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賞茶︰人在花木中！

《爨寶子碑》的前世今生
最近，我的好

友書法家李卓祺
與畫家陳永鏘、方楚雄聯袂舉
辦書畫展。李卓祺的爨寶子體
書法可稱別樹一幟，他曾為廣
州博物館、廣州文化館、越秀
公園、廣雅中學、純陽道觀、
廣州城隍廟等著名文化景點及
重要場所書寫館名、對聯、碑
文，所以李卓祺在廣州甚有名
氣，堪稱爨寶子大家。
所謂的爨寶子體出自《爨寶
子碑》，此碑全稱《晉故振威
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刻
於東晉太亨四年，即公元 405
年。碑文共四百餘字，字體奇特，
頓筆外拓，橫筆的起筆均上下有
角，顯得原始任性，霸悍雄強，
金石味甚濃。康有為在《廣藝舟
雙楫》形容此碑「端樸若古佛之
容」、「樸厚古茂、奇姿百出」。
無獨有偶，有一《爨龍顏

碑》，全稱《宋故龍驤將軍護鎮
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
之碑》，此碑刻於南朝宋代大明
二年，即公元458年，碑文與爨寶
子碑文書風相近，後被稱為「二
爨」。《爨寶子碑》可能自東晉
立碑後幾百年便失去蹤影，故歷
代書法家均無人寫爨寶子體，歷

代書論亦不曾提及。
一千多年後的清乾隆43年，即

公元1778年，《爨寶子碑》在雲
南南寧（今曲靖）出土，當時並
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後來竟被一
鄉民用作壓豆腐的石板。清咸豐
二年，即公元1852年，當時曲靖
知府鄧爾恆發現豆腐上有字跡，
大為驚異，派人找到賣豆腐之
人，才將碑石運回府中。他馬上
請人精拓此碑數十幅，然後以其
小隸書題跋雕刻於上，又拓了一
批。後置於城中武侯祠。
到民國時期，雲南軍閥混戰，

珍藏在武侯祠的《爨寶子碑》被
撬去築工事，後被城中以拓售碑
帖為生的寒士張士元發現，便冒
着炮火把此碑偷偷運回了家，才
使得碑刻得以保存，拓片再度廣
為流傳。
1937年，原中華民國教育廳撥
款委託原曲靖中學校長謝琅書在
校園內建造了「爨碑亭」，將東
晉《爨寶子碑》置於亭中。命運
多舛的《爨寶子碑》才終於安定
下來，受到了全面的保護。
自康有為推崇碑學，爨寶子書
體便大行其道，廣為流傳，至今
不少內地書法家喜寫爨寶子體，
令其大放異彩。

這篇小文章
的標題︰「賞
茶︰人在花木

中！」當然不是本山人的創作，
而是已流傳了甚久的名句！
咱們中國的茶，雖然不敢說有
千萬種之多，但能夠成為「茶」
的樹葉，相信也是多不勝數的！
卻總是離不開一個事實，這個
「茶」字，就是由一個「人」
字，處於「花」和「木」的中
間，而成為一個「茶」字的。於
是乎，當我們飲茶時，便不斷地
得到「暗示」，你現在喝的是
茶，而你的位置卻好像是處於茶
字頂上的花和茶字下面的「木」
字之間；因此，當任何人喝茶
時，均可以想像自己也是身處花
木之中。真是何等幸福和快樂
啊！而且又正享受喝茶的雅趣。
外國人喝茶，喜歡加一些牛奶
和糖，我總是藉這個機會便和他
們開玩笑，指出喝茶時要加糖和
牛奶，真是辜負了那幾片茶葉本
來已具有的良好滋味！有絕頂的
天然美味而不自覺，反而浪費了
金錢和物質，將牛奶和糖放入茶
中，完全破壞了茶葉的美味，雖
然外國人喝茶，當然也是專業化
地創立了他們自己的傳統；我們
也不應該憑自己有限的知識而去
批評他們的，而且，他們也是以
咖啡為主，外國茶只能夠跟隨咖
啡之後，當個「老二」而已！
（一笑！）
我國國人喝茶的歷史久遠，實
在可能也不知道誰才是第一位提

