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學森與中國航天

雙鈎填廓學書法
連日來，應「立橋人
壽」邀請，在「立橋人
壽財富管理中心」舉辦

親子活動推廣書法。
對於小朋友，學書法最好便是學會
「雙鈎填廓」。「雙鈎填廓」是書法
的專業用語，指用一張透明或半透明
的紙，鋪在書法作品真跡上，用筆將
真跡的字描出輪廓，然後按原作填墨
的複製方法。
公元353年的農曆三月初三，王羲
之與幾十名好友在紹興山陰蘭亭修
禊，其間「曲水流觴」，詩酒唱酬，
王羲之寫下了舉世聞
名的《蘭亭序》。後
來這件傳世之寶落在
唐太宗李世民手上，
李世民便令當朝著名
書法家以「雙鈎填
廓」之法臨摹數本，
分給皇太子和皇親國
戚、近臣。而最後，
《蘭亭序》真跡卻依
唐太宗遺囑，隨唐太
宗葬入昭陵了。值得
慶幸的是，當年馮承
素奉旨臨摹的一件卻
僥倖流傳下來。馮承
素是唐太宗時期最著

名的書法家之一，人們用「筆勢精
妙，蕭散樸拙」來形容他的書法，據
說他臨摹的《蘭亭序》最接近原作，
不但字體間架結構完美，而且連墨彩
的濃淡都相當精到，把王羲之「秀美
多姿、神清骨健」的書法風格表現得
淋漓盡致。
「雙鈎填廓」法不單用於臨摹書法

真跡，對學習書法也是一個快捷方
式。1961年我隨嶺南書法大家麥華三
先師學習書法，入門第一天麥老師便
在一張幾吋長的《月宮殿》上以楷書
寫我姓名：「梁君度」三個字，讓我

回去以「雙鈎填廓」、
「單鈎對臨」和對臨的方
法各寫一百遍，以後每次
給我的功課都如是。
須知寫楷書最重「提、

按、頓」。以「雙鈎填
廓」法臨摹時，若填墨出
廓，說明用筆按得重了，
若填墨留白，說明用筆按
輕了。只有不出廓又不留
白，才表明你用筆提按恰
好到位，這時便能領略原
作的用筆。大書法家臨摹
王羲之真跡尚且用此法，
我們學習階段，豈能不用
此法？

在未觀賞電影《錢學
森》以前，對錢學森只
限 於 我 國 偉 大 科 學
家——「中國航天之

父」的認識，卻在這1個半小時的電影
過程中，看到了錢學森對愛情浪漫的
一面，對家庭的承擔、對科學的執着、
對命運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對國家
的熱愛和使命感，可說是一位不折不
扣的愛國勇士，特別是在上世紀五十年
代——那個中國極盡艱苦的年代。
故事由1947年錢學森向歌唱事業正
如日方中的蔣英表達愛意，共赴美國
生活開始。影片中錢學森的生活狀態
呈現色彩鮮明的對比：回國前，由於
錢學森對美國高科技軍事科研的貢獻
和學術地位，一家人生活過得非常優
越，設備一流的實驗室，漂亮的別
墅、汽車……他家裏的社交聚會，美
國軍、政、商界人士均為座上常客；
回國後的錢學森，除了
一身樸素的軍裝，就是
身穿藍色中山裝，與普
通工作人員毫無分別，
他住的房子簡單狹小，
和美國的生活環境相比
簡直是天淵之別！
當時，美國興起的反
共言論令錢學森備受打
擊，他的尖端科學研究
被迫中止，更被責令出
境。錢學森心繫祖國，

歸心似箭，而意識到錢學森的巨大價
值的美方又對其回國設置了重重障
礙，甚至以間諜罪逮捕他。最終，宣
告無罪的錢學森被長期軟禁在家，其
間，美國國防部又伸出橄欖枝，續以
極優越條件希望他留下。但錢學森寫
信輾轉與祖國取得聯繫，幾經外交轉
折，周恩來總理授命用11名美國戰犯
飛行員交換了錢學森返國。
放棄步步高陞的事業、放棄優越的

