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奇一生美麗落幕

嶺南畫派名家陳永康
陳永康是廣州畫院資
深的嶺南派畫家，自廣
州畫院建院以來，不僅

為畫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
且在中國傳統藝術創作領域起了開創
性的作用。藉廣州畫院為陳永康舉辦
藝術作品文獻展之際，向讀者介紹這
位兩次為裝點天安門城樓而作畫的嶺
南派畫家。
以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為代表
的嶺南畫派，是中國重要的繪畫流
派。嶺南畫派以現代國畫為宗旨；以
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神
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
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獨樹一
幟，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力的美術流
派，引領了一大批廣東畫家進行繪畫
革新的嘗試，使其形成了較為嚴密的
傳承譜系。而陳永康自幼在廣府地區
成長，深受嶺南文化影響，先承嶺南
畫派名家親授用色用筆之法，後又博
採古今南北眾家之長，在不斷「悟
道」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繪
畫風格。
陳永康的畫作主要特點是淡雅清
新。清是靈動通透，新是鮮明響亮，
觀賞後給人身心愉悅的感覺。他的畫
多取大自然中的一隅，或取一花一

葉，或取一鳥一蟲入畫。而畫作的構
圖，有主有次，有虛有實，處理都恰到
好處。他用筆抑揚有致、使轉自然，
線條筆斷意連，氣脈貫通，每一處都能
夠在自然界找到相應的物象相對應，並
且每一篇作品皆不雷同。他用色艷麗、
典雅含蓄、和諧統一。他用墨酣暢融
潤、自在醇淡，能見濃、淡、乾、濕、
疏、密、聚、散。其筆下的事物形神兼
備，筆、墨、色、水四者運用自如，寥
寥幾筆，四季花鳥頃刻間便躍然紙上，
表現得淋漓盡致，維妙維肖。故早在上
世紀七八十年代，陳永康在廣州，便獲
「牡丹王」、「雀仔康」之美譽。
觀陳永康的作品，既能從中捕捉到

嶺南畫派光鮮細膩的寫實意趣，也能
感受到他不作艱深、貼近普羅大眾的
閒情逸致。他在筆墨與造型上融入了
時代的審美情趣與個人內在情愫的宣
洩，使畫面既具有中國畫傳統的氣息
又不缺新穎之感。
陳永康的從藝精神與澹泊明志的立

人德行深深影響着後輩。在當今之書
畫藝術愈發強調個性、個人風格之獨
創性的今天，我們或許可從陳永康身
上學習和而不同的精神，學會如何面
對自己，尋找真正接近自己內心的藝
術表達形式。

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
逝世，這位英國歷史上
最為長壽及在位時間最
長的君主，終於在她登

基70周年的2022年夏末秋初之際，
在她鍾愛的蘇格蘭高地巴爾莫勒爾城
堡，走完了她傳奇的一生，享年96歲。
每年夏季，在女王可獲「放假」的
兩個月暑期，她總愛偕王夫菲臘親王
前往蘇格蘭高地度假，這裏有她充滿
歡樂的成長回憶，熱愛騎術和駕駛的
女王，在園野間可肆意騁馳、或狩
獵、或漫步……作為國家元首，早已
習慣了不能如常人般自由到外地旅
遊，無拘無束地在蘇格蘭高地度假，
享受片刻真正的家庭生活，尤其兒孫
們長大成人後，各散東西住在不同的
行宮，全家老幼聚首一堂在巴爾莫勒
爾城堡，成為了女王每年的期待。
有時候，在城堡的後花園
舉行燒烤會，他們盡量不帶
傭人，由菲臘親王負責烤
肉，味道挺不錯哩！安妮公
主擔任二廚，女王就負責餐
桌擺設、做沙律等……大家
各自做着平日難得有機會動
手的家務事，盡享天倫之
樂。孫女尤金妮公主深諳她
心意：「女王在巴爾莫勒爾
城堡的時候是最開心的。」
女王逝世的消息，不只牽
動着英國國民及所有英聯邦

