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師的妙方：情理法

學我者死 叛我者生
初唐著名書法
家 李 邕 有 句 名

言：「學我者死，叛我者生」。
李邕之書法根植於「二王」，然

史上能與王羲之並稱的就只有李邕
了。李邕又稱李北海，有云：「羲
之如龍，北海如象」是也。李北海
說：「學我者死， 叛我者生」，後
世的名家林散之和啟功也這麼說。
而齊白石（見圖）說：「學我者
生，似我者死」，其實意思一樣，
是學我的方法可以，但不要模仿
我，要有自己的面目。
李北海的書法脫胎於魏晉，得力
於二王，他取王書之神韻，在筆勢
和結體上則有自己的個性，沉穩飛
揚、勁拙起伏，骨氣通達，神采奕
奕，自悟造化，終成一格。唐代呂
總《續書評》稱他真行書為「華岳
三峰，黃河一曲」。唐之
行書入碑者，李邕功不可
沒，被李陽冰稱為「書中
仙手」。
李北海成功之道，除法
乎上之外，最重要的是自
悟造化！他告誡後人不要
把字寫得和他一樣，要敢
於「背叛師門」，要明白
「為人作計終後人，自成
一家始逼真」。
很多人都以為王獻之比
不上他父親王羲之，其
實，王獻之的草書比王羲
之好。唐代著名書法家、

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在《書議》中評論
草書的排行榜時寫道：「子敬第
三，……逸少第八。」兒子王獻之草
書排名足足比老子王羲之前五位。
子敬年紀十五、六歲時曾告訴父

親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
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
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
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
法亦局而執。」 意思話不用拘泥於
古人，可另闢蹊徑。子敬才學識見
高遠，行草之外，另外開創一種風
格。大凡行書，非草非真，離方折
避圓潤，在乎兩者之間。子敬執行
草的權變，無與倫比，世之所以有
「二王」，皆因他勇於離開王羲之而
走自己的路。李北海宗二王，豈有不
明此間奧妙，所以有：「學我者死，
叛我者生」的名言。

宋代書法家米芾的行書公
認第一，米自跋云：「少學
顏行」，即年少曾學顏真卿
的行書， 後來集古字，有
廣博的師承，他集各家之
長，再明白「既得平正，須
追險絕」的妙理後，即悟道
轉性，書風一時險絕無兩。
他要是學一家似一家，就不
可能有後來的成就。
王羲之學鍾繇而不似鍾

繇，顏真卿學王羲之卻不似
王羲之，米芾學顏真卿卻不
似顏真卿，所以才能成大
家。

在上期本欄內介
紹了一篇短文：出
任老師也有妙方！

本來只是想介紹在美國的大學內的一
門新業務，為了讓各位更容易地認識
這一門新行業，即是我受中文大學特
別委派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
學科：「學生福利事務（Student
Personnel Services）」，作一些簡單
的介紹；這學科的名字，可能跟時代
的急劇變化而隨時代進步而更改名稱
的！或許我又要先講一些歷史了——
話說一百多年以前，美國提倡了男女
平等之後的影響之一，就是女子也可
以讀大學。
噢，問題來了，由於有女學生在大
學內出現，基於當時美國的環境，這
種風氣是波及全國的！女子也可以讀
大學，除了大部分女子的家長也不放
心之外，大學則更加增加了不少負擔
及工作：除了要加聘女性職員協助之
外，家長也並不是很完全放心的。所
以當時美國的大學便要採取一些特別
措施，特別照料這群大學女生，於是
訂立了一些特別規劃，例如：在女生
宿舍內，如男性到訪，則女同學的房
門必須打開，其闊度一定要超過一本
書的高度（起碼八吋以上），但女舍
監巡房時，發現有些女同學招待男同
學時，房門只開一線，便拍門查詢，
原來當時恰巧出了一些小型字典，該
等字典之高度只得一吋二分左右，於
是該女同學便可以「過骨」！因為規
則訂定時，也有家長參與的！諸如此
類的笑話可不少。
當我有幸榮獲入讀這些學科時（時
維一九六九年），當時也相當普遍有
很多男女同學租一間房同住，結果討
論之後的結論是容許的。因為兩三人

