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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

書壇前輩施子清
香港島婦女聯會在慶
祝香港回歸25周年活動
中邀請書壇前輩施子清

先生、馮萬如先生、黃柱河先生與筆
者同場獻藝。其間施先生在台上展示
幾幅書法大作，而我們三位則在台下
與600人同時即席揮毫，書寫《香
（春）江花月夜》。那天晚上，施先
生還贈送了一幅作品給即將卸任的特
首林鄭月娥。施先生的文人風采，給
我留下深刻印象。
事實上，我多年前便拜讀過施先生
的大作——《書法經緯》，對他的書
法理論和見識已有領略。那是9年前
的事了，一次我在廣州逛書店，看到
《書法經緯》這本書，翻了幾頁，覺
得作者對中國書法源流不但有深入了
解，而且掌握的脈絡清晰，闡述入
理，對歷朝歷代書法家及其作品也有
獨到見解，全書圖文並茂，文筆流
暢，頓覺如獲至寶。
《書法經緯》一書的特點確如書
名，以史為經，以體為緯，衝破以往
只顧以史為綱而忽略字體嬗變與發展
的陳規舊例。其章節題目更是別開生
面，勾勒出各個朝代的書家與面目，

故僅從目錄便能略窺中國書法發展之
概貌。我每讀此書，總能獲得新的啟
迪，於自己書法造詣提高多有裨益。
施先生自幼酷愛書藝，習顏柳，孜

孜苦學數十年，讀碑臨帖無數，其楷
書雍容大度，剛勁雄偉；其行草奇姿
跌宕，瀟灑自然。他的書法作品曾多
次在香港、台灣、北京、上海、杭
州、福州、廈門等地展出。由於他的
理論與實踐都顯示出他才華橫溢，故
香港書壇對他推崇備至，一眾書家更
是高山仰止。
施子清先生

晚年在香港成
立「中國書協
香港分會」，
弘 揚 傳 統 文
化，推動本港
書法教育，吸
引眾多書壇名
家紛紛加盟，
使 之 異 軍 突
起，成為香港
一支書壇生力
軍 ， 功 莫 大
焉！

自十六世紀開始，
葡萄牙人來到澳門，
澳門便成為歐洲在中
國的第一個據點，也

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之一，西醫
傳入中國，早期也是由澳門開始。
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第一所西醫
教會醫院聖拉非爾醫院和麻風病院
均設於澳門，開啟了澳門的西醫醫
療服務。至清同治10年，澳門華人
主辦的非牟利醫院鏡湖醫院成立，
提供中醫醫療服務；光緒18年，孫
中山先生曾經到鏡湖醫院執業，並
開設中西藥局，自此鏡湖醫院也開
始提供西醫醫療服務。澳門華人社
會歷史最悠久的慈善組織「同善
堂」亦於同年成立，早期聘請中醫
師駐診，更向貧苦居民贈醫施藥。
《一帶一路醫藥行》的攝製隊在

澳門舊城區穿梭，我們可以見到東
方建築和西方建築比鄰而立，這裏
有着幾百年中西文化共融的歷史，
既有普及的西方醫藥，亦有流傳不
息的中醫藥。本着深厚的中醫藥文
化，在澳門特區政府近年致力發展
高科技研發及國家大力支持下，
2011 年，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
學，聯合設立了「中藥質量研究國
家重點實驗室」。
顧名思義，研究工作就聚焦「質
量」這兩個字——為什麼要做「質

量」呢？「因為中華醫藥已有5,000
多年歷史，目前我們必須要進入現
代化、產業化和國際化，而當中最
重要的問題就是質量。」實驗室的
主任王一濤教授（他也是中華醫藥
研究院院長）邊帶我們參觀這所擁
有一系列先進、精良、高端的實驗
儀器設備和系統的實驗室邊解釋 ：
「有了質量，才能有臨床療效，才
有安全性，我們做的所有工作，是
圍繞到中藥質量。」
實驗室就以中藥質量的5個方面作

