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透過中醫藥說好中國故事

以手寫心
書法家畫家寫字畫
畫，都是「以手寫
心」。寫心中之意，

心中所想。尤其是畫家，沒有書法
的漢字規範，可隨心所欲，表現自
己的內心世界，或具象，以形寫
神，或抽象，以意作形。
王冕畫梅，示意自己的梅花不爭
春，「只留清氣滿乾坤」；徐渭畫
葡萄，哀嘆生活艱辛，「筆底明珠
無處買」；金農畫茅亭，題「風來
四面臥當中」，寓意廣納八方，這
些都是古人以手寫心的典型，表現
的都是他們的內心世界。
同一般的世間景物，不同際遇和
心境的人便有不同的感受。「秋叢
繞社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
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
花。」這是大詩人元稹對菊喜愛的
寫照，那菊花有大的、小的、黃
的、白的、紫的。這裏一朵，那裏
一簇，散清香，處身其中，心中
的雜念頓時一掃而光，寧靜和喜悅
令人心曠神怡。花下，有蜂兒勞
作，有蝶兒嬉戲。小草大都開始變
黃，有的仍夾雜翠色。一抹黃，
一抹綠給大地穿上了暖和的秋裝。
要是元稹寫畫，定是姹紫嫣紅，色
彩燦爛。「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勝春朝。」這一句也是跟千古

文人們唱反調的論斷，傷春悲秋是
人的自然情緒，秋天百花凋殘，引
人傷悲，秋天無邊落木，使人哀
嘆。在中國的文人傳統裏，悲秋言
論也是正常的思想感情表達方式，
更何況，劉禹錫正當貶謫，該當是
一片傷心難排遣的，但他偏說，秋
天要比春天好得多！他際遇不好心
態好，估計他畫出來的秋景，也是
赤橙黃綠青藍紫，繽紛多姿。
自從我開始畫水墨畫，我便思考

一個問題：如何我手寫我心？若學
古人，古人認為人生不如意事十之
八九，故人生是苦的。而我們活在
新世代，眼處都有陽光雨露，生
機勃勃，多姿多彩，所以總覺人生
快樂多，我的畫應表陽光雨露，給
人帶來正能量。
色彩的運用，表現陽光雨露能發

揮最大的效用。文徵明《衡山論畫山
水》中說：「余聞上古之畫，全尚設
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綠；中古始
變淺絳、水墨雜出。故上古之畫盡
於神，中古之畫入於逸，均之各有至
理，未可以優劣論也。」說明中國畫
水墨和色彩的運用都是同等重要
的。我運用油畫色彩理論入水墨
畫，冷暖兩用，色墨兼之，畫面頗
有陽光明媚之感，自覺心情大悅。
如此，便是我的「以手寫心」。

澳洲的醫療體系一
直以西醫西藥為主
流，而看中醫、吃中
藥，絕大部分是當地

的華人。不過在2005年，北京同仁
堂在澳洲開設第一間分店後，對當
地的中醫藥業帶來了很大的改變！
他們首先在悉尼開設第一家旗艦
店，隨後陸續在澳洲的不同城市設
立分店。
而在墨爾本就有兩間分店，在

拍攝電視特輯《一帶一路醫藥
行》的時候，我們特別前往其中
一間設於唐人街的分店，訪問了該
店的陳淑馨店長，陳店長從香港移
民至澳洲已有廿多年，對中醫藥業
在當地的發展甚為了解，她說：
「這裏有很大的需求，許多華人，
尤其是中國過來的，看西醫有點困
難，而他們又很相信中醫，所以華
人的診治就比較多。但是，現在外
國人也很喜歡試試中草藥，他們會
覺得，為何這樣神奇呢？因為有療
效，所以愈來愈多外國人
到我們的藥店。」
為方便照顧當地人，陳

店長補充說：「在澳洲的
中醫師必須要有一定的英
文程度，有些中醫師從中
國過來澳洲，英文程度未
必那麽好，所以我們未必
能聘請他們，因此好的中
醫師的確不容易找，但我
們也盡量在澳洲找。」現
時每間店都有中醫師和針

