候，大概已沒有太多人把過了時的「屈機」

說，一羣笑得開心的學生，當然是最佳聽眾，

掛在嘴邊了，相信各位潮語專家都拿不準那一個潮語會流行下。

再加上幾條到位的提問，有質素的回應，就
更加滿足了我的成就感。

   隨着網絡世界的流行，潮語的泛濫更是無疆界，微博更將許多國內的潮語帶了給我們，許

   沒想到，當日的問卷調查中，有學生寫

多時都讓家長們摸不着頭腦，更指同學們在說火星語。這個欄目嘗試介紹、分析一些近日常用

了這樣的一句：「中國歷史關我屁事？」

   於是，「潮讀 4 千年」出現了，這個概念，

   我第一個想法是：年輕人有點反叛，也

潮語，希望對大家有所裨益。

是用現代人的角度，去重新審視歷史中的邏

是正常的。轉念一想，他也不無道理，要是

輯，有時，發掘到古人篡改史實，再研究他

他熟讀古代皇帝有多少妻妾，他可能也泡不

們撒謊的苦衷，當中的樂趣，可能會打動一

了妞；細數不同朝代政績功過，也不一定幫

些本來對歷史提不起勁的朋友，希望大家下

得了他買股供樓。如果他連基礎的生活條件

一次揭開歷史書前，會用另一種心理前設，

也未有把握，讀歷史可能只是一種欠官能刺

另一種心理期待。

激的娛樂。

   多謝新城電台主持陳美思的安排，讓「潮

   某天，和幾位小友在網上電台談動漫，

讀 4 千年」的概念在電台實體化，要是沒有

他們對自己出生前的幪面超人「平成對昭和」

聲音版的出現，也不會有這本書的出版。也

瞭如指掌，對 IronMan 六十年來的不同裝甲

感恩陳美濤的出現，大家可能理解，要找好

如數家珍，儼然就是近代史專家的架式。我

師父難，但我告訴你，要遇到合適的徒弟也

赫然發覺，世間萬事皆有學問，你覺得有趣，

   內地網民向來愛以諧音取代正字，而且愈簡潔愈流行，常用的有以下幾款：
童鞋 : 不是童裝皮鞋，是同學的諧音 , 意指在微博上的博友 .
雞凍 : 不是像羊凍羊羔的食物，是激動的諧音 , 例如 : 杭州上空發現 UFO, 大家聽了好雞凍 !
稀飯 : 喜歡 , 例如 : 你到底稀飯甚麼類型的男生呢 ?
鴨梨 : 壓力 , 例如 : 考試即將來臨，鴨梨好大好大 ….
神馬都是浮雲 :「神馬」並非一匹馬，而是「什麼」的諧音。浮雲的意思即虛無縹緲，轉瞬即逝，
意為「都不值得一提」。

不容易，這個徒弟在聲音版和實體書方面的

自然會去硏究，也不一定要計較有沒有用；

助力，的確功不可沒。

你若在問學了這科有什麼用，你多半尚未發

2015 年 夏

生興趣，無妨張開眼睛，看看有什麼課題可

黃獎

以觸動你。

   香港作家、水墨畫家及廣告創作人，著作為玄俠小說《首誌封神》系
列及《潮讀四千年》，任職於廣告及傳媒界超過二十年，創辦《萌動雙月刊》

   這句經典潮語，出自國內的天涯討論區一篇八卦網文，講述一個身材肥胖、不諳禮數的鄉
下妹「小月月」遊覽上海的故事，文中的「什麼」全部用「神馬」代替，指見識過「小月月」
的醜人多八怪本色，「神馬都是浮雲」，再沒有其他女生可以相提並論了。網文在 4 天內吸引
逾 4000 萬人次點擊，雖然後來證明故事全屬虛構，但「神馬」一詞從此流行，近日所見潮語中，
這句話最受歡迎，又最令人莫名其妙。

及「萌動創作團」，致力推動青年創作及潮流閱讀。現於都市日報撰寫專
欄，及擔任新城數碼生活台《潮讀四千年》節目主持，以現代人的視角解

   今期介紹了幾個國內傳過來的網上常用語，由於國內網民人數眾多，相信都會流行一陣子，

讀中國歷史文化，並於 2015 年書展結集成書出版。

但絕不鼓勵同學們在作文堂上掏出來賣弄，下期再發掘其它潮語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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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時代表
中國是文明古國，逾五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史，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時
表」中看到歷史長河的流程。

公元

公元

中西藝術展覽及講座、
文化藝術交流平台
   「樂怡臻美藝術學苑」可於會所內舉辦藝術展覧及講
座，如舉辦攝影作品、書法及各類畫作的展覽，並為住戶
提供中西文化藝術品的鑑賞和交流的平台，豐富文化藝術
生活，培育藝術情感和興趣修養，更有機會安排藝術名家
到屋苑揮毫創作。

