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容可權的翰墨
最近網上舉辦了一
個《時代先聲——我
最喜愛的廣州文藝百

年大家》評選活動，我的書法啟蒙
導師麥華三老師獲20多萬選票，在
文學、美術、書法、音樂、戲曲藝
術家當中名列第七，書法家中排名
第一，這說明麥老師的書法藝術受
到更多民眾熱愛。
容可權先生是麥老師的弟子，我
的同門師兄。他出生於書香門第，
從小喜愛書法。他對麥老師的書法
藝術情有獨鍾，夢寐以求能拜麥老
師為師。終於，他經廣州美術學院
國畫系一位老師引薦，拜入麥華三
教授門下，成為麥老師入室弟子。
在麥老師口傳手教之下，他一日千
里，進步神速。
作為一位書法家，容可權當然不
限於熟習麥華三一體書法，他曾博
涉研習王羲之、顏真卿、懷素、孫
過庭、蘇東坡、米芾、趙孟頫、王
鐸、趙之謙等歷代名家書法。經過
習古求新，碑帖融合，他終以自己
面目示人。
容可權深明麥老師重視書法教育
和在海外弘揚書法藝術的心願，因
此，在自己學有所成之後，秉承師
訓，肩負起傳播書法的重任。
也是機緣巧合，容可權30多歲來

港定居，因為書法功底好，很快就
找到在嘉禾電影公司從事電影片名

和字幕字體設計的工作。正因為如
此，除香港外，賣埠電影放到世界
哪個旮旯，那裏的華人就能看到容
可權的書法。
上世紀九十年代，電腦開始逐漸
普及，但中文字庫寥寥無幾，有植
字公司邀容可權設計製作一套行書
字庫，容先生欣然接受。經過一年
多的努力，一套集各家所長的《特
行體》字庫面世，此字體在香港大
街小巷，內地各地之招牌廣告隨處
可見，影視、印刷各媒體也廣泛樂
用，並逐漸風行全球，至今，「凡
有井水之處」，皆有容可權的特行
體字。何解？但凡華人店舖的招牌
廣告，很多都選用容可權的特行體
字製作！可以說，容可權的翰墨已
傳至世界各地，他也成為了弘揚中
國國粹的先鋒！

初次踏足外交部是
2006年的秋天，時任
外交部長李肇星的夫
人秦小梅女士，也是

位出色的外交官，她十分注重扶貧
工作，每年都組織活動捐助貧困地
區學童，更安排成績優異者前往首
都北京及參觀外交部，由於我們也有
參與捐助活動，故獲邀一起出席。
當日獲邀出席的還有各駐華大使
夫人，其中有些來自非洲、中東幾
國的代表，均穿上傳統國服，搶眼
的頭飾和五彩繽紛的布料，讓人大
開眼界。香港的「國際文化」，一向
側重英美、或西歐幾個發達國
家……甚至「歐美」等同「國際」；
但在北京，讓我體驗到真正的「國
際文化」——分別來自五大洲的使節
夫人：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和大
洋洲，無論大國、小國、任何種族，
外交部的安排皆禮遇周到，一視同
仁，令人賓至如歸！
這群成績優異的學童，大都是十
來歲的中學生，他們懷着興奮、好
奇而激動的心情首
次來到北京和外交
部，貧窮與困難，
絲毫沒打擊他們的
自信和希望，反而
轉化成動力，更能
迎難而上、發奮圖
強，他們說：「我
們一定繼續努力求
學，長大後考入外

交部，報效國家，服務人民 !」每
一張稚嫩面孔，無不流露着堅毅的
意志，滿腔熱誠！
感謝李夫人和外交部婦工委組織

了貧困地區學童的捐助活動，看到
莘莘學子的愛國情操和自強不息，
讓我對祖國未來充滿憧憬。外交部
婦工委是一群集合了我國大使夫人
和女外交工作人員的委員會，她們
平時日理萬機，又要忙於出席外事
活動，還抽空參與組織扶貧、國際
義賣等有意義的公益慈善工作，且
事事嚴謹細緻，團結自律，充分體
現出當年周總理的要求——好一支
「文裝解放軍」！
李夫人出身外交世家，中國派駐贊

