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朵雪花的故事

論字的「肥」與「瘦」
宋．蘇軾《孫莘老
求墨妙亭詩》：「杜
陵評書貴瘦硬，此論

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
飛燕誰敢憎。」
「環肥燕瘦」，都是美的典範，
沒有一個標準，很難一概而論。
書法的肥瘦問題，說到底就是
筋、骨、肉的問題。書法的筋、
骨、肉代表書法的形質和精神，
自東漢以來，這樣的討論一直沒有
停止過，表明了古人在研究書法審
美的一種取向。所謂肥，即肉多筋
骨不外露；所謂瘦，即肉少而筋骨
外露。唐代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
歌》中云：「書貴瘦硬方通神」，
就是說字要瘦才顯得精神。宋徽宗
所創瘦金體就是典型的瘦字，幾乎
只有骨而沒有肉。清代濃墨宰相劉
墉用墨厚重，有人認為他寫的字
「肥而無神，柔而無力」。但乾隆
皇帝卻十分讚賞劉墉的字。
其實，肥也好，瘦也好，只要恰
如其分，就好看。梁武帝提出「肥
瘦相和，骨力相稱」便是要恰到好
處，這是中庸之道。清代宋曹在
《書法約言》中論草書時說張旭喜

肥，懷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
若能肥而勁，則不招致譏誚為「墨
豬」，但這不是容易做到的。
筆者研習書法60年，覺得不須字

字如宋徽宗寫得那麼瘦，也不必個
個字如劉墉寫得那般肥，可以不停
地變寫。一首詩或詞，一段文字
都有數十字，書寫時或肥或瘦，或
適中；單體字筆畫少的或可寫肥
些，筆畫多的或可寫瘦些；左右結
構的字左邊肥右邊瘦，或右邊肥左
邊瘦；上下結構的字或上邊肥下邊
瘦，又或者倒過來，總之字體的肥
中瘦在書寫時不停變化，這樣，
通過對比能產生韻律和節奏。
字的肥中瘦變化在章法上也起十

分重要作用，所以書寫過程中，每
寫一個字時都要因應上一個字和右
邊行的字而考慮肥瘦，以作上下左
右對比或前後呼應。
在書法中字的肥瘦還應由字的大

細來決定。大字自然要寫肥些滿些，
尤其是寫牌匾，字瘦就沒有氣勢。
山海關的東城門上懸一「天下第一
關」的橫匾，是進士出身的蕭顯所
書，字體筋肉豐滿，甚有氣勢。所
以，孰肥孰瘦，當因應寫什麼而定。

公元前135年，西
漢文帝時期的韓嬰所
著《韓詩外傳》，裏
面寫到「凡草木花多

五出，雪花獨六出」——草木的花
都是五瓣，只有雪花是六瓣，也就
是個六邊形，始見於我國古詩文。
因此，雪花也就有了「六出花」的
別名，而在其他的古詩文裏亦常
見，例如唐詩：「瓊章定少千人
和，銀樹長芳六出花。」宋詞：
「做六出、飛花亂墜，舞風情態誰
相似。」元曲：「一色白，六出
花，密密疏疏，瀟瀟灑灑。」古代
文人的雅興，使雪花走進了詩情畫
意的境界。
1610年德國著名天文學家開普
勒，在新年之前發表了一篇轟動世
界的觀察報告，這篇報告名為《把
六角形的雪花作為新年禮物》，正
式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雪花
是六邊形的。這結果較我們中國的
發現晚了1,700多年……
二十世紀初，日本物理學家和科
學散文學家中谷宇吉郎，以其冰川
學和製作了第一批人造雪花而聞
名。他的名言「雪
花是從天堂寄來的
信」——他多次
回到這個想法，故
產生了他的 1939
年 紀 錄 片 《 雪
晶》。踏入二十一
世紀，我們看迪士
尼的卡通《冰雪奇
緣》，彷彿只許動
畫世界才能帶來冰

