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垮香港有什麼好處？！

藝有道 思無邪
日前見有書法
家在報章上發表

文章，稱書法家不會參加「反中
亂港」的暴動，我甚有同感。
雖不敢斷言香港書法家人人愛
港愛國，但書法家人人熱愛中華
傳統文化卻是必定無疑！
「書以載道」，書法與詩詞歌
賦楹聯有不解之緣，鮮有聞書法
家不寫唐詩宋詞的。書法作為中
華傳統文化中的國粹藝術，既有
高雅的品位，又有廣泛的群
眾基礎；既具有安忍不動、
歷劫不移的原則，又有與時
俱進，融古出新的精神；既
可教化人倫，又可陶冶性
情，修心養性。正所謂「藝
有道，思無邪」。
書法家多堅守正道，但亦
能 「和而不同」。對「反
送中」修例，即便有不同看
法，但亦只限言詞表達，而
絕不會做出違法的暴力抗法
行為。面對現時香港出現的

亂局，大家無不痛心疾首！對以
「反送中」為藉口四出破壞的
「港毒」，更是口誅筆伐，恨之
入骨。六月三十日，香港書法家
協會主席、顧問、執委、會員多
人竟不約而同出席「撐警察，撐
特首」大會，隨後多人又一起前
往中區警察總部慰問，並贈送書
法作品，表達對警察維護法紀，
守護香港的支持和敬意。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周年，香港藝術界舉辦
書畫大匯展，香港書畫界
傾巢而出，紛紛參展，以
表達愛國愛港情懷。我們
香港書法家協會就有十多
二十人參展。九月份我們
香港書法家協會也組織會
員在廣州圖書館舉辦《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
十周年書法展》。而我更
以草書作品──「愛我祖
國」（見圖）參展，以表
拳拳愛國之心。

不覺之間，
由六月至今這
三個多月以來

的暴動行為，分別在香港不同的
地方進行，而且愈演愈烈！表面
上是反對政府不回應「五大訴
求」，事實上，假如政府按要求
而答應了他們的訴求的話，暴徙
依然可以再提出更多的訴求！因
為過去的數十個日子已證明了
「示威」人士的真正目的就是要
不停地示威，不斷地破壞香港的
設備，而且破壞手段和方法非常
專業；也預先安排了特備的專業
工具；而且財源充足！
能夠組織這麼多次的「示威」，

當然不是一個人可以策劃的，當然
是由一群人或一個大機構去策劃，
盲眼的人也可以看出，這些示威都
是經過精心策劃，而且花費也不
少，錢從何來呢？何來財？何來裝
備？也不必去推測了！因為策劃者
第一個秘訣就是「隱身」在幕後，
所以，也無謂花時間去追查、推
測……因為策劃者一定不是普通
人，而且一定是示威或搞暴動的國
際專業的高手。
很明顯地，策劃的人絕對不是
為了謀取香港的進步，或協助港
人獲得一些更大的好處。所以，
本山人乾脆提出本文的標題，假
如策劃者成功了！搞垮香港！對
香港人有什麼好處呢？這點真是
希望參加示威人士們自己先要想
一想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香港人有何德何能？能夠將香
港從一個可以說是寂寂無名的漁
村，一下子變成了中國的南大
門，甚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四大
城市之一，與紐約、倫敦、巴黎
齊名！日本侵略中國之前，上海

是世界四大城市之一，目前中國
的北京、上海、廣州等也是日漸
重要的世界城市，其實，深圳的
來勢也非常之勁。
香港的人口多，而土地面積實在

很細小，過去多年來，香港的人口
均停在七百多萬人之內，深圳本來
只是一個只有數十萬人的小市鎮，
過去三十年來，人口已急升至二千
萬，因為深圳仍有很多可以擴展的
土地，百業擴展迅速，深圳內的工
商業機構也隨之而急速地擴張！
目前還有很多大公司或工廠也打
算在深圳覓地發展。
香港目前仍是中國的南大門，

