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藝文化交流

文人油畫
最近，一位中國著
名超寫實油畫家畫了
幅竹子，他再次以細

膩的超寫實技巧將竹子畫得和照片
一樣，栩栩如生。不過，這幅畫缺
少中國文人畫竹那種韻。
油畫的表現力強，畫竹固然能畫
得非常真實，但論到畫竹的韻，就
未必比得上中國畫中的水墨竹，這
是因為中國文人對竹的理解有別於
西方畫家。竹挺拔修長，四季青
翠，傲雪凌霜，倍受中國人喜愛，
與梅、蘭、菊並稱為「花中四君
子」，與梅、松並稱為「歲寒三
友」，從古至今文人墨客，愛竹詠
竹者眾多。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詩
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
竹。」中國文人眼中的竹，代表着
剛直不阿、謙虛、高風亮節等。也
許在這位畫家眼中，竹就是竹，普
通常見的禾本科植物。所以他只是
準確地畫出了竹的外形，並十分注
重構圖和色光影，卻未努力表現蘊
涵在竹子裏的神韻。
我認識的畫家曾沂聶的花鳥油畫
卻是獨樹一幟，他的油畫比較符合
中國式的審美，無論構圖還是畫面
的層次，都保持着文化人格之氣
息，獨具中國文人畫的神韻。
畫家單有一雙能夠捕捉到美的眼
睛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繪畫其目的

不是複製真實景物，而是要通過自
己獨特的想法，追求深遠的意境和
純粹的美感。而要做到這點，須對
現象和本質兩方面進行雙重加工，
加工的重點在感性形式上，遵循的
是個性的情感邏輯。不同於其他畫
家，曾沂聶用中式的審美觀和藝術
思維進行創作，所以他畫的花鳥油
畫非常成功地表現了中國水墨畫的
那種韻。關鍵是他能靜心養正，與
天為徒，與古為徒，追求中國寫意
畫那種韻。因此，他的畫能散發出
寧靜致遠的思古幽情。
白居易之論蕭悅：「嬋娟不失筠

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
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看曾
沂聶的畫，有時會忘記這是素練賦
彩，彷彿是自然的本體。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香港演藝文化影響着
兩岸三地、以至東南
亞、歐美……全世界

有華人的地方都愛看香港電影電
視、愛聽粵語流行曲（當時內地仍
未正式開放影視行業）我以「港
星」身份，在台灣工作備受禮遇和
厚待，當他們知道我接受了江蘇省
電視台的邀請演出後，無不要我
「三思而行」。
1987 年的兩岸還未開始「三
通」，內地、台灣互相未解禁，居
民不可自由往來，當時，許多港台
演藝人士亦絕跡內地演出，深怕會
因此而失去台灣市場；那段時期確
實敏感。同時有些藝人由於去過內
地工作而要寫《悔過書》，否則，
台灣當局會禁播其演出作品。
但我和家人商議後，覺得此行意
義重大：
（一）江蘇省電視台彩色廣播中
心成立，標誌着內地傳播事業改革
開放的里程碑！
（二）電視台位於
南京市，是當年國民
政府所在地，1949
年後發展怎樣？大家
都關心。
（三）獲邀為代
表港澳台兩岸三地
的演出嘉賓，也是
榮幸啊！
況且，這次演出

不帶任何政治色
彩，純粹演藝文化
交流，三思後我認

為如果推卻了，才真是此生《悔
過》「後悔錯過」的機遇！懷着既
興奮又好奇的心情，跟母親踏上首
次的「江蘇行」……我們下榻的南
京市金陵飯店，是江蘇省第一家五
星級豪華飯店，被國際媒體視為
「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並沒有
想像中的落伍。
演出完畢後，郁美蘭處長問我最

想到哪裏遊覽，我急不及待就說出
中山陵、南京總統府、美齡宮等名
字，這都是台灣民眾和傳媒關心的
地方，想不到心思細緻的郁處長早
已安排在行程表，第一站就到了著
名風景區紫金山南麓的孫中山先生
的陵墓——中山陵。
整個建築群依山勢、由南往北沿中

