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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這十年間， 有機會一定要到中國開開眼界！
馬克希望通過這本書，讓世界
我們做錯了什麼？
總是被美國和部分 聽到中國的聲音，改變對中國的
陳復生
以其「馬首是瞻」 偏見，他說︰「我在美國的時
的西方社會壓着我們不放？除了 候，人們總認為中國是一個封閉
大家不同的傳統文化及普世價值 的國家，我從不這麽覺得。在我
觀之外，還有西方對我們固執的 看來，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
永遠對朋友開放。」
偏見，亦是主要原因。
基於對中國共產黨的好奇和敬
雖然現時的中國已今非昔比，
但大部分的外國人仍未踏足中 佩，2005 年，馬克千里迢迢從美
國土地，他們對中國的認識還停 國來到中國江蘇淮安——因為一
留在上個世紀，覺得今天的中國 個樸素的理由：淮安是周恩來總
依舊貧窮落後，再加上西方絕大 理的故鄉。還記得 2013 年，我們
部分的政客和媒體，各懷目的肆 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中國
意抹黑中國，甚至敵視中國而作 夢》——紀念周總理誕辰 115 周
出種種妖魔化式輿論和報道，誤 年音樂會，馬克抱着結他，自彈
導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認知，擴大 自唱他自己編寫的《淮安的未來
其對華負面觀感。
充滿希望》，表達對周總理仰慕
上個世紀，中國和西方國家有 之情，動人心弦！
着很大的差距；經過多年來的奮
馬克說在中國生活的十多年是
鬥自強，中國在許多領域上已躍 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為了讓
進超前，但部分固執偏見的西方 更多外國人正確地認識中國，不
人不願意相信、更不肯承認中國 被某些西方媒體妖魔化報道所蒙
在短短數十年已日漸強大的事 蔽，馬克選擇將自己在中國的親
實，反而繼續傲慢地俯視我們！
身經歷編撰成書，向世界展示一
但我認識的一位美國友人馬克 個真實的中國。
（待續）
．力文，他是社會科
學博士，在中央民族
大學教授英語，他在
2017 年 出 版 了 《 我
的中國故事》，通過
其在中國十多年的生
活體驗，書寫出一個
不被虛假政治宣傳遮
蔽的中國。書本出版
後好評如潮，許多西 ●美國友人馬克．力文（中）將親身經歷編
方讀者表示被書中描 撰成書《我的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示一個
作者供圖
述的中國深深吸引， 真實的中國。

恢復委任區議員比補選有效

特區政府早前通過公職人員宣誓條例，據
悉擬於 7 月內要求區議員宣誓，可能因而招
致反對派區議員心虛，遂爆發辭職潮。
文公子
特區政府於 7 月 16 日刊憲，公布 18 區區
議會近日再有 214 名民選議員辭職，其中黃大仙區有最多
空缺，達 20 個議席，觀塘及沙田亦分別有 19 及 18 個議席
空缺；影響最少的離島區，則只有 3 席空缺。據統計，截
至 7 月 16 日，連同較早前已辭職及喪失議員資格者，累計
已有259人離開區議員崗位，佔全部議席一半以上。
據悉，受辭職潮影響，個別區議會目前只剩下 3 名議
員，連補選區議會主席或副主席亦未有足夠人數，可能因
此無法召開會議。
然而，特區政府並不擬安排補選。民政事務總署在接受
媒體訪問時亦指出，區議會議席空缺，一般並不影響該區
議會處理事務的權力，亦不影響區議會程序的有效性；因
此，區議會將可如常處理區內事務。
議席大量空缺，對於區議會的運作，豈能不無影響？文
公子認為，要更有效率地應付區議會的工作量，政府不妨
考慮重新引進委任區議員的制度，為區議會補充合適的人
才。
事實上，不少有心之士，都已服務社區多年，很多更是
上屆甚至多屆區議員，與地方團體及坊眾，早已建立了長
期、良好而具互信的合作關係。然而，他們卻由於受社會
事件影響，不少都在上次區議會選舉中「落馬」，輸給打
着反對派旗號，但卻零社區服務經驗的空降候選人。
如果政府可以本着能者居之的思維，以委任方式給予他
們再次服務社區的機會，相信這批被畸形的選舉結果所埋
沒的地區工作精英，大部分都不會反對重返議會。而且，
政府亦可透過他們已服務坊眾多年的關係網絡，迅速令議
會恢復正常運作，鞏固政府、區議會與選民的多元互動和
合作關係，可謂一舉兩得。
古語有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新班底進入議會
時，相信亦會為議會帶來一批與新任議員「同聲同氣」的
供應商。雖然這批供應商，都肯定要經過一定的競標程
序，才能中選；但其競標項目，是否能急地區所急？其服
務質素與經驗，是否勝任？中間有沒有利益衝突甚至利益
輸送問題？文公子相信，政府有關部門定會作出監督，但
如果有委任區議員，就可以多一個人、多一對眼，多一分
力，共同為公帑的有效率運用把關，又何樂而不為？

