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骨茶和中藥

再論書壇前輩施子清
昨日與珠海學院張
珍常務副校長、方平
教授拜會企業家、社

會活動家、書法家、詩人施子清先
生，不但有機會聆聽他刻苦學習書
法的經歷，更有幸參觀了他的個人
藝術館。
施先生自言「童年失怙一貧寒，
書藝求精不畏難。楮墨闕如何礙事，
一壺清水寫青磚。」足見其藝術生
涯，發軔之初竟是童年清水寫磚。
施子清先生有詩言︰「三十年來
不息肩，筆揮墨舞振心弦。依稀字
裏觀前哲，彷彿毫端見大仙。」詩
中提到他30年來不停揮寫，那是他
已成就書法大家之後30年，仍勤耕
不輟。觀看他私人藝術館中展示的
書法，我確能從他的作品中感覺到
「毫端見大仙」，比那些所謂「下
筆如有神」的書家更勝一籌！
施先生的楷書集顏（真卿）、褚

（遂良）、何（紹基）三家於一
爐，外柔內剛。其草書妙在厚勁，
筆畫富有質感，「字裏生金，行間
玉潤」，似輕而重，似重而輕，纖

細而不弱，厚重而不臃，「粗不為
重，細不為輕」，十分玄妙。與林
散之的草書相比，施子清的草書更
見筋肉。施子清先生的篆書取法於
晚明趙宦光，加入了草書的意趣，
在用筆上突破了傳統的規範，不再
是筆畫勻細的「玉筋篆」。用筆簡
率，粗細輕重，轉接提按筆勢明
顯，結體帶草書氣勢。
施先生十分強調書法需有個人風

格，他認為觀碑臨帖固然重要，但
能入亦要能出，他極重視字要有自
己的面貌。黃庭堅詩云︰「隨人作
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其
意是跟在別人後面，永遠也無法超
越；只有形成特色，自成一家，作
品才會生動真切，達到高境界。施
子清先生深明此道，經30年來不息
肩，早已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
施先生今已愈80歲高齡，仍不辭

勞苦，通過他一手創辦的中國書協
香港分會推動香港書法事業發展，
今藉珠海學院建校75周年，還應邀
前往學校為學生講書法經緯縱橫，
真是我輩學習的楷模。

為了對新加坡的中
醫藥發展有更深入的
認識，《一帶一路醫
藥行》攝製隊特別探

訪當地中藥行林立的唐人街牛車
水，我們找到了萬裕和藥行的負責
人郭志杰先生，他是這間藥行的第
四代傳人，藥行已有一百年歷史，
主要售賣醫治筋骨扭傷和肌肉疼痛
的藥油，也有新加坡特產肉骨茶的
中藥材湯料，來自不同產地和品
牌，有些更磨成粉狀，方便上班一
族快捷烹調。
郭先生告知：「以前的華人做苦

力居多，來到新加坡沒什麼好東西
吃，舊日新加坡的豬肉很便宜，所
以他們喜歡用豬骨加中藥材烹調，
例如加上黨參、杞子、紅棗，再放
大蒜頭和胡椒粒烹煮。肉骨茶多少
也有補骨補鈣和祛濕的功效，現在
變得很流行了。」
據說肉骨茶的「茶」字，源自創
始人的名字「李文地」，被顧客稱
作「肉骨地」，福建話中的「地」
與「茶」音近，故後來被稱為「肉
骨茶」。想不到這種當年被華人苦
力視為「廉價補品」的
「肉骨茶」，今天竟成為
新加坡特色的地道美食，
甚至在五星級酒店的咖啡

