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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齊白石是「多家店」，這不是戲言，而
是我的讀畫心得。他將繪畫創作與印刻、詩詞
和書法結合在一起，在不斷觀察中活化自身感
受，畫中所現都是心中之景，心中之貌亦幻做
畫前之態。齊白石的「蝦」清新閒適，並根植
於民間，乃齊白石心間鄉情，亦變為自得其樂
的趣味，概因「眼前有蝦，心中樂蝦」。清朝
陳撰論畫時說：「悟得十分，苟能記得三分，
便是快事。」齊白石創作時，讓世間萬物為自
己部分所用，天七我三，於是無處不通達，無
事不可行。
初來北京時，齊白石蹲在街角，賣印賣畫，

潤格並不高，比陳半丁還要低，二尺扇面，只
收兩元。齊白石像一隻被雨水淋濕的喜鵲站在
枝頭，扭過頭，用嘴巴不斷啄梳着羽毛……
齊白石當時是真心學吳昌碩的，但卻在吳昌

碩的繁複上生出了「紅花墨葉」，藝術境界順
着民間藝術的濃烈去，艷亮卻不俗不浮；順着
昆蟲世界的逼真以及輕盈透明的翅膀扇動來
作，細至纖毫。

齊白石每日從床上醒來，陽光灑在水碗裡的
蝦身之上，一陣撥弄，水波搖曳，蝦動形異，
一瞬間，齊白石感覺畫意湧動，於是默想間取
筆，靈動的蝦作油然而生。齊白石的花鳥畫是
墨與彩、疏與密的辯證法哲學，這位聰敏、細
緻、疏朗、認真而高產的長壽畫家，以兩極融
通之和、雅俗共賞之美，把看似世俗、瑣碎的
素材片斷以童心筆法巧妙撥弄，構圖奇絕，真
誠無邪，沒有一絲雜念，常常能「化腐朽為神
奇」。賞畫讓人優雅，啜茶讓人傾心，品樂讓
人沉醉，畫畫讓人安靜。創作時，齊白石氣沉
丹田，那種安靜——出自他的心弦內在，身
體、意念沉浸其間，想像與感覺相互勾連，心
思一徑而去，心無旁騖。
齊白石鄉情流露處盡顯天真，秉性執拗裡尤

至細膩，情感真誠、用筆精微，他的繪畫視角
如同一個稚童匍匐在原野之中，眼眸中充溢着
生命的喜悅，簡約而豐腴，淳樸而高雅，一切
做來，都顯得那麼趣味盎然，風致闌珊。
宋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說：參禪之初，看山

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
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
是水。齊白石畫花鳥物象、蟲魚菜芥，並不一
味刻意求其形似，能在不求形似中得其神似，
求得更多情韻氣場。他一向反對宗派拘束，也
反對死板臨摹。因而齊白石作品中交織着鄉土

農民和文人雅士的雙重身影，拙樸和飄逸集於
一身，「多家店」果然名不虛傳。
齊白石的畫，熱忱純粹，簡繁妥貼，在整體

單純之中追求局部豐富。他畫的石頭、荷葉和
芭蕉很多時候都是一筆揮就，但往往構思在
前，意在筆先或意在筆中，尤其是疏筆與工筆
的結合，使他的畫面層次感非常強。齊白石畫
作生命力自由洋溢，個人靈性的多極伸展和性
靈抒發相互依連，意境、意趣、意態和意味的
感發隨形賦象，形成亦雅亦俗、性情激勵的生
命系統。齊白石的「多家店」，從來都是有靈
魂統領的。齊白石的毛筆字有幾個特色，第一
是用筆逆入平出，筆勢老辣、蒼勁，力逮八
荒，很有品頭。第二個是他用毛筆寫的詩句還
有一段段題字，常常文白相間，把畫上落墨的
事物和沒表現出的東西，用閃爍着童心光澤的
語言真誠表達出來，帶給人澄明透徹的感受。

