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救群生 善良本性

歐體書法
新冠肺炎疫情
還未過去，便有
人要來學書法。

學生是李欣怡和李明軒兩位小
朋友，家長指定他們要學歐
體。
歐體，即歐陽詢書體。歐陽

詢是唐代書法家，與虞世南、
褚遂良、薛稷三位並稱「初唐
四大家」。其書體法度森嚴，
且於平正中見險絕。代表作
《九成宮醴泉銘》是最多人學
的唐楷。歐陽詢最初仿效王羲
之，後採納眾長，獨闢蹊徑，
創立其險勁剛健的獨特風格。
《宗聖觀記》譽歐陽詢楷書
為「翰墨之冠」，時人評︰
「歐陽詢書若草裏蛇驚，雲間
電發，又如金剛嗔目，力士揮
拳。」日本人伏見沖敬認為︰
「他自己的書法特別是他的楷
書既不能說是北派，也不能說
是南派，而是以他自己的東西
將陳舊的間架結構法完全取代
了，並且，他將用筆法極端地

單純化，將個人情感的表現蘊
含於內部，這樣便具有了類似
篆書一般的特徵。」
如認真考究魏碑《隋安平安

公故蘇使君之墓誌銘》就可發
現，在歐陽詢的楷書作品中，
其書寫形態、筆意與此碑的書
體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無論從
體勢或是行氣乃至用筆、行
筆，都帶有不同程度的魏碑餘
風。由此可見，歐陽詢是最早
將帖學和碑學融為一體的人。
歐陽詢一生經歷了三個朝

代。大凡在前朝當過官的人都
知道，若稍有差池，便有可能
被當朝皇帝問罪。因此，歐陽
詢精神上應當承受着一定的壓
力，自然要小心謹慎行事。這
種左規右矩的意識使他的書法
非常注重法度。
縱觀歐陽詢的書法，渾穆、

挺拔、險勁、嚴肅和理性，以
風神骨氣取勝，是千餘年來楷
書登峰造極之作，確是世人學
書典範。

農歷正月十五
元宵節已過，向
以靈籤有求必應
見稱的嗇色園黃

大仙祠卻仍然遊人如鯽，香火
鼎盛，由於香港受疫情影響，
許多人不能外出旅遊，祠廟除
了供人參拜外，也成為景點之
一，尤其今年踏入百周年紀慶
的嗇色園，是廣大市民的好去
處，黃大仙的歷史更為人津津
樂道。
在黃大仙祠拾級而上的主殿
正門前，有一個寫上「金華分
蹟」的石牌坊，說出了黃大仙
聖蹟溯源自浙江省金華縣；而
在牌坊的背後，刻着「叱石成
羊」四個字，道出了黃大仙的
一段神蹟。
中國歷史上，黃大仙（又
名︰黃初平）真有其人，四庫
全書也有記載，黃初平出生於
浙江金華蘭溪一個很貧困的家
庭，以牧羊為生，天資聰慧，
一天在趕羊的時候，被一位神
仙收為徒弟，幾經修煉，得道
成仙。
而在嗇色園內，有一個「仙

鄉吉羊」的漢白玉石雕，就是
表達黃大仙「叱石成羊」的故
事……話說有一天，黃大仙的
哥哥黃初起去找弟弟，又問他
羊群去了哪裏？黃大仙對着白
石叱喝，石頭都變成羊，這就

是「叱石成羊」的由來，最後
他哥哥也得道成仙。
黃大仙信仰起源於浙江金

華一帶，東晉時期，建有金
華赤松宮。宋朝時，因為事t
跡的靈驗，更得到帝王敕封
為「養素淨正真人」，具有崇
高的地位。清末內憂外患，滿
洲人入關後，實行「留髮不留
頭，留頭不留髮」的政策（有
宗教信仰者不受此限），致令
許多漢人儒士都做了道士，自
此，黃大仙信仰開始流傳到廣
東，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就是陳
啟東。
陳啟東是一位儒士，在1897
年某個深夜，他在家鄉番禺的
深柳堂扶鸞，仙師首次臨壇廣
東，乩示他們面對清末王朝，
需要去普濟群生，若想繼續發
展，起壇名為「普濟壇」，意
思是要他們普救群生，濟人危
急。後來，陳啟東更將全部乩
文集結成經，出版了《驚迷
夢》。
清末民初是一個禮崩樂壞的

