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好的回憶

親子活動講書法
重陽節假期，立
橋人壽財富管理中
心舉辦親子活動，

讓筆者去講書法，我覺得通過親
子活動推廣書法十分有意義，便
欣然出席。
舉辦活動前一天，颱風「圓
規」還在香港發威，原本擔心天氣
惡劣，可能不會有多少家長樂意帶
孩子來參加，誰知道全場爆滿，
一個演講大廳竟坐得水洩不通。
我曾開班授徒，講書法自是駕
輕就熟，但給孩子們講書法還是
頭一次。為了提高他們的興趣，
我先講王羲之的書法啟蒙老師衛
夫人教王羲之書法的故事，繼而
講講小朋友學書法有什麼好處，
然後講些我自身學書法的體會。
如我所料，不單孩子們挺感興
趣，他們的父母也聽得津津有
味。在我詳細介紹了雙鈎填墨和
單鈎對臨的臨帖方法並教小朋友
怎樣執筆和中鋒行筆後，孩子們
便迫不及待寫起來了。
「點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

如崩也；「橫如千里陣雲」，地
平線上緩緩向兩邊舒展；「豎如
萬歲枯藤」，懸宕在空中，強韌
而有彈性，有一股從內向外往的
張力……很快地，一對對母子和
父女通過交流互動，便初步領略
到當年衛夫人對王羲之講述筆法
的精髓，沉浸在翰墨的意趣中。
兩個小時活動不經不覺便進入尾

聲，結束前我點評了一下各位小朋
友和他們家長的書法，然後大家拿
着自己的「處女作」來個大合照，
一次親子文化活動完美收官！
主辦這次親子活動的「立橋人

壽財富管理中心」行政總裁李滿
能先生和集團秘書詹美清小姐也
出席了活動，而且兩位也展示了
他們的筆墨功夫。
接下來，這個機構還要舉辦此

類文化藝術親子活動，我想，如
果將這種活動在全港大企業普
及，使之逐步發展為公司文化該
有多好啊！果真如此，香港日後
不難成為中國對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

「江蘇行」的最
後一站，我們來到
宜興，恰逢宜興舉
行首屆中國宜興陶

瓷藝術節，讓我們見識了許多美
輪美奐、造型精緻的宜興紫砂茶
壺，教人愛不釋手，展覽場地的
貴賓入口擺設了一對足有10多呎
高的瓷器花瓶作為點綴，同隨手
可把玩的嬌小靈巧紫砂茶壺，相
映成趣，足見陶瓷藝術家們博大
精深的技藝和不同風格。
終於又回到南京，準備翌日坐
機經香港返台北（當時正在台北
工作，兩岸仍未通航）。臨別依
依，謝過江蘇省電視台的領導和
郁美蘭處長的熱情款待，正式踏
上歸途。此行收穫甚豐——帶着
眾人的祝福和美好的回憶，滿心
喜悅地整理旅程照片……發覺每
人臉上都流露着純樸氣息，希冀
之情，大家對未來滿懷憧憬！
想起其中一位替我歌唱伴舞的
南京年輕女孩說：「我希望將來
能到香港去，當上舞蹈員，天天
跳我喜愛的舞，每個月給我500
元就好滿足！」當時她在內地每
月工資不夠100元。我們帶去的
香港排舞老
師對她們的
演出讚不絕
口，她們的
舞蹈作品都
是經典優雅
而富有民族
精神。幾十
年過去了，
據說現在香

港或內地，一位普通舞蹈員的每
天演出薪酬標準是2,000元，資
深的收費更高。如今國家改革開
放真是不可同日而言。
但是，文藝工作的核心價值

觀，不是讓逐利的資本帶給社會
風氣愈浮躁。
重溫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
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
要講話，倍感有意義：
「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
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於我們這
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
品。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
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
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
神世界的，是不能觸及人的靈
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
「低俗不是通俗，慾望不代表希
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
樂。文藝要贏得人民認可，花拳繡
腿不行，投機取巧不行，沽名釣譽
不行，自我炒作不行，『花花轎
子，人抬人』也不行。」
「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

