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緬懷潘鶴老師
11 月 22 日上午

10時，中國當代雕
塑泰斗潘鶴先生於廣州不幸病逝，
享年95歲。
潘鶴老師致力於雕塑藝術64年，

從事美術教育45年。他創作了大型
雕塑105座，其中廣東人最為熟悉
的幾座雕塑分別是《廣州解放
像》、《珠海漁女》、《深圳開荒
牛》和南越王墓的浮雕。
我曾於2001年香港中央圖書館成
立開幕時，和香港文化歷史博物館
合作在中央圖書館地下展廳舉辦
《中國當代雕塑與陶藝展》。那次
展覽展出了潘鶴老師多件作品，展
覽結束後還贈送了一件名為《睬你
都傻》的魯迅頭像給香港特區政
府。
籌備展覽那段時間，我經常去廣
州美術學院潘老師家裏和他商量展
品籌集等事宜。因為潘鶴老師和我
父親是摯友，故也談到他們的往
事。1945年，我父親到了香港，他
和潘鶴一同參加了香港愛國團體
《人間畫會》。廣州解放時，他們
和《人間畫會》其他
畫家共同創作了中國
第一幅巨型毛主席
像，並在解放軍進城
時懸掛在愛群大廈外
牆。
潘鶴老師曾對我
說：「中國美術界有
三人年少時堪稱神
童，一個是你父親，
一個是黃永玉，一個
是我。」潘鶴酷愛人
物雕塑及書法。1940

年，他年僅15歲便塑拜倫、雪萊、
肖邦、貝多芬、李斯特、舒伯特、
拿破侖、林肯、李惠儀、他父親、
外婆及自塑像。16歲塑屠格涅夫、
陀斯妥耶夫斯基、陳偉良、陳健
行、孔政樞（黃少強舅父）、李廣
海夫人及開始有主題性的雕塑創
作，一個少年在無人指導的情況下
能做出這樣的雕塑在全國是絕無僅
有的。
有一件事令我終生難忘：那次中央

圖書館舉辦的《中國當代雕塑與陶藝
展》，潘鶴老師一件漢白玉雕塑原作
《和平少女》展覽結束後被運輸公司
的工人搬運時不小心損壞了，這件作
品中有一隻雕在地上的和平鴿被工人
拔斷了！《和平少女》這件雕塑是中
國送給日本廣島原爆紀念館的那個大
型雕塑的原作，當時我差點暈了過
去，不知如何與潘鶴老師交代。潘老
師那時也應邀來香港出席展覽開幕
禮，我將此壞消息告訴他，原以為會
被狠狠責罵一通，誰知他聽後只是淡
淡一笑，說回去把那件雕塑地下剷平
就是了，我這才如釋重負。

2014 年，我和兄長
梁君令在廣州藝術博物
院舉辦《細味人生》二
人書畫展，他老人家坐
輪椅來參觀，還和我
們談笑風生。想不到如
今他已離我們而去，我
想中國再難出這樣豁達
的雕塑大師了。
潘鶴老師一路走好，

中國的藝術史上將永遠
留下您不朽的，光輝的
一筆！最深切的懷念！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
《論語》中曾出

現兩次，分別是《衛靈公篇》及
《顏淵篇》，可見孔子對學生子貢
和仲弓，說的都是同樣的「恕
道」。能夠體諒別人就是「恕」。
自己不希望、不喜歡發生的事
情，也不希望、不喜歡於別人身上
發生；自己不想生病，也不想別人
生病；自己受痛苦，也不想別人受
痛苦……這種推己及人的處世態
度，事事以別人為先的「換位」思
考角度，早已孕育在中華民族的基
因數千年，影響至今，歷久不衰！
是故新冠肺炎爆發，我國武漢市
率先「封城」，繼而全國家家戶戶
「自我封閉」，人人嚴守紀律，就
是不想將病毒傳染，影響危害他
人！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
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此舉當時震驚全球，環顧其
他國家，又有多少能這樣有效
率有實力想到、做到？時間是
最好的證明，將近一年的疫
情，內地已成功抗疫，重啟商
貿社交活動，人民自由往來，
一切回復正常。誰會料到今年
國慶，武漢巿黃鶴樓舉辦燈光
節和夜遊，不足十個月就回復
昔日光輝？!
新冠病毒，讓我們再次體現