這個稱號是因為目前香港仍有很
多國際級雄厚的商業大機構在國
際上是舉足輕重的，而且香港的
國際機場也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機場之一，但香港這個地位還能夠
保持多久呢？！還有，香港政府
目前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
府！與其他城市及包括一些國際
有名的國家在內相比，香港政府
的儲備可能是世界的冠軍，但這
種地位又可能保持多久呢？！
在過去多年以來，香港有很多

大企業在招聘較為高級而重要的
職員時，均選擇將最後的面見安
排改在深圳的大酒店內進行。目
的是測試申請人能否可以代表該
公司進入中國商談業務。香港今
天的地位，得來不易！但香港今
天的重要地位，還能保持多久
呢？這些問題真是香港的青年們
必須細心思考的問題。
最後，結尾也是一句問號︰搞

垮了香港，對你有什麼好處呢？
又直接再問多一句︰你和港人會
接受這群示威者擔任你的「治
港」班子嗎？

經歷了一個不尋常的暑
假，終於新的學年開始了，
我請來三間佛教中學的校

監，甚受年輕人歡迎的高僧衍空法師，我請教
法師今年開課的準備是否跟往事不一樣？他這
樣回應︰「是的，因為過往兩個多月來的事
件，令同學們情緒高漲，我們做教育的當然心
急，如何將知識傳遞……佛教常言︰春天花要
開，秋天果子才回來；春天不開花，秋天便無
收穫……其實每一個年紀都有他們要學的東
西、做的東西，25歲才讀中學也可以，但已經
失了最好時機。」
有傳言佛教中學來年的通識科將由德育科取

代，衍空法師立即否認，「如果由我來主導一
定會，實在通識科是會考必考科目，不可以隨
便取代的。」我再請教，有聲音指出通識科使
孩子充滿批判思維，令他們激進了是真的嗎？
「這也是問題之所在，通識科着重利益和公
義，例如我走進這個錄音室，一下子可以找出
數落的地方，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只要講得有
道理便可以取分數，但，可惜沒有訓練孩子怎
樣去改善，這就是通識失敗的原因，例如錄音
室需要清潔？同學應該想辦法如何搞好清潔，
如果不可以，又可提出應該容忍到什麼程度等
等……這樣年輕人便不只懂得找錯處，思考更
有建設性了。」
今天社會有撕裂情況，有家長要孩子回家，

也有家長不許孩子回家怎辦？衍空法師平和地
回答，「這正是無奈的痛苦，孩子感覺到對未
來焦急和憂慮，家庭要和諧先要接受對方，首
先平靜自己的心。我接觸過的年輕人九成都愛
錫父母，不需要將家庭建築在政治立場上，家
是充滿愛、諒解、接納、關懷的地方。如果孩
子要上街，家長必須勸喻要安全，以及中途要
有電話聯繫，並且煲湯等他回家！」
其實衍空法師本人也經歷了一段不平凡的人

生大道，他是一位富家子弟，他也跟現在的年
輕人一樣，為了追求更高層次的意義和價值，
出家了……他追求的並非自由民主，而是爭取
作為一個人到底有什麼意義？「我的父親常打
趣，我們有個孝順的老竇，他供我到日本和美
國讀書，我以前的心態賺大錢歎世界，忽然有
一天，我到大會堂看畫展，竟然見到了一個金
剛經的講座，我一向是金庸迷，以為金剛經一
定是教功夫的，好勁的。我坐下來見到葉文意
居士講佛學，我聽到入神感覺非常有意思，更
拉着太太一起去追求佛學，想不到年多以後某
一夜，我們握手為憑一起出家去……」
衍空法師1990年在寶林禪寺出家，「那是一