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
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
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

奉獻給人民。」
「追求真善美

是文藝的永恒價
值。只要中華民族
一代接着一代追求
真善美的道德境
界，我們的民族就
永遠健康向上、永
遠充滿希望。」
……共勉之！

《我家無難事》已經播放
完畢，大家依然津津樂道，
劇中男主角「馬神」馬德鐘
的兒子馬在驤也參與演出，

這位游泳健將的名字頗別致，「馬神」解
釋︰「這是我和太太一起改的，我姓馬，
驤就是馬兒在草地上奔馳，昂首闊步的、
自由奔放的，我們希望兒子能夠這樣去尋找
自己的方向。至於劇集，我給自己70分，鮑
姐鮑起靜當然100分，在驤50分，他初接觸
這行業，仍在澳洲攻讀機械工程。」
而馬德鐘已入行28年，之前當過警察、

参與過「要員保護組」G4，最難忘保護戴
妃戴安娜和查爾斯王子，「1993年我25歲
入行最想當男主角，可惜我從未做小鮮
肉，《創世紀》已經做大佬，現在《我家
無難事》我依然係一塊臘肉，只是肥膩了
少許……當年第一次北上少林寺拍攝《武
尊少林》和體操王子李寧合作，還有溫兆
倫、張兆輝、歐瑞偉、黎姿好大卡士。最
近巧遇李寧，他記得這套劇，不過就記不
起我這個小角色了！哈哈哈。我記得他好
勁呀，時時都有翻騰動作！」
「在眾多前輩當中，我最難忘《爭霸》

的劉松仁前輩，他好厲害，戲劇方面處理
有一手，他要求我們注重藝德，藝人的品
德，要尊重自己的行業，不要踩
自己的行業和公司，這是一門藝
術，我聽後好有使命感！另外，
汪阿姐是好演員，守時做足功
夫。和羅嘉良經常合作，我欣賞
他的內心戲；袁詠儀更加Fit到
不得了，她從不NG，無論多長
對白都一氣呵成；宣萱我這個老
拍檔更加難得，她好爽朗，我
們二人同樣是好積極的演員，
每場完成後第一時間跑去化妝
間換衣服，從不會浪費任何時
間，所以一定早收工！」
「當然我最最難忘的就是

《衝上雲霄》，那劇集就如一

個夢，太難得有這麽經典的一套電視劇，
2003年它將我讓更多朋友認識，不再是幕
前的壞人、基佬、舞男……好大的製作、
很好的劇本、去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和
《我家無難事》一樣開始被狂罵，結果後
來180度轉變。吳鎮宇好勁！他從不只顧自
己好看，他好宏觀，不自私，是一位好前
輩！那段期間，他常問我有關我初戀的感
覺……原來，過程中他就要豐富自己的角
色，找靈感，他的用心和投入令我非常敬
佩！還有陳慧珊，我開心時常遇到好人，
她是當紅的女主角，但全無架子，又會提
點我……對的，當時緋聞滿天飛，這個無
法子，當年我們的年紀、那樣的合作和感
情線，大家看得投入，便有這樣的情況出
現。我現在年紀大了，自然就少了，如今
就讓年輕演員去面對啦，哈哈！」
太太是學霸，又是哲學博士，「馬神」是

怎樣和這樣高質的太太相處？「我們結婚
28年相處得好好，她是一個好堅持的人，做
事一定要做到200分，好投入，我就比較輕
鬆，她可以15個小時做一件事，我不可以，
我要飲咖啡、聽音樂才會有靈感……我們一
起做運動、去超市，一起茹素。生活情趣並
非刻意去做，其實我們一直同步，她走她的
路，我行我的，其實二人未必要做同一樣的

