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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有情懷、有擔當的紀錄片，是可以載
入歷史的，比如《本草中國》。播出時我看
過第一季，今年中華書局出版《本草中國》，在
溽熱難耐的時節慢讀，如耳畔清風，如雨絲
繚繞，令我感悟頗深。老藥人的故事撥動心
弦，中草藥的內涵啟慧明志，「諸藥所在，
皆為境界」，在感受道地本草生命奧義中我
更加領悟「敬畏」二字的深義，既是「修合
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美好德行，也是與
有靈草木融為一體的種種有情。
本書分為四章，以時間、年華、雙面、境

界、相遇、根脈、新生為線索，復現了紀錄
片的內容，用平緩而詩意的文字講述中藥人
與本草的動人故事。從廣東化橘紅到東北野
山參，從西藏紅景天到崇明西紅花，從新疆
紅花到內蒙乾草，在山林、高原、戈壁、沙
漠中探尋中醫文化密碼，使中草藥走出秘
境，呈現在人們面前。
沒有經歷過與自然的坦誠相見，人們就很

難理解「多識草木少識人」的忠言；同樣，
沒有櫛風沐雨與世間草木休戚與共，沒有慢
火熬煮的耐力與心力，就很難領受生命的另
一種饋贈。
王良春古法製麯，僅發酵過程就需要六七

天；膏方師俞柏堂，從選藥、潤藥，到掛
旗、收膏，他的膏方比別人熬得慢，源自深
思熟慮的匠心；何首烏炮製，一般採用連續
蒸十八小時的方法，王泰科卻堅持用費時費
力的古法，將蒸好的何首烏露天晾曬，曬完
後繼續蒸，反覆九次，九蒸九曬，少說也得
三十個日夜，他在平和中傳遞以柔克剛的力
量；二十八味本草，九十九道大工序，柳惠
武製作龜齡集，聚精會神，死死盯住炮製工
序，有些環節換了現代工具，但過程仍遵循
古法；一寸白芍可以切成360片薄片，丁杜
如手工切製中藥飲片白芍成為健力士紀錄保
持者；獲得諾貝爾獎的青蒿素，源自我國有
兩千多年歷史的青蒿，提煉過程幾多曲折，
屠呦呦堅持用鮮品絞汁而不用水煎，保持汁
液最充盈部分，最可能富含抗瘧有效成分，
而提煉過程歷經三年之久，數百次提煉，卻
賦予上百萬人新生……
平時，我們經常說匠心，什麼是匠心，走

進老藥人，答案一目了然，匠者，就是幾十
年如一日的向上堅守，它一頭連接着傳統文
化的根脈，這些老藥工大都出身中醫世家，

以身許藥，不棄不離，子孫傳承，生生不
息；另一頭則通向普世價值的情懷，即「大
道無私，演化世間萬物，人道有情，救疾苦
於人間。」本草有情，亦人間有愛。有兩處
細節，令我久久感動。對尋參人崔長安來
說，進山尋參要守規矩。他先讓同伴搬來三
塊石頭，兩兩相壘，與地面形成一個口字，
然後上兩炷香，他們雙手合十，虔誠跪拜。
參有靈性，聽得懂人的話，所以找參時要禁
言，這是其二。第三，還要保護好人參的鬚
根，他雙膝跪地，用雙手在泥土中摸索，慢
慢把泥土和鬚根分離，終於收穫一支40多
年的山參，而山參籽絕不能帶下山，要重新
放回土壤中。「如果說敬畏是一種境界，那
回饋則是另一種」，由此我頓悟到「萬物在
我之中，我在萬物之中」的人生哲理，我們
善待自然，也是善待我們自己。
為本草癡，有時是不惜代價的。年過八旬

的徐錦堂，當年他第一次赴川鄂考察黃連生
產情況，所長對他說，栽一畝黃連需要破壞
那麼多森林，那麼多樹都被砍光了。我們是
學農的，是學生物的，把那麼多樹砍了以
後，這是對後輩兒孫的犯罪。這句話深深觸
動了他，從此也改寫他的人生軌道，他變成
來往於北京和利川的候鳥，每年有八個月時
間與黃連相伴，這一堅持就是八年。

