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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收藏家看中我的水墨畫，買畫之前問
我：「你的水墨畫，曾經得過獎嗎？」
在繪畫上，我是在野黨。從來沒有接受真正
學院訓練，也不曾系統性地學習過。

在海外的華人學習水墨畫的困境，只有海
外人士能夠理解。馬來西亞遲至1967年才
在首都吉隆坡出現首間民辦美術學院，當時
稱馬來亞藝術學院，後改名馬來西亞藝術學
院。課程包括水墨畫系，創辦者鍾正山院長
是馬來西亞著名水墨畫家。到了2002年，
水墨畫系關閉了。學院行政部門之外的人不
曉得箇中內情，只覺得可惜。

作為水墨畫愛好者，不住吉隆坡，只能恁
恃個人能力，像佛教弟子的在家居士一樣，
修行的道場就在家裡。當年要找一本水墨畫
冊也不是容易的事，偶爾看見台灣進口的日
曆冊頁，印刷着中國水墨畫，大喜若狂，收
藏起來當寶，不准外借，翻看時小心翼翼，
一有時間就對着日曆冊頁拚命臨摹。365天
過去，那年的日曆再無用途，但因為水墨
畫，變成珍愛的收藏品。
那個年代，要看畫家現場揮毫，好比中彩

票樣的幸運。交通不方便，網絡交通亦尚未
盛行，華文報紙一年有一次元旦特刊，有數
版定是當年生肖水墨畫，還有一些詩詞對
聯，那些報紙也收藏到泛黃還捨不得丟掉。
搬家當然會丟東西，不重要的，不需要的，
可是水墨畫冊和報紙，在搬了十幾次屋子而
仍然跟着走，至今猶在手中，可見它的珍貴
地位和高尚價值。
稀有的水墨畫家、罕見的水墨畫冊，處在

找不到紙筆墨硯的情況、缺乏文房四寶的環
境，我卻和水墨畫結緣數十年。能夠解釋這
分沉迷的只有一個「愛」字。

最近老同學聚會，紛紛笑我，在中學連蘋
果也畫不好的人，今天怎麼搖身一變成畫
家。說的人完全沒絲毫誇張，多年老同學透
露的皆實話，我只能跟着笑。從小愛閱讀，
書中有插畫的小人書，培養出我的閱讀習慣
和嗜好。喜歡看畫不代表畫得好，這樣對繪
畫便有了敬畏之心。畫家一定要特別訓練，
再加長期努力才能成就的事業。想了益發歎
息：畫家，也許永遠只能遠觀不能近看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收到朋友寄來的信，

打開信封，一張薄薄的紙掉下來，居然是印
刷品！仔細一看，朋友用電腦打字後印出來
的信，整齊美觀，乾淨俐落，比較之前收到

他的信，那字體不好意思用亂七八糟，但可
以用草書或天文來形容，一個句子要慢慢揣
測，仔細推敲，往往還得從前一個字或後一
個字配對湊合，才勉強知道他要說什麼。這
下子，一清二楚，太好也沒有了。
腦海裡馬上想到的好處是，以後可以不必

一個字一個字寫文章了！
為了寫文章，曾經手指受傷，痛楚難當，

去看醫生。醫生勸說，停下，勿再寫；或暫
時別寫，不然勞損嚴重，受害的是自己的手
指。然而，早前答應下來的稿件，如果沒準
時交上，眼前受損的是職業道德和作者個人
名譽，還有，更重要的是，每個月的經濟來
源。在沒有誰是專業寫作的時候，我是那個
專業寫文章的人。唯一的辦法是在受傷的手
指上綁幾圈厚點的布，繼續一個字一個字寫
下去。
這時回憶，差一點掉眼淚，為那一點點稿

費，每天日夜寫足一個月，也不過就幾百馬
幣，當時是怎麼啦？真是很窮嗎？難道是好
名好成那個樣子？
一見電腦打字，如釋重負，驚喜得沒法言

喻。最大的獲益是不必再用厚布圈着那極痛
無比的手指，慢慢劃字了。

趕在第一時間學電腦打字。到今天還在用
的五筆打字就是八十年代末學下來的。朋友
圈裡，大多以漢語拼音輸入法，我算是唯一
一個學五筆的人。並非故意要突出自己。在
學電腦打字之前，漢語拼音的水平比不上家
中兩個小孩。唸書時期，從未聽過漢語拼
音。既然都得從頭開始，那麼，學一個打字
速度比英文打字還要快的五筆，當然是首
選。也捱過點苦的，世間有哪一項學習不吃
苦呢？等到學成以後，發現電腦對寫作的好
處大大有助益，尤其是手寫稿件，一有修
改，不論大改小改、改多改少，都得重抄一
遍，用電腦少去這一層煩惱。