時代，很多儒士都認為，要力
挽狂瀾，就要重建人類的善良
本性；要勸善，必先要普濟，
要人歸善，就必先要善心待
人。於是，黃大仙信仰以「普
濟勸善」為宗旨，其在廣東的
第一個壇就定名為「普濟
壇」…… （待續）

才華洋溢、喜歡收藏舊
物、視錢財如糞土的「香港
第一代行為藝術家」蛙王郭
Sir郭孟浩……父親是當年聯

合國海關高層，自從5歲時父親突然離世，
他便喜歡爬上快活谷那塊青蛙大石頭上看賽
馬，他笑言可能吸收了靈氣成為了一代蛙
王！
他出人意表的行為打從小時候已經開

始，農曆年曾手捉鞭炮去燃點，弄至雙手爆
血，把當校長的媽媽嚇壞了，他卻回應沒有
痛，只感到好High！1970年畢業於葛量洪
美術專科，當過小、中、大學老師，貪玩的
性格大受學生歡迎。郭Sir師承當年推行
「新水墨運動」的呂壽琨大師，同學們乖乖
交功課，他卻帶來了鯉魚和塘虱魚染上了墨
汁，任由牠們在宣紙上舞動，這是一幅生命
創出的作品，令師生大開眼界！
郭Sir自稱是下世紀藝術家，走在最前端

的現代人，別人眼中他行為怪誕，實在他各
方面都成就非凡，繪畫、雕塑、環境裝置、
水墨畫、書法等等！2011年，郭Sir更代表
香港出戰「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盛會，
吸引了7萬多人次，展廳內，除蛙王即場演
出外，還有青蛙眼鏡、「九百萬件作品」、
蛙王博物館珍藏等等，絕無冷場！
郭Sir作品一向天馬行空，最為人津津樂

道的莫如1979年被邀請出席，鄧小平改革
開放後，首次對外交流文化活動︰北京工藝
美術學院交流展，「我將帶來的幾百個小白
膠袋吹起，串連成一線，在長城兩處更樓之
間拉扯起來，展示了『長城膠袋行為藝術裝
置』，後來我到天安門拉起膠袋串，解放軍
看得莫名其妙，我拍了照片，照片中見到天
安門前面毛主席的肖像。幾年前，在韓國搞
的一個巡迴展︰『冷戰時期藝術家異常的作
品展』，我那一張天安門照片竟出現在他們

的場刊封底內頁……其實翻動中國藝壇發
展歷史，1979年記錄的第一件行為藝術作
品就是我蛙王叔叔！」
郭Sir的作品價值連城，又常常贈與別

人，他曾將那幅價值9萬元的作品，即場撕
開送給現場每人一小塊，「物質世界是帶不
走的，一定要與社群分享！我不會放過任何
社群傳承，繼往開來的工作。我現在最大的
心願就是找一處兩三千呎的地方繼續我的蛙
王博物館，可以自由創作、展示作品和珍
藏。」
正如郭Sir大弟子曾德平大師兄所言，

「老師貪玩，卻嚴謹又堅持，是真善美的典
範！他不斷提醒我們︰生活就是藝術！要擁
抱如青蛙般的樂觀、好奇的精神！」
在此祝願在有心人幫助底下郭Sir的心願

達成，青蛙博物館很快有立足之地！

「香港第一代行為藝術家」——蛙王郭孟浩
上星期最矚目的新聞，應是財政司司長發表財

政預算案2021。司長表明將繼續注重科技發
展，以創科推進經濟增長，將香港建為創科中
心；具體措施包括推動及資助本地科研及創科行

業發展、善用科技抗疫防疫、推動再工業化、發展創科基建、
協助各行各業引進創科提升效率、進一步發展政府電子服務、
由小學開始加強人才培育、吸引更多人才來港等，完全能回應
時代需求，值得一讚。
香港科技人才一向短缺，政府決定從小培養本地科技人才，
加強中小學的STEM教育，將「中學IT創新實驗室」推展至
小學，通過課外活動加強小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興趣、認識及應
用，值得支持。而政府計劃將本地大學理工科學生參與創科行
業短期實習的資助恒常化，對本地的科技人才培育，亦有非常
積極的意義。
對於疫情下回復經濟活力，政府亦有不少好橋；最重要的，