成員國民的心，甚至世界各地的領袖
和人民，均紛紛表達哀悼不捨之情，
連日來各個新聞網絡、社交媒體，鋪
天蓋地充斥着女王活了近一個世紀的
報道，原來自1952年女王登基，她已
陪伴着我們三代人的成長！
女王永遠的溫文優雅、大方得體、

親切隨和……是英國王室成員裏，歷
來最受敬重歡迎的典範，只因她70年
來堅守着一個誓言：「竭盡所能，終
生服務國家國民。」在現今誓言旦旦
卻迅即誠信破產的荒誕社會，又有幾
人能及？！更因為守着這個誓言，她
沉默包容着人世間的紛亂，家庭中的
煩擾，任憑潮流更替、道德沉淪、是
非顛倒……女王依然故我，身教言傳
地堅守着君主立憲的承諾，在最後的
日子裏，她撐起精神，任命一位曾支
持廢除君主制，立場搖擺且爭議不斷

的特拉斯為新首相……
在恬靜的蘇格蘭高地，隱
居避暑的女王鞠躬盡瘁，終
於走完了她人生旅途中的最
後一站。英國國民說在女王
「駕崩」那一刻，天空罕見
地掛着雙彩虹，彷彿寓意女
王重返她篤信的天父，還有
摯愛的父母、妹妹和伴侶的
懷抱……
或者，在現今疫情變幻，
戰事風雲莫測下，「離去」
未嘗不是一份遲暮的褔氣！

兒科專家、香港大學臨床
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臨床副教授、2020年度人
道年獎得主、香港兒科醫學

會前任會長葉柏強醫生不斷呼籲政府要將
停課作為抗疫最後一個手段，因為抑鬱太
久對兒童精神健康、學習、體能和肥胖問
題都有壞影響。
早陣子，在香港兒科醫學會60周年紀念

活動中，剛卸任會長的葉醫生表達了對孩
子接種疫苗的憂慮，「剛剛兩年對老人家
和小朋友都是不平凡的兩年，之前我們對
孩子的保護非常嚴密，經常停課，今年孩
子受的風險情況愈來愈高，復課後過萬宗
個案中超過3,000多來自學校。其實在各
界的努力下，中、小學生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去年6月開始，超過九成的學生已經
打了兩針，今次爆發主要出現於年紀幼小
的孩子之間，因為家長們擔心疫苗是否安
全？是否需要？這都是不必要的，今次用
的疫苗只有科興，這種滅活疫苗的特點是
傳統製造，跟各位在母嬰健康院打的混合
針，例如小兒麻痹、破傷風、百日咳等都
是一樣，已有數十年的數據，很少刺激的
作用，小朋友打了甚至沒有痛的感覺，所
以絕對放心。至於復必泰疫苗，雖是新科
技產品，但方法其實掌握了一段時間，之
前應用在抗癌方面，疫苗
就是這兩年開始，但已經
擁有非常充分的數據，證
明無論在成年人或小朋友
身上效果都非常好，所以
我們都很有信心和支持！
小朋友怕打針是由於新環
境比較緊張，如果在學校
進行外展更好，小朋友在
熟悉的環境中，又有同學
老師校長在旁，很易適
應。一定要打三針效果更
顯著，第一和第二針相隔
1個月，第三針相隔3個
月，家長要記得。」

「如果小朋友發燒可以用快速測
試，將他的鼻涕退至鼻孔出口附近，
用測試棉花棒探入去，盡量多取分泌
物，一樣可以測試到，高燒要去求
診。其實成年人打針好重要，對孩子
是一個保護，因為大人「中招」了可
能也不自知，所以打了針，大人體內
的病毒量會少很多。孩子確診康復
了，也要留意變化，因可能在2至6個
星期發生後遺症叫做『多系統性發炎
綜合症』，小朋友會突然發高燒、出
疹、眼紅、呼吸困難、皮膚發炎，以
及心臟、肺、腦、腎會發炎，手腳甩
皮，有好多淋巴核，比以前出現的川
崎病更嚴重。美國方面的經驗大部分
有此症狀的孩子都是因為之前沒有打
針，打了針病毒量低，有此後遺症的
機會少很多！」
「現在9月份，希望6個月以上的孩

