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人的迷夢！？

書貴瘦硬方通神
唐代大詩人李
白有唯一傳世真

跡《李太白上陽台貼》，讓我們
可一睹詩仙書法風采。然而，詩
聖杜甫的所謂傳世書法《俯太中
嚴公九日南山詩》石碑卻是真偽
未辨，不知其書藝之高低，不
過，其關於書法的名言：「書貴
瘦硬方通神」，卻是眾所周知。
也許唐代人非常推崇瘦硬書
體，以至到了宋代皇帝宋徽宗趙
佶，便硬是把瘦硬書體發揮到了
極致。宋徽宗初習黃庭堅，後學
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並集
各家之所長，最終創出極具
個人風格的「瘦金書」體。
「瘦金書」的特點是瘦直挺
拔，橫畫收筆帶鈎，豎劃收
筆帶點，撇如匕首，捺如切
刀，有仙風道骨、悠遠靜穆
的意境。
雖「瘦金體」有很獨特的
藝術性，然而因創「瘦金
體」的趙佶乃亡國之君，由
是後世帝王不推崇此書體，
僅在民間流傳。
香港知名書法家游尚澤先
生年輕時頗青睞「瘦金

體」，但他並不採取拿來主義，
全單照收，而是取其魂換其魄，
去掉橫鈎豎點，灌以魏碑之金石
神髓，再吸收米芾開張率真的用
筆，將其轉化成彰顯自己個性的
書體。正是：「沉潛果斷任天
真，縝密孤貞不染塵。遙度橫雲
清骨瘦，長風一寫顯精神。」
我曾多次告誡學生，不論師法

何家，初學書時，都要有他無
我，此謂繼承，學得功夫到家，
接下來必須有我無他，寫出自己
的風格，這是創新。然而，入有
跡可尋，出則無人指路，全賴自

己悟性了。
當下書法家學王學顏有

之，學漢簡學爨寶子有之，
多是只見入門不見出門，全
無自家面目，充其量只是集
字書匠，弗能與游尚澤先生
躋身同一層次。 書貴瘦硬
方通神，也不是人人練得身
形似鶴形就能通！宋徽宗能
通，邯鄲學步者不能通，集
字匠也不能通，惟融通創新
者可通。
今午見游尚澤先生字有

感悟，書成於子夜。

現正是學生放
暑假的時間！似

乎學生們並沒有如過往一般在暑
假中去找一些暑期工作增加工作
經驗；或趁暑期去旅行或參加一
些海外大學的暑期課程而增添人
生經驗及學術的知識。
今年似乎是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現
象，是不少大專學生會均成為香港
2019年最龐大「示威」活動中的堅
分子，當然他們也是可以打着香港
市民的旗號，但與過往香港市民舉
辦的大型群眾示威目的似乎完全
不同，過往的群眾示威目的均是集
中針對一些社會中的不平等的話題
而舉辦的。
今年的示威，開始時似乎是為

了所謂的「反送中」，但在短短
的兩個月之間，便出現了「光復
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和標
語。老實說，示威群眾中，似乎
也沒有人大聲疾呼這兩句口號，
但這兩句口號卻靜默地在路旁的
「連儂牆」或街柱上出現，而且
寫這兩句口號的示威者也似乎是
有點兒怕被人看見！例如，只寫
了一句︰「光復香港」，便沒有
時間寫另外一句！有時又只是寫
了「時代革命」，沒有那一句
「光復香港」。可能他們是受命
而在街上塗鴉，但又似乎很怕被
人看見他們的「真面目」！更不
會在口號之後加上「××大學學
生會」之名。
甚有可能他們也有下列的情況︰
1）可能寫者自己也不太明白這
兩句口號的含義；
2）可能是塗鴉者受命而寫，而