雪的夢幻和浪漫……
2022年2月4日，也是中國農曆

年正月初四（首個 24 節氣之
日）——立春，在北京舉行冬奧開
幕儀式，讓世人刷亮了眼、重新感
受幾千年以來的冰雪故事，原來可
以更浪漫、更勵志︰五環破冰而
出、片片小雪花、大雪花、火種不
熄、生生不息……通過科技與藝術
的結合，點滴隱藏寓意，且聽當今
首位「雙奧」總導演張藝謀道來：
「這一次的主火炬的點燃方式，是
『一葉知秋』，主火炬是一朵雪
花，燕山雪花大如席，但是這一朵
雪花，是由91個參加國家和地區的
小雪花共同構建的，而且是在你眼
前構建完成的，是在表演的環節
中，一開始就存在了，就像一個
『臥底』一樣，一次一次地出現，
讓你完全想不到，他們的主火炬早
就亮相了，早就參加到構建環節
中，沒有一個主火炬，是把所有參
加國家和地區的名字，都大大地放
在上面，是一個大家共同的主火
炬，最後一棒，進來以後，把它往
上一放，它就是主火炬，不再點任

何大火，低碳環保，
所以這就是新時代，
這就是今天新的中國
人，他的文化自信，
他用這樣的方式講出
中國故事，也向世界
講出我們共同的理
念，我們是一家人，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愛護環境，低碳
環保。」

黃鳳嫺（Gilly）出任「消
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邁向第
十個年頭，她平易近人，面
對傳媒從不打官腔，總以

淺白入屋又優雅的言詞解釋大眾關心的
消費問題。大家都好奇疫情下人們宅在
家中，消費投訴可有減少？Gilly第一時
間回答︰「個案有增無減，過往平均每年
2萬 6千多個投訴，2020 年升至 3萬多
個，去年只回落了少許，其中有不少有關
抗疫用品的問題、旅行社行程未能成行、
補習社和興趣班未可上課等等……特別健
身中心及美容院的舉報較難處理……平日
能夠成功處理的個案大概 60%~66%左
右，但這兩年與商戶達成共識的議價能力
比較低，在疫情下找人更困難，也給了投
訴部門不少壓力。」
「消費者委員會」自1974年4月成立員
工只有8名至今超過150名，宗旨一直致
力保障、促進及平衡消費者與商戶之間的
權益，可是數十年來都被視為一隻無牙老
虎，會感到無奈嗎？Gilly沒有半點猶疑地
答道︰「正如一位前總幹事所言，我們可
能是一隻無牙老虎，但我們是一隻懂吠的
老虎，令人驚怕的老虎！我們沒有執法權
不重要，我們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上去審視
問題，以最大自由度去評
論及處理問題……我們要
夠硬淨，夠實在去幫到消
費者，我們不會輕言點名
公開商號名稱，因為會影
響它們的生存空間，往往
很快便告關門大吉！」
虎年伊始，消委會將推

出不少新計劃，今年重點
力投訴處理，「多謝政
府，我們取得了2,000多
萬元的撥款，在兩三年內
更新現行的投訴處理系
統，在流程上更方便接受
投訴、並檢視哪些行業風

險較高等等的數據，這個先進的系統現在
剛剛開始，完成後我們將會成為亞太區的
先驅！」
Gilly入屋因為她工作上心之餘，也喜歡

與街坊打交道，「這是受媽媽的影響，她
每次飲完茶都會說一句祝您身體健康，生
意興隆，她就是喜歡帶出正能量！我有4
兄弟姐妹，我是幼女，每次家中沒豉油總
由我去買，自小買東西已成我的強項。爸
爸是退休公務員，在警隊做翻譯文職工
作，負責重案翻譯，他在家中甚少提及工
作，間中看電視新聞才講一聲這單案我有
份，例如午夜屠夫林過雲案……小時候，
家中書櫃不斷加入新字典，原來因為工作
關係爸爸不斷要查字典、買字典，在他身
上我學到了對自己的要求！」
平日見Gilly氣定神閒，指揮若定，原來

身居領導位置並非她的少年志願，「我小
時候最想做修女，因為我讀天主教小學，
修女有無限愛心，偉大奉獻，擁有純潔的
形象，但長大了入世了遺忘了，反而當年
因為媽媽多病痛，我最希望當醫生，但我
沒有成功，原因我做錯了一件事……中學
時沒有選讀A Maths附加數，因為當年要
入醫學院，數理化三科一定要有A，我的
醫生美夢被粉碎了，不過我的中英數考得