種很自在的感覺，還記得未出家前我到寺院居
住，但不能白吃，我被派負責換燈芯，怎料差
點火災，因為我把燈芯拉得太高……後來，我
轉去晨早倒垃圾，每天我望到東涌和青山的海
面，面對日出我唸佛經，感到悠然自得……往
日我凌晨3點才睡覺，現在我3點30分起床覺
得非常舒暢。其實淨土要自己去尋找、把握發
掘和享受，凡事執着就是綁着自己，現在的年
輕人將民權民主綁住自己動彈不得；內地的年
輕人沒有執着這一點，快樂與擁有多少並無關
係，世間本來無一物。」
衍空法師出家29年，他現在最重要的是關懷眾

生的心理健康、宣揚佛教慈悲和愛的精神，不止
活在當下，更要活好當下，做好此刻補償過往，
還要好好計劃未來……困難永遠是人生的一部
分，希望大家堅持努力，朝好的方向走去。
希望香港人有般若的智慧還這兒一片淨土。

活在當下！活好當下！
時近中秋，不禁拿起古人詠

月的詩詞來觀看，重溫他們對
着明月時有些怎樣的感懷。之

所以想起重溫詩人的感懷，是因為想到即將到
臨的中秋佳節，維園的燈飾能否如常？在暴徒
肆意到處破壞的情況下，今年的中秋會不會有
家庭因為搭不到港鐵或巴士而不能團圓？
蘇東坡的《中秋月》：「暮雲收盡溢清寒，銀

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
看。」蘇東坡的感懷，是不知道明年會在何處觀
月。現時的港人，不是有些也會有這樣的感歎
嗎？因為看到暴徒肆虐，有些人想移民他鄉，明
年的明月就不知道在何處看了。
李白的《把酒問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

今停杯一問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
隨。皎如飛鏡臨丹闕，綠煙滅盡清輝發。但見
宵從海上來，寧知曉向雲間沒。白兔擣藥秋復
春，恒娥孤棲與誰鄰。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
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
此。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裡。」
詩中的恒娥，就是「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
青天夜夜心」的嫦娥。古人因為要避諱，所以
有說漢文帝名叫劉恒，為了避開恒這個字，恒
娥便改名為常娥，後來就寫作嫦娥了。古代為
了避諱，姓和名都要改動，當然是不合理的。
但看看現在，那些暴徒肆無忌憚的要求，不是
更有違情理嗎？所造成的機場和港鐵的混亂，
不是也會令到一些老人家要過着「孤棲與誰
鄰」的日子嗎？
劉禹錫的《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塵中

見月心亦閒，況是清秋仙府間。凝光悠悠寒露
墜，此時立在最高山。金霞昕昕漸東上，輪欹
影促猶頻望。絕景良時難再並，他年此日應惆
悵。」期望今年的中秋，樂山的仁者都能順利
乘搭交通工具，到山上欣賞明月，不會造成今
年的惆悵。

讀詠月詩有感

久違的徐錦江
跟19歲兒子徐菲

參演真人騷《一路成年》，引起關
注，徐菲表現懂事、細心、有責任
感，顏值情商均高，被稱「大眾老
公」；徐錦江高大豪邁，看似兇神
惡煞，其實是個大孩子，這點多年
前專訪他時已發現。
徐錦江的人生，由事業到愛情
都充滿傳奇色彩。他生於杏林世
家，因對畫畫有興趣，入讀廣州
美術學院，師承已故嶺南派國畫
大師關山月，懂得雕塑、國畫、
設計、書法，是名副其實的藝術
家。後徐爸爸因病離世，他打算
經香港到美國找祖父，怎料在一
家酒樓午膳時，被名導演麥當雄
和麥當傑兄弟發掘，帶他入行。
徐錦江憑《省港旗兵》，一片成
名，從此經常在電影飾演反派，
代表作是在周星馳主演的《鹿鼎
記》中演鰲拜。
上世紀90年代，徐錦江30歲，
正值拍戲黃金期，因母親患柏金
遜症，他為了賺多些錢，請助護
陪伴母親，開始拍三級片，如
《玉蒲團》系列、《滿清十大酷
刑》等，還憑《色情男女》中性
無能角色，獲得第2次提名香港電
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意料不到
的是，有次徐錦江請家人去欣賞
他參演的電影時，開場才知道是
三級片，加上出版了全裸寫真集