出研究：包括有效性、安全性、穩
定性、可靠性和可臨床的療效，建
立了5個研究中心。此外，他們還出
版了一本以中醫藥為主題的國際學
術期刊《中華醫藥學報》，把現代
醫學的前沿理念、方法、技術和傳
統中醫藥結合起來，再配合以科學
證據，全刊以英文書寫，方便外國
人閱讀，現在還有網上版，希望在
世界各地，對中醫藥的推廣傳承更
有幫助。
參觀過「重點實驗室」後，由衷

佩服整個科研團隊的堅毅精神。因
為中藥的質量研究工作，確實是一
個浩瀚而漫長的工程，需要不斷投
放大量資源。誠如王一濤教授所
言：「希望國家重點實驗室立足澳
門，服務大灣區，面向全世界，從
而推動中華醫藥的國際發展！」

6月4日98歲「電梯
大王」胡法光先生離世，
身為長子的胡曉明博士內
心依然不捨，坦言身為

「電梯大王」之子壓力甚大，「父親是
萬能的，緊隨他的步伐也難於超越他。
我10歲時，父親開始培養我們打橋牌、
打網球，參加橋牌比賽。印象最深刻一
次，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和父親一起
去北京，有幸和鄧小平、丁關根打橋牌，
鄧先生好欣賞我父親，也是當年第一批
接見的港人。（打橋牌時要刻意禮讓一
下嗎？）哈哈，鄧伯伯是橋牌高手，他
讓我還差不多！」
胡法光先生長袖善舞，電梯生意做

得有聲有色，創出了售後維修一條龍
的服務，領先同儕。但原來胡氏家族
鮮有從商，祖輩均為民間辦學的先驅
者，創辦了大同大學和中學，理念是
科教興國，「其實我的愛國情懷也來
自父親，我也特別喜歡中國歷史科和
曾念祖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是
教育委員會成員，教育政策好與否見
仁見智，回歸後，國民教育一直搞不
好，現在應去正視，年輕人有權去認
知八國聯軍、中國積弱、十四年抗
戰、新中國成立、文化
大革命等等，那是不可
迴避的事實，他們有足
夠智慧去分析對與錯，
當然也要讓他們了解近年
國家的發展包括高鐵、環
保、農業、特別扶貧方面
的成就，不單有目共睹，
更是全世界公認，受到
聯合國的讚許。」
「坦白說，我小時候

受到的教育都是憎恨內

地政府的，特別母親的娘家在無錫本
是一個好大的家族，一個大財團，但
一夜間什麼都沒有了，外公由早到晚
都在責罵和抱怨，我早已被洗腦……
但現在他們能夠改好，我們應該以史
為鑑向前看，我相信他們知道以前問
題在哪裏，現在他們正為國家為人民
做好事謀幸福，使中國人吐氣揚眉，
我們應該支持。」
有人將胡法光先生家族和霍英東先生

家族相比，有什麼看法？「其實我們兩
個家族已有三代交情，我們好親切，互
相尊重。差不多二三十年間每年都打一
場網球父子賽，霍先生去世得早才停下
來……（誰勝出？）我們旗鼓相當，其
實我們絕對沒有競爭，都是為香港和國
家運動界出力。不過現在啟剛出來了，
可能將來我們家族比不上霍家了，我兩
個兒子暫不回來，但二人都令我老懷安
慰，全因當年我在柏克萊大學畢業，老
父提出不用讀書太多，回來幫手，我教
你更好……八年後我再到哈佛進修工商
管理，令我日後做決定更有信心，因為
那些理論都經前人驗證。於是告知兒子
最重要讀書，我會無限量支持，結果他
們都成為了博士。大兒子是心理學博士，

幼子是生物工程博士，已有
自己的初創公司。」
「其實父親是我的良師

益友，我懂的差不多都是
他教的，他強調待人以
誠，不單誠實也要誠懇，
錢並非衡量成功的指標，
最重要貢獻社會，一個人
真正的快樂就是令身邊的
人快樂。」他說。
我很相信，這一句胡氏

