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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記左勾拳護夫吸引住全球目光之前，
鄧文迪早已靠著豐富人脈成立一家電影

公司開拍《雪花秘扇》成為制片人，在上海
電影節上展露獨有光芒時，徹底征服世界，
贏得中國媒體廣泛關注。
　鄧文迪也因此開始在商界廣闊天空中飛
翔，雖然利用了丈夫梅鐸在電影行業的影響
力，但上述計劃卻沒有梅鐸的參與。　
　受詢及梅鐸如何支持她的事業時，鄧文
迪笑說︰“他在家帶好孩子是對我最大的支
持。”
　說到自己曲折而極富爭議的過去，她說：
“我天生就熱愛商業，與此有關的每件事我
都會認真去做！”
　雖然已貴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權力
的闊太，但依然不能滿足她的野心。鄧文迪
為達成自己的理想，每一步都精心准備。

勇闖商界

　于1968年在中國山東出生后隨父母遷往
廣州，鄧文迪原本可像普通小孩那樣平靜生
活。但她努力讓自己更優秀，不僅學習能力
好，還是出色的排球員；16歲就考入了廣州
醫學院。
　但精明、愛冒險的她不滿足，更喜歡波譎
云詭的商業世界。而且接觸商界人士越多，
對商界女強人的身分越嚮往。
　20歲出頭鄧文迪就對自己的人生做了大膽
安排，不放過任何機會。1988年，結識一對
美國夫婦后，順利拿到留學簽証前住美國。

　

為了維持生計，學習忙碌還得去餐館洗盤
子，即便生活艱辛，她從不埋怨。因為只要
盡力去做，不管好不好，將來都不后悔。
　也正是這種想法使鄧文迪的人生曲線不斷
變幻，卻總能向上伸展。
　嫁給世界傳媒大亨梅鐸，但比較惊人財
富，鄧文迪更嘆服于丈夫在傳媒界呼風喚雨
的魄力，這也是她的理想。
　她不甘心做個家庭主婦，反而為自己在
商界的出擊默默準備。努力拓展社交圈和人
脈，把政商界人士都納入好友圈，並和硅谷
的風險資本家保持良好關係。
　經過周密的人生規劃和異于常人的進取
心，這位擅長抓住時機出擊的“虎媽”，終
于實現當女強人的夢想。

雖然自然就是美，女性略施脂粉妝容
已成為一種尊重，如果內衣是女人

的第二層肌膚，化妝品就儼如女性的另
一張臉。
　早在1988年，美國即有調查顯示，女
性若流落荒島，除了食物和水，化妝品
將是第三樣希望帶上島的物品。

　翻開化妝保養品的歷史，此女士專
用的產品，卻早在男強女弱的傳統社會
中，由男人主導開發，扮演著為女人打
造另一臉的角色。
　女人，在這些男人眼中，皆是優雅和
美麗的象徵，迎合女性的需求是“做女
人生意”的關鍵。

女性消費力不容
忽視，但雀巢

（NESTLE，4707，
主要板消費）仍不忘
男性消費群，以達至
“男女平等”消費趨
勢。
　該公司咖啡及飲
料高級品牌經理克里
斯多夫維斯回應《中
國報》提問時指出，
越來越多女性戀上咖
啡香，但國內仍是男
女咖啡消費者各佔一
半。
　“新推出的雀巢咖
啡Dolce Gusto咖啡
機主攻家庭與企業市
場，雖說女性消費崛
起，但買咖啡機卻是
2個人（家庭）的事，
所以我們也得平衡男
性消費市場。”
　雀巢咖啡D o l c e  
Gusto咖啡機自10月1
日起開始在本地各大

“
經歷一段失敗的婚姻，不代
表人生就此變得不完整，可

能就因為所經歷的失敗，而圓滿了
妳的人生。”
　15年前為愛從香港遠走大馬的Personal Growth 
Centre創辦人兼心靈成長工作者鄭心文（Tarhela 
Amanda），經歷波折、挑戰及背叛，從而了解人生
是一個尋找“自己”的過程。
　她深刻體會到：“愛的世界中，我們並非服務別
人，而是服務自己。”

