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才是好莱坞在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制作的真实原因：
相对廉价的专业电影工作者和技术及积极配合的政
府。好莱坞实际上是以其电影中心的地位来榨取全球
的人力、物力及相关资源，以维系其电影文化霸权。

对于约3800名在380所教育部学校服务的校
工，癸巳蛇年无疑是个好年份，他们的月薪

从今年起调高300元，对一些目前基薪只有六七百
元的低薪校工来说，300元竟然等同于高达50%的
加薪。另一群工人则没有先拿红包过年的福气，
他们还得要等到4月1日，所有环境局的清洁合同
保障清洁工获得至少1000元的底薪后，才能得到
更有尊严的酬劳。按照人力部去年中发表的工资
报告，2011年6月办公室清洁工的基本月薪中位数
仅760元，也就是说，半数的人月薪甚至低于760
元。
　　环境局规定清洁工底薪的做法，其实是在制
定他们的最低工资，保障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会被
无良雇主剥削。但是，政府至今的立场还是不支
持制定最低工资。李显龙总理2011年10月的国
会演说，也间接否定了最低工资制度。他认为政
府实施的就业奖励计划（Workfare）、社区关怀
基金（ComCare）与雇用补贴（Jobs Credit）计
划，“不是最低工资却比最低工资好”。政府反
对最低工资的理由，是担心这会损害工作伦理和
自力更生的意识。当然，最低工资在理论上也违
反了自由市场原则。
　　不妨看看香港的情形，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

比它更自由的市场了。“2013年世界经济自由
度指数”报告，再次评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
体。由美国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联合编
制的报告，自1995年推出以来，香港就一直名
列前茅。新加坡在今年还是落后于得分为89.3的
香港，以88.0分居第二位。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在
于，香港立法会不顾当时的行政长官曾荫权及商
界的强烈反对，于2011年立法通过了实行最低
工资制，开始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约4.76新
元）。
　　回顾香港在最低工资制立法期间的讨论，会
发现反对派当时言之凿凿地警告，一旦订定最低
工资，大量中小企业将倒闭，失业率将飙升，香
港将流失3万至17万份工作，通货膨胀将失控……
美国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更
形容最低工资制是“伤害香港的恶法”。在实施
了近两年之后，最低工资似乎并没有削弱香港的
市场自由度或国际竞争力，也没有损害港人的工
作伦理和自力更生意识。
　　邻国马来西亚在去年也宣布要订立最低工
资，首相纳吉表示，为了实现在2020年成为“高
收入国家”的愿景，将分别于今年1月（雇用六人
或以上的企业）及7月（雇用五人或以下的企业）

实施最低工资，西马为900令吉（约363新元），
东马为800令吉。虽然批评者质疑这是纳吉的竞选
伎俩，而且当局也确实出于选举考量，迟迟未能
公布实施细节，可是一旦落实，毕竟将惠及约320
万名低薪工友。马国是亚细安国家当中，第五个
准备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他已经实行的
国家包括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与越南。
　　梁振英在2012年7月出任特首，港府便在同年
底宣布，在今年5月调高最低工资7%至30港元，
约32万名工友将受惠。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距，
是港府调高最低工资的最大动机。香港在2011年
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0.475，这是计
算了扣税与财政支付转移等福利之后的数据，若
不包含这两个因素，则基尼系数将升到0.537的高
危险水平。这不但是世界发达经济体之冠，也是
香港40年来的最高值；香港《明报》形容，这是
曾荫权担任七年特首“失德败政的恰当注脚”。
　　与市场自由度一样，新加坡的基尼系数恰好
也仅次于香港，是全球贫富差距第二大的先进经
济体，而且还在持续恶化。2011年基尼系数从
2010年的0.472增至0.473。统计局表示，若计算
了政府的各种援助后，2011年的基尼系数缩小至
0.452。换句话说，比起港府的援助让其基尼系数

既然已经在局部领域做了，而且显然有必要这么做，继续反对正式全面地订立最低工资，
难免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情办不好是一回事，更糟糕的结果，是最后将导致“民无所措手足”。

言之必可行

减少了0.057，新加坡的水电费回扣、就业入息补
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及医药津贴
等政府援助，只是让基尼系数减少了0.021。这似
乎也表明，事后的补救，效果不彰；要根治贫富
差距扩大的恶疾，需要事前的措施——最低工资
制度，或许就是办法之一。
　　其实，教育部给校工加薪300元，环境局规定
清洁工人底薪1000元，不就是一种有实无名的最
低工资吗？2011年针对外来移民的底薪及学历，
规定就业准证最低级别的Q1准证持有人（即熟练
工人和技师）的底薪，从2800元提高到3000元；
中等级别的P2准证持有人的底薪，从4000元上调
到4500元；最高级别的P1准证持有人的底薪维持
在8000元，不外也是另一种变相的最低工资，只
不过受惠的是从事白领工作的本地大专毕业生。
　　既然已经在局部领域做了，而且显然有必要
这么做，继续反对正式全面地订立最低工资，难
免让人感到疑惑不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
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办不好是一回
事，更糟糕的结果，是最后将导致“民无所措手
足”。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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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植物，让人心情愉悦；家若有植物人，心情天渊之
别。

