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鏡」的意義

暫停活動閉關創作
一個籌備經年，
政府耗資數百萬，
盛況空前的「全球

水墨畫大展2021」竟斷送在幾
個從外國返港不好好隔離、四
出活動的飛機師手上，真是可悲
可嘆啊！
政府為避免變種病毒Omicron
爆發，立即推出新防疫措施，於
是，不但大型藝術活動要中斷，
許多中小型的藝術活動也紛紛夭
折。我查了一下活動時間表，本
來應邀出席朋友1月7日在香港
文化中心舉辦的《與水墨共舞》
展泡湯了；應邀出席的1月8日
中國文化藝術旗袍總會晚宴取消
了；原定1月9日獅子山文藝協
會與立橋人壽聯合舉辦的書畫家
與小朋友聯合創作大幅國畫《百
花迎春圖》的活動暫停了；1月
15日香港凱莉山學校的書法課無
法如期進行了；1月17日應邀為
香港「中藝」會員寫揮春的活動
取消了；1月26日獅子山文藝協

會與九龍區七校文化推廣活動推
遲舉行了。
雖然香港本地不明源頭個案清

零很長時間，但從外面傳回來的
變種病毒卻無時無刻威脅着香港
人的生命。一會兒有 Delta 變
種，一會兒又是Omicron變種，
沒完沒了。因疫情我被迫取消或
暫停參加的藝術活動還是第一
次，這次終於令我切身體會到新
冠肺炎這疫症對各行各業都具破
壞力。
配合政府防疫對每個市民都責

無旁貸，所以，我們除了出門戴
口罩、勤洗手、打第三針，不參
加多人的聚會還是必須的。
我們這些年長的書畫家，不

用「返工返學」，最好還是像
兩年前疫情剛爆發時那樣，關
起門來「耕雲種月」，多創作，
待疫情過後，拿出一批新的創作
成果，組織更多的藝術活動，
讓香港之春綻放更燦爛的藝術
之花！

2014年5月跟中
國國際戰略學會共
同在京主辦《亞太
地區的安全與合作

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後，我就馬
不停蹄會合攝製隊，一起乘車前
往天津南開學校，追尋周恩來總
理昔日的足跡……
從踏入南開的大門，也就是奠
定周總理成為開國總理的第一
步。周總理就是帶着他的抱負，
來到南開上學。1898年出生的周
總理，年少時候已是十分有抱
負。其中最為人熟悉的事跡，就
是在他13歲那年，老師問他為什
麼要讀書時，他說：「為中華之
崛起而讀書！」他這樣崇高的偉
大抱負，當下令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天津南開學校被國家教育部定
為全國重點中學，在民國時期，
更是中國最有名望和影響力的中
學之一。這所名校，多年來有不
少著名的政治家和名人均是在此
畢業的，例如前國家總理溫家
寶、作家曹禺等等，而老舍也曾
經在這裏教授中文科呢！當然，
還有人所共知的周總理。周總理
是在1913年入讀南開的，當時他
是15歲。
南開有100年歷史，當年周總
理上課的地方，用過的書本物品
等，至今仍然保存良好。這些珍
貴的古物，平時不作
公開，在拍攝《感恩

東來愛香江》電視特輯時，是首
次在香港播放。
其中在南開學校正門大堂豎立

的一面鏡子——「儀容鏡」（又
稱「整容鏡」），讓我印象深
刻，原來當時校方規定每位學生
回到學校，第一件事就是要「照
鏡」，照這一面「儀容鏡」，要
學生們習慣整齊和注意儀容舉
止。所以，周總理每天回校都要
「照鏡」。
其實，「照鏡」甚有深意，

「儀容鏡」的上方刻有容止格
言：
「面必淨，髮必理，衣必整，

鈕必結。
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

容直。
氣象：勿傲、勿暴、勿怠
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校方希望每位學生，必先學會
尊重自己，繼而懂得尊師重道，
時刻保持謙和包容的心態，尋求
知識與真理。
1916年，哈佛大學的校長十分
欣賞這「儀容鏡」的意念，更將
這意念帶回美國去。
周總理的儀表莊重出眾，周秉