事情，但一起往前行！我
已經超過50歲，所謂五十
而知天命，我學懂了物來
則應、事過不留的道理，
過去的不用留戀，新的事
物順應去做已經足夠！」
馬德鐘指現在更明白

何謂感恩，就要四處告訴
別人，讓他人也早日洞悉
箇中的重要性。「馬神」
的魅力在於他出眾的外
形和平實的心態，豁達
而明智。願他繼續珍惜
時光、享受人生，繼續
「馬神」！

馬德鐘感恩遇上好拍檔
凡人均喜歡看故事，所以故事性強的文創

內容，一向深受歡迎，由小說、戲劇到電
影，皆無例外。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先生，由
於作品本在報章連載，所以非常注重情節橋

段，務求故事高潮迭起，令人追閱不已；就將故事的吸引
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梁啟超曾有名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
小說。」也有人引而申之，將小說改為電影，甚至是其他
文創內容，其實也說得通。而不少好故事更能振奮人心，
例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戰電影；而國慶電影《我和我
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以及最近上映的《我和我
的父輩》系列，更令不少人對國家的發展有耳目一新又人
性化的認識。
有朋友從事演唱會製作，未出現黑暴前，本地大量觀
眾，和不少內地居民來港欣賞的演唱會，黑暴發生後場地
變得風險重重；加上後來疫情出現，限聚令下，不少演唱
會被迫取消或延期，令娛樂業界步入寒冬。
文公子卻常對該位朋友說，其實娛樂事業是不會消亡

的，只是形式如何演變而已。因為無論環境順逆，人皆需
要娛樂。在順景時，是為生活錦上添花，在逆景時，則是
讓人暫離現實的夢工場。
最近，新華傳媒為支持受新冠疫情重創的香港演藝業
界，提供就業機會，也為香港市民帶來歡樂，首度在香港
推出舞台劇《老公～你好悶呀！》，已在10月7日至17
日，於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演出。新華傳媒並聯同蔡冠
深基金會、Good Meal、香港天津工商專業婦女委員會
等，舉行慈善首演專場。
該舞台劇改編自Neil Simon的劇作《Barefoot In the

Park》，由張之珏導演及客串，蔡頌思、黃建東、區嘉
雯、魏駿傑、阮德鏘等主演，講述新婚小夫妻的歡喜冤家
式故事，內容幽默，對白風趣，雖不是講述什麼人生大道
理，但全劇娛樂性豐富，觀眾笑聲此起彼落，明顯能令觀
眾暫時忘憂，投入戲劇的小天地中。在經濟似甦未醒，生
活壓力稍消還在的今日，透過娛樂演出為社會注入正能
量，正恰其時，絕對是一條照顧好港人心靈需要的好橋。
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蔡頌思，是文公子母校中大聯合書

院的校友，在舞台劇中幾乎無間斷地出現，一個人串連起
整個故事，要背的對白，要走的台步，要做的動作都非常
多，卻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出色演繹。希望將來有機會，
文公子能邀請蔡校友幫大學和書院展現一下演藝才能。

娛樂帶來正能量

TVB本周兩套台
慶劇一起強勢登
場：《星空下的仁

醫》和《換命真相》。
《星空下的仁醫》打頭陣，演
員陣容鼎盛，有久違的鄭嘉穎、
鍾嘉欣、周家怡，加上剛獲封「高
質又麻甩」的馬國明（馬明）和羅
子溢拱照。有鄭嘉穎、馬國明兩大
視帝雙劍合璧，必搶高收視。
醫療劇向來受歡迎，對上一套
醫療劇是 2019 年的《白色強
人》，觀眾「餓」足兩年多，引
頸以待。過往多部醫療劇從未拍
過兒科，今次是新突破，有小朋
友參與，添上不少溫情和可愛
度。一批小演員都是來自TVB自
己的兒童培訓班Big Big Kids，隨
時是明日的姚焯菲（Chantel）。
今時今日，港劇的對手是內地
劇、韓劇、日劇，製作必須非常認
真及落本，尤其是重頭台慶劇，不
容有失，TVB毫不手軟，除重金
邀鄭嘉穎和鍾嘉欣回巢，更用了
兩個月時間，將3萬呎的寫字樓改
建成兒科加護病房和辦公室。
為添真實感，拍攝所有急救及
手術場面都有不同的專科醫生及
護士全程協助，手術場口更為真
實，劇中飾演醫護的角色，全跟
足專業醫生口吻，進行急救或做
手術時以大量英文醫學專有名詞
溝通，所以一眾演員每日花不少
時間練習醫學專有名詞的發音。
《星空下的仁醫》的劇名帶點
詩意，比起原本劇名《兒科醫