《形神集》，媽媽和妹妹極度反
感，從此關係轉差。
徐錦江憑演奸角、三級片紅遍

亞洲，卻令他與家人關係破裂，
加上拍戲壓力大，導致他患上抑
鬱症及躁狂症達10年之久，病情
嚴重時，曾2度自殺，幸每次都被
老婆「螞蟻」殷祝平救回來。
治癒他抑鬱症的是藝術，當時

他師傅關山月的女兒建議他重拾
畫筆，加上老婆鼓勵，終於在藝術
方面找到他的精神寄託，更在北京
創立個人工作室，又在法國開了兩
個展覽，抑鬱症病情漸漸好轉。
如今徐錦江已淡出幕前，定期

與老婆舉行畫展。他與老婆的姻
緣也來得神奇，話說徐錦江畫過
很多人物頭像，並曾想像未來老
婆的模樣。1994年，徐錦江在雲
南拍戲，在賓館門口看到一個女
生跟心中女神一模一樣，他直率
地走過去和那女生說：「我叫徐錦
江，我要和你結婚。」女生不認得
他是藝人，當場拒絕他。
但千里姻緣一線牽，半年後，

他們第2次碰面，徐錦江喜出望
外，又再對她求愛，再見第3次又
說同一番話，結果殷祝平答應求
婚，兩人在黃果樹瀑布登記結
婚，先結婚後拍拖，感情就如瀑
布般澎湃。殷祝平因為換季，經
常幫徐錦江在劇組搬運衣服，就
有了「螞蟻」的外號！

徐錦江事業愛情都傳奇

如果作為一個普通的女孩，
今晚去看電影，一個人吃完了

一整盒大的爆米花，到第二天你聆聽一下自己的
內心，也許會有這樣的話語：「完了，昨晚吃了
那麼多」、「肯定胖了十磅」……其實，你真的
會變胖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你吃了這一大盒爆米
花，而是因為你的這個信念，令到你身體出現這
個症狀。
在接下來的三天，你就會真真正正親身體驗到

上面這句話的真實性。在這個實驗中，你只需要
記住三點就可以了：第一點，不要自我製造一
些自我虐待自己身體的話語；第二點，嘗試感恩
你的身體，讓你有活力去好好體驗這個世界；第
三點，珍惜食物，要帶着一份愛、喜悅和平靜的
心情去對待它們，不要為了吃而吃，而是細心享
受每一口的食物。
那麼，我們再來說說實驗的相關內容。這次實

驗測試的一個定律是：你的思想能夠控制你的身
體。實驗測試的理論是：你的思想和信念影響你
身體的程度，比DNA的影響更大。而這裡所說
的思想，並不是你現階段未留意到的無意識的思
想，而是你潛意識最深處的思想。接着，實驗的
問題是，我們思考的內容是否真的能夠影響到我
們的環境？比如我們所進行的實驗中，將會進入
到我身體中的食物，是否能夠受思想的影響。
實驗的推論是，如果我的思想是不停地創造着

我的主觀世界，那同樣地，我對着食物的思想，
也會創造到我在主觀世界中的這個身體。因此，
當我改變了潛意識中對食物的思想，就算吃一樣
的食物，我也能夠變得更加健康，甚至也能夠減
肥。在今天的實驗裡，建議大家設定一個目標，
是先為自己減一磅。如果大家之後還想的話，可
以逐步再加上去。我們設定實驗的時間是七十二
小時，即三天。實驗的方法也很簡單，在這三天

裡，吃着和你平時一樣的食物。事實上，在接下
來的七十二小時裡，無論你吃什麼都不會有影
響，你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但是，在你每一次享用食物之前，我希望你留