室，也可品嘗。我們在香港吃到的
肉骨茶，顏色較深，且藥材味濃
厚；而在新加坡所吃的顏色較淡，
有厚重的胡椒味。
記得小時候，每到新加坡旅遊，

必定受眾人所託，帶回當地另一特
產——各式各樣的藥油，為什麼新
加坡藥油是廣受歡迎的手信呢？且
聽郭先生娓娓道來：「以前那些做
苦力的華人，都沒有錢買藥。所以
他們去山邊摘一些草根草葉來泡
藥，泡好了慢慢用。因為愈用愈
好，他們就加以改良，再加上提
煉，漸漸變成藥油，也愈來愈進
步。所以人人都說新加坡的藥油是
一級好用。內服的中藥療效較慢，
要2至3日才見效，塗用或按摩用的
藥油，塗於患處3至5分鐘就會有感
覺，很快知道的。藥油和中藥兩者
同時使用，更快見效。」
從這位第四代華僑郭先生口中，

我們了解到以前華人飄洋海外，來
到新加坡的辛酸，他們不但刻苦耐
勞，更能善用自己的中醫藥知識，
就地取材，製作出肉骨茶和藥油這
些「廉價補品」，真讓人佩服 !

非常愛護動物的林漢環
（林Sir）大律師笑稱自己周
身刀把把利。騎最快的馬、
教最惡的狗、飲最烈的酒、

打得一手好拳，他也曾飄飄然，也曾反叛。
他來自法律世家卻從未想過自己當律師，
「母親叫我鬼不交，因我什麼也不管，只愛
和動物在一起，在跑馬地見到跑馬好開心，
在新界見軍人騎馬，我傻了，不止樂上一
天。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在灣仔街市，有人
用紅繩拖住狗仔貓仔，婆婆說那是賣給人
家殺的，我好傷心。我當時最愛帶着一大
群狗跑上賽西湖，那裏有好多野生動物，
最記得山頂有一隻單眼的德國牧羊狗警
犬，我深深被吸引住。後來我家搬到銅鑼
灣，新建成的維多利亞公園有全港最高的滑
梯，當時還未管制人們可以帶狗入內，警犬
也在那裏操練。」
「我希望當兵加入英軍的狗隊馬隊，中

二那一年我飛到英國，並非為讀書，一心要
加入軍隊的動物支援組，可惜因為我太瘦申
請失敗，我留在英國入讀Band 3的學校，
一住20年。我周末時候去唐人街餐館企枱
兼洗碗，就是不想家人接濟。記得一晚非常
肚餓口渴，我吞下客人剩下來的麵包和熱
茶，才發覺原來人生好簡單，肚餓了，只要
有清水和麵包已經足夠；夜裏外面下雪，我
縮在煮食爐上面睡覺，爐頭好暖到天光才
凍，原來人累了，只要有個小小溫暖的地方
已是安樂窩，所以那次的
經歷給我很大的啟發。」
「其實我的人生轉捩點

應該在我後來到唐人街附
近的青年會兼職教柔道，
當地一些地方警察到來勸
導年輕人不要學壞，也提
議我幫忙做翻譯，我不
敢，因為我沒有學歷，但
結果我申請成功。在
1976年至1980年是我學
習最多的年份，我見到很
多華人社區內的案件，知
道他們對華人的政策。當

中一位香港新界圍村的婦人，婚後丈夫竟
到英國再婚，村婦要控告丈夫，重婚罪要
坐監的。他們派我去了解，我上門見到那
位太太背着一個、抱着一個的，如果丈夫
入獄這個家庭就散了。但，圍村婦人曾在祠
堂過門也是正式太太，萬一兩個家庭破碎，
英國這房一定恨透香港那位大太太了，怎
辦？後來我查出了，原來大清律例有所謂
『一燈照兩房』清楚解釋兩個都是合法的太
太，丈夫不算重婚，事情也得以解決。從此
我對法律產生莫大興趣，特別在刑事案件方
面，終於1983年我在英國法律系畢業成為
了律師。」
回港後林Sir業餘之時也為動物權益而努

力，他曾任香港狗會主席，在三十多年前全
世界發生了多宗鬥牛㹴咬死人事件，社會有
聲音要強制犬隻用繩綁及戴口罩，「我當時
是漁農署動物資訊組主席，我到立法局發聲
香港是和諧社會，如限令戴口罩會令人有狗
咬人的錯覺。我參考過世界各地的法例，提
議當狗隻受過訓練後可以得到豁免，結果通
過了。其實香港愛護動物的意識已經大大提
升，有陣子反而太溺愛，但我寧願溺愛也不
要虐待！」
林Sir最高峰期養4隻狗狗，也一直住在

