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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艷娟來自寧夏永寧縣的一個普通
農民家庭。從寧夏高校畢業後，她從
事建築行業，找項目、趕工程、催賬
款……高強度的工作時常壓得蔡艷娟
喘不過氣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朋友
建議她通過登山來釋放壓力。
「真的管用！」登上寧夏賀蘭山頂
峰，高喊幾嗓子後，一切煩惱隨着白
雲飄向遠方，蔡艷娟的心情瞬間好到
極點。在一次次徒步、登山的過程
中，蔡艷娟不僅緩解了壓力，還強健
了體魄，甚至連恐高症也有所好轉。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
2015年，蔡艷娟在無後援狀態下，駕
車進入大雪冰封的青藏線，抵達西藏
墨脫。當年5月，她成功登頂海拔
5,117米的曲登嘎布雪山。成功攀登第
一座雪山後，蔡艷娟「一發不可收
拾」，徹底迷戀上登山。「朋友說我
『中』了白『毒』，喜歡所有的雪
山。」在之後的5年時間，蔡艷娟相
繼登頂海拔6,168米的雀兒山主峰、
海拔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峰、海拔
8,163米的世界第8高峰——馬納斯魯
峰。幾次成功登頂讓蔡艷娟對自己愈
發有信心，她堅持跑步、爬山、做體
能訓練，每年還到四姑娘山參加中國
登山協會組織的攀登技巧訓練，了解
冰岩混合線路，熟練掌握上升器、主
鎖、繩結、高山靴等器械的運用。一
切都是為了終極目標而做準備。

今年3月，蔡艷娟加入由19名民間
登山愛好者組成的雅拉香波珠峰登山
隊，準備從北坡攀登珠峰。聽聞蔡艷
娟要攀登珠峰，朋友們紛紛發出質疑
聲。「有人說我是在找死，有人覺得
我不管兩個孩子，太不負責，總之同
意的沒幾個。」蔡艷娟說。但在她自
己看來，真正懂她的人太少。「不是
所有人都適合攀登珠峰。」蔡艷娟告
訴記者，並非體力好就能爬雪山，她
的一位朋友平日體力非常好，甚至能
一路小跑着上山，但是在缺氧、高寒
的雪山面前，這位朋友卻出現嘔吐等
不良反應。
多次成功的攀登經歷，讓蔡艷娟愈

發珍惜自己的天賦和潛能：「或許我
是那個被雪山眷顧的人。」「孩子同
意你爬珠峰麼？」記者不禁問。蔡艷
娟有兩個孩子，老大13歲，老二僅9
歲。「平時我會潛移默化地給他們傳
遞登山的益處，他們是支持的。我更
希望孩子成年後，會以我的這些經歷
為榜樣，從登山中學會堅韌、細心、
寬容。」

訪問王惠娟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她全身
紫色打扮恬靜地坐在咖啡館中，絲毫也看
不出是個能夠堅毅面對親情缺失、每天在
夜闌人靜之際獨自跑21公里的人。「我身
上有着雙親共同的特質，」她笑着說，
「母親很浪漫，而父親很堅韌。」紫色的
浪漫與人生路上的堅持，便是她將父母的
愛延續的方式。
從事藝術創作的人，難免需要點人生的歷
練，將其沉澱下來，最終變成璀璨的作品。
國慶之際，王惠娟終於將籌備了一整年的畫
作，集結成為《祝動—王惠娟個人畫展》，
共35幅畫作拼合而成4×3米壁畫。緬懷父親
之餘，畫作亦將作慈善義賣，收益撥捐基督
教勵行會及Family First Hong Kong，以愛
祝福港人珍惜眼前人，並祈願歷過風霜洗
禮，使受挫的顆顆心靈都能釋懷痊癒。
去年的同一時間，縱使香港處於風雨飄搖
之際，王惠娟堅持將她名為《愛的傳承—
母女之感恩聯展》的畫展如期揭幕，當中展
出母親生前繪的國畫，懷念母親辭世後的第
8年生忌。然而，10月1日不單是她母親的
生忌，恰巧也是她父親的忌辰。畫展過後，
王惠娟腦海裏始終有一把聲音跟她說，父親

又如何？難道不值得紀念嗎？帶着對父親的
緬懷，她決意一年後要舉辦以懷念父親作主
題的個人畫展。王惠娟說：「當父親能夠傳
承父愛時，下一代都能夠痊癒，城市就顯得
更美麗，世界不再充滿『孤兒』。」