子、孕婦和餵哺母乳的媽媽快接種疫
苗，如果幼兒可以打到七八成，小朋友
的安全性更高，大家生活可以盡快復
常。不過現在我更擔心的是老人家，
80歲以上、住在院舍的已經打了很
多，有好多有心的醫護，包括兒科的
同事明知道院舍中有爆發也不介意！最
怕那些獨居的、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很多

未有打針，風險很高，始
終隨時會受感染。」
熱心熱誠的葉柏強醫生

走上這條醫護道路，全因
7歲時曾經長期住院，8歲
那年媽媽得急病離世，話
雖如此，他很正面地感恩
自己和母親遇到很多好醫
生，所以對醫生非常有好
感。至今，葉醫生的金
句︰「在辛苦的環境下，
有機會出一分力，忙一點
不重要，這是福分！」
香港有這些賢醫，正

是我們的福氣！

熱心熱誠的葉柏強醫生
銷售有所謂「百貨應百客」，因為人心

不同，各如其面。就算是同一件貨品，人
人購買的原因，都可以迥然不同。
什麼是顧客的真正需要？事實上，無論

是銷售還是廣告宣傳，賣點從來都是產品對顧客的實際
益處（Consumer Benefit），而不只是產品的功能。然
而，每個人着眼的益處都不同，所以廣告宣傳，就需要
重點突出大部分人都重視的益處，而銷售就可以視乎個
別顧客，而以不同的益處打動對方。
在產品的推銷而言，產品或服務主要可以分為3個部

分，構成一個簡稱為FAB的鐵三角──F指功能Fea-
tures、A指Advantages優點、B就是Benefits，即是對顧
客的益處。
每件產品都有其功能，而優勝於競爭對手的就是優

點。優點如能迎合到顧客的需要，就是一個益處，對達
成銷售很有幫助。例如有一架超級跑車，外觀流線型時
尚設計、由零到100公里只需幾秒鐘、售價港幣300萬
以上，以上都是產品的功能（F）。由於設計時尚，因
此外形美觀，速度快，而且奢華，以上就是由功能引申
出來的優點（A）。
對於消費者而言，未必會完全欣賞以上的優點。有顧
客可能因為喜歡外形美觀，可以顯出個人品味，令自我
感覺良好而購買。有人可能喜歡飆車的快感，所以追求
速度。也有人只想威風炫富，證明自己有很高的經濟能
力，既滿足虛榮心，也方便攀附權貴或者追求心儀異
性。而凸顯個人品味令自我感覺良好，或者能高速飆車
令人享受到刺激的快感，又或者彰顯個人經濟能力方便
做生意或追求異性，就是由優點引申出來，對個別顧客
的益處（B）了。
如果顧客是回頭熟客，銷售人員固然已對其需要有一

定的理解；但如果銷售人員面對的，是一位陌生顧客，
就需要靠觀察、聆聽，再問對問題等溝通技巧，在對談
中，彼此建立起良好的互信關係，然後介紹產品最能滿
足顧客的益處作配對，就能提高銷售的成功率了。
政府施政如想順暢，當然要能回應市民的需要。然

而，每個市民都有不同的需求，700萬人就可能有700
萬個訴求，政府應該如何拆解？每一個政策，都不可能
取悅所有人，因此，政府必須先定義政策的持份者，然
後透過大型的民意調查，找出絕大部分持份者的需要，
對症下藥，宣傳政策獲最多市民認同的益處，再就最大
的反對聲音作微調，就應比較容易水到渠成了。因此，
建議政府重建心戰室了解民意。

