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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肚第一口喝薑汁
在網上書評看到
一本《擇食》的
書，由很多明星天

后吹捧的邱錦伶醫師所寫。她的
方法也是要維持暖的體質，要嚴
格遵守飲食戒條，指出生物都有
自我療癒的本能，但人類卻失去
了揀選有益食物的本能，我們的
身體吃到不乾淨的食物或不對的
食物會沒有感覺，甚至不如動物
般知道什麼不適合自己的（有說
松鼠懂選有機粟米，放基因改造
的粟米在郊外，很多動物都不會
吃）。她認為原因多來自過度複
雜的飲食，以及情緒的混亂，
「造成我們本身變成一個身心靈
失調的個體，慢慢地失去我們的
靈覺（就是所謂的動物性本
能）。」
有書評說，要嚴守規律非常之
難，所以只挑一個去做，就是早
上空肚喝薑汁。久而久之，不但
腸胃好了，連一個皮膚瘤也脫
落。他沒有做任何醫療，所以確
信是薑汁的功勞。他那個讀後感

主要是分享怎樣製作薑汁。
不想自己做的話，效果應該沒

那麼好，但我主張再退一步，愈
方便，愈能持之以恒。可以買有
機薑粉，落暖水喝。
另外，我很喜歡薑蜜，雖然說

薑水不用加糖，但甜甜的更易入
口，而且易溶，可以快點適應。
實行了一個多月後，可能我身

體也沒有什麼不妥，所以沒有坊
間所說改善皮膚和過敏等效果，
但最明顯的是腸胃變好了，大便
也變得更多，所以又減重了。太
太則說皮膚變好了，戴口罩後暗
瘡多了，但喝薑水之後，暗瘡和
油脂粒都少了大半。
另外，我發現很多食療也有一

個重點，就是食用時間必是空肚
的第一餐。之前講米漿也是，所
以說，早餐是最重要的，但我們
卻往往馬虎了事。如喝中藥，早
上喝的效果最好，若有排毒反
應，也不會影響睡眠。所以，為
第一餐而早點起身去準備，也是
另一個必定要跟從的法則哩！

殘雪迄今出版的
小說、散文、評
論、譯作共約 80
部，不少已有外國

的譯本。套殘雪自己的話說：
「我現在『走出去』的作品主要
還是小說，日本和美國也出版了
少數我的文學評論。英文版已有
13本，日本版12本，其次是西班
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
丹麥語、韓語等等。現在我在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文學網
頁。……目前出版我的作品最積
極的是美國、德國、西班牙、日
本和韓國。我估計自己的作品終
將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版，凡研究
實驗文學的人都會來讀。」
殘雪作品可以長銷國外市場，
與她廣泛涉獵西方的作品及創作
的開放性有關。
殘雪五六歲便接觸外國童話，
如安徒生的童話等，到了青年時
期，開始閱讀但丁、卡夫卡、歌
德、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和塞萬
提斯等人的作品，她早年跟我
說，她還喜歡川端康成的《雪
國》、《古都》、《千隻鶴》和
擅寫古典敘事的宮本輝作品。她
表示，對西方一些代表作品，如
但丁《神曲》、康德的《純粹理
性批判》、羅伯特．穆齊爾的
《沒有品性的人》等，她反覆閱
讀多遍。
殘雪並不一味崇拜西方。她

稱，中國作品中，她最喜歡《紅
樓夢》，她還喜歡魯迅的作品，

如《野草》等。她希望將中西文
化的兩種元素在作品結合為一
體，當她在創作中向縱深挖掘，
「就會時刻感到我們的古老文化
的魅力」。
殘雪刻意創造自己的文字世界

──那是她不斷實驗不斷創新的
自留地。她認為她的創作是代表
大自然發聲，在她作品中，人可
以和樹說話，甚至和空氣說話，
她自稱是「自然的聯體女兒」。
她認為，寫實驗文學的她，
「必須對自己的身體具有超級
的敏感，以及掌控全局的氣
魄。」
她認為寫得最順手的長篇《新

