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驗文化色彩

史上對書法藝術最有貢獻的帝皇
中國書法是中華民
族文化遺產中的瑰
寶，在歷史上，有幾

位帝皇對書法藝術的發展興盛有非
常重要的貢獻。
第一位是梁武帝蕭衍。南北朝時
期，諸帝善書，但以梁武帝成就最
高。他工蟲篆，擅長行草書，而且
是一位頗有見地的書法理論家，他
著書56篇，其中《觀鍾繇書法十二
意》、《答陶隱居論書》、《草書
狀》、《古今書人優劣評》4部堪
稱書論的精品著作。梁武帝評價王
羲之的書法「字勢雄逸，如龍跳天
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
為訓」。為王羲之享譽萬代的「書
聖」地位奠定了基礎。
第二位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
不但是一位傑出的帝皇，而且他身
體力行倡導書法，促使唐代書法成
為我國書法史上輝煌的一頁。李世
民網羅了一批書法名家，培養了許
多書法骨幹。貞觀元年，太宗詔設
弘文館，設書法一科，由歐陽詢、
虞世南教授楷法，詔令五品以上喜
書者可就館學書。唐太宗十分喜愛

王羲之的書法，甚至開創了以行書
刻碑的先河。他曾親撰《晉書》中
的《王羲之傳論》，推頌為「盡善
盡美」，還將臨摹本分賜貴戚近臣
學習。在他的推動下，王羲之成為書
聖，對後世書法流傳，居功至偉。
第三位是乾隆皇帝。清高宗愛新

覺羅．弘曆雖為滿族人，但他酷愛
漢字書法，他命令手下的人搜羅古
人碑帖，把這些字帖全部整理收集
在自己的書齋「三希堂」內。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間他

收藏了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
遠帖》。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
年）時，「三希堂」還收藏了晉以
後歷代名家134人的作品，包括墨跡
340件以及拓本495種。從此，「三
希堂」便成為著名藝術品的典藏地
而聞名於世。與之相對應的「三希
堂精璽」和「宜子孫」璽便當然成
為鑒定性標誌。「三希堂」所藏書
畫俱各用鑒藏璽以別之，又上等者
則蓋以「乾隆鑒賞」、「三希堂精
鑒璽」、「宜子孫」三璽，對後世
書畫鑒定起標誌性作用。

由於這次扶貧定點
在雲南省文山州的偏
遠地區，我們一行要
先從北京直飛至雲南

的省會昆明，逗留一個晚上，翌日
轉機往文山州。聞名已久的昆明
市，甫下機便覺春風拂面，正值4
月，氣候溫宜，無愧「春城」美譽。
從機埸抵達酒店時已近黄昏，沿
途見交通網絡發達，高樓商廈林
立，現代化十足的城市規劃，同我
想像中的「山水」雲南甚有差距，
猶幸晚飯時雲南省的領導們告知，
原來我們住宿的酒店正位於市政府
中心，昆明有五百里滇池的自然風
光，也有超大型的鮮花市場，更有
雲南大學、陸軍講武堂、西南聯大
舊址等人文景點，每年冬天，成群
的紅嘴鷗從西伯利亞前來過冬，翠
湖公園、滇池等都是觀鳥和餵鳥的
好地方。昆明的周邊擁有油畫般的
東川紅土地，形狀各異的石林，和
官渡古鎮等。
其他旅遊景點還有大理、麗江古
城、神仙之湖瀘沽湖、玉龍雪山、
騰衝熱地、女兒王國、香格
里拉等，光聽名字，已令人
神往……這裏是中國集合了
25 個少數民族最多的地
方，各具民族特色，歷史文
化深厚，旅遊資源豐富，只
看我們能有多少時間遊覽？
終於明白為什麼友人們多
次到雲南旅遊而不膩，且甚
得其樂，雲南是個絕對適合
慢遊、深度遊，才能領略箇

