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未病」是什麼？

左書
坊間都知道「左
書」是左手寫書法的
意思，也許從小就用

左手寫字的人，左書便不足為奇
了，但若一貫用右手寫字的人，突
然改為左手書寫，寫出的書法就會
生硬許多，甚至不堪入目，但有時
候，不排除因為字生又會出乎象
外，妙趣橫生。
廣東有個畫家叫關良，他畫的戲
劇人物造型稚拙生動，神出象外，
耐人尋味。他有句藝術名言︰「熟練
不等於藝術。」他提倡「作畫要恰
到好處，很生，抑或很熟，都是毛
病。要使作品居於這兩者之間。到
處都到家，不解決問題。生還可以
補救，所以，寧可『生』一些。」
長年以右手寫字的書法家，自然
十分嫺熟，太嫺熟會生出毛病，我
謂之「熟能生俗」，不停重複自
己，有時改改樣子，也是新瓶裝舊
酒，沒有意思，慢慢就覺得俗了。
所以將字由生寫到熟，再由熟寫到
生，如此反覆，否定之否定，螺旋
走邊鋒，才能出新意。以左手寫
字，不論用筆結字，必定會生，甚

至澀。用澀筆寫字使轉處更似「萬
歲枯藤」，顯得尤為蒼勁。有時又
如醉漢斜步，擺動出新姿，也未嘗
不可。由於胸臆有自我修正意識，
故出手也不會太離譜、太出格，故
往往便在生熟之間。
明代書法理論家湯臨初談生熟有

此一說︰「書必先生而後熟，必先
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
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
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
化工也。故熟非庸俗，生不雕
疏。」又云︰「由生入熟易，由熟
得生難。」
吳德旋《初月樓論書隨筆》云︰
「董思翁云︰『作字需求熟中
生。』此語度盡金針矣。」
日前，一班書家雅集，我提議大

家都試試改為左書，結果形勢一
變，趣味橫生，竟有另一番氣象，
眾皆稱妙！
既說左書，不得不提我認識的開
國元勳葉劍英次子葉選寧，「文
革」時期他意外失去右手，後學習
以左手寫字，他的左書堪稱一絕，
內地書家無不嘆服。

中醫講求整體觀，
而經常提及的「望、
聞、問、切」，也就
是辨證論治，可以說

是中醫師診症的靈魂。此外，中醫
也講求「治未病」，究竟他們用什
麼方法去防止疾病？
原來中醫在診斷每一個人的時
候，可以把人分成一個基本的狀
況。譬如說他們見面時寒暄握手，
從握手中感覺到他個人的手有點
涼，但當問及他臨床狀況卻沒有不
舒服，中醫說的手涼情況，再結合
問到的其它一些狀況，例如他不愛
吃生冷食物、不太喜歡吹風，這些
情況中醫會說血氣不足。在西醫的
概念裏，這個人並未生病，但是若
這情況持續日久，就容易導致很多
疾病發生——較易患上感冒，中醫
就認為這個人應該「治未病」。
「治未病」是中醫學的核心理

念，倡議人們珍惜生命，注重養
生，防患未然。目前中醫藥已經在
很多國家當中都有廣泛應用。世界
衞生組織就有一個專門的醫學辦公
室，推廣中醫藥在全球應用。現今
除了華人看中醫，不少
外國人也看中醫，關於
國際醫學界對我們的中
醫藥有什麼看法呢？
《一帶一路醫藥行》電
視特輯訪問了香港浸會
大學協理副校長（中醫
藥發展）及中醫藥學院
臨床部主任卞兆祥教
授，他說︰「中醫是中

國的，但同時也是世界的。我有一
個數字告訴你，全世界有183個國
家現在有中醫藥的臨床使用。中醫
當中我們說的4大範疇，一個是針
刺、一個是灸法、一個是中藥的單
方、一個是中藥的複方。中醫藥在
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非常廣泛的應
用。2015年的時候，諾貝爾醫學獎
便授給了中國在中藥的研究基礎上
創製的青蒿素。它不是一個簡單的
現象，實際上是中醫藥在全球推廣
的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大家可能知道，全

