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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會堂翰墨飄香，二十位香
港女中國書畫家協會會員的百多幅作
品呈現着當代香港女性藝術家的創作
多元視角和蓬勃活力。展出作品多為
嶺南畫風，洪姐和燕燕的傳統筆法在
展場中顯得比較突出。

洪姐一個月前就為這次展覽開始
忙乎，這次帶着她的六幅山水作品參
展。洪姐喜愛中國傳統繪畫，對畫的
感悟力很好，她正式學習畫畫時間並
不長，六十五歲放下生意後才開始專
門學習繪畫，為此，五年前她還跑到
杭州整整一年參加專業學習，她說班
裏自己年齡最大，基礎最差，剛開始
都不知如何下手，其實香港的很多朋
友也很擔心她學不下去，一年下來，
她的繪畫作品讓她的老師和朋友們刮
目相看。洪姐對中國傳統繪畫很着
迷，她聽說香港故宮博物院特別展廳
每個月的書畫展品都不同，就連續三
個月都去看，不錯過任何一次學習的
機會。

燕燕帶着她的行草隸篆楷五幅作
品參展，她的書法細膩但又剛勁有
力。燕燕算是新香港人，在內地從小
學習書法，還在南京和北京接受過專
業學習，功底很扎實，她的行書和大

篆多有鏗鏘之感。燕燕不僅自己喜愛
書法，還在香港社區開了一個書法
班，一批喜愛書法的成年人跟着她學
習書法。她說，書法練習雖然單調，
寫進去就會感受到傳統文化帶來的快
樂。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中國
畫課程導師吳樵六是香港女中國書畫
家協會的創會顧問，這次帶着他的多
名學生參展。他說現在香港學習中國
傳統繪畫的人很多，學校的教學都是
傳統筆法，基礎夯實，畫風就會有特
點，他教授的課程學生超過百分之八
十是香港市民。吳老師擅長工筆花
鳥，這也是女性畫家特別喜愛的繪畫
題材。

香港的女性書畫愛好者雖然很多
都不是科班出身，她們的創作中融入
了細膩多思的女性情感，花鳥草蟲，
山水屋舍，在女性畫家的筆下呈現出
獨特的美感。

《醒世姻緣傳》將夫妻情諧稱為
世間最大的樂事，當然也是最大的難
事。君臣之間，若皇帝如桀紂，大不
了不去做官；父子之間，就算長輩如
瞽叟般凌虐，好歹晚上還有逃躲的時
候；兄弟、朋友、親戚，亦可分家、
割席、絕交；唯獨若夫妻不睦，清官
難斷，日夜無休，零敲碎割，直如十
八層地獄刀山劍樹一般。

筆者大膽假設：施耐庵有一個仇
人姓潘，而有一位恩人或者好友姓
何。不然，為何整部《水滸傳》，最
惡毒的兩個婦人都姓潘？而最稱職的
兩位賢內助，則都是何家人？

《水滸傳》關於 「娘子」 「渾
家」 的情節並不多。三位女好漢顧大
嫂、孫二娘、扈三娘，前兩位雌威如
虎； 「一丈青」 與王英屬於強行包辦
婚姻，讓人倍感同情。反倒另一位出
場較晚的琼英與張清，真正的俊男靚

女、才貌雙全。只不過這些人高入雲
端，缺少煙火氣。而市井女子，着墨
最多的卻是或淫蕩，或惡毒，如潘金
蓮、潘巧雲、閻婆惜、盧俊義妻賈
氏，如清風寨劉高妻、蔣門神妻、張
都監妻。林沖娘子，是個柔弱的完美
受害者。

兩位賢內助便顯得格外不凡。一
是濟州緝捕使臣何濤之妻，二是陽谷
縣仵作何九之妻。何濤因上司責罰，
心情煩悶，對兄弟何清冷言相向，而
何妻 「是個乖覺的人」 ，將何清拉到
廚房殷勤招待，緩緩套出話頭，獲得
了生辰綱的重大線索。可惜何濤沒有
主角光環，緝捕失敗，還被割掉了雙
耳。