比亞的首任大使，就是她的父親——
秦力真大使！她從小受到良好的外交
禮儀和文化藝術的熏陶，退休後仍
落力推動民間外交，擔任中國前外
交官聯誼會副會長及中國明星藝術
團團長，在世界各地進行藝術文化
交流，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明星藝術團的演出訪問足跡

遍及五大洲，每到
之處廣受當地民
眾及華僑歡迎，
亦為祖國的外交一
線人員帶來關愛，
是促進國際間相互
了 解 的 一 道 橋
樑，成功以藝術
推動我國的公共外
交！ （待續）

廖啟智（智叔）上個月
28日因胃癌離世，大家都
在懷念這位真君子、好演
員、好父親、好丈夫……

15年前小兒子諾諾因血癌走了，夫婦二
人堅強面對，接受了當年《舊日的足
跡》專訪，充滿思念和互相扶持，敏兒
（陳敏兒）稱讚丈夫是廿八孝父親，如
果他認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智叔回
應︰「無人咁笨認第一的，哈！」
敏兒透露拍拖的時候已經發覺智叔勁

喜歡小朋友，孩子見他如蜜糖，「我不
喜歡小孩，我清楚說明不生孩子。智叔
說延續下一代是天性，只是時候未到，
他一直尊重我，只是看我何時會變。果
然30歲的時候我的母性全出來了，見到
肥姐（沈殿霞）拖着女兒欣宜（鄭欣
宜）口水流……我知道我可以做媽媽，
誰知我們的女人一不想生，一生就生兩
個，甚至第三個。」
智叔回應︰「我沒有期望和失望，亦
沒有喜出望外、一切順其自然……」敏
兒說︰「我會生，因為我有個得力助
手，他是超級湊仔公，他本身就像一個
可愛的小朋友。我們是好心軟的父母，
家裏沒什麼家教，最怕聽到孩子哭聲。
後來諾諾患上血癌，他每天都哭，實在
好難受，我們開始學習接納苦難，這是
好難的功課，苦難可以是一個祝福。當
年我留守醫院，我佩服智叔一身兼數
職，送湯送飯，教兩個仔做功課，好辛
苦……智叔回應︰『我不覺得辛苦，只
覺得忙碌不能停，那是一種承擔，一種
責任，其實我以前一直期望過一個平坦
的人生，原來在苦難之中眼界會更廣
闊，知道天外有天，對上帝更加信服，
發覺人生有考驗更為豐盛。』在諾諾的
最後一刻，我們的傷痛幾乎接近零，好
感恩上天的無微不至，那份憐憫貼心，

結果他走得好安詳。」
某夜，智叔思憶諾諾嚎哭起來，二兒

子走來相勸，「唓！你哭什麼，全家人
最年老是你，第一個見諾諾的就是你
啦！」全家大笑起來。智叔指上天對他
們不薄，「上天很奇妙，它會令我們夫
婦一個跌倒時，另一個會堅強起來，總
不會讓我們兩人同時一起跌倒的……生
命不在乎長短，在乎是否有意義，我們
都掛念諾諾，天家再見。」
15年前，智叔敏兒攜手面對命運的突

變，今天只剩下敏兒一人面對……她告
訴我好感恩智叔走的時候毫無痛苦，好
安詳，大仔文哲和二仔文信陪伴左右，
他們心情很平靜，不用擔心。我問敏兒
可有一兩句說話我可以轉告大家？她只
答一句︰「恕我此際無力……」
我聽到陣陣心酸，請敏兒振作，妳這