球很多臨床醫學的疾病治療實踐指
南當中，針灸已經被用於很多疾
病，用來推介治療臨床疾病一個基
本手段。我相信隨着中醫藥的不斷
發展，在全球的應用會愈來愈廣
泛。」
中醫藥從中國走向世界的漫長歷

程，遇到了不少機遇和挑戰。今
天，傳統中醫藥已不再只是被視為
一種中國人的習俗。隨着現今世人
對天然植物的重視和追求，尤其經
歷「世紀疫情」後，傳統中醫藥又
再次受到重視而且健康發展。

葵花向日傾
政府推出第4期「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計劃，

雖云「優化」，執行時卻以防騙為先，要求中小企
鉅細無遺地提交證明文件，令申請由原來通常個多
月獲批，變成3個多月還未有結果，似乎完全忘記

政策的初心，是要盡快解救中小企的財務急需，現在卻是不快反
慢且擾民。
事實上，香港政府公務員在執行政策上，一向講求依程序處理。
中小企是否能盡快有周轉資金，可謂事不關己，但如果被騙去公
帑，背了黑鑊丟了官，可大可小；於是大家跟足程序，不多做不做
錯，的確也無可厚非。
此種官僚文化，事實上也非始於今天。屈穎妍師妹上星期發表了
一篇文章，指出去年國慶期間，有民間自發在公路燈柱懸掛國旗，
路政署卻要求繳付14萬元「巡查費」，立即令公眾譁然。不僅有立
法會議員去信相關部門，連行政長官也於7月21日在社交媒體發
文，表示關注事件並已向有關部門了解，而且「已指示有關部門豁
免相關收費」，「要求有關部門制定有效和適當措施，避免同樣事
情再發生。」
路政署收「巡查費」，相信是有程序可依，但卻與政府推展愛國

主義教育背道而馳。行政長官此舉，可謂撥亂反正。然而，同樣合
程序而違反情理的執行，並非個別例子。
記得2003年，「沙士」劫後，國家開放自由行。文公子為保障

內地遊客的消費權益，維護香港購物天堂的聲譽，出版了一本專
門協助自由行旅客來港購物的指南式雜誌，當年在羅湖口岸免費
派發。其時，有人安排我們面見旅遊發展局官員，商討有何合作
空間。會上，文公子提出旅發局如果有推廣香港旅遊活動的新聞
資料，歡迎傳予我們，會盡量安排刊載。豈料對方竟然回答，我
們的雜誌可以刊登旅發局的新聞稿，但卻要付費才能刊登旅發局
提供的相關照片，因為所有照片都是有版權的。文公子聽了，真
的啞口無言。我們免費幫政府推廣香港旅遊，還要反過來向政府
付費？這是什麼道理？
最近，申訴專員公署發表報告指出，食物環境衞生署無論在鼠患
監察、防鼠及滅鼠工作上，均有多處需要改善。據悉，食環署滅
鼠，每隻的成本平均高達1萬元，但問題卻仍未能解決。文公子認
為，與其耗用大量資源滅鼠而成效不彰，何不採用最合乎常識又較
相宜的做法？既然已有犬隻協助紀律部門執勤，何不在鼠患黑點養
貓滅鼠？相關部門不妨考慮。