倡喝茶的先賢。當時，喝茶的先
賢，可能只是憑個人的愛好而選
擇了某類茶葉的特殊美味，並發
現其對人體的消化作用也有很大
助益，由於我並非科技人才，關
於喝茶對人體的消化功能起了些
什麼作用，實際上也是毫無認識
的。因為我只是選讀了社會科學
的課程，關於茶葉對人體的「科
學」作用，無論是在消化食物時
發揮了什麼化學作用，實際上也
是連「之無」一點兒的認識也沒
有；雖然喝茶對人體的消化作用
一定也是很重要的，由於我不是
理科人才，對物理及科學等只是
懂得一點兒的常識，實在沒有能
力和學識去介紹喝茶對消化作用
和貢獻。
其實，品茗靚茶乃人生一大

樂事，何必一定要從科學方面
去推薦喝茶的好與壞呢？享受
「喝茶」的樂趣，在中國文化
中已非常清楚地表示了任何人
在品茗的時候，便好像是把自
己置身在一大片美麗的鮮花和
一大片青翠的林木之中，是何
等美妙的境界呢！？不要說在
滿布花朶和青葱的林木之中，
還有美麗的蝴蝶和蜜蜂等小動
物穿插其間。
清風徐來，花香如幻想中的美

人迎面而來！享受喝茶的樂趣是
何等令人陶醉呢？因為，你正處
身在花朵和樹木之間了。
在這種優美環境下，可能像神
仙一般的美人正在慢步進入這美
景之中，對你微笑！

由熱血青年到資本
家，施永青先生少時崇
拜社會主義，在學校無

心向學，只在「搞搞震」，在遠東航空學
校畢業後，做了8年無牌教師，自覺收入
低微，月入只有300多元，發奮圖強，見
報章招聘無須工作經驗的練習生，膽粗粗
投考……
施公強調一份工是否有知識可吸收在

乎自己的工作態度，他只負責影印和跑
腿，但很多資料也在影印的時候看到了，
未幾他已經簡單了解公司的運作……有
一次，他影印新項目的價錢單時，多印了
一份去了解如何定價，他真的走去市場調
查為什麼有一些單位特別便宜，原來飯廳
外面有露天化糞池。後來他更發覺公司訂
錯了價，他急急寫了一份報告書交給大老
闆，甚至到停車場去等他奉上，結果老闆
大喜，後來更加了人工，「我本來很落力
工作，但只加了人工400元我失落了，這
提醒了我下屬勤力工作一定要與報酬掛
鈎，好回報員工才有突出的貢獻！」
兩年後1978年施公與同學王文彥各夾

5,000元創業，他們是中學同學，「他有
讀大學，當年他住九龍城我住觀塘，上堂
傾偈落堂未傾完，我們由九龍新法步行到
九龍城，我才乘車返觀塘。當時我哋好好
傾，因為沒有利益關係，只講世界大事、
指點江山！」
中原集團殺出一條血路，成為業內一

哥，「2011年我退出做主席，半退休，
後來2015年回歸主席位置，因為內地一
哥位置已被超越了。由7月1日開始我將
交棒給兒子出任集團行政總裁，因老婆一
直話我做了40幾年還未做夠嗎？要抽時
間陪伴她，她說膝頭弄傷了，遲些走不動
了，要我快快退休。在老婆敦促下，加上

兒女都長大了，不過大女兒說家庭是人生
一個重要環節，會將家庭看重，我覺得女
性重視家庭生活，幸福機會大過事業型，
現在我湊孫女都好開心。兒子30多歲可
以一邊做一邊學，我不好意思交棒時公司
並非最順境嘅時候，正係處於公司危急存
亡之秋，他現在接棒都有好處，可以得到
磨練，比起接收容易運作公司好好多，我
不想他只做收租佬！」
其實施公的「C觀點」備受重視，他可

