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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文化汲取營養

空間與成長
在串流媒體上看了
《The Minimalists:
Less Is Now》 ， 是

2021年的美國紀錄片，講述二人
如何慢慢放棄追求物質，亦追溯
自己童年時的創傷，令他們認為
有錢就是成功，而治療的方法就
是慢慢逐步斷了物質的需要。他
們主張甚至是母親的遺物，也只
留一兩件，可以深化那件精選的
遺物之意義。
這樣的說法對我們當然不陌生，
香港人多嚮往日本的簡約主義，近
年流行「斷捨離」，而今次更想以
中國文化角度談談，中庸之道的置
物空間法。
事緣看到一位台灣中醫談「簡

單」的風水。他不是依風水來說，
但他從醫時留意到「空間感」對人
的影響——若居住環境太多雜物，
或太少物品（太多空間），均對人
體不利。
人有陰亦有陽的部分，講求平
衡，而以陽的部分較多，外界的囤
積品會影響人的陰陽平衡狀態，耗

了陽，即耗了氣，令氣鬱氣阻、情
緒壓抑。但有趣是他的講法包括太
少物品、太多空間的話，人的陽氣
亦撐不住大的空間，亦會消耗。的
確，有時進入空無一物的博物館，
會覺得陰風陣陣，不太舒服，不是
怕鬼那種，而是渾身不自在般。
中國文化講求中庸，不能太多不

能太少。四季必需的東西不用迫自
己扔掉，亦要留意不能住太大的
屋。
有一位朋友的孩子讀最昂貴的國

際學校，她說班中有幾個女孩，家
中極富有，大屋大得一層不見盡
頭，但很難碰到家人。雖說應該有
其他家庭問題，但在這樣的空間長
大，她們感到非常空虛，常常說要
去朋友的家，就算在街上，也比在
家中舒服。想必是太大的空間，對
孩子的心靈也不好。
要好好拿捏空間感，其實也不

難，物品不要堆得太高，除了要有
空間走動，就是看上去要舒服，空
氣也要流通，這便是最簡單的風水
呢。

我曾探詢淨空法師
一個久懸的問題：
「對於中國傳統文
化，譬如日本，基本

上其傳統文化是來自中華文化的，
但是日本人將那精華部分保存了，
他們還吸收了西方現代國家的管理
方法，這樣他們就是一隻腳站在傳
統文化，一隻腳站在現代。這是日
本明治維新以後富強的原因。那麼
我們中國，好像是傳統那隻腳拔出
來了，走到現代西方的那一頭。問
題就是，我們現在要重新將另外那
隻腳伸進傳統文化，這個是不是就
是您的理念：還是要從中國傳統文
化那邊提取一些，包括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精華；您是不
是在做這個事情？」
法師謙虛地說，他只是喊個口
號，「因年歲太大，不行了，自己
做不到。」
我對他說，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
白先勇說過，「五四」將傳統文化
否定了，應該再來一次「五四運
動」，重新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問
他覺得是不是很有必要？法師很肯
定說：「正確，有必要。」
法師補充道：「不一定說這是運

動，主要我們想把漢學興起來，漢
學一定要有漢學家。漢學家一定要
培養。現在培養有難度，為什麼？
老師沒有了，沒有老師了。沒有老
師，能不能培養出來？能！要堅強
的信心跟毅力！一部書，專攻一部
書，十年的時間，全部下在這一部

書上，十年之後，你就是專家！外
國漢學研究也很發達，有很多漢學
家，但是他們走向學術了，走向知
識了，所以他們是有漢學的知識，
沒有漢學的智慧。」
淨空指出：「事實上，現在有這

麼好的高科技，要振興漢學不難。
你學《易經》，學《書經》，學
《詩經》，可專攻一樣學問，那些
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懂得怎樣去找
資料，懂得讀書的方法。我看中馬
來西亞，該國學校的校長老師，都
是一生教書，懂得教書，知道如何
收集資料。他們退休後，我們把他
們找來做研究員，讓他們用十年時
間各自專攻一套古籍。十年之後，
他們就能變成世界上真正第一流的
漢學家。」
法師進一步闡釋道：「孔孟學說