生》吸引，改名原來因為袁國勇
醫生。袁國勇在一個訪問中曾透
露很喜歡睇星，稱睇星跟醫學研
究有共同點，就是兩者都是看一
點點的東西，睇星會知宇宙如何
形成，而睇病毒就知源頭，知道
怎樣醫治。所以就用星空引申去
兒童病房。劇集主線是追查20年
前一宗嚴重的醫療失誤事故，應
有張力十足的情節。劇集昨晚
（18日）首播，甚有睇頭。
《換命真相》劇種完全不同，

是部時裝穿越奇幻浪漫懸疑劇。
劇本以2010年馬頭圍道唐樓倒塌
事件改編。男一是譚俊彥，女一
是首次擔正的鄧佩儀，TVB又一
力捧花旦接班人。故事講述在塌樓
罹難的死者譚俊彥及鄧佩儀，竟穿
越時空，回到塌樓前100天，人與
事重新改寫，本來無相干的路人甲
變成密友、拍住上的好兄弟卻反目
成仇。譚俊彥得到上天所賜的重生
機會，他決定阻止所有災難發生。
譚俊彥經歷生前死後，性格大

變，由木訥固執，變成靈活變
通。演穿越劇有一定難度，譚俊
彥向來演技穩陣，加上有貌似熱
爆韓劇《魷魚遊戲》李政宰的光
環，更具號召力。
鄧佩儀跟譚俊彥飾情侶，兩人

因已死去，只能在夢中和穿越見
面，兩人感情錯綜複雜、變化多
層次，而她的角色性格複雜，對
於首次擔正的鄧佩儀來說，是個
大考驗，如果觀眾受落，她便有
機會晉身花旦之列。

馬明嘉穎台慶劇拍住上

曾經讀過一首很美的詩，詩中是
這麼說的：只要想起一生中後悔的
事，梅花便落滿了南山。是呀，一

生中後悔的事，如果要讓我們回想，那一定是多
的數不清吧。生命中有那麼多的遺憾，讓我們在
追憶時，也情不自禁地想：如果當時不那樣做，
如果當時事情不那麼發生，如果當時能夠有一點
點改變，如果……那該多好啊！
說到遺憾，腦海中的回憶就好像是電影回播一

樣，一幕幕的畫面，上演着令人傷感的故事。以
至於我們在回憶的時候會有一些錯覺，生命為什
麼有那麼多的遺憾？為什麼不可以完美一點點？
可是我們在癡情地探究着這些問題時，也應該知
道這些問題是無解的。或許，可以從某些角度來
說，生命的遺憾是必不可少的。其實我們都很清
楚，沒有遺憾，就沒有完美之說；沒有遺憾，我
們也就不會體會到高興的心情。

正是因為有月缺，到了月圓的時候，我們才會
感到由衷的開心。月缺是一種遺憾，可是生命裏
的快樂，都是由很多大大小小的遺憾鋪就而來
的，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待問題偏向了感性，我們
只會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一面，但是如果能夠客觀
地分析問題，開心的不開心的，其實都是生活中
的內容。
遺憾的事情，不高興的事情，誰也不想要，可

