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一百周年

怎樣欣賞書法
前年去美國開了
兩場書畫展，一場
在紐約，一場在大

西洋城。在大西洋城的展覽來參
觀的都是西人，他們看不懂中
文，但也覺得書法有美感，只是
不知道怎麼形容。在紐約的展覽來
的都是華人，看得懂中文，但也只
識用兩個字形容，就是「好靚」。
書法是中國的國學，很多人喜
愛，但不太懂得欣賞，覺得好又
說不出個所以然，更不用說如何
評價了。
梁武帝蕭衍用「雲鶴遊天，群
鴻戲海」來形容三國時代鍾繇的
書法；乾隆皇帝則以「龍跳天
門，虎臥鳳閣」來作《王羲之行
穰帖》的跋語；大文豪蘇東坡用
「風檣陣馬，沉着痛快」來評價
米芾書法。古人比現代人重視書
法，故更懂欣賞和評價書法。
南朝書家王僧虔在《筆意贊》
中說：「書之妙道，神采為上，
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
人。」他所強調的是書法精妙之
處是以形寫神，形神兼備。
書法欣賞時，應首先統觀全
局，看整幅作品的神采，對作品

表現手法和藝術風格有一個大概
的印象。進而注意用筆、結字、
章法、墨韻等局部是否法意兼
備，生動活潑。局部欣賞完畢
後，再退立遠處統觀全局，校正
首次觀賞獲得的「大概印象」，
重新從理性的高度予以把握。注
意藝術表現手法與藝術風格是否
協調一致，作品何處精彩、何處
尚有不足，從宏觀和微觀充分地
進行賞析。
書有五體，要懂得欣賞篆書的

中和，行書的流暢，隸書的端
莊，草書的瀟灑，楷書的嚴謹。
中國人歷代推崇「書聖」王羲之
的書法，如果多點熟悉王羲之的
書法，心裏便有了個審美尺度，
大可以此標準去衡量其他人的書
法作品。
古人認為把書法和最高的道德

理想、審美理想相聯繫，就進入
了「道」。趙孟頫說︰「右軍人
品甚高，故書入神品。」顯然將
書法的好壞與書者的人品聯繫在
一起，因此，不會因為秦檜寫得
一手好字就欣賞，也不會讚賞大
漢奸汪精衛的書法。我們在欣賞書
法時也要知道中國這一審美準則。

嗇色園為一所非
牟利的宗教慈善團
體，創立於 1921
年，是香港著名的

黃大仙祠的管轄機構，園內尊崇
道、釋、儒三教，並以「普濟勸
善」為宗旨，廣推善行，辦理醫
療、教育及安老扶幼等事務。黃
大仙祠，終年香火鼎盛，慕道而
來的善信及中外遊客絡繹不絕，
每日平均訪園人數逾一萬人次。
今年適逢嗇色園成立一百周
年，我們一起合作拍攝了《園繫
香江百載情》電視特輯，由2月1
日開始，將於無綫電視的財經資
訊台，逢周一至周五晚上九時半
播映，為期兩個月，旨在推廣道
家的思想文化及「普濟勸善」的
精神。
據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李義輝
博士（義覺）道長告知，嗇色園
這三個字是神靈文昌帝君在扶乩
中降壇所賜，「嗇」就是吝嗇，
乃慳吝之意，更要珍惜，而
「色」可解作「所好之物」、
「有欲之類」。「嗇色」二字，
有愛精神、致虛靜、省思慮、寡
情欲的要義，包含導人悟道修真
的意思。我們要了解到，在宇宙
中，珍惜自己的人生，護佑萬事
萬物，而「園」就是
指一個地方。這三個
字深具意義。
而每當踏入嗇色園
黃大仙祠正門，一定
會見到寫着「第一洞
天」的山門，原來
「洞天」是指神仙修
煉和居住的仙境，
「三道門」寓意超出
「三界」（包括欲

界、色界、無色界），善信進入
山門意即跳出「三界」，進入神
仙境地。
道教是中國本土的宗教，崇尚

自然和諧，追求天人合一、修煉
得道成仙的境界。道家是中國哲
學史上的一個流派，二者之間又
有聯繫，道家思想的核心範疇
「道」為道教所繼承改造，道家
創始人老子被道教塑造為太上老
君，《道德經》和《莊子》既是
道家典籍，又成為道教的「真
經」。
故翻閱《道德經》，對嗇色園

三個字就更有領悟，例如——
第19章 ：「見素抱樸，少私

寡慾」——保持本質淳樸無華，
減少私心貪慾。
第46章：「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
足矣。」——最大的禍患是不知
足，最大的過失是想要得到的慾
望。知足的人，永遠是滿足的。
第67章：「我有三寶，持而保