要算是延長中小企貸款百分百保證計劃多半年，令中小企業可
獲銀行發放相當於6個月薪金與租金開支的貸款，在尋求現金
流上得到喘息機會，從而保障了不少職工的飯碗。
疫情下，社會進入「新常態」，不少企業已進行數碼轉型，

引進創科開拓業務。財政預算宣布再注資10億元在「防疫抗
疫基金」下的「遙距營商計劃」，資助企業的資訊科技方案及
僱員培訓開支，的確正當其時。而政府資助香港貿易發展局開
發虛擬平台，以增強舉辦線上活動的能力及進行數碼化，令香
港產品可以經由平台向海外推廣，亦為戰勝疫情的好橋。
財政預算案中，引來最多討論的，相信非「電子消費券」莫

屬。政府將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
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鼓勵及帶動
本地消費。計劃將分五期，每期發放1,000元消費券。觀乎澳
門的經驗，消費券既可減低市民消費購物的負擔，亦能令商號
有生意可做，繁榮市面之餘，亦能重建消費信心，實在是一條
多贏的好橋。
然而，構思雖然好，但如何具體執行，卻是一大挑戰。首
先，電子消費在香港並不算非常普及，八達通可能是一個比較
適合的選擇；可是，如何防止消費券被濫用、盜用或一人多
券？再者，並非很多商號都有收取八達通，如何令商號降低採
用門檻？如何降低每單交易的徵費負擔以免過度影響營商成
本？相信是政府需首先解決的問題。

財政預算推動創科好橋

一轉眼疫情影
響我們的生活已
經一年有多，有

些因為疫情賺了大錢，有些因
為疫情沒有了工作、沒有了家
庭、沒有了健康，娛樂圈更甚
不景氣。
我在這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
些自己個人經歷給娛樂圈的兄
弟姐妹們，幾天前我參與了一
間餐廳的開幕，見到一位娛樂
圈前輩，因為沒有了大台的監
製工作，他便開展了一個新的
生活，就是尋找任何能夠賺錢
的機會。
開初的時候，他找了一些投
資者展了網絡直播節目，當然
這個薪金不復以往，所以再尋
找其他拍攝的機會，但因為娛
樂圈受疫情影響，有很多幕後
的朋友都沒有工作做，所以也
有很多幕後的拍攝隊伍都在尋
找其他機會，在那麼多競爭的
情況之下，他嘗試投身另外一
個行業，便是飲食業。其實之
前他已經參與很多不同的飲食
業工作，但是投資也不是那麼
順利，直至到今次最後一次，

他賭上最後的身家，集中火力
投資一間冰室，算是主題冰
室。
重新再開展自己的另一個事

業，聽他的分享也知道有重重
的障礙、重重的困難、資金的
不足，但他也沒有辦法了，因
為在娛樂圈已經不能夠重新找
到一個以往工作的位置，更何
況近來大台也有很大的變動，
人事變動下尋找機會更加不容
易，所以他只能夠毅然選擇另
外一個行業發展自己的生活。
這裏說明不論未來的日子怎
樣，人到中年也要重新開拓，
沒有以往累積的工作經驗，重
新學習新的知識尋找新的機會
也是必須面對的。
所以我相信尋找出路是有很

多機會的，只要我們能夠面對
現實，接受疫情影響我們的生
活，重新出發，這樣我們便有
機會再次重新認識自己，原來
自己人到中年也有很多機會、
也有很多發掘自己的可能性；
希望各位娛樂圈的幕前幕後朋
友，不要因為疫情的出現而被
打倒，嘗試勇敢面對一切吧！

改變自己尋找生機（上）

在過年的時候，總是能夠聽到身邊
的人說，愈來愈沒有年味了，過年愈
來愈沒有意思了。這些話聽起來很無

奈，也許也是可能因為一些習俗的改變，時代的變
更所致，但是其實也折射出一個人的心靈，是比較
古板的守舊的。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用這句話來

形容我們的心靈，其實也是很適合的。通俗一點來
說，就是我們只是懷念着過去的感覺，急於給當前
做定義，我們不懂得收穫新的體驗。所以我們積存
起來的就是消極的想法和體驗，進而影響我們的生
活質量。
過年真的是那麼的枯燥無味嗎？我相信很多的讀