軸線層層升高，氣勢宏偉。陵園的入
口牌坊，刻着孫中山手書的「博愛」
二字，也是他生前座右銘，到達陵
門，又見牌匾刻着孫中山另一個理念
「天下為公」。進入陵門之後，迎面
是一座碑亭，巨碑的正面刻有國民黨
元老譚延闓手書的「中國國民黨葬總

理孫先生於此中華民國
18年6月1日」24個鎏
金大字。拾級而上392
個台階，終登上平台，
祭堂矗立在前——祭堂
大門上方是孫中山手書
的「天地正氣」4個大
字，以及3道拱門上分
別刻有「民族」、「民
生」、「民權」6個篆
書金字，代表着其創立
的三民主義。

（待續）

3 歲開始拿着廁紙筒唱
歌，決意入演藝圈的Karen
莫文蔚不覺入行28年，她一
直醉心在世界各地作巡唱，

至前年主唱電視劇主題曲《呼吸有害》大
受歡迎，大家都關心她何時回家？Karen
在疫情下回港，並在紅館舉行巡唱壓軸演
出之後，順道推出廣東實體CD，Karen心
情興奮，「我也不急趕返回歐洲，我發覺
近年香港樂壇變得活潑多了，新晉歌手都
好精彩好積極，香港樂迷過往都喜歡追捧
日本歌手、韓國歌手，我們本地都可以有
Boy Band ，支持自己人。我欣賞小師妹黃
妍好清新、好有文藝氣息，另外，炎明熹
唱得好好，很專業，我們以前10幾歲都傻
吓傻吓，這輩的新人，很快就去到這個位
置，有自信、有膽識、不怯場、完全是新
世代！我到現在才開竅，我會繼續唱，因
為我未封咪。」
Karen坦言從不為自己定目標，只是時

刻裝備好自己，「我1993年進入樂壇，
1998年7月第一趟到台灣開騷，就在台北
類似中央公園的『大安森林』演出，當晚
除了一萬多人的石階坐滿觀眾之外，全場
的草地、山坡、樹上都塞滿人，大家都好
熱好High……第2天我們被通知因草地被
踩爛了要罰款，最可憐是公園不再開放給
我們做Show了。」
除台灣的奇遇外，還有

2000年Karen第一次到內地
拍電影，「我最驚訝當地的
工作人員，包括演員在內，
一見我向着我講一連串的電
影對白，原來當時星爺周星
馳的《大話西遊》風靡全內
地，他們將對白倒轉都可以
背誦出來，登時，大家立即
好有聯繫了！」
為什麼近年Karen很少在

電影出現？是不是在等周星
馳的邀請？「他隨時可以找
我的，如果他喜歡的話，我

們很久沒有聯絡了，因為沒有特別原
因……早些年他找我和鄭少秋（秋官）一
齊合唱《美人魚》主題曲，我可以和秋官
合作這一首那麼有Power的歌，他一問，
我就答應了。」
歌酬怎樣？是吃一餐飯嗎？「其實他隨

時可以請我食飯，歌酬？我也忘記了，正
正常常啦。實在，星爺這麼多年來都有好
多好好的idea，他要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好
正，好似《食神》裏面的醜女一角，真的
夢寐以求，因為角色與本人反差愈大，愈
能表現演技。他對於自己的作品，他看事
情的角度真的好獨到，如果他找你，都應
該無走雞，哈哈！」
10月1日就是Karen的結婚紀念日，有

什麼慶祝的計劃？「當年他向我求婚，我
第一時間答應了，從未想過婚後怎樣平衡
二人相處的時間，結果，我還是飛來飛
去，我好內疚，所以我決定這個工作模式
要告一段落，不是他提出，根本無人提
出，是我想到何謂足夠？夠就可以，我還
有很多事情想做。每一年結婚紀念日，老
公都會送我一隻戒指，因為當年他向我求
婚時候，緊張到忘了跪下，於是我要他每
年都再求婚一次，他年年都做到，我很快
連腳趾都要戴戒指了。坦白，我未算是個
好太太，我不應常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