將負面心情化為正能量畫作
王惠娟從小生活在一個不甚完整的家庭，

7歲那年，父母分開各奔前程，她與父親的
緣分亦停滯在那一年，即便事隔幾十年，她
仍然覺得分別的一幕歷歷在目。幾年後，母
親將年僅11歲的王惠娟送至英國獨自求
學，開始了她獨立、自癒的人生，在此期
間，王惠娟合共經歷了39次搬遷，她笑稱
自己是「遊牧民族」。
人們常說父母的愛是一個圓，父親在童年

的缺失，彷彿完整的圓形丟掉了一半，使王
惠娟的心裏一直有個頗大的缺憾。28歲那
年，她決意放棄穩定的事業及熟悉的英國生
活環境，回港尋父尋根。闊別21年後，她
在茫茫人海中尋回父親，親情得以復和。
「但是身體語言是不會騙人的。」王惠娟形
容，那時候她與父親之間無法擁抱，不太會
去愛，更不會表達愛，即使團聚，亦花了很

多精力去修補二人之間的父女之情。
幾年後，王惠娟的父親去世，她開始了漫
長的自我和解，這當中有她與父母的，也有
她與童年的自己的，繪畫便是她治癒自己的
方式。然而，怎樣用畫作紀念父親的愛，竟
然成為王惠娟創作路上難度最高的一次。如
何跨越傷痛，由心出發，把回憶父親的點滴
片段化成正能量的畫作，並祝福其他心靈同
樣需要療癒的香港群眾呢？一次又一次拾起

又放下畫筆，一次又一次在哭泣中堅持創
作，終於摒棄直接繪畫父親肖像的框框，找
到具像又富象徵意義的主題脈胳。
其間，王惠娟不時感受到內心的痛苦，決

定以跑步的方式為心靈充電，她踏上征途，
參加橫渡撒哈拉沙漠的7日馬拉松，以此磨
礪自己的意志。回港後，她持續5星期每天
在夜闌人靜之際獨自跑21公里，加上10個
月以來不斷創作，讓身體和心靈經歷療癒及

釋放，奔向未來，竟可放下傷痛，茁壯起
來，奇跡般極速完成了共35幅細緻畫作，
不但令今年10月舉行全新個展如願以償，
更體現她踏出另一階段的創作路。
「其實負面的東西就好像雨點一樣，在淋

濕這個世界的過程中讓人不適，但是雨點會
變成美麗的雨景。」王惠娟說道，「如何將
負面的東西變成美麗的人生景象？這是人生
的修行。」她終於穿越了痛苦的記憶，與自
己和解，也將美麗風景化成畫作，獻給世
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以畫治癒童年父愛缺失
王惠娟捐贈畫展所得 祈香港更美麗