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我有三樣法
寶，掌握並保持它：第一是仁
慈，第二是儉嗇，第三是不敢在
天下爭先。
……共勉之。

1月4月大眾嫲嫲李香琴
（琴姐）安詳地辭世了，今
天舉殯……琴姐14歲入行，
至今年足足74年，2010年琴

姐拍《公主駕到》暈倒入院，淡出演藝
界，2012年琴姐精神還是不錯，她在家中
接受《舊日的足跡》錄音訪問話當年……
琴姐好人緣，在圈中有多名契仔契女︰

「大公仔關菊英是我第一個契女，當年我
們拍《親情》、《網中人》，劇中我是她
的契媽，就在宣傳的時候，宣傳主任突然
在記者面前要她斟杯茶叫我契媽，從此我
們真的上契了。戚美珍的緣分由拍《林
沖》開始，我飾演她的保母，到現在，她
和老公苗僑偉同樣很親切地叫我媽媽，最
近我拍那個朱古力的廣告，阿戚晨早為全
組工作人員買來很多點心，並且陪到收
工，好難得！」
「其實，我一直都不大喜歡契男仔，怕

男仔大情大性，但，當年拍《當代男兒》
和萬梓良、呂良偉合作，就在慶功宴上，
差不多宴會完成，萬梓良忽然在眾人面前
跪下，說要認我做契媽，當時在眾人面
前，若不應承他會很難下台的，於是我答
應了，哈，原來呂良
偉吃醋了，第二天早
上找人來電要認我做
契媽，我說要問問萬
梓良，那當然沒問
題。於是我同時有了
兩個契仔。原來有契
仔也不錯，好錫我，
他們不時帶着老婆兒
子來探望我，每逢大
時大節，特別在Moth-
er's Day 一定有電話
到，好有心。」
「至於另一個契女

翁美玲我一直好遺
憾，很掛念她……出

事之前的晚上，我們一起收工，她失落
地坐在路邊不願離開，我勸她別想太
多，要以事業為重，我開車要送她一
程，她婉拒了……我常怪責自己若果可
以拉她上車，可能不會出事。但我覺得感
情事不應該只怪一個人，當時他們很年
輕，請大家給機會男方，讓他集中精神演
戲，努力向上！」
我也勸琴姐釋懷，人生中要發生的事，

旁人也阻止不了，琴姐就是一位這樣慈愛
的長者，她早年被罵奸妃真冤枉，後來入
了電視台即成為大家愛親近的前輩，「我
這個人最大缺點就是沒有太多計劃，除非
演戲我會思考一下，我的奸並非套套如
是，苦情戲也有深淺之分……我最欣賞黎
耀祥，他演奸人可分大奸、中奸同細奸，
好嘢！」
琴姐入行74年，她一直對演藝工作十分
懷念，「我好易滿足，家人朋友都好錫
我，當年合作大家好入戲的時候，真的好
有滿足感！我掛念觀眾、掛念圈中新一
代，希望他們有所成長，特別在粵劇界，
難得有李居明出錢出力，華光師傅保佑，
粵劇發揚光大，永垂不朽！大家出入平

安……」
以上是琴姐對我們的

祝福，人生如戲、戲如人
生，演奸妃的時候，琴姐
教化了善與惡的分別，將
得到怎樣的報應；進入電
視台之後，琴姐又教曉我
們並非每一件事非黑即
白，非忠即奸，社會是多
元化的，這也是社會的進
步。琴姐表現出高度的專
業，對後輩的提攜，並非
每人能及，她本身的道德
修養，表現的精神面貌都
值得我們永遠追隨！
願琴姐早登極樂……

大眾嫲嫲李香琴——永遠懷念你！
香港經常有人說，現在香港由財團壟斷，房

地產價格高企，影響創業成本，社會上流機會
不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公子認為此說大錯
特錯。