依程序也應合乎常識

《聲生不息》頒榮
耀大獎給林子祥、葉
蒨文，由炎明熹講致

敬辭，場面感動，是一幅完美的港
樂承傳畫面。《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2021/2022》由劉德華帶領一班新
生代歌手拉開序幕，寓意樂壇的承
傳。劇集《回歸》以商場的爾虞我
詐作主幹，其實也是寓意承傳。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砥礪前行，十
分注重承傳。
《回歸》由郭晉安、陳煒擔正，
演技毋庸置疑。吳偉豪、周嘉洛這
對「兄弟」也十分搶鏡，《愛．回
家之開心速遞》的朱凌凌、安仔給
觀眾耳目一新的形象。何嘗不是一
個承傳？
吳偉豪在劇中飾演外冷內熱的IT
達人，冷口冷面，理智過人，工作
至上，成功擺脫小伙子戲路，變得
成熟有男人味，是一大躍進。當然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和游嘉欣在
床上，他露出強壯胸肌的一幕，不
少觀眾因這場戲而留意他，更有觀
眾封他為「男神」。男演員演「黑
面神」永遠殺食，好像內地劇《親
愛的，熱愛的》的李現、《錦衣之
下》的任嘉倫、《夢華錄》的陳
曉，都憑酷爆、冷面而顛倒女觀
眾，吳偉豪演來到位，十分討好。
之前他因出浴照影響形象，現獲派
這個好角色，可見TVB仍看好他，
機會得來不易，吳偉豪要好好珍
惜，不可再行差踏錯。
周嘉洛在《回歸》中飾演吳偉豪
弟弟，性格吊兒郎當、不拘小節，

在劇中負責搞笑，他不負所託，表
情多多，對白抵死，為嚴肅劇情添
笑位，很有周星馳出道時的影子，
他既有搞笑天分，又有創意，應朝
周星馳方向發展，承傳周星馳的
「無厘頭」搞笑手法。
已不止一次讚賞炎明熹，看了

《聲生不息》最後一集和《金曲》
頒獎禮，又要再讚她。她向林子祥
和葉蒨文的致敬辭雖不是由她撰
寫，她卻演繹傳神，非常流利、淡
定，沒看貓紙，更淚盈於睫，真情
流露。她唱得跳得講得，又有壓台
感，可塑性高。
娛樂圈需要更多個吳偉豪、周嘉

洛和炎明熹，新生代藝人機會在等
你們，好好裝備自己，成為天王天
后指日可待，加油！

睇好吳偉豪周嘉洛炎明熹

在我們的圈子裏，有這樣的一
位朋友，他一直以來都是鬱鬱寡
歡，好像很少見過他開心的時候，

就算遇到開心的事情，情緒價值也是處於低狀
態，似乎認為這並不值得，有什麼好開心的。
而一旦遇到一些稍微不順心的事情，他就會愁
眉苦臉，整天唉聲嘆氣。我們常常開解他，人
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應該樂觀去面對，
可是他並不是這麼想。
掛在他的嘴上說得最多的就是一個「煩」
字。有什麼好煩的呢？生活也都過得去，親人
朋友都互相陪伴着，雖然沒有活成書裏面的那
些偉大成功人物，但是靠自己的一點能力，也
能做點小生意賺到些錢。這應該不至於整天愁
眉苦臉啊，但是我們一問他，他嘴裏總能說出
一大堆心煩的事來。因為悲觀的生活態度，令
他把很多事情都認為是不好的，而生活中的各

種事情又緊密關聯，於是導致他覺得生活並沒
有什麼好開心的。這讓我們覺得非常可怕，一
個人如果總是活在悲觀裏，天空就好像是烏雲
密布一樣，儘管外面陽光多麼燦爛，白雲多麼
柔軟，可是在他看來所見的一切都是令人心煩
的。那他的心裏不是結起了黑暗的烏雲嗎？於
是整個生活都是充滿負能量，就連靠近他都會
覺得有些不愉快。由此可見，悲觀心態是多麼
可怕。
人，只要活着就會應對很多不同的事情。而
如果這個人的心態已經是消極悲觀，那所有接
連不斷的事情，對他來說就是織成了煩惱之網
的一縷縷亂絲，而如果我們又想去創造一些事
情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那肯定也會遇到大大小
小的困難，就像我們去創業一樣。
創業要考慮的因素有這麼多，就算考慮周