　　临近新春之际接获坏消息，内心甚是难受。
　　姨丈中风现已处于植物人状态。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
后，家属接受医院的建议，“尽快”安排他住疗养院。
　　表哥多方询问，也尝试到彼岸实地了解柔佛疗养院情
况，尽管收费比本地低逾一半，但是服务素质让人不忍作出
“异地养老”的决定，最后安排他的父亲住在本地疗养院。
　　每个决定都会有代价——每月近3500元的费用由两个孩
子分摊。尽管两人都是PMET，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类别，但
是一旦家有植物人，对上得照顾父母，下得养育子女的夹心
层而言，他们面对的无期限支出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承受之
重。
　　植物人是一种状态（vegetative state），他们的大脑已
失去功能，但还有生命迹象，心还会跳。由于已失去意识，
他们的生命延续必须靠他人的照顾护理才能持续，因此照顾
植物人会比照顾一般病人困难得多。在医学上被判定为植物
人者再次甦醒的案例不常见，常见的往往是照顾者的窘境：
他们不堪负荷、身心俱疲、财务透支，甚至家无宁日。
　　姨丈苏醒的时机难测，但可预见的是子女们在精神及财
务上的重担势必加剧。扛着这看似无尽的责任，他们须学习
承受压力，改变生活方式，甚至战战兢兢地担心家中财富有
可能耗尽的一天。
　　论及植物人课题，难免想起2005年的“泰里事件”。
　　美国植物人泰里·斯基亚沃（Terri Schiavo）的生死问
题，涉及伦理、道德、人情、信仰、法律及政治层面，曾经
在美国引起广泛争议。
　　1990年泰里在家昏倒造成脑受损，从此成为植物人。15
年来，泰里经历了两次拔除维生管又接回的情况。究竟谁有
权利决定泰里的生死？拔管是放弃还是解脱？15年来，泰里
的双亲与丈夫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僵持不下，结果闹上法庭，
最后交由法官决定。
　　在此，我不想讨论泰里事件所引发的“应站在生命的哪
一边”或是“尊严与道德”的问题，事发当时已有诸多讨
论。然而，此事此际提醒我：是否了解遗嘱和持久授权书的
不同；预先医疗指示是怎样的一份文件。
　　此外，我也很好奇，当泰里成为植物人受照顾的15年
里，到底花费多少、由谁买单？网上资料显示：泰里获得社
区疗养院提供免费的照顾，估计年均费用逾8万美元。
　　泰里事件于2005年结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植物人的
存在并不分国籍，无论是外国或本地，家中有植物人，或是
家中有长期卧病在床的亲人，家属要走的肯定是一条艰辛道
路。
　　随着生活费及医疗成本增加，薪金涨幅远远追不上物
价，医药费课题近来更受关注，小市民的担心可以理解，因
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无人忍心让少数至亲受精
神折磨和承担大费用。
　　在本地，低收入及弱势家庭一般都会获得政府援助；但
处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一旦遇困境，当
事人及他们的家属是否受到足够关注，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接
下来必须进一步了解的课题。亲戚发生的事故更促我思考，
除了家属自助，他们到底能从社会获得多少支持的力量？
　　翻查资料发现，卫生部近期简化了中长期护理服务的支
付能力调查标准，它将原本把病人每名直系亲属收入都计算
在内的“家庭人均收入”，修改为只计算跟病人同住的家庭
成员收入，这是好消息，这意味着，政府会提供更大的财务
援助。
　　卫生部的宣布也指出，所有六家提供中期护理服务的社
区医院的病人都能获得津贴，收入再高的家庭也有20％的津
贴。这些改变确实能让一部分人受惠，不过存疑的是，对于
无法申请到入住社区医院的病人，他们是否也能受益，整个
申请津贴过程会耗时多久？
　　要了解本地的医疗制度及运作需要时间，阅读相关文件
更需要智慧，我已体会到表哥无奈沉重的心情，而照顾亲人
的过程，却只是刚刚开始……

（作者是本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兼早报星期天副编采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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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
原 谅

