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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和對外開展活動的優勢，經年
為外交部定點幫扶的雲南省麻栗坡
和金平兩縣籌款；還有，推行每年
外交部舉辦的「大愛無國界」國際
義賣慈善活動，獲各駐華使館及國
際組織熱烈參與。
而我們一直在京港兩地舉辦有關
周恩來總理的展覽、音樂晚會、影
視攝製等系列活動，她亦給予鼓勵
支持；建國初期，周恩來總理親自
兼任外交部長，黨中央從軍隊抽調
了一大批精幹力量充實到外交戰
線，他們脫下軍裝，來到了這個沒有
硝煙但同樣充滿危險與挑戰的戰
場，周總理要求外交人員成為「文裝
解放軍」，有鐵一般的嚴格紀律，並
提出了 16 字方針：「站穩立埸，掌
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是
每名外交官的座右銘和行動指南。
從此，中國外交官有一個特殊名
字，就是「文裝解放軍」——他們忠
誠愛國，不辱使命，甘於奉獻，在過
去的70多年中，歷盡風雨，為我國外
交事業取得了輝煌成就！ （待續）

●2009 年楊潔篪夫人樂愛妹參贊
（右）感謝陳復生參與外交部舉
辦的「大愛無國界」國際義賣慈
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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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查館

歐陽震華由茄喱啡到收視福將

有一句名言說：「上帝是公平的，
他在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也打開了另
一扇窗。」更廣義地說，上帝給予每
個人大致相同的時間、空間，讓清風
明月不用一錢買，美景風光免費看個
夠……不管窮人富人，待遇基本相
同。但同時，上帝也很「無情」。他
擅自拋給人們各種生活——有幸福也有痛
苦，有美好也有苦難，有偉大也有平凡……
個中況味卻由你自己品嚐。因此，你想體味
生活的幸福，首先就要熱愛生活，感謝生
活，從容地對待生活中的一切。
人生多平凡。但是再平凡的生活，也蘊含
着歡樂和美好，也值得慶幸和感謝。比如，
你天天都要喝水，時時都要呼吸，這種事平
凡得讓你不屑一顧。但想想沒水喝的煎熬和
沒氣吸的憋悶，你不感到這是很幸福的事
嗎？事實上每一件平凡的事情，都出於一種
意外的幸運。如果不是它，你遇到的情況可
能更糟糕。尤其當你失去它的時候，就更加
感到它的可貴。正如著名殘疾作家史鐵生所
言：「生病讓人一步步懂得滿足。發燒了，
才知道不發燒的日子多麼清爽。咳嗽了，才
體會不咳嗽的嗓子多麼安詳。剛坐上輪椅
時，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豈不把人的特點
搞丟了？便覺天昏地暗。等又生出褥瘡，一
連數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見端坐的
日子其實多麼晴朗。後來又患尿毒症，經常
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懷戀起往日時光。
終於醒悟：其實每時每刻我們都是幸運的，
任何災難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個『更』
字。」因此，我們應該「為陽光感謝——因
為陰晦並非不可能」；「為平靜而索然無味
的日子感謝——因為風暴並非不可能」；
「為粗食淡飯感謝——因為飢餓並非不可
能……」而且，「日光本來並不是我們所應
得的，月光也並不曾向我們索取過戶稅。還