者朋友，都會覺得其實是挺幸福的。那如果一定要
問這種幸福是什麼呢？是那些很固定的過年傳統習
俗嗎？不，其實是人的一種心靈狀態。就好像我們

有時候覺得愉快和幸福，但如果一定要說出來是因
為什麼而幸福，往往我們又說得不大確切。因為這
是一種心靈感受，有些幸福是細微的，而我們的心
靈卻能夠向着光，向着積極的方向去想，去收穫新
體驗，所以我們感到幸福。
其實，不只是過年的這件事情，在人生中的很多

時候，我們都需要讓自己的心靈去收穫新體驗。首
先我們要注意的是，不要太過於着急給當前做什麼
定義，要把目光看得更遠，把想問題的思緒放到更
遼闊的視野，讓我們的心靈從更多的方面去感受，
及時去補充一些新的東西，就像是一些清新的空
氣，也會讓人心曠神怡。而經常更新的一些幸福
感，也是我們滋養心靈的一種甘露。讓心靈收穫新
體驗，要求我們不要用太死板固定的標準去定義，
更不能以消極悲觀的目光來看待事情。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如果你對某個生活環境感

到厭倦，我們就會建議你換個地方去走走，哪怕是
三五天的小旅遊，把你的眼界打開，把你的心靈放
空，切換自己陌生的目光，去感受你所看到的聽到
的，去輸入一些新鮮的東西，呼吸一些清新的空
氣，再讓你回到原來的地方，你就會覺得不一樣
了。但其實你回到的這個環境，還是和你走之前那
樣，那為什麼你又覺得心情愉快了呢？這就說明環
境好不好，其實很大程度在於你的心靈，這就更說
明了我們要及時去收穫新體驗的重要性。
讓心靈收穫新體驗，我們也不能總是依賴着去旅

遊，去改變一些什麼東西。而應該是改變自己的心
靈，也許當你換了一種目光來看待，原來覺得很糟
糕的生活環境，也會有另一種特別的美。曾經煩惱
討厭的東西，也會重新引起你的思考。所以我們才
要及時換位去感受、去思考、去汲取一些新鮮東
西，我們才能過得更加的有意義。

讓心靈收穫新體驗

光陰是用來虛度的
這個時代每天都在進步，同時每天都

在生病。在進步中生病，在生病中進
步，以至於最後已經愈來愈難以分清
楚，什麼是進步什麼是生病。
尤其是在這種被稱之為「日新月異」

地進步的理念下，每個人都像被打了雞
血一樣地拚命，拚命工作、拚命賺錢、

拚命勵志，最後真的把命給拚了。
這幾天達叔吳孟達走了，那個和星爺周星馳
一起讓大家笑了幾十年的超級配角走了，結論
是被肝癌打敗了，但其實是他為了養活一大家
子拚命拍電影、拍電視、拍廣告給累死的。前
陣子音樂才子趙英俊也走了，他做的音樂在許
多電影裏活着，最新的電影他還沒撈着看，也
急匆匆地走了，他和大叔得的是一樣的病，但
病根也是一樣的。更久以前，不斷有名人明星
早早地從人生中謝幕，也都是因為太拚命，把
自己拚沒了。
於是每一次都會在網上引起一陣喟嘆，更多

人會反思快節奏生活對生命的損毀。但是，哀
嘆歸哀嘆，沒過幾天一切復歸原樣。工作的車
輪以更快的速度飛轉，996的全天候工作制已然
成為職場的常態。大家習慣了像陀螺一樣的生
活，在機器人即將主宰的世界，人為了不被機
器人打敗，必須把自己變成機器人。
所以儘管愈來愈多的人都嚮往「慢生活」，

可真慢下來的人不多，「慢生活」只是心中所
想、口中所言，卻無法成為身體力行。
按道理現代人節奏快、效率高，工作成果應
該超過古人，但是奇怪的是，人類創造的所有
珍貴的物質文化遺產或非物質文化遺產，都來
自於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我們今天只是
在享受着這些成果，同時增加一些可有可無的
東西，甚至創造一大堆多餘的發明。
很多人以為，光陰如白駒過隙，一去不復
返，所以要抓緊時間多做一點事情，彷彿只有
這樣才能留住光陰。其實，真正抓住光陰是需
要慢下來的，你只有在「人閒桂花落，夜靜春
山空」的時候才能觸摸時光的流淌。也只有在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慵懶中才能體
會閒情逸致。
從某種程度上說，光陰正是用來虛度的，過