德大姐（周總理侄女）在《感恩
東來愛香江》說，伯父除了管教
嚴謹外，其實很溫文爾雅，甚有
儒者風範，這跟他在天津南開受
教育很有關係…… （待續）

香港第一位建立個人品牌的
本地時裝設計大師Walter Ma
（馬偉明）小時候最喜歡跟媽
媽逛彌敦道，那裏有好多著名

的布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甚少時裝店，
當年流行裁縫上門訂做衣服，媽媽和家姐的
服裝布料都由我負責挑選，每當看見靚布真
的好開心，又喜歡逛美美百貨公司，可能接觸
優質產品多了，品味檔次自然也提升了。」
「父親是做茶餐廳生意的，他是白手興

家，我非常崇拜他，對子女和朋友非常闊
綽，小時候我愛畫畫，他說窮畫家不好，後
來我學時裝設計，他也不介意，直至見我在
家裏車衣，他開始不順眼說男人做女工唔衰
一世窮……1975年我在浸會秘書管理系和遠
東裁剪學校同時畢業，爸爸打本2萬元，我
膽粗粗的用自己的名字Walter Ma做招牌，
開了第一間時裝店，選址在尖沙咀柯士甸道
太平館餐廳對面，地方不大，我採用竹枝去
設計，整間店猶如一個竹棚，第一個星期已
經有記者到來採訪……再因為太平館有好多
高消費的顧客，他們也順道過來光顧。當年
月租2,000元，第一個月已經賺到1萬5千，
我打響旗號『香港製造』，吸引了不少名人
明星包括紫羅蓮、芳艷芬、林鳳嬌、張艾
嘉、黃杏秀等等。」
「張國榮和張曼玉都做過，不是刻意的，

只是知道他們到來，我專誠從工作室過去招
呼幫忙，巨星都很擔衣，什麼
穿到身上都演繹得很好。當時
劉德華和郭富城都買好多，他
們都有好多活動，好密集！當
時小美常帶着郭富城來添新
裝，我們也要特別留意他們最
好不要碰上，因為兩位都是天
王！馬浚偉、陳慧嫻頗瘦，一
定要在裏面攝一些物料……周
慧敏最愛腰細，腰線的高低是
她特別注意的。」

「我有看電影《梅艷芳》，帶來好多個感
觸和回憶。古天樂不像劉培基（Eddie），因
為Eddie性格好Strong，不是那麼的柔，我
特別欣賞那套性感的烈焰紅唇舞衣。雖然我
不是專注舞台服裝設計，只是專責做平常服
和晚裝，但我也留意到現今香港的舞台服裝
比較一般……例如胡鴻鈞有好多服飾與他的
歌路不太配合，可能我古老，為什麼要扮到
不像自己？與鄭秀文、容祖兒不同，我好欣
賞她們平日穿衣的品味。」
「當然我最鍾情汪阿姐，她勇於嘗試，從

不會修圖，好勁！總之，她有辦法可以突出
到自己，每次晚裝都好出眾，這種功力並非
人人有，阿姐絕對是服裝傳奇，有膽識好過
癮！Do姐人太瘦，她穿套裝OK，但頭髮方
面可以變動一下，嘗試改一次半次，變一變
好過次次一樣。」
「時下男藝人我喜歡周柏豪，他身形好不

Over。古天樂最願花錢置裝，永遠不用贊
助，他穿着的都是自己買。女孩子方面Gin
Lee好，她穿出了潮流的感覺，又不會特別
誇張。其實，我最欣賞的是欣宜，她真的穿
着得不錯，但她為何不逼自己多瘦10磅？多
少少腰位，就算穿着直身貼身的服裝都更有
曲線……我常感到浪費了她那麼好的聲線、
表演天分又懂着衫，只是多了少少的磅數，
可以節食一下，最好向鄭秀文、劉德華學
習，他們是最佳榜樣！」