他自己本人也覺得這兩口號實在
是「見不得人的」。

光復香港！誰人有權說這句口號
呢？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除了那一段時間是由日本人侵佔時
間，和那一段時間由英國人佔領了
港島和九龍界限街以南那些土地，
後來又加上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那
些土地的99年「租約」。
日本人侵佔了3年零8個月的結
果是投降。英國人也只能依約而
將佔領的土地也一併交回了給中
國。今天說︰要光復香港！？是
什麼人說的口號！？日本人？當
然不會！英國人？相信也不會！
一般香港人也不會懷疑英國人仍
然有這個想法！他們目前還正在
忙於考慮是否無協議脫歐呢！
可能提出這句「口號」的人，真

正的目的是妄想去搞「香港獨
立」！但他們又不敢宣之於口！於
是便提出一個「無厘頭」的「光復
香港」！甚或是暗示某一個國家有
這個意圖而驅使一班頭腦仍未懂得
思考的傻仔去試試水溫。
「時代革命」！？什麼時代？什

麼革命？香港只是一個很細小的彈
丸之地，憑什麼可以搞出一個「時
代革命」呢！？
假如香港有一些學者，可以發

明一輛汽車，不須入電油，只須
入一些水喉水，便可以在路上行
走的話，這才可能是「時代革
命」嘛！
又例如這群大學生之中，已經

有人發明了一雙翅膀，戴在手臂
之上，便可以飛行起來的話，從
此人類便可以不必再花錢去買機
票，每個人均可以用腳步行之
外，又可以用手戴上翅膀便飛上
天空的話，這就真的是「時代革
命」了！

世界級醫學專家、內分泌及
糠尿病權威，88歲桃李滿門的

楊紫芝教授，在未上任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以及香港大學副校長之前，一直致力研究的工
作，「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我的老師麥花臣教
授常鼓勵學生進行各方面的醫學研究發展，這
樣才可以貢獻社會。」
實在楊教授這位杏林英雌的少年夢想與醫療

無關，「我希望當政治家，說話夠氣勢又威
風，後來因為兩位哥哥是醫生，我也考進了港
大醫學院，22歲畢業，一直留在香港大學和瑪
麗醫院至今66年。」
楊教授與香港大學的緣分可由78年前說起，

「當天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父親帶我到港
大飲下午茶，一切如常的平靜，萬萬想不到星期
一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大清早日軍轟炸機
場。原來半夜已有消息，二哥是港大醫科生，
已被政府安排當空襲防衛員；父母親帶同我和
三哥及姐姐，兩個工人一起跑到哥哥嫂嫂東華醫
院的宿舍去避難。」
「當時街上兵荒馬亂，好可怕，我們都塞在

小房間裡度日，以為敵軍不會向醫院開火，
錯，某天一個炮彈由九龍飛過
來，幸好穿進隔壁的空房間，
那次真的死過翻生……日佔時
期，我們天天活在恐怖當中，
最悲慘那次，日軍佔領了九
龍，政府要大哥過海幫忙急
救，我們一家人就像生離死別
的痛苦，幸好，忽然任務取
消，大哥才不用送死……總之
經歷過戰爭，才明白生活在和
平之中是多麼的幸福！」

楊教授的二哥在亂世中不幸因車禍離世，教
授懷念二哥的俠義精神外，也多得父母親給她
良好的家庭教育，「當年我家住在3樓和4
樓，很多內地親友到我家住宿，吃飯也要兩大
桌，晚上開了很多帆布床。在眾人之中我的年
紀最小，某次因與表姐妹鬧嘴，我竟追打人
家……父親知道立即狠狠地教訓我︰『人家來
投靠，絕不可讓人誤會我們嫌棄人家窮而欺負
別人！』我知道錯立即改過，所以家庭教育是
非常重要的。」
其實這還不止，楊老先生更是宅心仁厚，話

說當年楊教授在港大3年級成績優異獲獎學金，
父親知道女兒一位英國來港讀醫的女同學，因
家境問題被迫停學，他們決定將全數獎金協助
女生交學費，整個過程非常低調的進行。有其
父必有其女，楊教授同樣充滿正能量，學生中
包括很多名醫在內，更不時為年輕一輩打氣，
其中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經常提及感謝楊
教授對她的鼓勵，「不要客氣，這是教育工作
者的本分，間中亦有的士司機不肯收車資，就
是多謝我教過他們的孩子。其實我最着意勉勵
醫科同學毋忘初心，因為他們第一天的心願就

