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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途而廢」是我們俗世凡人常犯的毛病。半途而廢則一事無成。又有
一句「前功盡廢」，可見，做人做事最重要的是始終如一。高僧的寓意更
是深刻，修行更加不能「半途而廢」，如果只在半途中，離悟道很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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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非常優美的詩，意境甚深。先說瓊花：葉柔而瑩澤，花色微黃而有香，舊揚州后
土祠有瓊花一株，相傳為唐人所植，宋淳熙以後，多聚八仙（八仙花）接木移植，為稀有珍
異植物，古以洛陽、揚州所產最佳，李白詩云：「西門秦氏女，秀色如瓊花。」據《花鏡》
書所指：昔日瓊花至元時已朽，後人遂將八仙花補之，亦八仙之幸也。故此，今日我們都
說：瓊花猶如瓊樓玉宇一樣，已經失去了。詩中以瓊花比喻雪花，高僧眼中，天地一切皆
美，即使平凡的雪花亦是奇珍。但更深的含意卻在最後一句：「奈緣猶在半途間。」

趙素仲作品——

宋代高僧白雲守端（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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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禪心（五十四）
母親目不識丁，但母親卻與書結下了不

解之緣。
讀初三那年一個寒冬日，細雨夾着嗖嗖

冷風一個勁地吹，母親披着外祖母留下的
那件舊羊皮襖，站在家門口癡情地張望
着；我驚詫：銀絲飄逸的母親莫非在盼望
遠房的親戚？待我回到溫暖的家裡，噴香
撲鼻的菜餚映入眼簾：八菜一湯。這是母
親拿手的家常菜；如此豐盛的晚餐分明是
過大年時才享用的。究竟為誰而備？正在
納悶間，門外傳來一個聲音：「大嫂子，
書給你送來了，問問你兒子還需要啥些
書」？循着倍感親切的話語母親把客人引
進的家門。「許老師！」我一眼認出來
了。這是我小學三年級時的班主任老師。
還是那一頭濃密的短髮，只有那雙慈祥的
眼睛更明澈了。當我從許老師手中接過
《當代中國歷史》、《當代中國歷史名詞
註釋》這兩本書時，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這一晚我失眠了。竟然至今都回憶不起當

時是如何送別許老師的，但記憶的熒屏上
卻清晰地鐫刻着母親為我借書這件事。
母親為我借書的謎團直至我讀高中後才

解開：原來為借這兩冊書，我曾寫過幾張
字條託高年級的幾位同鄉尋找過，但終未
如願。正是這張字條被母親洗衣時發現
了，精明的母親雖讀不懂紙條上的字，但
憑着她的直覺找到了許老師。據母親回
憶，為借這兩冊書，許老師專門去了一趟
相熟的同窗好友那裡才借到的。記得讀小
學三年級時期末一門功課只考了62分，
母親得知後甩出一句話：「62分就是不
及格。」母親的這句話至今在我心頭掂着
沉甸甸的。19歲高中畢業的那年秋天，
我擔任了一所中學初二的語文教師。赴教
前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母親喚來木匠，
專門打了一頂書櫥，把我學生時代的書籍
拾疊整齊後放進書櫥。恢復高考第三年，
母親還悄悄一個人來到教了20多年書的
舅舅家，讓舅舅挑選了兩麻袋書，母親星

夜兼程10多公里肩挑着趕回家。
歲月荏苒，參軍離家前，我把書清理了

一遍。對「文革」時期的書籍紥綑後放在
堂屋的一個角落，讓妹妹閒時賣給收廢
站。誰知到部隊後不久，妹妹來信講，母
親執拗不肯把書賣給收廢站，還罵妹妹：
「敗家貨，哥的書也敢賣。」父親曉之以
理，但無論誰的勸說，母親都不聽。至今
那些書還躺在鄉下老家的小屋裡。
母親有個愛好，幾乎每天都要看中央電

