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春來了！

說流行書風
曾有內地書法
家提出一種所謂

「流行書風」，欲引領書法潮流。
講到「流行」二字，便很容易

聯想到時裝。據說因為商業利益
驅使，歐美時裝界的幾位大師每
年都要開開會，摸着酒杯底，着
着實實地訂出下年應流行什麼色
調、什麼款式，以便搞出一批新
時裝，好讓時尚女士、先生們跟
上「潮流」。聞說追慣潮流的淑
女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外套是這個
牌子哪一年的款，你的手袋又是
曾在哪一年流行過。
因為這些時裝界巨頭地位顯
赫，「登高一呼」，誰敢不從？
時裝設計師不緊跟潮流的話，輕
則產品無人問津，重則品牌不
保。時裝可以設計出流行款式，
書法又可否設計出流行書風呢？
本來一種書法風格流不流行，不
是靠人專門設計的，而是看有多
人追捧，多少人跟風。
我國自東晉以來，歷代文人都

推崇王羲之，譽之為「書聖」。
南北朝梁武帝蕭衍著《古今書人
優劣評》，謂「王羲之書字勢雄
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

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而王羲
之的字又確實妍美，於是其書風
便大行其道。加上唐太宗獨尊書
聖，王體字便長盛不衰。
到了明末清初，有位叫傅山的

書法家提出「四寧四毋」，所謂
「四寧四毋」是「寧醜毋媚、寧
拙毋巧、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
毋安排。」前些年，有書家以
「四寧四毋」為書法指南，大膽
創新，這些書家的書風與王羲之
書風自是大相徑庭，於是，驚世
駭俗的醜書便出現了。
醜書出現後，雖被很多傳統書

法家批評，但卻獲身居書協要職
的大茄叫好，說大醜有大美。一
時間，醜書開始盛行，幾乎成了
主流書風。其中主要原因是除了有
書法大茄鼓吹，還有他的一班弟子
又都個個身居書協要職，多是這
個展委那個展的評委。你不學醜
書，不寫醜書，那你就入不了國
家一級書法展，入不了中國書法家
協會。這和國際時裝界一樣，他
們創了潮流，你就得跟，不跟就
別想出來混。這股醜書風颳了十
年八年，直到中國書協這屆新領導
班子反對之下，才逐步收斂。

初春來了！
和風吹柳綠，
細雨點花紅！

大塊煥文章，白雲在天，滄波天
際，春風扇淑氣，雜樹生花，群
鶯亂飛！
我們港人一般也是同時使用新
舊曆的，即陽曆和陰曆；但卻是
均能善用兩個曆法的長處；陽曆
指出正確的出糧日期，例如是每
月最後的一日，或最初的一日！
而陰曆則帶給我們多采多姿的生
活，農曆新年、清明的思親、七
夕的愛情故事、中秋的月色，均
是使人難忘的節日，增添生活中
不少光彩。
香港的冬天，氣溫也不算太

低，更不一定可以看見紛飛的雪
花，但春天卻一定可以看見花
市、工展會等等的活動；加上新
春團拜、春茗等活動，真是溫馨
的寫照，除了花市的桃花和數不
盡的各類美麗而不同顏色的新花
盛開；可能各位也未必一定能夠
留意到青青的小綠草也默默地怒
放出來，與花爭艷，晚上的蟲聲
和早上鳥兒的晨歌，也在真誠地
告訴我們︰「春來了！」
今年的春天，可能會帶給香港

人一個很特別的期望，因為過去的
半年，香港發生了一連串出乎大部
分港人意料之外的示威活動。但春
天已經來到了，而且也沒有任何力
量可以阻止春夏秋冬的運作。
春天是一年的開始，去年春

天，當然沒有什麼人能夠預測到
會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但發生的
已經發生了，目前是否已達至快
將結束的時候呢？答案當然暫時
欠奉，正如一首已失去作者姓名
的好詩如下︰