是懸壺濟世，幫助病人，所以無論當
了多久的醫生也要將病人利益為福
祉，自己得失放在第二！」
對於今天的香港，楊教授依然抱着

無比的信心，「香港經歷過不少挑
戰，第二次世界大戰、3年零8個月、
67年暴動、2003年沙士等等……中華
民族滿有生命力，總會再次彈起來，
況且香港不單我們這一代，下一代再
下一代，一代一代住下去，大家一定
要好好守護這家園！」

生活在和平中是多麼的幸福！
我們都知道，農曆五月初五，是

端午節，農曆九月初九，是重陽
節。上星期的八月七日，是農曆的七月初七，是
為七夕。這些節日，都有兩個數字是同樣的，就
是說是重複的，所以重陽節通常大家都會說重九
登高。但五月初五卻沒有人說重五，七夕也沒有
人說重七。
那麼重八又是什麼呢？這兩個字原來是一個人的

本名，這個人大大的有名，就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
元璋。先來看看他的祖先輩的名字，他的祖父輩名
叫朱百六，為了躲避戰亂，帶着妻子和兒子朱四五
與朱四九，從沛縣到了句容。朱四九娶妻後生了四
個兒子，分別名初一、初二、初五和初十。後來朱
家在句容也難以為生。於是又帶着後代朱五一和朱
五四逃往淮北，種田為生。朱五一有四個兒子，名
為重一、重二、重三和重五。朱五四原有三個兒子，
名為重四、重六和重七。朱元璋出生時名為重八。
朱家為何都改數字為名字？原來元代有個規定，

凡是老百姓不能上學和當官的，都沒有名字，只能
以父母的年齡相加或者出生日期為名，像朱重八的
父親，就是父母生他時的年齡相加後為五十四。當
然了，重八長大後替自己改名為朱興宗，後來再改
作朱元璋。跟隨朱元璋征戰多年的大將常遇春，
他的祖父叫常四三，祖父叫常重五，父親叫常六
六。征南將軍湯和，曾祖父名五一，祖父名六
一，父親名七一。可想而知，這兩位大將小時候
的名字，一定也是數目字。
這是不是元朝末年特有的名字？在別的朝代

還有嗎？那就不得而知了。不過筆者讀小學
時，同班同學中有一位的名字叫一六，曾經問
他為何改這樣的名字，他說因為他是一月六日
出生的，連生日都好記嘛。這是近代絕無僅有
的名字嗎？也不得而知了。

由重八談起

識羅仲謙楊怡
夫婦於微時，封

他們是圈中最乖夫婦。他們均是
形象正面的藝人，兩人發展之初
已十分看好，拍拖期間，出現了
負面謠言，嚴重損害他們的形
象，兩人信任我，決定只接受我
的獨家專訪闢謠，成功還自己清
白。2016年兩人宣佈結婚，有請
我飲喜酒，可惜撞正家有白事不
能出席，只能遙距祝福他們。
兩人結婚3年多，如魚得水，感

情與日俱增，最大心願是生BB。奈
何婚後羅仲謙常要到內地工作，夫
婦兩人聚少離多，沒時間「造
人」，羅仲謙為此決定留港拍TVB
新劇，希望今年內楊怡懷孕，他坦
言早上開工拍攝，晚上則開工「造
人」。另一方面，為生BB，楊怡這
一年暫不會拍劇，只接登台及出席
活動等不太操勞的工作。羅仲謙認
為生男生女都無所謂，最期待是懷
上龍鳳胎，因他母親是孿生女，有
隔代遺傳的可能。
羅仲謙坦言婚後工作心態改變
了，他從前渴望奪獎，但婚後就
覺得生活開心比個人獎項更開
心，獎項年年都有，但家庭是長
時間經營，獲獎可能是當下的開
心，但和家人去旅行，大家都幸