同住一室，可以分擔房租，又可加強
彼此溝通，分享讀書及做人的經驗。
當時美國的大學生為了應付這類問
題，便強迫全體女生每月必須要到學
生事務處領取一個月的避孕藥，費用
由大學負擔。因男女同住，如女同學
意外懷孕，則必然影響到學習也。
但也有一次「奇遇」的問題出現，
我當時在負責管理中大的「臨時學生
宿舍」時，一晚有一位女同學突然生
了孩子，駐校醫生前來應急，之後母
嬰送至伊利沙伯醫院，翌日，我之責
任是要通知學生家長，豈料我仍未講
完，對方（男家長）已用粗口大罵，
並稱「我的女兒昨晚在家吃飯後才回
宿舍，何來可以產子？」幸得她的母
親接過電話，接受我勸告前往醫院探
望女兒。
此外，一位女同學於半夜潛入中大

游泳池游泳遭校警發現，翌日到我辦
事處投訴校方浪費資源，有泳池卻不
許學生進入游泳！我只得向她解釋，
根據香港法例，泳池開放時，必須要
有足夠合資格救生員在場及池水必須
經處理至適合泳者游泳，而且大學之
內也不是任何設備都是二十四小時開
放的，她才明白並道歉離開。
另一次是兩位女宿生之爭執，事因

一位女同學到外國參加了一次交換生
計劃，忘記了將天台上曬乾的牛仔褲
收回，回港後發現她的牛仔褲被另一
位同學「盜」用了，另一位女同學也
承認那條褲是天台的地上拾回來的，
如那位女同學有辦法證明這條褲是她
的，她也願意交還；幸而那「褲主」
是很細心的，已在褲袋的白布向褲那
面用箱頭筆寫了她的中文名，展示之
後，那位女同學便把牛仔褲還給
「褲主」，結果和氣收場。

香港音樂堂慈善基
金會創會會長、前太
平山青年商會會長、中

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理事、新鮮出爐「傑出
義工獎」得主高松傑（高Sir），意想不到
這位音樂老師，曾在賭海浮沉，妻離子
散，是一位逆境重生的佼佼者……
高Sir來自單親家庭，沒有自信，是一

名街童，會考0分，但，賺錢慾念非常強
勁，希望改善家裡的生活。他由賣鞋開
始，勤奮向上好人緣，很快成為了Top
Sales，後來又被游說加入了傳銷行列，
賺了很多錢，後來因各種問題，下線失
敗了、破產了……他也無面目見人了。
為逃避現實，他的賭癮大爆發，欠下了
百多萬卡數……
欠債還錢，財務、收數公司頻頻上門

貼大字報、噴漆兼半夜按門鈴等不停的
滋擾，「那天我回家見到太太留下一封
信，她說好辛苦、好大精神壓力，不希望
兒子有這樣的父親，她決定離開了。某
天，我回到家中，心灰意冷，跑上天台要
了結自己……就在跳的一剎那，忽然我聽
到有人播放哥哥張國榮色士風版本的
《為你鍾情》，我腦袋叮一叮，追憶為
何有今天，就是自己不努力，誤交損友，
妻離子散，最對不起媽媽養育之恩，我不
要死，我要痛改前非！」
高Sir要重新做人，去
夜校修讀企業管理文憑
和做義工，「我第一次
服務一位坐輪椅的叔
叔，我說自己很失敗，
他鼓勵我，到來服務已
經很有用，他此一言給
了我很大信心。在我得
到工商管理碩士之後，
我想到色士風音樂對我
這個壞人也起了正能

