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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國的朋友，早餐非得一碗麵和油條
或稀飯配鹹菜，換成麵包牛油加奶咖啡就難
以下嚥，吶吶地問：「早餐就這樣嗎？」他
說不管吃多少，感覺總沒吃飽，最後不顧一
切，直接問主人：「有沒有粥和小菜？」
也有西方朋友來到中國早餐時間便對着餐

桌驚呼「竟然是吃鹹的？」他們在西洋的習
慣是甜味早點。「有沒有甜甜圈或者麵包塗
黃油抹果醬？要不然乳酪加水果和堅果等等
也行，這裡沒有嗎？」然後皺眉問「你們還
沒吃早餐，就吃起午餐來了嗎？」他認為鹹
味應當屬於午餐。
最為關鍵的是，各人有各自從小培養起來

的胃，彼此皆無法一時三刻接受對方自認美
味可口的餐飲。所以許多酒店在自助早餐時
準備了中西兩類多種食物供顧客自由選擇。
喜歡創新的人對着中西合璧的早餐，開心

地即興創作：菜肉包子配咖啡，麵包夾上鹹
蛋配豆漿，新奇的嘗試獲得陌生但完全新鮮
的味道。藝術害怕死板，講究創新。那些喜
歡照碗煮飯的人，煮好之後，吃起來可能不
錯，但天天翻同一版本，日日吃同樣東西，
嚐同樣味道，厭倦的人搖頭歎息，卻真是有
人毫不介意說「這樣很好嘛」，且自我歌頌
「我不挑剔。」
不敢打破固定的軌跡，永遠沒有聽過大膽

探索，可能也想過圖變求新，缺乏實際行
動，成為一份不會實現的夢想/憧憬。因為太
明白：新鮮固然具有誘惑，熟悉給人安心。
無論飲食文化或藝術創作，一味跟隨傳

統，不敢求變，沒有突破，這是行走江湖的
安全法則。一般普通人也願意接受這種作
品。吃原來的食物和用原來的配法，不用吃
多，一小碗粥加一點鹹菜和花生米，便感覺
吃得極好。畫畫亦如是，不脫離原來技法，
按照古人的畫臨摹，一株梅花一塊石頭，幾
片荷葉兩朵荷花，幾筆蘭花葉子加幾朵蘭
花，三朵菊花再畫幾根竹籬笆，下筆時要注
意用水用墨需有深有淺、有急有緩、有明有
暗、有重有輕，那就不過不失為一幅水墨畫。

傳統繪畫鋪天蓋地，仰首低頭俯拾即是，

不必擔心人家看不懂，不必憂慮沒有欣賞的
人，畫的人放心下筆，買的人放心購買。皆
大歡喜的交易。

來到多元豐富的時代，今天人們一再強
調，藝術創作的理想是東西交融，積極讓中
畫和西畫發生關係，接觸西方各種現代繪畫
藝術風格之後，如何讓東西方撞擊出火花而
不失去中畫的意境和韻味？聽起來悅耳，然
而，作品創新之後想要走進一般人的心裡，
那比中彩票還難，彩票靠的是運氣，時來運
到就有機會，好的藝術品卻考驗收藏家的學
識和眼光，這得依賴時間的積累，一點一滴
慢慢培養起來。說到這裡忍不住要加一句，
收藏家和藝術創作者一樣，都需要悟性。
藝術家其實不怕沒飯吃。經濟起飛的時

候，僅求溫飽絕對不是大問題，但是創作一
而再依循着前人，將自己停留在臨摹狀態，
無法悖離規範的傳統作品，那必須坦白說，
留名是不可能的事。大樹下自然好遮蔭，不
過，躲在別人影子底下照着規矩做藝術，你
個人的名字肯定永無出頭之日。因為人家一
看見你的作品，另一個早已成名的人的影子
呼之欲出，你的封號也有，是被你仰仗的那
個天下聞名的「某某某第二」。假如你不在
意，那也沒有關係。

