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作上的特異功能

防脫髮良方
朋友分享防脫
髮良方。我不妨
把朋友的說法做

以下整理。
首先，談談大家較少留意的
輻射及電磁波，要留意長期坐
或睡的地方，頭部附近有沒有
電掣、拖板等，或者大型電
器。雖然說不是很強（我們買
了電磁波監察機，家裏真的有
很多地方都有強度的電磁
波），若長時間在附近，尤其
睡覺時，都會有直接影響。
另外，當然可從中醫腎氣的
角度看，朋友突然說有白髮及
脫髮問題湧現，結果不斷練腎
功（可以搜尋一下簡單氣功、
拍打等等，主補腎的那些動
作），也貼薑帖在腎俞，他說
好了一點，也可以到中醫調理
一下。有趣的是有一次太太覺
得脫髮增多，去看中醫，中醫
竟然說是頸骨問題，整骨後不
開藥便着她離開，果真脫髮有
不同原因呢！於是她自己多做
頸部伸展，有空就拍打及按摩

頭部，真的有所改善。這是成
本最低的改善方法。
補腎也可以食療輔助，成藥

之中也有不少針對脫髮問題的
「補腎丸」，不知大家有沒有
試過？最簡單的就是吃黑色食
物，如黑芝麻、首烏等。嫌麻
煩的話可以找補充劑，最好是
來自整全食物，中藥丸也可
以。不過劑量一般不要太多，
瓶上說的減半便可以了。另外
補血氣的藥也可以趁秋冬多
服，例如紅棗、黨參等。
最後，就是洗髮護髮用品。

大家都知道洗髮劑有很多化學
添加成分，也與其液體狀有關
（一定要用溶劑），所以其實
最安全是用純梳打粉，再用蘋
果醋做護髮。如覺得太乾的
話，可以用洗髮皂，久不久用
椰子油加薰衣草或迷迭香精油
作滋潤。若還是不習慣，要用
洗髮水的話，必選沒有香精和
防腐劑的。有朋友說中藥和薑
的洗髮水最好，也比外國的便
宜，大家不妨參考一下。

殘雪在創作的
道路上，一直探
索前人罕至的深
層意識的世界。

她自稱：「迄今為止我所
做的工作，就是將人心裏面
那些深而又深的處所的風景
描繪給人看。那是一個我們
國人不太熟悉的領域，對它
的開掘既需要堅強的理性又
需要非理性的創造力。」
殘雪的所謂非理性創造
力，就是「特異功能」。因此
她稱：「從我決定寫作的那一
天起，我就發覺自己具有這種
老天賦予的特異功能，那是一
種有點神秘的能力，既讓筆比
自己先走，但又不是亂寫，而
是一種有條不紊的玄想，一種
用強力排除世俗向虛無的突
進。黑暗的王國是密不透
風，令人窒息的場所，人在
世俗中生出熱的血、沸騰的
力，為的是深入那種場所去
探險，去體驗那種可怕的自
由與解放。」
她一直在尋找深層意識的
「黑色世界」：
「……多少年來，一些藝
術家的共同努力早已證明深
層意識的大海是一個無邊無
際的黑色世界，這個世界有
其他與現實形成對稱的自身
的規律，但人決不能憑理性
把握它的規律，在那裏頭輾
轉的藝術工作者只會獲得
『尋找就是找到』這樣一種
微妙體驗。」
殘雪又說：「本質的東
西，我們所有的慾望，所有
的那種對美的嚮往，就是大
自然本身的屬性。它通過人

來體現它們。大自然要展示
自己，就將信號傳遞給人，
人的義務是實現自然的慾望
和理想，它們就是我們自己
的慾望和理想，因為人是自
然的代表。」
為了說明她在創作上的突

破和創新，殘雪不厭其詳地
解釋道：「世界上還有另外
一種思路，這種思路是我通
過多年的創造，多年的摸
索，把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結
合起來，不管是西方的，外
國的，還是俄羅斯，這些文化
結合起來，產生了一種新的
這種境界。」
殘雪在另外一面是很現實

的，主張每一個人都要勞動，
不管你以什麼方式，反正每一
個人都要勞動，真誠地勞動，
要對得住自我。
殘雪是身體力行的，她很勤

奮，不光寫小說，還在寫哲學
的書。
關於她的哲學著作，採取

的是細水長流，她自稱：「每
天寫一段，每天寫一段，然後
主要的精力都在寫哲學，這種
哲學書反正要交稿，哲學已
經寫了四五十萬字了，要寫
60 多 萬 字 ， 很 厚 的 一 本
書。」
這就是殘雪，在現實生活

中，她是入世的，在創作中是
出世的，她總是在追求一種深
邃無邊的境界，套她的話，是
「西方文化的那種進取精神，
和中國文化的這種博大而深刻
的物質功能相結合。」
那才是殘雪小說的世界和

哲思的世界。
（殘雪與「花蹤」，之九）

用以書寫或回覆信息所用的「表情包」，有人指部分
已過時了，應該要修改一下，需與時並進喎！更有小撮
的年輕人認為豎起拇指以示稱讚的表情符號有點「不禮
貌」之意，不夠誠意……

