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錢指揮一切活動！

生動緣起生活
頤美亞畫院梁遠
東院長邀請我出席

大連畫家張獻春的個人畫展，這個
畫家的畫很有意思，他專畫雞，畫
的不是「一唱天下白」的那種公
雞，而是那種銅皮鐵骨，沒多少羽
毛的鬥雞！
到了畫廊，迎面而來的幾乎清一
色都是鬥雞。我看他筆下的鬥雞倒
是氣宇軒昂，可謂「金距花冠氣遏
雲」，除有硬嘴開頑石，利爪削黃
金之能外，隻隻鬥雞雙目都有道
「關公眉」，顯得眼神尤為凌厲，
不怒而威！恰如曹植《鬥雞篇》所
云：「悍目發朱光。」
張先生認為鬥雞才是鳥中之王，
除有王者的威嚴，也有一山不容二
虎之霸氣。故兩雄相遇，便如入戰
場，非鬥個你死我
活不可。於是在張
獻春的畫中，幾乎
都是「芥羽張金
距 ， 連 戰 何 繽
紛」，畫面特別生
動活潑，別有一番
情趣。
記得當年嶺南
派關山月、黎雄才
這些老一輩畫家授
徒時都很強調寫
生，要畫鳥就需觀
察鳥，要熟悉鳥的
一舉一動，如踏

枝、啄飲、搜翎、欲升、欲降、鳴
啼、縮頸、側目、飛翔等不同動
作。靜態的雞與動態的雞重心不
同，動態的雞往往重心偏移，故要
畫鬥雞還須掌握雞的骨骼結構和運
動原理。張獻春亦如是，他為了更
準確把握鬥雞警敵衿豪的神勇，專
門去河南看鬥雞，還買回兩隻鬥
雞，日日留神，月月觀察。他也愛
吃雞，還常研究雞的骨骼。於是他
畫出的雞便有「花前爭雄」之姿、
「籬下帶勇」之勢。
張獻春畫雞用筆簡練，墨色交

融，氣韻交錯，形神俱佳。與時下
一些畫家畫出的「木雞」相比，有
天淵之別。有位韓國收藏家給予張
先生高度評價——「您是名副其實
的鬥雞王畫家。」

最近香港發生
了很多次示威、
遊行，進而堵

路，縱火破壞商舖銀行、甚至全港
大部分市民出入賴以解決交通問題
的港鐵運輸系統和著名於世界的國
際機場也被波及。本來市面傳說甚
多，可能也各有根據或各有陰謀！
本山人因而選擇多一些時間留在
家中，只用電話和一些老朋友互通
電話。閒談中，卻無意之間發現這
麼多人，多次策劃及參加的示威或
進行等等不平常活動，均是因為
「金錢」而推動的。簡言之，數以
百計或萬計的人群參加的什麼大型
活動或各地區不同的大學、學校、
商店等繼而發生罷課、非法聚會、
破壞等所謂群眾活動，也是絕無例
外地，最終均是因為金錢的指揮而
發生的。雖然不一定所有參加人士
都能收到金錢；但推動這些活動的
搞手卻一定是受命於幕後極少數控
制金錢來往的金主，從而受人錢財
而替人辦事，他們唯命也是因為金
錢的魔力啦！
根據我和我的老友及老同學們交
換意見的結果，可以歸納為以下一
個非常簡單的公式︰主因都是以
「賺錢」為主的國際知名的一群
「金主」從後操縱一切所發生的事
件和動亂的。
簡言之，世界上某一個最有錢的
國家內一群極少數的金主，主要領
導人可能只是一個極有錢的富商；
這一個「個人」或一群極少數的富
商，他們越富卻想更富，因為金錢