羅湖旁邊的村屋，「打開門就見到很多野
生動物，非常高興。太太怎去適應我？哈
哈，人家說鑽石是女士的好朋友，但老婆
愛馬比鑽石更甚！我們雖然信仰不同卻互相

尊重，她是天主教我是佛教，她說
當年結婚沒有在教堂行禮，4年前
我們在天主教堂再結一次，大家都
好歡喜！」
身為佛教徒的林Sir就是要將善

念傳播，「眾生平等，人人都可以
做。不愛動物的朋友，也可以向隔
離左右給予微笑，鄰舍關係更和
諧。對年輕人給予多一點理解和激
勵， 不論什麼宗教，只要做正面
的、有效果的好事都應該繼續下
去。世事如浮雲，修行才是最重
要，此時不做更待何時？」
我面前猶如見到一位現行菩薩。

林漢環為動物聲援 傳播善念
文公子剛大學畢業時，就開始從事銷

售工作。當時是向企業銷售傳真機，除
了需要天天打電話向企業負責人安排約
見，做俗稱Cold Call向陌生人電話推

銷外，也要去「洗樓」，到工商業大樓由頂層開始，
向下逐層逐戶敲門，詢問該公司是否已經購置了傳真
機，如果未有的話，可否請負責人聽聽介紹之類。如
果即場見到負責人就最好，見不到也要放下介紹單張
和名片，然後第二天再跟進約見。
有人說，銷售生涯與「拒絕」是分不開的連體兄
弟，當年每日都要吃「閉門羹」，放下的介紹單張
也往往石沉大海，就算約見到負責人，也不一定順
風順水立即達成到交易。初次面談，就可以達成交
易，英文稱為「One Time Closing」；是前線銷售人
員的最高境界，也是商界不少老闆夢寐以求的人才。
然而，所謂「百貨應百客」，客戶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而銷售成功與否，也總有點與「人」有關的考慮
因素，在「人夾人緣」下，就算是行內公認最厲害的
銷售精英，也不可能一直維持初次面談就可以達成交
易的紀錄。
雖然不易初次面談就一擊即中，但天天見客，時時

銷售，久而久之，除了個人的銷售和演說的技巧會大
有進步外，人的情緒商數（EQ）和逆境商數（AQ）
也會大大提升；因此，文公子一向主張年輕人初出茅
廬時，不妨嘗試做銷售工作，可以終身受用。
文公子在中大聯合書院的「學長計劃」中，曾經帶

過不少在校學生，主要是修讀商科的年輕人。我經常
會問他們一個問題：「大機構中，除了老闆的親生子
女外，還有誰有最大的機會成為行政總裁（俗稱
CEO）？」
文公子的答案，是一定能幫公司賺到錢的人；通常

是掌握業務銷售的營銷主管，或善用財技幫公司理財
致富的財務總監。但無論是營銷人還是財務人，這位
CEO一定是一位很優秀的銷售人員。此話何解？因
為作為CEO，對外除了須持續取得公司重要客戶的
生意關照外，對內也一定須說服董事會支持其商業決
定，須贏得平輩管理層的擁戴，更須獲得公司中下層
員工接受指令妥善執行；當中涉及的就是溝通技能，
而說服（Convince）本身就已屬於銷售的範疇了。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推出名為「共創明『Teen』計