　將長髮剪短、用低潮期腦海曾浮現的“Tarhela”
作名字，為自己成功跨越低潮期，留下鼓勵自己的印
記。

　一個遠從香港嫁到大馬的女人，從經歷離鄉背井、到開
始一段婚姻、到離婚、然后遭朋友背叛，再到今日單親媽
媽的角色，這過程一點都不愉快。
　以上每一種經歷都讓她痛徹心扉，但原來這些痛及過程
在她生命中都是必需的，否則她不會成長，從中認識自己
及懂得愛自己。
　現今時代，在男女角色無法平衡下，離婚成了普遍的現
象。

生命中4個男人

　鄭心文說，身為一名新時代女性，在面對婚姻失敗時，
內心必定很掙扎，若再背負單親媽媽的角色，面對的挑戰
或許更大。
　“但其實經歷一段失敗的婚姻，並不代表妳的人生就此
變得不完整，或許就因為所經歷的這些失敗，而圓滿了妳
的人生。”
　她說，人只要能接受生命中大小的失敗，就是邁向成功
人生的起步，最終將發現重新站起來並沒有想像中難，因
為圓滿人生本就應該包括酸甜苦辣，不可能一輩子只選擇
吃甜品。

　“離婚只是夫妻無法一起生活，但對孩子的愛不代表
會減少，儘管不住在一起，前夫及我都很疼愛孩子，分開
后還會相約一起陪孩子旅行，曾有位來自完整家庭的青少
年，對我說他很羡慕我的孩子。”
　她指出，作為新時代的母親，提供一個安全及有愛的環
境給孩子是必需的，但須讓孩子有自由發展空間，並讓他
們有勇氣成為真正的自己，謹記每個孩子都是獨立個體，
並不屬于任何人，包括父母。
　鄭心文在接受《中國報》專訪時說，在她生命中有4個
男人是她特別想說謝謝，即父親鄭建章，謝謝他用了這種
方式磨練她堅毅的精神；前夫林友合，讓她學會如何真正
去愛；伯樂明天美食中心負責人傑克，鼓勵她朝心靈成長
這條路發展，及孩子林柏陶，謝謝他陪伴在她身邊一同成
長。

很多人對心靈成長概念很模糊，覺得很抽象且深奧
難懂，認為那是哲學家才能理解的智慧，但心靈成

長其實是很簡單且基本的事情，並沒有我們所認為的複
雜。
　鄭心文在心靈成長領域中已有10多年時間，未真正
投入及創辦心靈成長中心前，她在香港是一名心肺專科
護士，從中發現每種疾病背后，其實都是心靈的一種投
射。
　舉例患有心臟病的人，都是因為人生涉及愛與寬恕的
課題；患有皮膚敏感的人，都是對世界、對人、對自己
的生命，充滿恐懼的人；何謂過敏，簡單來說就是對恐
懼敏感。
　“發生在孩子身上的疾病，如慣性傷風感冒的小孩，
父母一定是有很多壓抑的情緒，影響自己也影響自己的
孩子，因為孩子就像海棉，這種負面的能量，很容易被
小孩吸收。”
　因此，在設立心靈成長中心的8年里，她不斷引進海外
許多知名醫生，舉辦相關心靈成長治療的工作坊。
　她進一步解釋說，剛開始想在大馬扎根，將這些訊息
的種子散播或許不容易。
　但她了解到人的身體會產生毛病，要治療的除了是外
在看見的病痛，最重要的還是內在的心靈問題，甘心冒
著虧損風險，也堅持做認為對的事情。
　因為堅持及拓荒的勇氣，終成功帶動大馬這
類新時代思想（New Age）的行業，糾正人
們的舊有觀念及教育人們認真看待
自己身、心、靈的平衡。