大家都在積極地努力，為了推翻傳統的窠
臼，卻不曉得如何着手才是正確方向。習慣
循規蹈矩，按照老師說的話去做的聽話學
生，當老師任由你自由創作時，你卻焦慮地
感覺無路可走。方向盤一旦掌握在自己手裡
時，方才發現，居然從來都沒有去思考，康
莊大道應該往東西或南北？缺乏思考，技藝
再精湛也沒用，最高也只能拿到「巧匠」的
冠冕。豐子愷在1929年3月寫的一篇散文，
收錄在《藝術趣味》一書裡。「1890年的某
一天，歐洲藝術教育運動先驅者愛佛烈．利
華德華爾克在街頭看見一個賣花的人，那人
不像平常賣花者一樣把花綁成一束一束出
售，而是把鮮花照着其自然狀態放在花籃
中，在街頭叫賣。這位德國教育家竟然驚喜
若狂，特別做記錄：「這是關係重大的一

事！百年之後，德國學生將在歷史教科書中
讀到這樣的課文『1980年為新趣味開始之
年，柏林市上從此廢除花束，開始買賣自然
狀態的野花』。」
今天的人看見這樣一則生活小故事，會覺

得這位愛佛烈過於誇張。一個賣花人將花分
為一束一束地售賣或者是任由自然狀態的擺
賣，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高聲喧嚷張揚其事
嗎？原來步步規矩從不越軌的德國人民一向
偏重「主智主義」。對於藝術，他們的觀念
僵硬，傾向死板，因此愛佛烈認為不把花像
以前一樣，束成一束束來做買賣，是一種趣
味的進步。
一把不羈的野花就可以是一份創新，是活

力和進步的象徵。可見得只要把一貫的舊方
法，舊規矩丟了去，換一個新法子，不論是
什麼怪樣子，只要是前人沒有做過的，與眾
不同的，便也是創新了。聽着，顛覆傳統原
來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的事。把書讀完，
以為已有所獲，興奮莫名，馬上動手作畫。

面對畫紙畫筆和顏料，呆坐鎮日，才發現
一個事實，自己與突破之間的距離，佈滿無
形的障礙，缺乏「創作」經驗的人，不知如
何下手把障礙物移開，最終停駐腳步，無法
繼續往前行去。由於對藝術創作有所期待，
在學習過程中，發奮圖強，努力不懈，描摹
了過多客觀的真實。客觀是什麼樣？觀察，
遵照它的形象樣貌，一筆一筆畫出來，畫得
相似，贏得讚賞，沒有想到稱讚的話語竟形
成一塊塊堅實的磚頭，逐日圍築出一道堅實
的牆。在牆裡的日子太長，想像和思考漸漸
萎縮，主觀世界跟着消失，然而自己尚不曉
得那些得意洋洋的作品是被侷促在牆裡的仿
製之作。
恪守傳統沒有錯，一味重複即是失卻創作

的意義，也讓人從中看見性格上的怯懦。墨
守成規而獲得的成就，是規規矩矩的製作成
品。在豐子愷和愛佛烈的眼睛裡，「製作」
是一束束好的花，「創作」是一把不羈的野
花。藝術創作講究的，受到歡迎的，終歸是
那把不羈的野花。

人生本有盡 光陰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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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十年
颱風「山竹」強
勢襲港，公園留下

斷樹殘枝，令人心痛不已。那是無
法抗拒的大自然之力。我聯想到另
一場更令人心驚膽戰的風暴，那就
是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今年剛好
十周年，相關的檢討和反思活動也
在舉行中。
這場海嘯醞釀一年，由美國次按
危機產生連鎖效應，以及當時作風
高調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佈破產
引爆，而導致全球股市插水式滑
落，時值我在銀行傳訊部工作，在
某程度上「見證」了風暴，也為其
間接「受害者」。
記得銀行年初招聘時，沒有這方
面經驗的我意外地獲得見工，又意
外地迅速獲錄取。當時部門打算擴
充，有不少新計劃，工作也接踵而
來，集團上萬人，我雖然幾乎要跟
各大小部門合作，但在上司的指導
和同事的配合下，很快上手，做得
很愉快。
首半年的工作很充實，也令我對
陌生的金融機構漸漸產生歸屬感，
但慢慢地發現各部門需要我們幫手
的工作少了，再慢慢有合作的同事
離職了，接着是整個部門的人都走
了。而我原來總處理不完的電郵也
如股市指數滑落般，愈來愈少，一
間間巨型金融機構不是被破產，就
是被接管、併購，乃至北歐小國冰
島也瀕臨破產，社會上逐漸出現一