劃」的「師友配對」計劃，希望由師友啟發基層學
生，探索更多發展的可能性。文公子就建議安排基層
學生嘗試銷售工作，相信可以令他們終身受用。

年輕人應嘗試銷售工作

今日同大家分享如
何令自己的Ig（Insta-
gram）Reels 能夠擁

有很多的觀看者？尤其是娛樂圈幕
前朋友更加要認識！
如何在Instagram Reels上獲得更
多觀看次數？相信這個問題是很多
人想知的，尤其是現今社會互聯網
益顯重要。大家也喜歡別人畀心心
自己的文章，所以我們應該懂得如
何控制自己的互聯網，尤其是國際
上其中一個溝通平台的功能Reels，
所以今日提起興趣與大家一同分享
我所認知的如何增加你的粉絲。
「娛樂」和「有吸引力」的內容會
讓你的Reels如病毒式傳播。首先簡
單介紹如何開展Reels這裏的創作吸
引力︰
1.跟風。
2.使用相關的聲音。
3.讓用戶在前 3秒保持上癮狀
態。
4.用戶適當的主題標籤。
5.保持一致，每天至少創建3-4個
Reels，讓算法為你提供支持。
6.標籤（你必須有標籤），因為
有標籤才可以廣泛地在國際互聯網
上容易尋找你的文章。
使用病毒式歌曲或音頻是增加內
容觀看次數的最簡單方法之一。如
何在Reels上找到熱門歌曲？作為內
容創建者，我發現這些是在應用程
式上查找音頻或音樂趨勢的最簡單
方法。
1.在 Instagram Story上查找熱門
音頻！
你的故事上傳選項卡是在Insta-
gram上查找熱門音頻的最佳位置。
你需要做的就是︰

* 點擊你的故事圖標
* 點擊隨機圖片
* 轉到「音樂」標籤
* 然後點擊「瀏覽」
Instagram音樂商店會自動在頂部

顯示流行的音頻和聲音。
2.在Instagram探索頁面上查找熱

門音頻！
你有沒有想過Instagram如何設法

為你提供更多你似乎喜歡的內容？
那是基於人工智能的算法。
當你觀看帶有音頻的 Instagram

Reels時，該算法會自動向你顯示使
用相同音樂的更多Reels。出於同樣
的原因，下次你發現自己滾動瀏覽
頁面時，不要忘記查看「Gram」建
議的Reels，並保存一兩個音頻！
3.在 Instagram Reels標籤頁面上

查找熱門音頻！
不確定流行歌曲是否與你的Ins-

tagram賬戶的氛圍相匹配？你不是
一個人。並非所有人都擁有相同類
型的賬戶，許多人最終對他們應該
在內容中使用的音頻、歌曲或音樂
感到困惑。
4.在Instagram上查找熱門音頻就

是跟蹤！
在 Ig上的知名影響人類尋找流

行音樂並不一定很無聊。跟蹤你
最喜歡（著名）的Ig影響者，他
們喜歡追隨有趣的趨勢，你會在
他們的個人資料中找到大量流行
音樂，你可以在你的內容中使用
這些音樂。
最後，最重要的便是每一天也能

夠用至少兩小時看看其他知名的創
作者如何創作內容，這樣便可以更
加了解如何將自己的創作融合在
Reels當中。

如何獲取更多人喜歡你的Reels

曾經多次談論過關於健康這個
話題，也許大家會覺得是老生常
談，但是人活着的每一天，都跟

健康息息相關。發現有很多人都沒有把健康放
在眼裏，卻把工作和事業放在第一位。
這真是極大的錯誤，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想

法？其實大多數年輕人都會這麼想，特別是在
大灣區創業的年輕人，他們覺得自己的生命剛
到才華橫溢的時候，擁有無限的歲月，身上有
使不完的能量，於是常常拚命工作，熬夜一兩
個通宵，覺得大睡一覺便會好。每當在物質上
取得一些成績時，就會歡天喜地，不在乎犧牲
了多少休息時間，喝了多少杯咖啡熬夜奮鬥，
即使身體出現不適，但是看到創業成績，也就
沒放到心上了。
在這如此先進的大灣區，年輕人的思想觀念

也是多元化，他們可能覺得養生只不過是中老
年人的事情，要一個二三十歲的人去養生，可
能會覺得：這也太惜命了吧，還不至於那麼怕
死呢。但是有數據顯示，很多疾病也逐漸出現
在年輕人群體中，愈來愈多年輕人開始遭受健
康的威脅。那些拚命工作的創業者，雖說他們
勇氣可嘉，但是過度勞累實在是面臨着太大的
風險。
朋友們，如果你也是年輕創業者，看到這