在利川福寶山的黃連試驗場，徐錦堂提
出，要把伐木種連改為林下栽連，這是唯一
讓林、藥共存的方法，但當時沒有一個人同
意。一天，一場瓢潑大雨不期而至，140多
毫米的降水，他在雨中蹲了半天。帶個斗
笠，披個蓑衣，整個身子都像落湯雞一樣，
我就測量了一個平方尺，林下它有多少苗子
活的呢？那個棚裡邊有多少苗子活，我測了
好多點，發現這個林下的黃連也沒有死呀。
經過一系列實驗，林下連存活率不低於棚下
連，黃連產量連翻兩倍，很快廣泛推廣，如
今福寶山成為黃連之鄉。沒有徐錦堂的執着
堅守和自我犧牲，就沒有黃連在這片大地上
的傲然站立。
「老藥工比大熊貓還珍貴」，這句話道出

工藝傳承的稀缺性和緊迫性。因為，這種堅
守要超越功利、放下得失，回歸到純淨如鏡
的本心，用心靈抗衡時間，敬意自然，在當
下這個時代，不啻於一種精神修行。廣州陳
李濟老店櫛風沐雨400多年，後人陳永涓的

先生、孩子都去了國外，她選擇留下來，
「很多人都這樣說，陳李濟的陳皮肯定有秘
方，其實沒有的。陳李濟的陳皮，就是靠陳
化，靠時間。」本草走出秘境，其實就是一
場時間的魔法術，它催人白髮，卻無法阻斷
傳統工藝之河的流淌。比如，絕壁採藥是周
朝義一家相傳的絕技，鐵皮石斛多半生長在
海拔1,500米以上的絕壁，採摘過程很容易
喪命。
如今，絕壁採藥已經不再，而他用另一種

方式傳承，在店裡模擬表演絕壁採石斛，遊
客在他的店裡可以邊喝石斛花茶邊觀賞靈巖
飛渡。「我覺得有些東西，就像我們看書一
樣，一頁書看過去之後，就翻過去了。」他
的兒子嘗試大棚種植，要把全世界都種滿石
斛。
有本草的地方，就有倔強的生命。無論時

代怎麼變幻，不變的是守望時間的耐心、傳
承工藝的匠心、面對自然的敬畏、走向世界
的信心。中醫藥傳承也需要新生血液，百年
老店胡慶餘堂裡，90後魯航上班第一件事就
是進香，他站在門檻後深深鞠躬，抬頭可見
從前方鏡子裡映出的「戒欺」二字，與其說
這是心存敬畏，毋寧說是保持內省。而在武
當山下，祝華英將畢生診脈的體悟寫入書
中，沒想到前來尋書問道的是法國人理中，
他離開盛產葡萄酒的法國拉羅謝爾，在武當
山下種了一片茶園，成為他希冀的一種生活
方式。可見，中醫藥也是構建文化交流的橋
樑，在多元傳承中發揚光大。

中醫藥的秘境，需要用赤誠之心去開啟；
本草地道的靈性，需要俯下身子去細嗅。從
《本草中國》中，我讀出責任、敬畏和種種
有情，在細微感動中觸摸到民族文化的肌
理，看到中醫藥這座富礦的精神之光。同
時，我也對技藝失傳和本草種植飽含憂患，
人工種植是否能使紅景天新生，自然污染或
退化是否還能採集到珍珠等等，這是人們價
值觀與功利現實的博弈，也是中醫藥文化發
展的新課題。
「也許我們無法期待人人都能在趨利的浪

潮中保持清醒與理性，但總有一些人，懷抱
虔誠與勇氣，擁有着在沉浮中獨行的力
量。」獨行者的道路永遠不會擁擠，但是，
中醫藥的大道會愈走愈寬，在我們看不到的
地方向前延伸，他們令人深深敬畏。

鄭植之中學創校四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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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焦粥
幾個舊同學一起
慶生，選了上環某二