灸師，實行本地化管理，經營模式
上也講究「因地制宜」，完全根據
當地人的體質和飲食習慣，做針對
性的治療及配藥。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和奮鬥，同仁

堂在澳洲的就醫人數已經累計超過
30萬人次。他們不但得到當地華人
的好評，澳洲人也對中醫愈來愈信
賴，我們在藥店拍攝當日，就看到
不少澳洲人前來買藥和看病——其
中患有腎病的Liz及皮膚有問題的
Jessica，兩位澳洲女士皆分別在店
內接受了針灸、拔罐和服用中草藥
的治療，病情好轉，她們對中醫學
嘖嘖稱奇外，更十分感謝細心的中
醫師和針灸師。
這家百年老字號也經常舉行會議

和展覽等活動，讓當地人更了解中
醫藥文化。2008年，他們更獲得澳
洲政府授予「海外華人最信賴品
牌」的榮譽。憑藉多年的努力和奮
鬥，北京同仁堂以「身體力行」，
真正說好了我們的中國故事！

走在「香港長者協會」榮
譽會長麥漢楷（麥Sir）身
邊，內心總是必恭必敬，因
為這位長者領袖、快樂高人

經歷了各種人生考驗而贏得了各方的尊重
與殊榮，其中包括「英女王榮譽勳章」、
「香港特區政府榮譽勳章」、傑出義工
獎、愛心獎、中山特別貢獻獎、國父孫中
山榮譽教育星章、國際機構社會企業研究
院院士，去年更榮獲《今日華人》雜誌選
為2022年傑出人物，實至名歸。
麥Sir風趣幽默，常常笑言留鬚有數，

「10多年前，和小湛姐（林小湛）出席
『長者魅力大賽』，我由衷讚揚長者魅力
非凡，健身、唱歌、跳舞樣樣出眾，我不
及他們，小湛姐即提議我留鬚應該好看，
兩個月後總決賽讓大家再給意見吧，結果
兩個月後人人讚好，連紫微大師招懿芳師
傅也指留鬚令我名氣更大，自此真的處處
被途人要求合照。」
至今天唐裝白鬚笑臉已成麥Sir的標誌，

原來他本來是一個沒有自信的小男孩，
「我3歲喪父，他糖尿病10多年，由小康
之家淪落到連屋契也賣掉，但當他走後兩
個月，有人將屋契拿回來，並囑咐家中的
工人不要告知他是誰人，至今我也不知恩
公是誰，很感謝他，否則我們要流落街
頭……這就是中國人的忠愛仁厚，他這種
樂善好施的精神一直影響我。母親本來
十指不沾陽春水，為了養活5個孩子也要
上山斬柴、去流浮山開
蠔，非常辛苦。我8歲才
有機會讀書，成績一
般，內心自卑又自閉，直
至初中認識了天主教，跟
神父參加了『單車送暖到
窮鄉』，見有人比自己更
貧窮更不聰明，人生觀大
大改變。」
麥Sir是個苦學生，為

了爭取讀大學，他與政府
簽了7年合約，為了家計

和生活費一天做4份補習，他在去每個學
生家的途中，在電車上溫習，這段事跡在
電車100周年紀念有報道。麥Sir中文大學畢
業，後來也成為了西貢崇真中學的麥老師和
副校長，「校監神父一直強調學生的校內
知識重要，如果早點見到社會更好。1974
年政府發展郊野公園，需要醫療輔助隊的
急救服務，校方創立了西貢分隊，及後越南
難民到港，西貢軍營變成收容所，學生們
就要去那裏做服務，甚至接生。」
西貢崇真中學的優美環境令人回味，但