已經作出調整，還有香港女仔
都是偏惡，我要再溫柔一
點……至於今年10周年，我
們未能夠一齊慶祝，因為他要
返回德國探爹媽，我又有工作
在身，所以提早慶祝了。其實
我們都好珍惜共處的時光，每
天都是大日子，不需要刻意記
着什麼紀念日，能夠在一起已
經好足夠！」
「華語樂壇天后」Karen終

於鳥倦知還回到香港這個老
家，她說全世界跑了這麼多的
地方，發覺自己還是最愛香港！
其實，香港人也很愛妳啊！

莫文蔚結婚十年珍惜共處時光
文公子在上期專欄提及，上世紀九十年

代初修讀市場學時，有一位教授問學生，
如何能即時將洗頭水的銷量增加一倍。想
不到在周末早上，就收到這位教授來電相

約午飯。
這位教授正是曾任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主任、逸夫書院院長的陳志輝教授。陳教授桃李
滿門，在商界不少高級行政人員和企業家，都曾受學門
下，最近雖已在中大榮休，不過由他的社交媒體可見，
似乎比未退休時更為忙碌。
文公子是中大校友會聯會本屆副會長和聯合書院校友

會的理事，與陳教授在中文大學的活動經常遇上，但卻
已有數年未有機會飯聚，難得教授邀約，當然立即應允
赴會。大家在酒樓甫一坐下，陳教授即送贈文公子一本
已簽名的近作《左右圈：整體策略分析》。「左右圈」
是陳志輝教授1992年開始發展的一套圖像演示的商業
理論，將營商拆解為兩大元素，包括顧客需要（左圈）
與公司核心能力（右圈）；「左圈帶動右圈需求」，兩
者重疊之處，為產品或服務能滿足客戶的程度，也就是
生意所在。
陳教授笑說，理論雖然已經發展了近30年，但著書
立說，就由於受疫情影響，各項活動減少，所以方有時
間寫成此書。《左右圈：整體策略分析》已在各大書店
上架，對於想多做生意的企業家，閱後必定大有啟發。
說回陳教授的新動向，原來他最近被委任為新成立的

「大灣區商學院」校長。陳教授一向言簡意賅，三言兩
語就道出了大灣區商學院的宗旨：「大灣區的發展，機
遇無限，需要大量人才，為灣區各產業帶來革新。大灣
區商學院的角色旨在協調各界、培育領袖人才，以促進
灣區的持續發展。」
要培育大灣區的商業領袖，可謂任重道遠，因此，學

院定出了六大支柱，包括「因時因地、實事求是、創業
唯心、科技唯識、學貫中西、海納百川」等，作為辦學
理念和行事方針，亦為對學生所需具備特質的期望。而
大灣區商學院將會扮演一個「超級橋樑」的角色，協調
各界，匯聚人才，集思廣益，為大灣區的建設和發展出
謀獻策。陳志輝教授透露，目前雖然由於疫情未能北上
大灣區，但已開始建立商業網絡的聯絡工作。
香港及大灣區均正致力推廣科創，但不少科創人才都