首先，國家由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經濟在近年開始騰
飛，在14億人口的龐大市場下，只要能發展出一件產品，
取得0.1%的市場份額，都已經是140萬的顧客群，每位顧客
賺1元，1年都已經有過千萬利潤了。
內地幅員遼闊，每個省市的發展步伐自然不盡相同，但都
是有跡可循的，可以說每個二三線城市都在複製一線城市的
發展路；只要肯回內地發展，就算是二三線城市，也有不少
發展良機。
如果不回內地發展，由互聯網興起以來，創科就為年輕人
帶來另一個黃金發展機會。香港雖然地價高企，但在互聯網
上，着重的是創意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租金所佔的成本不重
要，「財」多不及「才」多有勝算；而且網絡一通，面向的
是全球市場，機會處處，絕對是年輕人向上流動的一條上佳
出路。然而，電腦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平均3年就轉換一個
世代，不少弱勢家庭可能連上網的能力都欠奉，更遑論換購
新電腦。近1年來，由於疫症蔓延，學校長期不作面授，而
轉為網上學習。對於弱勢家庭來說，買電腦就已是一個沉重
但又必須籌謀的重負，也妨礙了下一代希望藉知識向上流動
的機會。
最近，香港電腦學會發起募集二手電腦活動，經由「資訊
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直接捐助予就學中的弱勢社
群學童，也透過「香港金紫荊扶輪社」，直接轉贈居於劏
房的弱勢家庭學童。捐贈儀式於上星期五舉行。
據香港電腦學會副會長（社會服務）夏啟祥先生指出，目
前有不少機構都有參與捐助電腦，然而尚有為數不少的弱勢
學童未能受惠。是次捐助活動，獲得多家大機構捐贈及協助
收集二手電腦裝置，包括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
迪士尼樂園度假區及希慎興業等，共募集了超過200部二手
電腦，包括個人電腦、顯示屏及手提電腦等；而在運輸方
面，也獲得東源大地支持。
香港電腦學會亦建議，政府能將資助弱勢家庭上網及購置

電腦的政策恒常化，令弱勢社群學童能改善學習條件，並有
助於向上流動，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貢獻。
其實每一家大機構都有不少二手電腦，換系統時，不妨

考慮捐給弱勢兒童；是一條既能貢獻社會，又能善用物資
的好橋。

捐二手電腦助向上流

TVB忽然空降曾
志偉和王祖藍成為
高層，任副總經理

兼行政委員會特別顧問，主力負
責綜藝及資訊娛樂節目，王祖藍
獲委任為首席創意官，兩人衣錦
回歸，身高與高位一夜成熱話，
並引起多方揣測，有人認為有此
大動作是因為權鬥，未免流於膚
淺。客觀分析，今次的任命純粹
是商業決定，目的是擴大觀眾群
及增加盈利。
為何欽點曾志偉、王祖藍兩師
徒？主要是看中二人在香港及內
地的知名度和人脈關係。曾志偉
由《獎門人》開始，看中王祖藍
的轉數夠快、創意無限和超級勤
力，多年來銳意鞭策王祖藍，經
常督促王祖藍度橋，嚴詞批評，
要他站在觀眾角度看，將創作改
了又改，幾乎令王祖藍信心全
失，壓力大得要靠嚎哭來紓緩，
事後王祖藍告訴我，這段期間令
他學習、體會了很多，對日後的
創作有很大幫助。
王祖藍是到內地做綜藝節目的
先驅，是少數能躋身內地綜藝節
目的香港藝人，更有份拍攝《奔
跑吧兄弟》，因而與韓國SBS電

視台《Running Man》團隊熟
稔，對於遊戲節目，經驗豐富，
懂得捕捉觀眾心理。
曾志偉橫跨影圈及電視圈，仍

食腦之人，做司儀，口才了得，
識執生，是大騷主持的鐵腳；他
性格愛玩、鬼主意多，主導的遊
戲節目《獎門人》口碑好，請得
不少重磅級嘉賓，收視高，成鎮
台之寶。2017年離開TVB後，
與王祖藍合組公司，兩師徒各自
在內地發展，接Job接到手軟，
TVB近年與內地合作無間，好像
新播的《陀槍師姐2021》就是為
配合與內地全球同步播，故要搶
閘，至令《大步走》讓出時段，
晚一步才播。
內地市場龐大，曾志偉和王祖

藍在內地的認受性及對內地市場
的熟悉程度皆高；年輕觀眾是未
來電視迷接班人，不容放過，令
師徒倆成為被任命的不二之選。
他們合體重回TVB，曾志偉稱

會銳意培育更多年輕製作人，希
望他們向世界各地成功的綜藝節
目學習，激發創意，製作更多叫
好叫座的電視節目。曾志偉與王
祖藍亦師亦友，亦是幕前幕後最
佳拍檔，對他們有信心。

曾志偉王祖藍計仔多

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這樣的
人，他們看起來總是很快樂，好像
永遠都沒有煩惱的時候，他不僅是

自己過得快樂，還經常能夠讓身邊的人過得快
樂。我身邊就有這樣的朋友，我總是很羨慕她，
更準確一些，是我非常佩服她，我覺得她才是生
活中的成功者。
先說成功者，之所以說她成功，是因為她活得

