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趟快車」的使命

漢簡與漢碑
漢代是中華民族歷
史上一個極盛朝代，
這個歷史朝代的文化

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從而奠定了
漢民族的民族文化。現今的華夏族
被稱為「漢族」，華夏文字亦被定
名為「漢字」。
漢代出現了兩種流傳於世的書
體——漢簡和漢碑。漢簡，原指漢
代遺留下來的簡牘，漢碑是指漢代
石刻的墓誌銘和豐碑，我們將簡牘
上所寫的字體稱為漢簡，將碑上的
字體稱為漢碑。
漢簡對後世書風影響很大，但並
不被當代書壇所重。不過，尋味高
古，漢簡不能迴避。
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
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
文報告，因而不拘形
跡，用筆大膽率意、任
情天真。在章法布局方
面，有縱行而無橫
行，簡書中還有把豎
筆拖長下來的筆勢，
並加粗筆畫，大膽用
墨，有別具天趣的藝術
效果，最終成為由篆隸
向行楷轉化的過度性書
體——漢簡書法。史上
最出名的漢簡有《居延
漢簡》、《敦煌漢

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
簡》，並稱中國「四大漢簡」。
漢碑的碑文字體以隸為主，碑額

文字多用篆書。漢碑（包括拓本）
流傳甚多，著名的有《張遷碑》、
《乙瑛碑》、《華山廟碑》、《禮
器碑》、《史晨碑》、《曹全碑》
等。漢碑是東漢晚期石刻制度儀式
化及隸變終結的產物，官方碑刻制
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
熟為漢碑奠定了文化物質基礎。
篆書用筆皆為中鋒圓筆筆法，字

形是長方形的，得其縱勢。漢碑的
用筆則變圓筆為方筆，線條有粗細
變化，開始出現「蠶頭燕尾」，造
型改為橫勢。漢碑氣息高雅，體勢

寬博，挺拔清峻，其書勢平
正之中饒有宕逸奇險之姿。
章法布局則大小奇正，參差
錯落。
就書法而言，漢碑和漢

簡之間是有區別的，碑的
書寫是正式的，非常嚴
謹，顯得肅穆端莊。漢簡
的書寫則是真實書寫的體
現，書寫者處於一種放鬆
的狀態，顯得隨心率意，
兩者在審美上各異其趣。
在學習古代書法作品時，我
們要了解這種不同，從而更
好地把握住各自的特徵。

1964年，中英雙方
達成協議，從1965年
3月起，由東江供水
到香港，解決了香港

飲用水供應的問題。不過，在上世
紀六十年代，香港亦同時面對糧食
短缺的問題。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廖心
文告知：「周總理關心香港同胞，
那時候我們內地因為自然災害的影
響，老百姓都很困難，當年我也很
小，油每天就一両油，一家人每天炒
菜，油用很少，但是在那種情況下，
周總理還是開通了『三趟快車』，
往香港運送鮮活冷凍食品，而且還
保持了好幾年，一直到改革開放。」
1962年，因為香港糧食不足的問

題，周總理跟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
和鐵道部，開創了編號為751、753
及755的三趟快車，分別由上海、
鄭州、武漢三地出發，每日滿載供
港鮮活商品，經深圳運抵香港。由
於「定期、定班、定點」，每日開
行三趟，稱其為「三趟快車」。
從事副食品貿易多年的前輩李廣林
叔叔，回想起六十年代的食品供應，
仍記憶猶新︰「當時香港因為沒有農
業，食物不足夠，要靠外來，尤其大
部分靠內地供應，靠火車運輸，如
果供應不夠，香港市面便糧食短
缺，我們要求有穩定供應，所以周
恩來一錘定音，安排火車車卡，有
三趟車保證供應就穩定了。」
「三趟快車」開行以後，鐵道部
還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例如
「一保三優先」︰即是保車源、優
先配車、優先裝貨及優先掛運。除
卻中途加水外，沿途直抵香港，使
運輸時間縮短了三分之二，保證了