家訓一定代代相傳。

胡曉明談父親胡法光
如果要問最能代

表兒時夏季夜晚的
娛樂項目，那肯定
非露天電影莫屬。

那時的鄉下生活十分簡單，
白天忙碌在田間地頭；晚上，
在老槐樹下撐開涼蓆，搖一把
蒲扇，納涼閒話。倘若哪天有
放電影的消息傳來，絕對算得
上是全村最重要的新聞了，大
夥兒會奔走相告，那感覺就像
過節一樣令人激動、興奮。
那會兒的電影是一村一村挨着

放的，前村放完了，後村的人就去
接。電影放映當日，家家戶戶都會
提前燒火做晚飯，早早吃完，然後
一家幾口，手裏拿着椅子、胳膊夾
着小板凳，興致勃勃、大步流星地
往村中心的廣場趕去。大家都想早
點趕到，可以坐在前排離幕布
近點，都怕去晚了佔不到好位置。
那種迫不及待，絕對不是現在玩手
機、電腦的人所能想像和體會的。
夏天日子長，放電影必須得
等天色完全暗下來。在等待的
這段時間裏，放映場的空地上
又成了人們嬉戲打鬧的地
方——孩子們在四圍亂竄，女
人們聊着家長裏短，男人們談
論過往未來……到處充滿歡樂
喜慶的氣氛。記憶裏，電影放
的大多都是戰爭片，像《小兵
張嘎》、《鐵道游擊隊》、
《洪湖赤衛隊》、《上甘嶺》
等，其次就是武打片，如《少
林寺》、《黃飛鴻》等，雖然
都是黑白影片，也不是很清
晰，但在童年的記憶裏卻定格

成了最美的畫面。
儘管熱鬧非凡，但只要電影一

開始，不用提醒，全場頓時安靜下
來，伴着放映機兩個膠片輪子輕微
的吱扭聲，電影中響亮的人物對白
和音樂，透過空曠的村野，隨着輕
拂的晚風飄向遠方。
中間突有嚇人的鏡頭時，大人

趕忙擋住小孩子眼睛，有的忍不住
好奇，扒開大人的手偷偷看一眼，
倏爾又蒙上眼，一頭扎進大人
懷裏；出現搞笑的畫面時，則又引
來一陣陣爽朗的笑聲。每放到精彩
片段或者馬上就要大結局時，二叔
便忍不住了，噴着唾沫星子給大夥
兒劇透，他甚至連演員的每一句台
詞都記得清清楚楚，銀幕裏剛說上
一句，他馬上就接下一句，有時候
還立起來做起肢體動作，往往這個
時候會引來很多人的不滿，紛紛指
責他趕緊坐下來。不一會，沒有盡
興的二叔又站起來，可還沒開口，
就被旁邊的人硬按着坐了下去……
電影結束時，很多孩子早已趴

在大人肩頭睡着了，大家一邊招呼
好孩子，一邊收拾凳子，然後戀戀
不捨、意猶未盡的往回走，路上還
討論着電影裏的故事情節。
在那個精神生活單調、物質極

其匱乏的年代，露天電影上放的片
子來來回回就那些部，但即使看過
多遍，人們依然樂此不疲，絲毫沒
有覺得這些反反覆覆播放的片子單
調，反而有發自心底的滿足和幸福
感。如今，露天電影已經被時代所
拋棄，但它留在我們心底裏那份無
法複製的美好和快樂，卻永遠無法
抹去。

