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正亮，在父親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初
中已接觸玄學，後得佛法老師傳授陽宅風
水及文王卦。直到2013年，通過禪定悟出
與際遇相應之姓名學，依此因緣，公開奧
秘，望有緣人得到裨益。
在很多歷史學家對韓愈的進言評價，往

往用上直諫來形容及表揚，但從姓名五行
的組合看來則有不同之看法觀點，韓愈五
行為丙火甲木！
丙火是完美主義者，甚至有道德潔癖，

原因是丙火乃火之極，物極自然必反，故
容易造成有極端性的特質，加上甲木也是
陽木，代表參天大樹，立場堅定，寧死不
屈、硬頸！
而宋代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

中評韓愈說：「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
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
帥。」這通常被視為對韓愈其人最為精當
的評價。他的一生，在政治、哲學、文學
各方面都有較高的成就，而主要成就又在
文學方面。甲木生丙火，從五行方面，甲
木的主線清晰，情感豐富，有風骨的特性
生給「丙」火的我，正正造就了他的散文
上的成就！當他發揮「丙」火的特性時，
往往喜歡站在道德高地作批判，光明與黑
暗自然勢不兩立，尤其韓愈他從自然界的
各種天籟得到啟發，加以比附，在此基礎

上鮮明地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則鳴」的觀
點。行文奇偶交錯，整齊而富有變化。
韓愈的記敘文，有敘事的，比如《平淮

西碑》稱頌唐憲宗力排眾議平定叛亂的功
績。他寫人的文章最多，如《張中丞傳後
序》記敘張巡、許遠、南霽雲等英雄，
《柳子厚墓誌銘》詳細記載柳宗元的生平
事跡。這些作品記敘十分生動，人物形象
非常鮮明。
韓愈的抒情散文，多數見於祭文、書

信、贈序。這類文章最能見作者真摯性
情，也是韓愈散文中最好讀的一類文章。
其中有表現骨肉之間深厚感情的，也有表
現朋友交往患難情誼的。此當中既有
「丙」的批判性，又有「甲」的感性舒懷！
至於他的風骨——硬頸、有其偏激性可

從他的直諫風格展現出來！當然，韓愈不
但文章寫得好，還是個直言敢諫的大臣。
在他寫完《平淮西碑》之後，便做出了一
個得罪朝廷的舉動。
原來唐憲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教來。

他聽說鳳翔的法門寺裏有一座叫護國真身
塔的寶塔，塔裏供奉着一根骨頭，據說是
釋迦牟尼佛祖留下來的一節指骨，每30年
才能開放一次，讓人禮拜瞻仰。人們瞻仰
之後，便能夠求得風調雨順、富貴平安。
佛骨崇拜本來就是違背釋迦牟尼「四大

皆空」的祖訓的，但許多寺院為了迎合僧
眾的迷信需要，就人為地製造一些假佛骨
或假舍利。唐憲宗對此深信不疑，特地派
了30人的隊伍，到法門寺把佛骨隆重地迎
接到長安。他先把佛骨放置在皇宮裏供
奉，而後送到寺裏讓大家瞻仰。下面的一
班王公大臣也千方百計想得到瞻仰佛骨的
機會。
韓愈向來不信佛，對這樣鋪張浪費來迎

接佛骨很不滿意，便給唐憲宗上了一道奏
章，勸諫憲宗不要幹這種勞民傷財的迷信
事。他說，佛法的事，中國古代沒有記
載，只是在漢明帝以來，才從西域傳進
來。歷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壽命沒有長
的，可見佛是不可信的。
唐憲宗接到這個奏章，龍顏大怒，立刻

把宰相裴度叫了來，說韓愈誹謗朝廷，一
定要處死他不可。裴度連忙替韓愈求情，
唐憲宗才慢慢消了氣，說：「韓愈說我信
佛過了頭，我還可寬恕他，他竟說信佛的
皇帝壽命都不長，這不是在咒我嗎？就憑
這一點，我決不能饒了他。」
後來有很多人替韓愈求情，唐憲宗沒殺