何九之妻更勝一籌。潘金蓮毒死
武大，西門慶軟硬兼施，收買何九掩
蓋真相。老婆為他出主意，先收了銀
子，別傷了西門慶臉面；但同時暗中
留下武大的兩塊骨殖，萬一武松尋仇
調查，便有了退路。本來，何九得罪
其中任何一方，都小命難保。卻因妻
子賢惠，化解了天大危機。

水滸第一賢妻 金 巴

秋日肌膚護理要點
雖然天氣仍是有點酷熱，但濕

度早前曾經下降至五十度以下。在
此乾燥的天氣中，皮膚的轉變，尤
其是臉部肌膚，明顯會隨着濕度下
降而變得有點繃緊。

在此轉季時刻，那種熱度又不
同於炎夏的濕熱天氣，而是乾燥中
帶點悶熱，檢視臉部肌膚的保養，
若一向有使用修護的程序，此時可
加入具有保濕功能的護理來加強水
潤透亮感，目前不少的潤膚露，產
品配方都會更全面優化膚質，提供
修護外還加入了保濕成分。

在不同季節按時調整日常的護
理肌膚工作，不僅對保護方面可以
有更適當的效果，而且也不會讓護
膚品浪費。因為不同配方的產品，
在某程度上應要配合季節來更換使
用，讓產品能夠發揮完美的效果，
加上天氣變化會影響皮膚狀況，所
以若簡單用一支護膚乳，未必可全
面提供肌膚所需，而一些滋潤成分
較重的護膚品，事實上應只宜在秋
冬的天氣才使用。

有需要亮白肌膚的女士，在選
擇產品的時候，要注意不同的亮白

肌膚產品，成分中有普通一般助膚
色回復透亮光澤，亦有具專利配
方、亮白成分較重的產品，不一樣
的配方會令到皮膚產生不同的反
應。希望在秋冬擁有亮白細緻的肌
膚，同時還要留意膚質適應的問
題。

不妨現在就開始加強在護膚上
的事項，首先清潔的步驟很重要，
每周一至兩次用潔面專用面膜或潔
面液輕按打圈，再用溫水清洗乾
淨，你會發覺臉上呈現柔潤的光
澤，此刻再搽上護膚膏，即時會把

膚色暗啞問題減輕。切記不要經常
把剩餘的美妝品用在臉上，平日只
需用普通的潔面乳清潔，加上柔膚
水完成潔面程序，護膚要持之以
恆，才會見到成效。

柔指翰墨

一周前，一位兩年不見的香港朋友
興奮地告訴我，她在國慶期間可以到深
圳跟我相約吃飯了。因為到深圳灣口岸
健康驛站的名額十分難搶，她採取了一
條 「曲線救國」 的策略，花二千元找
「黃牛」 買了一張金巴票。有了金巴票
就意味着擁有一張到珠海酒店隔離的通
行證，由於太過 「金貴」 ，她有點擔心
這張票的真偽，前天她終於順利地乘上
了開往珠海的金巴，假票危險解除。一
時高興，在朋友圈發了兩張金巴車上拍
攝的港珠澳大橋照片。

珠海金巴是港珠澳大橋穿梭巴士，
有着金燦燦的帥氣外形，故稱 「金
巴」 。金巴內部設施非常人性化，有輪
椅位，充電位和全車扶手，特別是車上
的安全監控系統，通過人臉識別會判斷

司機是否疲勞駕駛或是否專注，高科技
給乘車安全做了保證。

金巴起初設定的營業時間是二十四
小時全天候，票價也僅僅六十多港元。
一場疫情改變了金巴的命運和地位。伴
隨疫情的變化，金巴的運營時間一再調
整，短期內回不到隨時買票隨時上車的
境況，金巴還曾經因疫情特別嚴重而停
運過。一張金巴票等同於一次回內地的
機會，令金巴票的身價在 「黃牛」 市場
水漲船高，最高時翻了十幾倍。以 「珠

海金巴」 為關鍵詞去網上搜索，前幾頁
都是金巴搶票攻略。如今金巴票每周二
放票一次，有人總結出來的一套搶票秘
笈讓人瞠目：從使用什麼輸入法快、測
試網速、選周幾的票命中率高、提前錄
入證件信息到提前設鬧鐘提醒，下手時
間精確到秒……總之，能搶到金巴票的
人都是幸運兒。