齊白石的《蝦》、《蟹》、《牽牛花》、
《蛙聲十里出山泉》等畫作，把天然之趣和民
間繪畫元素結合在一起，充滿了藝術的想法，
「多家店」實際就是他的創新店。他的「金石
入畫」強調筆墨力度和生活的鮮潤氣韻，並兩
相融合，因之齊白石的畫筆筆端沒有吳昌碩繁
複、到位，但他比吳昌碩多了鮮亮和靈動，比
如他的線條一筆下去做到了多個層次，力與
柔、寬闊與狹窄、筋骨與斷墨、通靈與氣息漸
次變化，歸乎法上，令人稱道。
徐悲鴻曾評價，「齊白石是老畫家中最具現

代氣氛者」，這個「現代氣氛」是不墨守己
有、創新從不止步的代名詞。正因齊白石沒受
正統美術教育，所以他百無禁忌，缺少自我限
制，敢用「多家店」筆墨巧妙融通。這位來自
鄉間的木匠，把中國文人的鄉土情結在有意無
意間揮灑開去，契合了美從民間來、又轉身呈
現天籟天趣的中國畫玩味之理，從而開創了中
國傳統繪畫的全新境界。

《農家拾趣》是齊白石眾多天籟天趣的佳作
之一，畫名中一個「拾」字像是信手拈來，妙
不可言。全畫以田野故事入筆，一隻谷雀、兩
個蟲子、二十隻小雞、三兩捆稻草，小雞穿梭
其間，尋覓稻粒。畫面構圖活泛，造型鮮潤，
在雞雀互動、黑白演進中，縱恣狂放的稻草捆
佔去了畫幅的近半，讓小雞形象顯得很小、很
小，卻是栩栩如生，愈發可愛，觀者盡情欣賞
牠們輕快跳躍的步法，再看牠們低頭尋食的神
情，那份專注，似乎有中國哲學的篤定不移活

在其間。一幅好的書畫，是有生命的，品味
它，就是與生命對話，與周遭會談，讓人能感
謝上蒼的恩賜。這幅充滿農趣、野趣、童趣、
奇趣和妙趣的畫作，讓觀者聞得稻香，看得蟲
翅，聽得雞鳴，悟得哲思，令人真真叫絕不
止。還有人曾評價，齊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
歲以後創作的，有藝術境界，更有思想高度。
晚年的齊白石，不僅生活安逸祥和，且受到全
社會的尊敬，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下
至天真孩童都對他推崇備至。其中，創作於
1955年的一幅《祖國萬歲》就是他當時內心
真實情感的流露。齊白石生前的最後一幅作品
《牡丹》，畫中形象似花非花、似葉非葉，風
從畫外吹來，花葉舞動着波浪般的韻律，在中
國畫畫面間西洋油畫風範立現。絢麗的色彩、
靈動的姿態，洋溢着燦爛而濃郁的生命活力，
其主觀意態色彩相當深重。
這幅畫的氣韻與齊白石其他作品有很大不

同，這也許正是齊白石靈魂深處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心跡與筆
觸的握手，要講清這畫中的「多家店」，已分
不清是出自哪幾家了。在齊白石如同鄉村老牛
般凝重沉思的外貌下，始終流淌着自由、奔放
和激越的情思，這一點，類似西方畫家梵高的
靈魂寄託一般，只不過齊白石高壽，他的內在
多了份寧靜罷了。正是這顆始終天真、活潑的
心靈啊，才讓他迸發出無與倫比的創造力。
齊白石筆墨大刀闊斧又能精益求精，開得

「多家店」，領得八面風，聽萬蟲鳴，嚼白菜
香。他的花鳥魚蟲題材極其廣泛，古往今來無
人與之匹敵，他的作品構思新穎，其神奇在於
令雅士仰視，令俗客咋舌。

從湘潭到北京後，齊白石的繪畫受陳師曾影
響甚大，同時吸取吳昌碩之長，成為融會貫通
的「多家店」「店長」。他之所以在花鳥方面
達到登峰造極的成就，就是他敢把雅推向極
致，返璞歸真；把俗推向反面，雅致浪漫。他
樂於養蝦、養蟹、養魚、養雞雛，與牠們相依
為命。於是，那些蝦、蟹、蟬、蝶、魚、鳥，彷彿認
定了他的筆似的，一派水墨淋漓，統統靈氣活脫了。
1955年，民主德國鑒於齊白石在藝術上的精湛
表現，授予他民主德國藝術科學院通信院士稱
號。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授予齊白石和平
獎金。1957年9月16日，齊白石在北京辭世，享年
93歲。1963年，在齊白石誕辰100周年之際，他
的名字被寫入「世界文化名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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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校長
又到小學巡禮
的季節，無論是