鮮活貨物「優質、適量、均衡、應
時」地供應香港。
其實，當時內地也遭受嚴重自然

災害，各方面的資源十分緊絀，長
期缺乏糧食，要靠糧票配給，連火
柴都要有票證才可以購買，毛主席
和周總理也降低了每月的糧食定
量，甚至不吃肉以捱過困苦的關
頭，但是內地就堅持每天將最好的
瓜菜、肉類和罐頭等各種食品源源
不絕運送到港。
歷史彷彿在重複……沒想到60幾

年後的今天，世紀疫情下的香港十
分嚴峻，而同樣處於疫境困難下的
內地，仍堅持全力供應各樣物資援
助我們 ! 太感恩了！
「三趟快車」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達到高峰期，在港澳的鮮活商品市
場上佔有九成，可說是保證港澳供
應的生命線。隨着高速公路和貨櫃
運輸的發展，已肩負半世紀使命的
「三趟快車」，由每日的500卡減
至每月的50卡，幾乎完成了她的歷
史任務！
做人要飲水思源，如果當年沒有
東江水的供應和「三趟快車」的政
策，香港的命運又會怎樣？！

（待續）

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所
有前線醫護疲於奔命，公營
醫院被形容為「冧檔」，曾
經服務過公營醫院10年的腎

科專科醫生、香港醫學會前會長何仲平醫
生對此情況感到無奈，「有關當局之前可
以想多少少，參考一下當時外地應對Omi-
cron的經驗。其實兩個月前，一班私家醫
生見院舍打針情況不足，而疫情並不太嚴
重，向政府提出為老人院打針的建議……
可惜因技術問題未能成事，主要並非我們
想打便可以打，要登記，要找一些合作過
的團體才可進行，於是拖拖拉拉的，直至
疫情爆發……已失去了一個機會。」
「家居隔離我贊成，因為別無他法，但政

府政策常變，市民本身並非醫生，怎樣去處
理各種心裏疑問？我們決定支援市民，2月
下旬設立了『家居隔離視像支援組』的網上
平台，名為『惠通團隊』，原因是內地與緬
甸接壤的地方有一條惠通橋，抗戰期間扮演
重要的作用，意喻無論怎樣惡劣的環境，總
有方法大家互相支持。我們每天一小時招待
300位朋友在Zoom上發問。有50位專科醫
生参與，最受歡迎是胸肺科，第二是兒科，
接着是家庭科醫生、精神科、傳染病科等
等，多謝中國通訊社幫忙將訊息傳達給更多
的用戶。」
「其中最多問及隔離期間如何自處，家

中只有一個洗手間怎辦？首先打開窗户通
風，用完後用1:99的漂白水徹底
清潔，還要常洗手、不要一起吃
飯。也不要隨便到藥房去買藥，
特別是給小朋友，因為每人的體
質不同，如果對那些藥物敏感，
再加上確診那就更加辛苦了！所
以最好告知家庭醫生現況，然後
再取藥，如果不能外出，可請親
友去幫忙，這正是守望相助的好
時機！現在每天確診人數驚人，
輕症者要自己幫自己，我們不可
能事事靠前線醫護……我們的同
事做得好辛苦，朝早7點做到凌

晨4點，他們已經博到盡，未停過，連吃
飯都沒有時間，所以市民要多體諒，我們
創立這個支援隊就是讓大家留在家中不用
去急症室，讓同事們有機會透透氣……」
有關全民檢測的安排，何醫生絕對贊

成，「好緊要的，因為好多無症狀患者隨
處跑，不自覺地傳染到其他人。3位專家
我都認識，我好尊重，他們指高峰期不要
檢測，待低下來才進行，因為隔離設施不
足……但我覺得高峰才要檢，低落了才檢
已賊過興兵，無作用，一定要盡快將患者
找出及早隔離。若我們不能建這麼多的方
艙醫院，也可以沿用現時的家居隔離，這
並非最好的方法，病毒可能傳給家人，但也
不會傳至整座大廈、社區甚至工作地方。」
香港大學曾預計將有170萬港人確診，