對於麥Sir而言是一段甜蜜而難忘的回憶，
「我和太太是同事，我們一起走那段路28
年，1997年太太突然病逝，我好難過，一
年後也辭職了，我非常感激太太為我各方
面的付出。最難忘那一次，我在教堂舉辦
一個活動，我請她一定不要遲到，結果她
遲到了5分鐘，我不高興，後來太太問我為
何不問什麼原因，她解釋因為知道我好緊
張這個活動，她從不化妝又想扮靚一啲，
雞手鴨腳遲到了5分鐘……我明白了，我
只站在守時的立場，她教曉我要多從對方
的角度和心態去思想。真的，我有很多貴
人，退休後不久即遇上了很多不同義務工作
的領軍人物，其中包括香港長者協會的前
主席，後來我也當了他們的主席25年。」
麥Sir是我們的典範、長者的領袖，他到

底如何在跌宕的人生中成為今天的快樂高
人？現送上麥Sir的墨寶詩句，大家齊來做
個長者快樂人！恭喜恭喜！

今年新春，由年三十晚到年初八，幾乎
每天都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軟件的群
組，看到大量設計繽紛，俗稱「長輩
圖」的祝賀圖片；可見大家都很接受用

現成的長輩圖來傳情達意，反而自己親自撰寫祝賀語
句的，就變成非主流。
長輩圖雖然網上橫飛，但如果仔細欣賞，其實也頗
具創意。例如今年新春假期，致賀辭每天都有特別的主
題。年三十晚是闔家團年，年初一是祝賀新歲，年初二
是開年大吉，年初三雖是傳統的「赤口」不宜拜年，但
也收到頗多迎春接福的長輩圖。年初四是接灶神，然後
到年初五就接財神，在年初六是「六六大順」的祝賀，
年初七「人日」則是祝大家生日快樂的為主。
今年新歲是癸卯兔年，因此，長輩圖的圖形內容，除

了傳統的年畫、財神等，還有用兔為主題的設計，除了
例牌的喜氣洋洋外，更多是造型可愛、畫工精細，因而
深受網民歡迎；一幅可愛的兔主題長輩圖，往往被轉發
多次，在不同的群組都收到。
相信因為懶惰，文公子頗喜轉發長輩圖，但由於本
身從事廣告公關傳訊工作，因此在選長輩圖時，通常
會揀選內容或設計上，比較有品味和具特色者，而且
習慣「一稿多投」，即在不同群組都發出同一版本。
然而，在轉發長輩圖時，文公子認為其實有一個應留
意的「禮儀」，就是不應在同一群組內，轉發群內已
有人曾發出過的版本，造成「撞圖」的尷尬；如果在
向個人轉發時，還將「撞圖」轉發回原發者，更應避
免。
長輩圖除了圖形設計要美觀和有品味外，也應留意祝

賀句的內容。今年由於是兔年，所以在創作上，也少不
免用「兔」字入文造句。除了傳統的「兔年大吉」、
「兔年行大運」、「兔年進步」、「動若脫兔」之類的
祝賀辭外，不少長輩圖都以「食字」的方式，將「兔」
字套到祝賀語內，造成語帶雙關的效果。
今年收到比較有創意的例子，有「不落俗兔」（不落

俗套）、「前兔似錦」（前途似錦）、「錢兔無限」
（錢途無限）、「大展宏兔」（大展宏圖）、「鴻兔大
展」（鴻圖大展）、「兔花朵朵」（桃花朵朵）、「兔
飛猛進」（突飛猛進）、「兔滿長肥」（肚滿腸肥）、
「奮發兔強」（奮發圖強）、「勵精兔治」（勵精圖
治）、「兔破自我」（突破自我）……等，都是藉諧音
「食字」的佳作。文公子也藉此再恭祝大家：「虎盡金
來，兔氣揚眉」！

