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有的民間外交魅力

王羲之臨帖嗎？
古人學書法都非
常重視臨帖，確
實，只有通過臨

帖，才能繼承先賢書法的傳統。康
有為說：「學書必先摹仿，不得古
人形質，無以得其性情也。」
歷代名家最初學書法都會臨
帖。根據史書記載，王羲之年少
時隨衛夫人學書法。衛夫人對書法
筆畫之形容有別於其他書法家：
「點如高峰墜石，橫如千里陣雲，
豎如萬歲枯藤，撇如陸斷犀象，
折如百鈞弩發，捺如崩浪雷奔，
如勁弩筋節」。故可設想，王羲
之必定臨衛夫人的書法，否則也
難以理解和掌握衛夫人的筆法。
王羲之在《筆勢論十二章並
序》中介紹了臨帖的具體方法和
步驟。「一遍正腳手，二遍少得
形勢，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
遒潤，五遍兼加抽拔。」這是王
羲之自己總結的「五遍臨帖
法」。王羲之在說完這「五遍臨
帖法」之後，還加了一句話：
「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
行，創臨惟須滑健，不得計其遍

數也。」意思是如果臨寫生澀，
不能就此停下來，兩行三行，臨
寫只求寫得流利勁健，不要算計
臨了多少遍。
臨帖就是學規矩，而不是別

的。這規矩包括用筆、結字和章
法。啟功認為：如果不臨帖，老是
按照自己原有的寫字方法和習慣練
下去，或者隨心所欲，任意揮
灑，那麼其結果只能是背道而馳，
愈練愈糟。宋代大書法家米芾與
蔡襄、蘇軾、黃庭堅合稱「宋四
家」，他臨帖40年，集各家之
長，最後才定型，終於自成一體。
現代人學書法比古人條件優越多

了，幾乎歷史上名家法帖都唾手可
得，但古人卻很難獲得法帖。古
人有句說話叫「窮詩富字」，什麼
意思呢？就是說你是窮人，就去搞
文學創作，詩文寫作之類的，因
為那些省錢，你要想搞書法、想
學寫字，必須要花很多錢，因為書
法真跡難得。所以中國古代的書法
家，大都是有錢人，大概只有家裏
很富裕才能買得起一個好字帖吧。
王羲之就是個例子。

「中國民間外交
女傑」——中國人
民對外友好協會
（簡稱「中外友

協」）前會長李小林，近日在
「中美關係剪不斷，理還亂，終
向前」一文中說︰「『乒乓外交』
看似極具偶然，但細究起來，卻
蘊含着歷史的必然，因為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洪流終
究勢不可當。所以儘管中美關係
『理還亂』的現狀令人憂慮，我
們仍應順應兩國民意和歷史潮
流，本着應對歷史和未來高度負
責的態度，用耐心和智慧為中美
關係『抽絲剝繭』，尋找出路，
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軌、重建互
信，向着更美好的明天繼續向前，
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李小林會長是中國前國家主席
李先念最小的女兒，丈夫劉亞洲
上將是國防大學前政委，兩人相
識於武漢大學，同念外語系英文
專業。自幼喜愛音樂、舞蹈、美
術、乒乓球等活動的李會長，活
潑開朗，獨立坦率，上世紀八十
年代負笈美國
繼續深造，返
國後就一直在
「中外友協」
服務，在這
45 年漫長的
歲月裏，從翻
譯工作做起，
腳踏實地，直
至擔任會長的

領導職務後，她仍然不辭勞苦，
穿梭於五洲四海，廣交朋友，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對外交往建立
橋樑。實踐着她對父親的承諾︰
要把專業做好和永不經商！
一頭短髮、一襲中國絲綢裙子

配搭一條長圍巾，或一身帥氣上
衣，高雅而時尚的李會長，看上
去要比實際歲數年輕很多，永遠
歡愉親切，聰穎靈敏，快人快
語，輕談淺笑間就把許多問題化
解，就是她獨有的民間外交魅力。
李會長在去年退休前致友好人