Walter Ma大師70歲衣
着入時，他說每一個年紀
都應該穿出本身的風采，
他的最大心願希望香港政
府能協助新一代不單在國
際比賽上取得名堂，更可
在香港能夠有地方讓這班
生力軍展銷自己的產品，
在Walter Ma之後有一連
串的接班人，再次擦亮香
港購物天堂的美譽！

衣着的風采和巨星品味
為應對新一波疫情，政府宣布於1月7
日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14天，餐廳食
肆晚上6時起禁堂食，各相關表列處所均
須關閉。但限聚令收緊了一星期後，政府

就再在1月14日公布，將措施延長多14天；換言之，
起碼要至年初四，一切限聚措施，才有機會放寬。
去年底，本地感染個案開始受控，加上政府派發消費

券刺激，餐飲零售業開始有復甦跡象；去年12月中，
政府更揚言通關在望，市面洋溢一片樂觀氣氛。而近年
飽受疫情折磨的餐飲業界，也期望可於農曆新年前後，
藉團年飯、開年飯與公司春茗等，幫補一下收入。在餐
飲業界準備「迎春接福」之際，新公布的限聚令，禁止
晚市堂食直到初四，可謂晴天霹靂！業界不只「春夢成
空」，部分能否安渡年關，恐怕亦成問題。
華人社會，傳統都非常重視農曆新年，對安排團年

飯、開年飯等，更是重中之重。一般不與父母同住的家
庭，往往會安排一家人在酒樓團年；不少公司亦會設宴
慰勞員工。政府「快、狠、準」地禁晚間堂食至初四，
此舉雖云防疫為上，但卻明顯忽略民之所需，不近人
情，絕非一條既安民心，又能抗疫的好橋。
記得去年，政府曾在疫情轉趨嚴重時，推行過全日禁

堂食措施；惟於推行首日，就發現原來有不少須戶外工
作者，如司機、清潔工人、地盤工人及各式外勤工作
者，午飯時間如無堂食，只能在路邊就地「開餐」，於
是立即取消禁午間堂食措施，以回應強大的民意需求。
對於分時段禁止堂食，坊間早有「病毒會看鐘？」的

諷語，意即感染機會，不會因堂食時段不同而有所分
別。觀乎限聚令要求，餐廳可在早上5時恢復堂食。文
公子建議政府，何不急民所需，考慮改為禁早市堂食至
早上11時，並將容許堂食時間，改為由早上11時開
始，至晚上10時？其間，餐廳及食客均須嚴格遵守防
疫規定，每席用餐時間也可收緊至２小時內。
每天早上，眼見不少藍領白領，都會在茶餐廳或快餐

店，匆匆買個外賣早餐趕上班，部分更是先上班再「電
召」外賣，因此相信限制早市只提供外賣，對市民以至
不少食肆的生意，影響都不明顯。然而，晚上如可堂食
到10時，市民就能爭取時間一家團年，而酒樓亦可由6
時到10時，多做兩輪晚飯生意；整體禁堂食的時間，
卻是有增無減，有助防疫。未知當局會否考慮？