■■王惠娟以跑步的方式為心王惠娟以跑步的方式為心
靈充電靈充電，，對抗內心痛苦對抗內心痛苦。。

■■王惠娟把王惠娟把3535幅畫拼合成大幅畫拼合成大
型型44××33mm壁畫壁畫，，以玫瑰作背以玫瑰作背
景及核心景及核心，，串連各幅畫作串連各幅畫作。。

■■《《父親的手父親的手》》

寧夏首位登頂珠峰女性寧夏首位登頂珠峰女性

人到中年的女人人到中年的女人，，會有什麼夢想會有什麼夢想？？4141歲的寧夏女子歲的寧夏女子

蔡艷娟找到並實現了目標蔡艷娟找到並實現了目標——翻越一座遙不可及的高翻越一座遙不可及的高

山山，，讓寧夏的讓寧夏的「「馬蘭花馬蘭花」」綻放在雪山之巔綻放在雪山之巔。。55月月2828日日

1010時時，，歷經歷經77天艱難險阻天艱難險阻，，克服左眼視力模糊克服左眼視力模糊、、恐恐

高高、、左腿麻木等困難左腿麻木等困難，，蔡艷娟成為寧夏第一位成功登蔡艷娟成為寧夏第一位成功登

頂珠穆朗瑪峰的女性頂珠穆朗瑪峰的女性。。日前日前，，蔡艷娟在銀川蔡艷娟在銀川，，香港文香港文

匯報記者電話採訪了她匯報記者電話採訪了她。。提及登頂提及登頂，，她意味深長地她意味深長地

說說：「：「感謝珠峰接納了我感謝珠峰接納了我。」。」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王尚勇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828日日22時時1717分分，，蔡艷娟從突蔡艷娟從突
擊營地出發擊營地出發。。夜間靠着微弱的夜間靠着微弱的
燈光行進在懸崖峭壁上燈光行進在懸崖峭壁上，，難度難度
可想而知可想而知。。行至海拔行至海拔88,,550550米米
左右的第一台階之後左右的第一台階之後，，風雪交風雪交
加加，，蔡艷娟感覺左腿蔡艷娟感覺左腿、、左腳開左腳開
始發麻始發麻，，雪渣一個勁兒往眼睛雪渣一個勁兒往眼睛
灌灌，，左眼視力也模糊了左眼視力也模糊了。。蔡艷蔡艷
娟的步伐慢了起來娟的步伐慢了起來，，心中生起心中生起
一陣恐懼一陣恐懼。「。「左腳會不會凍壞左腳會不會凍壞
了了？」「？」「萬一踩空怎麼辦萬一踩空怎麼辦？」？」
隨着海拔增加隨着海拔增加，，嚴寒嚴寒、、高反高反、、
缺氧等問題接踵而至缺氧等問題接踵而至，，蔡艷娟蔡艷娟
的左腳使不上勁兒的左腳使不上勁兒，，步伐逐漸步伐逐漸
緩慢緩慢。。讓她最為擔心的是讓她最為擔心的是，，恐恐
高症也隨之而來高症也隨之而來。。她不敢往下她不敢往下
看看，，她在心裏祈禱着她在心裏祈禱着。。
有沒有想過放棄有沒有想過放棄？「？「沒有沒有，，
前面付出那麼多努力前面付出那麼多努力，，豈能輕豈能輕
易言敗易言敗。」。」電話那頭電話那頭，，蔡艷娟蔡艷娟
的聲音堅定的聲音堅定。。在攀登過程中在攀登過程中，，
生死只是分秒之間的事生死只是分秒之間的事。。不過不過
也正因為經歷過生死也正因為經歷過生死，，蔡艷娟蔡艷娟
直言直言，，如今她更加珍惜生命如今她更加珍惜生命、、
感恩生活感恩生活。。
蔡艷娟回憶蔡艷娟回憶，，也記不得走了也記不得走了
多久多久，，從星空當頭爬到旭日初從星空當頭爬到旭日初
升升，，再到烈日當空再到烈日當空，，55月月2828日日
1010時時，，歷經歷經77天險象環生天險象環生，，她她
成功登頂珠峰成功登頂珠峰！！站在珠峰最高站在珠峰最高
處那一刻處那一刻，，這個表面看似堅強這個表面看似堅強
的女子再也抑制不住內心感的女子再也抑制不住內心感
受受，，將所有的情緒化為淚水將所有的情緒化為淚水，，
灑在世界之巔灑在世界之巔。「。「經歷那麼多經歷那麼多
險阻險阻，，無人能訴無人能訴，，無人分擔無人分擔，，
一切只能靠自己一切只能靠自己。。不是我征不是我征
服服、、戰勝了珠峰戰勝了珠峰，，而是珠峰接而是珠峰接
納納、、眷顧我眷顧我。」。」談到這裏談到這裏，，蔡蔡
艷娟的聲音有些哽咽艷娟的聲音有些哽咽，「，「在大在大
自然面前自然面前，，我們很渺小我們很渺小，，再強再強
大的人也別想着去征服大的人也別想着去征服、、對抗對抗

自然自然，，只有懷着敬畏之心只有懷着敬畏之心，，大大
自然才能包容我們自然才能包容我們。」。」蔡艷娟蔡艷娟
說說。。
在蔡艷娟看來在蔡艷娟看來，，下山的難度下山的難度
遠遠大於上山遠遠大於上山。「。「十個腳指頭十個腳指頭
都磨破了都磨破了，，每走一步每走一步，，鑽心般鑽心般
疼疼。。還有恐高症還有恐高症，，我根本不敢我根本不敢
往下看往下看。」。」蔡艷娟說蔡艷娟說，，身體的身體的
不適不適，，讓她在下山時走得異常讓她在下山時走得異常
緩慢緩慢。。其間其間，，她還看到兩具遇她還看到兩具遇
難者遺體難者遺體，，恐懼再次瀰漫心恐懼再次瀰漫心
頭頭。「。「上山易下山難上山易下山難。。不能沉不能沉
溺於登頂的喜悅溺於登頂的喜悅，，而是要慎終而是要慎終
如始如始，，走好每一步路走好每一步路，，如果稍如果稍
不留意不留意，，我將重蹈覆轍我將重蹈覆轍。」。」1919
公里的路公里的路，，蔡艷娟走了整整蔡艷娟走了整整88
個小時個小時。。待回到大本營待回到大本營，，蔡艷蔡艷
娟雙腳血肉模糊娟雙腳血肉模糊，，腳後跟也磨腳後跟也磨
了一個洞了一個洞。。蔡艷娟告訴記者蔡艷娟告訴記者，，
這次登峰共這次登峰共1919人參加人參加，，11人中人中
途放棄途放棄，，33人因病放棄人因病放棄，，最後最後
成功登頂成功登頂1515人人。。作為作為1515個幸個幸
運兒的一員運兒的一員，，蔡艷娟總結成功蔡艷娟總結成功
的秘訣的秘訣——登山的本質是人與登山的本質是人與
自然的對話自然的對話，，在聖潔的雪山面在聖潔的雪山面
前前，，任何急功近利的行為都會任何急功近利的行為都會
被摒棄被摒棄。。感恩珠穆朗瑪峰感恩珠穆朗瑪峰，，接接
納了攀登的人們納了攀登的人們，，讓眾人一覽讓眾人一覽
它的真容它的真容。。
成功登頂後成功登頂後，，蔡艷娟的朋友蔡艷娟的朋友