我。谢谢你。我
爱你。”
　　据知，在某
些疗养院里，社
工就是以这四句
话，帮助生命快
走到尽头的病患，回顾一
生，放下怨恨、遗憾与不
舍。然后，以一颗安然的
心，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上周末，我与许多修读
教育专业文凭的职前教师，
一同参与了国立教育学院举
办的Meranti工作坊。此工
作坊的宗旨，是让教师们反
思自身的专业角色，并掌握
一些培养学生的品格与公民
意识的方法。以上所引述的
话，便是我的小组辅导员的
开场白。
　　接着，他要求我们，轮流讲
述我们的成长故事。
　　开始时，许多同学都觉得别
扭，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好说
的，就是不敢坦露自己的内心。
不过，随着辅导员打头阵，与我
们分享自己坎坷的成长经历，气
氛趋于缓和。大家都开始卸下心
防，回忆自己的经历、体验，分
享心灵深处的喜与忧：
　　“我的母亲去世前，得了忧
郁症。我每天回到家，都饿肚
子，因为没人做饭给我吃。于
是，我开始学习如何煮菜，并由
此爱上了烹饪。”
　　“认识大家那么久，我一直
有个秘密没告诉你们：其实，我
一只眼的眼角膜曾经脱落。虽然
动了手术，但双眼的眼角膜都在
急速退化。我无法长时间对着电
脑屏幕，被迫放弃动漫设计的梦
想。我不说，是希望大家不要对
我有‘特殊’待遇。”
　　“一直以来，我都是个孤独
的孩子。父母长期在国外出差，
我和弟弟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交
流。但我一直很努力，学着去沟
通，甚至加入了爸妈的教会，好
跟他们有多一点时间相处。”
　　“母亲患癌十年间，我为了
使自己坚强，反而变得有点铁
石心肠。妈妈去世后，我一度
对自己感到非常懊恼，但我慢慢
学会了释怀，让妈妈活在我的心
中……”
　　说着说着，有人开始哽咽、
落泪。听着听着，大伙儿都深陷
彼此的分享之中。我的脑海，再
次浮现辅导员最开始提到的那四
句话：对不起。原谅我。谢谢
你。我爱你。这十二个字，很简
单，却承载了深邃的内涵。
　　对不起，是直视犯过的错
误，学着去反省，去忏悔。原谅
我，是一种宽恕，一种宽容，
学会抛弃怨恨，放下自责。谢谢
你，以感激之情，缅怀故人，珍
惜身边一切的人、事、物。我爱

你，以无私的慈
悲与付出，去拥
抱世人，拥抱世
界，从而也拥抱
自己。
　　放下负面的
情绪，转而以正
面的心态，学着

接受，学会坦然。人，也因
而获得勇气，在心灵的温暖
中，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辅导员接着问我们：许
多青年们的行为偏差，很多
时候是源于他们无法认清和
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面对
这群人，身为教师的我们，
能否用分享故事的方式，让
他们学会忏悔、宽恕、感激
和爱护自己与身边的人？
　　大家面面相觑，眼神交
流中透露出质疑与不确定。

　　辅导员估计早已猜到我们的
第一反应会是如何。于是，他播
放了一段名为“Children Full of 
Life”（《孩子，充满生命》）
的纪录片。内容讲述日本一位班
主任，每周让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写“生命日志”，记录他们生活
中发生的事情，并轮流向全班朗
读。有一次，一位男生的祖母去
世。他在丧礼后回校，与同学们
分享过去三天的经历。老师问全
班，有谁跟这位小男生有过同样
的经历，让他们站起来分享自己
的故事。镜头聚焦一位小女生。
女生说，她的爸爸去世时，她虽
然只有三岁，但却无法停止哭
泣。女生一直很想把这段过去跟
同学们分享，但鼓不起勇气。如
今，因小男孩的故事，获得了分
享内心伤痛的契机。影片的最
后，小女孩从家中带来了父亲身
前设计的花车绘图，微笑着把它
挂在班级布告栏上。
　　辅导员问我们：如果小四的
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引导下，把自
己的经历和过去毫无保留地与同
侪分享，那么，处于发育期的青
少年，能否做得到？当学生的生
理和心智日趋成熟，我们是否更
应该关注他们心灵深处所可能埋
藏的疑惑、迷茫和伤痛呢？
　　在提倡价值观的今天，我们
有一整套的理论模式和课程，
来支撑与指导情意、品格与国
民教育。但是，如何引领学生向
“内”看，在审视自我和分享人
生感悟的基础上，相互扶持，似
乎未成为焦点。也许，面对“生
命”这个深奥的课题，许多的师
长都和我一样，不知从何切入。
参与了这次工作坊，我想，至少
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起点。那就
是带着学生，在经验的省思中，
一同体会这四句话的深刻意义：
对不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
你。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电邮vocalxi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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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有人开始哽咽、落泪。听着听着，大伙儿
都深陷彼此的分享之中。我的脑海，再次浮现辅导员
最开始提到的那四句话：对不起。原谅我。谢谢你。
我爱你。这十二个字，很简单，却承载了深邃的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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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PI的奇
幻漂流》自