群群「債券苦主」……
我所在的銀行由於作風穩健，並

沒有購買當時甚為流行、高風險高
回報的股票掛鈎衍生產品，而避過
大風險，但在如此全球性危機環境
下，難免收縮業務。
這場海嘯由美國過度房貸引起，

卻波及全球，影響深遠。不過，相
對於歐洲和美加等地，亞洲由於經
歷過「九七金融風暴」，有了經
驗，除了股市大跌，社會震盪不算
太大，香港在中資支持下，股樓市
更很快恢復。但對歐美知識界衝擊
很大，尤其令那些奉資本主義自由
市場為圭臬的人的價值觀產生動
搖。黎巴嫩裔美國作家納西姆．尼
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黑天鵝效應》更一紙風
行：原來巨人如此輕易倒下。
德國人氣劇作家福克．李希特

（Falk Richter）針對海嘯後遺症寫
了舞台劇《信任》，描寫海嘯對人
心的傷害，人們因為被騙而出現憤
慨情緒和信任危機，並作深刻反
思。劇作家透過劇中旁白、獨白、
自白，帶出人們對前景的迷茫、迷
糊和迷惑，並從極度失望中「開始
改變自己」。
如今，悠悠十年，金融業不再是
年輕人嚮往的行業，但在互聯網帶
動的新經濟體系下，虛幻的金融仍
然無處不在，而人們學懂了什麼
呢？

時光流逝，轉眼
間第三季已過去，

來到第四季了。令我想起了有台灣
民歌之父之稱號的音樂家胡德夫先
生一首成名曲《匆匆》。猶記得熱
愛文藝的芬姐，最愛哼這首歌：
「初看春花紅 轉眼已成冬 匆匆
匆匆
一年容易又到頭韶光逝去無影蹤
人生本有盡宇宙永無窮匆匆匆匆
種樹為後人乘涼要學我們老祖宗
人生呵就像一條路一會兒西一會
兒東匆匆匆匆
我們都是趕路人 珍惜光陰莫放
鬆匆匆匆匆」
此時此刻，在深秋之際，聽芬姐
感嘆地說今年感慨萬分，皆因數位
知名朋友相繼離去，而今又傳來知
名影視粵劇名伶吳君麗因病辭世，
享年84歲。芬姐的先夫吳多泰博士
與吳君麗是宗親之誼，吳君麗生前
與芬姐不但是老友記，而且親暱地
互相以姑嫂稱之，又是麻雀搭子。
芬姐說，猶記得最後一次與吳君麗
見面是在她出席去年聖誕節紀念吳
多泰博士106歲生辰派對上，吳君
麗、尹飛燕等紅伶還在派對上唱
歌，風采依然。想不到未夠一年，
君麗姐已離開了人世，芬姐十分懷
念她。有關吳君麗在藝術方面的努
力和奮鬥，以及其成功路上，正如
《匆匆》這首歌詞一樣：「人生呵
就像一條路 一會兒西一會兒東 匆

匆匆匆」。她的奮鬥和努力實是令
人欽佩，芬姐點讚她。最值得芬姐
敬佩的是，在數十年前君麗姐、羅
艷卿等支持婦女界名人徐余梅馨合
組「國際婦女會」，作出積極貢
獻。君麗姐常自動在婦女會活動中
獻歌，為老人家助興，十分有心。
其後徐余梅馨先走一步，國際婦女
會交由其女兒彭徐美雲領導。君麗
姐、羅艷卿、尹飛燕、王超群等粵
劇名伶參加國際婦女會，為婦女福
利及權益做了很多工作。君麗姐還
同時繼續在藝術界不遺餘力，永不
言退。
芬姐非常感嘆，人生本有盡，宇