閆東華賦詞一首閆東華賦詞一首《《天仙子天仙子——
色林錯登頂珠峰有感色林錯登頂珠峰有感》》贈予贈予
她她：「：「珠峰凌雲九霄外珠峰凌雲九霄外，，飛鳥飛鳥
欲渡不得過欲渡不得過。。塞上女兒多奇塞上女兒多奇
志志，，臥堅冰臥堅冰，，戰嚴寒戰嚴寒，，蓬頭垢蓬頭垢
面又如何面又如何！！四十天裏拉練苦四十天裏拉練苦，，
八千米處生死間八千米處生死間。。誰言巾幗非誰言巾幗非
英豪英豪，，迎狂風迎狂風，，走峭壁走峭壁，，且看且看
紅裝耀雪山紅裝耀雪山。」。」
這是山的召喚這是山的召喚，，更是心之使更是心之使
然然。。

攀登前，蔡艷娟進行
了「魔鬼式訓練」，除
了每天必須堅持的徒
步、慢跑之外，每周進
行一次2萬米跑步，每
半個月負重15公斤，
到寧夏賀蘭山進行徒步
拉練。此外，每天早晚
做引體向上、俯臥撐等
運動。到達日喀則後，
蔡艷娟在珠峰大本營與
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
地之間又進行40多天
拉練，目的是不斷提升適應高原
反應的能力。
登山，亦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每年5月，是寶貴的珠峰登頂的
窗口期。蔡艷娟笑着說，自己運
氣很棒，這次遇到了好天氣。5月
21日10時，迎着暖陽，蔡艷娟從
海拔5,200米的大本營出發，開始
正式攀登。然而出發後不久，她
行動緩慢、步履艱難。原來在過
渡營地沒有穿羽絨服，蔡艷娟受
涼了。所幸1小時後渾身被汗水
濕透，感冒居然奇跡般地好了。
22日下午，蔡艷娟到達海拔6,500
米的前進營地。25日，向海拔
7,028米的C1營地進發。此時，
不少隊員開始吸氧，但體能好、
適應性強的蔡艷娟進行了4個小
時的無氧攀登。
休整期間，蔡艷娟極少說話，
確保自己盡快恢復體力。在高海
拔下，人的腸胃也會發生反應，
蔡艷娟一度沒有食慾，甚至看到

食物會噁心、嘔吐。「不吃東西
就會掉隊，意味着放棄！」嚮導
的話一遍遍迴盪在蔡艷娟耳邊。
蔡艷娟忍着腸胃的翻山倒海，拚
命往嘴裏塞食物。26日，蔡艷娟
和隊員經過大風口，到達海拔
7,790米的C2營地。27日15時，
抵達海拔 8,300 米的 C3突擊營
地，準備衝頂。
攀登的過程中，最深刻的印象

有哪些？「人間仙境，步步成
景。真的是身在『地獄』，眼在
『天堂』。」蔡艷娟如是回答。
但蔡艷娟沒有拍照。在她看來，
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尊重，沉澱在
攀登的每一步裏。「不能過多迷
戀美景，否則會分心，萬一腳下
一滑就要墜入懸崖。」作為世界
第一高峰，珠峰的極高海拔、缺
氧、大風、極寒以及複雜的攀登
地形，對每一位登山者都是非常
嚴峻的考驗。在8,000米之上的衝
頂之路，蔡艷娟遇到了莫大的困
難。

蔡艷娟蔡艷娟：：
山的召喚山的召喚
心之使然心之使然

準
備
準
備

衝
頂
衝
頂

登
頂
登
頂

■■蔡艷娟在攀登過程中面對無蔡艷娟在攀登過程中面對無
數挑戰數挑戰。。

■■抵達海拔抵達海拔88,,300300米米
的的CC33突擊營地突擊營地，，準準
備衝頂備衝頂。。

■■蔡艷娟和隊友在蔡艷娟和隊友在
攀登途中攀登途中。。

■■蔡艷娟蔡艷娟（（右右））和隊友在珠峰頂和隊友在珠峰頂。。

■■蔡艷娟蔡艷娟（（左左））成功登成功登頂珠峰後留下影像
頂珠峰後留下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