前生我本是詩人，文采風流自不群。
轉世卻忘攜彩筆，雅懷空有未能伸。

事實上，香港發生這半年的活
動，大部分均是以破壞香港日常
生活為目的，例如堵路、破壞交
通燈和交通車輛及衝擊一些店舖
等等，徒然引起市民的不便，這
是他們的主要目的嗎？但他們卻
提出「光復香港」和「時代革
命」！不知是否本山人之中文程
度太低，還是他們提出的目的太
抽象，堵路及衝擊商店就是「光
復香港」嗎？我，相信一般港
人，也是莫名其妙。
理大事件之後，雖然遊行事件

依然持續，但規模已大不如前，
人數顯然日減！
雖然他們在本港區議會改選

時，出人意表地打了一場相當神
奇的勝仗，或許在這批新當選的
區議員上任一段時間之後，再留
意這批新任區議員的表現到時自
有分曉了。
自然的力量是世上最強大的，

春夏秋冬的順序，誰能改變！？難道
這群「黑衣人」真的有辦法弄出
一個「時代革命」嗎？
春天來了，夏季還會遠嗎？但

過去半年以來的事件，對香港打
擊不小，香港目前又遇上了一件
更不幸的事件新冠肺炎，雙重打
擊下，很多大公司已公佈了在不
久之將來，均須裁員十分之一或
以上，甚至薪水也要削減一些，
假如這些裁員減薪事件愈來愈多
的話，香港的前景一定不會好到
哪裡去！多年來，港府一向均是
收入太多而不知如何將收入運用
達至百分之一百，只好存錢在庫
房之內，但今年恐怕出現赤字，
這是過去數十年來絕無可能發生
之事。希望港人可以早日醒來
吧！
春天來了！大家均希望香港保

持一年比一年進步！

今年的元宵佳節，這
對結婚三十周年的老夫
老妻杜燕歌和韓馬利，

肯定擁有一個不一樣的甜蜜節日，去年八
月Mary姐（韓馬利）得了急痛，住院三
星期，昏迷一星期，輕了七公斤，「他每
日都煲不同的食物餵我吃，又說我不懂照
顧自己，希望病的是他，我好感動，回到
家後那段時期，竟接到超多的商演邀請，
但是沒有了健康，我什麼也做不了，我才
明白擁有健康才會擁有一切，我學懂珍
惜……今次病好辛苦，但變成一個對我們
的祝福……我明白一定有明天，但是明天
不一定有我！我以前好驕傲好工作狂，要
別人認同才滿足，因而冷落了丈夫，忽略
了他的感受，我要向他說多謝你的忍受，
一直對我付出的一切，感謝之餘，我會改
變自己，希望做一位合他心意的太太。」
杜燕歌和韓馬利的認識由飲熱鮮奶開

始，Mary姐甜甜地回憶道︰「當時他從
澳洲回港度假，參加藝人之家的活動，
那次我們在酒店咖啡室飲咖啡，他竟然
叫熱鮮奶，再飲一杯又一杯，一連飲三
杯，只想着這個牛奶仔好奇怪，開始對
他發生興趣，他不會口花花，好有內
涵，從來不煙不酒，好乖好靜，我開始
留意他，我們開始寫信和郵寄卡式錄音
帶，他在聲帶裡唱歌，唱得跟費玉清一
樣地迷人，我當然迷上了。」
原來，他們的婚姻也由打賭、開玩笑開
始，杜生回憶起來依然眉開眼笑，「那次
她忽然來電說要來澳洲玩，我說好，沒問
題！她說如果我來澳洲嫁給你呢？我說妳
夠膽嫁，我就夠膽娶！大家只是講笑，結

果變成真！證明我們心中都有對方。在澳
洲我開餐廳，人人叫我杜老闆，但回到香
港有人叫我韓先生，我心裡邊覺得難受，
但是也要放下男人尊嚴忍耐着，因為
Mary在澳洲也是落手落腳地去幫我招呼
客人，甚至幫我洗酒吧洗廁所，一點明星
架子也沒有，我感激萬分！只是老婆太工
作狂了，在香港對我關注很少，記得結婚
十年，我寫了一首詩給她，掛在牆上，她
可能沒有留意到……我只是希望她明白
我，讀懂我，陪我遊山玩水，欣賞瀑布，
種盆栽……」
Mary姐含情脈脈地說︰「經歷了這場