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凡事先從別
人角度思考，體諒他人、理解他
人，設身處地為別人想，也就是
孔子認為的「恕」——可以奉為畢
生的座右銘。從字面理解就是「如
心」，說話辦事，都要從內心出
發，由己及人。基於「恕」，我們
樂於犧牲「小我」，完成「大
我」，再引伸至可為整個社會國家
光榮犧牲！眼見一群又一群英勇的
醫護人員，遠赴疫區志願作戰，感
動之餘，更由衷佩服我國上下齊心
的忘我成「仁」精神！
「恕」是每一位「仁」人君子所
具備的美德。如果人與人之間交往
都奉行「恕道」，社會就不會有階
級鬥爭和種族歧視。如果國與國之
間都奉行「恕道」，世界就不會有
現在這麼紛亂，世人可和諧平等共
處。

香港疫情來勢洶
洶，連「旅遊氣泡」也
被迫延遲兩星期，各

行各業深受影響，首當其衝的包括餐飲業
界，他們都由廚神變成「抗疫廚神」了！
今天向各位介紹3位有心有力的好朋

友︰KK陳國強是TVB大廚出馬的總冠
軍、米芝蓮星級大師、香港國際廚藝交
流協會會長；楷哥黎耀楷的曾祖父是光
緒年間的御廚，留下了六本珍貴的宮廷菜
譜，現為中華廚藝中心的校外課程評審和
顧問；鴻哥黎偉鴻是「飛天鵝」之父、米
芝蓮星級名廚，遊客離港前都會買一隻
滷水鵝做手信……3位星級廚神在豐盛的
人生歷程中，可有遇過一些難忘的人物？
KK陳國強︰「我貪吃，所以很喜歡

這一行，我幸運遇上了我的老闆郭炳湘
先生，他很懂得吃，也很愛吃，如果他
在外面吃過什麼外省菜，想再吃的，他
會第一時間要公司為我訂酒店機票，到
埠後我要走訪那餐廳學習……我主理的
是中菜，我最遠去過新疆學手抓羊、貴
州學酸湯魚。我會買備煙酒，再向大廚
說自己愛吃某菜式，一試難忘請他教路
其中的秘技，我曾一晚吃了6斤魚！其
實我羨慕西餐廳的大廚，他時常去意大
利羅馬……郭先生是我最大的推動力，
就是一隻大閘蟹我已經出超過100多款
的菜式，就連大閘蟹甜品也有！我很感
激這位好老闆。」
楷哥黎耀楷最為人津

津樂道就是帶領中華廚
藝的同學到內地參賽，
榮獲無數獎項！他又遇
過哪些特別的客人？
「我 14 歲入廚，23
歲，父親黎安派我向其
弟子（香港十大名廚）

陳漢忠師傅學習，而當年皇冠酒樓每年
開年團年鄧肇堅爵士都會出現，他謙謙
君子為人親切，每一次都飲同一個湯，
那就是爵士湯了，原來他在內地飲過，
鮮味的螺頭、甜甜的蜜瓜加上瘦肉和
雞，滋味到極；再加一味鷓鴣粥好開
心。另外一位就是我在韓國工作時候遇
上的金大中，他們會派一位管家現場負
責試味，完成後要等他沒有意見，我們
才可以離開廚房，金大中喜歡吃海參、
港式老火湯……我會煲螺頭烏雞人參
湯，非常受落。」
鴻哥黎偉鴻17歲入行，他曾在機場打

理13間餐廳，2003年因公司要裁員，他
先裁了自己，輾轉跑到北角和富道開了
第一間阿鴻小吃，使非常僻靜的街道熱
鬧起來。他最難忘兩位女士，「往日米
芝蓮的星總落在大型機構甚至酒店中，
好少給平民百姓。那兩位女士下午5時
許進來吃到晚上9時多，什麼菜式也品
嚐，結賬後就問我們可知什麼叫米芝
蓮，我是餐飲業一定知，接她們去參
觀廚房，驚訝細如豆腐乾，亦滿意洗手
間的清潔程度，結果兩個月後米芝蓮的
星來了，也更揚名了。」
但在此疫情底下餐飲受盡壓力，3位
抗疫廚神都多謝各位良心業主、支持的
客人和共同進退的員工！希望業內人士
繼續緊記「肯捱、肯拚、堅持、創新」