全，也總有一些不能控制的因素我們不能完

全兼顧，也就是說會常常經歷挫折，處理風
險的問題也不少，一不小心可能連本帶利都
會輸掉。如果我們心理脆弱，心態悲觀，又
怎麼可能做出一些大事來？想告訴朋友們，
在創業中，需要做好心理準備去接受打擊，
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去應對那些大大小小的挫
折，如果能堅持着那就會離成功愈來愈近，
但如在一開頭就被一點失敗所絆倒或是自己
把糟糕無限地擴大，創業還沒失敗，卻輸掉
了自己的心態。
不管是在創業還是在生活中，都應該樂觀

面對。最近聽到一句話：鈍感，是一種重要的
東西，要學會鈍一些，凡事不要那麼敏感，對
於那些向我們襲來的困難或挫折，大可以遲鈍
一點，不用那麼全面敏銳地去感受它們，保持
積極樂觀的態度，雖然困難也還沒有解決，但
至少能有勇敢打敗困難的信心。

樂觀面對生活

夏日裏的遇見
人世間，轉身就是天涯，遇見就是

咫尺。打開車窗，明晃晃的太陽刺得
我睜不開眼，立馬關上，但是，那群
年輕人的說笑聲久久不肯散去。
盛夏外出，在高速公路長清服務

區停車，朋友去上廁所。這時候，
旁邊汽車副駕駛座上，我先瞥見兩

條腿交叉晃動，再看到一年輕小伙戴着耳
機聽歌，胳膊耷拉在窗外，手裏的香煙明
明滅滅，像極了陰晴不定的心情。稍後，
仨小伙朝車的方向走來，聽歌的人從車裏
鑽出來，他們嘻嘻哈哈說着什麼，好像商
量去哪裏吃午飯。白T恤、黑短褲、人字
拖，手上戴着仿名牌手錶，卻遮擋不住滿
臉的青澀，看樣子是剛放假的大學生，十
八九歲飛揚跋扈的年紀，租輛汽車出來耍
耍，也像是首次亮翅欲飛，以示自己強
大。當我們離開時，他們還在原地，旁若
無人地大聲說笑，每人手上燃着一支煙，
就像燃燒的青春，那麼桀驁、那麼璀璨，
目光觸碰的瞬間，我的心彷彿被灼燙，猛
地一陣痙攣。
過收費站，挨個掃場所碼。就在這排隊

掃碼時，汽車一陣躁動，急剎車，還是與
前面的奔馳來了個「親吻」。朋友趕忙下
車察看，奔馳上下來兩位女白領，摘掉墨
鏡，瞇起眼睛打量，4個小點，赫然站立，
屬於輕微刮擦。交警打手勢示意，去路邊
處理，照例是拍照、取證、聯繫保險公
司，周末休息沒有打通，雙方在路邊徘徊
良久，或許是天太熱，不一會兒渾身就像
水洗似的，奔馳車主提出上班後處理，她
們要去旅遊。於是，互加微信，互留電
話，等她們離開，我們才發動車子。抵達
目的地時，我們又與她們相遇，那輛紅色的
奔馳渾身散發着傲氣，令人不敢直視。出於
禮貌，我們遠遠地打個招呼，女車主把手一
揚，如風而過，不見蹤影。
人在旅途，這樣的遇見或許很快就淡

忘，但是轉而想想，皆有命定因緣。詩人
劉年遊大昭寺，寫到一個敲鼓唱經的喇嘛
和一個沉默的詩人相遇，令我印象深刻。

「懂了嗎？喇嘛歌頌着的就是詩人詛咒過的
人間/懂了嗎？那些詩歌串起來，掛在風
中，就是經幡/沒有人注意，留在殿裏是一
個身着袈裟的詩人/走上大巴的，是一個帶
着相機和微笑的苦行僧。」所遇即命運，所
見即眾生，每一次與陌生人的擦肩而過，其
實都是與自己的久別重逢——很多時候，看
見他人的困境，本身也是一種喚醒和進步。
每年暑假我都要重讀《紅樓夢》，今年