2 0 1 2 年 1 1 月 在
全球各地陆续上
映以来，它的气
势可说是越来越
大。除了影评几
乎一致叫好和获
得11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外，世界各地票房更是一
路长红。它的全世界票房
纪录至今已达4亿9000万
美元。换言之，这部以1亿
2000万美元制作的电影，
已经赚了3亿7000万美元。
身为这部作品的导演和制
作人之一的李安，三年多
来的辛劳终于换来这一轮
的名利双收。
　　《少年PI》叫好又叫座
的成绩，无疑是李安电影
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可是
这部作品的成功也再一次
向全世界展示，好莱坞如
何透过其商业电影之都的
优势，淋漓尽致地玩着全
球化的游戏而处处逢源，
以最少的成本赚取最大的
利润，并借此维持它近百
年的全球电影产业霸权。
　　好莱坞崛起的契机说起来有
些不可思议。它成功的部分原
因是建立在欧洲的两次人为灾难
上：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从
1895年至1914年，电影产业有
两个重镇，即美国和欧洲。除了
电影的发祥地法国有蓬勃发展的
电影产业外，英国、意大利、德
国及丹麦等地都展现了不同的电
影风貌。许多主流的电影类型从
纪录片、喜剧片、科幻片及恐怖
片等的源头，都是这个时代的欧
陆电影。
　　可是1914年的枪炮声打破
了欧洲人的电影梦，接下来的四
年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
炮声中，拍电影变得遥不可及。
反观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虽然
也在1917年加入战局，可是由
于主战场在欧洲，好莱坞不但得
以继续生产电影，还在以电影讲
故事的能力更上一层楼。电影史
上第一部故事长片《一个国家的
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就在这个时候于美国问世。此
外，由于欧陆电影断产，世界各
地的影院纷纷转向放映美国电
影，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
在短短几年内打下好莱坞全球电
影产业霸主的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
后，欧洲大陆的电影工业复苏，
并于上世纪20年代进入默片的
黄金期，先后出现以电影来呈现
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及超现实主
义等创作思潮的作品。欧陆电影
的多样性与好莱坞专注于以电影
说故事的做法，形成了强烈的对

比。可是随着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
爆发，欧洲电影
工业再度遭到重
创。好莱坞电影
的全球霸权就此
大势底定。它以
电影说故事的传

统在全世界的电影生产中
更成了唯一的主流。
　　好莱坞的成功自然不
是单单因为美国本土在近
150年来没有遭到长期的
战 火 袭 击 这 么 简 单 。 从
美 国 以 外 的 地 区 招 揽 台
前 幕 后 的 电 影 人 才 ， 是
另 一 个 让 它 始 终 能 够 不
断 吸 纳 他 人 专 长 以 壮 大
自 己 的 重 要 原 因 。 从 默
片 时 期 的 查 理 · 卓 别 林
（Charlie Chaplin）、弗
里茨·朗（Fritz Lang）、
有 声 片 时 期 的 刘 别 谦
（Ernst Lubitsch）、希治
阁（Alfred Hitchcock），
到 近 期 的 彼 得 · 杰 克 逊
（Peter Jackson）、吴
宇森和李安等，都是从不
同的国度招揽到的一时之
选。

　　这些从全世界流向好莱坞的
电影人才，有些水土不服，有些
风生水起。水土不服的，就回到
原产地继续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来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风生水
起的则留下继续以好莱坞的方式
为好莱坞效力。毕竟它有全世界
最健全的电影软硬体，包括完备
的全球电影发行网络，让它的创
作有机会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电
影院线准时上映。自1995年就
到好莱坞发展的李安毫无疑问地
属于风生水起这一卦。
　　实际上李安不仅成功地把自
已置身在好莱坞，更把好莱坞成
功地带到亚洲。《少年PI》的两
个主要拍摄地就在印度和台湾。
好莱坞会到亚洲自然不是仅仅因
为李安对亚洲情有独钟，经济考
量恐怕才是最根本。李安在一次
访问中就指出《少年PI》一片如
果是在美国拍摄，以它现有的预
算“肯定做不出来”。他更指出
台湾方面给予他的支援——“简
直是要什么给什么，常常还更
多”。
　　这才是好莱坞在世界各地进
行电影制作的真实原因：相对廉
价的专业电影工作者和技术及积
极配合的政府。好莱坞实际上是
以其电影中心的地位来榨取全球
的人力、物力及相关资源，以维
系其电影文化霸权。而叫好叫座
的《少年PI》正是这么一个全球
政治经济现象下的文化产物。

（作者现任新跃大学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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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教育部给校工加薪300元，环境局规定清
洁工人底薪1000元，不就是一种有实无名的最
低工资吗？（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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