何醫生認為說法可能有變，「這是電腦推
算，受很多因素影響，以現時途徑其實已
經有了變化，以前香港人不肯打針，送樓
也只有七成左右，現在已經有九成，那就
有很大分別了，到時可能沒有那麼嚴重，
擔心是無用的，最重要去接種疫苗。」
在此期間透過不同的渠道，市民發起了

向前線醫護致敬的行動，何醫生是團隊一
員也向同業打氣，「大家做得很辛苦，市
民是知道的，回想10多年前的沙士，我們
有幾個同事過身了，我們都過得到！今次
新冠有疫苗又有快速測試，安全得多了，
公私營前線醫護員緊密配合，加上內地醫

護前來幫忙，實在非常感
激！我們的處境不是這樣恐
怖，淡定一些，同心協力，
我們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何醫生一向樂觀，他的

人生經歷並不平坦，高材
生的女兒突然中風昏迷數
個月，醫生父親發揮堅持
力量，女兒終於大學畢
業，並且有自己的工作和目
標！其實人生有很多的艱
難，不離不棄這4個字將帶
領我們渡過困境！

同心協力 渡過困境
第五波新冠疫情未有平息跡象，單日死

亡個案屢創新高；然而，針對抗疫防疫的
謠言卻無日無之，例如接種疫苗的副作
用，早已被別有用心者無限放大，網上瘋

傳，以致不少市民先入為主，不僅自己不前往接種，更
不敢讓年邁的父母接種，令長者的接種率偏低，以致成
為今波疫情的無辜亡魂，其中更包括好幾位百歲人瑞，
令人惋惜。
就算是內地援港興建的方艙醫院，也有不少負面訊息

不斷傳出，例如︰洗手間之間並無間隔、房間只有不合
香港規格的雙腳插頭電掣。最近更言之鑿鑿指方艙醫院
有洗手間塌天花，以致政務司司長與保安局局長先後出
來闢謠及譴責造謠者。
在危機管理而言，當真假傳聞不斷傳播之下，市民必

定無所適從，因此當局必須盡速作出回應。如果屬於謠
傳，就要馬上澄清，以安民心。今次政務司司長及保安
局局長能迅速回應，令人欣賞。
於危機發生期間，在傳媒上應該統一發言口徑，以免

訊息混亂；而發言人通常是由最高管理層擔任，以增加
代表性和權威性。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星期宣布，由3月9日起，除逢
星期二行政會議外，她與相關局長每日上午11時，都
會舉行高層新聞發布會，交代應對疫情工作的進展，澄
清坊間謠傳和誤會。而政府亦期望藉此提供權威說法，
回應傳媒對防疫抗疫政策措施的提問，並將持續至戰勝
第五波疫情為止。至於每日下午4時30分由衞生防護中
心和醫院管理局代表舉行的記者會，則仍會繼續，以交
代疫情發展和患者入院等相關醫療事項。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高層新聞發布會，每日都有不同

主題，並安排不同局長與特首一同回應記者提問。例
如︰3月10日是交代中央援建的社區隔離設施事宜；3
月11日則講述關於新冠疫苗接種計劃；3月12日的主
題，乃關於政府如何在中央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確保跨
境物資的供應；至於3月13日，就主要公布對居家隔離人
士的支援等。高層記者會除了提供主題性的「答客問」
外，亦能即時回應個別事件，例如︰3月9日政府發出
「震驚」全港市民手機的「緊急警示」，提醒伊利沙
白醫院已成為定點醫院的消息，特首就在翌日的記者會
解釋發出緊急警示的原因。
在抗疫的非常時期，政府能主動發放最新消息，而且