有想過參政？「我不參政因為我年紀
大……不過20多年前我曾經想過要組
黨，叫做私產黨！因為香港係資本主義。
不過，我的政治理念是古典自由主義，我
喜歡各有各自的做法！我想香港人將會好
長時間離不開由共產黨執政嘅中國。年輕
人都擔心2047年，我希望國家能夠再延
長多50年讓年輕人自己去計算……其實
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都是不成熟的表現，
做出來的與普世價值、人權、博愛並不一
致，陷自己於不義的位置，是不值得做
的！」
「港區國安法」下會否有更多人移

民，樓價會下跌？施公直截了當地回答︰
「不錯，政治動盪對不動產有壞影響，
但，如果當事情變成大局已定，反而局面
會更穩妥。」
明天是香港回歸23周年，祝這顆「東

方之珠」早日回復昔日的繁榮安定！

施永青的「Ｃ觀」政治理念
香港太平盛世，卻有人濫用「一國兩制」
賦予的自由，以「違法達義」為口號，利用
政治訴求號召「攬炒」香港。暴亂由去年6

月至今猶未平息；其間，暴徒不時高舉港英龍獅旗與美國星
條旗，不少年輕人更高呼「港獨」，甚至召喚美軍入城，視
合法的中國主權如無物。更甚者，有議員三番四次聯同政治
社團，公然前往英美歐洲「訴苦」，抹黑香港警隊的文明鎮
壓為警暴，甚至要求美國關注香港人權，進而制裁香港，達
到終極「攬炒」香港的目的。
最近，中央終於出手，推出「港區國安法」，不少疑似漢

奸立即公開與「港獨」及通番賣國行為割席；警隊亦果斷執
法，每次都會拘捕數以十計甚至百計上街堵路破壞的犯法
者，前線參與作亂人數立即銳減，令全城飽受摧殘的市民，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5月5日出席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時指出，去年6月至今年4月15日，共有8,001
人因示威浪潮被捕，當中556人被控暴動罪；被捕者中有
3,286人報稱學生，佔整體約41%，未成年被捕者比例上升至
30%，被捕中學生人數自去年12月起更已超越大專生。
其實香港回歸20多年，示威的中學生根本未經歷過港英年
代的歲月，完全不知當時的嚴厲管治，示威者往往會被皇家
警察以絕不文明的暴力鎮壓；甚至有前局長只因在中學派發
反英傳單就被捕入獄……為何聲稱追求民主的年輕人，會高
舉龍獅旗懷念高壓獨裁的港英管治？
文公子認為，都是「反清復明」闖的禍。此話何解？大家都
不生於明末清初，但往往卻在看武俠小說或電影時，在心中支
持正義的反清主角；因為大家早已定義「清」（當朝）是邪，
「明」（前朝）是正，會很簡單地投入擁明抗清的情節。
一群別有用心者，在香港未回歸前，就已一直利用國家一些
施政錯失，不斷在教育上、輿論上、宣傳上妖魔化政權者，抹
殺好多方面；標籤國家奉行的社會主義是邪，英美的民主是
正。在簡單的二分法下，中小學生自少就浸淫在正邪對立的觀
念，因此有人很容易就能用表面上維護正義的概念，借助、甚
至虛構一些國家的負面事件，鼓動年輕人「反清復明」的正義
浪漫心態，出來「違法達義」，什麼「香港人反抗、報仇、獨
立」等賣國思潮，由是形成。
對症下藥，文公子認為政府應由教育與文宣開始，掃除年輕一