每天都在貶值當中，所以，他們每
秒鐘均在想辦法把他或他們已擁有
的金錢增值。
他們的目的地竟然是全世界商業

最旺盛而已發達的城市，甚或整個
國家。香港有幸能夠從一個南中國
小小的漁村，搖身成為一個國際最
有名氣之一的國際商業中心；但同
時亦極不幸地也是受了這個盛名之
累！因為極有錢的人絕對是專門找
這些世界上極有名氣的「地方」下
手的，尤其香港的股市是世界上首
十名之內交易金額最大之一。而
且，今次香港被牽入這類事件之內
也不是第一次的了。
那些世界級的大金主，當然在世

界上各大財經中心也一定有極有分
量的投資。同時他或他們事前必然
先做了一些手腳，當香港的經濟一
旦因任何某一原因而突然下滑到某
一個程度時，便是這位或這一群
「炒手」發達之日。所以，有錢使
得鬼推磨！香港只要有一天金融有
問題之時，便是這些或那一位「炒
手」發達的最佳時機了。
辦法很簡單，這些「炒手」隨時

可以找得一兩位香港搞手，給他們
一筆足夠的錢，加上技術指導，便
可以利用香港群眾自行搞死香港！
香港觸礁，便是那位或那一小群
「炒手」發達之日了。而香港因有
國家作後盾，對方成功機會因而大
減，而且我們香港負責財經的人，
也有過人處理財經的經驗和能力！
放馬過來吧！香港一定立於不敗之
地的！

每次遇上仇健明（史泰
龍），他總像帶着陽光而
來，他駕駛輪椅的技術非常

靈活矯健，一點也看不出六年多以前他依然是
一位身高六呎一吋的大男人，想不到一次食肉
菌入血變成了輪椅上的人，他沒有怨命放棄，
他不斷地用五個字鼓勵自己︰我要活下去！
不瞞你，我初認識他的時候覺得這位截肢勇

士非常入時，義肢上紋上彩色的圖案，後來才
知道背後的小故事，「我的第一對假腳是沒有
小腿的，是兩支鋼管，我又不穿長褲，因為短
褲上洗手間不會弄濕褲腳比較方便……一次，
小孩子在升降機見到我，立即狂呼叔叔是機械
人，我非常難受，只好抖擻精神向他解釋，叔
叔受傷了，這是義肢，我和你一樣如一張白紙
般到了這個世界，要去面對往後所發生的一
切，孩子聽了竟然回應一句叔叔努力啊！因此
更換第二對義肢之時，我刻意裝上小腿，這樣
更容易融入社會，令大家易於接受……我又想
起為白雪雪的腿穿上好看的防曬花紋襪，想不
到成了我的標誌！」
談起外形史泰龍實在不弱，事發前他留有一

把及腰的長頭髮，開工束上馬尾，在粵劇舞台
安排佈景道具指揮若定，放工時打散頭髮非常
飄逸。當年的他吊兒郎當，女友層出不窮……
誰知緣分忽然到來，就在跟家英哥汪阿姐到內
地登台演出之時，在深圳認識了在酒店餐廳做
接待員的四川少女，「拍拖一段日子依然認為
我已結婚，我雖則不是鑽石王老五，但我也是
石仔王老五，為了表示誠意，我回港辦理了寡
佬證明，再而返回四川登記結婚。當時外父外
母給我三個要求︰（一）盡快生孩子；（二）
早日申請太太來港團聚；（三）我以為一定講
到起屋用錢，誰知老人家直說為了你們的將

來，要儲多一點積蓄……他們的說法令我非常
感動。」
婚後一年女兒出生，太太卻患了第三期癌

症，「我當時晴天霹靂，安慰她第三期好初
期，還有四到十期，有排未到……但最要命，
每日一粒六百八十元標靶藥，有錢人叫富貴
病，而我叫傾家蕩產病，我要好勤力拚命賺錢
才夠開支，直至她走了之後，我更用工作麻醉
自己，完全不顧身體，抗力弱了，再因皮外傷
被食肉菌感染致切除兩腿！我住了醫院八個多
月，出院後第一心願就是返回四川，跑上三十
多級的石階去拜祭太太。」
有志者事竟成史泰龍做到了，也正如他所