從零創夢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 學書之餘也旁及中國畫。他經常臨
詩 云 ： 「 寧 可 食 無 摹文同和鄭板橋的作品。幾十年下
梁君度
肉，不可居無竹。」 來，自覺畫竹十分熟練，信手拈來
竹，象徵有骨氣的君子，代表一種 皆可成。
幾年前，香港的詩詞家施學概先
剛正不阿的人格。竹，也表現着自
強不息、頂天立地的精神，故歷代 生寫了一首詠竹詞，請永潤依詞意
文人不但喜以詩詞歌賦詠竹，也愛 畫一幅竹圖。這首《望江南》詞
曰：「扶搖上，曉夕舞清薰，風撼
寫竹。
蘇東坡有個表兄兼好友名叫文 雨摧先有節，沙侵溪繞了無塵。霜
同，字與可，文同善畫竹，他開創 雪喜同群。」
以畫竹為專長的葉先生以為可以
了「湖州竹派」。文同主張畫竹之
前，必須先對竹子有深入細緻的觀 一揮而就，誰知畫了多幅都未達詞
察了解，再經過反覆的醞釀、構 意。單單第一句「扶搖上」，要畫
思，「胸有成竹」然後研墨伸紙作 出竹子直衝雲霄之氣勢便有難度。
畫。作畫時須不停揮寫，一氣呵 他擱筆苦思冥想，想到「道法自
成。清代揚州八怪之鄭板橋畫竹， 然」這句名言，明白應以大自然為
「神似坡公，多不亂，少不疏，脫 師，便放下筆墨帶上相機和紙筆尋
訪大竹林。經過十多天的
盡時習，秀勁絕倫」。
寫生和拍照，多方收集素
《清代學者象傳》說他一
材，回到畫案前反覆推
生的三分之二歲月都在為
敲，重新設計幾款布局並
竹傳神寫影，他曾詩云：
徵求畫友的意見，經集思
「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
廣益，終於有了靈感，畫
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
出一幅新的構圖，畫面基
清瘦，畫到生時是熟
本能呈現詞意。
時。」古人對寫竹的追
古人論畫有云：「世間
求，達到極致。
妙景純任自然，人欲肖形
我的好友，香港知名書
全憑心運。造化在手，心
畫家葉永潤先生也善畫
運無窮，獨創一家，乃為
竹，他青年時師從嶺南 ●葉永潤作品
作者供圖 上品。」
書畫藝術大家吳子復，

戴永夏

愉韻度曲

永潤畫竹

一個有故事的人

「至今我最感自豪我從沒學壞，有朋
將 35 歲 的 菊 梓 喬 （Hana）入行 5 年，是一位有故 友指毒品會令人開心，我指自己已經好開
事的人，「對啊，我不年 心，我常自我警惕我是妹妹的榜樣……
車淑梅
輕了，我是中女，我的朋 但，愛情方面我就經常不能自拔，我感覺
友都結婚生子了，我是年紀最大的樂壇新 愛情好恐怖，控制不來，不能逼不能假。
人！在我入行後這幾年，的確很少接觸其 我初戀愛上一個世紀賤男好受傷害，3、4
他公司的歌手，現在電視台改革百花齊 年之後分手，因為有人提醒我不要將所有
放，我有再入樂壇的感覺，見到的都是前 夢放在一個人身上，要創造屬於自己的事
業，分手後他不能帶走的東西。」「我現
輩，我會鞠躬，要有禮貌。」
TVB 改革外間猜測星夢歌手可有受到 在要找老公，一定要高富帥，好靚仔，超
波及？菊梓喬見過新老闆何麗全嗎？「見 級靚仔，漫畫之中男主角樣子一樣的標
了，原來他有留意我，知道我十多歲便和 致，因為我要求愈高，愈難遇上，我可愈
妹妹相依為命的艱難出身……我們沒有 專心去工作！我總覺得女子一定要結一次
說去留，因為我的合約尚有幾年……不 婚，否則不夠完整，我想就算結婚之後離
過他說我好慘，形象被定格了，是一位楚 婚都好，起碼結過了，當然我希望一生一
楚可憐的歌手，他指歌手應該多方面發 世！父母的破裂婚姻未有影響我，因為我
展，我非常同意，我其實好喜歡搖滾的， 又不是嫁給我爸爸，哈……我有信心將
但我很尊重公司和前老闆 Herman 建議我 來可以找到一位高山低谷伴着自己的人，
先做好一件事，給樂迷一個深印象，始終 面對一切逆境捱過了便好了，再堅強一點
就可以，將來一定會好的。」
我是一個新人。」
Hana 委實是一位愈了解會愈喜歡的歌
「其實 Herman 離開星夢我的感覺好複
雜，我是他一手帶大的，他對我很好，盡 手，祝福她早日擺脫悲情歌手的形象，
力幫我發展音樂事業，有陣子我覺得他會 「我投入唱悲情歌的那 3 分鐘，我受傷害
好過分地保護我，就像爸爸緊張自己的女 的，但唱完便完了，我不會繼續不開心。
兒，他常說娛樂圈的男孩不夠好，待他找 日常生活中，遇上難過的事可以哭出來，
到好的再介紹給我……現在我們天天都 哭了再去面對……某些不是負責任的人
有通電話，他叫我放心、沒問題！實在變 說了一些傷害你的說話，他走了，你仍然
動好大，但我都沒有太擔心，有見過志 將那些說話記在心上，那是很傻的……
偉，他很友善，他是很勁的前輩，他要我 要理性分析事件是否屬實，要和自己談
心，自己就是自己的永遠，將會陪到你最
努力做好音樂，樂壇要健康成長！」
怕動搖一姐地位嗎？「我從來都不是 後。其實我已經盡我能力做到最好，每一
天都問心無愧。我年輕時
一姐，我覺得自己仍是新
對前景一片茫茫然，我的
人，我獲得最受歡迎女歌
今天都是跌跌碰碰撞回來
手獎只是代表幕後團隊領
的，人總要有夢想，如果
獎……當年樂壇發生了很
沒有便得培養一個，有夢
多事，可能公司也沒有人
才會有目標去支持自己！」
選可揀，否則也未必會選
我想 Hana 日後要多唱
到我……得獎會否飄飄
勵志歌曲，因為她本身
然？不，我的快樂並非來
自獎項，而且我從來最憎 ●菊梓喬是一個好有禮貌的歌 就是一個感動人心的勵
這類人！」
手。
作者供圖 志故事。