大病，老公給我好大的安全感，也希望
他以後都告訴我有什麼需要，要講出
口，我一定會做，我一定要揭開他這一
本書……讀懂它！」
其實杜老闆真的很有詩意，那首十年

情詩上面寫着︰「我的缺點只有大海才
可容納，你的心為何卻可裝下，從相處
到現在甜酸苦辣，遷就忍耐，是真愛十
年，再十年甜甜蜜蜜到終年，愛永
在！」多柔情似水的……
我相信好的夫妻感情，就和健康一

樣，都需要情緒健康、心靈健康和關係
健康！祝福杜生杜太永遠甜蜜！

三十年情意愛永在！
近年好多電影續集上映，連動畫也因為大

受歡迎而上映續集，近有《魔雪奇緣》，早
一點就有《反斗奇兵》。最近過年上畫的，

是《重案夢幻組》（Bad Boy）的2020年版本《重案夢幻再
重組》（Bad Boy For Life）。
其實消費者對產品有感情的話，自然就會對品牌的延伸版

本有好感，而不少品牌亦因此多開不同的產品線，例如高露
潔本來做牙膏，後來做牙刷也有很好的市場，就是能將「您
的口腔保健專家」的定位延續下去。因此，電影續集的出現
是非常自然的事，電視連續劇也出現了好多季度，變成了一
個又一個的系列。
有時，電影的續集是有連貫性的，就好像連續劇一樣，

《復仇者聯盟》、《吸血新世紀》和《哈利波特》等，都是
一集接一集地開拍推出，培養了不少由小看到大的觀眾。
許多時，續集不一定比第一集精彩，雖然如此，但仍然有一
批死忠的粉絲進場，因為當中已不是只看劇情，而變了有感
情。例如《星球大戰》，上世紀八十年代拍完三部曲，欲罷不
能，來個前傳三部曲，再來後傳又三部，最近才大結局。近十
年來，進場的不少是由第一集已經開始捧場的觀眾，大家都說
不滿意劇情，但又繼續進場，一路看一路罵，新一集上映時又
再進場……當中大家有情意結在其中，因為大家都關心主角的
出路和未來，甚至已與自己的成長融為一體。
其實除了《星球大戰》，因為情意結入場外，相信《未來
戰士》、《洛奇》及《第一滴血》等的觀眾，也是一樣。香
港的經典有《黃飛鴻》、《最佳拍檔》、《精裝追女仔》、
《五福星》等系列，去到橋盡終於收手，只有《賭神》化身
《賭城風雲》繼續努力；而《家有囍事》則每年準時賀歲，
連《小男人周記》、《葉問》等，也發展到第二代的出現。
續集的出現，究其原因，是消費者的口味難捉，只要找到

一條受歡迎的方程式，大家就不停地複製，直到市場飽和甚
至反彈。許多時，的確是成也續集，敗也續集。續集是否好
橋？其實要看懂不懂及時放手，死不斷氣，反不及一個令人
回味的傳奇討好。當然，有沒有周邊產品市場，也是決定性
的因素之一。

善用觀眾情意結的一再續集

陳偉霆主演的
電影《寵愛》，

早前在內地上映叫好叫座，陳偉
霆在內地爆紅，少回香港，但在
微博上，常會看他放上健身的照
片。作為藝人，擁有一副好身材
很重要，陳偉霆下了不少苦功，
健身超過十年，被封「健身達
人」，他更自製一套六式既能瘦
身亦可令肌肉結實的健身方法，
不少網友學以致用，大讚這套動
作有效。
這六個招式全部針對「虐