意自己有的一切思想，如果有任何負面的思想，
就要用愛、善意、感恩的思想去代替它，只需要
簡單說一句話：「真的很感恩，可以吃到眼前的
這份食物。」你要發自內心地感恩它，為你提供
身體需要的養分。
大家實驗完了之後，推薦大家去看一本由一行

禪師所寫的《怎麼吃》。他在書中說到，怎樣在
食物來臨之前，進行一個靜心的等待，當食物來
到你面前，每一口都細心去品嚐它。你很可能會
像以前的我那樣，突然間發覺，原來我們從來都
沒有真正將自己放置在當下這剎那，專注、享
受、認真地吃過一口食物。總而言之，當你感恩
眼前的美食，它會給你更大驚喜。

感恩眼前的美食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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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日本作家渡
邊淳一《鈍感力》一書問
世。渡邊淳一告誡現代人
不要對日常生活太過敏
感，遲鈍的能力非常必

要。到底什麼叫「鈍感力」？我覺得，它強
調的是對困境的一種耐力，是厚着臉皮對
抗外界的能力，它屬於一種積極向上的人
生態度。
鈍感力是一種人生抗打壓的品質，甚至有

些木訥。鈍感力雖為「慢熱型」，但卻是贏
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鈍感力的五項鐵
律分別是：迅速忘卻不快之事；認定目標，
即使失敗仍要繼續挑戰；坦然面對流言蜚
語；對嫉妒諷刺常懷感謝之心；面對表揚，
不得寸進尺，不得意忘形。
不自戀不自艾，對自身榮辱反應平和，胸

有城府，能抵禦低級和負面情緒的侵擾。
鈍感力的精華，在於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
系統和方法，實現自我控制，不被周圍的
大事小情干擾，把精力集中在關鍵線路上，
深深領悟「光榮在於平淡，艱巨成就漫
長」。要想把事情做起來做得更好，需要有
一個對龐雜信息和堅定信念的考驗期，身處
其中的人要Hold住，懂得鈍一點兒才能贏得
未來的爆發力。
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必強求

自己馬上起跳。生命的大多數時光，要學會
韜光養晦，麻木一點兒，鈍感一點兒，會迎
來更長久的生命力。鈍感力，會讓一個人能
夠坦然面對流言蜚語，對世間萬物常懷佛系
之心，即使有些成功經歷也頗為淡然。鈍感
力，是一種智慧的處世哲學，值得我們每個
人去追求和擁有。
民國才子徐志摩與陸小曼幾經波折結為夫

婦，但婚後卻吵架不休。陸小曼常出入酒宴
和歌舞場所，有時還吸食鴉片。一次，她又
很晚才回家，忙着教學和寫作的徐志摩與之
爭吵。爭執中，陸小曼拿起煙具朝徐志摩砸
去，打碎了他的眼鏡。徐志摩痛苦之餘，提
前登機去北京講學，結果飛機失事，他就這
樣結束了短暫的人生，年僅35歲。陸小曼是

深愛徐志摩的，她錯在對日常瑣事缺少必要
的「鈍感力」，卻習慣敏感而刁蠻任性，以
至鑄成大錯。
相對於表面看去「慢一拍」或「慢兩拍」的
鈍感力，敏感力是人們對事物的敏銳感受力。
鈍感力與敏感力並不矛盾，用對了它們就能友
好相處。有了敏感力，一個人才能不斷發現機
會；有了鈍感力，一個人才會把看準的事最終
做成。很多人說，自己漸漸喪失對事物的敏感
力，童心不在了。具體表現在——對於「微
妙」、「輕柔」或「若有若無」的事物理解愈
來愈弱、追逐強烈的感官刺激，導致痛點和笑
點愈來愈高。朱光潛曾說，詩人與常人的不同
使其非常敏感，稍有一點兒情緒就可激起其心
中的層層漣漪，天氣略有一些細微變化便可使
其多愁善感。除卻過於文藝氣質的人，敏感力
有益無害。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過度敏感又不
是什麼好事。
實際上，現代生活的快節奏，省略了很多