士及組織的一封信中表示，回望
過去的45年，世界已經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既欣喜地看
到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給人類帶來
的巨大利益，也不得不憂慮地面
對氣候變化、病毒肆虐等非傳統
安全問題導致的嚴峻挑戰。
讓她尤其感到不安的是，在

應對全球挑戰的關鍵時刻，孤
立主義、民粹主義的傾向又開
始抬頭，以鄰為壑、落井下石的
言論和行為甚至屢屢見於一些大
國的輿論引領者。實現不同國家

人民之間的互諒互
信、互利合作依然還
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還需要大家繼續長期
艱苦的努力。
我感恩有幸成為「中

外友協」一分子，曾與
李會長及其專業能幹團
隊密切合作，獲益良
多…… （待續）

電視台有新景象，吳浣
儀會重返無綫電視老家
嗎？「我90年跟大夥兒轉
入亞視，當時肥姐沈殿霞

等等都過了檔，人工又高了，我想在哪
一個電視台都一樣工作的，轉眼31年
了，他們都沒有叫我回去，我猜想自己
可能入了無綫的黑名單，他們對我無興
趣，可能我年輕時不懂做人，戀愛大過
天，好任性，話走便走……我自我檢討
如果識走中間路線便好了。早期我曾好
想返TVB，不過後期都沒有再想，因我
有其他電視台可以選擇，特別參演香港
電台劇組好舒服，工作人員都不講粗話
的……況且，我現在年紀大了未必應付
得到，全行都知我好緊張劇本，要先有
好劇本才傾合作，酬勞是其次，不過世
事無絕對，要看緣分！」
今天的浣儀姐不計較薪酬，可謂苦盡

甘來，當年丈夫突然因肺癌離世財政出
現問題，「所謂屋漏兼逢連夜雨，幸好
我有兩位貴人姐妹，不過她們不許我再
提起，羅蘭姐和鮑姐鮑起靜都是絕種人
類！我和羅蘭姐在TVB結識，她還認識
我的家人，我們不止是
同事；鮑姐更是出名的
好人，我們在亞視已是
好朋友……向人借錢是
好大考驗，當時前無去
路，唯有硬着頭皮向兩
位開口，她們立即答
應，我說會分期還款，
現在還清了，我真的感
恩，直至這一生完結都
會銘記於心！」
「人家幫自己都是一

份信任，羅蘭姐信任

我，因為她曾經碰過釘子，借錢沒人
還……她當時借我20萬，一個好大的數
目！鮑姐更好笑，她問我想要多少呀？
我只得5萬我全給你啦！我好感動，至今
我常說真的欠了她，不過她反說或者我
前世欠了你，今生要還！」
浣儀姐得到姐妹相助之後，全力攬着4
名子女邁步向前！結果大女兒成了社工、
二女任飛機師、三女當獸醫、小兒子是IT
達人，她當然深感欣慰……唯獨是對大女
兒有所虧欠，話說當年小女孩畫了一幅畫
送給媽媽，她欣賞了，以為已經收到了便
隨手拋掉了。誰知小女孩看在眼裏，記在
心裏，數年前才向弟妹表示不用畫畫給媽
媽，她不喜歡的……此事令浣儀姐心難
過，原來此舉令女兒誤會了，傷害了她的
弱小的心靈！當下，她除了向大女兒道歉
外，今年決定請女兒畫一張新畫給自己，
定必好好珍藏！
浣儀姐是虔誠佛教徒，已經立意身後

當大體老師，「這是丈夫給我的啟示，
記得他離世之時面上沒有半點人色，我
想他日自己都會一樣，無用之軀無謂留
着，那是一個臭皮囊，捐出來作教學用

途更好，我的腳時時痛，
到時醫科老師可以用來講
解為何此人隻腳會痛呢，
有用呀！我好開心入行
47年，最開心由《朱門
怨》惡死三少奶到現在人
們說我和善，我覺得自己
有如琴姐李香琴洗底成
功！哈哈哈！」
浣儀姐的經歷教我們