在媒體上，還是社區裡，都充斥
着不同的小學校長講座或訪問。
愈來愈覺得香港的校長走向兩
個極端，一種「顧客至上」，把
學校變成一種生意，老師像推銷
員，孩子也像推銷員，整間學校
比銀行更專業；另一種講求創新
和特別，校長十分有主見，要做
到跟香港主流不同，不理評價，
但以個人魅力取勝，滿口理論，
傳媒樂於追捧。
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有難
以適應的地方。前者要花很多時
間做「騷」，亦容易忽略了口才
不好的學生；後者太過創新，沒
有規則，同時成效也看主見是否
真的擊中紅心。
早前去參觀了一所學校，不算
是香港頂尖的學府，但算某地區
的首三名，校長非常資深，演講
時，目標卻像趕客。不斷強調着
重學校要的是合作的家長，不希
望家長常常找老師、不想家長每
事問、質疑學校課程等，聽起來

十分獨裁和封閉，卻完全感受到
是在保護教師們。她坦言如今的
WhatsApp時代，家長頻繁地交
流和比較，對學校及學生未必全
是好事，希望大家能尊重學校，
亦給予教師們空間，才能好好教
導學生。
有太多不滿意的話，更懇請家
長轉校，不希望教職員花太多時
間照顧個別人士，而忽略了學校
的實務。
後來參觀這間學校時，覺得學

生口才都不算好，但老師沒有責
怪，還會互相取笑，其實作為示
範介紹，真的不合格。但和學生
私下談時，發現師生關係很好，
無論成績好還是不好，老師都很
照顧。壁報板等也很平實，亦從
不見到學校要做什麼宣傳，升中
成績不錯，雖然教學傳統，但學
生說不算辛苦。小息和午膳有很
多活動，大家很喜歡上學。教師
能專心教學，不做額外的事情，
對家長嚴厲，但對孩子寛鬆，在
我看過芸芸的學校裡，這間竟留
下深刻印象。

繼郁、沈文集
成功出版之後，

我們為之雄心萬丈，提出出版
港、台及海外作家的選集叢書。
由於香港三聯書店是中資背景
的出版社，考慮到台灣作家的安
全起見──當時台灣的「勘亂臨
時條約」仍未解除，對彼岸的出
版物及出版機構均打上「共匪」
的標籤，所以我建議另成立「文
藝風出版社」，出版《台海文
叢》。
當時入選的作家有柏楊、陳映
真、黃春明、楊逵、楊青矗、張
香華、王拓、覃子豪等人。
最近閱到日本作家橫地剛的一
篇文章，還特別提到這套書。橫
地剛寫道：「那是一九八八年十
一月，從廣州回日本的途中，在
香港啟德機場的小商店我被《趙
南棟──陳映真選集》和並排放
着的、由文藝風出版社發行的中
文版《楊逵選集》所吸引，所以一
併買了下來。」（橫地剛：《慚
愧！慚愧！》，收入《映真，我
們懷念你》，光明日報出版社，
二零一七年）
此外，我還趁留學美國期間，
策劃了一套以海外華人作家為主
的《海外文叢》，入選作家包括
聶華苓、陳若曦、於梨華、李歐
梵、劉紹銘、許達然、叢甦、非
馬、秦松等等三十餘人。
《香港文叢》則出版了溫健
騮、舒巷城、劉以鬯、也斯、羅
孚、西西等人的選集。
我們曾打算待各套叢書出版
後，可以整合成《世界華文文學
大觀》，因囿於人力財力，我們