現在

下期有獎填充遊戲，答案在本期內，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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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臻美畫苑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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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於香港、馳名於國際 , 當代中國
水墨畫家、「何家山水」始創者

何百里先生簡介

   嶺南畫派第四代傳人、香港美協創會
理事、北美州水墨會加拿大區永久顧問。
1945 年出生於廣州，旋即遷居香港。接受
西方教育，然而熱愛國粹，尤好繪畫。早歲
習嶺畫派花鳥技法。卻萌志拓展嶺派山水新
領域。習藝三載，年方弱冠，舉辦以香港風
光寫生為主題之首屆個展，趙少昂先生為
其題額，張大千先為其畫冊封面作品嘉題，
成為香港藝壇佳話 , 盛況一時。
   1970 - 1980 年間，畫風一變，由濃厚
寫生氣息轉為水墨大寫意山水，橫長格局，
取勢曠闊， 用筆酣暢，氣勢豪邁。1984 年
移居北美洲，飽覽歐西各大美術博物館，
感受西方浪漫主義及印象派繪畫之特徵，
融匯多年研習宋元山水傳統技法為基礎，
成功揉合潑墨、破墨、漬墨和撞色法，創
立了彩墨交融，古情今意的「何家山水」，
最具影響力。
   期 內 於 1988 年 之 山 水 畫 創 作， 被 紐
約佳士得列入國際拍賣行列；又 2002 年
法國權威性之「藝術市場透視」網站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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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INSIGHT 所 發表當年 1000 位全
球破紀錄的藝術家，何氏列席第 639 位，
同時是唯一在世的中國畫家。
   近年主力「方韻系列」創作，強調一
種意象之美，本山川之態，根據構思移形
入意，境在象外，著著隨機，墨彩靈動，
顯現大自然無窮幻化之生命力，新法新貌，
備受藝術界肯定。
   何百里認為藝術的永恆魅力，是在能
變。四十多年來，何氏畫風及題材就隨著生
活環境的變遷而作回應的變化，從早歲率性
描述香江漁舟、田野；旅居北美後，繪寫
氣象萬千的連綿山嶺景色和錦繡奪目的「加
國楓釆」系列；及至 2006 年回歸後，遊山
玩水，譜寫祖國河
山秀色，均各具特色。
   旅加廿餘載，任北美加拿大區水墨會永
遠顧問，於北美洲推動中國書畫藝術哲理，
不遺餘力。何氏享譽國際藝壇數十載，各
方獎譽及收藏無數。出版《何百里畫集》、
《何百里小品扇面集》《百里境界》、《百
里自在》、《美之印象》和《百里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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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廠有限公司

洗衣廠有限公司

Laundry Factory Co., Ltd.

Laundry Factory Co., Ltd.

盡在陽光信念！

Sunshine Service‧Sunshine Faith

6629 1949
乾洗上門收送
Dry Clean P&D Service

提供全面的衣物護理服務
專業乾洗、皮革、地氈及梳化套護理

「速速磅e櫃」自動磅洗服務
11:00 前落單 即日收衣

Place order before 11:00am, same day pick up

11:00 後 隔天收衣

After 11:00am, pickup next day

落單只需收衣時間，聯絡人及地址每次最低消費 $300 起
Place Order Provide Delivery Time, Name and Address, Min Charge $300 up
詳情請即上FB專頁及公司網頁

‧24小時開放

地址: 九龍新蒲崗 四美街23號 利森工廠大廈A座5樓

‧八達通付款

網頁: sunshinelaundry.com.hk
FB : www.facebook.com/sunshinelaundryhk

‧短訊提示取衣
公司網頁

FB專頁

‧上班前放下，下班後取回

家居美食

家居美食

自家製

材料
1........................... 麵粉 600 克

蔥花餅

2........................... 涼開水 350 毫升
3........................... 花生油 1 湯匙
4........................... 五香粉 1/4 茶匙
5........................... 幼鹽 1/2 茶匙
6........................... 蔥花 2-3 湯匙
合共 6 樣，材料可跟個人喜好增加或減少。