明白，人生未必事事如
意，經過後，可以驕傲地
說，我們曾經用盡全力！

吳浣儀苦盡甘來多得姐妹相助
面對有外傭感染變種病毒，第五波疫情一觸即

爆，政府在4月30日宣布，要求全港37萬名外
傭於5月9日前完成病毒檢測；日後，外傭續約
時，必須接種疫苗，並定期進行檢測。

面對社區源頭未明，變種病毒的傳染性卻更強的情況下，政
府此舉的確是釜底抽薪的好橋。
一直以來，無論政府如何宣傳應該接種疫苗，就算是去年國
家派員來港協助進行全民檢測，都有政客甚至網民跳出來，用
一大堆理由反對，因而令不少市民對打疫苗和做檢測反應冷
淡。最近甚至有人出動司法覆核，反對圍封有爆發疫情風險的
大廈作強制檢測，加上部分不負責任媒體，逢政府必反的網上
輿論不時推波助瀾，政府在輿論戰又反擊乏力，令社會上總有
一大群人其心如鐵，就算是免費，也不願意注射疫苗和進行全
民檢測，為社區埋下隱形超級傳播者的風險。
有趣的是，有人堅決反對全民強制檢測，但對於全體外傭須
做強制檢測，卻未見太強烈的反對聲音。
在市場調查上，有一個有趣的做法。如果想問一些很敏感或

不道德行為的問題，例如你是不是試過婚前性行為、婚外情、
抽大麻、上網看色情視頻之類，受訪者可能不想正面回答。因
此，在設計問卷調查時，會將問題改為：「你覺得你的鄰居是
否有過婚外情？」又或者「你的鄰居有沒有看色情視頻的習
慣？」等，令受訪者覺得事非關己，直說無妨。
就算是極度反對全民檢測的一群，可能也會想：今次的強制
檢測，涉及的只是自己的家傭，又不是強迫自己全家做檢測；
況且家傭做了檢測，對家庭而言，特別是有小朋友的，更可以
求個安心，因此也就不去強烈反對？此外，家傭沒有選舉權，
恐怕也因而沒有令政客們代為出頭的誘因，社會的反對聲音遂
變微弱？
政府此舉雖只針對家傭，其實也有進行全民強制檢測的意

義。以一個家庭普遍僱用一名家傭計算，涉及的家庭已達30
多萬個，可算是一次頗全面的社區抽樣檢測。如果驗出感染病
毒的家傭，就可以針對所屬家庭及附近社區進行圍封檢測。儘
管未算是全民強制檢測，也較輕易揪出社區的傳播源頭。
此外，家傭的活動範圍，通常包括市場。而觀乎各地疫情爆
發的例子，市場往往是播毒的主要源頭；在檢測時，可以順便
為市場是否存在傳播風險，好好做一次全面的掃描，絕對是一
條一石二鳥的防疫好橋。

家傭強制檢測一石二鳥

陳展鵬3年沒劇
集出街，這個星期
終於有了，《逆天

奇案》昨日首播，觀眾反應佳。
劇中陳展鵬飾演O記精英幹探，
熱血勇武能幹，深受上司器重及
戰友欣賞。另一名O記精英幹探
由黃智賢飾演，冷靜、頭腦精
明、經驗豐富。二人一剛一柔，
處事方式截然不同，但惺惺相
惜，彼此互補不足，成為O記雙
雄。二人面對一系列曲折詭秘，
刁鑽莫測的逆天奇案，利用逆向
思考、心理博弈、縝密分析，解
構罪犯思維動機！是我喜歡看的
警匪片類型。
TVB 落重本製作《逆天奇
案》，由出名製作嚴謹的劉家豪
任總監製，信心保證，演員陣容
鼎盛，除主要角色林夏薇、馮盈
盈、張頴康、劉佩玥、蔣祖曼
外，還有多位少有入劇組的演員
如洪卓立 、JW王灝兒 、朱健鈞
及蘇姍等，又有好戲之人鮑起
靜、米雪、羅蘭、農夫、艾粒
等客串，更拉隊到泰國拍外景。
劇集以七個離奇謎案貫穿，警隊
精英以逆思考與罪犯鬥智鬥力，
破解奇案，天網恢恢，絕不遺
漏！劇集第一個單元《殺虎恐
襲》，講述恐怖分子布局殺飛虎
隊，警隊傷亡慘重，有不少大場
面，超緊張刺激，槍戰、飛車、
爆炸、打鬥，拍得極逼真。
鏡頭對焦陳展鵬，他2018年與