想，太太葬在內地，女兒隨時可以回去拜祭母
親，也和母親的家人更加親近……其實史泰龍
這個大男人非常細心，各方面都要做到一百
分。他努力爭氣回饋社會就是要答謝每一位曾
經幫助他渡過難關的善長仁翁，特別是八和會
館仝人，在他仍在搶救的時候，一呼百應地籌
募設立了「仇健明慈善基金」，至今他最開心
就是每次見到行內人，對方為他打氣之餘，更
指當日對他的支
持，沒有令他們失
望。
其實史泰龍一直

強調︰我可以跌
倒，但我不可以被
人打倒！我知道他
站得比一般人更堅
定，活得比往日更
精彩！

活得比往日更精彩！
清代的周亮工在《閩小

記》書中說：「龍虱，漳州
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

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更說吃了之後臉
上會長青黑帶赤的斑點，但是「婦人貌美，能
媚男子。」
小時候生活在山區，記得亦曾經捉過龍虱，

用線綁着牠的後腳，然後放到空中，讓牠飛
行，飛行只是在線長的高度作圍繞而已。那時
並不知道吃了會長斑，更不知道婦人吃了會變
得貌美，能夠散發媚力來迷住男子。不然的
話，相信不少婦人會捉來吃。
龍虱又名賴尿蟲和射尿龜，成蟲和幼蟲都棲

於水中，在鄉間的水田、水溝和池沼多水草的
地方都會看到。成蟲最擅長飛行，多數在夜間
出沒，會捕食小魚，所以對養魚人家來說，是
害蟲的一種。
徐珂著的《清稗類鈔》有這樣的描述：「閩人

之食龍虱也，取其雌者食之。雄者不堪食，食之
無肉。嗅之，鹹臭不可當。投之酒中，亦無味。
閩人謂其嚼後口中作金墨香。若設盛席，輒供小
碟一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鋪以白糖，僅綴
數虱於其上而已。粵人亦嗜之。」
可惜小時候只是捉來玩耍，並未吃過，當然

假如想吃，也不能辨識哪隻是雌哪隻是雄。清
代的小說《醒世姻緣》，把龍虱的美味和「金
華火腿」、「杭州醉蝦」等菜餚並列。從前的
廣州更有小販販售「和味龍虱及桂花蟬」，現
在想吃的話，得自己去找尋了。
龍虱由於其別名是賴尿蟲和射尿龜，所以要

在吃食之前，放在冷水裡加熱，水熱了，龍虱
便會將尿液射出，再以鹽醃上兩三個小時，便
可蒸可炸可炒，更可以用來煮粥。
和味龍虱，似乎很和味，有機會倒要嚐嚐。

閒話龍虱

葉蘊儀得天獨
厚，有張永遠長不

大的娃娃臉，其實她的人生如過山
車，歷盡滄桑，但在她的身上找不
到半點怨氣，皆因她雖身形嬌小，
看似要受保護，其實她是個獨立和
堅強的女性。
為了愛情，放棄如日方中的事

業，卻嫁錯郎，改變了她的一生，
為了撫養一對子女，她埋首工作，
不理自己身形日漸發胖，由一代玉
女變成胖大媽，直至今年，46歲的
她眼見一對子女已長大，坦言有失
落、空虛感，卻引發另一種動力，
蠢蠢欲動想在50歲前拍寫真留個紀
念，希望在人生更豐富的時候，隨
心所欲地生活，她說自己是過來
人，事業上少年得志，又早婚早生
寶寶並已離婚，30歲前已經完成了
其他人的一生，因此有些想法想跟
其他女性分享。
為拍性感寫真，她決定勁減36
磅，從胖大媽變回美魔女，一新形
象，照片出來了，身形回復當年勇，
比起當年初出道時，臉上添了份智
慧，眼神充滿故事，更有內涵。
她成功瘦身，是用科學化方法：
DNA減肥法，透過基因測試，找出
身體對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敏感度