福快樂，令他更有成功感，獲獎
不是自己可控制，但家人的開心
自己可以控制。帶給家人幸福，
成為他努力工作的原動力。
對於維繫夫妻感情，羅仲謙最着

重一個「信」字，他指楊怡很信任
他，而他亦令愛妻很有安全感，所
以連助手都是楊怡替他請的，周圍
線眼眾多，他又不是一個愛應酬
愛玩的人，不煙不酒，生活正
常，少有機會接觸到一個太花花
的世界，就算有誘惑，只要懂得
向誘惑說不，自然風平浪靜。
羅仲謙和楊怡的相處之道是包容

和忍耐，夫妻吵架，最多冷戰一、
兩天便沒事，通常是他先開口打破
冷靜期，與誰對誰錯沒關，純粹是
男士風度，就算是楊怡不對，他都
覺得應該是男士先讓步。他覺得在
工作上也會包容和忍耐，回家後更
要這樣做，他覺得夫妻關係是細水
長流。目前兩人專心造人，祝他們
如願以償。

羅仲謙楊怡專心造人

幾年前，有一個抽獎的遊
戲，獎品是一百套免費的環遊

世界套票。如果你贏了，你想去埃及金字塔、馬
丘比丘的天空之城，或去挪威看極光都可以。
但可能你不知道，有95%的得獎者，都只是
選擇了鄰近的國家。這個現象，其實反映了我
們人類所處於的一個狀態，這個世界，其實是
無限的選擇，有無限可探索的生活，但是大部
分的人都只願意活在自己的舒適區，而不願意
去嘗試新事物。
因此，就無意識地將大部分的時間，沉醉了在

一個負面的世界裡，諸如此類的抱怨——
哎呀，我又睡過頭了！
經濟真的很差
所有東西都愈來愈貴，真是無法生活
我的老闆真的很煩……
我們會這樣，正是因為我們從一出生時，就已

經被定義了、被灌輸了一個有限制的思想。可能
是你的父母長輩會跟你說——
這個世界很危險

不要跟陌生人聊天
不准在超級市場裡亂跑
你這樣很危險，會被人抓
於是，我們就開始學習了這一系列的限制思

想，並且信以為真，其實這是我們人生上真實的
限制。我希望大家能清楚，你所相信的思想，一
旦被它束縛，它就會成為了你的現實。這究竟是
怎樣的一回事呢？
你的大腦抱着的任何思想，都會直接成為你的

現實，你覺得這個世界是什麼樣，你的世界就會
變成什麼樣。正因為這樣的緣故，當你被灌輸了
一個思想，你會感覺到被限制，你要活一個有限
制的人生，甚至因為處於這種人生狀態中太久
了，你連這個無形的限制都不再察覺到。因此這
種潛在的思想和限制，就變成了我們的現實。我
們應對的方法是，從無意識變到有意識地察覺自
己的思想限制，再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
今天這個實驗，亦是希望讓你親身見證到，你的

思想即使成為了現實，只要你對自己大腦中的一切
思想，多一些留意和察覺，就能改變你的固有狀

態，這一點也會決定你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生。
現在，實驗正式開始。實驗測試的定律是，思

想和信念會構造成我們的現實。實驗測試的理論
是，你的思想和信念，能夠影響到中央的這份能
量，並且使它衍生到你的主觀世界裡。接着，我
們實驗的問題：是否能通過有意識地改變思想，
繼而改變現實？
現在我們進行實驗的推論：如果我有意識地想

衍生一輛咖啡色的車，它就會在24小時內出現在
這世界上。對此，你可能會說：「試一次，巧合
而已。」
以此為例，大家再有意識地衍生一個染了青色

頭髮的人，然後在接下來的24小時，再出現到你
的世界裡，那實驗的時間就合共48小時。
48小時後你會發覺，任何你有意識放置專注

力、思想和信念的事情，都能夠衍生到你的人生
裡，都會成為你的現實。即使現在這一剎那，你
還抱着懷疑的心態，但在接下來的24小時會讓你
改變看法，請留意一輛咖啡色的車，明天就好好
留意一個青色頭髮的人。