生活環境，回到祖國的懷抱，從一窮
二白開始，帶領着科研人員從仿製入
手，根據現有技術和條件逐步研究、
完善，奠定了中國導彈的基礎——踐
行祖國強大的夢想，這就是錢學森偉
大的抱負，崇高的愛國情操，是我們
學習的榜樣。「手上沒有劍和有劍不
用是兩回事！」錢學森這句話是基於
當時的國際形勢有感而發……很多科
學家為了和平選擇迴避研究核武器，

而錢學森坦言他是為了和平而
接觸核武器，當時的中國很
弱，如果沒有什麼能讓自己直
起腰桿，那麼中國仍會被動挨
打。可見錢學森的高瞻遠矚，
放諸今時今日仍管用！
如果當初錢學森沒有選擇製

造核武器，很難想像中國能否
取得今天舉足輕重的國際地
位——我們要有劍，因為這代
表着實力；但我們不一定會亮
劍，因為我們熱愛和平！

30年前，一位16個月大
患有血病的小男孩從加拿
大飛返父母的家鄉——香
港，尋找合適的骨髓作移

植，此行在香港帶來了轟動一時的「救
救小哥頓」行動，更催快了「華人骨髓
庫」的成立。
回想1991年，「血癌專家」仁醫梁憲
孫教授坦言感覺猶如昨天，「初時我們
只能慨嘆有心無力，因為1990年在養和
醫院已經開始進行骨髓移植手術，最大
問題要找到完全配合白血球血型的骨
髓，那並非A、B、O血型如此簡單，白
血球血型的組合如六合形，常見也有
5,000種。外國有血庫，但血型組合顯著
不同，最好有中國人自己的資料庫，但
驗血資金很龐大，香港每星期只可驗數
十個，要送到外國處理，一位要1,000
元，1萬人要1,000萬如何應付？」
「1990年成立了『骨髓捐贈基金』，

但建立資料庫的計劃，因種種問題一直
拖拉着，直至小哥頓的出現，我們有心
卻無膽，忽然岑建勳主動出謀獻策，給
我們壯膽，大家立即在電台、電視、報
章搞宣傳，鼓勵市民先去驗血放入電
腦，再去核對是否合適……結果吸引了
3萬多人去驗血，最紅的演藝人士也來
了，包括成龍大哥、劉德華、鄺美雲、
羅文等等一呼百應。」
「香港人的愛心創造了世界紀錄，可

惜未有為小哥頓找到骨髓，後來他們返
回加拿大情況穩定下來，也不再需要移
植了。實在我也要感謝他的出現，因為
他催生了香港華人骨髓庫的成立！資料
庫30年來也幫助了很多中外血癌病人。
後來，台灣過來取經，慈濟基金會成立
了資料庫，也和中國紅十字會合作，兩
岸三地包括澳門在內大家互相協作，我
們都有血緣關係！」
梁教授稱資料庫締造了不少動人故

事，「曾幾何時一位200多磅的德國太
太捐骨髓給香港一位幾歲的小女孩，後

來我們請航空公司幫忙，讓德國太太飛
到小女孩的身邊，場面非常感動！資料
庫創立10年後，我們將它交給醫管局去
管理，而骨髓捐贈基金繼續運作，在科
研、技術和公眾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少進
展，可謂一日千里，現在父母和子女都
可以捐助骨髓了，成功挽回不少血癌病
人的生命，希望各位繼續到紅十字會登
記成為骨髓捐贈者。」
當「救救小哥頓30周年」，病床上依

然有很多血癌病人受盡煎熬，最近一位
9歲小女孩Charlotte在啟德兒童醫院和
家人在社交平台一起作出了呼籲，希望
大家能夠幫助這位關鍵期只有這兩個星
期的小女孩！沈太的好友黃太說︰「沈
太一直在醫院中24小時陪伴着女兒，她
和女兒身體也非常虛弱，女兒接受了化
療情況依然沒有好轉……她本來非常健
康、可愛、活潑，8月份開始一直發
燒，本來以為是小問題，但是在驗血後
才發現了原來患上血癌，情況非常嚴
重！現在醫院也成立了一個專責隊伍去
幫忙，但是最終最希望大家能夠到紅十
字會去驗血。」
30年前我已經交上資料，可惜年過60