採取靈活的做法，即先化整為
零，再配龍成套。
這個計劃，在我離開香港三聯

書店而中斷。《香港文叢》只出
了幾本，原設想的待《現代中國
作家叢書》出齊後，再發展一套
《當代中國作家選集叢書》，也
中斷了。這是十分可惜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三聯

書店出版部，麻雀雖小，五臟俱
全。當年出版部已發展有五個編輯
室，包括：文學編輯室、綜合編輯
室、藝術畫冊編輯室、英文編輯
室、字典編輯室。為了加強英文編
輯的專業水平，我還特別聘請了一
位英國年輕人當編輯，這在中資出
版史上是破天荒之舉。
值得一提的是，藍真先生是位

高瞻遠矚的出版家，他把旗下的
出版機構作了分工：三聯書店以
文學書為主──就算三聯出版的
字典及畫冊，也是與文藝相關
的。其他中華書局、商務印書
館、萬里書店、新雅圖書公司等
各司其職，儼然分工，套他的話
說，如五線譜的Do Re Mi Fa
Sa La Ti Do，加上高低音，從而
匯成一闕出版大合奏。這也是他
的出版理念。

（「我的出版生涯」之二）

在《延禧攻略》中
飾演「富察皇后」的

秦嵐日前駕臨香港出席某品牌活動，沿
路一直被香港觀眾大呼「皇后娘娘」，
秦嵐被熱情的觀眾感動得眼泛淚光，不
停向觀眾揮手示意，情緒有點激動回應
觀眾說︰「謝謝！謝謝你們呀！」
也許很多人不明白秦嵐為何情緒如此

激動？香港觀眾就是喜歡她在《延禧》
劇中演的「富察皇后」，賢良淑德，散
發着那份溫婉而被她圈粉了，受觀眾歡
迎是很自然的事啊！但香港觀眾對秦嵐
心中的「苦」知道的卻不多。
在二零零三年，秦嵐在電視劇《還

珠格格3》演出心機女陳知畫一角，
插足五阿哥永琪（由古巨基飾演）和
小燕子的感情，由於秦嵐將心機女這
角色演得絲絲入扣，令觀眾對她「恨
之入骨」，對她的印象自此「討厭」
到極點，之後，但凡秦嵐在任何電視
劇的演出，都受到不少觀眾的排斥、
唾罵，過去十多年來，她的演藝生涯
都在「無辜」被「黑」的日子裡度
過，這次香港觀眾對她的歡呼認同，
對她來說實在是「太需要，太需要」
了，心情又怎會不激動呢！

當秦嵐在數百位遴選人中脫穎而
出，得以在經典劇集《還珠格格》演
出實在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機會，秦
嵐當時還以為自己「執到寶」，至少
是日後演藝工作的一次不錯的踏腳
石，然而秦嵐本人及圈中人都萬萬估
不到的是觀眾對知畫這角色的厭惡程
度如此「極端」，觀眾入戲的情緒，
令秦嵐的機會變成一噩夢。
筆者對秦嵐在《還珠格格3》的演

出，倒是頗為欣賞，才有後來吸引筆
者看完她和蘇有朋搭檔的電視劇《非
緣勿擾》，覺得她在戲中的演技拿捏
得「好到位」，充分展現出她是一位
既有顏值又有演技的實力派演員，但
願秦嵐經過這次「富察皇后」能為她
「洗白」，事業
逆襲成功，日後
在內地演藝界走
得更好。

「富察皇后」翻身之路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香港的騙案愈來愈多，騙徒手法更是層出不窮，稍
不留神，也會發生在你我身邊！天命實在沒有想到，

