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蒙談茶文化

防疫色變
武 漢 肺 炎 疑
雲，人人色變。
街上多了人買口

罩，甚至出現搶口罩的熱潮，大家
稍有咳和鼻水，自己和身邊人都異
常緊張。
中醫理論裡，正氣內存，就不怕
外邪干擾。除了日常飲食健康，早
睡早起，保持衛生之外，可以多食
薑葱蒜，有抗毒效果。
一般坊間很注重滅毒滅菌，會用
大量化學劑，我嗅到漂白水或消毒
藥水都頭痛，所以喜歡用醋或環
酵。空氣的清潔，多用擴香器，可
放不同精油，抗毒抗菌多用茶樹或檸
檬，不太貴氣味也怡人，但若有寵物
則要留意是否對其安全。便宜一點在
家多放洋葱，切開乾了就再切多一
層。怕太刺鼻可以放橙皮和檸檬皮。
快入春天，本身也是多病的季

節。要記着一星期至少流汗三次，
沒時間做運動就浸個熱浴，一定要

有好的新陳代謝，血氣運行。
這陣子很多人問痰咳，這個季節

時暖時冷，的確容易有呼吸道問
題。看醫師之餘，可以做暖敷和早
上吃粥，不要吃生冷食物，身邊有
些個案也提及自己試用西洋自然療
法，多喝果汁或服維他命C，反而
惡化了。中國人體質甚少是熱的，
除非你是勞動階層或不吹冷氣，否
則一般城市人不太受到生冷。薑粥
或瘦肉粥最正氣，要用梗米煲，不
要用泰國米或茉莉米，最方便是找
日本珍珠米或越光米。怕輻射的話
可以買美國或台灣產的，香港不同
網上超市或實體超市也有。
老人家的痰咳要雙倍暖敷，最好

心口和背部也有，怕熱可以隔着毛
巾，也有助吸汗，防止倒吸汗。另
外可以多搽薑油，自己用杏仁油浸
薑絲，加點薑精油（也可助防
腐），浸三天拿起薑絲入瓶便可。
有需要也可以問我們。

王 蒙 在 「 第
一屆茶文化論
壇 － 以 茶 論

道」開幕致辭談到此次茶論壇的
主題，他分享了自己體驗日本、
阿拉伯國家、美國、新疆、羅馬
尼亞等不同地域的茶葉的經歷，
以及《紅樓夢》、《茶館》這兩部
文學作品中的茶文化。
他表示，文學作品中對於酒的描
寫不少，而酒的特性對於人類感
情、身體感官的觸發是一種相對輕
易描寫、輕易出彩的內容。反觀文
學作品對茶的描寫，王蒙慨嘆「太
難了」，令他想到了禪中的奧義。
王蒙以自己喜好的綠茶舉例，他
說：「那種滋潤、濕潤的感覺，彷
彿撫慰了被燙過的舌尖。」
此外，茶帶給王蒙一種「自得忘
言、意在言外」的禪意，是一種難
以用語言給出滿意的形貌。
王蒙認為，茶在文學作品中會表
現中國人常年的困苦、飢餓、困
難，但還有另一面對生活的講究，
對飲品的講究，和品茶的悠然自
得，有一種自我高貴化的感覺，他
相信隨着中國的發展，茶文化、茶
室文化會有更好的發展。
我在「第一屆茶文化論
壇──以茶論道」開幕式
致辭摘要如下：

首先我謹代表籌委會向
今天出席的李蒙副主席、
王蒙部長等各位領導及海
內外學者專家、嘉賓在百
忙中抽空出席「第一屆茶
道論壇」表示熱烈的歡迎
和由衷感謝！

朋友們，我們剛剛在澳
門大學舉辦了主題為「茶
文化之旅」的第七屆世界

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這
次與會學者專家逾百人，發表了七
十多篇學術論文。我們把對茶文化
的深度體驗放在深圳，舉辦包括學
者、各地茶藝師、茶商共一百七十
多位專家學者參加的「第一屆茶道
論壇」。