不錯，我報了中文大學工商管
理，主考教授指我是管理人
才，他收了我。我第一份工在
九倉做MT，我喜歡這份工也
打好了我的根基，我一直相信
培訓理論及實踐經驗。」
Gilly自覺是個幸運兒，在消

委會工作雖然忙碌，但每次完
成工作之後，最高興感受到真
的幫到社會！她一直奉行以柔
制剛的格言，在她的崗位上總
是上善若水、剛柔並重，招數
層出不窮！祝Gilly在虎年帶
領消委會繼續龍精虎猛！虎
虎生威！大家都可快樂血拼！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
第五波新冠疫情由去年底開始爆發，在
農曆新年後轉趨嚴重，在2月5日新增
351宗確診個案，創出疫情爆發兩年來的
單日新高。政府宣布由2月4日起，除提

供緊急與必需公共服務者，以及參與防疫抗疫的有關人
員外，其他政府僱員暫時盡量留家工作7日。政府亦不
斷呼籲企業推行在家工作，而市民亦應盡量避免外出及
聚會。
足不出戶，市面蕭條，各行各業都難免受到疫情衝

擊。財政司司長於2月5日出席電台訪問時指出，將於2
月23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會檢視整體社會形勢及經
濟狀況，處理疫情為各行業帶來的影響，盡可能紓解民
困，支援中小企；而政府對再推消費券持開放態度，並
正重新檢視推出短期失業援助等相關建議。
文公子認為，推出短期失業援助，必須令最近才失業

的市民即時受惠，否則就會失卻「短期」的意義！然
而，就算推出不經任何審查，「開倉派米」一樣，凡指
稱自己是失業者就即批申請的計劃，根據以往政府派錢
的經驗，只是中間的行政過程，就已經不可能「短
期」，試問如何能應付急如星火的市民需要？再者，資
源始終有限，政府運用公帑，不能不作任何審查，所以
短期失業援助原意雖好，但根本難以極速應急。
文公子非常贊成財爺提出支援中小企的想法，因為只

要能保住僱用全港超過九成「打工仔」的中小企，就可
直接削減失業數字，然而，應該如何「快、狠、準」地
進行？
文公子建議，政府不妨考慮再延長「百分百擔保特惠

貸款」計劃多半年，並從速從寬處理申請，令中小企業
可獲銀行再發放相當於6個月薪金與租金開支的貸款，
得到周轉續命的現金流，紓緩短期裁員甚至公司倒閉
的壓力。只要曾經申請獲批的中小企，都可豁免再審
查，是之為「快」。有相當於6個月薪金與租金的貸款，
可以有力地保障員工飯碗，而只要企業按時還款，政府基
本上毋須支付額外成本，銀行又可多做生意，完全是政
府、銀行、企業與僱員共贏的局面，是之為「狠」。支援
中小企，等於有效解除短期失業壓力，是之為「準」。
其實香港企業需要的是時間，待疫症過去、待與

內地恢復通關、待經濟復甦；屆時自然沒有短期失業
的難題。再延長「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就是能
「快、狠、準」支援中小企，救經濟，保就業的好橋，
希望財爺能考慮。