代這種「反清復明」的心態，灌輸正確的國民觀念，方為上策。

英美民主一定是正？

張 達 明 的 人
生，由9年前患

上癌症開始，發生了巨變。2011
年張達明在排練舞台劇時突然
出現耳鳴、鼻塞及流鼻血症
狀，到醫院檢查後被確診為鼻
咽癌三期，當時他只告訴太太一
人，沒告知其他人，敬業的他明
白「The show must go on」，堅
持演出，於舞台劇公演期間不時
流鼻血，要經常急到後台將鼻血
抹去。
他與癌魔搏鬥長達5年，一場
大病令他失去很多。重病、離婚、
財困，經歷人生最痛，由天堂跌落
地獄，令他曾有一剎那想尋死，但
想到一對子女才打消念頭。
為全力抗癌，張達明被迫全面
停工，治療期間，太太不離不棄
支持他抗癌，陪伴左右。本身是
臨床心理學家的太太何念慈，不
單獨力支撐整個家，並要照顧一
對子女及四出尋醫問藥。化療費
用昂貴令張達明背負巨債，要賣
掉住了7年的獨立屋套現。另一
方面，抗癌藥物令他脾氣變差，
不但令患者痛苦，亦令身邊人百
上加斤。結果抗癌成功後，卻驚
爆婚變，2016年，他忍痛與相識
27年、結婚15年的太太離婚，一
對子女由二人共同撫養。當日他

發聲明解釋分開原因稱：「對人
生的詮釋不同，各有獨特的期
盼，所以分開希望給對方更多的
空間，去追求人生所想。」強調
當中不涉金錢及第三者。
化療副作用令他體重暴跌30

磅，脫髮、體內鉑金含量嚴重超
標63倍，受到金屬中毒影響，至
今身體仍未完全復原，更傷及右
手神經線，雙腳肌肉正萎縮，行
路變得很慢，經常會出現手腳麻
痹，醫生指他腦部會隨時生瘤，
並要定期洗血清毒，但他沒有被
逆境擊倒，仍然笑着面對，還自
嘲是「鉑金俠」。他正面，到現
在仍覺得世界很美麗，更笑看人
生，多謝上天，給他可以從低處
欣賞到不同人和事。
在人生谷底，張達明幸得劉德

華、吳君如、吳鎮宇、黃子華、
周潤發等好友幫忙，不斷鼓勵
他，為他解決經濟問題，尋訪名
醫，介紹工作，令他得以維持生
活，他對此感激不盡。
周潤發更充當他的遠足教練，

經常陪他遠足鍛煉身體和跑步，
他跟周潤發跑步練腿力，現在已
可不間斷跑25分鐘了。
張達明身體康復理想，繼續拍

戲。他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十
分勵志。

張達明抗癌成功積極人生

曾經和朋友聊天說起，如果向
你身邊的人提問：你快樂嗎？這個

簡單的問題能得到迅速而肯定的回答佔有多少呢？
我們也嘗試去問了，結果沒有多少人可以肯定回答，
甚至大部分人都陷入了沉默。才知道，一直在忙碌或
碌碌無為之中，很多人根本沒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快樂是多麼重要的東西，甚至可以說是人生

的意義，但我們卻把它遺忘了。以無休無止的忙碌
來代替了本來的快樂，我們總是以為自己很忙，忙
到沒有時間去思考這些問題，為一些喜歡的不喜歡
的事情奔忙，無暇顧及怎樣才是開心，久而久之，
就像機器人一樣，只不過按照程序重複運行罷了。
當我們再次想起快樂時，才發現把它丟掉了多
久，甚至會感覺要得到快樂已經太艱難。然而，真
的如此嗎？快樂其實是一種心態，它與你擁有多少
物質沒有多大的關係。還記得童年的時候嗎？一塊

糖果，能讓我們開心半天。和夥伴的一次遊戲玩
耍，能讓我們在夢中都是笑的。那時我們擁有什麼
啊？我們什麼都沒有，但卻有着最珍貴的快樂。現
在呢，我們經常為工資不高而傷心。我們還會為工
作成就不高而煩惱，我們還會因為買不到車和房而
自卑，總是在和別人的比較之中發現自己的窘
迫……快樂從何而來？
快樂應該從何而來？這個問題應該問誰呢？最

應該問問我們自己。為了適應這時代的發展，我
們很多時候是被動地邁着腳步，有什麼指引着我
們前進，於是我們一步步不停地往前趕，彷彿一
停下來，就會有千軍萬馬從我們的身上踩過。其
實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想像出來的，生活並沒有那
麼複雜，快樂也沒有那麼困難。有時候，需要學
會放下，放下那些名利和比較，放下那些不必要
的競爭，保持最簡單的心吧！對快樂保持信心，