一生中最正確的取態就是嫁給了智叔，
他的為人、他的藝術成就，榮獲過兩次
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他沒有將自己
放在雲端地位，他面對大眾表達到小市
民在地的心聲……其實我們很幸運，與
智叔活在同一個年代。我也關心智叔最
着緊的那套未完成的電影《翻兜人
生》，田啟文回覆正在加緊推進中，不
希望壞了智叔的心願，願大家釋懷！
敏兒要振作，你們依然一家五口走向

未來，他日天家一定再重聚。大家都支
持你，請多多保重！

陳敏兒：恕我此際無力
文公子上個月曾在本欄促請財政司司長，望

能盡速公布新一期政府百分百擔保的中小企特
惠貸款計劃的申請詳情，以濟本港中小企業燃
眉之急。

上星期終於喜見政府的宣傳廣告，中小企業由2021年3月
29日起可以申請第三期貸款。每家合資格的借款企業最高貸
款額，為18個月的僱員薪金及租金之總和，以600萬港元為
上限；最長還款期為8年。換言之，較早前已申請第一及第
二期的企業，可以向銀行另外申請借貸6個月的僱員薪金及
租金。由於計劃是協助受疫情打擊的企業，營業額應如何計
算？目前是根據企業銀行公司戶口的月結單的收入項為參
考。員工薪水以強積金供款記錄為準則，而租金則直接參看
租約與租單，簡單直接，從寬處理，實為挽救企業周轉急需
的好橋和德政！
由於中小企業僱用全港近九成的勞動力，所以利用公帑來

挽救中小企，就等於挽救全港的就業，可謂用得其所；無論
對社會、對企業、對銀行、對政府，都是多贏的方案。
公帑運用，其實易招非議。政府上星期公布，已預留2.46
億港元，獎勵逾4,500名公務員及各自1名同行親友旅遊，2
人同行最多可獲資助近5.5萬港元，亦可於疫情緩和後出
發，報銷限期為明年3月底。
獎勵有傑出表現的公務員，無可厚非，只是公布的時機不

對。目前，香港仍處於官民共度時艱的階段，大家都面對開
源節流壓力之際，此舉未免令人感覺欠缺政治智慧，而且招
致不必要的輿論危機，指公帑未被妥善運用。
近日疫情仍未算穩，但總算初現曙光。相信政府下一步的

經濟政策，會開始由急救企業，到點燃經濟動力，刺激消費
信心，希望能恢復市面繁榮。其實方法也不離一方面放寬疫
情受控地，特別是內地的旅客抵港，另一方面是鼓勵本土消
費，希望產生乘數效應，助各行各業能自行吸收維生養分而
復甦。現在疫情未過，港人旅遊熱點日本、韓國、台灣，甚
至歐美各國，均未知何時可再實行無口罩自由行，獲獎的公
務員可能得物無所用，有獎勵就等於無獎勵。
如果要以公帑獎勵公務員，何不將款額撥入即將通行的電

子消費券中？此舉既能起獎勵作用，亦能有助刺激本地消
費。政府如為本港消費市場額外注入2.46億港元，所產生
的乘數作用，相信必可令百業更為受惠，亦必然較獎勵公
務員外遊，更受市民歡迎？此舉相信亦是平息輿論危機的
一條好橋。