茶文化蘊涵着人文精神，把儒釋
道三家的精神都融入其中。儒家思
想，正是茶道的主要精神。釋家，
也就是佛教，有「茶禪一味」思
想。茶和禪是相通的，名山出好
茶，而且名山名寺名人名泉名茶總
是連在一起的，所以「茶禪一味」
的思想也就一直延續下來了。道家
和道教是有聯繫又有區別的。道家
和道教最重要的是道法自然，要順
其自然，要天人合一，要和自然融
為一體。因為茶本身就是自然的產
物，茶所謂得天地之靈氣，日月之
精華。所以，我們在喝茶的時候實
際上是與儒釋道文化融為一體。

朋友們，我們都是為着茶文化這
一博大精深的課題走到一起來，我
們都有共同強烈的文化理念。這次
論壇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相
信，我們的茶文化事業將是興旺發
達的！

內地電視台綜藝節目《跨界歌
王》，除了雲集著名演員、歌手
之外，香港的演藝人亦在此舞台

上大放異彩，演而優則「唱」的比比皆是，令他
（她）們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眾多香港演藝人亮相內地的電視節目，以女藝
人胡杏兒較為吸引着觀眾，以往睇胡杏兒演戲多
了，但聽她現場唱歌則少之又少，觀眾對她的聲
線、嗓音覺得「不賴」之餘，更有點驚喜，對她的歌
聲評價︰「她的普通話（國語）發音挺標準啊！」
胡杏兒曾在外國讀書，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多
年來她亦努力修讀普通話，並非「港普」一族，所
以在《跨》節目演唱華語歌曲，英文歌曲也圈粉不
少，就連內地演和唱俱佳的女星劉濤、其他樂壇中
人等，都對胡杏兒有此才藝大表讚賞；演藝界人士
客觀地指出，演員要有好演技是需要機會、日子的
時間來磨練，但演技如何「精湛」也好，面對種種
不同角色人物的演繹，演技依然是學無止境，演員
要演而優則唱，除了本身要有實力外，更要有適當
的時機和舞台，才可以成功地華麗轉身！
在香港演藝圈超過二十年的胡杏兒早已名成利

就，既為人妻也已為人母，仍眷戀着娛樂圈的五
光十色？故頻頻亮相於內地的電視綜藝節目和演
出劇集！？胡杏兒只是說每個人仍有工作能力
時，都會「閒」不下來，是不同的人生階段，有
着不同的身份及責任，喜歡唱歌是她能力所及，
站在舞台上唱歌，感覺是向自己在演藝事業的青
春時光致敬吧！也是一份紀念。
與胡杏兒合作多年的幕後製作人員表示，頗欣

賞胡杏兒的「待人處世」心態，她，認為毒舌說話
比刀劍傷人更深，故對人甚少惡言相向；她，曾
說︰「用智慧解決問題！沒有人『富有』得可以不
要別人的幫助，也沒有人『窮』得不能在某方面給
人幫助。」

用智慧解決問題
如果說黑龍江省省會哈

爾濱市是「悍男之城」，
那同在東北大地上的吉林

省省會長春市，則絕對稱得上是一個「暖男
之都」。
我的「暖男之旅」是從高鐵開始的──離
開哈爾濱，我乘坐高鐵往長春去。拿着行李
箱上車，行李箱有點沉，我請我鄰座的文質
彬彬男（1米78，中等身形，有點俊朗，襯衫
西褲，架着眼鏡），替我把行李箱放在行李
架上，他二話不說辦妥了。一車無話，列車
快到長春，我有點不好意思要再請他幫忙，
正猶豫間，他竟自個兒站起，用那不太強壯的
臂彎把行李架上的行李放在我跟前。這一
刻，我只懂傻傻地看着他，這個讓我心中暖流
滾滾地「暖」出望外讓我完全語塞了。
到長春了，我坐大巴到市區去。從哈爾濱