宙永無窮，要珍惜光陰莫放鬆，在
有生之年，永不言退，繼續為社會
作出貢獻，繼續奮鬥，尋找幸福，
以吳君麗為藝術而作榜樣。我們失
去了一位藝術大師，感到痛心難
過。祈請君麗姐好好上路，並請君
麗姐的家人節哀順變。
人生在世，來去匆匆，我們要珍
惜所擁有的一切。試想想近日來不
斷發生天災，多少人流離失所，失
去了財產，甚至失去了生命。這是
多麼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啊！除了天
災還有戰亂，戰亂是由人禍而造成
的。世界上有些人，挑撥地緣政治
矛盾，甚至引起硝煙四起的紛爭，
這是非常令人憤怒的事。我們要為
世界和平發展而努力，才能保持幸
福的生活。

日前，嶺南大學公佈
將頒授榮譽院士銜予四

位傑出人士，以表揚他們在其專業領域
的卓越成就及造福社會的重要貢獻，獲
頒授榮譽院士銜的名單內有兩個熟悉名
字車淑梅（淑梅姐）及盧燕英（羅蘭）
MH，平日在演藝界的活動也看到淑梅
姐、羅蘭姐的消息，不過大家很容易忽
略她們一些個人資料和奮鬥歷史，簡介
上寫道羅蘭真名是盧燕英，英文名Hele-
na ，實在失覺晒。
羅蘭姐是香港產量最多和最受尊敬的

資深演員。她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
參與電影演出，在粵語片年代演出過百
部電影。踏入七十年代，投入電視圈，
羅蘭姐憑着精湛的演技，演活了不少深
入民心的角色，成就獲得各界肯定，九
十年代羅蘭姐因「龍婆」一角兩度獲提
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2000年
憑電影《爆裂刑警》贏取「第19屆香港
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的殊榮。2002
年及2013年分別獲無綫電視頒發「萬千
光輝演藝大獎」及獲選為「藝員眼中的
最具實力演員」，今次「嶺大」頒授榮
譽院士是表揚她在演藝界的傑出貢獻。
演「龍婆」呢種不討人喜歡的角色能演
到得獎，兼獲大學榮譽院士的實在難
得。大家都知羅蘭姐在演藝圈立足都是
靠自己，不是憑靠山，幾十年來全情投
入演戲才建立到如此地位。
另一位要恭喜的是「采風」專欄作者

車淑梅，淑梅姐不單在廣播界做得出
色，在公益事業奉獻很多。她特別關注
弱勢社群的需要，落力做服務社會的
事，所以早已獲得「香港十大傑出青
年」榮譽、「仁愛堂傑出愛心演藝人大
獎」、「再生會傑出社會貢獻大獎」、
「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民政事
務局局長嘉許計劃獎狀」以及「香港傑
出義工獎」等，更擔任「香港傑出義工
會」的創會會長，身體力行感染他人參
與義務工作。
筆者最佩服淑梅姐的工作熱忱，在電

台工作期間，那怕是晨早或假日時段的
節目，她都想辦法令其有趣、好聽，能
為社會帶來正能量，又可以經常高踞電
台節目榜內的最高收聽率。淑梅姐連續
八年當選「全港最受歡迎DJ」，更獲得
香港演藝人協會「電台廣播最傑出表現
藝人金棒獎」實在是憑真材實料。淑梅
姐事業成功外，亦持家有道，將丈夫兒
女照顧得很好，如今兒女學業有成兼成
家立室，淑梅姐已經抱孫了，所以曾獲
「內外兼備新女性大獎」，當之無愧。
知道淑梅姐經歷過許多艱辛才能追尋到
自己的夢想，見到她自嫁張文新後事事
稱心如意，家庭幸福！總覺得這是她勤
奮及一直樂於幫人積的福。
從淑梅姐、羅蘭姐身上，得到的啟發

是做人心態正最重要，哪怕沒有靠山，
只要有實力、有恒心、待人有熱誠和愛
心，總會有成功的一日！

恭喜淑梅姐 羅蘭姐
小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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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颱風「潭美」吹襲沖繩前一周，剛
從沖繩旅遊回港，走得快，好世界，避過

了在沖繩酒店或機場滯留。朋友就因為「潭美」，航班早
早宣佈停航，因而在大阪酒店困留了兩天，人在外地，替
她們焦急，就怕停電斷水斷糧，於是諸多提點。
其實在這之前，我們都是在颱風的夾縫中往來的。先是