這 8個字，出品不能馬
虎，有好材料用心做，顧
客一定會回頭！
其實我想，如果大家

做好防疫措施，下載（安
心出行）應用程式，外出
吃一頓飯，這樣對要養妻
活兒的朋友是一種支持、
是一種鼓勵！

抗疫廚神的人生歷程
本星期香港的疫情又再爆發，由確診女偷

渡客，發展到的士司機，再出現跳舞群組，
第四波的爆發，已隱隱然迫在眉睫……

面對疫情，全世界都陷入不斷有新確診者出現的危機之
中，唯有中國能全面控制疫情，成績有目共睹。為何一個十
多億人口的國家能做到，小小一個香港卻好像只能治標不治
本？
國家成功抗疫的好橋，就是全民檢測、全面封城，力求先

使疫症歸零；然後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推出「健康碼」監
察全民的健康狀態。全民檢測和封城令，是治標的政策，需
要政府以莫大的決心推行，但卻獲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完全
體現出現代中國民眾大我為先，我為人人的精神。
治本之道，首在預防，及早發現感染者，一個一個源頭進

行堵截。而內地成功的關鍵，就是推行「健康碼」。相信很
多朋友都聽過「健康碼」，但其實何謂「健康碼」？和香港
最近推出的「安心出行」是否大同小異？
「健康碼」其實是一個裝在手機應用程式上的二維碼，在

今年2月由杭州率先推出，然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應用。用
戶需先在應用程式上申報健康情況，例如14天內是否有外
遊、發熱、接觸確診病人等，再加上病毒檢測結果，然後經
過系統審核，自動生成一個健康碼，分成「綠碼」、「黃
碼」、「紅碼」。持有「綠碼」者，可自由出入各種公共場
所；不幸變成「黃碼」者需要隔離7天，而「紅碼」者則強
制隔離14天。凡在內地出入各種公共場所，例如地鐵站、
商場、超市、商業大廈等，都必須要出示健康碼。
如何審核一個人的健康碼呢？除自己申報的資料外，系統

還會收集手機上的大數據，包括衛星定位、流動網絡資訊、
WiFi連接、電子支付等數據，然後計算到過去14日，手機
用戶什麼時段到過哪些地方。
如有新確診個案發生，系統就可以從數據庫中，迅速辨認

出誰曾和確診者有密切接觸，例如曾同時同地聚集、一起乘
坐過同一輛巴士，甚至根據支付數據，能分辨出與確診者在
同一超市一同排隊進行支付的前後幾位顧客等。此時，當事
人手機上的健康碼，就會被轉成「黃碼」或者「紅碼」，須
盡快安排隔離，因而能有效阻止潛在的傳播病毒機會。
內地的「健康碼」，珠玉在前，但政府是否能有承擔、有

勇氣去力抗反對意見，為保障全民健康，當機立斷，以莫大
的決心去推行呢？

珠玉在前．請見賢思齊

相信大家也知道
第四波疫情開始爆

發，明明之前好了一些，但因為最
近一些商會，一些私人派對，一些
暗地裏的酒吧聚集，令到香港整個
疫情反覆無常，相信嚟緊的聖誕節
也會籠罩一片黑暗的日子。
一個月之前有很多藝人朋友還有
一線生機，知道回到內地隔離14日
之後，可以有機會接到登台或者電
影電視節目拍攝，但是第四波出現
又令到一些藝人朋友膽戰心驚，我
身邊有一眾藝人朋友已經去到內地，
有很多工作機會，他們說若果自己能
夠忍受14日的隔離，之後在內地，
四出找尋演出機會是比較容易的，亦
有藝人真的用這種方法重新再出發，
但始終疫情嚴重，對於內地輸入香
港藝人也有一定的影響！
這樣又好像令到我們娛樂圈目前
的朋友面對第四度打擊，心情哪會
好過呢？
其實疫情反覆，我們作為市民真
的有責任，若果我們能夠忍耐，盡
量娛樂時間不外出，不搞派對飯
局，這樣可能比較容易控制感染個
案，我一個朋友告訴我內地能夠控
制疫情的原因是很認真地打擊一些