到長春的高鐵上，我在網上找到一家合意的
旅館，大巴在旅館附近停下，誰知，今趟竟
是「冷」出望外，這家旅館關門了！呵呵
呵，怎麼辦？獨個兒的我只好拉着行李箱在
長春街頭遊蕩……當時天色近晚，路燈亮起
了；再加上，這條路有點偏僻（路上沒幾個
人呢）！老實說，我的心有點忐忑……這
時，迎面走來一位保安員打扮的中年男，我
如獲至寶，趕快上前問他：「請問附近有旅
館嗎？」他說：「有的，前面200米轉右有
一家乾淨可信的旅館。」當時路面不平，看
到我推着行李有點狼狽，他把我的行李拉在
他的手上，「走吧！」向前走了200米，他
把行李箱交還給我，「往右拐就到旅館了，
快走吧！」話音剛落，保安男轉身走了，我
目瞪口呆望着他暖意盎然而高大的背影，我
是在夢境中嗎？這個世界真有這麼溫暖和美

好嗎？我打打自己的臉，真實的，這一切都
是真實的，我確信我現在所處的長春就是這
麼溫暖和美好！
第二天一大早，我出發到長春各大景點遊覽

觀光，首先到的是國家5A級風景區，「淨月
潭國家森林公園」，這景區有兩個獨特之處：
（一）它是建造在市區裡的森林，數十年植樹
育林，形成百餘平方公里的人工林海，堪稱「
亞洲第一大人工森林」。（二）景區內集潭、
林、山、田為一體，景色優美，更是「春踏
青，夏避暑，秋賞葉，冬玩雪」的好去處。
盡興地在公園逛了一個圈，我準備到長春

歷史景點「偽滿洲皇宮博物館」去。我知道
可從淨月潭坐輕軌列車到博物館，於是，我
先找輕軌站；輕軌站裡迎面而來一位瘦弱男
（1米70，瘦小，皮膚白皙，樣子清秀）我
向他問路；他低頭沉思一會兒說：「路挺遠
的，要倒兩回車，來，我帶你。」我連忙
說：「你告訴我怎麼走就好。」他說：「跟
我來吧！」他帶着我在站內走了很長的路登
上輕軌。在輕軌車廂裡，瘦弱男竟碰到他的
朋友，原來他的朋友和我同路。瘦弱男對他
的朋友（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說：「請你護
送這位姐姐到博物館去，不得有誤！」這女
孩子爽快地說：「當然，沒問題！」瘦弱男
和我道別轉身走了，女孩子則護送我到博物
館才跟我握別。
我在長春遇到的行李男、保安男、瘦弱男

和女孩子，他們和我只是萍水相逢的過路
人，但他們對人，尤其是對有點無助狼狽的
人，他們那打從心裡流露的關懷與熱誠，讓
我明白什麼是人世間的愛，讓我深深感受到
生命的溫暖和力量，讓我對長春這個東北城
市，對長春人有着無盡的敬意和懷念。

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篇長春

儘管做了幾十年
人，不少人都說，

幾十歲還有什麼未見過，還有什麼
值得高興和開心的，尤其是今時今
日！
我倒不是這麼想，眼見還有十天
便過農曆新年了，我真的像小時候
那樣，很期待新年的到來。儘管過
去的大半年，有人盡情地破壞、盡
情地搗亂！令到一向平靜安樂的香
港暴亂頻生！我則一直好彩，沒有
正式碰到那些暴亂場面，但那些真
實或歪曲的報道滿天飛，不想知道
不想看也硬塞你看，每日都帶住不
安、厭惡、沮喪的情緒過日子，家
人千叮萬囑叫我不能出外，除了必
要去工作，其他時間不好外出。我
是萬分不願意被剝奪了自由，最不
喜歡被人管束，結果到此時此刻卻
被限制，的確非常不開心。
但見到現場直播的狀況，就知道
我等小市民的確不宜在危險地帶出
現，或路過，或觀看，分分鐘都會
惹禍！所以，就算幾不願意還是乖
乖地聽話！還好家中各人都是正派
的正面的，就算有一兩個有點不同
意見，也不至於出現惡劣的家庭狀
況。家人還是比較和洽的，尤其是
節日，我們極想撇開那些不愉快的
情緒，闔家共聚！
所以聖誕我們還是聚在一起，而
農曆新年更是家人親友互相祝賀的
日子，所以傳統的聚會，是不會因
為這個社會狀況而改變的，我們仍
然要過回我們的日子！