及運動指標，制訂個人化的飲食餐
單和運動量再加以實行，她的減肥
餐單是一天三餐均食海鮮。非常吸
引的減肥法。
葉蘊儀多年來，一直勇敢面對自

己早婚的決定，無怨無悔，13歲入
行的她，出道幾年已紅遍亞洲，22
歲最紅時毅然宣佈息影嫁給陳柏
浩，誕下一對子女後，夫婦倆感情
破裂，結束5年婚姻，那年她才27
歲，獲法庭判給她一對子女撫養
權，前夫需賠償800萬港元給她，
及每月付數千元的贍養費，可是不
久前夫便宣佈破產，無須給她任何
賠償及贍養費，一對子女由她獨力
撫養成人。
對於早婚的決定，她不後悔，為
了子女，她不重投娛樂圈，因怕子
女被傳媒追訪，又怕自己全情投入
拍攝，疏忽他們，她更加不想狗仔
隊將子女樣貌曝光，她要讓他們過
正常的生活。為了撫養子女，葉蘊
儀將多年來的興趣玩紙黏土變成事
業，加以進修，並開班授徒，她喜
歡藝術，常會去唸一些藝術課程，
很上進。亦為了子女，她曾放棄大
好姻緣，不想再婚，免影響子女成
長。到現今她依然對愛情有憧憬，
希望她早日找到第二春。

DNA減肥法

在開始今天的話題之前，請大
家先思考一個問題：對於你的人

生、你目前的生活，你真的學會感恩了嗎？若是
感恩了，感恩的程度又有多少？
我相信，能夠真正感恩生活的人，並不多。

我們大部分人都喜歡抱怨生活，抱怨的原因有
哪些呢？認為自己沒有一份好的工作，沒有達
成自己的個人目標，沒有得到健壯的身體，沒
有給家人更好的生活……不管生活如何，人們
總有抱怨的理由。其實，常常抱怨生活的人，
一定是不懂生活的人。而懂生活的人，一定是
常懷感恩之心的。感恩生活，從某種程度來
說，也是主動獲取幸福的前提。
很多時候，大部分人日復一日、年過一年的

上班下班，只是隨波逐流，看到別人這樣那我
也這樣而已，完成工作任務，是因為上級領導
要求這樣；買車或供車，只是因為看到別人都
有，自己也想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因為自

己內心得不到滿足，被社會壓力催促着，於是順
應時勢向前走，卻忽略了自己擁有的東西，因而
忘記了感恩，同時也就遮蔽了幸福感。
也許你要問，感恩生活的意義是什麼？那我

要告訴你，是為了得到內心的安適和滿足，是
為了得到精神上的豐富和充盈，簡單說，就是
為了得到幸福。名利和金錢的世界，是無邊無
際的，若不懂感恩，即使你得到了很多，依然
還會想要更多。請大家想一想，難道我們終其
一生都要在追逐中度過嗎？我想再問一下你，
其實眼下的生活和成就，足夠讓你很好地享受
幸福了，不是嗎？幸福感的高和低，與物質擁
有的多和少沒有直接的關係，只要你懂得感
恩，你就是最富有的人，精神的富有，才是真
正讓人生精彩的東西。
是的，只有感恩，你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
的人生佈局，才能更明確自己的人生方向。別
再抱怨了，學會感恩吧，感恩能讓你的視野更