要嚮往快樂，要能養成獲取快樂的能力。
要知道一個人快樂與否，最重要的源泉始於他的

內心。不要說你不快樂，是因為沒有錢，快樂的能
力跟錢沒有關係，它是你內心精神世界的一份知
足。不要說你不快樂是因為孤獨，廣闊的交友圈
子、三五成群的朋友，可能給你帶來快樂和驕傲，
但是，你不要沾沾自喜，在漫漫的人生裏，更多的
時間是獨處的，依賴別人給的精神成就，別人同樣
能輕易地拿走，你想要得到真正的快樂，不如學會
獨處吧。內心傾注的地方，常常不易丟失。
放下生活的包袱，放下心靈的重壓，你才可能獲

得快樂。要知道，一切虛華的東西都終將消失，只
有你內心的愉悅，精神的富足，才會永恒。願你快
樂如最初，臉上的笑容不是牽強的線條，快樂的言
辭不是勉強的附和。願你快樂如最初，快樂出自靈
魂深處，歡欣源於內心知足與純真。

願你快樂如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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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挽救香港的良藥
過去一年，香港亂象令人

慘不忍睹，人人心中明白不
能再亂下去，急需止暴制亂
良藥挽救香港。在回歸23
周年前夕，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正在北京召開，將對「港
區國安法」進行審議表決，自然是港人最關注
聚焦的話題。
自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宣布後，引發熱議，

中央政府非常重視香港人的意見，定案前（上
周）中央官員專程來港同各界代表進行座談
會，對港人有疑惑的問題作進一步解釋，也收
集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中央政府已掌握香港
社會各界對是次立法的意見，例如，絕大多數
港人贊成立「港區國安法」，讓香港社會重回
正道，發展經濟，搶回失去的時間及機遇。亦
有不少意見要求「國安法」設追溯期及刑罰不
能過輕，否則無阻嚇作用，不能達到止暴制亂
的目的。
亦知道有人提出特首委任審理涉及「港區國

安法」的法官團隊可能影響司法獨立的疑問。
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就親自
在港清楚解釋了委任法官的原理及合法理據和
優點；對法院的管轄權同司法管轄權之分別也
做了深入解釋。其實中央政府非常尊重香港人
的權利。多番強調立法只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
小撮犯罪行為，香港居民依然是根據香港基本
法享有合法權利和自由。
關於司法獨立的定義，張勇指出司法獨立是

指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受任何干涉，獨立行使
審判權，而不包含法院的管轄權審判權。作為
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地方法院，香港法院的管轄
權和審判權從來都是有限制的，1997年前如
此，1997年後依然如此。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
事權，不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有鑑於
香港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的能力和手段是有局限，特別是涉及外國
或境外勢力介入以及國防軍事等複雜因素，香
港特區是無權管、管不了的，只有中央政府才
有權力、有能力管。由中央直接立國安法是很
合理。談不上影響香港司法獨立。
至於由特首指定專門法官審理涉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被質疑行政干涉司法的問題，中央強

調特首是代表中央管理香港，一切要向中央負
責，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行政長官是第
一責任人。中央已經考慮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
況，不採取「一刀切」而是由行政長官指定一
批適合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某一個具體案件
由哪一名法官審理，仍然按照現行的司法規則
辦理。這樣的安排，既可以避免有關法官在審
理有關案件時可能陷入雙重效忠之境地，不僅
不影響司法獨立，反而能夠保障法官履行職責
和司法公正，也充分體現了對特區現行司法制
度的尊重。那些反對派不知好歹；若堅持不肯
相信中央的話，也許他們作賊心虛，那就沒人
可以幫到他們，後果自負。
中央對港的管轄權是符合中國憲法同香港基