突破思想改變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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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近晚，一架飛機
拉着白線從頭頂赫然高
飛，漸漸隱在東南的雲
空，它的聲音倏地被藍空
洗了一遍，變得悠揚起

來。飛遠了，我還在仰頭看。天終於暗下
來，很耐讀的樣子……
好一段兒，星出來了，它們是來愉悅人眼

的嗎？星在天幕上幽幽的，又是亮亮的；星
光穿越漫漫時空，順着夜風，跌落而下，匯
在人的心底。心底有北極星、北斗七星、牛
郎星、織女星、天狼星等交相輝映着。哲語
說，把星光裝在心裡，人就不再狹隘了。
霍金的迷人，在於他是脈衝的「星光」。

比起萬念齊飛的我們，他把所有的能量都集
中在一個點上，那個點就是他身後留下的不
滅的星光。霍金不斷仰望內心的星空，而後
成為了星空的一分子。
繁星點點，心事悠悠。在無邊無際的宇宙

中，地球神奇，人類幸運，可以一覽無限星
空。靜寂迷人的夜空，是每個人記憶深處最
遙遠和篤定的依戀，沒雲的時候誰都願意仰
望那久違的星空……滿天繁星，因距離遙
遠，與人眼的相守相望，有了更多內涵。尤
是清風吹拂的夏夜，北斗七星讓很多人看不
夠，母親曾說給我——哪兒是斗把、哪兒是
斗體，那斗體像不像上寬下窄的四邊斗……
本是很質樸、溫暖的比喻，因高高在上、遠
遠而望，天真地讓人感到了崇高和神聖。
比較喜歡能夠看清星空的城市地域。來自

千萬公里外的「眼」來看你了，你卻看不清
它，本可以心靈交流的，卻被時空阻隔，該
多麼沮喪。去年夏某晚，在貴州興義市，適
雨過天晴，在廣場看星空，地上水聲嘩嘩，
天上星光熠熠，真是神仙待的地方啊。看不
到星空的城市，有什麼味道，有什麼好
住……
故鄉的夏晚，晝熱退去，一陣陣涼意夾着

星空的深邃襲人而來，使人沉醉。剎那間，
願在星州終老。幾乎每日晚間，入夜星雨逶
迤、暑氣盡消，大人小孩兒便可安然入眠。
夜，很靜。在這無人知曉的夜裡，我獨自走

在鄉間的小路上，欣賞着那深邃的，夜空。
繁星閃爍，像深情凝望織女的情思，在田田
荷葉中似有牛郎的喚應之聲。
星空呈一個大弧面，好像有什麼力量把遠

近星海撩撥，浪花碎了，就成大大小小的星
沫兒。碎了的小星沫兒，是小小的時辰，空
得很，根本讓人看不到，分分鐘也就成了一
個個辰片。辰片雖看不到，但前一分鐘因你
的走動可以踩到腳下，也可以靜默虛度，更
可以貼着手機屏幕「啪啪」地飛。
夜深了，星在天上閃着，先落到心上。星

光走了多少路，才送過來，不知道，但人的
心已潤了。周圍黑乎乎的，晚睡的人叫它心
弦、心緒，可它還是老樣子，在夜空睲着
眼。人聲、星光對影成雙，是飄渺也是靈動
的。我到山東泰山，星夜起早看日出，星還
在天幕上眨眼，似乎倦了，像往昔看清的人
在玉米地裡遊蕩，一隻貓頭鷹驚有人聲，
「呼」地從松樹上飛走了。松枝搖動，向天
上望時，似星空被弄得「嘩嘩」作響。
今晚，起初無月的夏夜在黑暗中伸出去，