頗具藝術感的表達，快——使人生的質地變
得粗糙而堅硬。因為敏感力最充沛時，是心
靈處於慢半拍的時刻。周曉楓形象地舉例：
我把這個光亮的蘋果舉起來，就聽到了聲
音，非常小的聲音，類似於安靜。
著名作家海倫的家庭教師沙迪文，是一位

了不起的「敏感力」開發者，她以慢的心態
教給了海倫一生受用的感受技能，彌補了她
天生的缺陷，也交給了她一把通向成功的金
鑰匙。最初見到海倫時，海倫並不是淑女，
是被寵壞的小魔女。當她倆坐在院子裡的時
候，沙迪文想過放棄，忽然這時就起了風。
這風，輕輕柔柔，吹起海倫的頭髮，吹起無
盡的花瓣，這是多美的畫面啊，可憐的海倫
卻永遠無法看到。沙迪文堅定了信念，一定
要帶海倫走出痛苦的深淵。沙迪文感謝風帶
給她美麗的畫卷，激起了愛的漣漪。
自然的「慢」力量非常神奇，後來沙迪文

充分調動海倫的觸感、嗅覺等其它感官，讓
一個封閉女孩的敏感力與整個世界形成了聯
通。海倫一直到八十多歲，依然保持着與花
草、小動物的親密接觸，雖然她沒有親眼看
到過它們。所以，鈍感力這種不懼怕困難的

姿態、不糾纏人事漩渦的能力雖重要，但鈍
感多了，容易對美好的自然界變得麻木、遲
鈍起來。世界需要冒險者和征服力，同樣需
要領受者和敏感心。
當然，敏感力包括感知的敏感和情緒的敏

感，比較而言，前者可多一點兒，後者應適
當少一點兒。如果情緒的敏感多了，就會神
經質。現代人應多在大自然中體會敏感力，
引發自己對大自然的探尋之心。如果讓自己
安靜閉上眼睛，在黑暗中聆聽音樂中的各種
水流和鳥鳴的聲音，去分辨不同鳥鳴的差
別；讓心靈去觸摸葉脈，去嗅一嗅葉子生長
的方向，這樣非常有益身心。
大自然以最獨特的手法，聯通了我們的心

靈，所以要敏感、敏感、再敏感。所謂「天
地有大美而不語」，大自然的美，在每一滴
水、每一棵樹、每一朵花、每一株小草、每
一塊石子之中。充分調動每一個感受的細
胞，用眼睛看、用鼻子嗅、用耳朵聽、用嘴
巴嚐、用手指去觸摸，真正的藝術家都是五
官通感的，這些都來自微妙的敏感力。
那些情商高的人，通常具有鈍感力與敏感力

自由切換的能力。而那些鈍感力有餘、敏感力
不足的人，往往不會適時察言觀色，結果卻好
心辦了壞事。在人際交往裡，多多洞察別人的
言行舉止，總是有益無害。細心聆聽別人是否
話中有話，敏銳地把別人沒有說出的玄機在頭
腦中進行消化，不給對方添麻煩，不讓對方產
生忌諱和厭煩，才是成熟交際的真諦所在。很
多人說，敏感容易導致玻璃心。但是，如果你
能把玻璃心默默地用在適當地方，細心而周
到，那麼就會讓朋友感到內心舒暢，含笑頷
首。所以，有適度敏感力的人才是最好相處的
人，他們最不會出亂子。因他們不會等到你厭
惡時才會察出大事不妙，他們明察秋毫，進退
有道，是最佳的好友人選。正如張愛玲所說，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強調一點：最優異的鈍感力，是面對順境

卻從不沾沾自喜、不盛氣凌人；最有益的敏
感力，在於放下身段，把周遭的泥土青草氣
息注入心靈，讓眼前情景觸動你，變成思想
的胚胎。

鈍感力與敏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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