不肯守法的人，若果真的有超過人
數的Gathering，內地絕對不容許亦
都會打擊對方，務求令到感染機會
繼續為零，但是我們香港就沒有這
樣做，實在太包容了。
其實疫情反覆有些商人經常說生

意難撈，但是有沒有想過若果疫情
真的不能控制，像上兩個月便發生
一次疫情高峰，這樣對打開門做生
意的商人更加難受，所以作為市民
有責任順應政府提議的留守家中，
當然生意一定有影響，但這樣也有
機會將整個疫情控制，不至於令大
家悽慘。當然也希望能夠控制外來
的輸入個案，只要堅守，相信我們
能夠做得到的。今次疫情的爆發對
一些打工仔有極大的傷害，因為已
經擔心是否會被裁員，若果真的接
受裁員至少自己第一時間去找其他
工作做，或者根本有些找不到工
作；現在唯一希望的便是今次第四
波疫情爆發，希望大家能夠謹守崗
位少出街，盡量將疫情擴散的能力
毀滅到零。
在這裏我祝大家身體健康，本人

差不多一個星期只會有兩天出街就
是做節目，為自己為家人為自己的
寵物想希望大家能夠安穩在家。

疫情反覆藝人無路可走

也許是受這個時代的影響，
當下的價值觀，大部分趨向於

追求完美。看這世上，人們急匆匆地向前奔去，
似乎每一刻的時間都被塞得滿滿的，人生的每一
個階段也都被各種各樣的祈望佔據。那怕我們已
經得到了很好的，卻總是感覺欠缺什麼，還要去
追求更好的。
誠然，人生有追求是好的，但如果把自己整個

人生塞得太滿了，又未必是好。甚至也會成為壞
的。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月圓則缺，水滿則
溢，一旦走到了巔峰必然是要逐漸往下，樂極起
悲，否極泰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山水畫，一般
都不會畫得太滿，他總是會有一些留白的地方。
其實歷代的畫家那麼多，他們技藝高超，大可以
把一幅畫畫到最完美，但為什麼總是留下一點空
白呢？正如我們前面說到的，一旦到達了完美，
這幅作品的價值也就有了局限了。

談到我們的生活，也是同樣的，人生無論做什
麼，都需要適當的留白。舉一個很常見的例子，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如果有人告訴你，他能夠用
智能的機器讓你一覽高山的全部風景，省去爬山
過程的艱辛，讓你能夠一下子就能到達山頂，一
下子體會所有的爬山體驗，那你會答應嗎？我相
信你心裏會這樣想，既然如此那為什麼還要爬山
呢，倒不如在家裏打開電視看一看好了。是的，
這當中的道理也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得到的太順
利、太完美，太齊全了，所以我們瞬間對它失去
了興趣，它本身的快樂我們就體會不到了。
人生不也是這樣嗎？我們一味的追求完美，事

事不允許有一絲的差錯，在人生的每個階段我們
都希望過得一帆風順、完美無瑕，可是你想過了
嗎，如果我們真的一下子實現了這個願望，人生
對於我們來說就顯得枯燥無味，沒有了一點盼頭
和樂趣。人生需要留白，當我們用雙腿靠自己

力量去爬山的時候，雖然我們無法看到高山的全
貌，也沒有辦法到達每一個山峰，但是沒有到
達、沒有得到那一部分，卻是我們期待的源泉，
也是我們精神的嚮往，它有無限可能任由我們
去遐想。生活也是這樣的，有時候我們雖然沒有
得到，但留白的那一部分，卻寄託我們對生活
的希望，它告訴我們，人生這張紙上空白的部
分，還可以等待我們，以各種方式去圓滿它，
哪怕沒有物質上的圓滿，但是精神上的填充，也
將會成為我們活的盼望。
也許很多人都活在惴惴不安之中，覺得自己