是什麼？我們提出四個字，愈簡單
愈好：仁、義、忠、恕。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確實能把這個世界所有衝突
擺平；大乘的精神，真誠、慈悲，
現在整個世界就缺少這個東西，沒
有人講，沒有人教，更沒有人去
做。只要你肯去做的時候，真的一
帆風順，我們接觸不同的國家、不
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都非常和
睦，做得非常成功，沒有持反對意
見的。我們原先還以為需要辯論，
結果根本就沒有辯論，一聽人們就
生歡喜心，這就讓我們信心十足
了。」

（《淨空說法》之二）

內地娛樂圈「驚傳」有演藝人私下對其
助理「打罵」，由於該名女藝人在圈中只
屬十八咖（唔紅唔出名），認識她名字的
人少之又少，加上她的樣貌「不討喜」，

縱使親自闢謠表示沒有「打」，不過是每次扣掉對方千
元的工資以示「懲戒」……她的言行依然不獲眾人「買
賬」，甚至有人疑作人身攻擊地說︰「醜人多百態！」
就如同，經常都會有人用炫富的口吻說︰「爺，有
錢！」或者說︰「姐我就是有錢！」往往可以從這些人
的說話裏知其人品了。
由於女藝人非「紅星」，所以不能冠之為「明星」，

事件既沒有引起很大的「關注」，更沒有「發酵」下去
的新聞價值，然而此事卻有部分圈中人在議論︰「不同
的工作崗位自有他們關注的事情，演藝圈從不例外，就
算是『臨記』的品行，劇組都怕有任何的『醜聞』發生
被『波及』，俗語有云︰『一顆老鼠屎搞臭一鍋粥』，
故此個人品行在任何時候也是重要的一環，嚴重者會影
響大局；但，發生事情時千萬別拿人家的樣貌說事，會
間接傷害到人家的長輩，不要說是『打』，也要堅決大
聲地對語言暴力說『不』！心善是人最『美』一面的呈
現。」
「吵架嘛，多少也會有的！打嗎？不會吧！怎可以有這
樣的事情發生，太駭人了！在圈中這麼多年，演藝人跟經
理人、助手合作所發生的事端時有所聞，總括的結局多是
『合則來，不合則去』，於受薪者來說也是這一句︰東家
唔打打西家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大家好聚好散。
當然，也有人的問題存在，假如有人患了抑鬱症、躁狂症
等狀況，雙方自然不容易『磨合』就當作別論；不過有負
面亦有正面的氛圍，例如今次的事情，已有某些人急不及
待『跳出來』，說A演藝人一向視助手為家人，演藝人B
君又如何如何『善待』合作者，巴啦巴啦地說『一大堆』
好話……只是一樣米養百樣人，無可否認的是每個人的品
性及理念有異，若論待人處世之道，能心存『勿以善小而
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正確思維，雖不能說是世界和
平，但人與人之間的紛爭必然會減少。」

勿以惡小而為之
最近在內地的第一階段巡

演，先後在廣州、長沙和蘇
州三個城市的音樂廳演出，
對我而言，巡演的成功，必

須根據環境的變化注重細節，在演出中始
終保持精益求精的匠心。
匠心是中華文化的傳統哲學，指能工巧
匠的巧妙心思，也指工匠們認真用心的精
神，常常也引申在文學、文化藝術方面的
精巧構思。比如古詩「文不按古，匠心獨
妙」，就是指文章不按舊路，獨具新意。
我們從事音樂藝術的演奏者，也特別講
究匠心。「擇一事終一生」，藝術表演更
多時候要忍受枯燥的練習，追求至臻完美
的演出效果。而且細節決定成敗，每個藝
術家在不同的演出場所演奏的方式方法，
其實都有不同，這點或許很多觀眾都未必
了解。因為在不同的音樂廳，演奏小提琴
用琴和弓的反應、力度和比例也都不同。
比如這次巡演在廣州星海音樂廳、長沙
音樂廳和蘇州灣大劇院。這三個音樂廳都
有不同的音響效果，怎麼能夠讓我們最好
的聲音傳達給觀眾，需要依靠我們藝術家
自己的經驗，在每個地方去精準調節，包
括這次我和鋼琴伴奏兩個人的合作與調
節。演奏技巧來說，在這三個地方也有不
同的拉琴方法。長沙音樂廳和蘇州灣大劇
院都是很大的一個劇場，我們耳朵聽到自
己的琴聲，未必是觀眾聽到的，也未必是
最佳效果，需要把自己放到觀眾席裏，才
能真正感受到觀眾是聽到怎樣的聲音。所
以我們每個藝術家在不同的場合裏，都需
要去做些調整，依靠的就是我們的經驗，
把自己演出時的狀態調節到最好。
這次在長沙音樂廳，因為當地很潮濕，

