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當天，蕭炯柱到港台
跟梁陳智明、何重恩一起為節目

《繽紛旅程》錄音，之後就專心為翌日
舉行的青年音樂會作最後準備。音樂會只演
出一晚，可是花的時間心機的確不少， 「百
多個樂團成員在台上演奏 20分鐘，之前起碼
花上 6個月排練。我的工作就是指揮，把 3個
來自港九新界的樂團成員組織在一起」 。提
起音樂會的點滴，平日說話淡定、當年在政
府中官威十足的蕭公子也顯得有點 「肉
緊」 。 「肉緊」 ，因為音樂幾乎是他的第二
生命。

落手落腳成立基金
退休高官做慈善義工常有所聞，可像前規

劃環境地政局長蕭炯柱這般落手落腳、瞓身
演出的，卻沒有多少個。從零開始，招募學
生、教授樂器、籌組樂團、籌款、聘請老
師、安排演出、到外地交流，甚至親自擔任
樂團指揮。他逢周二、五、六分別到紅磡、
柴灣與天水圍排練，周六更是密集式訓練，
從早上九時一直排練至晚上九時。 「長時間
集中精神容易累，有時甚至練得渾身是汗，
不過我還應付得來，飲啖水轉頭再嚟過。」

68歲的蕭炯柱看上去精神飽滿，除了近年
新增的幾條 「電車軌」 與偷偷長出來的白
髮，容貌看上去跟數年前相差不遠。 「可身
體確是差了一點，聽覺差了，對音樂的敏感

度與反應亦不及從前。」 樂團工作應付得了
嗎？ 「這把年紀唯有做得幾多得幾多。」

滿足演出「酬勞」
每星期要驅車到香港東、九龍西、新界北

排練，確是很累，但能見證笨拙小手幾經辛
苦練習後，能夠流暢奏出樂曲，單是這麼的
一點點，就足以叫他覺得值回票價： 「有個
五年級小孩每周六從鴨脷洲花兩小時到天水
圍參加排練，既然他做到，為何我不可
以？」 一直義務工作的他，最期待是演出後
獲得的 「酬勞」 —— 「感覺是： 『我做到
了，我與學生一起完成了！』 那滿足感什麼
也比不上。」

不介意捨棄「第二最愛」
蕭炯柱可以像其他高官般逍遙快活打 golf

去，但他2009年成立青年音樂訓練基金，關
於基金事無大小，都扛上變成自己的責任。
他的確沒想到基金工作如此困身，連第二最
愛的高爾夫球與旅遊都不得不因應減少，
「如果沒有成立基金，我應該會經常打golf，

常出外旅遊，到意大利、雲南聽音樂會，生
活很好玩」 。

設立基金前，他每星期打三次高爾夫球，
現時每周最多打一次；旅遊亦大大減少，以
前一年去三次，現在要擠出時間才能出外旅
遊，而且每年只能去一次。退休生活不再逍
遙，他卻不介意， 「生活出現很多改變，要
作出抉擇，可是人生本來就是充滿抉擇」 。

「得家中貓咪開心就快樂」
雖說責任，蕭炯柱倒也形容得玄妙： 「我

想基金是緣分帶來的責任。有時緣分真會令
人不寒而慄，怎想到冥冥中會有這樣的安
排，我也不明白，但會好好珍惜。」 最初他
應辦學團體邀請辦樂團，成立基金並開設樂
器班。後來他發覺學生十多歲才開始學習樂
器有難度，而且參與的大多是基層學生，故
調節教學宗旨，由教音樂，變成以音樂培養
青少年品德為首要目標，音樂反為其次。

接受正統小提琴與指揮訓練的他，不強求
學生達到專業水平，只希望順其自然，同學
們快樂學習。而現階段，快樂對蕭炯柱而
言，也是簡單得近乎卑微的事： 「每天能夠
得家中五隻貓咪開心就是快樂，那可不容
易啊！」

退休11年來，面前的路愈走愈順，按他的
說法是 「不要想太多，有石頭就踏上去，喜
歡就試試看」 。聽來冒險，但68歲仍有勇氣
與精力冒險，已經可以肯定這是趟精彩的冒
險旅程。

蕭炯柱

直擊表演

電台分享

mingpaohealth.com/elderly.htm

低脂津白卷助減磅

文：顏燕雯 圖：林俊源老友記食譜

我們請來營養師為長
者設計多款餐單，從健
康角度出發，適合咀嚼
能力及健康狀况良好的
長者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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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師的話：
食材屬於低脂素菜，適