視台晚間的新聞聯播，不識字的母親看不
懂卻能聽得懂。妹妹調侃問母親：「能看
懂嗎？」「有啥勿懂咯」。母親悟性極
高，當年的播音員新秀李瑞英、羅京，老
將趙忠祥、杜憲她都報得上名字對得上
人，晚上看了新聞、白天還能給左鄰右舍
講新聞。母親不識字，卻愛書，這是事
實。常言道：知兒者莫過於母親。我的愛
書讀書之好也許是恩澤於母親有心栽下的
那片綠蔭。

田炳信先生的靈意畫，陡然間，火啦！
凡閱讀者，不分男女老幼，愛不忍釋。鑒賞之餘，
多半還都能環肥燕瘦，評頭論足。更有精明的商家憑
藉敏銳嗅覺，捷足先登，將靈意畫應用於自家產品。
普通的產品包裝，如茶、酒、杯、壺；講究的工藝製
品，如水晶、緙絲、紫砂、黑陶；纖秀的帶藝術範兒
的，如篆刻、剪紙、服飾；張揚着顯現於天地之間
的，如船帆、熱氣球、室外雕塑；還有彰顯陽剛之氣
和尚武精神的，如拳王散打比賽用的戰袍披肩、以及
戰車、坦克、作戰飛機的外觀設計。凡此種種，不一
而足。最不可思議的，有妙齡女子，着牛仔超短褲，
將靈意畫圖案刺青刻在大腿根部外側。商場逛逛、大
街遛遛、T台走走，有意無意間，蓮步輕挪，靈光閃
動。能不吸引眼球？
單純就繪畫藝術作品而言，如此廣泛地引起欣賞受
眾的注意和稱奇，如此廣泛地被琢磨被猜測被解讀，
如此廣泛地應用於各門類藝術或實用產品，古往今
來，鮮有。何以至此？靈意畫究竟有什麼魔力和奧
秘？筆者以為，靈意畫的精髓，靈意畫的核心價值，
靈意畫的全部意義，其實不在於畫，也不在於意，而
在於：靈！
芝麻，開門！
靈意畫旨向回歸。回歸，不是說借古諷今，更不是
崇尚復古。回歸說的是正本清源，說的是傳承。靈意
畫大量運用遠古先民的意象去結構創作，讀者能夠辨
識出天空大地、日月星辰、花草樹木、飛禽走獸、狩
獵勞作。進化了億萬年，人還是人，接受陽光照射，
眺望星空，在地球引力作用下求生存，自然形態並無
根本改變。靈意畫還有很多非具象圖形結構，為我們
的常識所不能確指，但無一例外地，都散發着既神秘
又似曾相識的古色古香。有專家學者，盡畢生專業功
力，從知識層面分析比較、定義解讀，對廣大讀者理
解靈意畫作品大有幫助。但更多的讀者，卻是直接感
知，天然接受。喜歡嗎？喜歡。為什麼喜歡？說不
清。這樣的對話常見而有趣，卻無意中接近了真相。
今月曾經照古人。祈願祖先庇佑，這一簡單而樸素
的情感放到哪裡總不會錯。靈意畫繞開軀殼，直接作
用於血液，喚醒沉睡了千年萬年的基因密碼，引導我
們直面人生：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如何存
在？我們到哪裡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靈意畫中的
人，是作為類存在的。這一點，與世界各地先後發現
的古文明遺存岩畫相通。縱觀世界歷史，文藝復興以
來，個人或個性從各個方面得以張揚，尤其表現在藝
術領域。幾百年過去，顯現個性的藝術作品層出不
窮，有的甚至推向了極致，幾近純粹。這本無不可。
但個性如果不能引起大眾的共鳴，不能顯現人作為類
的特質特徵，終究也就是個性而已。