沒有別人有錢，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和事業成
就等等都還很低。但我要告訴大家，生活有盼
頭是好的，但是不要被別人影響了自己，不要
設定過於完美的價值觀。等到我們老的時候，
回看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不是那成功順利的
得到，而是那充滿遐想的人生留白。

人生需要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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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鶴老師為我父親梁永
泰創作的半身像。

作者供圖

■3位星級廚神用心做好每一
件事！ 作者供圖

早年讀田禾的詩，感受
到他對大地萬物有極為
痛徹肺腑的直覺。「河水
嘩啦啦流過這夜晚，穿過
黑暗中一座橋孔的縫

隙。」「我和吳蒙摸黑在河堤上走路，河裏
的魚不時搞起怪異的響動。」在這裏，「吳
蒙」是朋友的代稱，詩句中的「黑暗」和
「摸黑」到底預示什麼呢？唔，是內心的
緊張與恐懼。
黑暗中產生緊張與恐懼，身心就會缺乏安

全感，或缺少自我存在感，此時借大步前行
或大聲唱歌可為自己壯膽。唯有一路上憋
一股勁兒，才能求得自己內心的安穩。黑暗
是一枚碩大的果實，品嚐它並不容易。心裏
不憋一股勁兒，就過不去那個坎兒。一位
第一次考研失敗者說，在人生的低谷期完全
沉浸在黑暗中，驚慌失措、迷茫困惑，極度
缺乏安全感。後來，擦乾眼淚，玩命地複習
再複習，一條道走到黑，結果反而天空愈來
愈明朗，她最終被錄取了。
黑暗褪去帷幕時，光明會向行走者敬禮。

但是，黑暗就像一排刀，讓人望而卻步。曙
光不會自動來到，只有不停地向前行走，那
排刀方會後退。一個大寫的人，才會把黑暗
甩到背後。所以，帶黑暗行走，就是與一
排刀又一排刀較勁。在黑暗中，沉寂與痛苦
會讓人身心交瘁，帶黑暗走下去，走下
去，也許會劃出傷痕，但時間最終會讓傷疤
變成燦爛的花朵。先擁抱黑暗，並輕視它，
才能找到光明的地方，盡量避免將時光過多
地滯留在黑暗本身之上。小時候，被父母責
罵，不得不到屋外去罰站；突然，有一隻綠
蜻蜓飛來，好奇地盯看，不知不覺忘記了
自己身處責罰之中。人就像是一座房子，裏
面的一個個房間都承載意識。面對黑暗不
能掩蓋，更不能逃遁，但可以轉移。對黑暗
感到畏懼時，就要把意識放到行走上去。轉
移意識時，畏懼收斂了，你的勇敢出現，一
步步堅持下去，就變成了樂趣和創造。
黑暗是一種心靈考驗，世上並沒有什麼鬼

怪，只是人自己嚇自己。深沉的黑暗，會使人
聽覺敏感，脖頸背後冒涼氣。耳畔沙沙、刷刷
的拂過樹葉的聲音，像在傳遞什麼似的。此
時，如果徹骨的恐懼充滿了你的靈魂，你就被
黑暗擄走了。在黑夜裏，堅定的眼睛就是光明
之源，所以並沒有純粹的黑暗。罩在你身上
的黑暗，是因為懦弱、屈服或被強化了，才會
侵襲、穿透、包裹你。有時，失敗者在黑暗中
也會睜大雙眼，但只能是滿目驚恐。
魯迅先生說：「我常常覺得唯有『黑暗與虛
無』乃是實有，偏要向這些絕望作戰，所以有
許多偏激的聲音。」他那匕首投槍一樣的文字
投向漫漫長夜裏，長夜裏並沒多少回音，倒是
路人的腳步或貓頭鷹閃動翅膀聲及棗樹在寒
風的抖動聲，傳到耳邊；坐在鐵屋子裏的他，
反倒感到心的疼痛。有時，黑暗不僅是黑夜
裏的黑暗，比如煤礦的礦口是黑暗的，綿長
的礦道是黑暗的，工人工作地點是黑暗的，
休息的硐室也是黑暗的。礦工的作業對
象——煤也是黑的，下班後爬出井口的人也是
黑乎乎的。又譬如，上班的路上黑，天還沒透
亮；下班路上也是黑的，因為天差不多擦黑
了。上、下班的人，是踩黑的尾巴和黑的牛
角上路、回家的，而守在家中的人則會提心吊
膽，內心惶慄漆黑。此時，黑暗就像一盆置於
風中的活水，它潺潺流動於白晝的邊緣。
作家閻連科回憶小時候挨餓，隨母親來到