救中小企等於救失業

《家族榮耀》昨日
首播，演員陣容鼎
盛，包括楊茜堯（前

名楊怡）、羅子溢（前名羅仲謙）、
黃浩然、郭政鴻、張智霖、李彩樺
和熊黛林。故事圍繞香港豪門馬氏
家族，細嚼劇情會發現有不少城中
豪門故事的影子，相當吸引。
劇情強調兄弟間要團結。風平浪
靜時，馬氏三兄弟羅子溢、黃浩
然、郭政鴻手足情深，可是當遭起
訴，3兄弟其中一人要去頂罪入
獄，便各自盤算，一切從利益出
發。在現實生活中有不少例子。
喜歡睇靚衫靚人戲，一定會追
看。首集的世紀婚禮，楊茜堯和李
彩樺的豪華婚紗和首飾，十分悅
目。3位女角楊茜堯、李彩樺、熊
黛林最搶鏡，顏值高，出盡洪荒之
力鬥靚，打扮華麗。鬥演技，各有
千秋，精彩。劇集張力來自一場又
一場的報復，角色性格鮮明，劇情
緊湊，一環扣一環，豪門爭奪戰、
商戰、家族內鬥、恩怨情仇，重重
疑團，布局出人意表，這些都是港
劇的拿手好戲。
劇集帶出善惡到頭終有報、人生
不是只有輸或贏等正面訊息，不少
情節會衝擊觀眾思維。劇中每個角
色都要在金錢利益和親情中作出抉
擇？令觀眾會設身處地想想，換了
是自己會怎樣選擇？
楊茜堯角色好勝，目標是做「人
生勝利組」，眼中只有輸贏，為
贏，奸到出汁，心腸歹毒，可以不

顧親情、友情、愛情，有不少內心
戲，她演來很有感染力，眼淚收放
自如，由忠變奸，起承轉合，很有
說服力，眼神、聲音、身體語言都
是戲，拿捏準確，不愧是視后。也
真佩服她，在兩年抱兩中間，接拍
戲份這麼重的劇集。演馬家三少奶
的李彩樺，行頭十分配合角色，全
身名牌，相信不少是私伙。識李彩
樺於微時，她是個孝順女，為替父
母還債而出道。家貧，負債纍纍，
生活捉襟見肘，有段時間因工作量
不足，收入少，以至入不敷支，日
子過得很苦，她曾哭給我看銀行
存摺，賬戶只有雙位數字。李彩樺
轉到內地發展，改變了命運。工作
源源不絕，身價百倍，勵志！看她
在劇中出動的貴氣私伙行頭，排場
十足，打從心裏替她高興。
劇中李彩樺嫁入馬家，一心為母

報仇，漸漸覺得「愛比恨重要」而
打消報復念頭，是一服善意的心靈
雞湯。熊黛林演馬家大少奶，演技
大爆發。比起在電影《葉問》中飾
演葉問太太，演技躍進成熟。她的
角色勢利、小心眼、霸道、說話尖
酸，與楊茜堯、李彩樺妯娌間的勾
心鬥角，她都掌握得很好。她狂罵
楊茜堯的一幕力竭聲嘶，精神陷入
失常狀態的大叫大喊，表現極為激
動，她魂不附體般的無助無奈表情
又叫人同情，這幾場戲要花大量心
力體力來演，一定攰到暈。
劇集結局爆個彩蛋，羅嘉良閃現

鏡頭前。

《家族榮耀》靚人靚衫靚景

時光飛逝，轉眼間2021年也過
去了，過去不曾發現原來時間快
得是這樣毫無痕跡。站在2022年

的開頭，也許我們會回憶過去的一年，都做了
什麼？在那12個月份裏都有哪些收穫？和朋友
們一起回憶過去的時候，發現似乎只是終日忙
忙碌碌，真正能夠收穫或者有紀念意義的事情
少之又少，免不了也是一聲嘆息：只有童年的
時光才是無憂無慮的，童年的時光才是永遠用
不完一樣，長大成家立業之後，甚至乎人到中
年時，時間過得就像流水一樣了。似乎每一年
都是如此匆忙，到頭來我們又收穫了什麼？
雖然每年都會有類似這種嘆息，但是站在

2022年的開頭，頓時感悟：其實就算我們的生
活過得平淡如水，哪怕時間只是像風一樣在我
們耳邊呼呼地吹過，但是一想到還是能夠如此
健康、平淡地站在新的一年開始，我們就應該