加廣闊，感恩能讓你的見識更加豐富，感恩是
幸福和快樂的源泉。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野心
勃勃、不知滿足的人，通常是不快樂；而一個
知足常樂、感恩生活的人，常常是幸福的。無
數事例說明，愈感恩，你就會愈幸福。
那麼，如何做到感恩呢？我們首先要有感恩
的意識，要觀察生活，感受生活，善於發現生
活的美好。其實生活賜予你的已經足夠多，也
許是你還沒有察覺。比如，僅僅是這一刻，你
的眼睛能夠看到文字，你的大腦能夠思考，你
的耳朵能夠聽見聲音，你的鼻子能夠呼吸空
氣……難道這一切不值得感恩嗎？再說到生
活，你有愛你和你愛的人，有美好的風景，有
美味的事物，只要能放下，你可以去做自己喜
歡的事，可以去想去的地方，這些不都是值得
你珍惜和感恩的東西嗎？生活值得感恩，你也
值得感受更高層次的幸福，讓我們從心靈出
發，感恩一切！

感恩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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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參加各種會議，除
非被點名，要不然我都極
少發言。
我承認我不會講話。但

有些朋友不認同。
許多朋友認為我謙虛，還有覺得我虛偽的

應該也有，看他們嘴角往下扯的表情就很清
楚。我一般不解釋。對於那些不熟悉卻又真
的是你多年老友的人說不了解你的話，其實
並不奇怪，誰叫你平時只重看書寫文章畫圖
畫，沒有把時間用在和大家喝茶吃飯。這時
候微笑是最好的回答。
當然是在我認清一個「無論你覺得自己多

優秀多出色，對人交心付出有多好，但不是
所有的人都會來愛你」的事實之後的微笑。
從來不反對「開卷有益」，但讀書也會把

人讀得滿腦子書生氣，後遺症是故作清高姿
態，又相信古人說的「強扭的瓜不甜」。常
時表現出不愛求人不愛乞討表情，做人既缺
乏氣魄又沒法力，如何把乾坤隨心所欲來扭
轉？帶這樣略略瞧不起人的不屑表情與人相
處，相信很難贏到他人的心。我的意思是都
是我的錯。
大家都說年輕真好，卻也因為年輕才會成

天在擔心「我這樣做，我那樣說，別人會怎
麼看，會怎麼說？」把自己的日子活在別人
的目光和評語當中，如此這般將別人的喜怒
哀樂排在自己快樂的前頭，根本是讓自己累
得像條狗。匪夷所思的日思夜想竟然是：如
何讓別人高興？怎麼樣叫人更喜歡你？（回
想起來感覺超級搞笑：為什麼非得全部人來
喜歡你？）行走江湖不帶點豪邁大氣，一邊
害怕得罪人，一邊擔心人家不當你是朋友。
拚命努力拚命盡心就是要如何怎麼樣去討好
周邊認識與不認識的人。
這是一種病，患上一種連醫生也沒法治療

的恐懼症，許多人挺着臉過日子，為換取物
質的收益，說真的換錢還比較容易辦到，低
頭竟然僅是為了討人歡喜，這是神經病。過
了許多年終於等到恍然大悟的一天：「根本
不會有人在意你的」。這乃機緣俱足時我的
醫生朋友的勸告，只用兩個簡單的英文字
「WHO CARES」（誰在意你？）便敲醒
了長年累月執迷不悟的病人我。

醫生朋友微笑：更多時候別人只是隨口一
說，既無心也無意。而且，當他說過，話語
便讓風吹過，他立馬忘記。你卻撿來掛在心
底。還耿耿於懷不只一天一夜。何止呀？堵
在心上許多年月搞得眉間生川字，額頭長皺
紋。幸好愚蠢想法隨光陰飄逝成為過去，克
服障礙走過黑暗的心理層面，開始用心做自
己，終於發現豐富自己比取悅他人更重要。
日日讀書寫作繪畫之外，後來還加入民間

服務團體，撥出時間做點社會公益工作，不
損自己不害他人，在能力範圍內讓社會更和
諧，最主要是中華文學藝術得以在海外繼續
傳承和發展。投入社會團體組織其中一大好
處是深刻體會「人在江湖飄，哪能不挨刀」
至滿身傷痕之後，再也不在乎左一刀右一
刀，纍纍傷痕揭露成長的痕跡（自我安慰有
什麼是過不去的？所有的傷一定會復原）。
逐漸接受那些不喜歡我的人離開我的身邊，
（要留下來幹嘛？）層次不同，相處痛苦，
分手彼此更愉快。
慢慢地學會分享的快樂，也開始出去演