「山竹」襲港前一天，我們從貴州回港恭候「山竹」；待
送走了「山竹」第二天，就啟程往沖繩，想不到在沖繩又
得聞「潭美」風訊。
朋友問，旅遊風中轉，怎麼可以計算得這麼準確？能在
颱風「休息」的日子出門、返家。其實現在科學昌明，天
氣預報是相當準確的，颱風從形成開始就有預報，得知未
來天氣。跟旅行團綑綁式旅遊，只能聽天由命；但自由行
只要多留心早計算，機票、酒店、租車、行程還是可以及
早改動的。
現在的航班都是相當着重安全性，颱風未到就早宣佈停

航。好像我們在貴州趕返香港迎「山竹」那天早上，在預
算登機時間之前半小時，就有廣播催促乘客最後召集，氣
氛有點奇怪，本來在貴賓室歎早餐咖啡的，還沒坐熱椅子
就匆匆趕往登機。向來飛機只有延誤，鮮有提前，看來當
天就是怕颱風有所改變而誤了航程，所以提前召集乘客。
因為剛從沖繩回來，歡笑還是溫熱的，希望沖繩安好；
就在「潭美」即將登陸沖繩之際，又有印尼蘇拉威西7.5
級大地震引發海嘯，造成千人死亡，令人心情沉重，天災
的威力，無可避免；如果預報做得好，傷亡是可以減少
的。
香港在面對超級颱風的時候，對人命重視，警方和義工
對危險地區的居民一勸再勸撤離，才可以沒有死亡數字出
現；天災過後，市區巨樹紛倒，如果到新界鄉郊、離島一
看，樹橫遍野，根幹堆陳，殘垣處處，不是我們可以想像
的，有人埋怨事後清理緩慢，是否應該包容一下？

旅遊風中轉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過去說到疾病年
輕化，大多指三、

四十歲年輕人，也患上應該只見於
五、六十歲中年過後出現諸如高膽
固醇心臟血壓之類的疾病。
脊骨側彎/寒背還不算普遍，畢

竟是年過花甲之後老人家較為常
見，中青少年脊骨側彎更少之又
少，如果說幼稚園的小朋友也脊骨
側彎/寒背，可真是從未聽過，怎
會想到竟然成為今時今日發生在香
港鐵一般的事實。
兒童脊科基金會2017/18學年期
間，分別為四千多名十六歲以下青
少年及兒童進行脊骨側彎/寒背、
高低膊、脊骨柔韌度/頭部前傾以
及盤骨前傾等項目一條龍式檢查，
檢查對象中幼稚園及小學生各佔二
千多名，小學生約百分之七十，幼
稚園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體態都出現
問題，當中以寒背最為嚴重，年紀
最輕病者居然只有4歲（14歲也驚
人，何況4歲，就算不超過一個也
嫌多吧，是不是？）
固然，形成上述病徵，還有其他
因素，但是功課多、書包過重已無
可置疑，兒童脊科調查之前，本欄
提及單冊一磅十両重的初中國文之
類課本，對初發育的初中生脊骨的
影響已有此顧慮，幼稚園課本則不
得而知，相信為吸引小人兒閱讀興
趣的厚紙七彩圖片精印課本，好幾

本一起放進跟身高不成比例的書包
裡，也怕輕不過初中大哥哥體力的
負擔（請看本文插圖），寒背如何
形成可思過半矣。
印證脊患情況，前月本欄呼籲減

輕課本重量（救救孩子），看來已
不是杞人之憂。
記得曾經從網上看過某部幾十年

前的粵語片，那時的中學生，上學
時不過以半吋闊的橡皮書帶，打成
十字扣好三四本加起來不足一磅的
教科書，可見那時候讀書是多麼輕
鬆一回事，讀書沒受過太大壓力的
前輩，活到今天大多還是那麼脊骨
挺直，未嘗沒有前因，今日學子的
明天呢？
教學其他問題管不到，但是由課