露天電影 無法複製的美好大
地
遊
走

大
地
遊
走

馬慶民馬慶民

近來我喜歡觀看很多
互聯網上介紹的內地旅
遊好去處，這次我先介

紹新疆這個地方，所謂「不到新疆不
知道中國之大」。巴州（全名：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位於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東南部）相當於江蘇、浙江、福
建、江西四省面積的總和，就連巴州
下屬的若羌縣，也比河南、北京、天
津及上海四省市加起來還要大點。一
個新疆等於3個法國那麼大！
對於害怕炎熱的朋友來說，夏天來
到新疆就像來到了天堂。之後的9至
10月份是新疆夏季旅遊的結束，瓜果
依舊香甜，氣候宜人，如果是追逐新
疆的美景，就選擇9月去新疆。當
然，選擇在國慶這樣的假期去也是很
好的。9月底的喀納斯、禾木、白哈
巴、白沙湖和可可托海都非常美，白
樺樹變化成金黃，歐洲山楊變成紅
色，挺拔的勁松依然保持着綠意，色
彩極其豐富，喜歡攝影的朋友一定不
要錯過這絕佳的機會。
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大河沿在9月和
10月也適合探險。另外，只有半個月
左右的時間，10月中下旬大漠金黃的
胡楊林是最漂亮的，拍出的照片也是
色彩最豐富的。10月初牧民再次轉場
最壯觀；國慶前後北疆尤其是阿勒泰
地區的成熟秋色，拍出的照片也是最
誘惑人的。此後，新疆正式進入寒冷
而漫長的冬季。冬季到烏魯木齊來玩
雪，或者到富蘊和伊犁地區去拍冬景
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新疆之旅玩法多樣化，可細分為北

疆之旅、南疆之旅、東疆和環疆之
旅、絲路之旅、探險之旅、攝影之
旅、尋古之旅、民俗之旅等。五大重
點旅遊景區：以喀納斯湖為重點的生
態遊，以天池和博斯騰湖為重點的風
景遊，以吐魯番為重點的古文化遺址
遊，以喀什為重點的民俗風情遊，以
伊犁為重點的塞外江南遊。
由於新疆是溫帶大陸性氣候，其氣

候特點是晝夜溫差大，屬典型的大陸
性乾旱氣候，新疆氣候的幾個特點︰
乾燥、氣溫日較差大及日照豐富等。
其實，在互聯網上知道有好多內地

的朋友很喜歡自駕遊去到各個不同的
省份欣賞中國偉大景觀，不單止是風
景秀麗，美食總是豐富。當然自駕遊
最好的一個選擇是購入可以睡覺的旅
行車，設有洗手間的，因為有很多時
間自駕遊都會進入偏遠無人的地方，所
以設備齊全一些比較安全穩妥。這些偏
遠的地區往往是沒有網絡的，這個會有
一些麻煩，幸好來往交通中也有很多
運輸貨車，若果有事也可以求救。
駕駛時間最重要的便是預備充足的

食物，高原地方煮食有難度，出發之
前最好預先把食物煮熟放在冰格中，
這樣便不怕因各種狀況而不能煮飯，
麵包乾糧也需要充足補給，反而水源
不是太擔心，因為我看到很多旅遊者
能夠找到豐富清澈的溪水，但是我也
要提議大家可以在網上購入一些濾水
器，這樣比較安全。
我夢想是能夠在內地自駕遊，親身

觀賞祖國壯麗的風景，這是我下半生
的願望，希望能夠盡快實現。

新疆旅遊多玩法

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一條
點擊率非常高的視頻。在這段
視頻裏面，命運坎坷的主人

翁，堅韌地戰勝了所有的打擊，生命本來給
了他一手爛牌，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活出了
最大價值。這樣的故事固然令人感動，不過
這條視頻之所以那麼瘋傳，還因為戳中了很
多人的心理：精神內耗。
什麼叫做精神內耗？雖然沒有專門去查過

這個名詞的意思，但看到這個詞就會很自然
地理解了，因為很多人都有着這樣的狀況，
雖然我們的生活按部就班地順利進行，但是
其實精神層面卻遭受着各種煎熬，物質生活
是豐富了，可是精神上的消耗卻那麼大。其
中一部分原因是年代讓我們面對的各種問
題，現代人生活壓力大，生活節奏快，有時

候心裏會面對很多選擇和煩惱，但我們之所
以精神內耗，還是因為自己本身的內心不夠
強大，或者說是自我療癒的能力不夠強。
再說到這條視頻，從主人翁身上，我們可

以看到他的自我療癒能力非常強。童年本來
是一個天才般的存在，卻因為一次醫療失
誤，使他終身殘疾之後又遭遇到各種生活的
打擊，可是不管命運怎麼殘酷，他都能夠坦
然接受，難道面對這些苦難心裏就不會遭受
打擊，不感覺到痛苦嗎？但是他並沒有沉溺
於這些苦難當中，而是及時地對自己進行療
癒，能夠從坎坷中重新站起來，這也是現代
年輕人多麼缺乏的一種能力啊。
相比於主人翁，我們可能在工作上遇到一
點點困難或挫折，一些很小的事情都能夠讓
我們隨時崩潰，更不用說命運如此大的打擊