歲資料已被放棄……我有心無力，但各
位有心有力的朋友，請多多幫忙！祝福
Charlotte、祝福所有患病的朋友！

籲有心人捐骨髓救9歲癌童
香港經濟先受「黑暴」打擊，再受疫情
摧殘，大部分企業都經營困難，加上遊客
難來，本地消費又大受「限聚令」壓抑，
零售旅遊酒店餐飲等成為重災區，裁員結

業者有之，數碼轉型者亦有之，市場氣氛一度前所未有
地低落。
就算是傳統工業和貿易行業，也深受航運費用上升、
商務旅遊不便影響，而增加營商困難，政府推出的中小
企貸款百分百保證，雖然能有助周轉，但生意能回復舊
觀，才是企業得以持續經營的關鍵。
雖然政府在本土疫情稍緩時，乘時派發消費券，引發
因疫情受壓的消費力，令市道受惠；然而，消費券始終
只是短期治標措施，要令消費市道回復正常，要令企業
生意回復舊觀，治本之道，還是要能通關，特別是與內
地通關。與內地通關的條件，其實非常簡單，就是要令
中央政府對香港防疫抗疫的能力和成效有「信心」。
觀乎內地的防疫措施，非常嚴格，每人均須使用內置
衛星導航，應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健康碼，一旦發
現感染，立即封區封城作全民隔離檢測。其中需要
的，是施政者的識見、魄力、決心，以及全民合作。
中國在全球而言，抗疫防疫工作都是效率最高、成效最
彰的國家。
向以高行政效率見稱的香港政府，卻遠為落後。不僅

沒有把好防止外來傳播的關口，致令有不少界別人士可
入境免隔離，連強制執行的健康碼也欠奉，令社區傳播
的潛在風險揮之不去。儘管本土感染已漸告清零，但卻
未能予中央政府放行的信心。
香港民心受外來勢力及別有用心者煽動，令不少市民

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政府施政失去信心，就算非逢政策
必反，卻也在有意無意間採取不合作態度。以政府推出
多時、聲稱不收集個人私隱數據的「安心出行」為例，
現時仍有不少市民以種種藉口不下載使用，填寫申報資
料時又故意不盡不實，甚至有人設計出假冒程式，政府
巡查又力度不足，加上「安心出行」根本不能與內地的
健康碼接軌，試問又如何建立信心？
政府近日終於宣布由11月起，進入政府大樓及辦公

處所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其中包括不少年輕人都
會使用的熱門設施如博物館、圖書館、表演場地、體
育處所、公眾泳池、食環街市等，希望增加「安心出
行」的下載及使用。此舉當然是好橋，但卻推行得有點
遲，不過對建立信心，邁向通關，政府總算是走了正確
的一步。