公帑運用易招公關危機

大台邀請前輩後輩
成為高層之後，有很
多新的搞作，但用的人

是舊有電視人，新節目出街之後保
持扮嘢技術，帶來全場歡笑，有水
準之作，但單單靠扮嘢是否能夠挽
回觀眾的心意呢？有待後續發展。
某電視台用的方法仍然是一貫作
風，自己創作自己藝人做主要骨
幹，也有新的衝擊，至少節目名稱
勝人一籌很有新創意、很貼題。是
否真的可以用口罩作為選美的單叫
口號？以前大台沿用傳統節目名稱
推廣，少不免讓人感覺某電視台的
節目比較適合50歲之前的年齡層觀
看。但現今社會要改善文化及潮流
指標絕不容易，因為大型電視台仍
然沿用一貫作風，選擇一些前輩級
監製、顧問來創作班底，而某電視
台很早便因為資金不足，反而給了
很多機會予無做過電視台的創作人
發揮個人所長，當然兩者均有自己
的支持者，感覺便是你有你生活我
有我忙碌，但是若果以年齡層的觀
眾效果為發展基本，相信擁有年輕
人的市場會比較有機會發展更大的
空間。因為傳統平台現有的吸引力
便是我們成熟人士喜歡的創意，扮
演別人的角色相信已經奉行了整個
傳統傳媒接近100年；當然相信這
個吸引力仍然是有的，但是在互聯
網文化普及情況之下，觀眾的需求

不是單一要求扮嘢節目，所以很難
肯定再推出扮嘢節目一定有相對龐
大的收益。
當然我只能夠作為一個觀眾去選

擇，兩者被一些傳統媒體宣稱為電
視台風雲再現江湖，但這個又是否
事實呢？因為雙方目標不是同一個
觀眾層，一個走比較年長的、一個
走比較年輕的，所以我相信沒有節
目是對着幹的；因為他們創作的年
齡層並不是互相要搶灘，反而各自
得到各自所需。在傳統平台上曾先
生說過大台並不是與某電視台為
敵，若果是這樣我相信傳統電視台
能夠快一些推出有吸引力的年輕節
目，才能夠為傳統電視台推廣新文
化讓人去接受；在現代文化發展空
間的平台裏，因為沒有傳統的拘
束，可以嘗試多方面發展，所以我
比較希望傳統電視台能夠給予一些
新的台前幕後朋友參與，能夠推廣
多一些新文化接近互聯網的形式，
這樣傳統平台便不會只是吸納一些
50歲以上的前輩觀眾。
老實說，沿用經驗幕前幕後人士

是好事，但是對創意來說也有一定
的影響，好的是穩健忠誠，不好的
是若果你用的人他的心態是等待退
休，這個便會有影響，所以多人工
作的機構管理真的很辛苦，希望新
的管理階層有新的創意，保持傳統
文化不會被淘汰。

電視台風雲有沒有人留意？

如果你走到街上，去問一個
人，是否滿意自己的生活，我相
信很少有人能夠毫不猶豫地說滿

意。在生活中，耳邊總是有這樣的聲音——我
如果能夠像他或她那樣就好了。在仰望間，我
們總是喜歡拿自己的不足和別人的優勢做比
較，這樣的比較最終只會傷害自己，無論是什
麼事情，我們總是習慣於比較，比來比去，導
致我們活得不快樂。
為什麼要比較呢？如果是和比我們差的人比
較，我們得到的將會是沾沾自喜、得意忘形，
那一份虛榮會把我們的生活幻化，變得不實
際，最終讓我們脫離了生活的正常軌道。如果
不適當地與比我們好的人比較，我們得到的將
會是自卑失望、灰心喪氣，這樣的情緒陰霾，
也會入侵我們的生活，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灰
暗，不思進取，同樣是對我們不利。又何必進
行比較呢？

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價值觀變得多元
化，但又似乎變得單一化，因為人們總喜歡以
物質來衡量生活和人生。不僅僅是我們成年
人，就連很多小學生都學會了跟別人攀比，比
如他們會炫耀說自己這雙運動鞋是多少錢買來
的限量版，他們又去過哪裏旅行，每一天花費
多少錢等等，這種語言其實體現了攀比和虛榮
的心態，而沒有了分享快樂的意義。社會的風
氣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都關乎我們每一個
人，我們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不可避免地受
到影響。但是很多時候也是我們個人的心態問
題，既然我們知道這樣是不好的，那為什麼又
要去比較呢？我們應該保持一分清醒，清楚自
己所擁有的，也接受自己的不足。不需要在無
休止的比較中，無休止地傷害自己。
其實，當我們在和別人比較時，說明我們的
價值觀已經在向別人同化了。比如你羨慕別人
有房有車，說明你的價值觀裏會認為成功的生