未必受過商業培訓，大灣區商學院的誕生，可謂適逢其
時，更能為大灣區企業家提供極為有用的營商顧問支
援。

培訓大灣區商界領袖

無綫上星期同時推
出兩套全新劇集：
《我家無難事》和

《把關者們》。兩劇題材完全不
同，前者是輕鬆家庭溫情劇，後者
是紀律部隊劇，這樣的編排，能吸
引各年齡層的觀眾。
《我家無難事》中鮑起靜飾演
一位慈母，影后級演技，帶觀眾
入戲，用豁達風趣幽默的態度，道
出為人母的無奈和堅持，劇情安排
她第4集離世，令人大為不捨，幸
而她會在仔女的回憶中出現，戲味
十足。
飾演仔女的馬德鐘、楊明及車婉
婉各有性格、際遇，是不少家庭的
縮影。他們一家人所遇到的困難，
也是一般家庭會面對的，引起不少
共鳴。劇中他們勇敢面對，令難題
應刃而解，傳遞「世上無難事，一
定有路行」的正能量訊息。
向來予人鬼仔印象的胡㻗，演鮑
起靜乖孫，形象轉型，十分討好。
唐詩詠演馬德鐘太太，由溫柔千金
小姐變成硬朗女性，演出利落。王
君馨飾演懂得慢活的文青，由造型
到演出都清新。
關禮傑突然以Mark 哥打扮出

現，似與鮑起靜有秘密關係，帶出
懸疑性。雖然他打扮江湖，惡形惡

相，卻與時代脫節，十分搞笑。演
年輕版馬德鐘的是他兒子馬在驤，
首次父子檔拍劇，有瞄頭。
緊接《我家無難事》是講述香

港海關的《把關者們》，以海關
的版權及商標調查科、貿易管制
處商品說明調查科、海關毒品調
查課3個部門的工作為骨幹，他們
由雞蛋管到原子彈，由奶粉管到白
粉，海陸空全天候，名副其實是
「把關者們」。
由於獲香港海關全力協助，劇

組可以在香港海關學校及口岸等
不對外開放的禁區內進行拍攝，
令觀眾了解香港海關的工作範疇
及職能，非常真實，我在海關工
作的朋友都讚。
劇情包含不少產品說明條例、版

權及商標條例，追劇順便增長有關
知識，好抵。
袁偉豪演談笑用兵的上司，王敏

奕繼續走Cool戲路演黑面神，兩人
成強烈對比，王敏奕怕見袁偉豪，
埋下伏線，究竟兩人是什麼關係？
陳家樂駕電單車出場好型仔。黃智
雯演紀律部隊手到拿來。一班年輕
面孔演海關新仔，青春無敵。他們
也不容易，練步操有板有眼，真的
一樣，個個身形弗爆，下過不少苦
工。這劇隨時帶起海關的報考風。

《我家無難事》+《把關者們》

朋友們，如果你有空閒時間，
刷完了手機電腦，而工作學習上
也不着急的話，或者是實在不知

幹什麼的時候，請你拿起書本來吧。挑一本你
最喜歡的書，不必着急，慢慢去看它，甚至也可
以不求甚解，隨心而讀，你就會發現你之前浪費
了多少時間。原來讀書是一件如此美好的事
情，因為你的心情能夠享受到久違了的寧靜。
事實上，前面說到的——實在不知幹什麼
的時候，再去看書，這本身就已經辜負了書
本。因為我們把大片的時間花在玩樂上，而
沒有想到去閱讀，這不是對書本的最大辜負
嗎？然而，我為什麼又提倡大家在沒事做的時
候還要去閱讀呢？因為，儘管我們以前可能沒
發現閱讀的美好，但是此時此刻，我們拿起一
本書，靜下心來去閱讀它，美好的時光也可以
由此開始。
閱讀是一件幸福的事，但是這裏說的閱讀，

並不是我們出於某種功利而去做的，比如在學
生時代我們可能會應付各種考試，而被迫去翻
很多的書本。那並不是真正的閱讀，從那種閱
讀當中我們也不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我們說
閱讀是一件幸福的事，這是說我們沒有任何的
功利目的，只是為了遵從自己的心意，去讀一
本喜愛的書，去追求一種美好的意境，這種閱
讀是非常幸福的。記得有一位作家曾經說過，
人在勞累了整天之後，知道有本心愛之書，放
在自己的床頭、桌面或水杯旁，人的心情由此
會有一種舒展、自然的愉悅感。沒錯，當我們
從生活中走出來，再走進書中的美好意境裏
面，這是何等的幸福啊！
閱讀為什麼能夠讓人感到幸福呢？我們知道