寨牆下，母親拉他的手，指寨牆上呈
瓣狀的觀音土和散粒狀的黃土說：「孩子，
你要記住，這種觀音土和榆樹皮，在人飢餓
煎熬到快要死的時候，是可以吃的；而這種
黃土和其他別的樹皮，人吃了就會很快地死
掉。」閻連科雖剛記事，聽到母親的話感受
到眼前的黑暗。同時，他也在懵懂中覺悟，
在黑暗中承受苦難的折磨，才會有明天。
用承受黑暗來對抗黑暗，是一個不錯的辦

法。一位與閻連科同村的盲人，從年輕時
起，就有幾個不同的手電筒，每當他走夜路
時，都要在手裏拿打開的手電筒，天色愈
黑，他手裏的手電筒愈長，燈光也愈為明
亮。而且，在村裏的人與他擦肩而過時，他

總會用手電筒照你前邊的道路，讓你順利
地走出很遠、很遠。盲人愈是感受黑暗，也
愈想為自己和他人帶來光明；愈是內心寒
涼，也愈是願意傳遞溫暖的情誼。
有時候，黑暗不僅是時間、地點和事件，

而且還可能是水、空氣、人、人心和日常存
在及其呼吸。最大的黑暗，是人忘記了對黑
暗的抗爭；最可怕的黑暗，是在黑暗中人對
光明的冷漠和淡忘。黑暗的盡頭可能不是光
明，而是深淵，那是因你放棄了在黑暗中怎
樣用意志戰勝膽怯，怎樣用聽覺、嗅覺和觸
覺學習——把無形的黑暗一點點分解掉。
極具創意的德國社會學家海勒奇博士創辦

了「黑暗對話體驗館」，它的英文原名叫做
Dialogue in the Dark。在近5,000平方尺的場
地內，體驗者用大概90分鐘走完家居、辦公
室、公園及市中心這些黑暗場地，海勒奇博士
對待黑暗的方法就是積極地發掘出人的潛
能。一般來說，體驗館的遊客由一位失明人
士來當導遊，在漆黑中步行、經歷、感受這個
陌生的旅程，他們會聽到沿途的各種聲音，
感到微風及溫度的變化，接觸到不同的物
體；在黑暗中，光明中的日常行為完全變了
樣，角色也被轉換，導遊是他們唯一的指引。
完成黑暗旅程之後，每個體驗者都有不同
的心靈感受。或對人生產生頓悟，或對協作有
了新認識，或對磨難顯示出不一樣的信心。無
一例外，體驗館開啟了他們隱藏的心智，黑
暗築起的萬千感知世界——更為深刻。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創意人士開創了「黑

暗餐廳」，當視覺通道被關閉，在黑暗中就
餐，味覺和嗅覺就會張開所有的潛力。是
的，黑暗關閉了視覺，卻放大了觸覺、嗅覺
和聽覺的強大感知。在黑暗中，鼻子、手
指、耳朵的作用更為精準。黑暗餐廳，一般
也是由盲人擔任餐廳服務員。入場前，所有
發光的物體，如手機、照相機、攝像機、打
火機、熒光飾物等都不允許帶入。在中國，
香港和北京有木馬童話黑暗餐廳，深圳有
「月全食」黑暗餐廳，北京、上海有巨鯨肚
黑暗餐廳。

■今年國慶，武漢巿黃鶴樓舉辦燈光節
和夜遊，重回昔日光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