中湖光山色、體驗「滇」文化的地
方！我們已相約「扶貧之旅」後，
再多來幾次景點旅遊。
文山州的氣溫較昆明清涼，設施

當然比省會落後，但不失樸實自
然；為方便往來扶貧點，我們下榻
在麻栗坡縣的小賓館，每天前往捐
助的小學，總要花上3小時顛簸山
路的車程，首站來到丹麥馬士基公
司捐助的哪燈國小——校舍、師生
宿舍、廚房等等設備齊全，讓學童
留宿住校，不需每日往返崎嶇遙遠
山路。
學校對他們來說，不只是個學習
課堂，也是個親切的大家庭！新生
活的開始！當踏入哪燈國小，一位
開朗的小女孩迎前替我繫上「紅領
巾」，國歌隨即奏起，大家肅然起
敬！我感動莫名……想起母親告訴
我，她小時候在廣州當上「少年先
鋒隊」，戴上「紅領巾」的光榮歲
月……此刻，作為女兒的我，也繫
上了「紅領巾」，在偏遠的美麗村
莊、在友愛的善良人間、在中國茁
壯成長的美好歲月裏！ （待續）

國際知名鋼琴家劉詩昆大
師是當年的鋼琴神童，家中
擁有4部鋼琴，他3歲學習彈
琴，5歲登台表演，10歲成

為「全國少年兒童鋼琴比賽」冠軍、17歲第
一次出國獲得「匈牙利鋼琴大賽」第3名、
19歲「第一屆蘇聯柴可夫斯基比賽」獲得第
2名，這位年輕人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
大師父親是富商也是歌唱家，他發現兒

子對音樂敏感之時，詩昆只有1歲半，「我
在家中的地氈上爬着，忽然哭了，父親以
為我被什麼弄傷，檢查了沒有發現，幾天
後，我又再哭了，才發覺當時父親正在播
莫札特的搖籃曲，可能我為當中的悲涼旋
律而哭，父親察覺了，也就悉心將我培
養。實在，12歲之前，我都不愛彈琴，我
愛好軍事武器，父親就把飛機畫在琴譜
上，高高低低的……結果考進了中央音樂
學院，而我也有一份能力，就是聽到任何
歌曲一兩次，就可以彈奏出來……」
身邊的太太「鋼琴琵琶公主」孫穎一直

對丈夫投以仰慕的目光，「是的，可以將
古典樂曲一下子即時演繹難度極高、不可
思議……」這對靈魂伴侶、恩愛夫妻2017
年決定要生孩子在拉斯維加斯註冊，成為
佳話……去年11月7日44歲的孫穎誕下
了可愛的女兒劉蓓蓓（貝貝），本年2月
和82歲的丈夫，抱着兩個
月的BB由美國回來，她指
那18個小時的航程令她終
身難忘，使她更強大！大
師感謝太太，「我不會抱
孩子，她辛苦了，我非常開
心，我這個年紀老來得女，
大仔56歲、二仔25歲、貝
貝比兩個哥哥更漂亮，沒
有皺紋，漂亮得超出我的
承受範圍，只要一離開家，
我便開始想念貝貝了。」

孫穎直言，「我一直是一個不想結婚的
人，但自從和老師深交之後，我才發覺自
己一直在談戀愛，內心需求卻未得到精神
上的滿足，那些元素在老師身上全部找到
了！我們相距36年完全不是問題，老師內
心非常年輕。去年初我們知道懷孕了，開
心又擔心，當時我們在紐約，疫情非常嚴
峻。我是順產的，貝貝終於出來了，這也
是長遠以來我們美麗的約會，終於見面
了！」可有擔心大師年紀大，小朋友這樣
小？孫穎回應，「我們沒有想這方面，每
對父母無論什麼年紀都會面對，明天和意
外如影隨形的，不知道哪一個會先來，只
要做好當下！」大師接着，「我最期望貝
貝2歲開始彈鋼琴，我有信心貝貝好聰明，
她的手很大，音樂感知力非常強！我覺得
82歲再做爹哋好自然，和之前做爹哋的感
覺差不多，如果未來貝貝的樣子像全智
賢，這也是我能夠接受的，哈……其實我
最希望貝貝長大之後知道我好愛她，非常
愛她……」
此際大師的眼睛是紅紅的，旁邊的太太