享受着電腦的方便，另一個新的問題突然
「福至心靈」。大家連硬筆字也不寫了，毛
筆的方向應該朝哪裡走？在馬來西亞，毛筆
不如中國盛行，沒有誰以毛筆寫信，除了幾
個少有的書畫家。有時出席書畫展開幕，畫
廊刻意安排黑墨和毛筆要來賓簽名，一定有
多人戰戰兢兢地問：有沒有鋼筆？或圓珠筆
也可以。眾人不是對毛筆心存恐懼感，其實
是對自己的毛筆字沒信心。只因真正練過書
法的人太少。至於水墨畫，那是更加陌生和

遙遠的技藝了。
說得好像自己很偉大，事實確實如此，有

一種從前沒有的文化使命感，思考關於毛筆
和書畫，是否需要保有和傳承，才下定學習
水墨畫的決心。這才發現，先得從創立或開
設水墨畫班開始。這個經驗說以中國友人
聽，害得他們一個個面露慚愧之情。「我們
有好多水墨畫班，好多水墨畫老師，可是，
從沒想過去學習。」這也不奇怪，自己手中
擁有的，便不知珍惜，這就是人性。

為了學水墨畫，學會如何招生。初始先找
到水墨畫老師，老師答應過來教課，但起碼
要有十個學生，於是，開始四處招生。不怪
老師，沒學生如何開課？到處探聽，一些認
識和不認識的朋友，只要遇到都不放過，一
有機會坐下，就給他們說明學習水墨畫的好
處。好些個朋友聽也沒聽過：什麼水墨畫？
費一番唇舌解釋，如何用毛筆蘸墨畫在宣紙
上。完全沒有提到硯，還有印章。一下子講
太多，怕有反效果。看到他們的為難臉色，
便曉得單只筆墨宣紙已經足夠叫他們打退堂
鼓了，因為還真是不知道要到哪兒買去。宣
傳好久，才拉到七八個人，最後索性替兩個
女兒一起報名，湊足10人，連女兒也成了
媽媽的同學。就這樣開始我的水墨畫學習之
路。誰叫我住在偏僻的小城呢。
學了三年，籌辦師生水墨畫展，小城居民

告訴我，這是小城有史以來第一個畫展。為
了水墨畫，得了好多第一。小城第一次辦水
墨畫課，走進第一個水墨畫老師，第一次主
辦水墨畫展，第一次有人到藝術學院深造，
許多同學第一次看到筆硯宣紙和印章印泥，
第一次知道水墨畫得裝裱裝框才能夠拿出來
展覽。

當時一心只想學習，盼願毛筆能夠得以保
留下來，不許中華文化在南洋消失，但沒想
過成為畫家，也從來沒參加過任何繪畫比
賽，所以不曾拿過第一名。

徐志摩的初戀

孩子學繪畫
近期網上瘋傳一
個K3孩子的填色作

品，媲美大師級作品，顏色深淺有
序，不過當然被視為家長作品。
曾有日本專家表示，孩子九歲前
不應被教導畫畫，不過這討論已算
「離地」。因為當今不僅是畫畫，連
填色也是經教導或代筆而來，孩子
的創作空間其實少之又少。
我兒子在幼稚園已被評為創意不
足，老師叫畫人物，就只有人物，
周圍什麼也沒有，和同學的作品十
分不同。有時候看到朋友的孩子上
畫班，已能畫動物，實在與我兒水
平相距甚遠。
後來讀到專家所言，才發現孩子
正在做符合自己歲數的事情：「三
至四歲，孩子的繪畫以圓形展開，
不適合教具體形象束縛探索的自
由」。他的畫一直也只有一堆圓
形，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都是圓形
加一些火柴式手腳，所謂周圍的物
件，也是圓圓的洞，老師說加點花
草，他就說不懂畫。我們沒有特別
教他臨摹，所以他也只是繼續在周
圍畫圓圈而已，然而當你問他在畫
什麼時，他會告訴我們這個圓形是
鳥兒，這個圓形是風，這個圓形是
太陽……等等。
邊看邊畫是第二個階段，第一個

階段應為隨意畫畫，但着重聽他的
敘事，他會慢慢分到空間，前後左
右內外，而且會透過不斷重複的排
列，自己梳理關聯性。例如孩子會
畫很多巴士站，畫上全都是巴士
站，看得我眼花，但他能告訴我們
這是去香港的，那是去九龍的。畫
畫並非一個練習畫功的過程，而是
讓我們理解他思考模式的途徑。通
過畫畫，他會慢慢學懂世界是怎樣
的。
專家表示，六歲之後，孩子可以