由特首親自主持，可說代表性與權威性並重，對於安定
民心，同心抗疫，的確是走出了正確的一步。

代表性與權威性並重

這一個月來相信大
家接觸最多的除了口
罩、面罩之外，便是

快速檢測包。這個平日不會用錢購
買的東西，現在已成為日常必需
品，在便利店、在街市、在任何一
個角落都能夠看到它的出現。
疫情下的香港，每一個朋友也知
道病毒入侵危害身體，雖然我們相
信疫情總有過去的時候，但是現在
未過去的時間我們仍然要面對，最
近相信每一個人都需要購買快速檢
測包，原因是證實自己沒有感染病
毒可以隨時上班。因為病毒的影
響，有很多行業也面臨倒閉的危
機，但若果要上班工作的朋友，最
需要的一定便是快速檢測包；市面
上有很多牌子的快速檢測包，我們
不知道怎樣去識別哪個才好。最
近，因為連我工作的電視城也有人
感染病毒，所以每一個人開工之前
都需要檢測沒有感染才能開工，因
而令到自己嘗試上網找尋更加多快
速檢測包的資訊，認識什麼是歐盟
驗證、FDA、中國驗證的認可標
準，因有很多不良的商人，在疫情
下為搵快錢而出現在市面上每個角
落，皆因他們一定會推廣自己賣的
檢測包是最好的，話有什麼驗證、

有什麼認可等等，就是吸引你去幫
襯。但其實上網查詢自己要購買的
檢測包絕對不是難事，因為網上也
提供所有驗證資料，當然也要小心
選擇，並且香港政府也有講什麼檢
測包才是他們認證的，所以我們不
用太擔心自己購買的是不是假冒產
品。
只不過我們在疫情下花錢比較多

在口罩、面罩、檢測包中，這三樣
差不多已經成為了我們每日生活的
必需品了，再加上消毒搓手液、家
中的消毒噴霧也不可缺，這樣我們
才覺得可以安穩地生活。這幾年，
從暴動的日子再到現在的新冠病
毒，全世界的人民也沒有好日子
過，生活艱難，但慶幸我們是中國
人，有強大後盾支持自己，而我們
的國家發展非常出眾，所以令我們
可以有一點兒安慰！不過，我們要
留意身體有沒有病毒入侵外，還要
留意情緒的掌控，因為有很多人面
對生活的困苦、壓力、失業在沒有
收入之下，令自己的情緒也出現不
穩的狀態。
所以，有強大的國家幫我們去打

這場仗，我們一定充滿信心。我們
要繼續努力，相信很快便能戰勝疫
情重獲自由。

學懂快速檢測包的選擇

在當今社會裏，價值判斷的標
準愈來愈多元化，包括對成功的
定義也是愈來愈多樣。

到底怎麼樣才是成功呢？我們的個人成就要
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上等？很多人也曾
經找不到答案。
很普遍的一種現象就是女孩子們對潮流服

飾、妝容的追求。很多人都會向一些網紅看
齊，看到她們穿什麼衣服，化什麼樣的妝，自
己也會想要去模仿，而多種多樣的風格，讓我
們眼花繚亂，一時間想要這個又想要成為那
個，最後卻沒有發現美的存在，一直的折騰，
只是徒勞無功而已。但我們再看，有些人她看
起來很平常很普通，沒有華麗的衣服或艷麗的
妝容，可是她身上就是有着一種魅力，彷彿是
與生俱來的氣質，也許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帶
氣場吧。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我們按照一定的

公式去判斷她的美，似乎沒有非常突出之處，
其實答案很簡單，也很深邃，那就是她美就美
在——回來做自己。
非常喜歡這一句話︰回來做自己才是美。這
句話適用於我們的外表形象追求、生活，甚至
適合用於我們的事業。說到創業者這個群體，
有些年輕創業者們，他們身上不乏勇氣和信
心，但是經常在各種嘗試中吃盡苦頭，這種東
西受歡迎了，他們想要開發，那個項目受熱捧
了，他們又想去試試。某一種特色能夠吸引人
的眼球，可能又會在中途轉變策略去模仿它。
最後，好像哪個方面都做得不夠精緻，顯然也
是被時代淘汰。
還有的創業者，喜歡照搬別人的公式，認為