韓愈，把他降職到潮州去當刺史，一年後
才回到了長安，負責國子監的工作。就在
這一年（公元820年），唐憲宗死在宦官
手裏。他的兒子李恆即位，是為唐穆宗。

幾許前瞻，幾多後顧，
幾番見步才行步。
山重水複正猶疑，
堪堪柳暗花明處。

一諾相承，千秋共赴，
中華兒女復興路。
會當大夢百年圓，
東風不理西風妒。

今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
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講到「一國兩
制」問題時，他毫不含糊地強調：「這樣的好
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這一公開宣示，與當年鄧小平所說「50年不
變，50年之後更沒有變的道理」一脈相承，
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信心。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一國兩制」實踐
總體上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但隨着國際國
內形勢的變化，「一國兩制」實踐遇到許多新
情況新問題，老情況老問題也發生了新變化。
特別是近幾年來，在國際大環境和香港小氣候
共同作用下，香港面臨更加複雜的局面。
回首過往，香港每隔數年就會發生一場大的
風波。從2003年大遊行到2012年反國教，從
2014年「佔中」到2019年「黑暴」，「反中
亂港」鬧劇愈演愈烈。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
頭腦，充分認識到維護國家安全始終是香港首
當其衝的問題。無論當年二十三條立法受挫，
還是香港國安法讓本港重回正軌，都表明了這
一點。同時要堅定信心，堅信香港已經融入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程，任何力量都阻擋
不了這一進程。事實上，每場大風波後，香港
都會迎來新的局面，站上新的台階，實現更大
發展。這是堅持「一國兩制」的底氣所在。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符合國家、民族根
本利益，也符合香港根本利益，不僅是解決香
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

是確保回歸後的香港繼續保持自身特色和長期
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治港之策千條萬
條，「一國兩制」是最根本的一條。任何思
路、舉措、辦法，都不能突破「一國兩制」的
天花板。
下好「一國兩制」這盤大棋，需要高超的政
治智慧。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既要堅定不
移，確保不會變、不動搖；也要全面準確，確保
不變形、不走樣。具體而言，就是把堅持「一
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結合起來，把維
護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與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結合起來，把
發揮中央在重大問題上的主導作用與強化特區
政府的主體責任結合起來。兩個方面作為有機
整體，不能互相消耗，也不能顧此失彼。
當然，在兩者對立統一的關係中，中央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是直
轄於中央政府的特別行政區，中央要落實對香
港的全面管治權，同時要對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行使監督權。執政黨在新時代的歷史使命，是
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
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一
靠制度，二靠人。根本上是要不斷完善政治制
度和法律制度，依法治港，同時也必須讓香港
的管治權始終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中，
兩者相輔相成。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是由一整套完備
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構成的，包括憲法和
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以及落
實憲制秩序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安排和法律法
規。從20多年來的實踐看，這些制度和法律
有的需要堅持，有的需要激活，有的需要完
善。
香港問題的實質是管治權之爭。我們同「反

中亂港」勢力較量，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表
現為長期複雜嚴峻的政治鬥爭。而法治是現代
政治的內在邏輯和普遍趨勢，亦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政治問題法治解決，有着強大的民意基

礎，往往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佔中」以
禁制令清場，反「黑暴」以香港國安法立威，
都是法治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成功範例。
毛澤東早在80多年前就指出，政治路線確

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同樣，就管治
香港而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和制度體
系確定之後，管治者就是決定的因素。依法治
港，終究要落實到「愛國者治港」上。要求治
港者愛國，是在香港從政的基本政治倫理，或
者說是職業道德。
「愛國者治港」，與認同什麼社會制度無
關。鄧小平曾經提出過一個標準：什麼叫愛國
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
們是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
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不過，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
原則，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
制度，所有香港居民都應該遵從這一最高原
則，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愛國者更不
能例外。
「愛國者治港」，也不是對普通市民的要
求。不愛國的人，包括外國人，只要不違反
法律，是可以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只
是不能成為特區管治者。那些與外部勢力勾
結，主張「港獨」、「攬炒」以及挑戰國家
根本制度的人，不但不是愛國者，要堅決排
除在管治架構之外，一旦觸犯法律，還必須
依法嚴肅處理。
顯然，「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豐富實踐給我
們留下很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不少深刻啟示。
準確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的實踐規律，是
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始終朝着正確方向行穩
致遠的前提。