慶幸，也應該舉杯祝賀，懷抱一顆感恩的心
去擁抱新的一年，難道不是這樣嗎？不知大家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年齡愈長，似乎每一年的
嘆息就會愈多，而我們要嘆息什麼？無非是嘆
息，時間過得快，自己又沒有什麼收穫罷了，
可是我們想要有什麼樣的大作為呢？一個人能
夠平安喜樂地度過一年又一年，可以站在年終
歲末回憶過去，可以擁抱新的一年廣闊的時
光，其實這就是莫大的幸福。
所以，我認為在回憶過去的時候，不要沉浸
在那逝去的傷感中，生活不會永遠都是一首
詩，總會有酸甜苦辣，至於那酸苦甚至於辣，
我們都已經度過了，那些曾經我們以為是苦難
的經歷，現在已經被拋之身後了，那我們又何
必抱它不放呢？在回憶過去的時候，盡可能
想一想那些時光裏的甘甜吧，也許我們的事業
上沒有大作為，感情中也曾經迷茫，在很多事

情裏都曾經摔過一跤，但是我們要關注的是走
出了困境之後，現在來看一下自己，不也是過
得很好嗎？
為什麼我們總會嘆息？也許是慾望太多，想
要的太多，但是又得不到，積累起來的便只有
嘆息了。很多想要追求的東西，不過是一些泡
沫幻影，真正能夠在生命中閃亮的東西，我想
是我們的健康，是生活中一些碎小但又真實的
感動，在滔滔如流水般的日子裏，我們的平安
喜樂。這麼一想，其實擁有的實在太多了。可
能大家會覺得偶爾嘆息一下，也並沒有什麼關
係，但嘆息是一種負能量，如果負能量佔據了
我們的生活，那又如何騰出力氣來期待未來？
在新的一年裏，一想到我們擁有這麼多的時

光，有這麼多的夢想，生活還有那麼多的可
能，我們就應該奮發起來。用全新的心情去期
待未來！

歲月回憶盼美好未來

春節吃餃子
當我聽說中國北方人春節冬至都吃

餃子，很愛吃餃子且原籍福建的我羨
慕得要命。福建屬南方，福建人到南
洋，把當地生活習俗也一起帶過來，
冬至吃湯圓，春節也吃湯圓，媽媽盛
出來時總說「吃湯圓，團團圓圓」。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馬來西亞，餃子不是普
遍常見食物。以福建廣東人居多的南洋，很
少有機會看見，更遑論吃上水餃；要到吉隆
坡，才有正宗北方餃子。吉隆坡的餃子餐廳
僅有一家，是喜歡吃餃子的河南人姚拓先生
開的。正如文學之愛一樣，愛文學的姚拓先
生，在出版教科書之餘，創辦了後來成為全
球歷史最悠久的華文文學刊物《蕉風》；為
了愛吃餃子，姚先生索性就和朋友合資開大
人餐廳。真是豪邁又慷慨的姚拓先生呀！只
要你是喜歡文學的朋友，到了吉隆坡，見到
姚拓先生，大人餐廳的餃子就一定成為你的
其中一餐。姚先生的河南口音很重，那年才
念小學的兩個女兒每年學校假期去吉隆坡，
之前在家裏就興致勃勃地說：「姚公公一定又
帶我們去『打人』餐廳，請我們吃『睡覺』。」
姚拓先生說在中國北方，水餃才是主食。

按照阿城的說法「小時候的食譜愈單一，愈
有地域特性，那麼長大之後的食物鄉愁就會
愈嚴重。」老人家對故鄉食物的執念地步達
到乾脆自己開家水餃餐廳去。當我看到普魯
斯特咬了一口瑪德連小蛋糕後，那些原本
已經消散的往事就在腦海間瞬時重現，我
便明白姚拓先生的餃子肯定是和他的童年
記憶掛在一起的。遠離故鄉的人，故鄉的食
物就是永遠的鄉愁。也是在北方的山東高密
人莫言，我遇到他是在1991年，新加坡主辦
華文文學金獅獎的頒獎禮期間。那幾日，無
論是觀光采風，吃飯喝茶，莫言都是不言不
語，就一直在抽煙。
過了很久很久以後，就是2021年，我終
於知道原因了。以下這段文字是抄的：在莫