腹」，不需要任何健身器材，只
要一張瑜伽墊，每個動作指定要
做十五次，以達至效果。第一個
動作是抱着雙腿前後滾動，以鍛
煉腹部核心肌肉；第二個動作是
開合舉腿，雙手置於臀下腿盡量
拉直，以鍛煉腹直肌；第三是仰
卧交替摸腳，鍛煉側腹肌；第四
仰卧十字交叉，鍛煉中、下腹
肌；第五坐姿收腿；第六雙腿高
舉原地打滾，動作全方位主要鍛
煉腹部。勤練這六個動作就可像
陳偉霆隨時晒性感冰塊腹肌。

腹肌外，其他身體部位的鍛
煉，他也絕不鬆懈，持之以恒，
每天堅持做三百掌上壓，五十引
體上升及三百收腹動作。他曾為
演一個很壯的角色，要令肌肉看
起來飽滿有線條，曾每日只吃雞
胸肉、雞蛋和牛肉，曾有一天吃
二十隻雞蛋的紀錄，對於愛好美
食的他來說，忍口忍得很辛苦，
但他仍堅持做到。
他又為了保持體重，不吃米

飯、麵條等主食， 更在下午五時
後不再進食，在吃飯一段時間後
還會進行各種高強度的鍛煉，最
猛的是，一天之內用八個小時來
鍛煉。
陳偉霆的健身格言是：「我覺

得健身做運動是一個培養自己意
志力的一個很好的活動，無論你
每天多忙或者是多累，如果你要
堅持一些東西你就不能放棄的，
不要找任何的藉口說今天特別累
不能運動。這是培訓自己做一件
事情要堅持，一個很好的培養意
志力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歡運
動。」相信不少粉絲會遵從。

陳偉霆「虐腹」六招

看到題目，你可能會疑惑，
人生的溫柔是什麼？它的範圍

很廣，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件事，甚至是
一種風景。但它也不難理解，人生的溫柔，是那
些細小的、溫暖的、真誠的時刻。
比如說，父母的一個電話、一句愛的叮嚀。它

很平凡，很常見，每個父母對孩子都會如此，在
生活中有說不清的問候和叮嚀。正因為如此，我
們便常常忽略它，感到理所當然。其實，一個人
的大愛，往往表現在細微處。父母對兒女的愛，
是如何無私和真誠，當他們牽掛你、關心你，他
們由心底而產生的平常行為：一句叮嚀、一句嘮
叨、為你做的一件小事……那都是人生的溫柔時
刻，而那時候，你領會了麼？還只是搪塞過去了
呢？請珍惜，那樣的溫柔時刻！
再比如，孩子對你的一次依賴，一次暖暖的擁

抱。你以為孩子天性如此，依賴是他們的習慣，你

以為他們一個擁抱的請求，是任性調皮。其實，
那也是人生不可忽略的溫柔時光，擁抱的溫暖是
互相的，你真心去給予孩子了嗎？而且，孩子的
心靈是天真無邪的，當他們像你乞求溫暖，請一
定不要吝嗇，請一定要真誠給予。陪伴一次遊
戲，擁抱一次孩子，是給予，更是獲取——這樣的
溫柔時刻，你珍惜了，它便成為你的精神財富。
又比如，朋友對你的一次傾訴，一次心靈的求

助。也許很多人都喜歡向朋友傾訴，但對於朋友
的傾訴卻不以為然，因為他們會認為是一些負能
量的接收，是一些瑣事的嘮叨。其實，一個人在
向你傾訴時，他的心是無比虔誠的，是放下了所
有戒備而渴望獲得理解的狀態，你怎能辜負這樣
的一顆心靈呢？當朋友向你傾訴，說明他信任
你，他想要打開自己的心，以求得到你理解和支
持……請珍惜這樣的溫柔時刻，茫茫人海，擁有
一個知己是非常難得的，今天你是朋友的支撐，

明天他也會是你人生中的幸運。
人生的溫柔時刻，有那麼多，也許有人會說：

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天天為這些溫柔時刻而花費
心力，是否太繁瑣了？其實，正好相反，你以為
用心去珍惜，要花費力氣，但正是因為你越懂得
珍惜，你的內心才會更強大，你的心靈才會更廣
闊。每個人，都有一顆感受生活的心靈，如果你
忽視它，而只顧着去看你所謂的「人生大事」，
那你的生活一定是不完整的。
說到底，無論人生擁有多少，失去多少，只要