感謝這一切一切的所有……

家家廊廊

喜愛的男主角」，成為第一位訓練
班出身的視帝。
認識歐陽震華和他太太傅潔嫻多
年，傅潔嫻大有來頭，是澳門前任
賭王傅老榕的孫女，雖然是千金小
姐，但十分低調，斯文有禮。兩人
於 1996 年結婚，當時歐陽震華被嘲
女尊男卑，夫憑妻貴，性格樂觀的
他，一於少理，婚後夫妻恩愛，今
年更是25周年銀婚紀念。
令歐陽震華改變人生觀的是他
「險死」一事。2013 年 2 月 12 日
晚，他飲酒「落錯格」入肺，導致
急性肺炎，陷入昏迷，要急送院搶
救，十分嚴重，一度出現彌留狀
態，他指感覺到當時靈魂出竅，靈
魂離開了自己身體看着自己。幸而
「藝人的習慣」救了他一命。他甦
醒後，醫生告訴他，他本應在黎明
時分便走了，但到了早上 8、9 時他
回來了。醫生估計，或許因他是藝
人，習慣捱眼瞓，當睡着時被叫，
能慣性即刻醒來。他記得在醫院從
昏迷中突然醒來的情況，十足平時
拍戲休息小睡被突然叫醒開工般，
因而害怕得當日醒來後不敢閉上眼
睛，怕閉上眼不會再醒來。
兜了一圈鬼門關，他對人生觀另
有看法，他覺得，人只得一條命，
發生什麼事，也要珍惜現在。如果
沒險死這件事，他不會知道原來很
多事是會變的，一切非必然。