看到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一則新
聞報道： 「港珠澳大橋巴士加班，喜迎
五一黃金客」 ，那年的 「五一」 假期，
每天穿梭在港珠澳大橋的巴士多達六百
班。內地國慶長假馬上要到了，金巴票
依然一票難求，但是港珠澳大橋上的車
輛比起三年前的 「五一」 終究是冷清了
太多。期盼疫情盡快過去，再現金巴車
水馬龍盛況。

在華夏大地上，有這樣的五棵古
樹，它們經歷五千年的風吹雨打，見證
了五千年的滄海桑田，它們一直生長在
原地，成為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活的生
物化石。據今年九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國
古樹名木資源普查的結果，內地古樹名
木共計五百八十九萬株，其中樹齡在一
千年以上的古樹有一萬零七百四十五
株，五千年以上的古樹有五株。

雖然在公開的普查結果中，並未公
布五株樹齡五千年的古樹所在位置和所
屬樹種，但碩果僅存的這五株古樹，還
是引發人們很多遐思。

首先，這五株古樹定非名貴珍稀的
樹種，自古以來，直木先伐，名木大多
難逃被尋找、被砍伐的命運；這五株古
樹一定是粗生粗養、適應性強、耐病耐

腐的尋常樹木，獨木不成林，獨木難
支，它們只有大隱隱於林，默默地迎接
雨露陽光，熬過酷暑嚴寒，五千年來，
才能 「獨善其身」 。

從第二次全國古樹名木資源的普查
結果來看，古樹名木之中數量最多的樹
種，包括樟樹、柏樹、銀杏、松樹、國
槐等，無一例外都是材質堅硬，耐寒耐
暑。如樟樹具獨特的香味可防蟲；松柏
耐寒，適應性強；銀杏耐旱喜陽，根系
發達。

其次，這五株古樹定非生長在繁華
鬧市，自然災害、無情戰火、朝代興亡
等，往往殃及池魚，累及草木；這五株
古樹長得未必高大俊秀，否則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它們只有生長在人跡罕
至之地，默默地傾聽山風鳥語，遠離世
事紛爭，五千年來，才能 「遺世而獨
立」 。

從第二次全國古樹名木資源的普查
結果來看，古樹名木資源最豐富的省份
是雲南，超過一百萬株，陝西、河南、
河北次之，超過五十萬株。這四大省擁
有這麼多古樹名木，說明具備了適宜古
樹名木生長的土壤、氣候和其他條件。
如無意外，這五株樹齡五千年的古樹或
生長於此區間，尤其是有 「植物王國」
美譽的雲南。

忘了多久沒進戲院看港產電影，總
覺得現在戲票不便宜，而且網絡上已有
數不盡的合法電影片源，故此若非大製
作或有我的偶像班尼迪甘巴貝治演出的
電影，實在難以讓我動心，願意花金錢
和時間專程前往捧場。

月初數名好友建議相約去看黃子華
主演的港產電影《飯戲攻心》，一來她
們看過宣傳短片，覺得惹笑吸引；二來
也想藉此支持港產電影票房；三來可以
安排一個輕鬆的節目，讓近來心情不大
好的我出外散散心（雖然沒明言，但我
明白她們的心意）。萬料不到，那電影
竟然有本事讓我從頭笑到底，而且內容
挺有意思，既集合了親情、愛情、夢想
與現實的矛盾、如何面對人生中的遺憾

等元素，演員黃子華、王菀之、陳湛文
及 「大馬女神」 林明禎等也確是搞笑能
手，調子看似胡鬧，劇本卻蘊藏深意，
像港人愛吃的火鍋，表面是肉類、海鮮
與蔬菜的大雜燴，但在燒開的湯底中共
冶一爐，竟能成為美味豐富又能讓人大
快朵頤的一餐。

故事內容不詳述了，留待讀者自行
欣賞，不過很想談談電影中一個很重要
的場景：家人齊齊整整一起吃晚飯。主
角非常重視住在同一屋簷下的三兄弟無

論多忙碌，也要抽空帶同各自的女友回
家吃 「住家飯」 。尋常的日子、大時大
節、有特別事情宣布或商討，甚至誤會
紛爭，也在進餐時解決。一家人會在吃
飯時談笑聊天、彼此鼓勵、互相挖苦，
也曾在晚餐時大打出手，但最後都在用
膳時冰釋前嫌，團圓結局。這樣的構
思，無疑在疫情中很容易引起本地觀眾
的共鳴，畢竟人人都知道，現在能與家
人健康平安地聚首吃一頓家常便飯，已
非必然可得的幸福，就算進餐過程不如
電影情節般惹笑精彩，也值得感恩。看
完電影，我在笑聲中抒發過內心的愁
緒，還想到日後要更珍惜與家人圍坐吃
飯的機會，真心覺得那次觀影已值回票
價，甚至有超出預期的收穫。