因為人畢竟是首先作為自然界生物物種的一個類別
存在的。對於自然界、對於地球（或許還有別的星
球）上的生物物種，人類是一個群，是一個整體。如
何面對自然界，如何與其他物種相處，如何整體生
存，是人的問題。可是，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也並未妥
善解決。自靈長類的一支學會直立行走，到現在，路
漫漫其修遠，人類是否更加健碩、更加安全、更加舒
心、更加和睦，倘若先人問及，今人怕是羞愧難言。
追思遠古，回歸本源，從人類的共性和整體性出

發，靈意畫的視界，高屋建瓴，不僅觀今鑒古，還很
有前瞻性呢。
靈意畫旨向路徑。大凡欣賞畫作，人們不外乎從兩

個方面去看：畫的是什麼（內容），以及怎麼做到的
（形式）。按照經典科班標準，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
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內容上，從某個切入點着手，折
射或者反映了時代精神。形式上，使用的材料工具較
之前人有所突破，或者在使用材料工具（畫法）上有
所創新。遵循這個標準其實並不容易，因而只要較之
前人有哪怕一丁點進步，有一絲與眾不同，就足以津
津樂道。靈意畫可不是這麼回事。
雖然貌似繪畫（點、線、面組成圖像結構），也使

用材料（白卡紙）和工具（硬筆），但完全不能用傳
統美術的經典標準衡量。靈意畫是一個另類，是一種
獨一無二的新型，是特殊大腦構成特殊思維運行特殊
人生經歷的複合結晶。靈意畫大約不能授受相傳，因
為震撼、靈動、炫目、衝擊等等觀賞效果，都來自於
圖像的異乎常人認知能力的結構。它更接近箴言隱
語，更接近圖騰或符號，具有濃烈的象徵意味。
靈意畫並無定規，也沒有可以重複運用直到完全指代

作者的主題圖像（比如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而
所謂的筆法、技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至於載體，更
是應用寬泛。這麼說吧，無論大小，無論什麼材質，只
要有面，靈意畫都能附着其上，熠熠生輝。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單幅靈意畫作品是不起名字

的，連常見的無題或作品某某號的名稱都沒有，不給
答案和結論。但不少作品會蓋上一方「中不中」的篆
刻閒章的落款。「中不中」作為靈意畫的點睛之筆，
揭示了一種客觀既有存在，開啟了認知外界的思考路
徑。長期以來，有很多關於中或者不中的結論，基本
可以視為瞎掰胡扯；長期以來，如果不是中那便一定
是不中的思維推理，無異於盲人瞎馬；長期以來，自
然界和社會中存在着大量 「中不中」的狀態，世人
都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靈意畫的啟迪，真是振聾
發聵、指點迷津啊！靈意畫的路徑方法功效，既影響
人們認知，也影響人們行為。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
商家才不約而同，紛紛使用靈意畫圖案：這些個叫中
不中的玩藝兒，沒準有戲，沒準靈。

靈意畫旨向感性思辨。嚴格說來，感性思辨並不是
一個準確的表述。因為按照傳統解讀，既稱感性，就
無關乎思辨；既稱思辨，就一定理性。但是，雖然吾
愛吾師，可現實世界活生生血淋淋，豈是書本定義所
能囊括殆盡？毫無疑問，靈意畫是感性的，給我們帶
來勁爆的視覺衝擊。同樣毫無疑問，靈意畫也是思辨
的，用作者炳信先生的原話，就是遛腦所得。靈意畫
展現的圖像，被喜愛者稱之為意象、心象、靈象，無
不與思辨關聯。或者說，唯其思辨，才獲得廣大讀者
的共鳴，才激發讀者的心靈感應。我們感覺到深邃，
感覺到崇高，感覺到遼闊，感覺到久遠，感覺到生命
甚至身體本身的熱愛（真想結識那位刺青女郎）。靈
意畫的圖像，無論多麼奇特乃至怪異，都是認真的；
靈意畫的隱喻，無論自嘲還是嫉俗，都是嚴肅的。腦
洞大開啊！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思辨（思且辨，意味
着接受和排斥）的一種狀態，或者說思辨的一個結
果，就是信。信，並非只指信仰，尤其不是只指宗教
信仰。信，就是相信，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一種思維
過程，是一種社會關係，是一種人生態度。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我們的父輩，我們的