世紀愛情故事》、《最後的情
人》及最近剛完筆的《迷人的異
類生活》，她嘗試從抽象的觀念
世界回到對世俗世界的觀照，特
別是《迷人的異類生活》，「作
品的主題用幾對情人之間的複雜
愛情來體現文學的本質之美」
（殘雪），這是一部一反殘雪的
寫作常態，並進入寫實的世俗刻
畫作品，沒有玄虛的懸念，只有
世俗的人欲和關係──情色的釋
放。
可見殘雪不斷在挑戰自己寫作

的極限，正若合殘雪的自我道
白：「人在世界上生活，肉體和
心靈都會有很多屈辱。而寫小說
是最大的釋放──所謂化腐朽為
神奇。所有從前的屈辱都是動
力，你依仗它們做出美的事
物。」

每每聽見男團女團於台上表演時，有
人突然暈倒或身體不適等消息時，從事
幕後製作工作的友人都會眉頭緊皺成
「川」字，嘆息表示雖然不是每個組合

都經常合作，但大家亦算是同行，難免有「情意
結」，不管是好或壞消息，總會比較關注，也有「揪
心」的時候，人之常情。
「團員在台上暈倒的原因很多很多，不過歸納情況
多是『餓暈』或體力透支生病致身體不適的居多；在
現今的演藝圈追求有顏值兼身段美態的時代，男生比
女生較容易『達標』，男生嘛，有衣着和操肌掩蓋的
優勢，女生多被要求性感，肥了一點點也不行，所以
女生節食體重管理的情況很普遍，有人甚至認為這是
應該，必然要做到的事情，致身體健康於不顧，食少
一餐完全不是問題，誰也知道『低血糖』是十分致命
的，暈倒就是警號。不是詛咒任何人或者黑心，人沒
了，說什麼要出道要在娛樂闖出名堂等壯志已是徒
然，只有擁抱健康的身體，才能真正的為事業衝刺，
不要認為自己年輕就能『頂』得住身體健康的損耗，
無奈身體健康的事情不是你說了算的。」友人指經常
好心提醒團員，不過他們大部分的反應是「要趁後生
拚搏」有錯嗎！？有人亦會擺出一副「阻人財路」如
殺人父母的樣子，令勸喻他們的人頗有無力感。
「製作公司站在利益角度，有團員倒下是個人事

件，只要找人填補那位置就好，『團』還是一個團！
不是說投身演藝圈沒作為沒前途，非也！只是想憑團
員出道的，受到的掣肘和問題將會是不少，憧憬前途
的未來是一回事，當真正面對現實的一切又是另一回
事啊！所以，不要永遠『懸浮』在自我的世界裏，並
不是逆境後必會見到陽光或彩虹，更不要妄想某些會
表達着『同情』，不落井下石已算是功德無量了。」
對滿心眼只有自身利益或目標而言的「頑石」，要

它們「點頭」，談何容易！

擁抱健康身軀去衝刺
上周五，我有幸在香港浸會

大學獲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榮
譽大學院士雖說是榮譽，但這
份榮譽一點也不簡單。

香港浸會大學的前身是1956年創立的香港
浸會書院，1972年改稱香港浸會學院，1994
年11月，立法局通過有關條例，浸會升格為
大學。浸會大學的榮譽大學院士是從2006年
才開始頒授，頒給不同領域的社會傑出人
士，以表揚他們對社會作出的重大貢獻，並
希望通過各院士的個人經歷和成功經驗啟發
學生。
每年頒授院士的人數並不相同，頒授多年
總人數也不到百人。今年是第十七屆榮譽大
學院士頒授典禮，除了我，還有香港藝術節
行政總監何嘉坤、慈善家和企業家呂寧義同
時獲得這份榮譽。3位獲得者，從歷年的榮
譽院士頒授來看，人數都不算多，這充分體
現了浸會對頒授榮譽院士的嚴謹重視。當天
我參加典禮，也充分感受到這一點，整個頒
授的流程，不論是如何鞠躬、如何戴帽、如
何拍照，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非常嚴謹仔
細。為了保證典禮的規範隆重，我們還提前
接受綵排，充分了解如何走位、如何接受主
席授予榮譽大學院士，如何鞠躬致謝，直到
所有流程能精準銜接、一氣呵成。這種嚴謹
重視充分體現了這份榮譽的崇高無價。
獲得這份榮譽，我非常高興，首先當然是對