娛生樂與與「「路路」」

未來娛圈充滿發展潛力

隸書則屬寬博厚重類，據伊秉綬
《留春草堂詩鈔》可知他臨寫
《衡方碑》多達百遍。他融先秦
篆籀、漢魏磚瓦及顏體氣象於一
爐，自成高古博大氣象。其書超
絕古格，與清代鄧石如並稱大
家。
伊秉綬的隸書特別之處是：筆
圓渾厚，蠶頭蠶尾，一味地橫平
豎直。無誇張的雁尾波挑，而是
挑筆處意到即止，盡量弱化雁尾
這一特徵。他以中鋒行筆，行筆
中基本不作提按，令筆劃保持勻
稱。他的字形呈長方形，與傳統
隸書有異，令人感覺耳目一新。
習伊秉綬隸書多年的李堃銘曾
臨習多種書體，一次偶然機會接
觸伊秉綬的隸書，立時就有一種
莫名的喜愛。大概是緣分吧，伊
秉綬的隸書風格與他為人耿直，
不喜花巧，做事簡單直接的個性
非常接近，人如其字，字如其
人。他說，橫平豎直，極像愛蓮
說中蓮花的不蔓不枝之美，既方
正大度，亦古拙厚重。李堃銘自
小喜各種運動，練了廿幾年硬朗
的陳式混元太極拳，故他運筆力
度雄強，能最大限度發揮伊秉綬
隸書的獨特風格！現在的李堃
銘，以我筆者眼光看來，可稱香
港伊秉綬體隸書第一人。

漂流對於許多女性朋友來說，是一
項極具挑戰性的運動。當然，對我來
說也不例外。這一天，終於在萬分焦
急而又不安的期待中到來。
對於水，我是有一種深深的恐懼感
的。記得在幼兒時期，有一次，我和
堂妹跟隨五叔去老家的河對面買豆
腐，在返程過橋時，頑皮的我，一邊
走一邊把脫下來的外衣往高空拋，突然，一
陣風吹來，把衣服吹落水中，尚不懂事的
我，急忙下水撿拾。一個五六歲的幼童，怎
敵得過攔河壩湧出的湍急水流，一雙小腳還
未踩實，便一個趔趄倒下了。
幸好，下游不遠處，有兩個正在田間勞作
的農人，聽到大橋上堂妹和五叔的呼救聲，
聞聲趕來施援，五叔一邊呼救一邊狂奔下
河，和那兩人一起把我救起。我還記得，事
後，心存感激的母親把兩位恩人請到家中，
用接待貴賓的方式款待他們，以謝對我的救
命之恩。
在此後三四十年間，我時常做着相同的一
個夢，夢見自己掉進無邊無際的水裏，岸就
在我的身邊，可是，越想往岸邊游，卻莫名
其妙地越往深不見底的水中蕩去，每次都在
極度的恐懼、掙扎、瀕臨窒息中驚醒。直至
後來讀了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
《夢的解析》一書，才明白糾纏了我幾十年
的惡魘，它的罪魁禍首就是幼時的那一次溺
水。說來奇怪，做夢原因一經解開，自此之
後，這個像頑疾一樣的惡魘便不再光顧於
我。雖然，夢被譯破，但對水的恐懼感卻沒
有絲毫的削減。
九溪廬漂流，我來了，今天，我能戰勝對
水的恐懼嗎？
隨着人群，我來到漂流的源頭，這裏人頭
攢動，好不熱鬧。儘管之前已作好充分的心
理準備，但當我站在陡峭的崖壁旁，看着白
嘩嘩的湍急水流時，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感
莫名地向我圍攏過來，把我愈裹愈緊，我感
覺自己的心臟愈跳愈快。那一刻，我忽然懷
疑自己罹患某種心臟疾病，腦子裏不停地冒