安慰他，「其實貝貝現在已經強烈感覺到
父親的愛！我和大師都在想，一個獨身女
兒是否太孤單？能夠多生兩個弟弟就最理
想了，因為對教育而言（你我他）是最好
的！不過現在更加忙的就是完成大師的自

傳，中文版今年可出版，英文版現
正等待那位國際級的翻譯，自傳
電影方面的角色可能會作全國海
選。」對於女兒，孫穎則希望與
貝貝共同前行人生每一步，「我們
齊心合力地將她撫養成人，照顧
她眼中的光，希望她活出羅曼羅蘭
那一句︰就算即使看清楚生活的
真相，依然熱愛生命！」
我相信幸福的貝貝，將來也和

爸媽一樣找到心中的最愛、享受精
彩美妙的音樂人生！

劉詩昆82歲做爸爸甜到漏
政府在6月18日公布，消費券計劃7月4日
起開始接受登記，凡年滿18歲在港居住的香
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均符合分期領取
總額5,000元電子消費券的資格。

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目的是鼓勵市民利用儲值支付工
具進行本地零售、餐飲及服務消費，以帶動及刺激消費氣
氛，同時推動本地中小型商戶積極採用電子支付。文公子認
為，如果實際派錢，不少人會儲在銀行，派消費券就會用於
消費，相信可令深受疫情打擊的零售餐飲業直接受惠，並產
生乘數作用，實為協助香港市面復甦的一條好橋。
參與計劃的，有4個指定儲值支付工具，包括八達通、支
付寶香港、Tap & Go「拍住賞」及WeChat Pay HK，消費
券可用於交通，以及本地零售、餐飲和服務業商戶及其網
店。由於最快8月1日已可收取首期2,000元消費券，時值暑
假，不少商號已經瞄準消費券市場，紛紛聯同支付工具推
出優惠。例如中國銀行推出信用卡綁定支付工具的增值獎
賞或即減收費優惠；信和集團則宣布旗下商場將與支付寶
香港及livi bank推出2,000萬元獨家優惠及大抽獎，並計劃
聯同其他支付工具，在消費券發放期間，分階段推出更多回
贈及獎賞。
支付工具亦希望藉機增加市場滲透率，除了致力吸引商號

加盟外，亦紛紛推出吸引登記的優惠，令消費券的市場競
爭，戰況更趨激烈。
八達通宣布，首200萬名以八達通登記領取消費券，並使

用八達通Apps者，可獲18元增值額；指定單月消費符合要
求，可另獲贈50元增值額。八達通App亦將提供總值超過
3,000元購物優惠券供下載。此外，八達通與港鐵商場及新
鴻基地產旗下商場合作，推出飲食購物獎賞；而新鴻基除提
供購物折扣外，並送出總值超過300萬元的電子優惠券。
登記WeChat Pay HK，則可獲線上線下各合作商戶聯合

提供，總值超過10億元優惠，讓用戶5,000元賺上賺。支付
寶香港亦同樣送出總值超過10億元獎賞，成功登記用戶可
在近百商戶中，揀選最多5份心儀獎賞。而每月消費次數排
名前十的用戶，將可額外獲贈5,000元獎賞。此外，登記者
可參加「友」勁賞活動，分享頁面給好友，獲最多好友支持
的前10位登記用戶，可獲得iPhone12 Pro Max一部。
文公子認為，商場如戰場，只要是良性競爭，消費者受
惠，並非壞事。競爭如能加速香港支付市場電子化，對於進
一步發展智慧城市，更可成為一大助力。