禁晚市堂食病毒會睇鐘？

疫情猖獗，政府
已通知大家盡量留
在家中，除了必要

的返工或者返學之外，最好就是
留在家中，安全一些。我們這幾
年面對疫情，已習慣了戴口罩、
噴消毒噴霧等，但是這些措施也
有副作用，用得太多酒精搓手
液，手皮便會開始硬化，皮膚潰
爛，所以真係順得哥情失嫂
意。本來平靜的疫情開始有所緩
和，就是因為一個飛機師不聽
話，令到我們整個社會陷入緊張
狀態，真的沒有辦法。
我有很多朋友及明星藝人也是
做餐飲業的，雖然他們之前被疫
情殺個措手不及，但已經習慣
了。惟現在接近新年的日子，我
們又不可以外出用膳，這對餐飲
業的朋友打擊是很大的。當然大
家為了安全起見也是應該的；其
他工作也有直接的影響，本來有
一些已經決定的婚宴或者大型活
動，也要取消。有很多本來相約
外出可以在緩和的疫情當中見面
吃飯的，也因為這個嚴峻的疫情
被迫取消。
這些年來我們都面對很多不同
的天災人禍，令到我們感嘆生命
無常，好像脫離不了痛苦的感
覺，重創經濟，令到百業蕭條。
雖然特區政府已經努力支持市

民，但是疫情令到一些市民、一
些市面上的行業大受打擊。在我
身邊有很多朋友本來打算新年期
間和家人有很多不同的玩樂聚
會，就是因為這個疫情所有的計
劃取消了。
在這個問題上，令到我們繼續

留意網上世界。無論娛樂購物高
談闊論也集中在互聯網上，好像
我的工作就是在互聯網上直銷直
播，這個仍然是轉變後的重心，
因為電視台也大力發展這行業，
無論香港或是內地，都希望能夠
開拓更好更穩健的網上直播，所
以在工作上我並沒有受到那麼多
的影響。但在學業上是絕對有影
響的，雖然現在還可以上學，當
然也有危險，就是因為人多同學
多，不過還好便是就算要宅在家
不能上學，也可以從互聯網上用
電腦進行教學，這個也不是太大
影響。
我相信未來這10年也是電腦的

世界，也是互聯網的世界、電子科
技世界；所以對我來說，讀書學習
互聯網上面世界的事，是沒有年齡
限制，自己無論幾多歲都要學習，
若果不學習相信不能夠在社會中找
到立足之地。在這奉勸大家，中年
人是不能一成不變的，一定要尋找
一個跟貼潮流文化的方向，才能令
到其他人欣賞自己。

因疫情又再宅在家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會有多
種多樣的心情。有些心情，是因為
我們個人而起、由於個人情況的各

種不如意而導致的負能量，但是也會有很多心情
是受到別人的影響，能量是一種力量，但同時也
會有殺傷力的東西，正能量的事情能夠使人充滿
信心，能夠激勵人向着光明奮鬥，但也不可避免
會有一些負能量的小插曲常常會擾亂我們的心
情。
我有一個朋友，她性格爽直，總是很樂觀開
朗，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非常的寬容大度，但有
一天她跟我說，自己非常傷心。感覺整個人都提
不起精神來。一問，原來是她的朋友們都向她傾
訴了不開心的事情。這些事情有些跟她有關，有
些跟她無關，但是在她接收這些信息的時候，就
全被它們影響了。因此她變得非常煩悶，好像是
一下子滅了燈一樣，不知該怎麼做。後來與她輕

鬆地聊天和開導之中，她才慢慢走出了困擾。這
雖然是一件小事，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其實我們
都應該去想一想這個問題，在生活中我們和他人
總是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會形成一個巨大的關
係網，但是如果我們所有的情緒和喜怒哀樂都任
由別人牽動時，我們就失去了自己，沒有辦法真
正過好自己的生活。所以，一個人不僅要使自己
的心靈充滿光明，保持盡可能的正能量，同時也
要學會辨別和分析負能量，不要讓別人的負能量
擾亂了自己的腳步。
又想起另外一個例子。有一位創業青年苦惱地

跟我說，最近不知走了什麼霉運，感覺諸事都不
如意，經常會收到別人的抱怨和投訴。有時候這
一天本來是很有信心去做事情的，但收到別人的
評價時，瞬間就像打了霜的茄子，會反反覆覆去
想別人的負評。其實這是典型受別人影響的情
況。並不是說，完全不管別人的評價，遮蔽耳朵