自小在父親嚴厲管教之下成長，無
論做什么都不獲父親認同，未開

聲已被勒令收聲，總覺得自己做什
么都很差勁，童年時期對自我的

價值近乎零。
　她認為若從另一角度

想，如果自小父親不
曾用這種方式管

教，相信她今
天也就無

法 在

異地生活超過15年。
　人若要真正建立起對自我
的信任，人生中就必須有這
樣一個人，從不討好你，尤

其打擊你的自信心，在被摧毀得支離破
碎后，你學會拼湊回一個完整及真正的
自己。
　這種磨練超越很多所謂用錢建立起來
的假自信及害怕失去的恐懼。
　舉例很多香港人破產后，就失去了活
下去的勇氣選擇燒炭自毀。沒想到人在
沒有錢及物質支持下，原來是可以完全
看不見自我存在的價值。
　靠物質建立起來的都是一種假自信，
如果一個人要學會真正自我肯定，就會

找一對不停否定自己的父母，令他
達到他自設成長的課題。

因失敗人生才圓滿

◆Christian Dior

時裝香水女人二精髓

時裝 和 香 水 ， 是 國 際 著 名 時 裝 品 牌
Christian Dior的精髓；“Dior”這個

字在法語中更是代表了“上帝”和“金”
的組合。
　 在 創 辦 人 克 里 斯 蒂 安 迪 奧
（Christian Dior）眼中，唯有

結合時裝和香水這兩項精髓后，才能讓女人風情
萬種。
　迪奧在1905年出生于法國諾曼第富裕之家， 對 藝
術、時尚和服裝設計充滿熱誠，家族期望阻擋 不了他對
時裝的愛好。
　畢業后，因緣際會再度接觸並展現了服 裝 設 計 天
才，雖沒學過裁剪縫紉，卻對裁剪概念了 然 在 胸 ，
對比例的感覺極為敏銳，並創立Christian Dior。
　迪奧認為，每一位女性都散發出朦朧誘人 的雅性，香
水是女人不可或缺的輔助品，只有香水才能 點綴所設
計的服裝，結合兩項物品才能讓女人風情萬 種。

◆克蘭詩（CLARINS）

讓女人更美畢生職志

法國克蘭詩公司有句廣告宣傳語：聆聽女人、
了解女人、更喜歡女人。

　曾有媒體形容其創辦人賈克古登克蘭詩
（Jacques Courtin Clarins）以“讓女人更
美”做為畢生職志，並且是個真正懂得傾聽女人
的法國男人。

　賈克古登的志願是當個醫生，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醫學院課
程中斷，直至戰爭結束后才成為

專門診治脊椎病痛的醫生。
　在擔任脊椎病痛醫生期間，
賈克古登的病人以女性為主，
上，深深體會到女人與肌膚間

　除了身體病 痛，大部份女病人並不
滿意自己的 肌膚狀況。
　他因此運 用了本身在醫學上鑽
研的心得， 在那個很少專業美
容護膚中 心的年代，成立了
首家美顏 身體護膚中心。
　賈克古 登以按摩精油和
排 水 油 起家，由于產品
受歡迎而 大量發行，因傾
聽女性需 求屹立至今。

◆蘭蔻（LANCOME）

女人如玫瑰千嬌百媚

對蘭蔻品牌創辦人阿曼德珀蒂（Arma n d  
Petitjean）來說，女人就像是他最熱愛的

玫瑰，各有姿態及特色。
　阿曼德珀蒂對玫瑰的熱愛，從他位于巴黎近郊

的莊園中可見一斑，莊園中種滿了各式各樣的玫瑰，美景盡收眼
帘。
　這位受譽為“20世紀奢華香水之父”的大師，是個香料和化妝品
專家；他將女性譽為本身最愛的玫瑰，因此更願意將畢生精力予個
人品牌，為女性送上最美麗的禮物。
　蘭蔻1935年在法國誕生，那個年代的化妝品市場是美國品牌的天
下，阿曼德珀蒂因此立志，要讓女性滿意並讓法國品牌衝出重圍。
　因此，他以法國中部盧瓦卡河畔的LANCOSME城堡為名，用典
型法式長音符號取代城堡名中的“S”字，打造現在聞名國際的
LANCOME。
　作為一個女性使用的化妝品品牌，該品牌更希望與女性朋友同
行，以傾聽女性朋友意見、理解和尊重不同需求為己任。