2022年6月22日，香港知名的插畫
家雲君，在美國加州逝世，享年 93
歲。我自小就喜愛雲君的插畫，他不僅
為金庸、梁羽生的小說「效勞」，也為
衛斯理小說出過力。只不過，雲君其後
成了金庸的「御用畫家」，也由於金庸
武俠小說「得享大名」，雲君這塊「綠
葉」，幾十年後成為香港人的一個集體
回憶。
雲君原名姜雲行，又名姜永康，
1928年出生於山東威海，畢業於上海
美術專科學校。1950年，來港投身報
界，在《大公報》、《新晚報》任插畫
家，是否按件計酬抑全職工作，還要待
查。當然，他聲名鵲起，是始於1950
年代中期新派武俠小說崛起，他為金梁
小說插圖，這塊綠葉才廣為人注意。
1959年，《明報》創立，他也為《神
雕俠侶》插畫。金庸視他為「寶貝」。
論者一致認為，雲君為金庸小說起到了
「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說法確是，記
得當年，我在報上追看金庸小說，對他
的插畫也觀賞一番，讚嘆不已；這比當
年名氣已大響的插畫家如黃鳳簫好得多
了；而那時有名的通俗作家陳霞子的

「專用畫師」占秋風，也不是他的對
手。
1975年，雲君舉家移民美國。但仍

有為報刊繪畫，更是金庸修訂小說時的
得力者。不過，因為時空關係，金庸找
了個王司馬出來，也成為《明報》傑出
的漫畫師。金庸的武俠小說，部分也改
由他繪製。當年我剛入報界，兼做副
刊，未識雲君，未得他助陣，深以為
憾。然而，雲去王來，亦深慶有後來者
的喜悅。
雲君的插畫，當初仍粗糙，但寥寥幾
筆，已極具台型。他的插畫愈來愈精
緻，人物的神韻，往往被他勾勒出來，
表情之外，衣飾裙裾、花鳥山石，氣韻
流暢。記得，《神雕俠侶》第一張插
圖，幾個少女泛舟荷池的情景，誰可畫
得如斯精妙、入神入味？
至於王司馬的畫作，當初我也不甚喜
愛；蓋嫌簡約，流於寫意；但其後細細
觀賞，才覺另有意境；對金庸來說，或
與雲君的工筆有別，但相信亦得金庸的
喜愛，否則明河社推出《金庸作品集》
時，由雲君為六部作畫，其餘由王司馬
負責。可惜，王司馬後來患上骨癌，英
年早逝。我那時在報刊上的版頭、插
圖，除他之外，還有個區晴幫手。這三
大畫家，雲君最長壽，今歲也去了，怎
不傷心哉。除這三人外，還有個蔡浩
泉，報上的小版頭，很多都是他的傑
作，可惜都活不到雲君的歲數。
雲君為武俠小說插圖，無論金庸、梁
羽生、古龍的，都甚為出色。無他，雲
君擅長古裝也；至於他為衛斯理的插
圖，時裝也，也不知是否我先入為主，
或不懂欣賞，感覺都是「差一皮」。
我常想，若有心人能將雲君在報上所
有的插畫，分門別類編輯成一冊又一
冊，印而成書，實是功德無量。在此，
翹首以望。