裏，還是真心奉勸：珍惜健康，這才是當前最
重要的事。關於健康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已
經知道。而想說的是，在事業與健康的衡量當
中，要知道能健康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最大的
福報。其實，轉換站在創業者的角度來看，時
代的競爭確實是激烈，時間的飛快確是一種殘
酷，尤其是大灣區發展在洪流當中，有時候會

覺得不得不拚命奮鬥。可是，借一句話來說，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是因為時代競爭
激烈，創業艱難，我們才要保住自己的健康
啊。當在熬夜連續高強度工作而忘記吃飯，為
了應酬而喝得爛醉時，想一想家人背後的期
盼，都是以你為支撐，與無法滿足的物質擁有
相比，其實他們更希望你好好的，工作別太勞
累，健康就是福氣。
如果什麼都沒有，但是還有健康的身體，那
就值得慶賀；事業有成，也有健康，那更是人
生幸福。但如果什麼都擁有，卻失去了健康，
擁有的那些物質也會瞬間黯然失色，家人也不
會因此感到幸福。
健康的每一天，就是福報。創業的朋友們，
要學會轉變自己的觀念，不要萬事以工作為中
心，守住健康才是實踐理想的基礎。

健康的每一天，都是福報

大山深處的守望
晨光熹微，閩西大山深處的天空

還閃着點點星月之輝。在一間簡陋
低矮的工作坊中，忙碌的一天早就
隨一張張黃裱紙鋪展開了。一位年
逾花甲的男子站在1米見方的紙槽
旁，槽內滿是黃稠的漿液。他抓起

紗簾，嫺熟地往槽裏抄了幾下，再輕輕把紗
簾反轉，往身旁的桌上一抖，一張黃裱紙就
帶着羞答答的濕潤面世。如此反覆，黃裱紙
愈疊愈厚。旁邊還有兩人，一個是瘦瘦的中
年男子，正將一張張壓過水的濕紙貼到烘烤
壁中，讓上面的熱情除去紙的羞澀；另一個
是年近六十的婦女，正將烘乾的紙一張張揭
下碼好。3人全身心投入緊張有序的分工
中，繁忙的勞作讓凌晨的作坊溫潤起來，汗
水漸漸滲上他們的臉龐，彷彿雨露滋養下的
毛竹。
這是一個叫大洋壩的小山村，這3人分別
是羅森旺、小工、羅森旺的妻子羅紅金。
他們每天從凌晨幹到晚上10點後，這已是
幾十年來的生活常態。當我來到作坊時，
他們已勞作大半天。朝陽入戶，將作坊細細
抹上一層黃裱紙的顏色，一室暖色調，淡雅
而溫馨。
羅森旺生在造紙世家，他家有幾百年的造

紙傳承。閩西山多田少，不利於種桑養蠶，
也不利於從商；但林產豐富，有天然的造紙
優勢，更有悠久的造紙傳統。
羅森旺造的是黃裱紙，俗稱草紙。草紙象

徵陰間的黃金，在民間有通靈、辟邪的作
用，常用於做法事、畫符驅魔、祭拜鬼神。
除了具有神秘色彩，它在生活中也很實用。
因為清潔乾淨、吸水性強，它曾是防潮除
濕、如廁手紙、婦女月事用紙的首選。隨着
農村人口大量流失，草紙的銷路大打折扣；
人們生活改善，也有了更高檔的替代品。於
是草紙的生存空間嚴重萎縮，手工造紙作坊