上星期，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全票通過新
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以制度保障「愛國愛港者治
文公子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從根本上解決外來
勢力及「港獨」思潮入侵議會的漏洞，絕對是一條好橋。
然而，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開始臨近，要在本屆立
法會會期內完成立法工作，殊不簡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亦指出，特區政府未來的工作時間表非常緊湊，有三方面
的跟進工作，包括公眾解說、本地立法和安排選舉。
公眾解說，涉及的是文宣工作，雖然說理為主，但須攻
心為上。
觀乎政府在宣傳修訂《逃犯條例》工作，以及應對鋪天
蓋地的反修例文宣時，都處於非常被動的位置，而且無論
在攻心策略、內容創作及回應速度上，均明顯落後於人。
文公子一向主張政府應該重建「心戰室」，邀請專業的
文宣及公關精英組成，直接向行政長官匯報，統籌政府的
一切文宣工作。
在推行重大政策前，心戰室應能善用資訊科技，先進行
調研工作，收集輿論方面的大數據，了解民意取向，釐清
市民及政治團體對相關議題的關注點和憂慮，作為如何制
訂文宣策略的參考，並準備相關的文宣內容及發放的時間
表，為即將推出的政策造勢。
心戰室更應負責統一管理訊息發放，以便政府能更及
時、更迅速、更全方位地佔據有利的輿論陣地，從而能更
有效地引導民意、消除誤解、澄清謠言，以及杜絕市民受
別有用心者發放的陰謀論影響和煽惑，助市民更清晰了解
政策的重要性，令政策更易受到民意支持，在立法與推行
上更得心應手。
此外，心戰室亦應負責收集政策推出後的民意反應，了
解背後的緣由，並決定是否需要在輿論上，作進一步的解
說與宣傳，釋除公眾的疑慮。
回歸以來，香港在青年工作與愛國教育上，可謂雙失。
因此，除重大政策外，心戰室更應協助推行愛國工作，與
教育部門及民政部門通力合作，在課程以外，通過策劃有
效的文宣活動，例如國學與中史比賽、文化展覽、參觀考
察、影視製作、討論區內容監察與回應等，統籌愛國教育
的課外活動及輿論管理，以軟性內容及手法，慢慢收復年
輕一代的民心回歸。
梁啟超嘗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
說。」香港要更新年輕人的愛國心，就必須先由攻心入
手，善用受認同又具創意的軟性文化內容，方為好橋。

百百

久違的歐陽震華回
巢，與萬綺雯、馬德
鐘、楊明拍檔主演
《伙記辦大事》。歐陽震華被譽為
「收視福將」，皆因有他坐陣的劇
集收視必高，連客串兩集《愛回家
之開心速遞》也能取得同時段的突
破收視。此劇與馬德鐘雙視帝出
擊，收視有保證。
歐陽震華由藝員訓練班出身到
成為收視福將之路長達十多年，
中途更曾經想過轉行。與他同期
的訓練班同學有張兆輝、梁朝
偉、關禮傑等，他因顏值問題要
以後備姿態入讀。
出道十年一直是茄喱啡，常扮死
屍、賊人，他笑言自己是演死屍能
手，很多時收工也不知道，因為演死
屍可以無聲地沉睡。充滿正能量的
他，認為這十年是他人生的過程，
令他有很多體驗，從現實生活中吸
收學習，令他演《壹號皇庭》的余
在春才能演得貼地，一劇爆紅，奠
定男一地位，後來的《醉打金枝》、
《皇家反千組》等均有佳績。
他坦言，如果沒有《壹號皇
庭》，他早已轉行去一間連鎖服裝
店做店員，月薪起碼 1 萬元，工作
最多十小時，生活有保障。幸而他
沒放棄，否則香港少了一位實力派
演員。2000 年，他更憑《洗冤錄》
宋慈一角獲「萬千星輝賀台慶我最