長輩圖的創意

我很喜歡食物，我
很喜歡吃東西，之前
我在直播的空間上也

是做吃播，但是這個也不能滿足
我，4個月前我有一個機會認識到
一位大廚，他告訴我有很多人很喜
歡投資成為餐廳股東，但是他們不
知道自己需要學習一些廚房的知
識，以為有錢便能可以開餐廳，這
個是大大的錯誤，所以若果需要投
入飲食界，便要懂得與廚房的大廚
成為朋友，令他也有興趣成為你的
股東，這才是一個比較穩陣的做
法。
自從他告訴了我這件事之後，我
也絕對認同，尤其是我眼看娛樂圈
有很多朋友很喜歡投資開餐廳，但
是很快便面臨破產，因為他們的股
東裏面沒有一位是做廚房的，所以
在4個月前我便和這位大廚合作，
做紅褲子重新入行，進入飲食界學
習最基本的知識，希望往後日子能
夠有機會在飲食界開一條新的跑
道。
其實這個也是我的願望，很希望
自己能夠開拓一門新的事業，但是
自己是在娛樂圈發展，並無其他特
別的工作經驗，所以很難成為一位
走進商業國度的人士，但是這次因
為認識這位大廚，令我有機會跟他
學習。起初便是跟他學習基本的廚
房溝通，之後便是學習將我自己知
的網上 Marketing 放到餐館上推

廣，我將自己這幾年學習的剪片互
聯網文化推廣SEM等等的技能放在
這餐館上，從一位打工仔成為一位
有職位的員工，目的只有一個，就
是希望未來自己能夠成為餐飲業的
一分子。
老實說我現在只做了4個月，也

不是認識很多，但是開心的便是這
位大廚很用心地教我，亦因為這
樣，我們創作了一些新的概念，他
也將他的經驗以及他的願望放在這
個概念上面，也有機會同另外一些
大廚合作，希望這個新的概念就是
我的新的開始，所以在這裏我特別
感謝大廚Stephen，他給了一個我
能夠參與紅褲子的經驗，另一位便
是大廚Jacques，透過他們兩人合作
我更加能夠有機會在這個餐飲業學
習展現我另外一面，當然未知道成
功與否，但是能夠在人到中年時，
有人肯給予你機會和學習，去改變
航道，這絕對是個非常值得珍惜的
機會！因為相信大家也知道，我經
常覺得娛樂圈發展並不是你的能
力，最重要的是你的運氣，能力我
仍然在學習中，但是運氣不是我本
人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不能夠坐以
待斃，一定要搵多一條出路，令到
自己能夠重新出發。
希望所有朋友能夠感受到我的信

心，保障自己最好一半做娛樂圈一
半做餐飲業，這便是2023年我的願
望了。

愛上食物不如入行

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葉
子，那麼人也是這樣的。每個人
一出生來到這個世界上，哪怕是

雙胞胎也會有不一樣的性格特點，長大後也會
有不同的長處和短處。今天就這個問題來談
談，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自己，又該如何對待別
人的不足。
曾經有位作家說，在人生裏每一個人都有其
獨特非凡的素質，有的香盛，有的色濃，很少
很少能兼具美麗而芳香的。這句話說得很有共
鳴，有一段時間聽到大家所說的容顏焦慮，一
看這個詞就覺得不太對勁，對於樣貌，怎麼會
產生焦慮？難道說樣貌的審美是有一條公式的
嗎？若是審美有固定公式，那又談何成為美？
我比較認同「相由心生」，一個人內心過得富
足快樂，那麼他的容顏也會變得平靜，而不在
乎自己長得怎麼樣。

同樣，也有人因為自己的所謂人生成敗而焦
慮，創業中的人在冒風險，有時虧錢了就會
認為自己很失敗，還不如像別人那樣，按部就
班、好好打工上班至少不用冒那麼多的風險。
而那些上班族，也會認為創業者敢於拚搏，會
創造無限可能。如此一對比，就覺得自己的人
生失敗，其實無論是創業者還是上班族，都不
必要拿自己的生活跟別人對比，尤其是年輕的
創業朋友們，應該堅定自己心中的想法，而不
要總是拿自己的短處跟別人的長處相比，這樣
只會傷害自己而已。
既然每個人都會有他獨特的魅力，那麼我們