江湖上竟然會出現自己的假「分身」！
近日，有客人致電天命，說是在網上找到一個「楊天命」的聯絡方
式，在社交通訊軟件中，顯示頭像是一個卡通圖像。客人與之通過電
話訊息聯絡，對方聲稱自己是楊天命師傅，可以提供算命服務。奇怪
的是，當客戶想要預約見面時，這位「楊天命」師傅卻讓他先轉賬到
馬會戶口。客人當然感到奇怪：「為什麼是馬會戶口，而不是公司戶
口呢？」對方搪塞道，皆因轉賬到銀行戶口「不方便」。這位醒目的
客人馬上警惕起來，拒絕以這種奇怪的方式預先繳費，最終順利保障
了自己的利益。
後來，那位客人終於找到真正的「楊天命」為其提供算命服務。我
建議客人不妨報警，以免更多人受騙。可惜後來翻閱訊息記錄，對方
聲稱自己是「陽」天命，由於寫的是「陽」而非「楊」，或許正是想
用這種拙劣的手段，逃避法律責任，混淆視聽。但在他的資料頁上，
是貨真價實地寫着「楊」，明顯是想冒充「楊天命」。法網恢恢疏而
不漏，不管怎樣，天命保留一切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天命更想在此提醒各位，我本人的收費方式，皆是等閣下親臨本公

司得到所需服務後，方繳付費用，從不需作任何形式預繳，更不會無
理要求各位匯款到任何可疑的賬號。騙徒實在是無孔不入，不知其他
師傅是否也有類似的遭遇？無論如何各位要擦亮雙眼，切勿受騙。
話說回來，若想冒充天命，實在並非易事，皆因我不止是玄學師
傅，還是書迷、劇迷、影迷……若想依靠模仿來成為「楊天命」，不
但要熟知各家玄學資料，還要追看各種玄學以外的書籍，更要多看電
視劇、電影，否則只要多聊幾句，就馬上原形畢露。想做「楊天
命」，會很累的啊，各位騙徒，還是趁早收手，回頭是岸吧！

真假楊天命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沾沾光

開通高鐵是香港上周最熱門的
事件。多一種便捷高效的出行交

通工具，對於港人北上或是內地同胞赴港，都是
一件樂事。上周二，香港高鐵正式開通的第三
日，為嘗鮮我放棄了過去一直喜歡的船，選擇了
搭高鐵回廣州。
因為不確定從堅尼地城去到西九龍站的時間，

就未預先訂票。中午12點30分上堅尼地城港鐵，
從金鐘站出來，轉乘剛開通了三日的雙層巴士
W1，過西隧直接開到了柯士甸港鐵站D出口。這
座被稱為世界最大的地下火車站，就藏身柯士甸
港鐵站之下。
進入站內，感覺同內地的許多高鐵站設計頗為

相似，高大敞亮，指示牌簡明清晰。一路電梯達
到購票大廳，裡面早已是人山人海，水洩不通。
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倒是個個耐心體貼，粵語普通
話自如切換，協助旅客購票或是安檢進站。我是
排隊在自助購票機上買的票，選擇好車次刷信用
卡，不用30秒，一張淡藍色的票到手，車次、入
閘口、車廂號座位號，都印在票面上。
買好了票準備安檢時，環顧四周才發現，購票

大廳裡的湧湧人頭，很多並非是趕着出行，應該
是來看新鮮的普通市民。有一家大小手拖手東看
看西望望，有推着輪椅上的耄耋老者一起來的，

更多的人像無頭蠅，漫無目的隨着人潮四處流
動。在新鮮的事物面前，人的好奇心像是驅動魚
群的鯰魚。稍感惋惜的是，香港人高鐵好奇心的
滿足感，來得有些遲滯。蘇州過後無艇搭。所
幸，這趟連接全國高鐵網的快車，終究還是搭上
了。跟隨指示牌，手持證件和車票，一路暢通完
成「一地兩檢」抵達候車閘口時，我看看手機，
正好是13點35分。從西環出發抵達西九龍高鐵
站，再購票安檢出境入境，耗時1小時5分鐘。我
購買的是14點31分的票，候車的1個小時裡，手
機瀏覽新聞看短視頻，時間很快便過去了。西九
龍候車廳為乘客提供總計兩個小時的免費WiFi，
網速不錯。
入閘登車之後，粗略計了計，可坐90人的二等