通關先決條件在信心

內地芒果TV人氣超
高的節目《披荊斬棘的
哥哥》，上周五（10月

29日）圓滿結束，擁躉們頓感失落。
節目吸引香港觀眾，主要是33位哥
哥中有多位香港藝人，包括張智霖、
陳小春、梁漢文、林曉峰、謝天華、
黃貫中、歐陽靖，以及香港女婿張
晉，帶來一份親切感。節目中由陳小
春擔任隊長，隊員包括張智霖、梁漢
文、林曉峰、謝天華組成「大灣區五
人組」，也為他們增添了一個稱號：
「大灣區哥哥」。
巧妙之處在於，節目也將「大灣
區」這個新概念滲入觀眾心中。究竟
「大灣區哥哥」為香港及內地帶來什
麼啟示呢？
節目選用潮興的「大灣區」稱號，
以召喚觀眾認同，大大提高了「大灣
區」的知名度。同時，借助綜藝節目
的宣傳，也將「大灣區」從硬邦邦的
時事財經新聞，帶到輕鬆的娛樂版
上，令大灣區成為大家的口頭禪。不
僅回應了國家政策，更達到最佳宣傳
效果，讚。
5位「大灣區哥哥」絕對是推廣大
灣區的最合適人選。陳小春、張智
霖、梁漢文、林曉峰和謝天華，橫跨
歌、影、視三大領域，陪伴着八九十
後一代成長，他們代表了香港娛樂圈
的黃金歲月。粵、港從語言到文化都
一脈相承，廣州人看他們的作品長
大，很有感情。他們現身《披荊斬棘
的哥哥》，就如透過熒幕與市民握
手，感情更升溫。大灣區哥哥搖身一
變成為「大灣區宣傳大使」。大家對
大灣區忽然感興趣，他們功不可沒。

5人各自的經歷都是有血有肉的勵
志故事，走過人生的起伏跌宕，到今
天，年過半百，沒老態、健康、神清
氣爽、談笑風生、活力充沛、身形弗
爆，在台上載歌載舞，台下團結互
助，為觀眾帶來歡樂，帶來正能量，
代表了不屈不撓、不卑不亢、打破宿
命、誓不認輸的堅毅精神。
他們私下閒聊時會講廣東話，有時

情急下也會爆句廣東話，都被節目拍
下播出。廣東話和廣東歌已罕有出現
在內地節目，亦因此令大灣區觀眾對
《披荊斬棘的哥哥》有歸屬感，淡化
了地域界限，投入同一個情懷裏。
十二期節目下來，經觀眾投選，陳

小春獲個人喜愛度總排名第一，他的
陣營也是排名第一。向來不善辭令、
憨直傻氣的他，為節目帶來不少喜感
和親和力。親切、友善、搞笑、友
情，成為香港人的投射，讓大灣區觀
眾感受到香港人的快樂性格，有助推
動香港旅遊業。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新浪微博官方賬

號上也提到大灣區哥哥，《披荊斬棘
的哥哥》在節目收官前，給香港旅遊
發展局送來感謝狀，互有交流。
大灣區哥哥也帶來另一重要訊息，

5位哥哥雖已屆中年，但年齡不是問
題，最重要的是有本事、有鬥志。北
上發展，在全新環境下，事業仍有機
會展開新的一頁，面向新方向，帶來
新希望。
大灣區哥哥的亮麗成績，相信會吸

引香港娛樂圈與內地娛樂圈增加交
流，「港星」延續為「大灣星」，將
不存在「北上」、「南下」的說法。
未來，可能只有「大灣區」概念！

「大灣區哥哥」帶來的啟示

假期中與朋友見了一面，但他
看起來狀態不太好，因為他感覺
被很多煩惱糾纏着，工作上的壓

力，同事們相處的不合，爾虞我詐……雖然是
在假期中，但是他卻垂頭喪氣，並沒有半點開
心可言，而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在工作上
發生了一些衝突，一度有離職的念頭。
對於他的傾訴，我們沒說什麼，也沒有去評
論這件事情。我們相聚，只是聊一些家常，各
自好像不是太熱情，但是又感到舒服。在一起
相聚的時光裏，我們該吃飯時吃飯，看風景時
就看風景，看累了也就愉悅地喝杯茶。我們當
中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生活的節奏好像慢
了，時光的腳步也慢了下來。剛開始見面時，
那位朋友還是很懊惱，也顯得很焦躁，但是兩
天過後他的心情也就平淡如水了。他對我們
說，不知道為什麼，跟我們相處半天，心情都