香草烤羊架

材料
˙ 羊架 2 份，每 4 條骨為一份
˙ 加入喜歡的香料，如百里香、
迷迭香醬、羅勒醬等隨個人喜好
˙ 特級初榨橄欖油

做法
1. 首先將麵粉加入花生油調勻，然後慢慢加入涼開水攪拌成絮狀，再將麵糰搓成表面
光滑，用保鮮紙或用清潔的濕布包好，然後醒發 20 分鐘，重覆步驟再待 10 分鐘。
2. 先在麵板上撒上乾麵粉，然後將已經醒發好的麵糰放在撒了乾麵粉的麵板上，再用
擀麵杖將麵糰擀成薄片。
3. 將麵餅兩面掃上花生油，撒上預先切好的蔥花、海鹽和五味粉，由外向內捲，按個
人所需分切數段。
4. 將每段的麵坯兩端封好，按扁至 1 厘米厚的圓餅生坯。
5. 用文火燒熱平底鍋，倒入 50 毫升 花生油，放入圓餅生坯，煎至兩面金黃色，最後
取出、用吸油紙瀝油即可以上碟。

預備方法：
1. 利用刀尖在羊架上切開一個小口，讓醃料滲透羊肉中。
2. 把香料與特級初榨橄欖油混合，平均擦抹羊肉，再給它一個好好的按摩。
3. 並將烤箱預熱至 200℃。
製作方法﹕
1. 首先把平底鍋燒熱，將羊肉各面略為煎香。
2. 取出羊肉放入烤箱焗 12-15 分鐘至熟，以自己喜歡的熟成度。
3. 從烤箱中取出羊架，在食用前需要冷卻 10 分鐘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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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承行有限公司
毅豐食品有限公司

屋苑名稱：          

住戶單位：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呈獻

樂怡服務「冰鮮產品 優惠推介」訂購表格
推廣價
黃花魚

300g-350g

$ 20 元 一條

鎗魚

300g-400g

$ 20 元 一條

御品鹽焗雞

0.8-1.0kg

$108 元 一隻

極品鹽焗雞

0.8-1.0kg

$ 88 元 一隻

糯米雞

80g X 6 隻

糯米雞

170g X 4 隻

急凍雞

1.2-1.7kg

$ 55 元 一隻

竹絲雞

0.5-0.9kg

$ 50 元 一隻

480g 一盒
680g 一盒

訂購數量

金額

$ 33 元 一盒
$ 40 元 一盒

訂購以支票支付，枱頭寫上「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
送貨日期為收妥支票後一個星期內。

查詢電話：3153 2322
傳真訂購：3153 2182
電郵訂購：contact@privilegehk.com

產品提供：

「毅豐食品」為屋苑
住戶提供優質海產、
家禽和蛋品。

毅承行有限公司
毅豐食品有限公司

屋苑名稱：          

住戶單位：             

訂戶姓名：          

訂戶電話：

樂怡服務「台灣美食推介」訂購表格
推廣價
霧峰香米

2KG

$130 元 一包

芋仔蕃薯麵

200g

$ 33 元 一盒

紅蕃薯麵

200g

$ 33 元 一盒

訂購數量

金額

訂購以支票支付，枱頭寫上「The Privilege Club Services Limited」，
送貨日期為收妥支票後一個星期內。

「秋海棠」為屋苑住戶提供有機糧食和特色粉麵製品

查詢電話：3153 2322
傳真訂購：3153 2182
電郵訂購：contact@privilegehk.com

秋海棠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產品提供：

秋海棠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四環九約”嗎？

你知道

“影畫院（電影院）”是那間？

你知道九龍首間

   英國佔香港島後，最初劃定維多利亞城為香港市中心。維多利亞城最早的範圍包括現今中

電影過去俗稱“影畫戲”，因而放映電影的戲院通俗叫“影畫院”。

環最繁華的街道和上環一帶。後來由於維多利亞城不斷擴大，隨步拓展到今日的西環、灣仔和

九龍首間“影畫院”於 1919 年開業，地點在現今油麻地廟街與甘肅街

銅鑼灣及跑馬地的一小部份，當時為方便管理，港府把市區劃分為“四環九約”。

交界，戲院全院祇有 365 個座位，分前座、中座、後座及樓座。票價
分別為 2 毫、4 毫、6 毫和 1 元。「廣智戲院」從默片時代開始為市民

—由現今干諾道西至堅尼地城；
—由威靈頓街至西營盤；

提供觀看電影的娛樂，沒有冷氣，祇有牛角大風扇，樓下座位是木製
板椅沒有軟墊，祇有樓上的超等有軟墊，座椅時有木蝨為患。
上世紀 60 年代主要放映二、三輪電影，周六、周日放映關德興、

—由威靈頓街至瑪利球場（金鐘）一帶；

石堅的黃飛鴻電影系列片，由於影院位置在油麻地，普羅市民都喜歡

—由軍器廠街起至灣仔道。

鬧市好不熱鬧。「廣智戲院」於 1968 年 7 月結業拆卸。

到「廣智戲院」睇“影畫院”，戲院外面由於多姿多采、聲色俱備的

   由堅尼地城至石塘咀；
   由石塘咀至西營盤；
   為西營盤；
   為大道西，東半段；
   由上環街市至中環街市；
   由中環街市至軍器廠街；
   由軍器廠街至灣仔道；
   由灣仔道至鵝頸橋；
   由鵝頸橋至銅鑼灣。