重實際利益多於功能

近來看到因為疫情，
有些人面對不了壓力的
逼迫，選擇了自我了斷

的行為，大家也看到報章上多了自殺
的個案。其實沒有了工作，或者遇上
逆境是否人生的終結呢？這個答案好
簡單：絕對不是人生終結。因為我們
有很多機會重拾自己的信心，雖然我
們往往覺得說易行難，叫自己快樂一
些並不容易，但是我們一定要對自己
對家人負上責任，所以我們更加要鞭
策自己，令到自己遇到難關能夠有能
力站立得住，雖然未必成功，但是可
以嘗試。
人生在每一個時間也有機會面對困
境，也會影響情緒波動，作為一位成
年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問題，便可
以控制面對困境的災難性襲擊，今次
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朋友認為的面對困
境最能夠控制的情緒行為。一個人選
擇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人生，選擇用
什麼樣的態度面對自己，將會決定自
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生命是一種長
期且持續累積的過程。
生命的本質是考驗和學習，活着，
唯一的活路就是勇敢面對它們。要
有面對人生低潮的勇氣，適當地評
估生命中的輕重急緩，時間是自己
安排的，生命也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的，勇敢面對生活中的任何事就能
活得精彩、活出生命。處順境必須謹
慎，處逆境必須忍耐。與其相信天才
不如相信努力、忍耐和永不退縮的毅
力。美國作家拿破崙．希爾曾說︰
「成功更多依賴的是人的恒心與忍耐
力，天才的力量總比不上勤奮工作含
辛茹苦的力量。」人的一生，總是難
免有浮沉。不會永遠如旭日初升，也

不會永遠痛苦潦倒。
若果面對任何生活壓力，或者甚至

乎失業，又或者是工作上沒有進步的
空間，可曾嘗試過尋找學習的機會？
無論身處校園或職場，內地或海外，
唯有持續不斷的學習，能讓你不害怕
改變和困難，找到自己的發光之道。
只要保持開放的心態，就能夠產生更
多的學習機會與進步的能量。因為只
有學習能夠提升自己進步的空間，以
及與社會的緊密聯繫，務求達到跟社
會並肩而行，這樣才能夠提升自己在
職場上的競爭力，學習不在乎年齡，
最重要的在乎心態。另外，懂得微笑
的人是富有的，因為微笑不僅是生活
中的「營養補充劑」，更有滋潤人際
關係的作用。不要哭泣，因為哭泣無
法改變任何事，記得微笑，因為事情
已經發生了。成功的重點不在於此時
此刻你已擁有多少，而在於面對困難
與挫折時，你是否能夠微笑地繼續堅
持下去。
古時候，屈原因被放逐，完成了

離騷；司馬遷被囚禁後，完成了史
記。他們的生命經歷了許多苦難及
淬煉，但他們將苦難轉化成力量，
完成了流傳千古的經典。其實，不
論古今，我們總是會看到很多成功
的人物，他們的過去是充滿逆境
的，在面對逆境也許會一時悲傷沮
喪，但正因為如此 能產生無所畏懼
的力量，乘風破浪，勇往前行。機
會往往會僞裝成困難到來。逆境可
以摧垮一個人的意志，也可以磨練
出一個人的勇敢堅強。
真正的勇者永遠在路上奔波着，永

不退縮。他們堅信，明天會是一個嶄
新的日子。

心理質素面對困境最重要

走在大都市裏，尤其是在發展
突飛猛進的大灣區，由於城市的
生活節奏快，人們行色匆匆，人

與人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交流。城市發展日新
月異，各種產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着，個人在
時代的大背景下顯得太渺小了。
而我們知道，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剛處於
事業發展的起跑線，要說成功似乎也沒有什
麼算得上比較成功的——也許大部分時間都
在埋頭工作，一年之中沒有多少時間能夠好
好陪伴家人，用盡了所有努力卻暫時還不能
得到相應的回報……但也並不代表失敗，他
們是一群在大灣區裏堅韌不拔、勇氣可嘉的
年輕創業者。
在別人看來，也許目前他們可能只是一種尷

尬的身份：尚未攀爬上去，但又無法落下來基

層，只有在他們心中最清楚，只會勇敢前進而
不會選擇後退，但他們也有着不為人知的一
面，那便是孤獨。曾聽過修行的路上，總是孤
獨的。
對呀，怎麼會不孤獨？但凡是一種事業的創