量，我希望能夠以音樂的力量去幫助更
多的小朋友！」
高Sir有志者事竟成，他和色士風老師

開設了教室，由第一間位於唐樓10樓的
校舍，發展到擁有三間分校的學堂，更
為了支援無法負擔的孩子，設立了「音
樂堂慈善基金會」。不過在社會運動影
響下，高Sir的心情變得很焦急，不是為
了學校收生跌了九成，而是他要救下一
代，「我不想他們因社會運動而斷送前
程，我希望他們過安穩生活，對國家對
香港有所貢獻。其實香港的年輕人本質
不壞，心地善良，樂於助人，他們的偏
激行為是否因家長和孩子之間忽略了溝
通？教育制度是否有所缺失？將來社會
運動完了孩子心理上、精神上我們要給
予什麼支援？」
「其實，我的孩子17歲和我政見不同，

但，我依然經她的母親送上我最大的關
愛……好多家長因政見和孩子鬧翻了，這
一代年輕人受軟不受硬，你惡言相向只會
令他們更加堅持，反過來，慢慢告訴他們
什麼是底線，不可以做破壞社會的行為，
告知他們可能有入獄的後果，慢慢的，孩
子會明白父母的感受。」
敢言的高Sir因政見問題經常被敵視和

起底，「我問心無愧，做的事是為下一
代，為香港未來發展，今天香港的繁華

是上一代前輩努力的建設，
我們不可以做『敗家仔』一
下子敗光了，我們有責任保
護家園，留一個更好的世界
給下一代；也會帶領年輕人
繼續做義務工作，因為義工
是無色的，透過愛去感動人
心！」
對的，這就是義工的初

心，要用愛將全人類迎接過
來。

高松傑「軟招」感化不同政見子女
打開了第一個錦囊，如果顧客不接受

硬銷的建議，又或者產品根本不應硬
銷，就要試試第二個錦囊了。

其實，宣傳創作不外聯想，要培養創意，可以由橫向
式思考（Lateral Thinking）着手。一般人會傾向用講求
邏輯和因果關係的縱向式思考（Vertical Thinking）解
決問題，橫向式思考則講求跳出常規，透過聯想力，換
角度思考方案。而不少偉大的廣告，都是採用橫向式思
考構想出來的。
活用橫向式思考的功力，需時累積，但也有些「杯麵

式」的快速應用，也就是文公子給大家的第二個錦囊：
「食字形音義」。
所謂「食字」，是指借助同音字或近音字寫出來的詞

句，同時兼有字面和字外兩層意思，並以字外的意思為
重點；實際上是「諧音」和「語帶雙關」的配合。
例如曾經有一個銀行外幣存款廣告，用「有升有息」

為宣傳口號，就是食字的一種。「有升有息」，當然是
來自成語「有聲有色」。用在存款廣告內，指存入的外
幣匯率升了（有升），而外幣的利息往往都比港幣高
（有息），不只令人印象深刻，也將存款有升值潛力和
利息高的優點，活靈活現地表達了出來。
其實，不少銀行產品的廣告，也可以用類似的「食

字」的手法來宣傳，例如高息基金可以是「食息，勝
也」、投資顧問服務則助你發掘「明日之升」。
當大家真的無橋時，可能只要找一本成語字典翻一

翻，看看有沒有適合用來「食字」的四字真言，可能就
足以喚起你的創意了。除了字義外，食字還可以「食字
音」，十數年前就有一個經典例子。
箭牌屬下的品牌益達，將有「木糖醇」（Xylitol）成

分的口香糖，以Xylitol 的廣東音譯，包裝為「曬駱
駝」；在廣告設計上，以一隻有趣的卡通駱駝在曬太陽
為形象，令廣告出街時，深受消費者的喜愛，而「曬駱
駝」一詞，更成為消費者普遍接受有防止蛀牙功效的
「木糖醇」的代表，令其他含有同樣成分，但卻只懂得
硬銷「木糖醇」的口香糖，完全比了下去。
字形可以食嗎？當然也可以。不少商標的設計，就是