因此我的琴反應很慢，我就需要把弓用得
少一點，讓聲音更有穿透力。在蘇州灣大
劇院歌劇廳，是一個更大的劇場，如何選
擇在舞台上的位置，讓觀眾聽到最佳效
果，一定需要不斷嘗試和調整。其實每一
個音樂會裏，音樂廳對於獨奏、重奏和樂
團都有最佳的舞台演出位置。因此我和鋼
琴伴奏金文彬反覆地探討和調整，通過多
次的綵排去找到最佳的聲音位置，希望音
樂直達觀眾內心，給他們帶來最完美的視
聽體驗。
我覺得很高興，青年鋼琴家金文彬是位
相當有經驗的鋼琴伴奏，他很懂得根據現
場情況去控制他的聲音。鋼琴彈奏通常會
分為大蓋、中蓋、小蓋幾種方式，一般鋼
琴伴奏都是打開中蓋，避免把弦樂的聲音
壓下去，但金文彬這次採用了開大蓋的方
式，而且他非常懂得控制聲音，使得鋼琴
伴奏可以襯托我的小提琴的旋律，讓整個
表演飽滿而優美，讓觀眾陶醉其中。
正因為演出背後的這些匠心，才使得現
場演出獨具魅力，因為不同的演出場所，
往往能夠展現不同的演奏特色。而且即使
技藝純熟的演奏者，也需要依靠經驗，調
節在舞台上的演出狀態。演奏家越有經
驗，就越會在舞台上平衡自己，在不同的
場地調節演奏方法，從觀眾的角度演奏出
最佳的視聽效果。
其實，藝術家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匠心已經不僅僅是技術、技藝的問題，更
重要的是態度和狀態。認真、用心地追求
卓越才能真正開創出新的藝術境界，而爐
火純青、信手拈來的狀態，需要的也是長
期自律積累經驗，才能真正水到渠成，為
觀眾帶來餘音繞樑的感受。

匠心

家人是我們身邊一
生中最重要的人，愛
護身邊的人是應該也

是必須的！有人甚至為家人犧牲
自己，把一生奉獻給父母兄弟姐
妹，其中我記憶深刻的是我的姑
母。姑母在十兄弟姐妹中排第二，
對上是大哥，但大哥體弱多病難以
負擔家庭，這個大家庭的重擔，姑
母一力承擔。那些年廣州不少窮家
子女，為生活離鄉別井，跟同鄉到
外國打工，只要什麼工種需要找
人，都會回老家物色適合人選。姑
母知道有同鄉女子去菲律賓打住家
工，當時十幾歲的她便請求她們帶
她出去，到一個菲律賓華人家庭做
傭工。年紀輕輕背井離鄉討生計，
去一個什麼也不知的地方替一家陌
生人打工，就像今日來港打工的菲
印等地的傭工一樣。
姑母是幸運的，第一次出外工作
遇上了一個好人家，她只負責照顧
孩子，由於主人是富有的華僑，一
家信基督教，對家中幾個傭工都很
好，而姑母品性善良溫順，且照顧
孩子很細心，得到主
人的讚許，也受主人
的影響信了基督教，
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
教徒。她開始全身心
投入工作，每個月把
薪酬大部分寄回給廣
州家中，又分一小部
分寄到在港的三個兄
弟姐妹，包括家父在
內。姑母為了省路
費，捨不得花錢買機
票回家，所以幾十年

在外，每次都相隔幾年才返廣州探
父母。姑母已把主人的家當作自己
的家，她照顧的幾個孩子就像她的
子女。幾十年漂泊的傭工生活，她
一直單身，且決定「梳起」不嫁，
把一生都給了她最愛的人！
姑母在菲律賓打工數十載，直至