生命中，每一個人都會面對大小唔同性
質、唔同意義嘅事情。對一般人，生活較
平淡，基本上做好本分已經足夠。當然對
具雄心萬丈嘅人，做好本分遠遠唔能夠收
到預期嘅成果。
現今世代，唔少人都好功利，要知道有
乜「着數」先至去做，正所謂「死唔蝕
底」。其實呢啲人好短視，經歷話畀我哋
聽，有啲嘢係需要經過一段較長時間嘅考
驗或者磨鍊先至可以睇到效果，就算有效
果都未必係好顯著，所以縱使而家睇唔到
成績但唔表示將來冇。唔好成日諗住應該
冇可能有預期嘅效果就唔去做，咁就可能
會錯過咗一個豐碩嘅成果。
對於年輕一代，青春就係本錢，有嘅就
係時間，跌低咗仲嚟得切糾正，所以如果
能夠認真去檢討失敗嘅原因，後有所成嘅
機會就會好大。相信你可能聽人講過：

唔搏過點知冇；唔搏就一定冇

所以年輕嘅時候係唔怕放手一搏嘅。其實
有冇成效好睇你點樣去做，又或者你可以
去到幾盡；只要係有真心付出過，你就可
以好驕傲咁同自己講：

我對青春無悔，我無負此生。
喺殘酷現實底下，堅持唔一定可以成

功，但亦都唔構成放棄嘅唯一理據。對於
一啲較崇高嘅理想，你未必可以喺有生之
年實現；但係由於種子已經播咗，不日仲
係有機會萌芽，繼而有開花結果嘅一日。
「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只在乎做過什

麼」呢句係黃家駒同一生為反種族隔離而
鬥爭嘅南非黑人人權領袖曼德拉產生共鳴
嘅說話，所帶出嘅「微觀意義」就係：

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只盡人事，莫問前程

x x x
將挫折轉化為動力

就有可能
將唏噓轉化為豐盛，將悲劇轉化為喜劇
從呢句話我哋亦都可以睇到黃家駒對理想
係幾咁無悔。
其實「得到什麼」指咩呀？「做過什
麼」指咩呀？「得到什麼」係指得到幾多
成效、成果、收穫或者回報。「做過什
麼」係指付出咗幾多精力或者有冇盡全
力。
如果有付出或者有努力過，得到合理回

報本來係好正常；如果話唔在乎回報，聽
起上嚟真係可以講得話超乎想像。大家有
冇聽過：耕田唔問收穫㗎？聽落真係冇咩
可能，但喺現實生活度原來係有嘅，例
如：做義工雖然冇人工，但係幫到人係一
種心靈上嘅滿足，係屬於另類嘅回報；唔
係個個科學家做研究都有所成嘅，但都有
人做，係因為唔做就永遠唔會有發現。只
要開始做，遲啲就會有人跟住呢個方向去
做；話唔定有朝一日做到呢，咁都算有成
果呀，不過嗰個唔係你之嘛！不過如果你
睇返原句，佢係話「生命」唔在乎，所以
應該係講緊「理想」，仲係幾崇高嗰隻；
就好似曼德拉想爭取到撤銷反種族隔離、
打破貧富不均嘅局面，又或者好似Beyond
想將搖滾樂傳承落去、影響香港樂壇尊重
原創咁。如果係講呢種，你係唔會期望個
成果一定要同付出成比例，亦即係話連
「食白果」都可以接受，總之就係想盡辦
法去做，直至做到為止 ，就算係失去自由
甚至冇咗條命都在所不惜。咁睇，呢句話
所帶出嘅「宏觀意義」就係：
只要一經界定所做嘅事係好值得去做，就
義無反顧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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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君的插畫

生命不在乎得到什麼﹐只在乎做
過什麼﹔黄家駒這句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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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莎行．沒有任何理由改變
◆◆漫天霽色映西環漫天霽色映西環。。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射鵰英雄傳》第一回的插圖。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副 刊 文 匯 園B6

20222022年年77月月3030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張岳悅

生活點滴

◆逢每周二、六刊出，投稿請至：feature@wenweipo.com

姓名館

今夏之熱
◆羅大佺

7月9日開始放暑假，原以為可以過個
清涼的夏天，陪陪孩子，回回鄉下老家，
親朋好友間串串門，在茶館裏和文友聊聊
天。酷暑雖熱，心靜涼爽，辛苦一學期，
過一個愉快的假期，豈不快哉？孰知天不
遂人願，出現酷熱天氣。
天氣之熱，有生之最。40多度的高溫，