子女，整整三代人，關於信，有太多的感喟、太多的
歎息，有太多的話要說乃至於無語。可是，因此就不
信？自古華山一條路，三代人的唯一路徑就是通向不
信？老子《道德經》有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不信的存在是有理由的，對於我們這上下三代人，尤
其有理由。但如果什麼都不信，會怎樣？
靈意畫的路徑通向思辨和智慧。它給我們啟示：不

加思考就接受謂之盲從；盲從於胡扯瞎掰謂之愚昧；
假傳聖旨，唯我獨尊，那叫裝逼；虔誠固可貴，被玩
弄欺騙更可悲。遛遛大腦吧，就能發現詩和遠方。從
這個意義上說，靈意畫是關於思想的學問，是思辨和
內心活動的圖繪，是提倡獨立思考、尋找智慧真諦的
努力。幾千幅靈意畫作品，結構古樸，線條流暢，圖
像光怪陸離，其實只講了一件事：遠古至今，獨立思
考，才能獲得靈性。信不信，由你！

有專家指出，持續焦慮許
是高智商的標誌；加拿大麥
克埃文大學心理學教授亞歷
山 大 ． 潘 尼 （Alexander
Penney）就各種話題採訪學
生，發現高智商學生容易感
到焦慮，煩惱俱為日常瑣
事；他說道：「事實上，他
們憂慮更多，憂慮亦更深，
如果某一消極的事情發生
了，他們就會比別人想得更
多。」
潘尼發現也許與語言智力

有關，即智商測試中以文字
遊戲形式測試，他認為，高
超的口才或更容易將焦慮變
成語言；但那未必是缺點，
他說，「也許他們比常人更
擅於解決問題，或可幫助他
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卓
越智商並不等同於明智決
策，在某些情況下，高智商
反而會令選擇更為愚蠢。
過去十年，多倫多大學應

用心理學教授基夫．史丹諾
維奇（Keith Stanovich）一
直設計理性測試，他發現公
正、無偏見的決策往往與高
智商無關；由於有「認知偏
見」（cognitive bias），即
在搜集信息時往往有特定選
擇，以此加強觀點；在爭辯
之時，更明智的做法乃將假
設擱置，但他發現，聰明人
做到此點的可能性，並不高
於只有平均水平智商的人。
在標準認知測試名列前茅

者可能會有「偏見盲點」
（bias blind spot），雖然他
們非常擅於批評他人的錯
誤，卻更難認清自身的缺
陷，此外他們更容易陷於
「賭徒謬誤」（gambler's
fallacy），即一枚硬幣落地
時，如果頭十次都是正面朝
上，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
面朝上，此一謬誤會引致滿

盤皆落索。
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傾向

於依賴直覺，而非理性思
考，可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
門薩（Mensa）會員相信超
自然現象，很多智商140的
人碌爆信用卡的機率為普通
人兩倍；史丹諾維奇發現社
會各個階層俱有偏見：「在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理性障
礙』現象——很多智商很高
的人仍會做出非理性的事
情，那些宣傳反對疫苗接
種、在網絡上傳播虛假信息
的人往往智商很高，而且受
過良好教育。」非常明顯的
是，聰明人亦可能為愚蠢的
想法所誤導。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心理學

教授伊戈爾．格勞斯曼恩
（Igor Grossmann）認為，
世人應將目光轉向一個古老
概念：「智慧」；他坦言，
「智慧此一概念很虛無縹
緲，但如果仔細分析智慧的
定義，智慧所指的是作出正
確而並無偏見的決策。」
在實驗中，他向志願者展