是這麼的好，那些煩惱事情也會煙消雲散，其
實這就是我們處理事情的方式：從容。
從容自有千鈞之力，對於這位朋友，在工作
中那些亂如一團麻繩的煩惱，如果我們着急地
給他想出對策，可能會弄巧反拙，只會讓他的
心情變得更加焦躁而已。因為很多時候，煩惱
的事情，你如果愈是煩惱它，愈是焦躁，就會
變得更糟糕。記得有位作家曾說過：「一件事
怎麼也想不通，那我們把它丟開，不去想不就
好了嗎？」我佩服她的見解，這是對待生活的
一種多麼珍貴的從容啊，我們只是靜靜地聆聽
朋友的傾訴，其實在這個過程，他已經在自我
消解了，哪需要我們插手去搗亂呢？這雖然是
一件小事情，卻引起了我對生活的思考。
其實我們很多的煩惱都是源於我們的心態，

尤其是在我們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我們會顯
得特別着急，心情也會變得焦慮，很想想出什

麼方法立刻改變它，讓它往好的方面發展。可
是在心態焦慮的時候，一般是很難想得出什麼
好的解決方法來，而且因為我們過於着急也會
影響心情，在這個時候去處理問題，只會讓問
題變得更加複雜而已，所以愈是煩惱的時候，
我們愈需要安靜下來，愈需要從容對待。
無論生活變得怎麼樣，只要我們有一份堅定

的信心，便能夠把生活過得美好，只要我們永
遠保持沉靜，無論遇到什麼問題和衝突都可以
完美地處理好。這就是從容的力量，在生活的
追求方面也是這樣的，或得或失，都不必過於
緊張。正如某首詩歌所說，如果生活欺騙了
你，不要悲傷，不要着急，快樂的日子將會來
臨，但是現在就要保持從容、保持沉靜，因為
我們的內心永遠閃爍着對生活的熱愛之光，從
容，讓我們不必慌張，讓一切事情都慢慢來，
一切美好都自然，從容。

從容自有千鈞之力

農曆十一祭祖節
感恩和慈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

德。這些美德不但融合於人們的日
常生活中，也體現在節日習俗上。
農曆十月一日的一些習俗，就帶有
明顯的感恩和慈善色彩。這些習俗
常以祭祀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便有
了祭祀祖先、祭祀孤魂、祭祀牛王
等節日活動。

祭祀祖先是10月1日主要的節俗活動，
故這一天又稱「祭祖節」。祭祖的主要形
式，是送寒衣和薦新。
送寒衣就是給故去的祖先送防寒的衣

物。因為10月1日正值秋末冬初，此後天
氣會更加寒冷。人們擔心在陰間的祖先缺
少衣物，挨凍受寒，因此在這一天除了給
他們供奉食物、香燭、紙錢外，還要為他
們提供一種必不可少的供品，那就是寒
衣。祭祀時，把這些寒衣燒掉，就叫「送
寒衣」。
寒衣也叫冥衣，一般是用彩紙或布帛剪

成衣服、鞋帽、被褥等形狀的衣物，長約
一尺左右。各地的寒衣，在製法和燒法上
不盡相同。在京津地區，一般用彩色蠟花
紙裁剪、糊製成五顏六色的衣服，上面印
有梅花、菊花、牡丹、蝴蝶等花鳥圖案。
在陝西與晉南地區，還在五色紙衣中夾上
棉絮，燒於祖墓或先祠前，以示為祖先送
來防寒的棉衣棉被。
送寒衣有簡單和複雜之分。簡單的，只

燒紙錢，意思是送些錢給故去的先祖，讓
他們在那個世界自己置辦寒衣。複雜的是
「燒包袱」，即把寒衣、冥紙、冥錠等封
在紙袋內，寫上收者和送者的名字、稱
謂，再寫上年月日，作為陽世寄往陰間的
包裹，焚燒於門前或祖墓旁。
送寒衣也有時間、地點之別。有的黎明

時在堂前或門外焚燒寒衣，有的在傍晚時

到墳前焚燒，也有的入夜時在家附近的十
字路口焚燒。但不管在哪裏焚燒，都要燒
得乾乾淨淨，這樣才能讓陰間的祖先收
到。只要有一點沒燒盡，就會前功盡棄，
讓祖先失望。
薦新就是以新收穫的時鮮食物祭祀祖