天天伴隨。別說到外面行走，就是在家
裏，也是汗流浹背。於是空調一天到晚都
開着，也顧不得電費的開銷，更不管空調
吹多了會肌肉酸痛。只要涼爽，心裏就舒
暢。可這涼爽也不易。就算你每個房間都
開着空調，廁所和廚房不會裝空調吧？一
進這兩個地方，猶如進了桑拿蒸氣房，瞬
間出來也是大汗淋漓。自然風成為奢侈的
嚮往。黃昏時候來到青衣江畔河堤上。遊
人如潮，但不見一絲河風吹來。住在玉屏
山度假村的朋友告訴我。就是在那高山之
上的人工林海裏，也只有一早一晚涼爽。
今年四川最熱的地方是宜賓，宜賓連續幾
天43.4度，據說地面溫度70多度，出門
呼吸的空氣也燙，熱成全國第一。宜賓敘
州南岸長江路西段一棵樹子都被熱得冒煙
了，更有人因熱射病死亡。萬里長江第一
城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地方？我想起家裏

裝修時，愛人責備我把客廳和每個房間都
裝上空調是浪費行為，這會兒倒是都能派
上用場了。
疫情之火，攻破家門。新冠疫情自2019

年底爆發以來，來勢洶洶，多次變異，蔓
延全球。好在國人眾志成城，無數白衣衛
士逆襲而行，為戰「疫」而奮鬥，並研究
出疫苗。家鄉犍州，地處西南山區，山清
水秀，雖然有兩波疫情，一度燒到家門
口，但都有驚無險，安然無恙，輕舟渡過
萬重山。每每談及疫情，家鄉人總是自豪
地說，犍州生態環境良好，疫情無法光
顧。豈料狡猾的疫情，這一次偷襲成功，
犍州境內，在這個夏天發現了病例。好在
患者是在遠在百里之外的七里坪小鎮，好
在當地政府戰「疫」多年，累積了不少經
驗，處變不驚，沉着應對。檢測、隔離，
個別疫區實行靜態管理，掃碼亮碼，通風
消毒，全縣停止娛樂場所、餐館營業和公
共活動，劃分高、中、低風險區，全縣區
域內免費進行全員核酸檢測，組織志願者
到各個小區進行文明勸導。
看着疫情新聞通報上每天新增的本土確

診病例數字和本土無症狀感染者數字，心
裏還是一陣陣發緊，早已沒了疫情離我們

還遠的思想，感覺疫情的戰火在家園燃燒
着，並給今年的夏天增添了一熱。
熱，還出現在世間百態。一位將近80

歲的鄉下老嫗，終年不洗澡不換衣梳頭，
渾身酸臭難聞。每當兒媳、女兒勸她洗澡
換衣，一律以「人老了被嫌棄」、「想自
己年輕時如何乾淨體面」為由拒絕。她女
兒一次回娘家喝酒後流淚下跪勸她換洗衣
服，她仍無動於衷。一日忽然心血來潮，
主動換下衣褲，要兒媳替她洗。兒媳挑來
清水，將衣服往盆裏一泡，湧起的洗衣水
似屋簷溝裏的污水，又黑又臭。兒媳用水
桶挑了兩擔多清水，才將衣服洗乾淨。
一位年輕母親的兒子13歲多，性格有

點固執和急躁。母親請教一位醫生，醫生
說他身體某激素過高，需服藥降低。母親
愛子之心可以理解，庸醫亂下結論實在不
該。青春少年，性格暫時出現一點偏激和
缺陷，無非一段時間心理溝通和愛心疏導
缺失而已。作為醫生，怎能動不動就以藥
物醫治呢？須知，藥物也不是萬能的。每
每想起這些，心裏又是一陣熱浪湧起。
今夏，酷熱頗多。但既有熱，必有涼。

何況，立秋應該也不遠了。天涼好個秋，
是個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