似乎找到了星的淵源。天俯下身來，好像把
貪涼的人包在星星的網裡面。「好一天的星
啊！」我不由這樣說着，在平整的地方來回
倒着走，盡量仰着頭去看遠星。
我一面默默數着繁星，一面輕輕地向後下

着腳步，傾聽星星的偈語。覆在水波上的石
橋也好像睡了。哲學家康德說，對於浩瀚燦
爛的星空思考得愈深沉持久，在心中喚起的
讚歎和敬畏就愈歷久彌新，因為上帝在頭頂
亦在心中。
靜默的夏夜裡，天籟和星野之下，天地遼

遠，時空美麗，生命絢爛。屋脊兩邊的雲瓦
一定沾了星光，一片片的樓宇從遠處到近錯
落而置，俯仰相承，星下是綠樹雨煙、市井
人間。在日子瘋長、生命冒漿的暑熱裡，即
便夏夜裡腳趾插進泥土，也是溫熱。綠野遼
闊，一浪一浪地簇擁了傍晚的爽涼。
「只夏夜星空幾寸，似他眉眼動人。」

《星月夜》，是梵高於1889年在法國聖雷米
創作的油畫代表作。在這幅畫中，梵高憑借
誇張手法，搖曳地描繪了運動着的星空。洶

湧的藍綠色激流旋轉、躁動、捲曲，使夜空
變得活躍，超現實的圖景再現出梵高躁動的
幻覺世界。星空生心煙，也能逐夢境，密密
天幕上心緒一團團。星空就似心眼明滅、心
浪滔天，一點一點在夜空上濡染。
很少有人對着一顆星數它有幾個光角兒，

大多數人只會領略一種情境，不管是裝熊學
狗的星，還是挑擔執斗的星，都像元宵燈會
般各就各位、仙風道骨地慢移悄行……繁星
閃爍，銀河燦爛，順銀河溯流而上，可看到
一個大十字形的星座——天鵝座。十字形較
短的橫軸是天鵝兩翼，長軸是天鵝身子，這
只巨大的天鵝伸長頸、展雙翅，安詳地飛翔
在銀河上。有些國人不叫它天鵝座，稱天河
渡口。
夏夜，是仰望星海與舟渡的最佳時機。武

仙座可謂名副其實，頗像威風凜凜的戰士，
它是夏季星空中重要星座之一。這名戰士叫
赫拉克勒斯，他右腿半跪、右手高舉木棒，
左手緊攥九頭蛇，最終完成了「怒斬九頭蛇
怪」的使命，成為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
拉克勒斯的故事，在茫茫星空裡留下美麗的
遐想。我喜愛在夏夜長久眺望璀璨星斗，有
的星又大又亮，有的細小晶瑩忽隱忽現，像
孩童眨着的眼眸。星空使我品味到宇宙的靜
謐和溫馨，黑天鵝絨般的天幕上——不斷閃
爍高貴而華麗的「鑽石」。
夜空中，北斗守望着南斗星，各躺在青天

一隅，默默不語。深夜的月牙灑下些許清
輝，庭院的一半映在月色裡，一半藏在暗影
中。月亮不出來的時候，雲也不來搗亂，星
空特別精光靈氣，因為這就是星的舞台。
星光落在小湖邊，那水底裡也搖動着無數

的星星。在歸家將眠的路上，我想起大江、
大河裡的星光，它們雖然很小，但能與天上
的星星對語，「子非星，安知星之樂乎？」
水裡若沒了星光，那該多麼寂寞啊！
星光灑在我們的心上，也灑在瓦上、石上、
田野上，為讓天底下所有的物件兒都能盛上點
點星光，夏天的雨時常來幫忙。雨過天晴時，
雨水將水缸、碗盤、碟兒都注滿了水，讓夏夜
裡更多的星光——都蕩漾輝映起來了。

看夏夜星空幾寸

■楊紫芝教授與車淑梅
合照。 作者提供

■羅仲謙與楊怡是圈中最乖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