（本期謎語大王答案：中國貴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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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本月白羊座的愛情運較強，
相信一見鍾情的人特別得異
性歡心，桃花大有開放之勢。
財運欠佳，必要時不妨為自
己找個軍師。上司稍有不順，
則會遷怒於你，工作應謹慎
些，以免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今月份心情很好，說話也很
幽默風趣，容易說出心裡話，
自己當心。建議這月靜觀其
變。感情有機會認識新朋友，
但對方會有一些小問題，建
議你多觀察。幸運色是紅色。

這個月運勢開始衰退，一直
遭遇到不相容的天象運行，
木星先行進入處女座之後，
如今太陽也進入這星座，而
且也和對面的雙魚座海王星
對衝而形成連線。這個月土
星再度進入射手座，開始和
妳產生對衝。

最早期的頭等電車

巨蟹座

獅子座

處女座

本月獅子座雖既定安排常被
打亂，應有進度也常被中斷，
抽身應付突如其來的更緊急
要事，但都能應付裕如，所
擬替代腹案更是一網打盡相
關利基。

最早期的三等電車

本月巨蟹座的朋友生活不可
控因素減少，厭倦顛波流浪，
有停泊靠岸、安定築巢的強
烈想望。事業經營學有所用、
樂在其中，儘管並無大氣魄
之舉，但表現平穩，偶有佳
作，工作效率也在水準之上。

今個月份會因為做事太用力
而扭傷，建議你先調整好自
己做事的方式。家人相處避
免用力推動事情，你的態度
淡然反而會比較有效果。感
情建議用四兩撥千斤、以柔
克剛的方式與另一半相處。

天秤座

天蠍座

射手座

本月運勢一般，單身者有原
地踏步的可能，要學會主動
製造愛情的機會，工作狀態
不錯，小有進步，財運保持
穩定，付出多少就能收穫多
少。

本月天蠍座的人仕個人頗有
逆勢竄昇、自立自強的事業
發展空間。進可攻，退可守。
財富有緊縮跡象，資金效率
有待改善，要有財務回收趨
緩或蒙受損失的危機意識。
愛情是黃燈轉綠的過渡。

這個月運勢稍有下降，由於
木星換座之後、太陽也落入
處女座，生活步調和心情也
都處於低調。這時不但處女
座當道對妳有所影響，宮內
木星對衝海王星之餘，土星
也再度進入射手座內，為妳
增添壓力和煩惱。

魔羯座

水瓶座

雙魚座

本月的魔羯座轉進個人年度
最關鍵成就月份的這段期
間，將喜迎事業捷報、專業
或工作喜訊。若干臨時喊卡、
因故延誤或難更動的路障，
不僅沒有發揮阻攔效果，反
成稍後有利取得最佳落點的
墊腳石。

本月總體來說運勢平穩，愛
情運較強，單身朋友有機會
遇到另一半。事業運平穩，
付出多少就能收穫多少。幸
運顏色是藍色。

本月總體來說運勢平穩，愛
情運較差，較易與伴侶吵架。
事業運不佳，對於變化性高
的事務不太容易接受，因而
容易心生反感。財運頗佳，
有機會收到意外驚喜。

香 港最 早的電車服務
   香港歷史最久遠的交通工具之一是電車，早於

一九零四年已經開始投入服務，至今已超過百年的
歷史。首條軌道是單軌設計，由堅尼地城至銅鑼灣，
大部路線在德輔道之上，所以後來德輔道被稱為「電
車路」。早期電車分頭等電車和三等電車兩種，頭
等車資一角，主要是洋人乘坐，因此又稱「西人車」；
三等車資五仙，華人為主要乘客，所以又名「華人
車」。這種車廂的等級制度直至一九七三年才取消。
電車之所以被稱為「叮叮」，是因為電車行駛時經
常發出叮叮的響聲而來的。

最新的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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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苑通告
電子屏幕化
69cm

     「樂怡服務」榮幸地獲得恆基物業管

理部「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偉邦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的邀請，合作策劃和提供屋苑
通告電子屏幕化的服務。屋苑通告電子屏幕化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份開始逐步實施。
屋苑通告電子化對於提倡綠色生活，減少紙
張消耗和自然環境保護，意義深遠。「樂怡服
務」應用現代資訊科技，通過 47 吋電子屏幕

181cm

把屋苑通告、天氣、日期、時間及即時新聞和
生浩資訊，迅捷地傳送到住戶眼前。

7cm

47"
智能電子屏幕

3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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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cm

尚悅屋苑通告已實現電子屏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