學寫生，那時候才是練習觀察和臨
摹的時期。九歲之後，孩子才進入
成人畫時期，這時候才應該以成人
的審美眼光看及評其作品。在步伐
急促的現今世代，我們要留意如何
欣賞孩子的成長步履，他們會走自
己的路，那才真正建立到他的自信
及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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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去世的翌
年，一九三二年陸

小曼為徐志摩的遺作寫序，說道：
「又誰能料到在你去後我才真的認
真的算動筆寫東西，回憶與追悔便
將我的思潮模糊得無從捉摸。說也
慘，這頭一次的序竟成了最後的一
篇，哪得叫我不一陣心酸，難道說
這也是上帝早已安排定了的麼？」
此後，陸小曼專心整理徐志摩的

作品。
一九四七年三月，晨光圖書出版
公司出版《志摩日記》、《愛眉小
札》、《眉軒瑣語》、《一本沒有
顏色的書》和《小曼日記》五個部
分。陸小曼在序中再次表達了自己
的心願：我決心要把志摩的書印出
來，讓更多的人記住他，認識他。
這 本 日 記 的 出 版 是 我 工 作 的 開
始……我預備慢慢地拿志摩的東西
出齊了，然後再寫一本我們兩人的
傳記，只要我能夠完成上述的志
願，那我一切都滿足了。
倒是徐志摩逝世，陸小曼發憤振
作，整理《愛眉小札》出版，師從
賀天健、劉海粟等名師，努力畫
畫，成為一代名媛。
徐志摩逝世後，陸小曼與翁瑞午
同居。陸小曼自稱，因她多病，翁
對她照顧無微不至，長年累月，遂
委身云云。又說，她與翁約法三
章：「不許他拋棄髮妻，我們不正
式結婚。」
不離婚，卻同居，不知道這是什
麼關係？！
徐志摩生活中的三個女人。第一

個是他所厭棄的，其餘兩人都是他

的摯愛。他搶了他好友的太太，有
點孤注一擲。
人們也許認為，他最愛的應是陸

小曼。誠然，他是深愛着她的，他
的《我有一個戀愛》、《翡冷翠的
一夜》不少作品，都是為陸小曼而
寫的。
他為她付出極大的代價。可是，

他都不能滿足她對奢華物質的要
求。
事實是，他卻為林徽因付出生命

的代價。他是以身相殉的。相信後
者才是他的最愛。
於徐志摩來說，林徽因是他心中

的女神，不屬於現世的，只是他的
夢中情人，可望而不可即。
對於兩人來說，這也許還是屬於

他們熱熾的初戀。
至於較早與張幼儀的關係，徐志

摩並未把她當一回事。初戀最是刻
骨銘心，也是最不靠譜的。
天下能修成正果的初戀情人，寥

寥無幾。
正因為「不可得」或「得不
到」，所以最是魂牽夢縈的。
林徽因曾有一首詩，希望彼此相

忘在江湖──
忘掉曾有這世界，有你；
哀悼誰又曾有過愛戀；
落花似的落盡，忘了去
這些個淚點裏的情緒。
到那天一切都不存留，
比一閃光，一息風更少
痕跡，你也要忘掉了我
曾經在這世界裏活過。
徐志摩能忘掉嗎？當然不。

(《說徐志摩》之六)

老年人最怕寂寞，而我就是一個寂寞老人。
我一生從事教育工作，長年與青少年學生在一起，熱

鬧慣了，周末一個人在家，頓感孤寂和淒涼。
我不是沒有兒孫，也不是兒孫們不孝順。只是每逢假期和周末，他們
都各有各的活動，特別是戶外活動，總不能帶同一個行動不便的老頭子
參加。於是我有被拋棄的感覺，一個人在家，只能寫寫這些「百年孤
獨」的文字。
年輕時，我基本上樣樣都會。體育活動嘛，乒乓球、籃球、羽毛球，
雖不精，但都能打。現在年老了，只剩下能打牌這一項，但打牌需要四
個人，從哪裡湊得這個「麻雀腳」呢。小孫子在他兩三歲的時候，還會
依偎在爺爺身邊，討點吃的，爭看電視。現在除了父母親帶他外出打網
球、游泳、吃東西之外，他會埋頭玩他的平板電腦，甚至會同他的母親
下圍棋，這些，老祖父都不會。沒有共同的興趣，老祖父對他沒有吸引
力。「功利主義」的小孫子，和爺爺逐漸疏遠了。
鰥寡的老人，是多麼寂寞呀！看書，再看書，也不是辦法。好看的