逐漸消失。羅森旺這種作坊，現在在整個閩
西乃至全國都不多見。
手工造紙程序冗繁，不易「伺候」。羅森
旺十三四歲開始造紙，到現在已有50個年
頭；婚後妻子成為他的最佳搭檔，跟着他幹
了近40年。羅森旺種了200多畝毛竹，每年
的清明至小滿前10天，必須把當年新生的竹
子全砍下。早砍纖維細，造的紙易破；遲砍
纖維粗，打不爛。短短的30多天內要砍四五
十噸嫩竹，就算颳風下雨也不能停。砍夠
後，一年剩餘的時間就慢慢繼續接下來的程
序。切麻、洗滌、石灰漚製、蒸煮、舂搗、
打漿，這些工序都在戶外，要三四個月才能
完成。竹子打成漿後便進入作坊，摻水使其
成為一定濃度的懸浮液，然後抄紙、壓紙、
烘烤、揭紙、碼紙。前後一共十幾道工序，
每道都很考驗技術和耐性，費時費力費心，
一年沒幾天閒着。
我了解基本情況後，問羅森旺：「你有沒
有認識的同行轉行？」歲月的風霜在羅森
旺臉上染了一層暗黃，透着淳樸和踏實，
和山上孕育毛竹的黃土、作坊中柔和的草
紙一樣讓人覺得溫暖和心安。他幽幽地說：
「當然有，以前我們縣有幾十家作坊，現在
只剩下我。」
隨着草紙市場的式微，造紙工人紛紛「棄

暗投明」，另謀高就。有入城務工的，雖然
收入不高，但輕鬆很多；有從商的，經營得
好的人早已身家百萬。羅森旺現在的收入大
不如前，累死累活一整年，全家的純收入只
有五六萬元人民幣。利潤微薄，他只能請一
個小工，大部分活都是夫妻倆自己幹。看着
同行一個個轉行，羅森旺感慨萬千。也有很
多親友勸他改行，但他說：「我做了幾十年
草紙，沒法改了。」從事一個職業50年，做
得像吃飯呼吸一樣自然，造紙已深入他的骨
髓，在他的生命中打下難以磨滅的烙印。當

初從父親手裏接過這面旗幟，其實就是接受
了一項平凡而艱巨的使命。現在的他，流淌
着祖輩的血，傳承着祖輩的生存技能，延續
着祖輩的生活方式，和祖輩的命運緊密相
連，他覺得自己就是為造紙而生。
我小心翼翼地試探：「你們做這行這麼
久，就從來不後悔嗎？難道沒有想過放
棄？」妻子羅紅金身材瘦削，為了方便勞
作，留了一頭的短髮。她兩眼望着門外出
神，過了好一會兒才回答：「我從不後悔也
不想放棄，只是擔心失傳。我身邊做這行的
人，最年輕的都超過45歲，再過幾年真會後
繼無人。」的確，手工造紙業的人逐漸老
去，而年輕人卻鄙夷這一行，傳承成為一個
大問題。羅紅金有3個孩子，他們寧願務
工、務農，也不願繼承父母的手藝和產
業。大洋壩村附近已經找不到能做或願意
做這一行的人，羅森旺請的都是外省上了年
紀的小工。
從當初的翩翩少年、風華正茂，到現在的

兩鬢霜染、兒孫滿堂，幾十年的時光轉瞬即
逝。年齒日增，羅森旺夫婦漸感吃力，他們
知道自己很快就會做不動。手工造紙業的前
景如何，他們已經不敢多想。他們現在只能
盡量多堅持幾年，讓這項祖傳手藝不在自己
的手裏失傳。
下午3點，我準備離開。羅森旺夫婦有忙
不完的活，我不忍心再影響他們的工作。
夫婦倆送我到村口，午後的暖陽朗照天地
山川，小村莊一片恬靜。陽光將他們籠進懷
中，無比憐惜地撫摸着這對大山的樸厚子
民。看着他們在陽光下的身影，我彷彿看到
兩株靜默的毛竹。毛竹為造紙而生，也為造
紙而終，無論經歷多少風霜雨雪，無論外面
的世界如何變化，無論明天會面臨什麼，它
們都將根鬚牢牢扎進亂石破巖，永遠堅守着
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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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百年歷史中藥行
第四代傳人郭志杰（右）
接受麥景榕在《一帶一路
醫藥行》訪問。 作者供圖

◆林漢環大律師是位非常
愛護動物的人。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