從零創夢

今年是中國共產
黨建黨 100 周年，
梁君度
內地組織各種慶祝
活動，廣州有機構以此為主題舉
辦書畫展，邀筆者和香港書法家
協會顧問李堃銘先生參展。
作為參展作品，我以行楷書寫
了香港著名愛國詩詞學家施學概
先生一首《望江南．黨慶百年
頌》，而李堃銘先生則以一幅6尺
楹聯「偉業千秋頌，德行萬古傳」
參展，他以清代書家伊秉綬風格
所寫的十個隸書大字，古拙厚
重，雄強有力，令我眼前一亮！
隸書始創於秦朝，傳說程邈所
作，一般認為由篆書發展而來，
字形多呈寬扁，橫畫長而豎畫
短，講究「蠶頭雁尾」、「一波
三磔」。
隸書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大
致有如下幾種風格︰
工穩端莊類，如《西嶽華山廟
碑》、《禮器碑》、《史晨
碑》、《乙瑛碑》；方勁古樸
類，如《張遷碑》、《鮮于璜
碑》、《西狹頌》、《校官
碑》；秀麗飄逸類，如《曹全
碑》、《孔宙碑》、《劉熊
碑》、《趙寬碑》；寬博厚重
類，如《衡方碑》、《魯峻
碑》、《封龍山頌》；而伊秉綬