書，是會看完的。不好看的書，看了幾頁便會感到厭倦。電視連續劇，
我從來不看的。看電視，只限於看新聞的片刻。其他時分，都是小孫子
看卡通影片的時間了。寫東西，更有江郎才盡的感覺。沒有更多的生活
體驗，如何能寫出言之有物的文字來？
過去寫千字文，不消一小時，每周寫三兩個專欄，等閒事耳。現在不
行了，趕稿趕得頗為吃力。有時真的想把專欄撤掉，但轉念之間，又捨
不得數十年經營的地盤，捨不得面對的讀者。
扯遠了。自小養成的寫作習慣，自小由老父學來的寫稿遺傳，棄之十
分可惜。於是下定決心，一息尚存，還是要繼續寫下去。
希望讀者也能給我一點鼓勵！

寫稿有感

前兩天下午，購物
後到停車場取車時，

遇草蜢三子之一的蔡一傑，我們親
切地抱抱。
他架着墨鏡，穿着一身運動服，

非常陽光，氣色甚佳，比上次見他
又修了身，他說剛做完運動，預備
開車到菜市場買菜回家煮飯。
蔡一傑外表新潮，是潮流達人，

半點不像廚房男，他和胞兄蔡一智
都是廚藝高手，他說：「很多時家
庭聚會，我們兩兄弟會一起入廚煮
給家人吃，比起什麼私房菜都好美
味，是家人至愛。」做飯是他的興
趣，也是他紓緩壓力的方法。從繽
紛的舞台轉而享受平靜的入廚時
光。
蔡一傑對做飯的講究程度，跟他

在台上追求完美一樣，為做好一道
菜式，他會向高手請教，對醬料他
也很有要求，會親自去地道雜貨店
挑選醬料，逐個向店員了解，以便
用來製作蔡氏烹飪秘笈。
他愛熱鬧，但也有靜態的一面，

很多時要閉關在家工作時，他不會
待薄自己，會做個美味健康的「一
人前」晚餐為自己加油。
為何他要閉關工作，因為他雖是
草蜢三子中最年輕的，卻是草蜢的
發電機；不說不知，他是蘇志威和
蔡一智的第一位排舞老師，直至現
在草蜢排什麼舞，由他與舞蹈師溝
通，三人的服裝和形象如何配合等

大都由他主導，所以不時要閉關思
考。
他是唯一一位草蜢成員會自資出

碟，他曾在2003年自資推出了他首
張個人大碟《SOLO》，本月10日
他的個人新歌《流淚的怪獸》上
架，他說：「相隔13年才有時間推
出第二張個人專輯，新歌與潘源良
合作，講述人性黑暗面，寫得非常
貼切。」問到他心中的怪獸是什
麼？他笑言是情感獸，因自己比較
感性。
他為新歌自導自演歌詞版MV，

更為此花了3日時間到澳洲看環境，
找個美景拍MV，而正式版MV就邀
請一位大導演拍攝，但對方仍在看
檔期，他十分希望對方能答應。
蔡一傑事事力求完美，出碟和入

廚都一樣。

蔡一傑是廚藝高手

又逢門懸艾草、家家食糉的
端午節。雖居嶺南多年，仍舊

無法接受糉子裡面包鹹肉的做法。過節那日打
了通電話回家，電話那頭，母親已經早早地包
好了紅棗糯米甜味糉，且按照風俗，分送了各
路親友。電話這頭，我聽她從採買糉葉到淘洗
糯米，再到上鍋蒸煮，口感色澤，親友問候等
事無鉅細井井有條訴說了一遍之後，也算是過
了一個完整的家鄉端午節。鄉愁的烏雲，隨之
消散。
跟母親講電話的時候，聽到家裡有人在哼唱

《千年等一回》，不覺想起白娘子。有個段子
說，此生最佩服三個男人，董永、許仙、寧采
臣。因為他們一個娶了仙女，一個娶了蛇精，
一個娶了女鬼。想想也挺有趣的，因為一杯雄
黃酒，跟端午節毫無瓜葛的白娘子，倒成了端
午名人。
除了報恩的白素貞，跟端午有關的名人還有

三個。一個是家喻戶曉的楚國三閭大夫屈原，
一個是一夜白頭的伍子胥，還有一個是孝女曹
娥。屈夫子投汨羅江，向來被認為是端午節的
由來。其實，端午節來源還有一種說法。春秋
時期，輔助吳王夫差大敗越國的伍子胥，遭奸
臣誣陷，被吳王賜劍自裁之際留下遺言：我死