我藝術奉獻社會，關愛青年孩子的認可。這也
是我公公魯平生前對我的影響和支持，巧的
是，1998年，香港浸會大學也曾頒授榮譽法
學博士給他。時隔24年，我也在浸會獲得榮
譽，相信他在天之靈也會感到欣慰和高興。

我很榮幸，在當天頒授典禮上，還代表3
位獲得者做了感謝致辭。我說，適逢香港今
年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里程碑，在高光時
刻裏獲此殊榮，讓我們倍感榮幸。我很感
恩，香港給了我很多，打開了我的眼界。我
創辦香港弦樂團，積極為本地青年藝術家創
造舞台和機遇，用音樂傳遞愛的能量給基層
孩子，這些夢想的實現，都是香港給了我各
種歷練和膽量。
近年來，國家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支持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見證着這一
切，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潮平兩岸闊」。
香港的青少年即將迎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
機遇，只要有夢想的人，就能在香港融合、創
新、實現夢想，這就是這個城市的魅力。
我經常鼓勵我的學生、樂團的樂手，做一
個合格的音樂家不是只顧技藝，更重要的
是，懂得如何思考更遠大的夢想，通過一己
之長，為社會作貢獻。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衞炳江教授的致辭，也

談到了這個理念。他說，榮譽大學院士「獲
得的稱譽並不單是基於個人成功，也源於他
們致力與別人分享成就。他們影響着社會下
一代，幫助他人實現夢想，並通過教育和慈
善為社會帶來希望。他們創造機會，建立平
台，助人展翅高飛，為大家樹立了優良的榜
樣。正如著名運動員雷．倫納德（Ray Leon-
ard）所說：「成功的意義除了是實現夢想以
助己，也在於實現夢想以助人。」
這份榮譽確實不簡單，既肯定了過去，又

影響着未來，「影響着社會下一代」，獲得
這份榮譽對我而言更是一種鞭策，衷心希望
未來助力更多的年輕朋友實現夢想。

榮譽院士的榮譽

港姐選舉原來50
屆 了，半世紀的
事！好多人已經對

這選舉沒有興趣，老觀眾說愈做
愈差，年輕觀眾根本不會看。而
我今年是很安定地坐在電視機前
看着整個過程。其間當有不少感
覺，畢竟我陪着這個選美慢慢成
熟、成長！看着她們一個一個經
歷着人生種種，太多太多的事在
其中。
因為這許多年，跟不少港姐仍
然有聯繫，其中包括大家可能已
經不記得的第一屆港姐冠軍孫泳
恩（Elaine） 。其實她獲選的那一
年，我還未正式入行，和她交往
是在她開始在電視台做節目的時
候，那時候她做綜藝節目，被當
時的監製陳家蓀熱烈追求，之後
更加給他娶為妻。那時候大家都
年輕，相信感情也不是太穩固，
沒幾年她便離婚了。之後她與練
馬師交往，那時候我們反而來往
甚密，我常到她和練馬師住的宿
舍，直至他們離港赴美，我們的
情誼也隨之而暫時結束。和她再
相逢是因為時裝設計師鄧達智的
邀約，我們便在毫無徵兆之下重
逢。
那次之後我們再次聯繫起來，
也多次在不同地方相聚，移居美
國的她在那邊做地產經紀，近年
又愛上了中國市場，我再見她的
時候，我已經在內地買了房子，
準備再買多幾間作為儲備。
另外一位至今仍然漂亮精緻的
是趙雅芝，最近才看到她在內地