電子消費券戰況激烈

近來我有一個機會
去電視傳媒平台參與
一個直播帶貨比賽，

開初的時候以為是一個綜藝節目，
但參與後才知道是一個真正比賽的真
人騷，這個感覺非常之新鮮。
近幾個月來在傳媒體系互相良性
競爭之下，有一些新的節目創作引
入電視節目中，這個良性競爭絕對
有吸引力，尤其是我們作為觀眾
的，更加希望電視台能夠有更加多
創意，令到我們在逆境之下還有快
樂的娛樂！而今次我也有一個機會
參與其中，真的同以往綜藝節目感
覺不同，首先絕對是一個比賽，每
一集拍攝的時間你都不會知道所
拍攝的是什麼、有什麼考試題
目，亦都不可以因拍攝得不好而再
重新拍攝，因為是真實比賽的真人
騷，這種製作方式絕對吸引，以往
一些綜藝節目都是拍攝之後覺得不
好再作修改，做到完美才畀觀眾們
欣賞，但今時今日互聯網世界盛行
之際，這個習慣已經退化，現在有
很多朋友也喜歡睇真實的一面，不
再喜歡睇花瓶了，所以真人騷是不
能夠重新再拍過的，這個我絕對接
受及贊成。
今次比賽當初以為自己做了20多

年DJ應該駕輕就熟，但原來真的不
是，這個比賽實在要執生以及霎時記
憶是很重要的。當中直播銷售模式就
是嘗試以百貨公司的Promoter為本
質，再放上電視作為一個大型比賽節
目，我才發覺作為一個百貨公司的推
廣員也不容易，因為也是一個真心推

介的表演項目，今次參與這個比賽除
了緊張刺激之外，也令我學識更加多
直播直銷節目中的竅門。當我遇上了
已經回到內地發展直播直銷節目的細
細粒，她的專業、她在內地銷售一年
多的時間的經驗，也在這個節目中與
我們分享，令到我們認識更加多直播
直銷節目的技術及規條，並不是隨隨
便便有知名度打開互聯網便可以銷售
貨品。
去年我也參加了湖南衛視香港賽

區的一個直播直銷節目比賽，僥倖
在比賽中贏了一些獎項，其中包括
有一個工作證，但令我知道未來的
日子在內地直銷直播需要有一個專
業的牌照，這絕對是一件好事，因
為有牌照代表這一個行業絕對有發
展空間，另外更加肯定每一個直銷
直播帶貨的朋友絕對是專業人士。
在這一年多的情況之下我作為一

個BB班的直銷直播主播，希望從
中能夠尋找到一些生機，今次這個
直銷直播比賽真人騷絕對告訴給所
有朋友知道，就算路途艱巨生活困
難，面對前路茫茫的感覺也不用擔
心，只要有信念只要自己還有一點
力氣，挺起胸膛做人就可以了。在
疫情當中令我最明白的便是，要懂
得將自己改變，隨着每一天的文化
改變自己的勤力習慣，切合社會才
能夠做到不死之身。
所以今次的比賽絕對給予我一個

非常之好的學習機會，以及一些電
視平台當中的合作模式和認識更加
多直播直銷專業主播人士，我實在
玩得太開心了。

直播帶貨比賽好刺激

兒童節很多人可能都會想，這是
孩子的節日，我們做大人的，給孩
子買點好吃的，帶他們去玩好玩

的，那就是過節了。可是為什麼我們不想一
想，其實我們也可以過一個兒童節呢！當然對我
們來說，這個節日的儀式可能不是那麼重要，但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保持童心非常重要。
什麼叫做童心呢？也許大家會想到幼稚無知。

如果一定要這麼想的話，我們人類無論是在哪個
年齡，相對於這個大千世界來說，我們一樣是
知識淺薄的，也可能是幼稚的。那麼誰說幼稚
無知就是一種錯呢？不過，我們說的童心也不
是幼稚無知。童心應該是對這個世界保持着一股
純真的嚮往，對萬事萬物都有着一股好奇之心。
有些人明明年紀輕輕，對待生活中的人和
事，卻特別的深沉頹廢，彷彿經歷了很多很多
的磨難一樣。其實很大原因在於個人性格方

面，是一種對生活的態度。明明這個世界上有
這麼多美好的事情，有這麼多令我們驚奇而又
歡喜的東西，我們卻要把自己扮演成一副老成
的模樣，最可怕的就是心變老，會認為世界人
生也不過如此，什麼事情都提不起興趣來，這
樣的生活狀態是非常可怕的，因為他活着只是
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他的事情，竟然不能感受到
生活所帶來的驚奇和美好。其實要保持生活的
新鮮感，保持童心很重要。
保持童心，需要我們有着一股敬畏、好奇的