示一些社會困局——從世人
如何看待克里米亞戰爭，到
《華盛頓郵報》專欄「親愛
的艾比」（Dear Abby）中
所闡述的令人感同身受的危
機，在志願者交談的同時，
由心理學家組成一個專家小
組，會對志願者的推理及偏
見進行評判：他們的論點是
否全面，參選人是否能承認
自身知識的局限，也就是
「理智的謙遜」，他們是否
會忽略不符本人理論的重要
細節等等；結果獲得高分意
味着將來生活滿意度更高，
人際關係質量更好，焦慮及
重複思考則較少，那似乎為
典型傳統意識中所說的聰明
人，經常欠缺的素養。

■葉 輝

認知偏見與賭徒謬誤

母親與書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俞慧軍

■瀟湘客

學會不糾纏

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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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絲

信﹐則靈——從靈意畫的廣泛應用說起

詩情畫意

早餐店裡，看到一對戀人模樣的年輕
人，不知道為何突然爭吵起來，男生幾次
想要息事寧人，停嘴任由對方數落。女生
卻一直不依不饒，嘴裡始終喋喋不休，其
間幾次明顯提到了男生的痛處，於是眼看
將要平息的爭吵，又馬上激烈起來。男生
回了一句嘴後，女生惱羞成怒，把面前的
一碗粥潑到男生身上，男生也生氣了，伸
手扇了她一個耳光……
類似的場景生活中並不少見，很多紛爭

就是因為有一方控制不了情緒，糾纏不
休，最後令事態擴大，直至無可收拾的。
也經常有人用《增廣資文》的名句「忍一
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勸諭人
們克制性情，力求鎮定，避免情緒失控。
但是，怎樣才能「忍一時」或「退一
步」，是一個大問題。多年前有一支外國
球隊訪華，與國內球隊進行友誼賽，場上
兩位球員起了爭執。賽後，國外球員友好
地過來，想把自己的球衣送給在場上起爭
執的對手作為紀念，意為雙方把之前的不
快留在球場上，下了球場，大家還是朋
友。沒承想，國內球員接過球衣，往衣服
上面吐了一泡口水，然後丟在地上，用腳
不斷搓踩表示輕蔑。本來很和諧的場面，
瞬間就變得劍拔弩張，如果不是被工作人

員及時阻攔，雙方很可能就演變成為一場
群毆。
通常來說，遇事習慣糾纏不休的人，除

了性格偏狹，待人苛刻，也還因為文化、
見識有一定的欠缺，內心的小我與外部世
界較少形成交集，不知道自我之外還有他
人，他人之外還有社會，社會之外還有世
界。內心的自我膨脹久了，思維就很容易
受本能驅動，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為。
清代大學士湯金釗，道光朝曾任上書房

總師傅，為諸皇子的老師，位列三公，貴
極人臣。他有一次乘車經過京城宣武門大
街，街邊賣菜的一個老頭，菜筐被湯金釗
的馬車不慎碰到，筐裡的菜都傾翻在地。
老頭不認識湯金釗，揪着趕車的僕人的頭
髮，一邊毆打一邊用穢語辱罵，要他賠
償。湯金釗阻止老頭，說菜又不值多少
錢，賠給你就是，何必打人？老頭見他和
顏悅色，越發得意，讓他賠一貫錢。僕人
反駁說，菜只值幾文錢而已，你怎麼訛
人？老頭卻強詞奪理說，即使只值一文
錢，但誰讓你碰我的？說完又要上前打
人。
湯金釗身上正好沒帶錢，想讓老頭跟他

回家取，老頭卻怎麼也不肯，就是糾纏着
不讓走。恰好南城兵馬司指揮經過，聞知

大怒，要拘拿老頭回去嚴懲，老頭這才不
敢糾纏，趕緊賠罪認錯，拿了指揮代賠的
錢跑了。這段稗史就很生動地勾勒出了一
些喜歡糾纏不休的人，無法定位出自己的
位置，不懂得自尊自愛，也無法預知事情
的後果，就是由着性子一味胡攪蠻纏，打
滾撒潑。所以說，尊重常識和基本事實，
是做人的德性底線。
美國女詩人奧斯古德夫人長得很漂亮，