單文柔結婚，翌年做了爸爸，暱

稱愛女Quinta「小豬比」，《逆
天奇案》是他為人夫為人父後第一
套作品出街，外形更弗，氣場更
Man，演精明幹探更有說服力。
小別熒幕3年，陳展鵬享受做爸

爸湊女生活外，其實也很忙，他
先後完成了劇集《唐人街》、
《逆天奇案》和《超能使者》，一
劇接一劇，現正開工拍攝《黯黑守
護者》。不單止如此，事業上他另
有新突破：簽約唱片公司，將推
出新歌，實行多方面發展。
很多觀眾都不知道，當年陳展
鵬是以歌星身份入行，但多年他
都以演員身份到外地登台賺外
快。他的歌星路一開始就一鼻子
灰，當年錄過歌，最終卻沒出唱
片，誰想到相隔21年他能圓這場
歌星夢，夢想成真，這就是娛樂
圈吸引、夢幻之處。陳展鵬坦
言，20年前唱片公司給他機會，
問他想做什麼類型的歌和要表達
什麼，可惜當時的他太幼嫩，腦
中一片空白，斷送了機會。現在
人生經歷豐富了，有自己想法，
他覺得現在做歌手出歌更有意
義。今次他亦掙扎良久才答應做
歌星，因為演員唱歌走音，不會
有人罵，但做歌星就不同。
他第一首推出的新歌名為《零

歲》，十分有水準。他今年主力
做音樂，唱電視劇主題曲外，還
有自己構思的音樂。他將新歌送
給囡囡「小豬比」，太太單文柔
絕不呷醋。陳展鵬面上早已寫有
「幸福」二字。

《逆天奇案》陳展鵬逆思維破謎案

有這樣一段時間，忽然思考起
「緣分」這個詞語來。我想這個詞
語對於我們每個人都不陌生，還記

得小時候，就常常學着大人對別人說：跟你認識
真有緣分呀。現在回頭想想，在天真爛漫的日子
裏，這一句話竟然是如此值得懷念。
其實生活中處處都是緣分。這句話聽起來也許

矯情，那如果我們細心想一想，難道不是這樣
嗎？我們每天都會接觸不同的人，我們每天也會
吃飯、穿衣、出行，行走在每一條路上，我們有
着每一種喜怒哀樂。這些都是因為緣分才有的。
親愛的朋友們，請不要見笑，緣分確實是存在於
每一件事情當中。
我們所經歷的正在發生着的一切，似乎沒有哪

些是理所當然的。就說我們自身吧，難道我們來
到這個世界上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嗎？父母相

愛，賦予了孩子生命，這個生命為什麼會是我，
我們想過這個問題嗎？其實都是因為緣分，這種
緣分不僅僅是父母之間的相愛，它更在廣闊的宇
宙天地之間，這種緣分讓一個生命誕生。這是宇
宙天地之間看起來無比尋常的事情，卻又是奇跡
般的事情。所以，我們來到了這個世界上。
而世界上每一天都會有千千萬萬的嬰兒出生，

在我們出生的那一天同樣如此。我們出生在怎樣
的國度，怎樣的家庭當中，過着怎樣的生活，成
長的過程中會經歷一些開心或傷心的……所有這
一切都是緣分。雖然我們沒有感知它，但也不代
表它不存在。其實它是存在的，只是我們都習慣
於渾渾噩噩地過着日子，按部就班地讀書、工
作，而很少去考慮——自己為什麼來到這個世界
上、為什麼會經歷這一切。當然，我們總是喜歡
去想令人高興的事情，卻避開了傷心的事情。