今時今日經濟狀況的確很差，但
農曆新年也一定要過得豐盛，所以
我們這些長輩或多或少都要作準
備！
過春節的習慣改不了，特別是要

佈置家居，父親在世一定要滿屋都
是花，把家佈置得漂漂亮亮，花團
錦簇，喜氣洋洋！
以前父親就算行動不便，年三十
晚都希望我們去行花市，有些年我
們更陪伴着他在花市兜個圈，他說
這是中國人的習慣，也是中國人的
生活，都希望我們常常記着這些。
如今父母都不在了，我便要延續他
們種種生活習慣，也希望影響下一
代，希望這些傳統不要消失！

期待

昨天早上喝完牛奶，順手一
放，淡藍色的玻璃杯居然沒有

站穩，順着廚房的水池邊一滑，落地開花，跌
成渣渣。這是兩年前所買的六隻玻璃杯中，最
後被打破的一個。這一組六個玻璃杯終於以另
外一種方式，重新回歸到了同一個狀態裡。
碎（歲）碎（歲）平安，無論打破了什麼器
物，中國人通常都會在其落地那一瞬間，順口
唸上這一句咒語。彷彿與此有關的所有霉運，
頓時煙消雲散。英國也有一句打破或是打翻餐
具時家喻戶曉的諺語：別為打翻的牛奶哭泣。
顯然，在打破餐具這件事情上，英國人首先關
注的是餐具裡裝着的食物，其次才是要體悟的
生活信念。就文化而言，這兩者之間並無高下
之分，但卻很好地反映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中國人藉由意外打破的杯子，對未來的吉祥平
安作出期盼的祝禱，很具儀式感。英國人以即
刻止損的心態，勸慰肇事者不要被眼前的窘境
所羈絆，態度很務實。
我忽而想起貢布里希在談到中國和西方藝術

比較時的一段論述。他說西方的藝術家，似乎
都在亟不可待地超越他們的前輩和師長，他們
還經常運用譬如透視法之類的科學知識，去改
善模仿自然的技術。於是西方的藝術故事，就

是無休無止的藝術實驗，追求前所未有的新穎
和獨創效果。中國的藝術則大不相同，偉大的
藝術家所創立的傳統，即使經常改動和改進，
也照舊受人尊崇。中國的藝術有更多的時間去
追求雅致和微妙，因為公眾並不要求急於看到
出人意表的新奇之作。
這段話說得頗有見地。每次在故宮裡參觀，

都驚異於大量名貴木料製成的皇家傢具上，無
以復加的繁紋重飾。雕刻上，圓雕、浮雕、透
雕、半浮雕、半透雕。裝飾時不僅彩繪加貼
金，還要包銅或琺瑯，有的甚至還要再鑲嵌
玉、象牙、大理石、陶瓷等材料。這些代表明
清兩代最高藝術水準的傢具，無論是桌椅案
几，床杌妝台，其比例形制都非常合乎一定的
規範和準則。跟我在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看到的沙皇傢具，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在這
裡，每一個宮殿和房間裡的傢具，形制上的變
化異常多樣，裝飾也多以明麗絢爛且幅塊較大
的材料為主，看起來恢弘開朗富麗堂皇。兩相
較之，更覺得貢布里希「雅致和微妙」這兩個
詞用得傳神精準。
我又想起很早之前，在雲南昆明西山華亭寺

參訪時，偶然聽過的一個打破杯子的故事。華
亭寺始建於元朝，後多次毀於戰火。一百年

前，幸得時任雲南省長唐繼堯邀約，由高僧虛
雲和尚主持重建。虛雲老和尚開悟的機緣，就
是起於打破一個玻璃杯。
自十七歲萌生出家志向，十九歲在福州鼓山

湧泉寺披剃受具足戒，虛雲一心向佛經年苦
修，餐風露宿，遍訪名山古剎。直到五十六歲
在揚州高旻寺禪七。間歇時，有侍者例行給他
的杯子裡添熱水，滾燙的茶水飛濺在他的手上，
他下意識地一縮手，杯子墜地發出清脆的破碎之
聲，他頓斷疑根，如從夢醒，終於開悟。
之後，便有了那首著名的《開悟偈》：