因為患病回來香港做手術，同時申
請在廣州的老母親來港，而她的父
親我的爺爺、她的大哥我的伯父都
先後去世了，廣州的家也就沒有
了！
姑母、嬤嬤一起在港生活，其他

兄弟姐妹都在香港，算是團聚吧！
每年都因為我這個大侄女組織，到
姑母家團聚，那幾年她仍精神不
錯，而家庭的聚會也是她最開心的
時候。她在菲律賓湊大的孩子也很
孝順她，每次來港一定會去探望
她，如果來不到探望也每隔一段時
間便寄利是給她。所以我說姑母幸
運，漂洋過海遇上了好人家！我們
家族也要真心地感謝有這樣愛我們
的姑母！姑母也是我們最敬愛的
人！謝謝你為家族的付出！

犧牲

在廣州生活多年，對蓮香樓的
好感，源於蓮蓉，盛於點心，鍾
情於粵韻的質樸醇厚。

多年之前，初初搬到廣州住，偶然買了一包
蓮香樓的蓮蓉餡，回家便發麵蒸了兩屜蓮蓉餡
的包子。打開蒸籠，稍稍晾了幾分鐘，拿起略
微有些燙嘴的包子咬了一口，絲滑細膩的蓮
蓉，附在鬆軟的包子皮，不動聲色流到了舌尖
上，蓮香清雅，甜而不膩，瞬間便擒住了吃貨
的一顆心。生活裏遇到了好東西，會下意識優
先跟遠在北方的父母分享。兩大包蓮香樓出品
的蓮蓉餡，乘着快遞替我回了趟家。很快，舌
尖上共鳴的驚喜，在電話那頭一片爽朗的笑聲
裏，蕩漾開來。從此，這包餡料也成了回家必
備的壓箱底料。
食髓知味，順着蓮蓉香，沿着沿江路，一路

找到了位於西關上下九的蓮香樓總店。一條
街，嘗遍粵味道，說的便是上下九。銀記腸
粉、伍湛記狀元及第粥、陶陶居薑葱雞、廣州
酒家蝦餃、南信雙皮奶、林林牛雜……過了多
久，隔了多遠，提起上下九，總有嚥不盡的口
水。最鍾情的，還是坐在古色古香的蓮香樓，
收起慣常的焦躁和忙碌，叫一壺普洱、一籠蝦

餃、一碟三絲春卷、一籠蓮蓉包、一碟白灼菜
心。心閒眼闊，人也會跟着鬆弛下來。看着推
車仔的姐姐穿堂而過，聽着樓下有老街坊哼着
《分飛燕》，慢悠悠地踱着步子走上樓來。老
廣州的市井氣息裏，有着粵文化最純正的底
蘊，實惠受用遠比虛頭巴腦的花俏面子，來得
更深入人心。西關小姐、東山少爺，十三行的
洋貨琳琅滿目，論其家底，不見得會輸給浸潤
了歐風美雨滬上十里洋場。從街邊一間糕點小
舖，一路兜兜轉轉走過百多年，仍然能煙火氣
十足撫慰着南來北往的人間飢腸，也算是一樁
值得咀嚼的事情。
搬來香港後，偶然在中環看到蓮香樓，驚喜

之餘一打探，才知道兩家蓮香樓同源異枝，都
經營超過百年。一日，特意起了個大早，約了
朋友在威靈頓街蓮香樓早茶，既想和這間老字
號再續前緣，也想嘗嘗兩家的出品有何不同。
一進門，滿眼的人頭湧湧，見縫插針上了樓，
才找到一座四人位只有一人落座的枱子。問了
問正在等着下單的那位客人，知道他是一人，
可以搭枱，才放心坐下。為便於在人聲鼎沸之
中聊天，我和朋友不約而同伸手把空着的一張
椅子，稍稍朝靠近彼此的位置推了推，並順手