吳愛華

愉韻度曲

隸書名家李堃銘

迎接奥運！祝中國隊、香港隊勝利！

2020 東 京 奧 運 會 即 將 在 25 天全日課程的外展訓練，接觸了不同的
2021 年 7 月 23 日揭幕，香港 戶 外 運 動 ， 當 中 『 服 務 人 群 、 自 強 不
電台一如既往隆重其事請來 息』的宗旨對我影響深遠！」
車淑梅
雷 Sir 輾轉進了羅富國師範學院，當了幾
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
學系副教授「體育學者」雷雄德博士出任 年中學教師毅然到美國春田大學進修，
特備節目《奥運第一台》主持之一。雷 Sir 「全因當年體育系簡榮基主任，他鼓勵同
永遠笑盈盈的，「奥運正是展現人類挑戰 學繼續進修，他有個很有趣的比喻︰出外
極限的文化，1964年東京奧運，我5歲，媽 學多點知識，就好像我們鋤大D，手上多了
媽帶我到灣仔麗都戲院入場觀賞賽事，馬 兩隻D，用起來可以用，起碼提升了自己的
信心！」
拉松選手的拚搏畫面至今難忘……」
星期三 DSE 會考放榜，雷 Sir 鼓勵年輕人
時隔 57 年奥運再在東京舉辦，疫情下的
奧運將有什麼影響？「其實去年大家都滿 加入就業率是百分百的體育系，「其實我
有期望，因為獎牌能夠振興整個社會氣 要為體育本科作少少平反，坊間誤以為體
氛。在全球病毒困擾底下，中國守住了疫 育科就是去打球運動，其實課堂有一大半
情可能有一點優勢，因為全球缺乏訓練， 是與理論有關的，例如認識人體結構、生
可能破紀錄的成績會較少……其實體育運 理學、運動對社會價值的功能等等；技能
動奪金的四大條件︰技術、戰術、體育和 可選不同喜愛的運動，其實現時中小學的
心理。今年國家隊較低調，2008 年是最高 體育科與中英數常的學習比重平排。說到
調的，因為當年有主場之利，還記得劉翔 底，同學們要選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入大
的參賽號碼 1356，網民就指他擔起了 13 億 學在 20 歲左右，人生有 120 歲，前面還有
100 年，及早找到興趣的道路，這條路便會
人民56個民族，壓力好大啊！」
「其實，國家隊自 1984 年重返奧運之 很易走了。」
我想，這就像雷 Sir 一樣，他熱愛運動數
後，這數十年來獎牌的價值已非之前的緊
張，國家已開始強調『體教合一』、『體 十年不變，浸會大學退休之後，他將換上
衞融合』，做運動非只為獎牌，是為了健 另一件新球衣出現在教育大學，「對啊，
康，為了生產力，運動後大家開心了，社 這是我的半個母校，我希望未來能夠成立
會和諧了，這是重要的因素。至於今屆沒 一個學校體育資源中心。」
迎接奥運！雷 Sir 提醒我們要以欣賞態度
有入場觀眾可會影響運動員的心情？不重
去觀賞賽事，「批評好容易，但我們
要，因為健兒知道在轉
要提升欣賞程度，培養價值觀去欣賞
播，香港有轉播權，他
是教育層面，互相欣賞，尊重文化要
們的一舉一動觀眾都看
繼續推廣！」
在眼裏，大家一條心，
感謝每一位代表香港出賽的健兒！
這會產生正向情緒。」
我們有信心他們都有好表現，正如張
雷 Sir 活力非凡，他指
學友主唱的奧運主題曲《堅持的意
極可能與自己街童經歷
義》︰輸是輸給怕輸，贏就贏在信念
有關，「我在西環海旁
和態度，成功激素由挫折製造！祝中
水邊留下不少足跡，這
是我愉快童年，轉捩點 ●雷 Sir 鼓勵年輕人加 國隊、香港隊勝利！雷 Sir 換上新球
在中五那年，我接受了 入體育系。 作者供圖 衣繼續踢出美好的成績。

具挑戰性的漂流運動

家家廊廊

感，更具時代意義。周深這位
新進歌手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從《中國好聲音》跑到現在，
從一個普通人窮小子跑到現在
中國著名歌手，由老土的打扮
變成今日潮流的指標，正正反
映了中國人我們 100 年的奮鬥精
神。一位潮流文化成長的歌
手，今次能夠主唱這一首主旋
律大片主題曲，與孫楠合作令
人喜出望外，這也令我感到若
果你是有真材實料、有實力的
話，絕對能夠在困難中都可以
找到自己全新的道路！
看到今次我們中國有這個龐
大的娛樂能量，有電影、有音
樂及有心在娛樂圈發展的人
才，這個絕對是對我們娛樂圈
莫大的支撐，雖然這一次我們
看不到什麼香港的演員或是歌
手參與這次項目，但是我們作
為中國人的一分子，看到這一
次在娛樂圈中引發電影以及音
樂加強推廣百年奮進，相信我
們也能夠感受未來發展的潛力
巨大，我更加相信未來的日子
也有好轉的時機；身在娛樂圈
的朋友、幕前幕後的人相信也
能感受到中國這一股力量吧！