於功利地對待它，只能適得其反。你在一生腳
步匆匆地朝前趕路，何曾停下來打量過沿途的
風景，更不必說坐下來，在清風明月中小酌一
杯地靜靜地發呆。
當代人雖然已經被現實的職業折磨得發瘋，

仍然不滿足，還要發明了網絡來讓自己的業餘
生活也像工作一樣緊張。每日刷屏、遊戲填滿
了每一分每一秒。人類的精神已經無處可逃。
我之所以如此感慨，是因為我也深陷網中，無
法自拔。
網絡時代的病症已經超過新冠肺炎的危害，

最新的病有個洋名叫「SNS綜合症」。看起來
玄乎，實際上簡單到弱智。就是有那麼一批
SNS網站，以「開心」為名，讓大家在上面沒
完沒了地消磨時間，玩各種自虐或虐人的遊
戲。SNS大致是「社會性網絡服務」的意思，
一不小心容易斷錯句子。也有人簡稱為「社交
網站」，這就好懂了。
社交本來不是壞事，但SNS式的社交卻有點

另類，看看他們當家的遊戲菜譜就知道了。十
多年前玩得最多的是「搶車位」，你只要一註
冊就獲贈一輛車，當然不會是什麼好貨色，你
要想換寶馬、奔馳、勞斯萊斯，就得靠把車停
在好友的車位來賺錢。還有「開心農場」，不
過不是去辛勤耕耘，而是去辛勤偷菜，把朋友
的菜都偷光，你就是牛人。還有「買賣好友」
之類，把朋友當作奴隸買來賣去，聊博一樂。
現在是把你拋到一個虛擬的荒島，你在這裏砍
伐、種植、建房、築城，甚至娶妻生子等等，
你就是你的國王。據說玩得最好的玩家，都
是那些在生活中從來沒被人正視過的人，他
們在現實中活得多卑微，在遊戲中就活得多
牛逼。
這些網站掛在上面的廣告語是，「你每天都

在快樂地進步着」，看起來似乎真是如此，玩
家每天都在漲分，每天都在陞遷，每天都有道
具在虛擬的空間叫賣，一片虛擬的熱鬧。但真
的是進步嗎？
有心理學家一語道破：這實際上是當代人
「人際焦慮」的表現，網上隨意處置事務「很
容易挫敗人們處理現實的能力，進而形成新的
心理封閉，導致現實交友、工作等能力的全方

位退化」。
說得好像很嚴重，在我看來，比這還要嚴
重。那些「開心」的網站可以讓玩家屏蔽掉面
前的現實，但代價往往是讓他們最終被現實所
拒絕和拋棄。當代人從整體上在退化，這是不
爭的事實。汽車愈來愈多，肢體愈來愈弱；食
品愈來愈精，胃口愈來愈小；錢包愈來愈豐
厚，慾望愈來愈膨脹；醫療愈來愈發達，疾病
愈來愈可怕。一位醫生朋友告訴我，不是現在
的傳染病愈來愈多，而是我們的免疫力愈來愈
低下。
跟身體的免疫力低下比起來，我們精神的免

疫力更是江河日下。孔子時代沒有電腦、汽
車，但有了《論語》，此後的2,500年，沒有思
想能出其右。春秋戰國時期，孔孟老莊紛紛出
世，後人只有解釋、補白的份，我們的思考能
力沒有漲分，因為我們有太多的菜可以偷了。
偷了孔孟老莊的菜，佔了孔孟老莊的車位，然
後我們讓孔孟老莊去「打醬油」，我們每天都
在快樂地退步着，卻以為我們在進步。這本來
是二十一世紀最不開心的事情，現在卻被當成
最開心的標本，在網絡世界裸露着，在白領人
群傳染着，像不可遏止的傳染病。
記得看過一本書，書名忘了，大致是說一個

叫沙伯衣的人在沙漠裏迷了路，他試圖找到來
時的方向，但他找不到，卻朝着誤以為的方向
行走，每走一步他都以為離來時近了一步，最
後渴死在沙漠中心。
但願我們不要成為沙伯衣，在每天大踏步地

退步時，誤以為我們在快樂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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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願郭孟浩開青蛙博物館的心願快些
達成。 作者供圖

●吳孟達演每部電影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黃大仙
祠拾級而
上的主殿
正門前，
有一個寫
上「金華
分蹟」的
石牌坊。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