重建心戰室統籌文宣

淑梅足跡

中美阿拉斯加會談
早前雖已落幕，但中
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
陳復生
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的出色表
現，仍舊是媒體網絡熱話，楊主任
開首便提到我們的價值，也就是人
類的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
義、自由、民主，中國外交的目標
是要為 14 億中國人民的生活提高，
同時要為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
獻……這位儒雅剛正的外交家，當
日不卑不亢，恰到好處地替我們示
範了一節大國風範的外交課，讓我
想起成功男士（他）背後總有一位
賢內助——樂愛妹參贊，同樣是位
出色的外交官！
初遇楊夫人是在 2005 年的北京，
當時楊潔篪主任剛卸任駐美大使回
國，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夫人樂愛
妹是外交部國外工作局的參贊——她
溫婉嫻淑，處事細緻認真，待人彬
彬有禮且大方得體，充分流露出我們
東方女性的傳統美德，很快我們就
產生了不少共同話題，特別是有關
國際禮賓禮儀方面。當時中國改革開
放還未夠 30 年，怎樣同世界加強溝
通之餘，又能保持弘揚我們 5,000 年
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 可真是個大
家關注的中外文化交流議題！
在頻繁出席眾多外事活動和處理
日常繁忙工作的同時，楊夫人一直
十分關心慈善和扶貧事業，2009 年
外交部扶貧工作領導小組授予她為
「外交部扶貧工作名譽大使」，她
身體力行，不辭辛勞，憑藉自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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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

東方女性的傳統美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很多
人都陷入了容顏焦慮。這是因為
王嘉裕
他們對於自己的長相追求過於完
美，一旦發現自己有哪一處比不上別人，就會
感到自卑、苦惱，但又無法改變它，因此只能
一味地焦慮。這種焦慮，或輕或重，其實在我
們身邊很多人的身上都有。
朋友A曾經也是如此。初中時她臉上長滿青春
痘，個子也較矮小，所以她總是刻意躲避別人
的目光，表露畏縮的感覺，為此，她焦慮極
了。處處否定自己，覺得自己成績再好也不完
美，再紮什麼辮子，穿怎麼漂亮的裙子，她都
感覺無法彌補自己的缺點。她變得愈來愈孤
獨，因為自卑，所以不願意和別人玩。後來她
的母親說了一番話：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每
個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們應該坦然去接受
它。那時候她還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為什麼
我們要接受自己的缺點呢？

還說什麼呢？討厭它嗎？恨它嗎？求求它快
滾蛋？一點用也沒有，除了自討沒趣，就是
自尋煩惱。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作是一
個強大的對手，是命運對你的錘煉，就像是
個九段高手點名要跟你下一盤棋，這雖然有
點無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卻能從中獲益，你
很可能就從中增添了智慧。一邊是自尋煩
惱，一邊是增添智慧，選擇什麼不是明擺着
的嗎？」史鐵生所說的敬重，也是對疾病的
感謝。他感謝病痛給它增添了智慧，讓他從
中獲益。另一位著名美術大師韓美林也曾結
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語重心長地說：「生活
中確有一些人想用苦難毀掉你，但結果往往
是苦難塑造了你。」「我一生坎坷，從沒有
低過頭，因為我想做一個好人，做個有用的
人……我能有今天完全是苦難促成。我感謝
苦難，感謝生活。」這既是一個成功者的經
驗之談，也是所有艱難玉成者的共同心聲。
其實，就整個人類生活來說，更值得我們
感謝。因為世上萬物中，人類的生活最為完
美高尚，最為豐富多彩，又最值得珍惜。但
同時，宇宙萬變，滄海桑田，死寂和空虛的
光臨並非不可能；而且地球上的生命，也曾
不止一次地毀滅過。我們能擁有今天這樣的
生活，實屬萬幸，也實在得之不易。我們有
一千條理由珍惜和感謝生活，卻沒有一條理
由厭棄和埋怨生活。聽聽孫悅唱的那首《感
謝你》的歌吧：感謝明月照亮了夜空，感謝
朝霞捧出的黎明，感謝春光融化了冰雪， 感
謝大地哺育了生靈。感謝母親賜予我生命，
感謝生活贈友誼愛情，感謝蒼穹藏理想幻
夢，感謝時光常留永恒公正……感謝收穫，
感謝和平，感謝這一切一切的所有……
這歌唱出了生活的真諦，唱出了人生的
哲理，也唱出了人們的共同心聲。我們何
不把它當作人生教材，唱着它去迎接新的
生活呢？