關掉手機閉門閱讀，在暢遊大觀園中最先
遇見的是妙玉。我也很奇怪，怎麼會突然
對她徒生好感呢，如李紈所說︰「可厭妙玉
為人，我不理她。」一個心在紅塵的檻外
人，性格怪異，心氣高傲，卻帶髮修行，簡
直不可思議。當初為了迎接她，賈府又是下
帖子，又是派轎子，與對待黛玉的標準毫無
二致，堪稱五星級待遇。顯而易見，大家心
裏都對她懷揣着一個「敬」字，元妃第二次
遊大觀園，進屋前先去洗手，「忽見山環佛
寺，忙另盥手，進去焚香拜佛」，這無不體
現一種尊重。而寶玉過生日，妙玉又是送賀
卡，又是折臘梅，還把專用杯綠玉斗給他喝
茶用，誰又能說她沒有小心機呢？有處細節
容易被人忽略，第41回，妙玉為賈母端上老
君眉，而不是六安茶，足以可見她平日裏用
心做了功課，而且曹雪芹連用3個「笑」
字：「妙玉笑往裏讓」、「妙玉笑說：這是
老君眉」、「妙玉笑回：是舊年蠲的雨
水」，把心理刻畫到極致。所以，事後王熙
鳳才會說︰「﹙賈母﹚從來沒像昨兒高興，
往常也進園子裏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
回來了。」
由此，我重新讀懂了妙玉——過去對她的

討厭不過是自我的心理投射，妙玉的B面同
樣可人，她與邢岫煙做了十年的鄰居，彼此
幫助，互相依賴，如邢岫煙說道︰「我所認
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
又有半師之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
遇。舊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
一個「遇」字，令我大為感動。得有多大的
緣分才能十年後再次相遇，此時此刻，好像
我自己就是邢岫煙，被「萬人不入眼」的妙

玉兩次「青目」，既尊榮又些許溫暖。
張愛玲說︰「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

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正巧趕上了。」這
正是遇見的第一重境界，所遇即命運；第二
重境界則是「承他青目，更勝當日」，一直
默默努力，有一天被對方刮目相看，這是久
別重逢的乍然驚喜，還是生命與生命的相互
成全？我覺得，兩者都有，或曰「悲憫」。
怪不得女作家計文君闡述《紅樓夢》時說
道︰「想必曹雪芹行過大善，他留在人間的
這點兒文字骨血，總能逢凶化吉，遇難成
祥。」只有親身經歷過這樣的遇見，曹雪芹
才能塑造出如此有血有肉的人物，金陵十二
釵分明就是芸芸眾生相，她們之所以令後人
青睞，莫過於通過她們看到生命的種種艱
難，遇見另一個自己。
家門口地鐵站旁邊，有處蔬果批發市

場，除了外地商販，也有不少本地近郊菜
農。那天下午，朋友過來採購，遇一老伯，
年過七旬，從南山過來賣茄子，見天色陰了
下來，他決定包圓，掏出手機支付，卻發現
老人沒有智能手機。索性，去商店裏換零
錢，順便帶回兩瓶礦泉水、3個油酥燒餅、
一塊切好的醬豬頭肉，上前遞給老伯，只見
對方使勁擺手，然後拽起衣襟低頭擦汗，
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老父親。旁邊一路過小
伙見狀，塞給老人兩個雪糕，轉身騎車不見
蹤影。他也照做，放下東西、留下買水果的
錢，迅速離開。等他回到家，窗外雨過天
晴，他哼起了歌，從冰箱裏取出肉和肉餡，
放進水池裏化凍，下廚做紅燒茄子、涼拌茄
子，還要給兒子炸茄盒。這樣的包圓，他已
經不是第一次，也決不是最後一次。這樣的
遇見，在這座城市裏時刻都在上演，只不
過，很快被喧囂的市井聲所淹沒，變成一朵
朵低吟的浪花。
「回家路上/我看見鑽出草坪的黑墨蘑菇/