後，請把我的雙眼挖下來，懸掛在東邊的城們
上，以便我能親眼看到越國的軍隊攻破吳國的
城池。吳王夫差聽聞龍顏大怒，命人將伍子胥
的屍身投入錢塘江。
沒有了耿直臣子在耳旁聒噪，夫差在姑蘇春

宵宮，和越國獻上的美人西施，恣意縱情。殊
不知「一雙笑靨才回面，十萬精兵盡倒戈。」
越王勾踐趁機臥薪嘗膽韜光養晦，終如伍子胥
所預言，滅了吳國，一雪前恥。
忠臣良將，素來最受坊間敬仰。於是五月端

陽包糉子扒龍舟，便是民間自發紀念含冤葬身
錢塘江的伍子胥。算起來，伍子胥比屈原投江
還早了兩百年。對此《蘇州府志》中有記載，
「鄉俗午日以糉奉伍大夫，非屈原也。」南北
朝梁宗懍所著的筆記體文集《荊楚歲時記》
中，亦載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
日，傷其死所，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邯鄲淳曹
娥碑雲，五月五日，時迎伍君……斯又東吳之
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
《荊楚歲時記》中提到的曹娥，是東漢上虞

的一位少女，她跟端午節的起源說，也頗為讓
人感懷。東晉史學家虞預在《會稽典錄》裡，
記載了這個故事。江浙有位叫曹盱的人，五月
初五在江上祭祀潮神時，不幸墜入江中，蹤影

全無。曹盱年僅十四歲的女兒曹娥，沿着江水
一路尋父。可憐江水滔滔，不見父面。一個弱
女子，除了晝夜不息痛哭之外，別無他法。十
七日之後，曹盱的屍身仍然不見，萬般無奈之
下，悲切的曹娥投江殉父。又過了五日，有漁
人發現，江中浮出兩具屍體，正是曹娥抱着父
親。
一時間，孝女曹娥感天動地的壯舉四處傳
揚。當地縣府知事，令人為其立碑建廟。流傳
至今名震史冊的《曹娥碑》，便是為記載曹娥
事蹟所篆刻。曹娥之父溺水而亡那一日是農曆
五月初五，當地民眾在次年的五月初五把糉子
投入江中，祭祀曹娥，因而也被視作端午節的
起源。

端午名人

毛筆的方向

所謂命中注定
的另一半，應該

是怎樣的呢？最好與自己性格互
補，還是性格相似呢？天命不是
「愛情專家」，作為玄學工作
者，我當然是從每位客人的八字
命格出發，先看他本身的性格、
夫妻宮等等，最後結合他所介紹
的實際情況，為客人提供最實際
的「答案」。
為何要從自身的性格看起呢？

因為我們的潛意識中，有許多與
生俱來的思維模式、性格情緒，
受天生命格影響，會進一步影響
感情生活。
舉個例子，一些有完美主義傾

向、控制慾的人，例如命中帶有
丙火的女性，往往想尋找一位絕
對「完美」的戀人，因此常常失
望而歸。
天命認同擇偶要謹慎仔細，但

是這並不代表要用完美主義來衡
量追求者：畢竟，絕對「完美」
的人根本不存在，每人必定有自
己的缺陷。因此，天命總會建議

這一類的客人，仔細擇偶的同
時，要求亦別過分苛刻。
那麼我會建議客人尋找與自己

性格「互補」還是「相似」的人
呢？這個問題其實因人而異，但
一般而言，每人的性格決定了你
對戀情有怎樣的期待（如內向者
大概希望伴侶多陪自己靜靜宅在
家裡，而外向者則更渴望與另一
半外出社交、冒險），而尋覓戀
人時，當然應該去找滿足自我期
待的伴侶。例如一些命中帶有辛
金的人，相對喜歡受到照顧，自
己未必常有主見，他們最好找到
一位決策力強的伴侶。否則，若
兩人均沒主見，日常生活自然諸
多不便，容易錯漏百出。
擇偶標準是一回事，生命中有

緣的對象又是另一回事。有些時
候，一些客人遇上明知不合適的
伴侶，仍然如飛蛾撲火一樣，不
顧一切。可見，感情往往未必能
用理性衡量！這個時候，即使天
命能為他算出「理想伴侶」為何
人，又有何用呢？

誰是命定伴侶？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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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聚客聚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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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扒龍舟。 網上圖片

■毛筆繪畫 網上圖片

■蔡一傑喜歡做飯，全因
享受入廚的時光。

■小朋友繪畫通常都愛畫
圓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