像別人那些所謂寶貴經驗那樣去經營發展，就
一定能夠取得成功，但是通常來說，最後的結
果總是不盡如人意。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一

切的公式其實都不能稱之為公式，只是在適合
它施行的地方才可以行得通，但並不是任何條
件，任何時候都適用的。如果我們只是照搬別
人的方法和公式，那我們看到的其實只是淺層
的東西，又是否考慮到實際情況呢？凡是不適
合自己實際情況的東西，都是毫無價值的。所
以，再來談這句話︰回來做自己才是美。你看
到別人發展得很好，那是因為他們找到了適合
自己的方法，他們能夠做回自己。就像是火車
開到了適合它自己的軌道上，不管那個軌道是
多麼落後，但是因為適合，就能夠助它百倍之
力。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一定要東張西望。也
許別人稱之為好的東西，不一定適合用在我們身
上，我們不需要完全去學別人的方法，而應該從
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能夠做自己，找到屬於
自己事業的一種發展方式，那就是最好的了。

做回自己是最美

春日喜雨
記得新年回家時，先是陰陰沉沉的

天氣，途經的滁城好像被蒙了一層薄
紗。氣溫也漸冷。待一宿，次日醒
來，露天的樓梯上已經被雨水洇濕。
於是，很不可思議地叫了一句，下雨
啦！下雨了啊！一股清新潮濕的空

氣，隨之湧入口中，心裏頓覺心曠神怡。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

夜，潤物細無聲……」只有真正地踏在土地
上，面對萬頃良田，細雨如織，飄飄灑灑，
潤物無聲。那一刻，才能真正懂得這首詩。
萬物互為依存，初春時節，細雨懂得小草的
呢喃，麥苗的渴望。而我，只有立於濕漉漉
的田埂上，感受着細雨溫存地撫摸，瞭然於
目於心。
當年詩聖杜甫在經歷了顛沛流離之後，定

居草堂，親歷耕作，種菜養花，對於春雨，
該是一份與親人遇見的親切感。細細的雨，
在夜幕下悄然而至，不驚擾窗櫺內安然的春
夢，不打攪淺洞裏酣睡的水蛇和螞蟻。就連
攀附在柏楊樹樹梢上，那些巢裏的鳥兒們也
靜靜地，或許牠們正在巢裏瞪着眼，隔着細
雨窺探着雨中的原野。
雨絲靜靜地飄啊飄，世界很安靜。墨黑的
田埂上，蜷縮着已經枯乾了的野草的莖幹，
田裏的麥苗，油菜都已竄出了泥土的高度，
在細細的雨中，枝幹挺直，葉瓣耷拉着，彷
彿還沉浸在夢中。在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大雪
之後，原野上所有的生命，幾乎是忘記了生
長，還陶醉在雪的懷抱裏，與一場又一場雪
談情說愛，不眠不休，半夢半醒。
春日的雨，撩撥着春的旋律，悄然而至。

帶着一絲淡淡的清冷落下，把迷醉了的土地
上的精靈喚醒。一抹柔柔的綠從土疙瘩縫裏
探出了兩個細芽，在一片一片的農田裏，那
些從秋天泛綠的麥苗，此刻，經春雨的洗
禮、召喚，漸漸甦醒。並不茁壯的麥苗，單

薄的芽，還遮擋不住黝黑的土地。雖然是
「草色遙看近卻無」，卻也在放眼望去時，
感受到融融的綠意，帶着春的氣息。
姐姐家的屋後，是一個菜園，昨天還未下

雨時，看上去焉塌塌的菜，經過雨水的浸
潤，個個鮮活起來，滿園春色撩人，充滿生
機。肥嘟嘟的大葉子青菜，楊柳細腰的芹
菜，香噴噴的芫荽，東一旮旯西一旮旯的菠
菜，還有那瘦高個的蒜苗，把一個小小的菜
園，裝扮得生機盎然，看着就讓人心生喜
歡。
我一片葉一片葉撫摸着，清涼柔嫩的菜葉