也應該理性看待別人的短處。在生活中，有些
人很喜歡說別人的壞話，拿別人的痛處來作為
自己茶餘飯後快樂的話題，這不僅是不道德也
是非常愚蠢的，一個有悟性的人，一定是能夠
善於從別人身上看到別人的魅力，而不只是總

挑別人的短處。想一想，當你對別人的缺點高
談闊論時，有否想過自己也有很多不足，也因
為別人對你的包容而不被顯露出來而已。特別
是在創業競爭中，有些朋友每當戰勝了一些對
手，認為自己把別人比下去了，心裏抱一些
不理性的輕視。這真的沒有必要，不管是創業
還是人生路，都應該是愈走愈寬而不是愈走愈
狹小。我們應該明白，每個人身上都有值得學
習的地方，哪怕暫時優於別人，也不要心存惡
念，愈是能夠包容就愈能夠達到更高的人生境
界。
每個人都有獨特魅力，世界正因為不同而精

彩。我們是世界中的獨立個體，為此應該活得
自信，同時別人乃至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在豐
富我們的人生，他們身上都有我們所沒有
的魅力，所以也應要尊敬別人。只有把自己和
別人的位置處理好，才能活得更加精彩。

每個人都有獨特魅力

一條幸運的鯉魚
朋友是位美術教師，工作之餘酷愛

釣魚。以往進城區辦事，我習慣走他
家門前那條近道，然而最近我卻寧可
繞道而行，生怕碰上他時難免會尷
尬，擔心他會提及送我的魚味道如
何，那時真不知要如何回答他。萬一

遇上他詢問，我也只能違心地回答：「不
錯，味道很鮮美。」如此也許能敷衍過去。
因為我把他送的那條大鯉魚放生了，那是我
計劃用來宴請客人的食材。
那年7月，我新房裝修好，並準備國慶期
間喬遷入住。按本地風俗第一個春節得在新
居過年，還要請親友熱鬧一番，遂準備兩桌
農家菜。春節前夕，姐姐送來兩隻黃兔，妹
妹送來土雞土鴨，我還買了幾十斤土豬肉，
加上朋友送的土雞蛋和蔬菜，請兩桌客人所
需的食材已綽綽有餘。按老家規矩請客要雞
鴨魚肉，這下唯獨缺魚了。我突然想起那位
愛釣魚的朋友，或許他能指點我上哪兒弄兩
條野生魚。
除夕那天，當我打電話詢問朋友時，他說

現在恐怕太遲了，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他
隨即反問我要幾多條，我說兩條就行。他很
爽快地回說︰「那我送你兩條，方便時上我
家去取。」那段時間我常從他家門前路過，
由於年底各忙各的，一晃時間便過20多天。
春節過後，我已經宴請完畢，也就漸漸忘了
那兩條魚。
大概一周前，在北京供職的一位畫家回蓮

探親，他上我家聊了一下午。朋友只慕畫家
的名而未曾與之謀過面，他曾託我向畫家請
教：他想到北京進修人物畫，最好能幫他推
薦一位老師。我想如果他們能面談定會更
好。於是提前致電他，可對方手機無人接
聽。等他回話時畫家已經走了。他解釋稱，
因午間手機調成靜音，沒接到電話。他話鋒
一轉，便問我怎麼不去取魚，都餓了快一個

月。當晚，我正好要進城區辦事，於是返回
時順便到他家坐坐。
見面後，沒來得及泡茶他便趕緊找網撈

魚，魚也彷彿得知有人要索命似的，成群結
隊躲到水池的石頭背後，讓他撈好久才撈上
一條。他將魚從網兜裏換搗騰出水泥地，那
條魚便強烈抗議似的在地上活蹦亂跳，將身
體重重地摔打在地板上，發出砰砰砰沉悶的
聲響，少許鮮血便從魚鰓裏往外冒。他讓我
找塑膠袋裝好，接又繼續撈魚，可撈了許
久也沒撈，魚都躲在石頭縫隙裏了。我說
一條就行，用不了那麼多。在我竭力勸阻下
他才作罷。他說你趕緊帶回家把牠KO了。
臨走前，他打開手機讓我看一張照片，那是
綠樹環繞下一個深藍色的水庫。他說那水庫
的水質特別好，魚肉特別鮮美。
我回家後趕緊將那頭身材苗條的鯉魚放