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歷歷。
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

開悟是佛家祛除無明，獲得至上智慧的必經階
段，但凡得道高僧大都會有此機緣。虛雲老和尚
的這篇開悟偈大致的意思是，當茶杯破碎的聲音
響起時，那一瞬間，耳朵裡只有這一種響聲。周
圍的萬物，全部都粉碎消失，彷彿從來都沒有存
在過。內心存在過的游離遲疑，在這一瞬間也都
徹底停息了下來。由此，他便進入覺悟。
我們庸庸碌碌於喧囂塵世，自然無法體會真

正進入無慾無求狀態時，內心的清明透徹。不
過，偶然打破一個杯子，也能倚廚想到這些，
也算有所得了。

打破杯子的遐想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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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已臨近春節，但嚴冬
威力尚存。市郊的四里山
上，依舊地凍天寒，萬木
蕭瑟；山坡上荒草淒淒，
難見綠意。當我晨練來到

山上，踩着枯草碎石，轉過一處乾涸的灣塘
時，忽見岸邊亂石叢中，一叢迎春花凌寒開
放！那串串金色的花朵像是玲瓏的小喇叭，
綴滿綠枝，迎着朝陽，吹奏着迎春的樂章，
呼喚着春天的到來。我不由得一陣驚喜：春
天就要來了！
我停下腳步，跟這春的使者凝眸對視，默默

交流。我喜愛她，珍惜她，對她產生了濃厚興
趣。回到家中，我仍難以釋懷，便打開書本，
旁搜博采，從詩文中對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迎春花是木犀科素馨屬落葉灌木，又有金

鐘花、金腰帶等美稱。雖然花朵小巧，又無
香氣，看似姿容平常。但她淡雅秀麗，樸實
無華，氣質不凡，因而贏得了許多名人的讚
美。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玩迎春花贈楊郎
中》中寫道：「金英翠萼帶春寒，黃色花中
有幾般？憑君語向遊人道，莫作蔓青花眼
看。」詩中熱情地讚頌了迎春花金英翠萼、
凌寒開放的秀麗姿色，並告誡人們迎春花是
花中奇葩，莫把她當作普通花草看待。宋代
著名詞人晏殊在《迎春花》中也讚美說：
「淺艷侔鶯羽，纖條結兔絲。偏凌早春發，
應誚眾芳遲。」詩人將迎春花的花色比作黃
鶯的羽毛，枝條比作纖柔的菟絲；在褒揚迎
春花早開的同時，又譏誚其他花遲遲未醒。
一褒一貶，其美更顯。寥寥二十字，就把迎
春花的特點寫盡了。當代著名作家劉墉，則
更為細緻、傳神地描寫了迎春花的美麗：
「那黃，黃得嬌嫩、黃得明艷、黃得灑脫、
黃得舒暢。花瓣是那樣勻稱，彷彿瑩潔的黃
玉雕的、巧匠製的，再以金絲、銀線、銅
枝，串在一塊兒。那枝條是多麼無拘地舒展