講，把成長路上的挫折與失敗經驗與公眾交
流。所以我看見懷疑我說謊的朋友神情疑
惑：「到處去演講的人說不會講話很難叫人
相信呢。」這是一樁強迫成長的故事。
作家負責寫作，但在南洋用華文寫作，打

算出書，作家首先變成平面設計師，和印刷
商溝通時把自己累得像一頭在田裡耕了一天
農地的牛。印刷商不知你的需要，他們認為
印書就是把文字印出來，裝訂成一冊，便是
一本書。關於美感，「那是什麼東西？」極
其陌生地看着你。可是我只想出書，不打算
成為美學老師。況且他們的學習精神如此惡
劣，講了幾天，竟然不是印刷商付講課費，
而是等到那本不是我理想樣子的書終於出
版，難看到我不想認「他」是我的作品的水
平，但我還得雙手奉送印刷費的餘額。之前
付了九十巴仙，不然印刷商絕不下印。
接下來輪到書的銷售。到了中國，聽到出

書一版印幾千本，也有一萬或數萬本，張口
結舌猶如聽到誇張神話。海外南洋這裡印一
千本，數量遠遠比不上中國，接下來面臨的
困境是滯銷。毫無門路，沒有網絡，無法宣
傳，送書便是常態，富裕到印書來送的作家

不多。這樣便造就了我的演講功夫。
為了賣書，必須把自己變成能言善道的銷

售員。感謝所有邀請我去演講的學校、社會
團體、慈善機構等等，為應對邀請的演講主
題，不得不努力讀書做功課。類別除了文學
歷史，更多是勵志書，擴展了演講作家的視
野和胸懷。為面對讀者和觀眾，不得不努力
用功成為更好的人。甚至連演講題目都是
「在未來遇到更好的自己」。
長期演講累積的經驗，發現最好的售書時

間是演講一結束的那一刻，可愛的讀者因為
想要更了解演講的人，即刻馬上過來搶購，
並要求簽名，類似明星的成就感像泡水的木
耳在此時此地膨脹，這是作家的最快樂時
刻。壓迫就會有反彈，平日無人關心，自己
不得不埋頭努力成就自己，有時感慨萬端，
也許應該感謝整個大環境對華文文學的冷落
慢待。初始走上寫作道路，為的是一份對中
文的熱愛，後來變成一種文化傳承的使命，
沒考慮其他。出版了52部書之後，收到許多
不明白「既然出書不賺錢，又一直在寫文章
的作家，到底是為了什麼」的做生意朋友的
冷嘲熱諷之後，閱讀和寫作仍然是每天最想
做的事。閱讀愈多，愈發現自己不足，基本
上我是一個傾聽型的人，最後居然滔滔不絕
在台上講足兩個小時，大家不曉得這是我迫
不得已的選擇。
早就明白人多的時候最好不要說話。行走

江湖，佯作高深莫測讓人看不到你的底，比
一開口便被人發現淺薄無知更好些吧。
等到不必自己搞出版和銷售的時候，逐漸

淡出演講台。不是人人適合當幕前主角，人
貴自知。做喜歡做的事，不必再為討人歡心
煩惱。
要怎麼樣面面俱圓，怎麼樣世故油滑？不

是做不到，而是太累了。
學懂了和自己講和不是容易的事，前面花

了那麼長的時間，終於了解自己需要什麼，
至於別人的需要，在我自己照顧不好自己
時，我缺乏理會他人的能力。
真正的朋友是願意接受你的人。
一般人多時候，我選擇沉默。好累的南洋

作家呀。有人問你怎麼不發言？我說沒有演
講費不說話。

我不會講話

■仇健明與淑梅姐
合照。 作者提供

■筆者在張獻春作品前留影。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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