先，以示孝敬的心誠和對親人的體貼。因
此時秋收已基本結束，新的糧蔬瓜果多，
祭祀的供品也格外豐盛。黃河流域各地的
供品主要是水餃、餛飩、豬羊肉等。而南
方各地主要以新米食物祭祀。如江蘇太
倉、福建長樂等地用糯米糰、糍糕作供
品，江蘇興化等地則煮赤豆飯作供品。
除了祭祀祖先，還要祭祀孤魂。
祭祀孤魂是10月1日另一項節俗活動。

孤魂即那些在世間沒有親人的魂靈，人們
憐憫他們「無家可歸」、「無依無靠」，
所以在這一天也對他們進行祭祀。祭祀的
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為城隍出巡，二為給
孤魂燒紙錢、紙衣。
過去每到10月1日這天，許多地方都要

舉辦城隍出巡活動，以賑濟、赦免那些無
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活動的方式是人們用
轎子抬着城隍的神像沿街巡行，巡行到城
外厲壇（祭祀鬼神的場所），便獻牲焚
紙，祭祀孤魂。在河南永寧，祭祀的儀式
極為隆重。人們在這天晚上抬着城隍神像
出巡，儀仗顯赫，隊伍齊整，全城的官師
也參與其中。出巡的隊伍由西關出城，經
過北厲壇，再入東關。一路上鼓樂喧天，
燈火照衢，熱鬧非常，稱作「放鬼」。在
甘肅敦煌，還要在厲壇為鬼魂演戲。此俗
一直延至民國年間才廢除。
給孤魂燒紙錢、紙衣，都是這天晚上在

街口或野外焚燒，這樣可防止他們爭搶送
給祖先的衣物。在山東鄒平，民間在這天
都蒸一些小饅頭，傍晚拋撒到荒郊野外，

然後焚化紙錢。兒童們則喜歡爭搶這些祭
鬼的小饅頭，據說吃了這樣的饅頭可以健
康長壽。
10月1日還有一項重要的節俗活動，就
是祭牛王。
牛是我國最古老的牲畜之一，很早就被

用於農耕、運輸等行業。牠對人們的生產
和生活，都有很大貢獻。為了感謝牛對人
類的貢獻，過去許多地方都以10月1日為
「牛王誕辰」，也稱「牛王節」，在這一
天祭祀牛王。
祭牛王除了祭祀牛神外，更多的是對現

實中牛的優待，讓牛在這一天休息，不耕
作。還用糍粑餵牛，並將糍粑掛在牛角
上，以示慶祝。如果將牛借給別人，這一
天也要牽回家來犒勞牠。
在重慶長壽，10月1日這天，人們將糯

米蒸熟，再在石臼中搗成餅狀的糍粑，用
以餵牛。還將糍粑黏在牛角上，俗稱「餉
牛王」。據說如不這樣做，牛會傷心落
淚。在四川三台、湖北孝感等地，農民則
用糯米糕餵牛、黏牛角，還要將牛牽至水
邊，讓牠臨水照影，俗謂「接牛角」。據
說牛見到角上有糯米糕就會高興，來年幹
活會更勤快。否則，牠就會悲鳴狂跳。在
廣東曲江，這一天要給牛解開韁繩，讓牛
在田野上自由自在地玩耍，俗稱「放
閒」。
除了祭祀牛神，有些地方還有祭祀其他

神的風俗。如湖北京山等地，10月1日這
天蒸米糕祭祀土神，感謝衪賜予的五穀豐
收；陝西部分地區則有祭祀青苗神的習
俗，祈求青苗神祐護麥苗安全越冬，來年
獲得豐收……民間在這天祭祀的神靈還有
很多。但不管祭什麼神，其中都投射着農
民們知恩圖報的思想，也寄託着他們盼望
莊稼豐收、生活美好的真誠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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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雙鈎填廓」學書
法。 作者供圖

●「血癌專家」仁醫梁憲孫教授稱資
料庫締造了不少動人故事！作者供圖

●「中國航天之父」
錢學森。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