言公眾號的第一篇文章是《我為什麼叫「莫
言」？》。在文中，他回憶自己的童年和年
輕時候的故事，講了「莫言」這個名字的來
龍去脈：「有一次我對一棵樹自言自語。我
的母親聽到後大吃一驚，她對我的父親說：
『他爹，咱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後來我
長大了一些，參加了生產隊的集體勞動，進
入了成人社會。我在放牛時養成的喜歡說話
的毛病給家人帶來了許多麻煩。我母親痛苦
地勸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說話？』我
當時被母親的表情感動得鼻酸眼熱，發誓再
也不說話。所以當我開始我的作家生涯時，我
為自己起了一個筆名：莫言。」
其實莫言不需花時間介紹，是因為我的好

奇，相處幾天，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天上地
下天花亂墜時，他就是不輕易開金口。沉默
的人的能言善道引人入勝都在他的小說裏
了。2012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同一年，
我的一篇小小說《那日有霧》獲得上海「黔台
杯．第二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獎」二獎，是
8,000篇參賽作品中唯一一篇獲得終評委主任
莫言評語的。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莫
言，關於他的訪問他的故事突然到處都可以
看到。這就造成後來我每吃餃子，都要特別
想起莫言。莫言說他的作家夢是餃子引發的。
他的童年正是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回憶
中他和村裏的小孩像狗一樣到處覓食。他吃
過樹葉、樹皮、樹幹，甚至還吃過煤炭，覺
得愈嚼愈香。一個人忍受飢餓到幾乎看到什
麼都垂涎三尺的時候，住他隔壁一個山東大
學中文系的鄰居哥哥告訴他，有個作家寫了一
本書，得了許多錢，每天三餐都吃肥肉餡的
餃子，吃得兩邊嘴角都是油滋滋的。
成天在減肥的我們聽到肥肉餡就嚇得回頭

跑，年幼的莫言聽了完全相反，他非常震撼
發現：原來當作家便能餐餐吃餃子！他激
動：還有比這個更美滋滋的嗎？
對餃子的渴望成為莫言寫作的原始動力。

很會說故事的他，這段並非說故事做文章，
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慶功宴上，桌上的美味
佳餚正是簡單的白麵餃子。餃子是天下美味
嗎？對於米飯才是主食的南洋人，偶爾吃頓
餃子，確實感覺是天下間最好吃的東西。台
灣妹夫在檳城久住，愛吃餃子的他自己動手
做，他一頓可以吃幾十個，在他積極訓練
下，他家印尼女傭成為餃子高手。我每回到
妹妹家吃飯，知道我特愛餃子的妹妹會吩咐
女傭特別給我做，吃過還一定帶幾盒回家。
「好受莫如躺，好吃莫如餃子」，這是
真的，不是說的。這幾年到南洋的中國人愈
來愈多，同時帶來他們的餃子文化，漸漸開
了很多餃子店。現在吃餃子不再是奢望，街
頭巷尾的攤檔，路邊的餐廳，甚至還有在
家做的私房餃子。新來學書法的學生聽說
我愛吃餃子，帶來給我當午餐。這私房餃子
的特別是內餡除了一般餃子的肉菜之外，還
加了黑木耳和荸薺，我們稱它馬蹄的荸薺，
在南洋更不常見，但那脆甜的香味讓餃子味
道口感更升級。問求餃子師傅名字和地址，
學生回答是「老師要吃隨時說，餃子就會來
到。」熱餃子好吃，這話更溫馨。
餃子作為大年初一的約定俗成美食，據說

是明代開始。記載在明代劉若愚編的《明宮
吏．火集》、《酌中志》的過年吃餃子情況
如下：「五更起，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
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於內，得之者卜一
歲之吉」。把錢包在餃子裏，吃到的人未來
一年交好運，莫言曾說他過年時為了想吃一
個內餡有硬幣的餃子，把肚子都吃撐了。中
國民間還相信，「餃子就酒，愈喝愈有。」
另一句俗語是「餃子蘸醋，愈吃愈富。」閱
讀《餃子的文化內涵》，終於明白福建人為
何春節冬至都不吃餃子，因為「在更早之前，
再偏南一點的地方連小麥都沒有。」
如今過年，湯圓、餃子都有。盼願大家過

個富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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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雪花匯聚北京是2022
年北京冬奥開幕儀式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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