我們總覺得，開心的事情才是我們生活中的應
有內容，而傷心的事情卻是一些意外的安排，我
們總是習慣於把它剔除出去。其實一個人經歷的，
無論是好事情還是壞事情，都是上天冥冥之中的緣
分。但這句話並不是說，你擁有了好，就會永遠好
下去，你擁有了壞就會一直壞下去。並不是這樣
的。我們應該知道的是，生命中的一切事情相對於
天地宇宙來說，都是一些平常事。
但是，我們可以讓這些平常事變得不平常。主

要在於我們抱着怎樣一顆心去對待而已。我認
為，既然緣分是存在的。我們就應該有一顆感知
緣分的心靈。當能夠感知緣分，我們就更能夠珍
惜自己擁有的快樂，也更能夠看淡所經歷的悲
傷。當能夠感知到緣分，就能夠把生命看得通
透，更能收穫快樂和歡喜，對一切事物都能夠心
存感激，繼而坦然待之。

生活的緣分

檸檬、苦茶和清風
一個被老師罰抄200遍答案的女學

生，名叫叢平平。她長大回憶道，當
時喉嚨裏可真酸啊，像一杯酸掉牙的
純檸檬汁，那種感覺連鼻子眼兒都被
嗆到了，淚水直在眼裏打轉兒，到如
今回味起來倒泛着絲絲甜意。事情起
因是，她正在教室自己座位上背題，

沒想到後排同學用筆戳了戳她，向她借透明
膠;帶，她扭頭遞了過去。班主任老師把這一
幕看了個正着，於是下面提問她，要求背誦
一道題。因緊張，這道題叢平平怎麼也想不
起來。班主任憤憤地說：「回去把這道題的
答案抄200遍，晚自習前交上來！」
那道題的答案雖只有50多個字，可200遍

就是10,000多字。叢平平明明知道是誤會，
但不能去解釋，因為嚴厲的老師從來不相信
辯解。下課了，她沒去吃晚飯，而是待在教
室裏生着悶氣一字字抄答案。很多同學吃飯
回來了，要幫她抄，10遍、20遍、50遍……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每個人抄一點兒，很快
就完成了，甚至還有外班的同學聽說了，也
跑來幫忙。
那個借膠帶的同學過意不去，哭着跑去跟

班主任說情，卻被罵了回來。就這樣，一群
孩子趴在桌子上吭哧吭哧地抄答案，除了幫
忙抄寫，還有人拿來了麵包、牛奶、火腿、
餅乾讓叢平平吃。大家坐在一起邊吃邊抄，
樣子堅決又真摯，像一起打仗的戰友一樣。
幾個仗義執言的男生，明明知道還會被罵，
但又分頭去求情，最後一個竟說服了班主
任。
當最後那個求情的男同學把好消息告訴大

家時，叢平平的第一反應竟有些遺憾，因為
從下課到此時，同學們一刻不停地幫忙抄
寫，已抄了170多遍。她哭了，是第一個哭
的，接着那個借膠帶的同學也哭了，那天大
家的眼圈都濕潤了。但現在回憶起來，叢平
平的酸楚已經淡了，留下來的是心底的溫
暖。那170多遍的罰抄紙至今還保留着，有七
八種字體，高的、矮的、胖的、瘦的，看起
來特別溫馨。
記憶是一杯檸檬汁，酸在心底，並會記一

輩子。所以，傷什麼也不能傷自尊，老師對
孩子也是一樣。假如這個女生，沒有不吃飯
就開始去抄題，假如後面沒有同學們的熱情
幫忙，這種記憶也許就會變為一生的苦茶。
事實上，把女生換成小男孩，情形便大相逕
庭。南京某男孩被簡單粗暴的師範生姐姐罰
抄古詩2,000遍，竟致使他崩潰離家出走，幸
虧被民警發現，最後得以和解。
記得小時候，班主任對考試錯誤嚴重的同

學罰寫50遍「我馬虎又不認真檢查」，回家
寫完，要家長簽名後交還。雖不少同學改掉
了馬虎的毛病，但同學們對班主任的好感總
是上不來。有這樣一個笑話，瑪麗太太因闖
紅燈上了法庭。法官盯着她看，問：「瑪麗
太太？」「是的。」「您以前在西區小學當老
師？」「是的，你怎麼知道？」法官笑了：
「我曾是您的學生。」法官接着說：「等這一
天，我已經等了20多年。現在，罰您抄1,000
遍『我闖紅燈錯了，以後再也不犯了』。」
有一位我認識的孫老師，原來也是對學生