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一個人要獲得足夠的
生活體驗，擴大視野，其實是不容易的，更何
況對於我們終日忙忙碌碌的人來說，更是難。
但是讀書卻可以讓我們去認識更寬廣的世界，

可以讓我們和更多的人進行思想「交流」，所
以我時常建議大家去讀一讀經典或名家著作，
我們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去和偉人們進行思想交
流，和偉大的思想發生碰撞，或高層次的意境
進行融合，這不是閱讀的幸福所在嗎？
然而，閱讀的幸福又不止於此，閱讀還可以
讓我們靜心。現代生活浮躁喧鬧，一個人要靜
下心來，用一顆睿智理性的心靈去看待世界萬
物，實屬不容易，也因此難能可貴。但是我們
如果能夠專注去看一本書，把心思都投入到這
本書當中，只看着書中內容的精彩，享受意境
的美好，其實我們就已經在靜下心來了。而一
旦我們能夠靜下心來，我們的感受能力就會增
強，對萬事萬物的判斷都會有相對客觀的角
度，我們可以更理性去思考問題，同樣由於心
靈的純粹，我們也更能夠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
幸福。無論何時，無論從事什麼樣的職業，閱
讀都是如此重要。

閱讀 靜心

那個中秋吃菱角
8月，悠悠餅香總會如期飄盪在中

秋那天，那粉甜的菱角總會勾起我一
縷舌尖上的鄉愁，一份久遠的回憶。
臨近中秋，節日氣氛已經被醞釀得

發酵。大街小巷裏就擺滿月餅，「賣
月餅、豆沙月餅、五仁月餅、蛋黃月
餅……」吆喝聲裏孕育着濃濃的餅

香。超市裏各種各樣檔次不一的月餅粉墨
登場，配合着各種精美的包裝，不但誘惑
你的味覺還刺激你的視覺，成為一種誘人
的月餅藝術。但最令我難忘的卻是吃菱角
的那個中秋節。
我老家住在偏僻的鄉下，學生時代家裏經

濟窘迫，平時三餐不濟，常常餓得流清口水，
口裏寡淡寡淡的。即使是中秋節，也吃不上
肉，更別說吃月餅了。年景好點的時候，媽
媽會拿自家產的大麥換2斤麵條，中午每人
吃一碗麵條就算是過節打牙祭，改善生活。
弟弟享受「部級待遇」，碗裏有一個煎得金
黃的土雞蛋，上面蕩漾着綠綠的葱花，香味
鑽進鼻孔，我狠狠地深吸幾口氣，好像自己
已經把雞蛋吞進肚子裏了。有個中秋節，家
裏麵條都沒有，卻意外地吃到了菱角。
中秋前一天，我們來到湖邊，只見碧綠碧

綠的菱葉密密麻麻，擠擠挨挨地浮在湖面
上。葉子像一個個小三角，邊緣還帶着小
齒。葉子鋪滿湖面，中間零星地點綴着白色
的小花。我高興地撈出一把葉子，掰下菱
角。菱角彎彎的，像兩隻小小的牛角連在一
起。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船兒在穿梭，魚兒
在嬉戲，孩子們在打鬧，採菱人的手上下翻
飛。「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
浪」，這正是我們採菱角的寫照。一個個玩命
似的，左右開弓，動作飛快。我們採了一籮筐
菱角，帶着收穫的喜悅，弟弟划着船，我唱着

歌，興奮地追趕着夕陽。晚霞在湖裏泡澡，
湖面上現出深紅的光暈，像新娘一樣羞赧。
中秋那天早上，還沒等朝霞驅走濃霧，瘦

弱的我挑着菱角就出發了。走在凹凸不平的
黃泥馬路上，深一腳，淺一腳的。擔子放在肩
上，扁擔好像長出了牙齒，咬得肩膀鈍痛。走
走歇歇，歇歇走走，我大口大口地喘氣，臉紅
得像燙熟的蝦子，豆粒大的汗珠排着隊滾下
來，辣得眼睛睜不開。好不容易來到集市
上，我把菱角擺在蛇皮袋子上，大聲叫賣起
來，兩分錢一個菱角，快到中午時，菱角賣
完了，籮筐裏一把硬幣紙幣，差不多有七八
元。我拿着這一筆「巨款」走進了供銷社，看
到裏面的月餅，最便宜的5毛錢一個，上面嵌
着很多芝麻，我嚥了嚥口水，硬着心離開了，
因為我知道，我和弟弟還欠着學費。
月亮出來了，我們一家人坐在屋前的桂樹