樓素食館「開宴」。同一晚還有十
枱左右其他食客，碰巧另外幾枱都
有壽星，那餐廳又行私房菜制，即
每人三百多元，店煮什麼你吃什
麼，不必傷腦筋點菜。偏那當家又
是個風趣男，親自上菜兼介紹各款
素食之餘，又能說笑搞氣氛，忙而
不亂，心平氣和，像是個有心人。
全晚都很順利，素菜不油也好
吃，更不會以素扮魚扮肉，但到最
後一道紫米紅豆沙就出事。初吃一
口覺得不錯，滑而綿密，但匙羹一
撈到碗底就開始有焦味，這時全餐
廳已瀰漫一陣煲焦紅豆沙氣息。我
心直口快，跟剛經過的當家說︰「紅
豆沙焦了你知道嗎？廚子有沒有告訴
你？」其實並沒有投訴或責難的意
思，只是要他知道出了情況。
當家的反應也妙，不徐不疾說︰
「這個月只煲焦了今晚這一次，算
是很好的了。」語氣並不像說反話
或要開脫，只是道出眼下請廚師之
難。這時我和鄰座友人就你一句我
一句談，其實應該怎樣處理。朋友

認為廚子明知煲焦了，根本不應勉
強把紅豆沙奉客，而該變陣用另一
甜品代替，畢竟是打開門做生意且
收費不便宜啊。她又說整頓晚餐其
實給人印象極佳，可惜栽倒在最後
的甜點，留條壞尾巴。
我倒覺得店裡人手很少，且都不

像是專業做餐飲的，要臨時變陣找
替代甜品應沒可能，但廚師如不通
知當家煲焦了粥，弄到當家要客人
問才知道，便說不過去，畢竟廚子
在煮粥時絕不會嗅不到那陣強烈的
焦味吧！另一可能是當家一早知道
了，只是抱着包容廚子也期望被食
客包容的心照樣奉上，總之當沒事
就算。
要講做生意客戶服務的話，當家

的處理是不合格的，但要茹素的話
或就要講修行，那我們也不須太執
着挑別人的錯找碴兒，吃幾口焦粥
也沒甚大不了，且吃着吃着也覺美
味，我竟全碗幹掉！
不過當今港人，連地鐵人員忙亂

中在通告板寫錯幾個字也得全城大
罵，幾近歇斯底里，講包容講不挑
人錯，已無市場。

位於清水灣道與
西貢公路交界，而

又處於香港科技大學之鄰的鄭植之
中學，不經不覺之間，已創立了四
十周年了！
該校於一九七八年創立，四十年
來已有長足的發展，一九八二年又
獲西貢政務處再撥地約三萬平方呎
建成之運動場亦於當年開始啟用。
本港中學之中，能有如此寛大之運
動場者，實在不多，一九九八年，
又建成了該校之新教學大樓，取名
「樹岩樓」，內設學生活動中心，
多媒體教學中心，電腦室及視覺藝
術室，方便及促進了同學們學習所
需之設備！同時，該校亦正在籌劃
增建學生健身室，讓同學強身健
體。另一方面，亦可以加強該校體
育健兒添加運動專業的鍛煉，精益
求精！
學術方面，該校曾連續兩年獲傳
媒以「增值爆燈」為題，報道該校
同學在公開試有出色的表現；亦有
三科，合共四位老師獲本港政府頒
發本港學界崇高榮譽之「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極為難得！二零零
九年新學制實施，二零一二年該校
同學應考首屆香港中學文憑試，成
績理想，令人鼓舞。隨後的文憑試
中，該校學生，除獲取佳績外，亦
能考入理想大學學府，促使該校師
生，齊心奮鬥，再接再厲，力求再
創更佳成績！
該校以貫徹全人教育理念，強調
「人品第一」；並致力發展學生不
同的潛質。多年來，該校學生在非
學術方面的表現，同樣卓越！在體
育、音樂、戲劇、藝術、服務社會
等不同範疇上，屢獲殊榮！部分更
屬國際賽事，實屬難能可貴！校方
又致力讓同學在「品德、學術、潛
質」三方面加強發展，同學、老
師、家長及關心該校人士，上下一
心，致力栽培該校每一位學生，力