用某一個字的字形發展出來的，例如香港不少區議會的
標誌，就用了區名作為主要的創作元素。
食字形音義，的確是妙用無窮。

無橋錦囊（二）：食字形音義

林保怡自資成立
製作人公司推出新

劇《歎息橋》，是他首次監製及主
演的劇集，他本來要到內地宣傳，無
奈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未能返內地
宣傳，只好留守香港做「宅男」。
日前被狗仔隊拍到與一位男士到西貢
海旁的酒家午膳，在同一個海旁也曾
遇過林保怡，還自拍合照留念。
林保怡出身歌星，雖然熱愛音
樂，但現在的他不會輕易開金口，
更盡量避免登台，所以叫價很貴，
因為他喜歡唱的歌，比較冷門甚至
無人認識，所以開天價，有人願意
出高價才唱。簽約TVB後，首次演
古裝，與黎姿合演《金枝慾孽》，
便連奪年度我最喜愛男主角。2010
年再憑《掌上明珠》奪亞洲電視大
獎最佳連續劇男主角，一躍成為亞
洲視帝，名副其實的實力派，林保
怡仍保持謙厚，稱不覺得自己是明
星，永不炫耀自己的工作。
林保怡外冷內熱，不苟言笑時，
看似十分酷，其實是個暖男，做訪
問風趣幽默，私下傾談會真情流
露。年前，一位與他私交甚篤的前

TVB退休高層慶祝70歲大壽，他再
忙也來出席壽宴。
他是家中獨子，非常孝順。父母

先後過身，令他哀痛，但傷心過
後，他重組自己生活，並用爸爸媽
媽的名義助養兒童，回饋社會。
2011年，他覺得自己到了頂點，

毅然放棄TVB一哥地位離巢北上發
展，完全符合他高要求的性格。監
製《歎息橋》又是他另一大突破，
該劇是部愛情懸疑劇，以一種羅生
門的方式，講述男女主角幾十年來
在愛情、友情中兜兜轉轉，最後無
奈換來一聲歎息。
林保怡要跳出框框，形容《歎息

橋》是一部「風格迥異」的作品，劇
中沒有槍戰、沒有飛車、沒有探案，
重點是人性。他指觀眾要從一個角色
的視點出發去看，觀眾要用腦袋思
考，便明白劇情想表達的意思，林保
怡不諱言《歎息橋》是一部有一定風
險的作品，因為一般觀眾習慣了快節
奏、用眼睛看就能明白的電視劇，但
林保怡要走到最前，拍一些新風格、
創作不一樣的電視劇，也是他自己的
另一新突破。

林保怡破格首當監製

朋友找我吐槽，最近這段時
間要被逼瘋了。一問原因，原

來是關於教育孩子的事情。她的孩子三歲半，說
是頑皮得很，學東西呢，也沒有如她預期中那樣
發展。這個假期她說過要下定決心，要好好培養
孩子，要看到一些成績。現在卻說要被逼瘋了。
聽她說的培養，她是如何苦口婆心，如何無微

不至，我哭笑不得。有個詞說，靜待花開。這在
育兒方面再貼切不過了，孩子不可能一下子就能
被改造的，總需要些時間。我對朋友說，孩子才
沒逼你，是你自己把自己逼瘋的。這雖是一句調
侃的話，但由此聯想到我們經常抱怨的生活，不
也總是如此嗎，生活沒有逼我們，很多時候是我
們自己折騰自己。同育兒一樣，生活同樣需要耐
心等待。
回想，我們在生活中多少的煩惱，都是因為急

於求成、不耐煩等待。每一件事的成功，既需要

我們去努力，也需要我們耐心去等待。努力，是
我們個人力所能及的付出，但事物總也有它發展
的規律，我們雖能以個人努力來爭取，但仍然要
遵從它的規律而無法逾越。我們想要一件事盡快
地獲得成功，但是成功的各種條件是否具備了
呢，事物發展的時間是否充足了呢？這些，很多
時候都需要我們耐心去等待。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吧，我們想要熬一鍋營養濃

郁的湯，我們會選擇上好的食材、純淨的水，還
有一口好鍋等等，這一切都具備了，我們想要盡
快喝到好湯，就加大火去煮它，不斷地加大火，
提高煮的速度，這樣我們就能喝到好湯了嗎？大
家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並不是火愈大，速度愈
快，就能越早得到好湯，相反，若是一味的加大
火和速度，只會破壞了湯，白白浪費了營養。那
麼，我們的生活不也是這樣嗎，有時，耐心等待
比一味的努力顯得更重要，努力了，也要尊重事