合體重超標之長者進食。以
上每一人分量包括熱量 35
千卡、蛋白質3克、脂肪0.5
克、碳水化合物6.7克及鈉

168毫克。

食譜提供：
身心營養顧問

註冊營養師丁秀雯

想更了解蕭炯柱的
退休生活，可於下周
一（7月8日）晚上，
收聽由梁陳智明及何
重恩主持的《繽紛旅
程》（圖），感受蕭
炯柱的音樂人生。
時間：逢周一晚上

7:00至8:00
內容：梁陳智明與何重恩，跟各界退休名人分享退休後的精

彩生活
頻道：香港電台第五台，港台網站（radio5.rthk.hk）同步播

出及提供節目重溫

材料（2人分量）：

天津大白菜葉 8片
冬菇 3隻
紅蘿蔔 1両

雞髀菇 1.5両
上湯 1/4杯
胡椒粉 3/4茶匙

製法：

1. 雞髀菇用手撕碎
成肉絲狀，冬菇及紅
蘿蔔切成幼條

2. 天津大白菜葉以滾水汆水，
盛起瀝乾

3. 冬菇絲、紅蘿蔔條及雞髀菇
絲作餡，分成8等份，每一
份放在津白的末端，用津白
將餡捲起成錢包狀。重複步
驟至捲起所有津白，放在碟

上，大火
蒸8至10分鐘

4. 將1/4杯上湯及1/2杯水在
鑊中煮滾，加入胡椒粉煮
勻，淋入碟中即成

剛柔領奏
揮出中西合璧

剛過去的周五，蕭炯柱與百多名樂團成員，於天
水圍的伯裘書院舉行新界西北區管弦樂團音樂會。
音樂會晚上舉行，蕭炯柱下午 3時多已到場，與太
太、樂團其他指揮、校長及一眾老師為音樂會作最
後準備。記者黃昏到場，只見這名基金創辦人兼主
席，忙個不停的打點一切，站在指揮導師身後，細
心留意每個樂團成員的綵排表現，更不時 「肉緊」
的提醒同學。

「把中樂與管弦樂放在一起，沒多少人夠膽這樣
做，一會兒你便看到效果怎樣！」 開場前，他叮囑
記者細心欣賞。那一場他擔任指揮，約 20分鐘的演
奏，蕭炯柱或柔或剛，時而充滿激情，時而溫柔若
絲，帶領同學演出《漁鄉組曲》。表演過後，蕭炯
柱告訴記者： 「三星期後我們又再出發，將會到新
加坡演出啊。」 說時臉上流露訪問過程中從沒出現
過的喜悅笑容，也許這就是音樂帶給他的最大 「酬
勞」 。

蕭炯柱由2009年開
始成立青年音樂訓練
基金，至今已成立了
3 個樂團，包括新界
西北區管弦樂團、青
年音樂訓練基金民族
樂團與東區青年民族
樂團，加上樂器班同
學，成員近 200 名，
年齡介乎 7至 20歲。
由於為慈善性質，基
金資助大部分同學的學費，每月學費只需$200，至於出外
交流則由基金資助八成費用。現時基金樂團分佈天水圍、
柴灣與紅磡，與地區學校合作招生，暫不作公開招生。
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網址：www.hkmoy.com
查詢：3487 6880

樂團宗旨

下周一訴說音樂人生

落力參與
◀從招攬學生、與家
長見面、籌款、教樂
器，至組織樂團，蕭
炯柱一一落力參與。
至演出一刻，他才能
稍為放鬆，好好享受
這些音樂帶給他的
「酬勞」 。

資助青年音樂培訓

原以為音樂是蕭炯柱的下半場，他卻斬

釘截鐵的糾正記者： 「我從沒離開過音

樂。」4年前，緣分令當年已屆64歲的他

一手成立青年音樂訓練基金 ，為本來平

淡的退休生活，添上許多意想不到的驚

喜，他這樣總結： 「緣分有時真令人不寒

而慄，真係點諗到條路會咁行！這把年

紀，唯有見步行步。」
文：張艾渟 圖：林俊源、黃志東

驚喜音樂路
指揮

炯炯有神
蕭炯柱回想5歲人仔初次做指揮，全因幼稚園老
師看中他眼睛夠大。現時68歲的他仍然眼仔碌
碌，談到音樂雙眼更是充滿光芒。

調校音色
演出前，蕭炯柱不忘替學生調校樂器音色。

出外交流
完成音樂會後，樂團將於本月中出
發到新加坡交流。

全神貫注 看過蕭炯柱全神貫注的指揮演出，不難明白他這句話： 「如果沒有音樂，我的人生將會完全不一樣。」

太太支持
蕭太（左）當晚亦有參與演出，負責鍵琴，

她亦是基金另一靈魂人物，全力支持丈夫。

飲食
英文

骨氣格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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