報導:
葉愛雲

鄭心文

物質建立假自信自我肯定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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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鐸支持下（左），鄧文迪勇敢追■在梅鐸支持下（左），鄧文迪勇敢追
求目標，野心不止于富太而是商界女強
人。

男女戀上咖啡香

雀巢推出巧型咖啡機

灰姑娘大膽追夢不後悔灰姑娘大膽追夢不後悔

■在梅鐸支持下（左），鄧文迪勇敢追■在梅鐸支持下（左），鄧文迪勇敢追

整理:
伍詠敏

報導:
張潔瑩

◆莎莎國際（SASA）

取悅女人拼美麗事業

香港 化 妝 品 零 售 集 團 莎 莎 國 際
（SASA），從小舖子發展成全球200

多家零售店的品牌，創辦人郭少明一路走
來，痛並快樂著。
　他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專訪時指
出，30多年前，一個男人站在檔口賣化妝

品，是很奇怪的事，可能會給人說閒話。
　“太太每次都叫我躲在櫃檯下面，不要出來妨礙生意，我
就躲在下面偷偷聽她怎么賣化妝品，聽久了也曉得一些知識
和竅門。”
　后來門面顧客慢慢多起來，太太就讓郭少明出來幫忙，這
個男人就這么對女人美麗事業產生興趣。
　女顧客看到年輕的郭少明，反而問他：“你是男人，應該
懂男人喜歡女人怎樣打扮”，讓他更有自信心面對客戶。　
　“以前50多歲女人較少化妝，現在六七十歲女人還愛化
妝，這個行業前景樂觀。”
　郭少明專注與投入去做一件事，享受讓女人開心的樂趣，
對行業不生疏，知道自己賣什么東西，貨品是否吸引人才是
關鍵。也因為這樣的精神，郭少明一個堂堂男子漢，用了33
年時間，讓“莎莎”這個化妝零售品牌從香港紅出海外。

在
西亞，每個女人身上都
飄著濃濃的香水味，

孰不知她們10天內用完一
瓶香水是非常正常的事。
　來自西亞的Ajmal香水通
訊經理賽祖貝爾指出，本
地旅遊市場大，客戶多元
化，加上愛打扮也成為
男性趨勢，潛能無限。

下期預告

報導:
林苡欣

■鄭心文從所經歷
的波折、挑戰及背
叛中，體會到人生
是一個尋找“自
己”的過程。 ■鄭心文受邀到上海教課的情景。

病痛從心而發治療從心開始

速
伯瑪（SUPERMX）執
行董事陳美玉無論

在面對人事糾紛、事業挑
戰，就連扮美心得也秉持
順其自然不強求態度。
　將“四正”的個人理
念貫徹始終，即心正、
身正、言正、行正，
自然一切問心無愧，

也能豁然面對一切
挑戰。

下週粉紅社見

■鄭心文與前
夫分開后，仍會
相約一起帶孩子去
旅行，雙方給予孩
子的愛依然是完

整的。

■

雀
巢
推
出
新
款
咖
啡
機
�
克
里
斯
多
夫
維

斯
認
為
�
亮
紅
色
更
適
合
女
性
市
場
�

打造女人另張臉的男人

超市上架，目前僅有
2種款式在國內販售，
他透露，用色方面包
括亮紅色，更為適合
女性市場。
　“這種意大利式咖
啡機非常方便，可讓

咖啡愛好者，依據自
己喜好，選擇重口味
或是多奶咖啡，不論
男性或女性，都可親
手泡咖啡，無需假手
于人。”
　克里斯多夫維斯

說，雀巢咖啡眼下將
著重品牌行銷，先讓
大馬市場趨向家庭式
咖啡，未來則致力攻
佔女性市場。
　“在歐洲，這種
家庭式咖啡機已非常
普遍，約達90%的家
庭，都有一台這樣的
咖啡機，但在本地才
剛起步，市場潛能無
限。”

Sunway Giza Empire Shopping Gallery Hartamas Shopping Centre Tropicana City Mall

AEON Bukit Tinggi Shopping Centre Wangsa Walk Mall One Utama Suria Sabah (Open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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