《飯戲攻心》

樹齡五千年

在中國，如果說海鮮的迎賓廳是大
連，那後花園，可要數寧波。前者帶着東
三省獨一無二的渾厚粗獷，讓渤海灣的
「美」 和 「肥」 一覽無餘；而後者，就像

在同個地圖上另開闢出的一條路，不設高
架橋，全是小棧道。我的寧波朋友曾說
過，她家鄉的海味，吃的是細緻，別人打
開貝的殼，恨不得摳出珍珠，他們則炒出
一盤盤海瓜子，磕得不眠不休，別人吃龍
蝦的豪爽，他們獨愛小龍蝦的精粹，即便
在開漁最豐收的時候，也頂着 「小海鮮」

的名號，心旌飄搖。
守着甬江奔流而過，寧波海鮮也有個別名，叫甬

式海鮮。甬式海鮮生熟皆有，當季的蟶子體厚肉嫩，
光是一圈圈紅辣椒就能想像到後廚熱火朝天的樣子，
熗炒放大了海味所有的抱負，也把寧波菜的精髓：鹹
鮮，詮釋得恰到好處。梭子蟹雖然身價不高，難得是
最好的季節練出了驚艷的身段，肉多到要破殼而出，
除了這裏，再沒有第二份能如此踏實真摯。當場撈出
的蟹子不用任何點綴，光清蒸就已經是天花板，一條
條蟹肉嫩到人詞窮，原汁原味的海浪啊，一波一波打
在食客們的心坎上。

甬式小海鮮樣多、便宜，還好吃，如果到菜市場
走一圈，生醃熟醉能搞到人眼花繚亂，報個菜名就看
出誰是門外漢。經典的醉螺滿身酒香亮閃閃，肥厚通
透，連一粒泥筋都不帶，吃到嘴裏脆而不韌，鮮而不
鹹，甜甜的螺肉滑嫩得如同被施了魔法，不怪當地人
家家都要備一罐，沒胃口的時候來兩勺，立刻滿血復
活。還有各種叫不出名字的 「兄弟姐妹」 ，如果買回
家自己做，葱油一淋就出鍋，記住這個萬能公式，練
熟了大概也能張羅一桌家宴，當然，看的不是做法，
是食材本身爭氣，個個都是噴香的 「尤物」 ，入口玄
妙，不可勝言。

甬
式
海
鮮

何文田巴富街塌樹事件，使我記起了香
港的鳳凰木，它是我最喜歡的香港樹木。因
為在它開花時，如果沒遮擋，幾里外也可看
到那一叢叢的火紅。

鳳凰木原產地是非洲馬達加斯加，據說
是葡萄牙人首先將它移植來澳門，種在白鴿
巢公園後的鳳凰山，因此得名。如今鳳凰山
已難見鳳凰木，倒是其他公園較常見。

另一個鳳凰木得名的說法是它的葉如飛
凰之羽，而花若飛鳳之冠。盛開時一樹艷火
焚盡，來年重生新綠，恰似鳳凰涅槃。

鳳凰木極具觀賞價值，因此它是馬達加
斯加國樹，是中國廈門、汕頭、湛江和台南
的市花，廈門大學、汕頭大學的校花。

鳳凰木又叫影樹，因為它樹冠覆蓋面廣

闊，卻又疏氣，樹下設茶座或牌桌都是夏日
消暑佳處。只是落葉時細小的葉片清理不
易。

想不到現在香港鳳凰木數目過萬株，很
快會有一個全港範圍的檢查，希望絕大多數
都健康，餘下有問題的能獲得醫治和扶持。

鳳凰木，香港花朵顏色最鮮明的樹，夏
日最好的遮陰樹，祝它今後綠蔭遍地，火紅
處處。

鳳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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