懂得珍惜，你就是富有的。更何況，我們每個人
擁有的溫暖都很多很多，那就是我們上面說到的
那些溫柔時刻，它也不止這些，它藏在生活的每
一處，只有當你發現了它、珍惜了它，它才會在
你的人生中閃閃發光。
珍惜人生的溫柔，讓我們都做一個有心之人，

讓我們都成為富有的人。

珍惜人生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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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疫在一線
疫情就是戰情，需要就

是命令。正月初一下午接
到通知，取消年假，初二
全體上班。簡短的一則消
息，透露出的緊急與必

須，刻不容緩。
我得去國道上值班。時間分為上午班、下

午班、夜班。在國道上值上午班時，下午回
科室上班；在國道上值下午班的，上午在科
內上班。去國道值班前，預留出半小時到一
小時吃飯時間。值夜班的是兩個人，時間是
下午四時半到第二天上午八時。在科內值白
班時，要服從醫院調度，輪換進行院內公共
場所的消殺。
肺炎疫情，年前獲知一些。那時還不是特

別清楚。初二上班後，培訓和會議接二連三
展開，重視程度遽然提升。我第一個想到
的，是科內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正常情況
下，年假之後，初六到科內體檢的兒童會非
常多。平時一天三十多人，算上家長，人員
流動不低於七八十，最多時得二百人左右。
年假後，體檢兒童肯定激增。初三上午，我
把情況匯報給院領導，下午就獲得答覆，查
體工作暫停。我即刻編輯短消息，通過數個
兒童家長群、婦保科管理群、疾控科家長
群、各村衛生室負責人群迅速下發。此外還
聯繫了全鎮幼兒園及各小學負責人，通過他
們，在各學校班級群發佈延遲六歲以下兒童
正常體檢的消息。
初四上午八時，我與腰腿疼科韓京平主任

去國道接班，替換值夜班的同事。地方鎮位
於平邑縣城東南，是縣城「東大門」。327國
道上的車輛比平時少很多，但終歸是國道，
陸續有車輛經過。交警、執法、衛生、公安
四家單位，數輛公車，在地方鎮東南國道邊
上設立了檢查站。過往車輛必須減速停車，
接受問詢與體溫檢測。春節過後，天氣依然
寒冷。穿着隔離衣，戴着口罩、帽子，站在
過道上，在並不太猛的寒風中，雙腿依然很
快麻木。交警叫停輛車，我們就上前測量體
溫，每個人必須測。遇到體溫超標的，還得
重新多次測量。整個上午，一直在對不同的
人重複着相同的動作。那天是單位派人在國
道值班第三天，人員安排還不太合理。上午
上完班，下午休息幾個小時，四時半前去國

道接夜班。
夜班車輛不多，尤其夜裡九時以後。路上

沒車經過時，可以躲到單位的公車上休息一
會兒。那種休息，就是在車上坐坐。車是七
座的。駕駛員和副駕座位太靠前，太冷。最
後一排是三座的，可以供一人蜷縮着躺下。
讓韓主任先躺在那裡休息，我坐在靠車門的
座位上坐一會兒半躺一會兒。車上有兩床棉
被兩件軍用棉大衣。這樣的裝備，在路邊值
班不能說是擺設，保暖是微不足道的。我在
靠車門的座位上，把棉被和棉大衣裹在身
上。下半夜，腿被凍得沒了知覺。坐不住，
半躺又躺不下。空間狹小，腿還伸不直。就
算路上沒車了，人也睡不着覺。車上好像會
生冷風似的，風雖不大，但足夠涼。涼到全
身沒有一點熱乎感。
這一夜實在漫長。站到路上，就像沒穿衣
服赤裸着暴露在寒風中。回到車裡，風小是
小了，空間被壓縮到足夠難受，抱在身上的
軍大衣硬邦邦的涼如冰塊，還死沉死沉的。
抱着大衣，原本逼仄的空間更加狹窄。起不
到保暖作用，還沉重冰冷，恨不得把它扔出
去。把軍大衣丟到旁邊的座位上，空間大了
一些，渾身上下還是被什麼東西堵着，很不
自在。腿無法伸開，座椅也根本放不平，半
躺上去硌腰，不躺就只能直愣愣坐着。那晚
的時間，顯得慢吞吞的。空閒的時候，一會
兒看看錶，一會兒再看看錶。一個晚上不能
說一分鐘沒睡，可能睡了一兩個小時吧，被
夜班折騰得頭昏腦脹的，就像喝酒斷了片，
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沒睡，也確實不清楚睡
了多久。可能睡過吧！有些記憶是模糊的，
許是睡着了的緣故。
下了夜班，先回科裡。摘除衣帽手套口罩