求上進，成為社會上成功人士之接
班人！二零零三年，該校堅決確立
育才計劃為︰「以愛為本，六育並
重，專業精進」！更按時採用不同
主題︰例如「朝陽計劃」、「珍惜
少年時」、「彩虹計劃」等，務須
春風化雨，至今已培育了三十六屆
畢業生，在社會上不同領域，作出
實際的貢獻。
四十多年前，本山人有機會參與

該校籌建工作，擔任該校「籌建委
員會」之「中文秘書」工作，當時
擔任該籌建委員會之「英文秘書」
為當時西貢崇真中學校長黃錦樟博
士，隨後，本山人亦獲選為該校校
監，任期完成之後，至今仍為該校
校董會成員之一。
鄭植之中學目前已發展成為區內

一所校風純樸，師資優良，深得家
長歡迎及信賴之學校；特別之處是
該校位置與將軍澳新市鎮相距不
遠，交通方便；有些家長明言他們
希望將他們的子女送至該校就讀，
除該校環境優美，空氣清新外，而
尤有甚者，是該校鄰近只得香港科
技大學，沒有超級市場或大型商
場，學生放學後，乘坐公共巴士及
小巴回家中亦相當方便，不會在商
場流連！原來這也是該校深受家長
歡迎的因素之一！
由於鄰近科技大學，該校學生也

可於午飯時間到科大學生飯堂進
食，其間又可瀏覽科大校園內各學
系學生會的報告板，加深了解科大
教學及學術範圍，方便他們在決定
考取大學時，比其他中學之學生更
早已了解大學科目的知識，也是鄭
植之中學無形的優點之一。
該校為了熱烈慶祝四十周年校

慶，已定於今年九月十五日在該校
大禮堂內舉行校慶開幕典禮及音樂
劇表演；各位校友，如有興趣參加
此次活動，可向該校校務處查詢有
關參加方法及詳細資料！

十年前梁偉明校長決定轉
換人生新方式，放多一點時

間去鑽研教學方法，令更多孩子得益，他放
棄了校長那份高薪厚職，毅然跑到湖南去了
解當地農村小學真實情況。結果他創立了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基金》，也在內地
建立了300多間新型圖書館，受惠孩子超過
20萬，「這是一個緣分，我本來對湖南一無
所知，當時我校請來了一位來自長沙的小學
校長，他剛來作教學交流一年。到暑假跟他
到湖南一轉，我看到農村學校的教學方式效
益非常低，香港人到內地助學就是捐錢建校
舍買物資，其實課堂的教學方法不能忽視，
否則孩子能力不足，至沒有興趣和信心升
學，於是我決心去幫助他們。」
十年前校長48歲，他希望在人生餘下的三

分之一時間做一些以前未做過的事，那是個
公益事業的念頭，相信也是他人生最後的事
業，「我相信閱讀是學習基礎，並非只是看
書，那是提升學習能力、專注力、觀察力，
表達理解思考的元素。當地的老師對學生沒
有要求，上課講書，講完了便下課，那些學
校也是破舊不堪，黑板是白色的。孩子生活
習慣完全亂作一團，沒有穿鞋跑到罕廁又走
入班房，不聽書沒有人理會。我就是要教導
他們，特別是一、二年班的小朋友，上課前
執拾好書枱和書不要像一個垃圾箱，書枱混
亂，找不到要找的東西，心也散了，所以凡
事要有個準備，準備好了上課，自己和老師
也會有好的心情，這樣比學識教育更為重
要。其實只要用上一兩個月已經大為改善。
我會問你喜歡怎樣的一個課室呢？他們都會
說喜歡這個整潔的課室。」

萬事起頭難，十年前在太太沒有反對下，
校長跑到湖南去開展這個閱讀夢，校長是心
懷感激的，「金錢是一個問題，朋友知道這
個想法，並不看好，多會問我以後生活怎
辦？我想如果我老了政府可以依靠，我也放
心了。當時兩個中學同學，一位2000年相識
的商人朋友支持我，就是這樣開始的。初次
接觸學校的圖書館，我也嚇一跳，只見到他
們把書藏起來，上了鎖，上面封了塵，找鎖
匙也找了很久，我知那是準備年中檢查用，
但實在並不適合孩子的。於是我主動提出送
圖書給學校，當年物資短缺，大家樂於接
受，他們想不到要照着我的方法去教導孩子
閱讀。農村老師都超過40歲以上，適應比較
慢。」
最終他們都被校長感動了，因為他並非湖