很快樂。我們窮盡一生，追求的不就是過得開心
嗎？能夠常常把快樂帶在臉上和心上，這不是令
人羨慕的成功者嗎？再說她令我佩服的一點，那
就是她懂得分享快樂，她有着分享的熱情。
也許在很多人的家庭教育中，父母總會教孩
子，怎麼能使自己在群體中佔優勢，怎麼去獲取
比別人多一點。總的來說，父母給我們灌輸的思
想，「獲取」常常多於「分享」。但是，獲取和
分享，很多時候它們是一個平衡的關係。就那獲

取快樂和分享快樂來說吧，在一個特定的環境
中，如果你只是致力於獲取、佔據快樂，而吝嗇
於分享，我敢說，你的快樂一定不會太長久；而
如果，你在獲取快樂的同時，也把這份快樂分享
出去，你獲取的快樂就會愈來愈多，分享的也會
愈來愈多。這是很奇怪也是很常見的現象吧，可
是我們常常忽略了它。
這樣的道理其實很簡單，你得到了快樂，你再

把它傳遞出去，在分享的過程中，你會再一次感
受快樂事件的本身，在你分享的過程中，你還會
接收到來自他人的快樂，你的快樂不就是雙倍了
嗎？就像我的那個朋友，她很少去跟別人計較什
麼，比如在一次集體旅遊中，她常常願意吃虧一
點，自己付出多一點，不論是給錢還是出力，她
都是非常高興的。在旅遊的過程中，有她的地方
就有歡笑。她的快樂有時很簡單，可能是發現一
處好風景，可能是買到了很正宗的特產，無論是

大的還是小的快樂，她都樂於和別人分享，而別
人的感恩和歡笑也更加的感染了她。正是這樣，
因為她已經形成了分享快樂的習慣，所以在無形
之中，她身上也賦予了一種正能量，這種能量既
能夠讓她自己無論處於哪種境況中，她都能夠活
得自由自在，同時這種能量也感染着她身邊的
人，所以快樂的氛圍就會形成一個圈子，甚至還
會傳遞得更遠。
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能夠做到自己快樂的同

時別人也快樂，這不是活得很成功嗎？我想我們
大部分人都懂得怎麼去獲取快樂，但是我們從今
天開始，應該去學會怎麼分享快樂。不要吝嗇於
分享，這是一個很神奇的詞語，只要你是真誠地
去分享，你一定在分享的同時也會收穫更多，至
少在「快樂」方面是這樣。願大家都能夠成為一
個快樂的人，更希望大家成為一個樂於分享快樂
的人。

分享快樂

幸福的方程式
幸福是每個人考慮最多的問題，也

是考慮的人最多的問題。
假如有人聲稱自己從未考慮過此

事，那只有一種可能：他根本不是人。
但自古以來，究竟有幾個人真正幸

福，只有天曉得。
由於時代進步太快，如今「幸福」 居然可

以提煉成六個指標，而且可以像股票一樣排
列成行，組成「排行榜」供人檢閱，很令我
感佩。所以在「中國幸福榜」發布時，以及
應約為此點評時，心中也油然升起一絲虛擬
的幸福感。
無疑最後入圍的前二十名都是績優股。有財

富板塊，從胡潤的富豪榜裏常能窺見，這些老
闆們有上市公司，經常在電視上教人們如何發
財，每個人都被耀眼的光圈籠罩着；還有娛樂
板塊，你在每天的八卦新聞裏都會看到他們，
哪怕他們不表演，只是吃個飯、泡個妞，都有
大批粉絲跟着分享艷福；另有幾隻股板塊不
清，橫跨財富與娛樂，可算兼容板塊吧。確
實，如今所有的行業如果不跟財富與娛樂綁在
一起，似乎都已經無法獨立存在了。所以畫
家、書法家、音樂家都上了抖音，都在忙着直
播，把自己的生活暴露於公眾面前。唯其如
此，方能保住岌岌可危的關注度。
細細研讀這個排行榜，頗有莫名滋味。幸
福按六大指標一一套來，最後發現落到實處
的指標還是「財富擁有」，至於其它的幾個
指標，諸如舒適度、滿足感等等依吾人看
來，不影響大局。假如沒有鈔票，這些舒適
度、滿足感大約也都不在了吧。
不過好像有個例外，余華作為文化人躋了進

來，一個寫小說的居然和這些富豪、明星們一
起幸福，風景好像有些違和。但再仔細一看，
似乎顯示也有軟標準，細想一下，假如不是因
為《兄弟》賣出30萬冊，恐怕這位余兄弟連幸
福的邊也摸不着。前幾年，余華兄來深圳時，
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杯盤間有人問他，
《兄弟》為什麼寫那麼長？他說這是出版商的