這是黑暗的地底/一個抽泣已久的求救者的
手指。」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瑞典詩人特朗
斯特羅姆的俳句，繼而想起服務區那群年輕
人的說笑聲，以及手指上燃燒着的明明滅滅
的香煙，像是誰在歌唱，又是誰在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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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兆祥教授（右）在《一帶一路醫藥行》接
受麥景榕訪問。 作者供圖

◆炎明熹年紀輕輕已有大將之
風。 作者供圖

傍晚散步，每次都
會路過那道鐵門，卻
從來不曾進去過。有
時候孩子跟着我出

來，見那道鐵灰色的門，總是要好
奇地跑過去，趴在門上磨蹭半天。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已經向我要求
過多次去裏面玩了，可是我看看裏
面荒涼又無人跡的樣子，就拿「會
有怪獸」的話嚇唬他。他心裏想去
又不敢去。
我亦是有着孩子一般的心思。那

個裝着鐵門的地方其實和我們常散
步的路徑是同屬一個園子，只是一
圈鐵絲網和一道門把它們隔開了。
我們所在的這一邊是附近居民休閒
蹓躂的場所，來來往往的人很多，
草木植物亦有工人管理，生長規律
而整齊。鐵絲網那一面的園子就非
常野生態了，只隔着網望去，雜草
亂樹，夾雜着積年的枯枝葉，頹敗
而荒涼。臨着五環路，車輛喧囂，
人跡罕至。雖然知道裏面不過是草
木植物，不會有怪獸，可心裏到底
對那樣的寂寞荒涼有幾分畏怕。
天氣炎熱，困在屋子裏更是讓人

身心俱倦，煩悶不已。大人尚可把
這些都忍忍，小孩子侷促在屋子裏
卻不行，他需要到闊大的空間裏去
撒歡。一向總是我帶着孩子出去
玩，他爸爸上了一天班要休息。前
天傍晚，他看孩子鬧着要出去玩，
我也好得差不多了，就提出一起去
園子裏走走。
孩子樂壞了，有他爸爸在，膽子

也大了。我們走到那道鐵門前的時

候，他要求爸爸陪他去裏面探險。
他爸爸看看我，我笑了，然後跟着
他們父子倆走了進去。
那時已經是6點多了，陽光還好

得很。蟬聲沸騰，看不見蟬藏在哪
裏，卻被尖銳的叫聲包圍着，更顯
得這塊園子的清寂荒涼。路面的磚
有幾塊凹下去了，也有幾處枯樹枝
堆疊着，邊上的一叢花草因長了小
蟲子而沒精打采的。
當我們沿着中間的主路走了有

100米後，站在了分岔口上時，我
們不禁為眼前的一切驚呆了！
——是野葵花啊！路兩邊擠擠挨
挨，高高低低，站滿了黃色的小花
朵。哪怕它們的莖稈是柔細瘦弱
的，姿態卻絕不是垂頭喪氣，而是
很精神地向着陽光而生長。
孩子興奮地在野葵花開滿的小路

上蹦蹦跳跳着，要他的爸爸給他拍
照片。他竟然調皮地說︰「原來媽
媽說的『怪獸』就是這向日葵啊！
我要和『怪獸』合影，讓我的好朋
友看看。」
我們被孩子的趣話逗得哈哈大

笑。在那樣一個荒寂的地方，多日
來的苦悶和躁煩很輕易地化解了。
「唯有葵花向日傾」，我搜盡
所知道的詞彙語句，以為這句詩
最能表達此時情景了。如果要品
評的話，我覺得葵花是人間世上
最陽光的花卉，就像孩子的心
靈，向着好，向着善，向着美。
也不像我們大人的世界那麼複雜，
遇到一些不順遂，或環境不相宜，
就自暴自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