了，常常看到自己的不幸，於是把這些不幸
看作自己的絆腳石，到最後反而是自取其
禍。
我總是跟正在創業的年輕朋友們說，一定
要增強自己的自我療癒能力，其實一路走來
難以避免風風雨雨，創業總會有成敗，雖然
經歷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挫折，但不要氣餒，
既然失敗已經發生了，可從失敗中反思不應
讓自己在失敗這件事情上消耗自己的精神和
能量。
在今天的創業環境中，應該做好準備會遇

到很多困難和挑戰，如果創業對你開了個玩
笑，讓你去嘗嘗失敗的滋味或遇到了痛苦的
事情，雖然很難受但也請記住，要學會從痛
苦中療癒自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盡快走
出來繼續前進。

學會自我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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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曉明牢記父親所教的
「胡氏家訓」。 作者供圖

◆澳門「中藥質量研究國
家重點實驗室」主任王一
濤教授（左）在《一帶一
路醫藥行》接受麥景榕訪
問。 作者供圖

◆施子清先生的作
品。 作者供圖

它原本叫舊街，又叫東關
街，四季更迭的時節，別的地
方茂盛的是樹木，繁木參天，
而這裏卻大多是花草，一枝枝
一蓬蓬一叢叢，自牆頭門角處
探出臉來，就像倚靠在邊上的
美人兒，每朵花裏都能開出一

份幸福感，便被人稱作「花街」。
記憶最深的是夾竹桃花。都說夾竹桃花

有毒，可花街的人對它並不排斥，它高大
修長，葉色青翠油亮，很多人家都喜歡種
它，大概是覺得它花朵艷麗、花束又多的
緣故，看去不像是什麼有毒的植物。
幸虧人們並不把它種植在房前，只在院

子的一角種着，對於健康也沒有大礙。當
年我家院外就種了一棵，也不知是誰給的
栽子；幾年後，我們搬到另一所房子裏去
住，那棵夾竹桃花也就不知去向，我曾回
去看過，中式庭院的舊宅，花牆、影壁、
院門各種建築都在，唯有它下落不明。
直到多少年後，夾竹桃花才在當地銷聲

匿跡，取而代之的是草本海棠和木槿。這
兩種花都靠扦插繁殖繁衍生息，一家種
植，家家院落裏都有它的後代子孫，有人
主動扦插成活之後送給左鄰右舍，以花為
媒，互相結識，這也不失一份妙意雅氣。
這些花大多屬於節氣之花，也就是說，

它們是以節氣作為花期開出的花兒，比如
丁香、臘梅，再比如山楂樹花，在節氣來
臨之前萌生綠葉煥發出生機，然後在某個
時間段點裏開出花來，跟着時間的節拍，
迎合着來自山野季節的消息，安送光陰。
與東關街相向而行的，是西關街。西關

街的男孩多，每到新年串門的時候，那裏
的人都是清一色的藍灰色，偶爾有個穿花
衣的女孩子，都是從東街過去串門的。荷
爾蒙的產生和消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
移，有些誘惑是抵擋不住的，何況她們正
值青春熱烈的年華。
誰家生了男孩兒，花街的女人也嫉妒得

不行，可嫉妒歸嫉妒，東西各街的女人們

還是正常往來，從沒聽說過誰和誰因嫉妒
生出嫌隙，居住在同一個藍天下，大家和
睦相處地過日子，生活上你幫我扶，樂觀
樸實，如果哪家兒女結為秦晉之好，那倒
更像一家人般的往來。
花開似錦，人丁興旺，是百姓最為喜愛