心。我們為什麼對生活失去了好奇呢？是因為
我們的心變得遲鈍了，我們的目光看的範圍更
加短了。我們總是關注着日常生活的物質和名
利，忙着吐槽生活和工作的各種苦惱，我們哪
裏還有空餘的心去感受生活呢，所以也就很難
去發現新鮮的事情。而一旦我們在這樣的自我
圈子裏待得久了。我們就以為生活就是這個模

樣，所有的一切都是平靜如死水的。所以我們
應該打破自己的這種觀念，多一些去發現、去
探索，凡事保持好奇之心，也不要理所當然地
覺得自己什麼都看透、都看懂了，更不要以自
己的所謂資歷來定義一切事情。很多時候我們
需要丟掉自己固有的觀念，用一種淳樸的目光
去看待事情。
保持童心，還需要我們的心靈保持純潔。曾
經有位作家說過：你若愛，生活哪裏都可愛；
你若恨，生活處處可恨。由此可見，其實生活
過得怎麼樣，很大程度在於我們的內心。如果
我們總是覺得這個世界很惡劣，覺得世態炎
涼，會不會是我們的心靈首先就沾滿了塵土
呢？保持心靈的純潔，用明朗的眼光去看待生
活，凡事都能夠往美好的方面去想，往美好的
方面去做，拾回自己曾經遺失的那一份童心，
我們的世界也可以變得很單純、快樂。

保持那一份童心

「愛國教育」從小開始很有必要
最近，如何實現「愛國者治港」的

討論成為大家的熱門話題，「愛國者
治港」的愛國者是指管治香港的人，
他們身處管治香港各方面的重要崗
位，要求他們愛祖國，對祖國忠誠是
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過，治港的愛國
者也需要千千萬萬愛國市民的支持，

才能真正實現「愛國者治港」，如何培養普
通市民的愛國情操，特別是對青少年的教
育，是特區政府和教育工作者應該特別加強
的工作。我不禁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從一個
對祖國毫無認識的孩子，成為一個對祖國懷
有深厚感情的傳媒工作者。
我年少時，在教會學校上學，對宗教的學
習很多，對祖國的了解差不多空白，最愛讀
的小說是《基度山恩仇記》，最崇拜的人是
福爾摩斯，最喜歡的電影是《桂河橋》，升
旗禮上升起一幅藍紫色的旗，不知道代表什
麼？當時，對祖國十分陌生，連「祖國」這
個詞都很生疏。後來，父母把我送進了香島
學校，從此開始了對祖國的啟蒙認識。
我對祖國的感知，是從學校的圖書館和課
堂開始的，在圖書館裏有很多介紹中國的畫
報和書籍，午休時間吃完飯，我就趕快到圖
書館看書，這些豐富多彩的中國圖書，擴展
了我的眼界，打開了我的心扉，讓我了解到
中國的許多知識。在課堂上，老師結合課程
給我們講很多關於中國的知識，「祖國」開
始在我的心中萌芽。
上中學，我轉到培僑中學住宿，那一年，

全體住宿生排練《黃河大合唱》，排練過程
中，老師給我們講解歌曲產生的時代背景和
內容，讓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全國軍
民團結抗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給我很大的
觸動，音樂帶領我對「祖國」產生了聯繫和
感情。上完中一，我隨父母離開香港，遷居
北京，插班到北京一零一中學繼續學業。這
次北上「移民」，我十分雀躍，因為經過這
些年的補課，我對祖國的認識和感情都有了
很大變化，有機會到祖國的首都——北京上

學和生活，我感到很幸運和高興。但是，由
於搬到北京十分倉促，我既無思想準備，更
無任何實質準備。對普通話的認識，僅限於
唱《黃河大合唱》中歌詞的水平。閱讀方
面，由於常看內地出版的書刊，尚能粗通認
識，但要書寫就跟不上了。生活上，一上學
就住校，對學校和環境一無所知。所以，我
對去學校報到很緊張，心裏忐忑不安。
一零一中學的校址在北京的西北，距離頤和