南人也不辭勞苦的從早到晚逐間課室去示範
老師的上課方法，老師們不敢怠慢了。孩子
經歷了每天閱讀半小時的洗禮，禮貌了、自
信了、氣質不同了、眼神發亮了、學校成績
飆升了，也令到其他沒有參與計劃的學校大
為震驚。
感激校長多年來

的付出，梁太太多
年來的等待，校長
說孩子多謝梁爺爺
也別忘記多謝他的
好妻子。希望香港
教育界同樣重視閱
讀的好處，家長也
別忘了為子女設立
親子閱讀時間，孩
子將會一生受用。

閱讀夢飛翔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日前曾談及作者釋本有繪圖和
撰文的一本書，書名叫《香港風

情畫──八十年代的那人．那事．那景》。書中
有篇文章是「書中自有黃金屋之寫信佬」，其中
提到「尺牘」。
尺牘是什麼？文章說「現在講『尺牘』，可能

連中學教師都不知是什麼，其實『尺牘』是一本
寫信佬必備的寫信範本。以往中國人往往都是大
家庭出身，一個女人生九個孩子很普遍，究竟姨
丈的表哥稱之為什麼呢？那就自然需要一本寫信
通勝（即『尺牘』）才能找到答案。」
記得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小學課程是有教尺

牘的，但不知何故後來就取消了。如今要照尺牘
來書寫信件，恐怕沒有什麼人能辦得到了。我自
己就曾犯過錯誤，寫封信給中文系的老師時，信
封上寫某某某老師均鑒。後來和同學及老師吃飯
時，老師直指我的錯誤，因為那個均字寫錯了。
老師說，應該是鈞鑒，是恭請長輩閱讀的意思。
寫成均鑒，是叫老師平均地打開信件來閱讀嗎？
尺牘在現代社會還有沒有用途？舉個例說，以

前同學間互相稱呼為硯兄，如今誰還在用石硯磨
墨來書寫？更何況不習書法的人恐怕連硯台都未
見過。稱之為硯兄，他一定覺得莫名其妙吧？比
如在從前的農耕時代，同窗如果在春雨天互別，
夏天去信問候對方時，寫下「憶風雨別離，正村
民耕之候，乃光陰迅轉，已碧荷藕熟之時。」現
代人能懂嗎？
特別是香港多數公司聘人，注重的是英文，中

文的尺牘就更被忽略了。所以現在的公關說起英
文是頭頭是道，但一旦用起中文就捉襟見肘了。
比如打電話自稱「我是薛先生」，長者就知道外
行得很了。但如今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

由尺牘談起隨想隨想
國國

如今電視台真的危
機四伏，很多電視台

年底前又傳有大裁員，好像有線電
視繼上個月娛樂新聞組大裁員，全
組炒咗12人只剩一人後，收到消
息，有線再有大規模裁員行動，據
悉今日On Air Promotion （形象宣
傳）有10多名資深員工被裁了。
另外，體育組、工程部同行政部
亦有合共逾20名員工被裁，換言之
有逾30員工受影響，而盛傳今年年
尾會有下一部裁員行動。有線寬頻
旗下的奇妙電視，節目內容由有線
電視提供，據了解，開台僅一年多
的奇妙電視正計劃改名及改台徽，
由於節目內容上大規模搵外判商提
供，所以內部員工人手架構重新安
排調整下要裁減大量員工。
大台資源整合兼再裁員！也是之
前新聞報道中電視廣播行政總裁李
寶安接受訪問時所表示，公司正轉
向數碼化，並於年底前再裁員5%，
以目前3,900多名員工來計，裁員約
200人。公司截至6月底員工人數仍
有4,333人，過去近兩個月已裁減約
400人，年底前再裁減約200人來
計，下半年裁員人數將會達到近600
人。李寶安說過去幾年發展myTV
SUPER、大台網以及無綫財經資訊