來不聽，而是我們要有一個客觀和開放的態度，
在創業中確實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挫折，所謂萬事
起頭難，也一定會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錯誤，可是
如果我們能夠這麼想，正是因為別人提出我們的
不足之處，這樣才能夠重新調整自己的定位，規
劃創業的發展方向，彌補不足之處，進而取得更
好的成績。有一句話說得好：別人投訴你，就是
在投資你。如果我們能夠這麼想，在負能量中吸
取一些有用的東西，摒棄一些有害的東西，用一
分為二的眼光看待問題，我們才不會誤入情緒的
漩渦裏。
在創業中需要這種精神，在生活中也更需要這

種胸懷和態度，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在於你眼中
所看到的是什麼樣子。一件東西斜了歪了，如果
你一直在看還是覺得不對勁，去解決了也解決不
好，這個時候不妨調整一下目光。對待負能量，
也是這樣的。

正確應對負能量

歲朝圖
農曆新年快到了，家家戶戶忙着大

掃除，小寒過後開始掛燈籠、貼春
聯、製年糕做年餅，還有新衣新鞋更
是不可少。大家口裏紛紛說「年味愈
來愈淡」，「過年愈來愈沒意思」，
但置辦年貨這事仍不可或缺。
年貨隨着時代變遷，有相同，也有所

不同。從前物質匱乏，吃喝不太講究，重要是
「便宜大塊」，也就是東西愈買愈多愈有過年
氛圍。現在年貨種類繁，選擇多，大家開始重
視品質，不再是一般的大魚大肉，也不再是普
通酒水糖果瓜子甜食。食物力求美味，注重品
質、包裝設計具有藝術感和文化感的創意產
品，更受歡迎。因為拿出去送人時是帶着自
己的面子一起去的。
曾經被許多人忽略的藝術，在疫情時代突
然變紅火。鎖國封城那時沒法出門，宅在家
裏無所事事的很多人開始學書法、學畫畫、
學唱歌、學音樂。群眾突然紛紛走向藝術，
因為發現疫情帶來的焦慮、緊張、擔憂、害
怕、不安心態，專注於藝術創作的時候，可
產生一種療癒的效果。
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缺席，缺席的往往

是人。過年除了吃喝玩樂，我們也不要忘記
中華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春節時畫的中國
畫，叫《歲朝圖》，又稱《清供圖》。
歲朝就是大年初一。中國人在春節首日，

以鮮花、蔬果、文玩供於桌上，為春意盎然
並求新年行好運，古人稱「歲朝清供」。唐
朝有人開始將清供物品畫入圖中，意在祈福
納祥。到了宋朝，愛書畫藝術的風雅皇帝宋
徽宗每逢春節，就下令畫師們描畫冬季不能
見到的花卉禽鳥，陳列宮中，以供賞玩，也
增添歲朝的喜慶氛圍。現存最早的《歲朝
圖》是北宋趙昌作品，顏色瑰麗絢爛，充滿
節日喜氣，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歲朝圖》真正流行是在明清時期，一直
流傳到現代。圖畫的吉祥物也從大至各種文
房器物如硯台、古琴、雅石、古畫、石刻、
鐘鼎等到小件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爆竹、蔬

果等。由於是應景題材，寓意與諧音吉祥的
瓜果花卉都成熱門題材。以新春綻放的梅花
和山茶花，插在瓶裏，取「新春平安」或
「花開平安」之意。柿子和造型像如意的靈
芝則指「事事如意」，畫裏要是有白菜，即
是「百財」的意思。石榴喻「多子」，佛手
柑諧音為「福」，再加上幾粒壽桃，畫好題
字即是「多子、多福、多壽」。明代的文人
以宋人為典範，追求雅致的生活情趣，看重
書齋陳設，尤其講究文人優雅秀氣，清玩之
風有增無減，因此書齋清供頗為盛行。
春節時把生活中情調的追求入了畫，成為
歲朝清供圖的主題，和當時受人歡迎的《四
君子圖》、《歲寒三友圖》並列，為文人畫
的固定圖式，這是中國繪畫史上特有的題
材，其他畫種是沒有的。
宋代畫院的宮廷畫師每年都要向皇帝恭賀