有那些煥然一新的星斗，那些灼熱了四季的
玫瑰，都沒有服役於我們的義務。只因為我
們已習慣於它們的存在，竟至於習慣得不再
激動，不再覺得活着是一種恩惠，不再存着
感激和敬畏。」我們感謝平凡，正是為了激
活因習慣而麻木了的神經，去充分享受平凡
中的佳味。
跟平凡生活相比，不如意的事更容易帶來
煩惱。而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
你躲不開，放不下，最佳選擇是感謝它。因
為每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本來可以更不如
意。你得到的是輕的，避開了重的，就該慶
幸自己的「好運」，為自己高興。俄羅斯著
名作家契訶夫曾勸告人們：「要是火柴在你
的衣袋裏燒起來，那你應當高興，多虧你的
衣袋不是火藥庫；要是你的手指被扎了一根
刺，那你應當高興，多虧這根刺不是扎到眼
睛裏；要是半夜裏有窮親戚找你，那你應當
高興，幸虧來的不是警察；要是你有一顆牙
痛，那你應該高興，幸虧不是滿口牙痛。」
表面看這很有點「阿 Q 精神」，實則是一種
積極的精神解脫。
當然，生活中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苦難，但
苦難也並非全是壞事。從一定意義上說，苦
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是催人向上的動力，
亦即高爾基所言：「苦難是一所最好的大
學。」它能磨練人的意志，振奮人的精神，
提升人的品格，增加人的智慧。因此面對苦
難，我們既要有勇氣戰而勝之，又要感謝它
對我們的賜予。在這方面，著名作家史鐵生
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因下肢癱瘓並患尿
毒症等多種疾病，常年飽受疾病折磨，痛苦
不堪。但他卻能正確地看待疾病，認為疾病
也有值得敬重感謝的一面。有一次，一位記
者問他：「你對你的病是什麼態度？」他回
答說是「敬重」。面對困惑不解的記者，他
解釋說：「這絕不是說我多喜歡它，但是你

坦然接受不完美
後來，她才知道。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情都
是不完美的。就算是那些我們認為長得很漂亮
的女生，她們卻也有容顏焦慮。其實，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並不是因為事物不完美，而是我
們的心態出了問題。如果我們一直執着於某個
缺點，說明我們的眼光變得狹窄了。因為，這
世上有萬千的不同，就有萬千種美。可是我們
只看到我們認為糟糕的一面，我們為了它而煩
惱，耗費着心思，所以我們的天地變小了。如
果我們的不足和缺陷可以克服改變，就可以努
力讓它一點點變好，但如果我們無法改變，就
應該坦然接受它。當你接受了不完美，就能用
一種更為客觀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你會發現，
其實並沒有那麼糟糕。
我們不妨想一想，什麼叫做完美呢？世上是
否存在着完美？如果真的存在完美這種東西，
那它一定是沒有價值的了。因為完美到毫無瑕
疵，任何東西都比不上它，它已經被定義為標

準的完美，沒有人能夠為它提出改進的意見，
它的存在就沒有了意義。這麼說也許很抽象，
不妨舉個例子。每當我們許願時，都會希望人
生順順利利，能夠永遠幸福快樂，有花不完的
錢，能去所有漂亮的地方，沒有任何煩惱。但
是，你真的想像過嗎？如果你的人生，真的到
了這樣完美的境界。那一定是枯燥無味的。因
為你的追求已經到達了頂端，沒有再進一步的
空間了，這樣的人生又談何完美呢？生活充滿
酸甜苦辣，才讓人更嚮往。人生因為不完美，
才讓我們有了追求的夢想。
如此看來，我們的不完美，其實也是我們的
福分。因為我們還可以去追求、去爭取活得精
彩。這些不完美也讓我們認識到，人生的常態
本就如此。坦然接受不完美，我們就能活得更
加充實幸福。
這個道理其實簡單：當我們把心放開了，我
們就能夠看得更遠，活得更為坦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