下，媽媽用自己做的南瓜餅代替月餅擺在桌
上，再擺上菱角和茶。媽媽對着月亮拜了三
拜，喃喃自語說了幾句後，開始正式過中秋
節了。飢腸轆轆的我們圍着一盤菱角吃得津
津有味，菱角可生吃，也可煮着吃，肉粉粉
的，嫩嫩的，帶着淡淡的甜味。弟弟吃得太
性急了，一個還在嘴裏嚼就去掰另一個，不
小心被菱角劃傷了手，但絲毫不影響他吃菱
角的興趣和速度。看着他那貪吃鬼樣子，我
說咱倆來比賽，背出一句有月亮的詩才可以吃
一個菱角。「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我
帶頭開始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
霜。」弟弟也毫不示弱邊背邊用手指着月亮
說︰「月亮裏的人怎麼過中秋呢？」媽媽看
見了，急忙把他的手扳下來，「不能指月光菩
薩，會割傷耳朵的。」說着把弟弟摟在懷裏，
唱起了古老的民謠：月光光光，火燒毛光。銅
鑼蓋蓋，蓋到世界。世界多，莫奈何。量升

米，看外婆。外婆冇在梁山住，轉來看見鷺絲
鵝。煨一煨，煨身灰。抱一抱，抱身毛。曬一
曬，巖鷹叼去12塊，娘一塊，爹一塊。老弟
老弟，你冇哭。帶你江邊撿糯穀，撿一升，
對口針，撿一擔，過年飯，撿一斗，過年酒，
撿一籮，把哥哥討個好老婆。我和弟弟一邊拍
手一邊唱，覺得興奮又有趣。
媽媽又講起了她童年時代過中秋的趣事。

外婆家家境殷實，媽媽是家裏的大小姐。每
當中秋時，外婆先要拜月光，在門外正前方
擺張方桌，桌上擺上月餅，時新佳果和茶
水，放一鼎小香爐，爐中燃3支香，燃一支
紅燭。敬香時，外婆雙手合十，對外向着月
亮虔誠地三叩首，口裏唸唸有詞許下自己的
心願。敬完香，供品要在桌上擺到子時後才
收，媽媽負責看着供品，以防被人偷吃。據
說，有尿床毛病的小孩，偷喝這敬月光的紅
糖茶後就不會再尿床了。偷一家就有效，偷
得三家效果更好。未出嫁的姑娘偷喝了茶，
會變得心靈手巧，聰明伶俐，來年會嫁個好
夫婿。說是防別人偷供品，其實看到有人來
偷了反而躲起來讓人偷，鄉里鄉親的，都沾
親帶故，都希望別人好。聽完媽媽的故事，
我和弟弟一齊說︰「媽媽年輕時肯定沒有偷
喝別人家的茶吧。」媽媽看了看我們，輕輕
歎了口氣。月亮在雲層裏穿梭，星星像成群
游動的魚圍在月亮媽媽身邊，涼風拂過，桂
花散發出的幽香籠罩着院子。我枕着幽香酣
然如夢，夢裏我吃到了土雞蛋，吃到了肉，
吃到了月餅……
「一壺好茶一壺月，只願月圓勿再缺。」
多少個中秋過去了，那藏在歲月深處的時
光，總在無聲無息中融化生活裏所有的累和
苦，成為心靈最熨貼的慰藉，曾經的菱角常
常染香我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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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
陵，氣勢宏偉。作者供圖

●《紅蜻蜓》 作者供圖

●莫文蔚指近年香港樂壇
變得活潑多了。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