百百

繁華昌盛來得不
易，中國共產黨建
路芙
黨 100 周年的事實
令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覺得驕
傲，值得站在國際舞台上揚起
的國旗。
這一年絕對是可喜可賀的，無
論是電影上或者是音樂上也提醒
我們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雖然疫
情影響我們的生活，但是慶祝的
心情仍然火熱跳動；在《1921》
電影當中就看到每一個參與的朋
友，每一位用心演出的藝人，更
加感受到雙眼熱切地盼望成為這
套電影的一分子。
其實在電影圈當中這類型的
電影絕對是吸引的，因為這類
型的電影擁有歷史，擁有真實
感，也令到我們作為中國人看
電影時就有強烈的共鳴感。拍
攝這類型的電影最難做到的便
是掌握每一個人的共同理念，
把握令觀眾看電影時會更加信
任、支持。
最吸引的便是帶動我感受的
一首歌《國際歌》，此次特邀
歌手孫楠、周深聯手演繹，改
編後在原本雄渾莊嚴的旋律之
上又增添了蓬勃向上的青春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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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忙，工作上的事情好像永
遠也忙不完。同時還有人際關係也
王嘉裕
需要經營，一個人的力量和精力是
有限的，被太多的事情和煩惱糾纏，就會感覺
疲憊不堪。但是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可以自己掌
控的，這是我在今天晚上散步時所悟到的。
以前我以為要保持清靜，可以去找一些安靜的
事情做，但其實散步是最好的方法。最好是一個
人散步，不要旁人，也不用聊天，不用趕時間，
也不用畏懼路上的障礙，找一個自由而安全的地
方，就這樣一個人散步。步伐不需要限定要多
快，就這樣漫無目的走着。可以什麼都去想，也
可以什麼都不去想，你會感覺好像一切都安靜下
來了，我們身處的時間和空間變得無限的廣闊。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是因為我們的心清靜下來
了，我們的心靈恢復了那一片淨土。

出在漂流過程中，自己會不會因突發心臟
疾病以致意外的古怪想法來。然而，已經
沒有退路，性格使然，我不能讓人看到我的
怯懦。
一隻皮艇只能坐兩個人，當第一對同伴坐
上皮艇，被安全員用竹竿順勢推下懸崖的時
候，嘭……皮艇跌落，頃刻被白浪捲裹。這
時，響起尖叫聲，是皮艇上發出的女聲尖
叫，也是從我喉嚨發出的尖叫。旁人驚異地
看着我。我想，我的尖叫聲一定是衝破了天
際。
一隻又一隻皮艇被推下岸，看着一對又一
對的同伴跌入谷底被激流沖走，我的心，一
次又一次莫名地緊縮。於我來說，站在岸上
等待，無疑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煎熬，時間就
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拉得好長好長。此時，彷
彿在岸上多等待一秒鐘，便有快要倒下的感
覺，恨不得立刻輪到自己。甚至，暗暗地罵
起自己來，為什麼死要面子活受罪，又不需
要排隊依次進行，完全可以擠到前面先上的
啊。時間在一秒一秒地捱過，心臟的跳動頻
率似乎不在自己的掌控中。幸好，旁邊還有
一位同樣緊張的女伴，我們兩人不知不覺地
緊緊地抱在一起，緊張的心，竟有了些許的
倚靠和放鬆。
終於，輪到我和一位男同伴了，在顫抖
中，我故作鎮定地跨上皮艇。安全員依舊手
持竹竿，嫻熟地一鈎一推，那一刻，我的雙
眼本能地閉了起來，雙手緊緊地拽住皮艇兩
側的把手，也許是過於屏氣凝神的緣故，只
覺得一眨眼就落到了谷底，讓人恐懼的第一
關懸崖般的陡坡居然輕易地就從皮艇底下溜
走。撲面的浪花，從頭到腳猛澆下來，從水
浪簾子裏透出來，人依然穩穩地坐靠在小小
的皮艇裏，懸着的心，彷彿一下子回到陸地
那樣踏實。
水好涼好涼，它無孔不入地告訴你：哦，
我來了，可你還得受我調遣。趁你還沒來得
及打個冷顫，湍急的水浪又將皮艇重重地撞
在了河道上，感覺就像被「青春」狠狠地撞
了一下腰，不由地讓你感嘆，沒有健康的身