把各自的背包放在上面，結果一個炸雷一樣的
聲音，轟然在耳邊響起。
「為什麼要移動椅子？為什麼要把包放在椅

子上？」
尋聲望去，朝我們叫嚷的是一位身着白布衫

的半老男侍者。事發突然，我們都有點懵，不
知道如何冒犯了店中禁忌。
見我們二人並未作出反應，男侍者好似被人

戳中了鼻頭一般，加重語氣再吼了一遍。每一
句都凌厲得像一把帶了風的刀子。來香港這麼
久了，頭一遭遇到這樣的狀況。大為詫異之
下，我們又不約而同地拿回了各自的背包，想
要息事寧人。可惜老侍者並不領情，拿着餐
單，又極不耐煩地甩過來一句，飲乜茶？輕蔑
和不耐煩的語氣直搗人心。
一向自詡好脾氣的我們相視一笑，一起禮貌

地對侍者說了聲唔該，一起從容地下樓出門。
此後的幾年裏，沒有再來過。
最近，聽聞蓮香樓欠薪結業，當日和我一起

去的那位朋友，WhatsApp發過來一條新聞鏈
接，下面幾十條網友留言，居然跟我們曾經的
遭遇如出一轍。
看來，這間蓮香樓的倒閉並不是個意外。

論蓮香樓的倒閉

苦瓜的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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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的樣子，有點像黃瓜，葉
子與瓜蔞葉類似。人的口味隨着
年齡的增長也會變，以前我不喜
歡苦味，嘗過苦菜，以致厭倦所
有的苦。
印象中，在菜市場見過苦瓜多

次，一聽名字就無好感。城裏人喜歡吃的
苦菜，農村的山野田地裏到處是。本地的
苦菜，看葉子，至少有兩種。一種相對寬
大肥厚，如成人拇指般長寬；一種葉片窄
而長，像垂柳葉，但是更細些。兩種苦
菜，斷葉斷莖時，都會滲出一種黏稠的乳
白色液體。小時候我還不太會認苦菜，單
辨莖葉不確定時，就拽斷莖葉判斷。雖然
記不清楚了，估計也品嘗過。
記得，母親挖苦菜，做過渣豆腐，也用

花生油炒過。苦菜經過沸水焯，做成的渣
豆腐有豆麵子攙和，幾乎不苦。苦味沒
了，其他味道也淡，除了鬆鬆軟軟的，沒
啥可讚。花生油炒過的苦菜，有香味，但
總還有一絲苦味在，我不喜歡吃。記憶深
刻的一次，是去九間棚與李錦老師一起吃
飯。餐桌上擺了一盤新鮮苦菜，山泉水洗
過了，仍是天然的。旁邊放一碟黃豆醬。
李老師捏起一棵苦菜，蘸蘸醬，直接往嘴
裏送。他吃得有滋有味，我也捏了棵，也
蘸醬塞進口中。黃豆醬的鹹香味後，苦味
依然未被遮蓋。母親也有時做苦菜茶，不
是我喜歡的味道，我不喝。
苦菜的味道，在我的心和腦中深深扎了
根。凡是帶苦字的菜，即使從未吃過，我
也堅決不碰。苦瓜也是如此，清炒的苦
瓜，肉炒的苦瓜，不管是在家中還是飯
店，那一絲絲苦，就算淡到若有若無，我
也不吃。那種既香又苦的味道，嚼起來絕
非享受，更別提下嚥。
對苦的厭惡，曾經是那麼決絕。就像薑
和花椒，小時候在菜中吃到這兩種佐料，
即便當時沒嘗出來，吃到肚子裏也一定會

莫名其妙地嘔吐，好像是對這兩種東西中
的某種或某些成分過敏。初中時，有次下
了晚自習去三姨家。有一盤誘人的綠豆
芽，是用香油、味精和醬油汁水等爆炒
的，是我非常喜歡的味道。吃飯時也沒察
覺到，飯後幾分鐘突然嘔吐。見我吐了，
三姨才半是後悔半是歉意地告訴我菜中放
了一點點薑末，菜是我去她家前做好的，
三姨見我很喜歡吃，就沒忍心跟我提。
不吃薑和花椒，直到我結婚後。婚後第