是如果沒有遺憾的鋪墊，我們能感受到快樂嗎？
所以，對於遺憾，我們應該接受和包容。
放下遺憾吧，也許有很多的往事和回憶都在你

心中久久不能消除。可是我們不需要把它消除，
因為遺憾的事情，也是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
些遺憾可能是你不得意的一段感情挫折，可能是
與機遇擦肩而過，或是夢想未能如意實現……只
要回想生命中不完美的事情，我們心中都會有一
種寄望，總是希望事情能夠變得更好。

其實這也是一種積極的心態，但是我們不能一
味地沉浸在往事之中，如果因為錯過月亮而哭
泣，那可能還會錯過漫天的星星。
我們要學會去接受不完美的事情，或者退一步

來說，什麼才叫做不完美呢？如果我們不再僅僅
執着於那件事情，而是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那
些不完美可能都是最好的安排。
放下並接受遺憾，並不是說讓你把不完美的事

情全部忘掉。每一種經歷，只要我們能夠善於思
考，其實都可以成為我們的精神財富，對於不完
美的事情也是這樣的，從遺憾中我們可以吸取經
驗，可以修煉智慧，也可以更好地定位自己，展
望更好的將來。當我們能夠用坦然從容的目光去
看待不完美之事時，我們的思想境界也就提升
了，不完美或者也能成為一種更為深沉的人生經
歷，既然遺憾是人生的必修內容，我們又何妨不
坦坦蕩蕩地接受它？

放下遺憾

從楊枝甘露到血糯米紅豆
似乎，人的感官愈來愈跑在前面，

比人的肉體先行一步嗅到季節的指
令。北方城市，秋分過後，秋雨登
場，下個沒完沒了，感冒、咳嗽、過
敏性鼻炎、風濕病症都來湊熱鬧，等
痊癒後，味蕾麻痹到連吃辣椒都覺不
出味來，一杯奶茶下肚竟激活了我的
腦細胞，也讓味蕾漸次打開了開關。

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偏愛甜餅乾、爆米
花、甜甜圈和布朗尼蛋糕，寫作時會一口一
口地輕啃小餅乾，喝的呢，不是可口可樂，
便是薑汁汽水。作家周曉楓自稱寫作時一定
會喝咖啡，「我需要借助外在的神秘力量，
靈感就是皮膚透明的神，咖啡就是皮膚深棕
的液體神。」相比之下，奶茶就是披着卡布
奇諾外衣的甜味神——甜，是它的靈魂，也
是它的誘惑，哪怕零添加蔗糖，也難逃甜味
的縈繞。對門的女房客，每晚10點都會有外
賣，有一天下雨她外出還沒到家，騎手敲門
讓幫忙代收，我才知道她叫的是奶茶。整個
夏天幾乎不換樣，大杯楊枝甘露，加冰，標
準糖。就是這樣一個嗜甜如命的女子，怎麼
喝也不胖，身材好得叫人艷羨，看上去也就
剛大學畢業，其實孩子已上小學。直到感冒
痊癒後，來一杯奶茶安慰自己，我才恍悟，
嗜甜不僅是所有女人的宿命，也是尋找平衡
的精神寄託。因此，所謂的液體神、所謂的
甜味神，不過是體外攜帶的「溫度計」，提
醒或監督我們保持清醒，就像身處自然環境
中的精神明亮。
深秋時節，不出趟遠門踩踩落葉、追追雲

彩，就彷彿過的不完整。平日裏我們對身體
的「欠賬」，說到底都是離自然太遠，虛榮
心膨脹；出遊，不啻於脫胎換骨，洗滌心
靈，在廣袤的環境中找回真實的自己。約翰
．繆爾在內華達山脈探險的經歷，曾使我一
度迷戀，「在如此的美之中，人的身體被光