本開始減輕書包負荷，至少還可以
減少對學童健康的傷害。

書包是「元兇」？

這個國慶假期我哪兒都沒
去，照舊呆在家裡，一邊碼

字，一邊看熱鬧，看路上堵車，看景區堵人。
倒沒有幸災樂禍的心，只是對出遊的人們照舊
生出幾許同情。
颱風過後一直沒有時間仔細清理花園，一些

斷落的樹枝和花盆縫隙裡堆積的落葉仍然原地
未動。國慶節這天抽出空來，把花草樹木都修
理了一遍，又趁冬天到來之前把一些喜歡曬太
陽的小樹都挪了位置。一番折騰下來，園子裡
頓覺整潔清爽。
結果氣還沒喘過來，樓下的大叔便打來電

話，責怪我的樹落了許多葉子到他的院子裡，
並在電話裡好心地勸我，說我的花園裡種的樹
太多，又不開花，也不好看，還不如不種。其
實我的花園裡種的那幾棵樹都是會開花的。桂
花樹已經悄悄在枝頭掛滿了花苞，已開過兩季
的白玉蘭剛剛告別了花期，冬末初春時開得十
分嬌艷的非洲芙蓉要到下個月才打苞，眼下又
是秋季，樹木看上去便有些青黃不接，再加上
也一地落葉，難怪大叔會覺得不好看。
在粵地種花，有很多花的花期都長，一年能

開兩三季，大多花園裡總是一年四季地花團錦
簇。我不一樣，我喜歡季節的輪換，歡喜在花

兒們自然的交替中感受生命的張力，所以種植
的多是只開一兩季的花兒。如此，便要耐得住
性子，守得住寂寞，日日看，看上兩三季的綠
葉，幾乎要審美疲勞了，才可以見到自己等候
中的鮮花開放。
網上新聞的視頻和圖片與任何的一個節假日

並無不同，處處皆是大「堵」。在這片大
「堵」中，堵的不是「熱鬧」，堵的多是人心
裡的「寂寞」。
其實即便是放假了，有些人也並不一定要急

在此時出遊，只是因為他們耐不住假期的寂
寞，便忍受着到處堵車、堵人的困境出遊，卻
在「堵」中失去了旅遊應有的樂趣；便如有些
人和最初相愛的人結了婚，卻等不及與自己相
攜的伴侶一起慢慢變老，早早地不甘寂寞，一
隻腳跨了出去，尋着借口出了軌，背叛了自己
的初心；亦有些人，在事業上不順遂，便也守
不住寂寞，改了行，或者去走了自以為是的捷
徑，結果，卻走得更慢了。
前些日應中國著名版畫家應天齊老師之邀，

到徽州西遞村參加了應天齊藝術館的開館儀
式。應天齊是個專注的畫家，當他在三十多年
前偶然發現了當時還不為多數人所知的西遞古
村後，便沉下心來，用了整整八年的時間創作

出了《西遞村系列》版畫作品，一舉轟動了畫
壇，其中四幅版畫被國家郵政總局採用，發行
了「皖南古村落」民居郵票，成為安徽省的重
要名片。北京中國美術館、英國大英圖書館以
及日本、歐洲的多家美術館，還有內地的重要
學術機構都收藏了應天齊的《西遞村系列》版
畫作品。如此，便有了西遞為應天齊打造的應
天齊藝術館。若是沒有守住寂寞的沉靜，大抵
也不會有今日的應天齊藝術館，以及享譽世界
藝壇的應天齊了。
在西遞時，曾與朋友們一起上齊雲山太素宮

拜見詹道長，宮中清涼靜謐，道長以一壺清茶
招待我們。幾人圍坐，一番閒談，出世入世，
皆未繞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道長在山
上是修行，我們在山下亦是修行。而修行是什
麼？只不過是守得住本心，忍得了孤獨，耐得
了寂寞。簡單至極。
有一句在當下相當流行的話：「願時光能

緩，願故人不散」。
其實眾人皆知，故人遲早是要散的，沒有人

能真正陪你走到最後。而時光卻是能夠在我們
手中放緩的。只要守住本心，順其自然，至
少，人生的風景不會被我們堵在急躁的心路
上。

風景堵在路上

不羈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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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小弟弟，任重道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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