等，把手機、眼鏡做了簡單消毒處理。回家
把羽絨服晾在窗外，鑽進被窩休息。房中有
暖氣，被窩也軟綿綿的，感覺挺舒適。只
是，入睡卻依然艱難。彷彿失眠一般，從上
午九時多，一直躺到下午四時，又是暈暈乎
乎的。中午母親叫我吃飯，我沒起床。兒子
在隔壁房間吵嚷，我聽得清楚。實在睡不着
時，就打開手機看看。像是得了強迫症，一
會兒看看，一會兒再看看。看微信群裡有沒
有新的通知下發，看手機上是否有未接來
電。明明有手機鈴聲，心裡還是不踏實。

新冠肺炎的防控，是全方位的，是不留死
角的，當地政府也在積極行動。全縣各個村
鎮、街道，都積極行動起來。排查疫區來
人，排查密切接觸者，排查過往車輛和所有
途經人員。在人流相對較多的路口村口小區
門口，設置有臨時體溫檢測站。還對公共場
合進行消毒處理。村裡的高音喇叭，也在不
停播放防治信息和注意事項，勸誡居民減少
外出。
正月初六上午，我再次去國道上值班。路

上過往的車輛明顯增加，一輛輛排成長龍。
駕駛員、副駕駛、乘客，我和婦產科的張英
主任，站在行車道兩旁，一個人都不放過，
挨個測量體溫。四個小時，一刻沒停，機械
地忙碌着，連一口水都沒喝上。
科裡的兒童體檢工作暫停了，人卻閒不

着。張婷和白雪被安排到村裡的其他路口排
查過往人員。她倆分開，分別與鎮政府、村
委的相關人員搭檔。隨機抽調，地點不確
定，時間不確定，大體上是與婦保科的三位
醫務人員輪換。聽妹妹說，老家那邊的村
口，也都增設了一個排查點，一邊檢查一邊
宣傳，讓大家做好隔離防護。
初七上下午，我和公衛科的楊主任一起，

在院內進行噴霧器噴霧消殺。預檢分診點、
門診樓、公衛樓、病房樓、家屬樓，一天兩
遍。五背桶消毒液，共計一百五六十斤，一
級台階一級台階，一層樓一層樓，一個樓道
一個樓道，不留死角進行。消殺一遍，差不
多得一個多小時，上樓下樓的，弄得兩個人
滿身是汗。處置疫情，最基礎的辦法就是隔
離。封城也好，封路也好，目的無非是限制
病毒的繼續擴散。封城、封路，根本上是封
堵病毒；封城、封路，但絕對不封防治和救
援，不封愛。在檢查站點這些天，我真真切
切感受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行人是配合
的。畢竟，要切斷疫情的傳播途徑，「隔
離」是不可或缺的環節。
有些心懷鬼胎的人，卻利用這次疫情大肆渲

染，唯恐天下不亂。這撮人，內地有，港台
有，國外也有。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明眼
人一看便知。正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在這
點上，國人並不傻。沒事幹，可以在家呼呼睡
大覺，請勿造謠、信謠、傳謠。要曉得，那些
戰「疫」一線上的人們，此刻尚在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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