體，是漂流不得的，你只有望「漂流」興嘆
的份。
又一個激浪迎面撲來，河水直嗆鼻孔，真
有點溺水的味道。哎呀，右側耳鼓像被什麼
猛烈地撞擊了一下，痛感持續一兩秒鐘，該
是冷不丁撲來的水浪造的次吧？就在你再次
準備迎接下一個巨浪侵襲的時候，不經意
間，溪流卻又變得溫柔溫順起來。皮艇把我
們帶入一碧清潭。瞧，潭的出口處，又有一
位安全員手持竹竿，隨時準備着那個「一鈎
一推」的標準動作。
趁着皮艇駛進「驛站」的空檔，我的目光
緩緩地掃視了一下四周，那個與我面對面坐
着的同伴，只見他氣定神閒，安然處之。我
想，他的這種波瀾不驚，與他豐富的人生閱
歷不無關係吧。再抬頭仰望天空，天氣晴
好，陽光普照着兩岸青山，古樹老藤，間雜
着數株梧桐，桐花燦爛，溪瀑懸掛，潭深澗
幽，眼前天高水長，在經歷幾番搏浪之後，
此刻心境豁然開朗放鬆，奔瀉疾狂的水，也
顯得嫵媚溫順，不由地產生幾分親近她的情
愫。
我知道前面還埋伏着一個又一個的跌宕落
差，我的尖叫聲，隨時會在下幾個河段裏一
觸即發。但此時的尖叫，不再是恐懼，而是
帶着刺激和歡樂，是忙碌之後的放鬆與宣
洩。真是天祐我也，我雖不是個健壯之人，
卻也不是個易散架之人，之前的恐懼感早已
在不知不覺中隨水流遠逝。時間過得真快，3
公里長的漂流河段，皮艇在一個又一個跌宕
落差中，在左衝右突中，一路廝殺突圍出
去。馬上就要到河道尾巴了，真有種不過癮
的感覺，好想再來一次。
很多時候，我們對某種事物的恐懼感，往
往來自於自身的消極心理暗示，許多糾纏於
自己內心的東西，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設的
限。幾十年以來，我一直以為水是我的命
門，不敢輕易涉足於它，短短三四十分鐘的
漂流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囿於我心中的這個
頑疾擊個粉碎，不留一絲痕跡，它從哪裏來
就讓它回哪裏去。

清靜，還心靈一片淨土
回頭想一想，人為什麼有煩惱呢？我們身陷世
俗之中，就好像那大街上的塵土，愈是喧囂，愈
是奔波，塵土就愈是飛揚着，沒有方向。風吹
來，塵土撲面而來，風過了，塵土又毫無方向地
落了下來。所以我們的煩惱其實一直都沒有解
決，如同那飛揚的塵土，因為自己的心是這麼的
喧囂，所以永遠也無法解決。甚至那煩惱就像塵
土一樣，會愈積愈多，最後讓我們感覺到生命沉
重。曾經看過一本書，裏面有這樣一句話，我討厭
一切喧囂的東西，他的外表狂熱，內心卻空無一
物。這用來比喻我們的心靈，也是再適當不過了。
就像一個人在白天工作，在夜晚需要安靜下來
睡覺一樣，我們的心靈也需要棲息的時候。而現
代人更應該去注重自己的心靈，及時讓它清靜下
來。很多煩惱我們沒有辦法解決，我們苦苦追究
着它的解決方案，看起來似乎永遠都無法化解，

但其實也是那麼的簡單。大概意思是這樣，一件
事怎麼也想不開，那就乾脆不去想它，不就好了
嗎？其實這說的也正是心靈的清靜。當我們的心
靈清靜下來了，很多煩惱就迎刃而解，因為我們
不在乎它了，我們根本不去想它了，那它還有可
能擾亂我們的腳步嗎？
保持心靈的清靜，還心靈一片淨土吧，回歸到
生命最本真的樣子。多少人在深夜裏賣醉，徹夜
無眠，多少顆焦慮的心，整天都在惴惴不安，其
實那是在消耗我們的生命啊。不要以為張狂着、
狂熱的就是生命，相反的，只有心靈清靜下來，
我們才能夠領悟生命的真諦，真正的思考生命的
意義。保持心靈清靜的方法有很多種，一個人去
散步是我比較喜歡的一種，或許朋友們也可以試
一試，不要有任何的目的，只是讓心靈靜下來，
你會獲得不一樣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