芒刺透，整個兒成了一個被刺激的味蕾！誰
不想成為山間主人！」他還說道︰「我們會
想着把植物、動物當成友善的登山夥伴，於
是停下來和它們說說話。大自然是一個詩
人，一個熱情的匠人，在我們往更遠處和更
高處攀登時，它愈來愈頻繁地現身：因為山
巒是萬物根源所在——是起始的地方，而它
與源頭的關聯卻是人類所不知曉的。」在山
間吹吹大風，在草地上打個滾兒，在不知名的
小村莊裏待上一個下午，與場院裏澄黃的玉
米、彎彎的南瓜、紅彤彤的柿子、帶絨毛的栗
果來個同框，這樣的獨處也是極為美妙的。
從山裏回來再讀《紅樓夢》，我瞬間覺

得，大觀園裏的人比現代人會養生，關鍵是
深諳平衡之術。寶釵生病，「從胎裏帶來的
一股熱毒」，管家來訪，她道出「海上仙
方」冷香丸的來歷，該藥方需要「春天開的
白牡丹花蕊十二両，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
両，秋天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両，冬天的白梅
花蕊十二両」，收齊雨露霜雪需要碰運氣，
「真坑死人的事兒！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的
呢﹙周瑞家語﹚」，連寶釵都說︰「不問這
方兒還好，若問這方兒，真把人瑣碎死
了。」起初，我覺得這是寶釵的「私人藥
方」，專攻熱毒，她從10歲就吃這藥丸，住
進賈府後隨身帶過來。父親去世後，哥哥薛
蟠撐不起家，「他便不以書寫為事，只留心
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勞」，她從
富貴閒妝過渡到「總要一色從實守分為
主」；同時，這也是治療芸芸眾生「熱症」
的藥方，映照出人類的貪慾、浮躁和功利。
重讀我領悟到：寶釵的熱毒儼然是慾望熱情
與人性本能壓制所致，如寶玉挨打後寶釵第
一時間送去藥丸，「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
替他敷上，把那瘀血的熱毒敷開，可以就好
了。」可見，熱毒並非寶釵獨有，癡頑不肖
寶玉之情癡情種，詩魂淚人黛玉之敏感多

愁，青年寡婦李紈之縞木死灰等。然而，不
同的人，治癒效果走向不同結局——黛玉葬
花斷情絕俗撒手而去，寶釵則安身立命與寶
玉成婚。
另一方面，冷香丸之藥材不乏「白色」、
「十二」字眼，這裏面蘊藉着自然之道，一
年四季循環往復不息的力量，每個女性都被
難逃被消解個性千人一面的命運；白色，與
寶釵的住處蘅蕪苑同一色調，內部「雪洞一
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個土定瓶中
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茶杯而已。」
「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
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
一般，累垂可愛。」又冷又香，雙重隱喻，
暗喻寶玉出家後寶釵獨守破落家族的悲苦命
運；冷香丸，像是曹雪芹苦心設置的「平衡
閥」或「權力按鈕」，即整個封建社會控制
或約束女性的道德力量，「靜時念念去人慾
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一旦稍
有「咳嗽」就要吞服送藥，由外向內把生命
本能和慾望壓制下來。而且，以十二分黃柏
煎湯送服冷香丸，愈發突顯女性殊途同歸的
宿命——冷香丸，與「群芳髓（碎）」、
「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
異曲同工，指向所有女性葬身封建禮教的精
神內涵，想想，這何嘗不是曹雪芹的深刻懺
悔和悲憫情懷呢？
幾場秋雨過後，對門女房客不再點楊枝甘
露了，換成血糯米紅豆奶茶。我想起詩人張
二冬的話，「中庸與平衡，卻都是為了生
存。」手抱奶茶的年輕人，與吞服冷香丸的
金釵們沒有什麼兩樣，都是借助外在溫度中
和內心的慾望或以此調節情緒。「歷着炎
涼，知着甘苦，雖離別亦能自安」。事實
上，所有的苦，都是為了讓甜更持久，更醇
厚，在入冬之前，我戒掉了甜食，或許這將
是一個健康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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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鐘會與太太一直往
前行。 作者供圖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
15日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
重要講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