從我的手心裏滑過。春天，奇妙的春天不再
只是眼目裏的輪廓。她變得有形而具體，她
就藏在每一片細滑的綠葉裏。被春雨洗刷的
煥然一新的綠葉，變得愈加的堅韌，愈加的
新鮮。
春天就像一隻小兔子，在我的心裏歡蹦亂

跳着。與這小兔子一樣歡蹦亂跳的，便是姐
的孫子了。上次我來的時候，他還跟前跟後
的，生怕我會走丟了一般。這一次，這可心
的小人兒，隨了他的媽媽去了外鄉的外婆
家。臨走時還撂下一句話，等姨奶來了，她
若是想我，就告訴她，跟我視頻，媽媽的手
機可以視頻，奶奶你可一定不要忘了。
姐在轉述孫子的話時，自個先是笑，笑着

就有幾分牽強。那種對孫兒最真摯的想念便
不自覺地流溢了出來。做了奶奶的尚且年輕
的姐姐，雖然還不及一個老態龍鍾的奶奶的
深邃，孫兒卻已是她的全世界了。她愛那個
小不點，大概都把自己忽略了。
從春雨裏穿行着回到歸處，常常不知道自

己與母親的一揮手，到底是回歸還是遠行！
手裏的負荷愈發的沉重。母親不容置疑的，
把事先備好的鹹貨放進袋子，塞進我手心
裏。而另一個袋子裏套着的是長方體的紙
盒。裏面擱着滿滿的雞蛋。

母親說，特意給你備的草雞蛋，貧血那麼
嚴重，回去好好給自己補補身體。我便一個
勁地點頭，我知道這雞蛋定是母親去了村裏
走家串戶着買來的。因為母親曾說過，養雞
的人家愈來愈少，把散養的草雞蛋拿去賣的
就更少了。真不知道，母親是怎麼說服人
家，買來雞蛋的。母親說，春天的雨好，把
花兒草兒淋醒了，卻淋不濕人。一路上上車
下車當心點，別急。到了，別忘了打個電
話。霏霏春雨中，眼瞼有些潮濕，我於是又
一個勁地點頭，不敢再多看母親。
回到家，打開冰箱，新鮮的草雞蛋，小小

的，尖尖的，我本可以一手抓起四五個，可
我不捨得那樣惶惶的。我抱起盛着蛋的紙
盒，一隻一隻抓起蛋，輕輕地撫摸過，再把
它們放進冰箱裏的擱蛋層。
66顆雞蛋，是母親有意的安排嗎？
拿起手機，點開微信，突然發覺，好友裏

沒有媽媽。我竟不及一個6歲孩童的周全。
我想媽媽時，媽媽或許也正想我。我其實也
想與母親來一段視頻，看着母親在那頭，笑
着說着知會着……春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
着，時斷時續！
陽台上的迎春，長長如鬚般的枝條上，一

個個鵝黃的花苞布滿了綠瑩瑩的枝條。窸窸
窣窣的春雨，靜靜地飄來，溫存地給迎春沐
浴。每一個枝蔓，以及每一個花蕾便愈加明
艷，愈發乾淨了。不知會在哪一個清晨，突
然醒來，突然就與一盆絢爛的迎春花相遇。
那細細的，碎碎的，黃燦燦的花，立刻染亮
了清晨。每一絲風，每一片雲，每一個醒來
的生命。也包括家鄉的那條人工河，它連着
長江，像一條乳白色的綢帶，環繞着我的家
鄉千頃良田。河水清凌凌的，魚兒大概也快
醒來了。
早春，雨如酥，貴如油。每一株生命，應

了春雨的撫慰，更加動情，更加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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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片《感恩東來愛香江》講述
上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總理開通
了「三趟快車」解決香港糧食不足
的問題。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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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潤漢簡作品——
李白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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