和常用的吉祥文化，用這句吉祥的老話比
喻花街一點都不為過，花街的人不屑於金
玉滿堂、福祿壽喜、意向多樣，只願所有
的人、所有的事都錦上添花，所以日子都
過得平平安安，尋尋常常。
居住在花街裏的人家，哪家都有五六個

孩子，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小城，三兩
個孩子是少的了，玩耍的時候孩子們挨個
點卯，個頭由高及低站成一排，圓圓的小
腦袋舉着如同音階，有人戲說像「哆來咪
發唆」。在我們家，我就是那個「哆來咪
發唆」的「發」。這個「發」是個孩子
王。花街裏的女孩兒，凡是比我小幾歲的
都是我的小跟班，她們跟着我學畫畫、跳
房子、玩打瓦遊戲、讀畫冊……過年時，
我還會用香椿枝給她們做「猴子爬竿」的
玩具。北方竹子稀罕，香椿枝中空挺直，
是代替竹子的好材料，她們都很喜歡。我
們新家的院子裏幾乎全是香椿樹，它們的
根在地底下盤根錯節，曖昧糾纏，主幹卻
在地面上裝作陌生，目不斜視地朝向藍天
兀自生長，守護着自己的那一片領地。
花街的花多，女孩子也多，人長得水
靈，個個像水做似的，小敏的媽媽就常對
花街的女人們說：「也不知沾上了什麼風
水……」說起風水，人們往往把目光投向
落花泉。我曾翻閱小城的古籍，試圖找到
這個名字的由來，但都沒有結果，不過我
肯定，它和那座消失的寺廟不無聯繫，有
着同時代的命運，或者更久的淵源。
花街這個地方泉多，許多年前有珍珠

泉、漱玉泉，傳說清朝康熙、乾隆都曾慕
名而來過。離花街百多里路的地方，有個
叫泉林的小鎮，那裏至今保留着清代皇帝
修建離宮的舊址，一座古石舫橫陳在那

裏。這裏有著名的孔子登臨處，往西不遠
有一條泗河，那句「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捨晝夜。』」就是孔老夫子於
泗河邊上發出的喟嘆。
碧水靈動，多來自綠水青山，而這眼泉

卻與青山無關。這裏原本有一座古老的寺
廟，經不住時間和風雨的摧損，坍塌之後
再沒修復。寺廟附近的落花泉還在，它冬
暖夏涼，泉水旺盛，四季湧流，讓人看了
心境純明。泉眼周圍，修砌了幾方蓄水的
池塘，疏水的渠道，冬天風雪交加，一邊
雪花飄飄，一邊人們圍坐石欄邊上淘米洗
菜，浣洗衣裳……歲月荏苒，默默帶走四
季的風景，目送着落花泉吐珠漱玉，心無
掛礙地穿街而過，青石欄杆布滿歲月的青
苔。直到現在，還有人捨棄家裏的自來水
不用，去那裏擔水，用來烹茶煮飯。無處
安放的泉水，灌溉花草是它最好的歸宿，
節約資源，更應學會利用資源。我媽本不
會養花，經她用落花泉的水悉心澆灌、照
料，一枝來自江南小巷裏的夜來香，竟然
扦插成活，花兒開了。這也就是為什麼花
街女人喜歡養花的原因。
我上小學的時候，花街還是嶄新的，到

了讀高中，突然就感覺花街破舊了，我不
知道自己已到了能夠認知事物和愛美的年
紀。花街裏的花也漸少起來，被人廢棄的
老宅越來越多。如今，落花泉成了一處著
名的景點，它還是當地地震特定的觀測
點，每天都有專人測水質量水溫，為地震
監測提供水文服務和參數。只是還有大部
分泉水，眼看着它們從地底下汩汩地洶湧
而出，卻沒有發揮出它們應有的作用，讓
人感覺可惜，它們沿着小城建築遺留下來
的千年故道順勢而逝，一去不返，不知流
向了哪裏。在它們逝去的那個地方，我相
信有一個更美的去處將它們接納，並且那
裏也會有一些美麗的女孩子，她們瞧着沿
途的美景，會說：「瞧啊，花街，你看有
這麼的多花兒！」女孩子嘛，從小就是喜
愛紅花綠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