電視劇亮相，這位被內地觀眾稱
為「不老真女神」，她同樣是參
選第一屆港姐選舉得第4名，但她
脫俗優雅的氣質被電視台監製看
中，選舉完之後即參加劇集演
出，這便開展了她電視劇的演出
生涯，且當上女一拍了很多經典
劇集。1985年她離開電視台，我
們在這個時候因為彼此身邊的朋
友，開始有較多的接觸，每隔一
段時間便飯聚。再之後她的兒子
黃愷傑回港加入演藝界，見面的
機會更多。離開無綫的她憑過往
的《白蛇傳》一劇獲內地觀眾歡
迎，最近港台播放的內地劇《上
陽賦》仍然以很吃重的角色很高
雅的造型亮相。
才說了第一屆港姐，還有 49

屆，說不完啦！不過這些經歷和
回憶，還是喜歡和朋友分享的！

港姐們

時隔8日，世界範圍內的第二場
國葬，在日本東京舉行。顯而易
見，與舉國為女王悲傷、通宵達旦

排隊瞻仰女王靈柩的英倫國葬相比，日本國內
的反對聲浪，更為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葬禮
前，上萬名日本民眾走上東京街頭遊行示威，
表達反對為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國葬的訴求，
更有一名男子，在首相岸田文雄辦公室附近自
焚。施救人員在現場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
「我個人堅決反對安倍國葬禮」。日本共同社針
對國葬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持「反對」和「傾
向於反對」的受訪者合計佔到60.8%，岸田文雄
政府的支持率隨之大幅下挫，甚至創下了岸田上
任後的新低。
即便如此，已是騎虎難下的岸田政府，仍堅
持將這一場國葬進行到底，並給出了4點理由：
安倍是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任內創下了
許多政績；各國都發來唁電致哀；安倍是遇刺
而亡。
且不論出席這場國葬的外國政要，是否真能

如岸田所期望的那樣，增加日本在國際政壇上

的存在感。僅就作為日本前首相，安倍的政績，
是否配得起這場風光大葬，恐怕尚未蓋棺，已早
有定論。
今年初，在日本引發高討論度的熱播劇《新聞

記者》，就取材於安倍治下影響力最大的醜聞
「森友學園事件」。一塊市價十幾億日圓的國有
土地，被以十分之一的價格，賤賣給了森友學
園。記者調查後發現，這間學校與時任首相的安
倍及其夫人之間存在關聯。隨着事件推進，日本
國稅廳長官佐川宣壽辭職，緊接着近畿財務局負
責該項目的一位職員自殺……當愈來愈多利益相
關人士捲入事件時，作為首相，安倍除了對公眾
表示致歉外，居然全身而退。該案至今仍尚未最
終解決，多項訴訟還在進行之中。緊接着，一場
邀請安倍自家選區選民參加，卻由日本政府公款
埋單的「賞櫻會」，引發巨大輿論爭議，儘管安
倍極力撇清違法嫌疑，他的聲望卻再度遭遇重
挫。在安倍任內，類似公共資源私相授受的弊
案，一直未有停息。
除此之外，安倍不遺餘力推動重新解釋日本和

平憲法，擴大自衛隊海外軍事活動等一系列無視

公眾和反對黨聲音的舉動，不僅讓國內民眾憂心
戰火再次被燃起的可能，包括中韓在內的一眾鄰
國，也對安倍政府蠢蠢欲動的行為表達了反對。
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鐵蹄，給周邊多個國家和
人民造成的嚴重創傷，迄今未能完全癒合，日本
本土國民也飽嘗戰爭帶來的惡果。這也是安倍被
外界詬病的重要原因。
國葬的意義，本是給予為國家作出卓越貢獻人