活就是有房有車，但是我想問一問你，你最初
的那顆純淨心靈，是否希望這樣的呢？最單純
的願望，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過得快樂，人
生過得充實而有意義吧？那麼，我們沒必要向
別人同化。我們可以看到別人的優點，但是我
們不要強迫自己也要那樣去做，尤其是在物質
的追求上，慾望是一個無底洞，如果我們放縱
自己與別人攀比，我們就會陷得愈來愈深。我
們可以看到別人的光彩，但是不要因此覺得自
己一無是處，最好的狀態是，欣賞別人的精
彩，依然能夠回來踏踏實實做自己。
不比較，才有獨特的人生。遵循自己的本心

吧，這是最容易挖掘人生意義的一條道路。而
不是跟着別人，在比較中失去自我。不必去比
較，每一個人活在這世上，都會有屬於他的那
份精彩，只要我們願意朝着自己的本心去努
力，去發現自己的閃光點，我們的人生自然會
精彩紛呈。

不比較 才有獨特人生

甜酸苦樂
有資深編輯曾對我說過，判斷文章

的好壞，其實很簡單，好的文章就是
讓讀者看完你的立意後有所收穫；當
然如果你寫的東西可以讓讀者讀完稿
件、而直接模仿相關要領後，就可以
馬上讓讀者很快地賺到錢；並稱之此
乃寫作的最高境界。

說實在話，我們沒有這種本事和能力可讓
讀者很快賺到錢。可以做到的僅僅是你看完
稿後，可獲取更多的健康和其它方面的知
識。正因為此，使自己在日後的寫稿生涯中
多多注意這方面的東西。
35年前的某一天，我竟然接到編輯部的表

揚信，稱有人看到我寫的在「科普天地」的
文章後，依樣畫葫蘆竟然賺取了很多錢。當
時我真的不敢相信該讀者是看到了裏面的什
麼可以有如此收穫？後來知道是他看到我寫
的蟾蜍的養法後，大規模養起蟾蜍，而將採
集到手的乳膠狀毒汁出賣給製藥廠發了財
的。這樣的情況當然很少，但卻說明了寫
稿、投稿的中間確有意想不到的樂趣。
一個人生活在競爭激烈的世上真的很不容

易，有時候、特別是往前看的時候，經常有
日子很難過，甚至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然
而，只要回頭看，又會覺得時間過得真快。
細想起來，自己大學畢業工作後，第一次向
報刊投稿、發表文章至今，已經有近40個年
頭。在這中間記得最深的當然就是在寫稿、
投稿和稿件發表過程中遇到的甜酸苦樂。
對初哥來說，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具有
特別芳香的油墨味道時，心情總是難以平
靜的。寫文章，先要看報刊雜誌，特別是你
準備向其投稿的媒體，反覆看先前作者的文
章，可以清楚發現該報刊的文章特點、思
路，繼而再結合自己的生活體會、對未來
的看法等等寫成文字。這中間需要經過多次
的推敲、琢磨和修改，直到自己滿意後寄
給報刊雜誌社。接下來就是等待、等待、再
等待……

記得第一次投稿後，每天都會在第一時間
到收發室看看是否有自己寫的東西，而這個
時候最經常見到是自己空手而歸的焦慮心
情。由於編輯部的稿件多，編輯對稿件的閱
讀速度又遠不如作者那麼快，特別是對於新
手來說，編輯對初次收到的作者文章一般並
沒有太多興趣去閱讀，所以對所有初次嘗試
寫作的人來說既是一條必經之路，亦是必須
嘗試的考驗。
到某個時機，見到自己的作品很快變成油