物的發展規律，耐心等待才能有好的結果，正如
一鍋好湯，它必須要經過時間、經過慢慢的熬和
燉，營養才能出來，湯才能香濃四溢。
再如大家都在關注的疫情，很多人天天看着實

時數據，盼望疫情快點結束，也都等得不耐煩
了。但是，很多事情並不是憑我們的主觀意願而
改變的，疫情由爆發到徹底清除，並不是一下子
能完成。我們應該看到，情況在持續向好，就定
下心來，耐心等待就好了。耐心等待、安分守己
做好自己的事情，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生
活不也是如此嗎，在逆境中，有時要懂得忍耐挫
敗，耐心等待，積極向好，才是最好的方法。
生活需要耐心等待，如同那位育兒的朋友，與

其過多地給孩子施加壓力，不如順其發展的規
律，耐心等待。要知道，這並不是消極逃避，而
是先穩定自己心靈的力量，再靜觀其變，等候花
開結果。

生活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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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於水
2017年末，台灣著名

詩人、《鄉愁》作者余
光中病逝，享年90歲。
21歲時，余光中在台灣
寫下代表作《鄉愁》。

從前的我們太年輕，不能深刻體會課文中
作者那刻骨銘心的鄉愁；成年後，因學
習、工作離開家鄉多年，才洞徹無限鄉愁
的萬千滋味。余光中一生始終將個人的悲
歡與祖國之愛、民族之愛交融為一體，給
予了鄉愁不可比擬的深度和廣度。
余光中詩曰：「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

中國是我的中國。」鄉愁，於他是家國情
懷，是文脈延亘，是精神歸屬。最近20
年，余光中多居住在台灣高雄，其間寫下
著名《蓮霧》詩章：非水上之蓮或空中之
霧/低頭穿過矮矮的叢樹/卻拂下一身的落
花……——鹽水剛剛浸過/而發出最大的誘
惑，對喉舌/和最小的抵抗，對牙齒/刷地
一口咬下，勢如破竹/滿嘴爽脆的清香，不
膩，不黏/細細地嚼吧，慢慢地咽/莫錯過
這一季幸運的春天/泥土的恩情，陽光的眷
顧/和一雙糙手日夜的愛撫。
《蓮霧》是余光中「水溶於水」的佳

作。該詩述說了作者置身於蓮霧樹叢中，
細細描繪樹身、樹葉和落花及享受果實的
過程。實寫與虛寫交替，美在「飄逸而浪
漫」。「蓮」為何要和「霧」連起來呢？
除了蓮美、霧亦美的神秘感外，我從余光
中「泥土的恩情，陽光的眷顧/和一雙糙手
日夜的愛撫」中找到了密碼。
蓮美，在乎鄉土氛圍的「泥土」、「陽

光」和農人的「勞動」；霧亦美，源於這
是「升騰的純淨之水」。繼而，撫慰並品
嚐這種形而上鄉愁的「純淨的水」，彷彿
悟道一般。所以，我說《蓮霧》運用了
「水溶於水」的變通法式，具有獨特的哲
學意味與鄉愁生命的圓滿境界，在漂亮的
修辭或文學語言之外，涵蓋諸多水與水相
溶的況味。子粒飽滿、滋潤甘甜，滿嘴生

津，口中汁液之水與君子心靈泉水形成容
和；而最香的真情則是舊土之鮮潤的情
感，因此「蓮霧」思緒無處不深蘊着「水
溶於水」的哲思。
記得看過聞中先生的一篇文章，說作家

余華頗喜歡一個比喻，叫作「水消失在水
中」。此水與彼水雖不同，卻因為相通的
情感與理想，勇敢地消失在彼水中，這裡
確實藏有一種機趣，巧妙的語言智慧，如
鳥行虛空不留痕跡，又似滑過心靈湖泊並
帶有禪宗公案式的啟迪，激起心靈之水的
久久蕩漾。在中國古代莊子《秋水》篇裡
也說得透徹，當距離和高度存在時，河水
與海水是不同的水。緣於部分河水的小我
意識，不少抵達不了大海，也成不了大
海。部分河水或困於沼澤，或止於堤壩，
或消遁於荒漠。河水想保持自己的獨立和
存在，大海才是眾水的故園。
哲人說，水的真正身份就是海洋，滴水