士身後無上的哀榮，並藉此凝聚人心團結國民。
安倍國葬還未開始，已經遭遇了過半民意的反
對，葬禮進行中，場外聚集的反對人士和網絡上
的不滿之聲，此伏彼起。曾與安倍談笑風生的
G7國家元首，除了這場葬禮的主理人岸田文
雄，一個也沒有出現。
命運就是這麼極具諷刺意味。安倍執政生涯中

被指責最多的弊案，便是利用公眾資源為友軍牟
利。在他身後，舉辦所費不貲的公款葬禮，仍是
為給友軍精心打造一場外交騷場。作為看客，我
們只能說，錯誤抬高一位政客的身價，浪費的可
能不止是一些公帑，也會大幅度拉低普羅大眾對
「國葬」這個詞語內涵的情感期待。

安倍的葬禮

在我國石油天然氣普查勘探領域屢
建功勳的地質學家朱夏，幼承家學，
從十餘歲即開始詩詞寫作，著有《朱
夏詩詞選集》。前幾日翻看這本書，
我無意讀到朱夏《失夏》詩一首：
「錚錚脊骨何嘗斷，小小頭顱幸尚

留。從此金陵無酷暑，送春歸後便迎秋。」
朱夏創作這首幽默詩的緣由是：1981年，南
京《新華日報》刊載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
單，排版時將朱夏的姓名誤植為「失
夏」；朱夏讀到報紙，見自己的「朱」姓被
搞斷了脊骨，不怒不惱，竟有所悟，欣然作
了此詩。朱夏處事境界悠然如是，可知其人
意境之深也。
我認識的漢語教授鍾先生，曾講過一個笑
話：一位初學漢語的外國留學生，剛聽他講
了意境在古詩詞的美妙之用，竟頗為激動，
「哦，老師講古詩詞中意境，指審美的深
度，或心靈時空的存在與運動，與哲學相關
聯。進入意境，要結合意象和情境去領
悟。」這位留學生有些小興奮，問身邊另一
留學生：「你認識這兩個漢字嗎？看這兩個
漢字的字形，我好像突然增加了審美深度。
因心靈時空的存在與運動，讓身為個體的
我——彷彿置身於月亮旁邊，感受着皎潔的
月光。天涯共此時，起舞弄清影，真的好有
意境啊！這是一個有哲學意味的詞語。」
另一留學生端詳了半晌，喃喃地說：「依

我看，不是你說的那樣子，應是光着膀子看
月亮。可這……又傳達了什麼意境啊？杜甫
寫給妻子的詩《月夜》中，雖有『清輝玉臂
寒』的句子，但也不能光着膀子看啊？中國
人講究含蓄，光膀子不但沒意境，而且煞風
景。咱們還是查一查吧。啊……這竟是『膀
胱』二字……望文生義了！」兩留學生張大
嘴巴，拍着腦袋。
我聽後，哈哈大笑起來。古詩裏的意境，
被醫用漢字「膀胱」打敗了。鍾先生擺擺
手，回過話頭兒說：「不過，這兩個外國留
學生真的挺可愛。能以聯想和想像的視角，
解析奇妙的漢字，實屬難能可貴。他們是想
找出『見於字外』的虛境；雖生硬，但有點