台，原有傳統電視資源將作出調
整。
未來TVB將會逐步增加合拍劇，
由於採用更多外景或實景，故將軍
澳的拍攝廠房使用將會減少，配置
的人員亦會相應縮小；而《TVB周
刊》會由印刷版變網上版，節省印
刷及發行成本；海外分銷亦會由OTT
取代；最後，部分myTV SUPER主
題頻道會由自選節目取代，因此會
減少頻道整合、節目編排及播放。
當然文化轉變我們是要接受的，

但與此同時一班傳統人未能接受新
網絡模式生活文化，用手機已可做
好一切，不用揸大機才有技術可
言，傳統化一定要改變，如果不接
受新電視文化，仍勉強舊模式，真
的便只能等退休吧了。

裁員潮又在電視圈揭開序幕

今日試着用一個生活中的例
子，和大家分享製造快樂的步

驟。相信大家也有被邀請出席喜宴的機會，對
方若是你的兄弟或知己，當然會期待非常，但
相信大多數的邀請，你會希望從沒收過請帖，
因為對方是一年也不聯絡一次的他或她，關係
非常疏遠，感覺自己只是湊夠人數的角色。明
明萬般不願意卻因為心中的愧疚感被迫出席，
怕別人背後說三道四。
今天分享一個小方法，讓大家從這個矛盾之

地輕鬆走出來。在生活中，每當出現類似的
事，負面情緒跑了出來，你要立刻提醒自己它
的出現，並想出這些情緒的反義詞是什麼。以
婚宴為例，把自己付出轉換成大方，由給人情
的痛苦變成慷慨大方的舉止，再由寂寞的聚
會，變成擴充人脈的機會並衷心祝福一對新
人，然後觀察為別人感到高興的情緒，放下一

切負面情緒的障礙。
你會發現自己骨子裡是非常之樂於助人，亦

不會去計較付出得太多，甚至成為別人眼中的
傻子。你會發現真正的傻，是以為自己能夠用
憎恨和憤怒去懲罰對方，卻只有折磨自己，使
自己不能感受愛和樂於助人、高興的情緒。
當你一開始這個練習時，可能你不會覺得自

己能夠衷心為對方感到高興，或者就這個事件
上不為這位朋友感到高興。不要緊，當你慢慢
開始嘗試的時候，開始放下自己所有障礙，讓
自己感受到愛和高興情緒，你就會不自覺地發
現，我們內心會慢慢地充斥住正面情緒，並且
在下次同樣的情況，你就會不自覺地為對方感
到衷心的高興，想為對方付出，即使本身大家
關係不是很好，因為你內心充斥住太多正面情
緒，亦都會願意主動去修補這段關係，誰對誰
錯亦都變得不再重要，甚至對方不領情，亦不

會有半點的尷尬。因為無論如何，當你發放正
面情緒時候，你自己亦會處於正面情緒狀態。
這一個練習其實是容許你內心的一份，稱為

「崇高」自然流露出來，有一份勇氣去克服任
何一種愛，一份願意去付出並接受對方的人
性。當你選擇放下自己的負面情緒，有意識地
選擇付出，你才會成為真正的得益者，因為你
是以第一身感受到這些強烈正面情緒，亦都會
發現，一直以來我們渴求在外在事物，環境因
素上得到的喜悅，或者想要的安全感，其實一
直以來都完完整整地，存在我們心裡。
諷刺的是社會上無數的億萬富豪，在物質上

什麼都不缺，偏欠缺一份安全感，每晚服用安
眠藥才能入睡。但當能夠感受到完全內在的一
份內心滿足，那種真正快樂、真正的完整、真
正的自己。你會驚醒，這世界是個讓人去享受
的地方，世界中的一切痛苦消失了。

一個成就欣喜人生的方法

在「本草中國」中邂逅種種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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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生樂娛生樂
與與「「路路」」

■myTV SUPER頻道未來
會有調整。 網上圖片

■梁偉明校長創立了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
懷基金》。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