墨芳香的見報文章之時，知道自己的提法和
見解已經獲得認同和肯定；從那一時刻開
始，心裏的甜滋滋感覺至今不會忘記。這個
時候，自己沒有狂言，也沒有吶喊，更多地
是捏緊拳頭，然後自言自語地說，一定要加
倍努力，繼續努力，讓所有同事、朋友等能
夠看到更多的自己寫的文章。
奇怪的是，好多事情剛剛開始時就像是注

入了興奮劑，人顯得異常激動，但過後就習
以為常了。無論是剛剛練習寫作，或者是天
天可以看到自己的文字變成油墨芳香之時，
心裏的興奮之情是一樣的。無論是文章的長
短、內容的吸引力等，直到今日仍然充滿這
種興奮，絲毫沒有一點點的減退。爾後，當
自己變身為記者、評論員、資深評論員，變
寫作為每天和吃飯一樣成為生活的主體和必
須之後，仍然會在第一時間先閱讀自己的文
字，再次檢查是否有不妥當之處，做完這些
事後，則為自己添加了一種愜意的感覺。
記得自己曾在評論英國首相的文章見報

後，被旅居英美國家的同學看到，他們立即
在同學群中掀起奚落作者的文字。有說我沒
有資格評論英國首相，有說吃大蒜、燒餅的
人評論首相是不自量力。此時此刻的我，沒
有不滿和激動，只是感覺到這些言語是酸溜
溜的，平時讓我尊敬的同學亦一下子矮了許
多。因為他們的論據均不堪一擊。試問同學
們在欣賞精彩球賽的時候，儘管自己並不曾
在球隊任過職，這也和宋世雄先生一樣，雖

然不是一名排球隊員，仍然可將排球賽講解
得淋漓盡致、活靈活現。
如果說我沒有資格評論首相，那麼請看看

當年我在評論日本首相一幕吧：2010年6月
的一篇評論「鳩山成『美日同盟』的犧牲
品」見報日，正是鳩山下台時。上演了「評
論見報、首相下台」的特別意境。該評論第
2天受到中外200多間媒體全文轉載。證明
本人乃是一名稱職的評論員，怎麼在昔日同
學面前卻變得不夠資格？有同學和同事對我
說，在我們的班群中所有的貼文中，你總是
用自己寫的東西貼上，而不像有的同學從來
都是抄別人的。
寫稿是幹自己喜歡的工作，且又有稿費收

入；文章發表說明自己的見解得到認可；所
以從來不覺得累和苦。不管是自己寫作投稿
或者是為了完成約稿信中規定而「趕稿」，
可以不用吃飯而需要加班加點之時，同樣不
感到苦。更多的卻是給我帶來過去許多未曾
有過的無窮樂趣；不會因為寫作而覺得有絲
毫苦楚。特別是相關報刊來函約稿的時候，
更加有自豪之感覺。說實在話，無論是約
稿，或者是出自自己靈感的自選題稿件，都
是如此。
每當自己的文章見報之時，心中在自豪

感、成功感之外，更可以用獲得許許多多意
想不到的快樂。記得自己曾在《健康報》上
發表了「近視的孩子不該安排其前排就
坐」；以及在《福建日報》發表的「適當吃
肥肉可減緩肌體的退化」兩文，不但讓更多
的讀者獲得相關知識，自己的看法和見解獲
得認同、且獲取較高稿費之外，更加為自己
日後在晉升高級職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軟
件。相當榮幸的是，在當年福建省為中青年
教師提供破格晉升高級職稱之時刻，自己因
為在教學描寫的大量稿件竟然成為強有力的
支撐，而使自己成為榮幸一員。
從寫稿、到投稿，中間確實有甜酸苦，但

卻嘗到了意外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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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踏足外交部是2006年的秋
天，時任外交部長李肇星的夫人
秦小梅女士（第二排中）和筆者
（第二排右二）。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