兒意思。謝朓『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這句詩中就隱含有癡情凝眺之人的虛
境，實景之外沒有直寫虛境。這意境的構
建，便是鮮活之境。」
我聽了鍾教授的講解，若有所悟。想起原
來住的小區樓下，一對租住在這兒的外地夫
妻，正唇槍舌劍地吵架，因說的是方言，大
家聽不懂。但是，仍有不少人圍觀。那男的
不耐煩地吼着：「你們看什麼呀，聽得懂
嗎？」突然，4樓那個愛看書的張哥怯怯地說
了句：「我們就是看個意境。」當我把這故
事轉述給鍾先生，鍾先生拍手道：「這位張
哥『意境』一詞用絕了！他話裏有虛境，模
糊而抽象。不說熱鬧，不說譏諷，不說情
調，也不說猜詞，更不說看樂子；這『意
境』說出來，含蓄有味，那麼多的氛圍又都
囊括了。這位張哥說話拿捏得好啊，吵架夫
妻聽後，怎麼也感覺不到刺耳……」
意境，有時真的不要多說。用心體會，就
行了。體會，就是置身在那情境裏，用心去
悟，去相會什麼。記得有年冬天，我住在雲
南大理的一家古民宅裏，想哪一天親眼看看
大理最有名的景觀——風花雪月。那天晚
上，本來月亮好好地掛在院子東邊的樹梢，
我泡上一杯陳年普洱，在院子正房讀着民宅
裏的一卷線裝書。因天氣冷，我手捧一個老
式暖爐。在院子偏房裏住着一位紳士模樣的
英國男人，老外坐在壁爐邊，沖一杯咖啡，
看一本自帶的小說讀本。臨近晚9時許，忽
然狂風怒吼，雲遮銀盤。蒼山之雪似乎要把
遮月之雲驅散似的，雪借風勢，風令雪散。
「呼呼呼」、「沙沙沙」，攪得院中古樹枝
頭的積雪紛紛揚揚而下，天上雲月之爭還在
上演。我和那個英國人早心有靈犀地跑到院
中，默默觀賞這一美景，什麼也不說。狂風
過後，我們相互合掌，又各自回到自己屋
裏，看自己的書。這便是一種無須語言溝通
的意境之美吧。
意境是開悟的道場，人與境會，意境方

能駛達。欲使心中安和、美好，必須有超
越時空的守定自我的精神。有深遠之心，
圓厚光明，才能立定自我，才能使神明呈

現，進入真我之境。一位朋友在詩歌《一
朵花的意境》中寫道：「在春夏之交，總
有些意境/闖入我的紅燈區/我不斷地把它
們趕走/我不是不愛這些意境/其實它們長
得很帥/正符合我的擇偶標準/不過，我在
漲水期/就已組建了對偶家庭/門外站着一
棵很硬的樹/一些意境儘管帶着花香而來/
可是還不足以/讓一顆紅透的櫻桃/一夜間
變成玫瑰的笑容。」
朋友的這首詩，以一朵花設喻，立定身

心，以正搏邪，意味深長。在有限的文字中
暗示寧靜以致遠、拒絕誘惑才會豁達的深
意，亦通過片段情境的迷離警醒整個人生，
就是「思緒使意象疊合，又漸次推開；心所
思處，存言外之意」。面對一座山，李白說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辛棄疾說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陶淵明說「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
同情境的山，因不同詩人的心之所思——呈
現不同的「意境」。
我總記得這樣的意境：父親站在老家的田
埂上，那沉默的身影，如同他堅守了數十年
的那片土地。他彎腰抓起一把田野裏的土，
指縫裏有與土壤親近的記憶。秋光靜靜地灑
下來，照在父親身上，把他的眼眸照得光芒
四射。我和父親一同坐在田野邊，一句話也
不說，耳邊只有低低的蟲鳴。「土地是農民
的根啊！」父親的話依稀在耳邊，像故鄉村
東小河的影子忽隱忽現……意境，與過往情
懷、經歷心悟相關，更與環境及其範圍相
連。大而抽象的意境，是一種氛圍，需體
悟，一時怎麼也說不太清。
「呼呼呼」，田野起風了。風掠過防護

林的林梢，卻沒有搖撼到父親眼裏對這片
土地的赤誠。每一棵稻苗都知道，勞作主
人的心靈溫度，因為這種溫度投注到了每
一顆籽粒上。灌漿的嫩液，已在它們枝頭
脹滿，就像父親身體裏——湧動着對土地
的樸素感情一樣。雖看不見摸不着，但卻
層層縷縷浸潤在我的心裏。對土地無以復
加的遐想，因神思天外，那種境界，又深
又遠地擴展開去……

神思天外說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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