造，在漫長的過程中只有自己才能切身體會其
中滋味。大千世界，繁華萬千，有多少是屬於
他們的？當看着城市的金碧輝煌，心中偶爾總
會湧起這樣的疑問，四處奔波，為何折騰？因
為處於事業發展的初期，很多事情都是在不確
定的狀態，創業的萌芽，可能會蓬勃發展，也
可能會被扼殺在搖籃當中，大時代的變化如此
之快，他們可能日夜緊繃着那根弦，只為了有
一天自己的奮鬥能夠出人頭地，能獲取物質上
的回報以償還自己對親人和伴侶的愧疚。
曾經有一個年輕創業者訴說在大灣區發展的

機遇雖多，但是也時常會遭受很多殘酷的打
擊。在那時候，他心裏總會感到無盡的孤獨，
會想起當初創業的時候，身邊有人支持也有人
反對，會質疑自己是否真的選錯了路？但沒有
人能夠給出答案。後來想明白了，只要我們能
夠確定自己走的路是有意義的，所做的事情於
己於人無害，那麼創業的道路即使再艱難也要
堅持下去。
學會與孤獨和解，應該明白但凡是一種創

業，總會步入一段孤獨的時光，其實這樣的孤
獨也並不痛苦，它也許是生命中珍貴的精神財
富，很多創業朋友們總是會受到別人的影響，
被社會上各種所謂的成功捷徑所迷惑，但請記
住，即使目前無人理解，也不要輕易放棄，而
應該在孤獨中沉澱思考前進的方向，在孤獨中
學會與自己和解，道路便會走得更加堅定。

與孤獨和解

尋訪「克拉克瓷」
林林總總、絢爛奪目的瓷器大家

族中，自元代濫觴並優雅地改變了
中國瓷器發展進程的青花瓷，堪稱
樸素淡雅、姿容殊異、風情萬般的
「瓷美人」。
青花瓷乃白地藍花瓷器的專稱。

它以鈷為色料，直接在胎上繪畫，再施透
明釉，經高溫一次燒成藍白兩色相間的瓷
器。元代之後，歷經明朝的幾度繁榮，至
清康、雍、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引發我對青花瓷起了興趣的，是前些年

報刊上關於「克拉克瓷」的文章。
何謂「克拉克瓷」？過去聞所未聞。僅

僅這個頗有西洋味的名兒，便能激起人們
探詢它的慾望。它的命名由來、它的真實
產地等等，因其籠罩着撲朔迷離的歷史煙
雲，更增添了幾分神秘感與傳奇色彩。
西元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海上截
獲了一艘葡萄牙商船。此船名「克拉克
號」，「克拉克」意為「葡萄牙戰艦」。船
上裝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器，這批瓷器
被運往荷蘭首都拍賣，大受王公貴族的追
捧，轟動了整個歐洲。因不明這批瓷器的產
地，歐洲人便把這種瓷器命名為「克拉克
瓷」。此後的漫漫歲月裏，「克拉克瓷」的
產地究竟在何方，成了一個謎，中外都有人
在探究，試圖解開這個謎。直至上個世紀
七十年代末，福建漳州平和的本土文物專
家，考證出「克拉克瓷」的故鄉在平和，
其由該縣的南勝窯、五寨窯等瓷窯燒製而
出。於是，海內外的學者、專家絡繹前來
探尋、考察。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到平和南
勝、五寨等處尋訪、考證「克拉克瓷」，似
乎成了一門「顯學」。
平和的友人說，前些年，有一天又來了