本法，即使有人反對，中央亦會堅持立法。這
狠狠地粉碎了反對派以為仍有機會阻止「港區
國安法」立法的幻想。香港攬炒派聲稱中央未
徵詢他們意見就立法，是剝奪了香港人言論自
由，損害香港法治人權。但是他們「逢中必
反」，還需要問他們？再等他們討論，可能再
拖延23年也立不了。而且他們不是不承認自己
是中國人嗎？那中國立「國安法」關他何事？
反對什麼呢？
自港區國安立法宣布後，雖然美國立即干

預，威脅制裁香港。但港人並沒有被嚇到，網
上和街站都有許多市民聯署支持，很快過百
萬，支持者遠勝反對者。正如人大常委譚耀宗
所講：「反對派佢哋始終唔鍾意，反對『23
條』都反咗20多年，我哋無辦法遷就，如果再
遷就，社會的穩定和國家安全應怎辦？」其
實，「國安法」是每個國家都要有，根本不存
在應該不應該立，要不要徵詢民意的問題，哪
有國民不支持維護國家安全的？
那些出口反對「港區國安法」的國家，請
問你們自己國家有「國安法」嗎？你們的叛
國罪，恐怖襲擊罪如何判刑的？我們看看新
加坡，他們的《國內安全法》 以「先發制
人」方式消除對國家安全威脅。叛國罪、顛
覆罪最高可判死刑，阻嚇性極大。香港人也
該明白在國家安全前提下，個人受小小限制
又算得了什麼，何況現在「國安法」清楚講
明只針對四種罪行，你不存心想勾結外部勢
力危害香港，分裂國家，損害國家利益，出

賣國家民族又害怕什麼？治亂世政府實在不
能示弱，重典不出，惡棍不會收手，香港需
要「國安法」。
英殖時期香港這城市本來就是一個經濟掛帥

的資本主義社會，曾幾何時香港人更被批評為
政治冷感、文化沙漠，港人只知日夜工作，賺
錢享樂，誰知回歸後愈來愈多「有心人」熱衷
搞政治運動，在老謀深算的英美勢力教路下，
借助一些事件煽動市民示威抗爭，欺負「政治
新手——香港政府」，利用「反中」媒體長期
製造輿論向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施壓，打擊其威
信，千方百計阻止香港人真正回歸中國。從
2003年「23條」立法被阻，2014年發動「佔
中、佔旺」，以要求全面普選來衝擊香港政府
管治權；提出「港獨」分裂中國，衝擊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2019年趁政府提出修
訂「逃犯條例」之際，在政客勾結外國勢力組
織、煽動下引發一連串暴力示威，「黑暴事
件」持續一年，企圖控制香港牽制中國。街頭
暴力令市民人心惶惶，破壞交通阻人上班，打
爛不同政見的商店，市民無法正常經營和正常
生活，不少人卻敢怒不敢言，怕受泛暴派攻
擊；看見香港遭破壞，心酸心痛又很無助。在
發生黑暴動亂期間只靠3萬警察保護着香港，
不少香港人已經渴望中央「出手」挽救香港，
否則香港會被毀滅！
因此，當6月20日終於公布「港區國安法」

草案說明，愛國愛港人士信心大增，反對派心
驚，「國安法」詳細條文未出已經對漢奸、暴
徒起震懾作用，連「禍港四人幫」都腳軟，李
柱銘轉口風反對攬炒、陳方安生以80歲年紀老
邁為由宣布從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一向在
明在暗撐「港獨」的文痞全部轉軚龜縮，同攬
炒派割席；只有黎智英與一班泛暴派議員垂死
掙扎，重施故伎，仍對「港區國安法」進行抹
黑「污名化」，企圖煽動市民出來反對，更公
開乞求美國歐盟制裁自己國家及特區企圖阻止
立法。然而這回香港人被「黑暴事件」嚇怕
了，警覺到支持攬炒將害死香港，害死自己，
追求安居樂業的香港市民不再盲目跟隨，泛暴
派煽動不起來了。政商界、普羅大眾都急切盼
望止暴制亂，反對派想再阻撓「港區國安法」
只會是螳臂當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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