榮歸大海，大海遼闊，包攬百川，無邊無
際。若沒有「小我」的遁形，前仆後繼地
掉進深不見底的海裡，迅速與海水容和在
一起，不分彼此，無聲無息，就沒有「大
我」的豁然生成。若是執其既有身份，則
必無解脫與自由的境界。
到廣西旅遊，在奔湧的小溶江，我發現

江灘上孤身站着一棵安靜的小草。如果它
的花穗是臉，那麼無疑上面洋溢着嬌羞的
微笑。雖其平凡，我想其內心卻對於「水
追尋水」的觀感有着深刻洞悉。它一定知
道，江灘上的杉柳、葛麻藤，都是漓江源
流的見證，卵石們讓汗流浹背的小溶江走
累了——有所依傍，哪怕僅僅停泊幾秒，
仍感心甜。江流翻山越嶺，聚聚散散，開
開合合，於窪窪坑坑的沙洲間流連相聚又
愉快分離。在丈許之外的稻田裡，路遇一
位柳姓老人在給稻田放水。老人的鐵鍁彷
彿像是指揮棒一般，江水汩汩進入稻田，
不住發出歡快的歌聲。我探問老人高壽。
笑呵呵地講，壽不高，八十有六。過了八

十三，閻王不收，奔九十啦。老人自誇，
說明心態好；他的快樂之源，來自心靈之
水充盈，給江灘、稻田和我都帶來一縷春
風般的喜悅。
老人特別能擺龍門陣，他興緻勃勃地

說：這極小部分的江水進入了稻田，雖因
造化捉弄沒有湧向大海，最終溶化於稻粒
的蓬勃生長中，但它仍舊保持着水「隨地
賦形」的地道精神，這也很偉大。你知道
嗎？世界上還存在一種能溶於水的玻璃，只
要把它放到熱水中，過一會兒，就消失得無
影無蹤，這就是水玻璃。神奇的水玻璃是
用石英砂和純鹼作原料，含有可溶於熱水的
硅酸鹽成分。因此，把水玻璃放入熱水中，
它就不見啦。同樣，把江水放入稻田，江水
不見了，卻變成固態的稻米。當時，我為老
人的博物知識和巧妙類比深深折服，不住地
點頭。是的，在「水溶於水」之外，還存在
「水溶於稻米，稻米溶於水變成食物」、
「玻璃溶於水，水冷卻液析出玻璃和玻璃粉
末」等諸多物質相互轉換的奇妙世界。
最近，我的一位學生寫了《血溶於水》的
質樸作文，也深諳同學間「真情溶於水」無
形之美，令人深為感動。這位學生寫自己臉
上長滿了大大小小的瘡，有一次彎腰撿筆時
不小心碰在凳角上擦破了瘡皮，血從皮肉裡
不斷滲出來。後來，他的紙巾用完了，血還
在流，只好向老師請假出去，想出去用冷水
把血跡洗乾淨。「老師，我陪他一起去
吧。」這位學生的同桌自告奮勇地請示道，
老師同意了。同桌幫這位學生洗乾淨血
跡，這位學生內疚地說：「這節課沒聽進
去吧，真是對不起。」「我們下課問問其
他同學，不就得了，為啥要說對不起呢？我
們是同桌嘛！」同桌笑着說。無意中，這位
學生已止住流血的傷口又滴下一滴血，血很
快在水池中的水窪中溶化了。他發現，水的
顏色變得有一絲微紅，漸漸消失了。這「血
溶於水」的現實一幕，讓這位同學心裡感到
一片溫馨，眼睛有些發潮……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B3 采風文
匯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202020年年44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

■高松傑（左）透過愛去
感動人心！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