着，載着成團、成簇的小喇叭形的花朵，搖
擺於風中，如仙女裙邊的流蘇、項邊的串
珠。而最令人驚訝的是，樹底的積雪猶未融
盡呢！」（《迎春花》）這諸多傳神的讚
語，把迎春花描繪得金光燦然，美不勝收，
既具有仙女秀姿，又充滿春的光輝。譽她為
「東風第一枝」，實在當之無愧！
迎春花不但美在外貌，更美在「心靈」。
她的先知先覺，守時守信，在百花中鮮有企
及。作為報春的使者，她把迎接春天看作自
己的神聖職責，在「高天滾滾寒流急，萬花
紛謝一時稀」的時候，她就目光高遠，預知
到春的到來，為此不懼嚴寒冰霜，精準、勇
敢地趕在立春前開放。這是何等高超的智
慧，又是多麼可貴的君子之風啊！「一朵忽
先發，百花皆後香。欲傳春消息，不怕雪埋
藏。」宋代詩人陳亮的這首詠梅詩，用在迎
春花身上，更為恰如其分。
迎春花之美，還美在她的剛毅堅強上。乍
看上去，她的枝條纖細柔長，六瓣的花朵也
小而平常，彷彿弱不禁風。但她的身上卻有
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耐得住冰凍，抗得了
霜雪，抵得住寒風，受得了貧瘠，在百花畏
寒、眾草怯霜的惡劣條件下，她無所畏懼地
凌寒開放，大有「凌厲冰霜節愈堅」的壯士
氣概。宋代詩人韓琦曾稱頌迎春花「覆闌纖
弱綠條長，帶雪沖寒折嫩黃」，從「覆闌纖
弱」跟「帶雪沖寒」的強烈對比中，突出了
她在柔弱中蘊藏着剛毅的性格和頑強的生命
力。「不耐嚴冬寒徹骨，如何贏得好春
來。」著名園藝學家周瘦鵑的這兩句詩，正
是對迎春花堅強性格的充分肯定。
迎春花在民間，也有很高的聲譽。古人曾
把她當做堅貞愛情的象徵加以歌頌，並演繹
出這樣一個神話故事：相傳遠古時候，中原
洪水氾濫，大禹勇敢地挑起治水的重擔。當
他治水經過塗山時，遇到一位美麗的姑娘。

這姑娘給了他很多幫助，二人遂相親相愛，
結為連理。分手時，姑娘決心站在這裡，等
待大禹治水成功後歸來團聚。大禹也深受感
動，便把繫在腰間的荊藤解下來，送給姑娘
做紀念。此後大禹帶領人們轉戰南北，開挖
河道。經過幾年的艱苦努力，終於治水成
功。當他趕回塗山跟心愛的姑娘相會時，姑
娘已經變成了一座石像，手中的荊藤也扎根
土石中，長出了長長地藤條。大禹非常傷
心，撲到石像上，呼喚着心愛的姑娘。他的
淚水落在石像上，霎時間那荊藤竟開出了一
朵朵金黃色的小花，向大禹傳遞着姑娘深深
的思念和純真的愛情。為了紀念這位崇高而
純潔的姑娘，大禹便把這荊藤花命名為「迎
春花」，讓她寓着姑娘的忠魂，去迎接美好
的春天……
迎春花的種種美德，都令人敬仰讚歎。而
最值得稱道的，還是她胸襟開闊、包容大
度、謙虛謹慎和樂於奉獻的精神。她甘於寂
寞，不企求被關注，只是默默無聞、本本分
分而又努力地開着；她不追求榮華富貴，只
想為這個世界奉獻自己獨特的美。她在「眾
芳搖落」的時候獨自開放，不是為了炫耀自
己，孤芳自賞；也不因此而驕矜滿足，目空
一切。她衝破嚴寒迎來春天，只為與百花千
卉共吐芬芳，共同為春天增光添彩。正如宋
代詩人韓琦所言：「迎得春來非自足，百花
千卉共芬芳。」她的這些高貴品質和崇高精
神，正可與「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
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梅花相媲
美，同時也帶給我們很深的啟示。記得有位
詩人曾說過：「面對花開，半蹲下來。」以
此表示對花的尊敬。這樣的花，絕非貪圖虛
榮的殘花敗柳，也非隨風飄蕩的榆莢飛絮，
而應是鐵骨錚錚的花中精英。能以自己神奇
的生命迎接萬紫千紅的春天，讓人半蹲下來
頂禮膜拜的，除了梅花，不就是迎春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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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花開喚春來■王蒙在「第一屆茶文化論壇──以茶論
道」開幕式上致辭。 作者提供

■在先父林檎的畫作鍾馗，和
上司陳非的字旁邊放一束花，
他們一定喜歡！ 作者提供

（《茶文化之旅》之五，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