一批訪瓷人。內有一位來自東瀛。他們直
奔南勝鎮的南坑窯。當距離這個古窯址尚
有一二百米時，那位日本人神情肅然，目

視窯址方向，走一步行一個跪拜禮。就如
此一步一拜，終至他虔誠敬仰的聖地。
日本朋友的這個拜瓷之舉，讓我感懷許

久。顯然，他是一個富有專業知識的學
人，肯定對「克拉克瓷」作過深入精細的
研究，並嚮往已久，渴望到它的故地探
察、訪問。而當機會真的垂顧於他，心中
的喜樂可想而知。所以，他到了實地後，
便產生了真摯的「拜瓷」舉動。他的這般
行止，尋常人難為。平和的那位友人，老
家就在古窯址甚多的五寨。他坦言，好些
年前，他在家鄉參與修建水庫時，曾經挖
出過成堆的「克拉克瓷」。但是，當時他
和鄉民們一樣，視這些埋於地下的古瓷為
廢舊之物，毫不憐惜。他們舉着鋤頭，打
砸着這些古瓷。「丁零噹啷，稀裏嘩
啦」，其聲清脆悅耳。他們將此當作了
「聽響」的好玩遊戲，樂此不疲。友人
道，而今回想起，羞愧難言哪！
南勝乃平和重鎮，幅員廣闊，肥田沃

土，曾為縣治所在地。我們一行來到南勝，
請當地賢者引領，往南勝窯「拜瓷」。我等
雖然沒有如那位日本人一步一叩拜，然而，
內心深處，滿懷虔敬、神往之情。距南勝窯
不遠時，我們停車，舉步，屏聲靜氣地從一
列弧形古舊民居面前走過，不一會便到了古
窯址。窯址位於一條山澗的口子上。南勝
主人道，田坑窯是明清時期漳州地區生產
外銷瓷的窯口之一。1997年秋曾做過一次
發掘，出土的文物為窯具、模具和瓷器。瓷
器有青花瓷、青瓷、白瓷、素三彩等。器型
包括盒、盤、碟、碗、罐、瓶、杯等等。田
坑窯及其產品在海內外，特別是在日本有重
大的影響，對於中外陶瓷史、海上絲綢之路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此刻，我們更加明
白為何那位日本學者來到這裏，便似宗教
徒到了麥加聖地。
當年那次發掘之後，為不使古窯址遭受破

壞，覆土為掩，並立牌告示，劃定1,000多
平米的保護範圍。眼前的窯址周遭，柚樹成
林，為這片聖土擋雨遮陰。
製瓷需將瓷土碾成粉末，田坑窯的磨坊

基址在這條山澗的深處。於是，我們沿一
脈圳水清流，蜿蜒曲折而入，繼續探訪。
途中，需幾度跳越小溪，溪流中的磴石圓
溜光滑。我腰椎帶疾，且體形偏重，跨溪
維艱。我前俯後仰，「一步一拜」；諸位
朋友前攙後護，盡傾熱忱。我的心房，充
盈着溫馨。
終於「拜」到了瓷土磨坊基址。原先這裏
為雜草灌木湮沒，後劈開覆被，亮其面貌。
磨為石磨，動力為水。數百年前砌就的引水
沖磨的石槽清晰可見，幾墩圓圓的石磨，平
臥地面，其厚近尺。周圍亦是柚林掩映，翠
翠蒼蒼。不知這一片山野間，隱蔽着多少磨
坊古築。若我等身懷穿越之術，將時光旋回
至明清年間，眼前該是一幅水槽嘩嘩、石磨
硿窿、人聲鼎沸的鬧熱圖景。
那些年代，南勝、五寨等處的一座座瓷

窯，日夜不停地燒造着後來被稱為「克拉
克瓷」的精美瓷器，爾後以船隻載之，經
花山溪，下西溪，再至九龍江，運至不太
遙遠的漳州龍海的月港。月港是其時福建
最大的良港之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
一個起端。平和是「克拉克瓷」的產地，
因此，我有理由猜測，1602年荷蘭東印度
公司截獲的那艘「克拉克」戰艦上的瓷
器，很可能便是南勝瓷窯的產品。然而，
由於清政府實行海禁之策，主要供外銷的
「克拉克瓷」因為斷了銷路，而日漸式微
終至寂滅沉淪。曾經繁華喧鬧的月港，亦
隨之銷聲匿跡，闃為後人所知。
月港沉入到了歷史的深處。幸而，史海

不是死海，總有在史海上孜孜鈎沉之人。
人們明白一個道理︰一個失去記憶的民

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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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伊利沙白
二世在蘇格蘭高地
走完人生最後一
站。 作者供圖

◆葉柏強醫生呼籲大家快些
打疫苗。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