罰抄語文課文和詞語多少遍，並對默寫錯誤
的同學加罰5天內把錯誤課文再抄5遍。後
來，他有些後悔，抄這麼多遍怕同學恨他。
第二天，他溫和地說：「同學們，抄課文把
手都寫酸了吧？」不少學生點頭。「你們手
酸，老師也心疼啊！我實在不忍心罰你們抄
那麼多遍。請以『罰抄，誰之過』為題，寫
一篇500字以上隨感，代替抄寫吧。」有一篇
學生隨感寫道：罰抄，我之過；抄得太多，師
之過。老師莞爾，寫上評語：「有思想，老師
喜歡你。你是我們班的『小小思想家』！」
為懲戒那些「虛心接受，堅決不改」的學

生，孫老師發現把「罰」字掛在嘴邊，很多
孩子還是視懲罰為恥辱，並產生強烈的逆反
情緒。於是他採取了新辦法，全班同學用作
文本抄近期學的課文、詞語，每周抄3頁。然
後，他再出台特殊規則：誰對自己要求嚴
格，經老師認可，一周內可不抄寫，如果想
抄寫自願。如果發現誰散漫了，每周必須完
成3頁抄寫。每月開展默寫課文比賽，讓抄寫
多遍的後進同學獲得成就感。
一位三年級的學生，因沒有用尺子畫數學

等號，雖運算結果正確，仍被老師打了叉；
一位初二學生，因在練習試題中漏寫解方程
的「解」字，被老師罰抄「解」字500遍，一
直抄到晚上11點。這些事件對學生心靈的
「衝擊」是巨大的。很多學生委屈、困惑，
源自老師的要求就是死命令，不能打折扣。
有一回，我問一個學生：「作業寫錯了，老
師該不該罰？罰幾遍比較合適？」學生鄭重
地說：「三遍比較好，不能叫『罰』，應該
叫『訂正』。」
教師面對天真無邪的學生，不能想罰就

罰，不能隨心所欲擺布他們，更不能想批評
就批評。同學們都有思想、有尊嚴，同樣需
要給予溫暖的情懷。上初中，我有一個女同
桌，她不僅人長得清秀，還很愛勞動。可她
學習不好，每一門科目都不好。考試時，她
會偷看我寫的答案，我知道後就用胳膊把答
案擋住，讓她怎麼也看不見。後來，她想了
一個辦法，把自己的桌面上寫滿密密麻麻的
數學、物理和化學公式，還有英語不規則動
詞的變化方式，用於考試打小抄。最終，我
把這個秘密告訴了班主任老師。
班主任聽後，沉吟良久，然後對我說：
「我思來想去，決定不打算揭穿她。她其實
是一名很用功的學生，就是腦筋有些慢，這
沒有什麼不好。而且，她家也沒把考學這件
事看得很重，只是她偏偏愛面子，所以嚴厲
批評她反而不好，還是把她的自尊心保護起
來吧。」我說：「可作弊是不對的！」班主
任答道：「我知道。但不能簡單地指正這種
作弊行為，你能理解嗎？」
第二天早上，我發現同桌的課桌被換了一

張，上面乾乾淨淨的，什麼也沒有了。我看
看她，她看看我，我們什麼也沒說，只是互
相交換了一下目光。直到現在，我愈來愈懂
了，班主任當時的處理方式得體有致，她是
一位心藏錦繡的教師——委婉、柔和並充滿
心靈的關愛。在我看來，這位班主任的行為
就像一縷清風，讓人感覺身心暢達。
其實，教育上很多事情，本沒有對和錯，
只要教師設身處地去考量、照顧和理解，才
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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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浣儀走出困境，活出快樂
人生。 作者供圖

●筆者曾與「中外友協」前
會長李小林（左）合作，獲
益良多。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