意思，因為長度決定書價，當然也決定稿費，
所以一不小心就寫了很長。結果書商大賺了，
作家也跟着小賺一把。他從此悟出來，自己現
在既要文學、也要掙錢了。小說家現在說掙
錢，跟以前說「主題」一樣順溜。
可見掙了錢就會幸福，邏輯是對的。
注意到有幾對夫妻作為團隊進入，顯示着

幸福和婚姻捆在一起。比如陳凱歌與陳紅，
比如馮小剛與徐帆。他們事業、愛情、家庭
全面豐收，雖不時有緋聞，卻仍然屹立不
倒。張藝謀夫婦好像還因為違反過計劃生育，
為七個葫蘆娃交了巨額罰款，但他們依然在外
風光無限，在家天倫之樂，真是神仙眷屬。至
於之前的分分合合恩恩怨怨都忘了它吧，至於
以後的風風雨雨雷雷電電都隨它去吧。
習慣上判斷夫妻感情，往往看他們出現在

公開場合的次數，假如哪位缺席，便引來猜
疑。就像文革時，主席台上的座次，意味着權
力的進退，一切政治人物的謝幕，都始於主席
台。哪天他的位子空着，就意味着已經不在棋
局。所以哪怕病入膏肓，也要帶着醫生護士，
強撐着到場，「到場」是最大的政治。但生活
中也有不少例外，記得有些明星，他們人前人
後親暱有加，沒事晒晒恩愛照片，對離婚傳
言，都一概否認。真真假假像唱戲，最後曲終人
也散，謠言變成現實，辯解只成為另類註釋。
當然，更多的幸福伴侶，並不時時一起出現

在人前，因為他們深諳一個道理，幸福不是用
來給人看的，幸福是供兩個人自己消受的。力
圖要證明給人看的幸福，離不幸也不會太遠
了。那些千瘡百孔的婚姻，哪個不是看起來像
華麗光鮮的長袍？脫下來滿身虱子。其實，
幸福的標準最不可琢磨。有時很實，可以歸
納成物化的指標，美國就有「幸福指數」，
但美國的離婚率全球最高。日本曾經有檔收
視最高的電視節目叫《幸福空氣》，可日本
的自殺率世界第一。
有些人，看起來沒有理由不幸福。比如半

年前被譽為「吃貨界邁克爾．喬丹」的「全

球第一美食旅遊節目主持人」安東尼．波登
自殺了，兩天後另一位創立個人品牌的「時
尚教母」凱特．絲蓓也自我了斷。令很多人
困惑不解。至於十幾年前哥哥張國榮，也以
決絕的方式告別，告別在一個愚人節，此後
愚人節在很多人眼裏就有些悲情。
「幸福在哪裏？/朋友我告訴你/它不在柳
蔭下/也不在溫室裏。……幸福在哪裏？/朋
友我告訴你/它不在月光下/也不在睡夢
裏。」我們從小就這麼唱，像唸經。一輪又
一輪的疑問，拋向空中，卻沒有落地。
但所有的疑問都需要回答。
聽說上帝有過一個回答。
古代某天，上帝經過一個城市，發現了三個

乞丐，決定要給他們每人一袋金幣，不過有個
條件，用他們自己身上的布袋裝，多少都行，
但金幣一旦掉在地上就會變成石頭。
一號乞丐解開布袋，金幣瞬間裝滿大半袋，

上帝問，夠了嗎？你幾輩子都用不完了。一號
乞丐說，沒事的，沒事的。結果袋底破了，所
有的金幣化為了石頭。上帝同樣提醒二號乞
丐，二號乞丐連忙說停，金幣裝了大半袋。接
着是三號乞丐，但上帝剛落下去一枚金幣，他
就叫停，上帝說，太可惜了，難道你不想要更
多的金幣嗎？三號乞丐說，我做夢都想，但是
任何東西只要來得快，失去得也快。
許多年過去了，上帝突然想再見見這三個乞

丐，於是叫天使把他們帶來。「一號」說，那
次回去後我悔恨成疾，不到一年便抑鬱而死。
「二號」說，我回老家買了座城堡，娶了三房
太太，結果卻遭人暗算，丟了性命。「三號」
沒來，他託天使把那枚金幣還給上帝。天使轉
告上帝，「三號」一直將這枚金幣帶在身邊，
始終感覺上帝與他同在，他用一顆感恩的心來
面對世界，面對身邊的每一個人，終於創立了
自己的一番事業，現仍在人間活得很滋潤，暫
時不想來見上帝。
上帝微笑着接過金幣，喃喃地說，再給他

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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