到水池中。見其頭分明是鯉魚，可腰身瘦如
鰱魚，且身上有新舊傷痕，我便不忍心下
手。我將水池水放滿，讓牠在那自在地游
弋，並將水龍頭調成滴漏狀，再蓋上瓷磚和
木板，防止牠從池中跳出。
第二天一早我還在睡覺，忽然聽到妻子

在廚房裏叫嚷。我聞聲衝到廚房時，她說，
魚跳出來了，你趕緊把牠捉回去。我看見那
條魚在走廊上跳，發出砰砰的撞擊聲，便
帶責備的口吻說，你就不能捉嗎。她彎腰將
魚逮住並放回水池。她看那條瘦瘦的鯉魚
說，還是將牠放生算了。我第一次聽妻子嘴
裏說出「放生」這個詞，有種悲憫之情被觸
動。我想，客已經請了，委實用不上這條
魚。妻子擔心我不同意放生，又強調說別人
家的鯉魚都是頭小身子大，哪有這種頭大身
子小的鯉魚。她不知那條魚餓了20多天。我
想也是，不如將牠放生了。
當晚，我躺在床上難以入睡，一直在想那

條魚到哪裏放生合適：社區旁邊的那條水渠

水太淺又髒；文川河水深，但水體污染嚴
重；老家的小溪水質好，但很多人電魚，不
幾天就會成為別人的盤中餐；放回水庫吧，
說不定又上了別人的魚鈎。心想如果放生不
成反成了殺生，那就是造孽。最終我還是決
定將牠送到石門湖。因為那裏是風景區，水
域寬廣水質優良，又是嚴禁釣魚區……
那天天朗氣清，我用大桶放水裝魚，由堂
弟開車載我到石門湖。雖說找了家裏最大的
桶，但對於那條大鯉魚，還是稍顯侷促，只
能委屈牠順桶內壁彎曲腰身。
石門湖景區松林密布，有雛雞的鳴叫從幽

谷中傳來。陽光下和煦的春風夾雜花香迎
面吹來。湖岸有青松拱護幽深的湖面，湖水
便宛若鋪的翡翠綠錦緞。湖水在指尖滑
過，猶如油脂般溫潤。一群歡快的小白條在
湖岸邊的石縫中閃動銀白的鱗光。牠們忽而
追逐嬉鬧，忽而又悠閒安靜地排序列隊，顯
得分外自由自在。不遠處有一群大鰱魚浮出
水面在慢悠悠朝我們游來，十分神閒氣定的
樣子。見水中的魚兒如此自由逍遙，想想那
些籠中鳥刀下魚是多麼的可憐而無奈，殺生
有時卻讓人於心不忍。我將魚倒進深藍的湖
水，鯉魚慢慢游到深水處，轉眼不見了。
我們在湖邊佇立良久，期待牠的現身，但

終於未見其蹤影，於是準備折返回城。上車
時我突然想起水桶還丟在湖邊，於是跑去取
回。
當我回到湖邊時，卻驚喜地發現那條鯉

魚浮游出水面，嘴巴一張一合的，似與我作
告別狀，然後掉頭慢慢向湖心游去。頓時我
如釋重負，既有身體上的放鬆，也有內心的
歡喜愉悅。心想：如此放生實在微不足道，
然而如能宣導素食，那才是最好的放生。這
時，我突然想起豐子愷先生，想起先生的那
本《護生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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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快樂高人」麥Sir常言見人家開心，自己便
開心！（右圖）麥Sir的墨寶，寫上他送給長者的十大建
議！ 作者供圖

「快樂高人」麥漢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