車廂，坐了18個人。車內的空間比較寬敞，每一
排座位之間的扶手下面，設計了兩個充電插口和
一個USB埠。香港電器的插頭通常是扁厚的三
足，這兩個插口是內地通用的薄三足。若同坐一
排的人都有充電需要，出行時最好自帶一個轉換
器。需要吐槽的是，按照座椅靠背裡面的高鐵指
南操作了一路，高鐵上的WiFi都未能成功連上。
香港段都走地下，窗外一片漆黑，從深圳北開始
直到廣州南，一派典型的珠江三角洲風貌，魚塘
河道水網交織，廠房、獨棟屋村星羅棋佈，香蕉

林、稻田、菜地，看得人滿眼翠綠。
300公里的時速，十五六分鐘就到深圳北站，

呼啦上了一大群乘客，車廂一下子幾乎全填滿。
許多人對開通首周，搭乘人數未能達到預期表示
擔憂。其實就如同一條新開通的航線，需要一段
時間培育市場，香港高鐵亦是如此。
過去多年來，香港北上有火車、渡輪、跨境巴

士和飛機，已經覆蓋了之前的所有交通工具。便
捷度和舒適度更高的高鐵出現，是對現有出行方
式補充。搭乘高鐵的客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吸引乘客改變過去的出行習慣，另一方
面則是需要用高鐵的優勢，撬動更多人出行的慾
望。這裡面既蘊含着香港作為國際都市持續釋放
的吸引力，也有內地龐大的市場和日新月異的發
展機遇，作為可以預見的前景。因此，批評監督
香港高鐵促進其提供更
完善貼心的服務，是必
要的，但一味唱衰實在
是目光過於短淺。

搭高鐵去廣州

走進齊白石的「多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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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命

■「文藝風出版社」出版的
《台海文叢》。 作者提供

■圖片是筆者搭乘
高鐵從西九龍站去
廣州南站當日所購
的車票。 作者提供

■秦嵐早前來
港宣傳《延禧
攻略》，極受
大 批 粉 絲 歡
迎。

■陳惠敏（左一）與汪峂（右一）、波尚琅
將軍（右二）及梁小龍、黃特平主持開幕儀
式。 作者提供

做推廣宣傳活
動，是有很多機

會認識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而
這些朋友的層次很不同，這一
晚，我有機會認識了一位很年輕
的才俊，一位31歲的年輕人已擁
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公司，
現在投資娛樂製作公司，希望在
文化娛樂事業有所發展。
這也是一個機緣，是百利達紅
酒的黃老闆，拉我出席他的一個
開幕宴會，他說是一間娛樂製作
公司成立，這間公司的領導層包
括柬埔寨的將軍波尚琅、上海的
年輕才俊汪峂、電影界的大哥陳
惠敏，而他自己笑是細佬，所以
跟着大哥學習，他倒是謙虛，因
為在台上舉行開幕儀式，黃老闆
一起跟着幾位大哥進行了隆重的
儀式，黃老闆也是這間娛樂公司
其中一位領導。如今的演藝圈，
當然要數內地最蓬勃，大家都希
望在內地有所作為、
有所發展，今次他們
成立星輝娛樂，同時
希望促進中柬兩國文
化交流和合作，相信
如今也是一個好時
機，也成為「一帶一
路」的電影文化輸出
的重要部分！
這一晚我們有機會
認識這娛樂公司的領
導層之一的年輕才

俊，這位領導非常客氣，還特意
跑來我們這一桌和我們飲兩杯，
還連聲多謝！如此的盛情，實在
不好意思！這些年中國的發展令
世人眼紅，我們作為中國的香港
人，也能沾少少光！看到年輕一
代的成就，尤其眼前這位如此謙
虛有禮的領導，就知道我們中國
的未來的確要倚靠他們！
其實這晚還有很多其他嘉賓，

有些是很久沒有見的，原來他們
都在內地工作，見到他們的出現
也挺開心的，起碼知道他們的狀
況，知道他們過得很好就安心
了！
這晚還有很多表演嘉賓，位位

都是唱家班，呂珊、蘇珊、大
AL、韋家雄、布韋傑，個個都唱
得很好，雖然場面非常熱鬧，下
面的互相祝酒喧鬧不停，不過我
還是很留意他們的演出，很愛聽
他們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