又有詩才，編輯魯弗斯．戈里斯沃德近水
樓台先得月，與她成為了情人。但著名詩
人愛倫坡也很欣賞奧斯古德夫人，曾寫詩
公然表達對她的愛慕，戈里斯沃德因此對
愛倫坡恨之入骨。這種恨一直保持到愛倫
坡去世，戈里斯沃德仍然糾纏不休，寫了
一本傳記詆毀愛倫坡吸毒、酗酒、欺騙讀
者……雖然說，競爭是社會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元素，不管是事業上，或者愛情上的
競爭，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
一個理性的人必須懂得，人不是只為了競
爭而生存，不要把競爭對手，或者他人對
自己的批評及觀點上的反駁，當成是一種
冒犯，或視為情感上的傷害，由此糾纏不
休。只有懂得了自律與矜持，以一顆平常
心去看待及接納身邊的世界，就能真正做
到一念放下，萬般自在。

浮城誌

豆棚閒話

女兒放學回家，母親望見她面帶怒容，正
想開口關心她之際，其嘴角已勉強地掀起，
擠出笑容。她輕輕地拋下一句「我回來
了」，隨即飛快走進房間。母親全然不知女
兒在學校發生了何事，只好繼續準備晚餐，
待她的怒氣褪去，才嘗試細問原委。可是，
晚飯之時，女兒異常沉默，明顯心情尚未復
原。飯後，女兒幫忙收拾好桌子，即悄悄在
沙發坐下。母親走入廚房洗碗筷，一會兒
後，回到廳中，見到女兒呆望電視，心不在
焉。忽然，母親瞥見放在廳內的一個氣球，
她靈機一動，徐徐在女兒身旁坐下。
「你沒事嗎？」母親親切地問。
「沒……沒事。」女兒強行淺笑。
「還記得那個氣球嗎？」母親指向氣球。
「記得，昨天和你一起逛街時，免費派發
的。」女兒淡然回答。
「不斷吹氣入氣球，它會即時爆開。而你
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吹，最終亦逃不了破
掉的命運。遇上不快的事，感到憤怒，無論
如何強逼自己對人歡笑，總有一刻會無法再
扮下去。」母親慈祥地說道。
「我……是遇到令人忿忿不平的事，但

是，我們不應該被憤慨沖昏頭腦，要告訴自
己須冷靜下來，別如此憤恨。」女兒答道。
「懂得釋懷，當然最好。」母親續說：

「不過，也要視情況而定，強制把怒火困在
心坎，有時只會延長受事情困擾的時間，一
直憤怒下去。」
「唉！」女兒鎖起眉頭，「臨近考試，誰
也忙於學習，下星期的小組報告，他竟然推
卸責任，說有太多功課，應付不來，要我們
其他組員分擔他的部分！可惡！他真的非常
自私！」女兒說罷，憤怒地大叫了一聲，然
後心情平復下來。「我有一位同學被嬤嬤無
理責罵，她想哭之際，卻被嬤嬤斥喝，叫她
不許哭，要把眼淚吞回肚內。」說罷，女兒
有點靦腆地問：「我是否有點小題大作？」
「怎會是小題大作？釋放了便好。」母親
微笑說道，「看來氣球不會再膨脹，而且很
快會沒聲息地縮小。」母親站起，「我現在
入廚房端一些水果出來吃。」
女兒瞧一瞧氣球，苦笑地說：「對！吃完
水果，我要繼續做功課及準備報告。」母親
說了一聲「努力」，女兒頷首，並露出今晚
首個真心的笑容。

氣球
■星 池

■田炳信先
生的靈意畫
精 髓 在 於
「靈」。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