園很近，離市區很遠。到了學校，老師先帶我
們參觀校園，不得了，這中學的校園也太大
了。老師介紹，學校佔地面積20萬平方米。
由於學校就設在著名的圓明園遺址上，所以
校園到處都是高大的樹木，綠葉成蔭，景觀
很美麗。大致參觀後，老師給我做了一個測
試，發現我的普通話水平太普通了，特別在流
利的京片子面前，聽：不太明白，講：基本不
會，簡體字還能認一些，但書寫不熟練，老師
商量後建議重讀初中一年級，以減輕學業負
擔，抓緊時間學好普通話和簡體字。於是上
學第一天，我就為沒有做好到北京上學的準
備付出沉重代價，重讀中一，等於留級。
老師叮囑我，在一零一上學，要過好三
關，就是學習關、鍛煉關、生活關，我當時
並不太明白，後來才知道過三關的艱辛。先
說學習關，讀書學習是學生的本分，過關是
應分的，不過，在一零一中學過學習關可不
容易。學校當時是北京著名重點中學，班上
許多同學都是在北京市小學升中統考取得近
滿分的成績被錄取的，同學中學習氣氛濃
厚，初一學生中，已有人開始自學高中的數
理課程，同學們都胸懷大志，努力學習，爭
取最好成績，以後考上清華北大哈軍工等名
牌大學。這一切對於我這個外來插班生來
說，壓力實在太大，這時不禁慶幸老師讓我
重讀中一的先見之明。
鍛煉關也不簡單。一零一中學是一所重視
革命傳統教育的學校，強調青少年學生要在
革命大熔爐裏進行刻苦鍛煉，以培養又紅又
專的革命接班人，所以學校安排了許多對學

生從思想到意志以至體能的鍛煉課程，勞動
是我印象最深的。初一學生每星期有兩次勞
動課，為果園的桃樹林除草，給菜園的蔬菜
鋤土，我都可以應付，真正的考驗是挑糞集
肥。我們從廁所把排泄物掏在桶裏，然後兩
人一組把桶抬到約400米外的收集池。抬時
前後兩人的動作腳步要協調，控制好扁擔的
輕微律動，才能使桶裏的液體在行進中不會
四濺出來，一旦腳步亂了，兩人東倒西歪，
液體潑灑四周，甚至飛濺身臉，那叫一個狼
狽。我在香港已經有過住宿生的經歷，以為
生活關不難應付，實際卻有更多不適。學校
用軍訓式的生活加強對學生的磨練，十幾人
一間的大宿舍；硬板床上下鋪；早起晨操的
長跑強度；每天嚴格的隊列訓練；特別是北
方的主食饅頭和窩頭，都不容易適應。到了
冬季，教室和宿舍都生火取暖，同學們對使
用煤球爐子不熟悉，晚上封火沒搞好是常
事，爐火半夜滅了，全屋人都要受凍。
時光就在每天的學習勞作中度過，不知不

覺間，我從一個插班港生蛻變成北京孩子，
集體生活、勞動鍛煉、讀書學習，都融入了
一零一中學和同學之中。在這個過程中，我
深深地感受到同學們的愛國熱情，感受到他
們準備為祖國貢獻力量的決心和鬥志，也明
白了祖國有很多地方需要我們去建設，去完
善，祖國與我們是緊密相連的。在這個過程
中，我曾有過不適埋怨，出過笑話受窘，犯
過錯誤尷尬，遇過困難干擾，但它們都沒有
影響我的內心跟祖國愈來愈親近的關係。我
自己總結，覺得這是因為從小就形成的祖國
觀念，一直引導着我走向祖國的懷抱，指導
我不斷加深對祖國的了解，當我對祖國的認
識愈多愈深入，我對她的感情就愈深厚。所
以，從小接受愛國教育確實很有必要，愛國
教育除了課堂教育之外，課外閱讀、唱歌舞
蹈、體育運動等多角度、全時空滲透的影響
力，對青少年的影響是巨大的。希望特區的
愛國教育工作者與各方面合作，把「愛國教
育」從小抓起的工作貫徹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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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昆與太太孫穎
接受車淑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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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省麻栗坡縣哪燈國小的學童們替大
家繫上了「紅領巾」。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