新春，《歲朝圖》的內容就是表達新年祝福
和對來年的期盼。影響到大臣們也是《歲朝
圖》高手。流傳到清朝，清代皇帝甚至為繪
《歲朝圖》舉行儀式，親自下筆繪圖。清代
皇帝不是漢人，卻不排斥漢文化。受到漢文化
影響，新年開筆的傳統始於康熙，乾隆則把元
旦開筆作為制度確立下來。在新年伊始的除夕
子時，算準了新歲、新月、新日、新時，親手
握筆，書寫天下新年第一筆，當然先寫「福」
字，然後「宜春迓祥」、「一年康泰」等吉祥
語，書法寫好，皇帝高興起來，還要畫畫。
乾隆皇帝御筆繪製的《歲朝圖》聽說有數

十幅，現在收藏在故宮的有六幅，其中一幅
還是70歲那年畫的。光緒皇帝也有一幅絹本
設色的《歲朝清供圖》。皇帝的影響力比誰都
大，民間畫《歲朝圖》的畫家益發受鼓舞。
歲首迎新的歲朝畫，來到清末民初，更多
了淳樸民風和清新氣息。表達「歲歲平
安」，選稻穗、花瓶或蘋果；期盼來年富貴
榮華，用牡丹、芙蓉、桂花來表達；「多子
多孫」除了石榴，還有葡萄、葫蘆、蓮蓬都
很受歡迎。巧妙組合出吉祥的寓意，良好的
祝願就在《歲朝圖》中。

除了蔬果，動物也是《歲朝圖》的主角之
一。公雞、喜鵲、白頭翁、蝙蝠、鵪鶉等，都
有相應的民俗文化內涵。最常見的雞，音喻吉
祥，又有功名富貴之意，傳統花鳥畫中，雞
經常被賦予五德的意涵，五德即「文、武、
勇、仁、信」。而公雞的雞冠與雞冠花的組
合，表達出「官（冠）上加官（冠）」，所以
雞的形象在《歲朝圖》成最受歡迎的動物。
喜鵲和梅花經常一起出現題「喜上眉

梢」，白頭翁無論一隻或一雙，都含有長壽
和白頭之意。鵪鶉是「安居樂業」，至於明
代最著名的《歲朝圖》，也是皇帝的作品，
明憲宗畫手執如意的鍾旭和飛舞而來的蝙
蝠，被視為「迎春接福」或「福來」及「福
從天降」的吉兆。明憲宗朱見深在畫上題詩
「一脈春回暖氣隨，風雲萬里值明時。圖畫
今日來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不論是平
民百姓或皇帝官家，「迎春接福」、「吉祥
如意」都是共同的主題和願望。茶和酒，既
是生活閒適富裕的體現，也是節日不可缺的
物品。尤其「酒」與「久」同音，可以是壽
命，也可與友情、幸福的天長地久相關。
教課時學生聽我說《歲朝圖》、《清供

圖》，有目瞪口呆，有搖頭稱不知道，完全
是在她們知識範圍之外。南洋人學水墨畫，
吃虧在周遭沒有中華文化的環境，別說文房
四寶等書畫用品找不到，連參考書也要從中
國進口。
初學純粹是興趣，後來漸漸愛上水墨畫，

對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
化底蘊，益發自信，讓身在南洋的我們生出
一種傳承和推廣的使命感，決定在技法課程
加入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部分。《歲朝圖》便
是春節快到來時的其中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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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時裝設計師Walter Ma說
每一個年紀都應該穿出本身的風
采！ 作者供圖

◆新年伊始，迎春接福！

◆陳復生在紀實片
《感恩東來愛香
江》介紹天津南開
學 校 的 「 儀 容
鏡」。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