一次去岳父家，飯店的雞蛋湯中有碎薑
末，我吃到口中都悄悄吐出來。再後來，
去周邊的飯店次數越來越多。燉魚、炒
雞、羊湯，幾乎樣樣有薑，很多菜中也難
免放花椒。一點點嘗試，一次次嘗試，現
在竟然漸漸適應了，但只吃其味，真若把
薑和花椒放到口中咀嚼，依然受不了。
對苦瓜由畏懼到喜歡，也是一個偶然。

記得最初吃苦瓜，應該是在平邑舊商場西
門口的一家水餃店。天特別熱，老闆推薦
了一盤冰鎮苦瓜，說苦瓜解暑。那盤苦
瓜，被削成片，片片薄如紙，可隱約透
光，色澤翠潤。苦瓜片和冰塊攪拌在一
起，瀰漫着冷氣。解不解暑得另說，冰涼
解渴應該錯不了。用筷子挑起一片，放進
口中，冰冰涼。而後是一種山泉水般的潤
喉感，同時伴着一股清甜。苦瓜的苦，被
冰涼和清甜掩蓋，似乎並未察覺。因那一
盤冰鎮苦瓜，我對苦瓜的印象，有了很大
改觀，又在不同場合品嘗過冰鎮苦瓜，最
終喜歡上了它。對苦瓜的喜歡，不像對薑
和花椒，時至今日，於我，薑和花椒還是
不能直接入口的，冰鎮苦瓜卻可以。即便
有時偶爾會有一絲絲苦味，也很快會被冰
爽清甜淹沒。那一絲絲苦，更像是一種
「佐料」——太過豐富太過美味的一種調
劑。
喜歡上苦瓜之後，我就嘗試把這種美味

帶回家。畢竟，去飯店吃不如在家做方

便。查閱資料，多次嘗試，終於得心應
手。有時間時，我去超市買來苦瓜和碎
冰，用打皮刀削片，熱水焯、冷水凍，經
過一番折騰等待，添點白糖和蜂蜜，一盤
冰鎮苦瓜即上桌。在家做冰鎮苦瓜，我只
取其外層，緊靠瓜瓤的部分不要。母親嫌
丟了可惜，常把剩餘部分切成圓片晾曬。
曬乾後的苦瓜片，經熱水沖泡，苦味很
淡。再放些冰糖，味道頗佳。莫說還能解
暑，即使只當茶葉用，感覺也比集市上那
些平價茶好許多。
我在鎮上的那處宅院，有一部分地面未硬

化。母親買來兩棵苦瓜苗，又找來幾根枯死
的竹竿做架，把其栽到花花草草間。最初兩
個多月，苦瓜嫩苗瘦弱不長，樣子有些可
憐。入暑前半個多月，接連幾場雨後，瓜苗
才開始朝竹竿上攀爬。雖仍然瘦削，個頭
卻在猛長。爬到離地一米半高處，歇了
歇，終於結果。苦瓜結果，不像旁邊的黃
瓜，長得很慢。小瓜從落花起，好幾天都
只有筆芯粗，長度也幾乎不長。旁邊的黃
瓜秧上，那些瓜可是一天一個樣，從花落
至成熟，也就幾天時間。苦瓜與黃瓜個頭
差不多，卻慢，不知是不是剛開始種沒經
驗，還是品種的原因，花落兩個星期了，
瓜仍然不夠粗大。那兩棵苦瓜，與旁邊的
那架黃瓜栽種時間相仿。黃瓜秧2米多高
時，苦瓜苗才20幾厘米。黃瓜結果一個多
月後，苦瓜才開花。現在，七八根苦瓜掛
在秧子上，甚是水嫩。沒上有機肥，沒噴
農藥，待其成熟，味道必然更純正。暑天
裏，一盤冰鎮苦瓜，呼之欲出！
苦瓜嘛，苦是正經味。因為能解暑，因
為難下嚥，就有人將它與冰塊和白糖結
合，成就了「冰鎮苦瓜」這道佳餚。若冷
凍到位，苦瓜不僅甜，不僅冰，還脆！起
初不喜歡苦瓜，因其苦；現在喜歡苦瓜，
因其甜，也因其苦。苦瓜的苦，苦瓜的
甜，各有妙處。

◆姑母（右二）和她的弟妹們感情深厚！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