然而老一輩的大多數看法卻不同，他們覺得讚好的表情包，或者是
「畀心心」同是示意已閱讀了對方發送過來的信息的一種輕鬆快捷回
覆的方法，沿用多時。雖云現世代萬物不斷進步，可是這些表情符號
較為簡潔，適合不同年齡組別者使用，若只用文字表達，字多令人打
字打到手指痛，且有時文字亦予人一份冰冷感，還是用表情符號更直
接和有溫度。
有朋友勸我們息怒，不要為這等小事而勞氣，但我不認為這只是

「小打小鬧」言行，其實就是有人借着芝麻綠豆的小事在興風作浪帶
風向，大做文章，除非大家對此不予以理會，將它「冷處理」，讓那
些別具用心的人「動彈不得」。大家不是親身經歷了過去兩年多來的
情況嗎？他們總是一副「以他說了算」的嘴臉，他們要你行西，你不
可以不遵從；他們要顛倒是非的黑白，大家更不可說他們「錯了」！
總之，指鹿為馬也好，都要說他們是對的。這次不過是表情符號，就
說到引起爭論，這有什麼好爭論的。對老一輩的人來說，幾時都要簡
單易用即可，Out就Out唄！有人的悲歡喜樂會因一人而起，「如親
情、愛情、友情」，何來自由可言！？反而用自己喜愛的方式活着，
有各自的自由自在，乾乾淨淨做自己不好嗎！茫茫大海很多人不過是
最普通的人，細節最見人心，而且「人敗皆因狂」是這道理吧！
老人家指表情符號的議題實是無病呻吟之舉，不斷地被上綱上線，

弄得大家的生活不得安寧。真的好討厭好討厭談論這些所謂社會民生
等問題，歪理套路自然為人所唾棄：「有年輕的曾抱怨問：為什麼我
們就一定要養他們（父母）到老？這『球』應該踢回去叫他們去問自
己的父母就會有答案啦！不然，應該堅定地義正嚴辭對他們說：『這
是為人子女者應要盡的義務！放諸任何種族，那句父母養你你養他們
到老，走遍千里也是此道理。如果這樣都要問，是否可以說現世代的
年輕人智力是有問題呢？尤其是那些後生的經常說要人明瞭理解他們
的需求，假若那些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不用你說自然會有人支持，任
何強詞奪理之事，都是人心不可取的。」
很多事情儘管有着個人的觀點角度，但並不代表立場就非要有着顏

色染料，所以是個人腦袋的智慧問題吧！

人敗皆因「狂」
這周我又回到內地，準

備開始我小提琴獨奏音樂
會內地巡演的第二階段演
出，特此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5周年。今年7月的首輪巡演我已經
到訪廣州、長沙和蘇州，未來11月至
12月，我還將在深圳、南京、福州、北
京等10個城市，進行第二輪的巡演。
此次音樂會我也代表香港弦樂團，是今
年唯一一個在內地舉辦巡演的香港藝術
團體。
我很重視這次巡演的機會，在我看

來，通過到訪當地，和觀眾面對面的交
流，才能真正用音樂傳遞我的人生感
悟、香港精神和中國文化，這也是最能
打動人的心語。我創辦香港弦樂團，始
終也把巡演當成樂團青年音樂家走進觀
眾、交流融合、提升境界的方式。弦樂
團曾經率先進入大灣區巡演，也是第一
個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演出的香港
藝術團體。
音樂家往往用音樂傳達心語，而心語

指的就是發自內心的人生閱歷的感慨，
也帶有啟發思想、震撼靈魂的力量。因
此在我看來，心語天生就不是個人的孤
芳自賞，而是應該在交流探索中提煉昇
華、傳遞共鳴。只有通過開放交流，互
學思考，增智啟慧，才能不斷增強心語
的文明力量，才能不斷讓更多的朋友實
踐、認同心語的價值。
這個道理對於中國的發展和文化軟實

力建設同樣如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在二十大閉幕後見中外記者時強調，
「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也需

要中國」，「中國開放的大門只會越來
越大」，「以自身發展為世界創造更多
機遇」。中國文化、中國精神、中國道
路就是中國傳遞給世界的心語，而這些
心語是經過開放與世界聯通和交流，不
斷與時俱進，得到普遍認同，貢獻世界
的智慧和財富。
如何傳遞好中國的心語，實際上就是

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如何講好中國故
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最近中宣部部長
李書磊發表的《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精神力量》一文，具體提出了未
來國家文化發展的政策思路。他提到
「推動構建人類文明命運共同體必然要
求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中國
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從深
層來說淵源於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借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結合中國國情
發展起來的先進文化，體現了中華文化
自信開放包容的鮮明特質。」
他還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

力」，「促使世界讀懂中國、讀懂中國
人民、讀懂中國共產黨、讀懂中華民
族」。這點我深有感觸，應該通過深化
文明交流互鑒的方式，用他人聽得懂、
想得明、覺得讚的方式，不斷提升我們
國家的國際話語權，推動中華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也讓全球更多的朋友真正讀
懂我們，共同合作發展。
如果說一個人的心語會讓人「心有靈

犀一點通」，那代表國家心語的軟實力
才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
開」，為世界帶來文明的繁盛和人類的
進步！

心語

很多人都知道
親情比什麼都重
要，而且是第一

重要。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就是建立在親情上。
但在我的周圍，親身感受到

一些令我難以想像的「親
情」。阿姨長得漂亮秀麗，嫁
給政府中的中級人員，生活環
境不錯，生下三個孩子，兩男
一女。孩子得到很好的教育，
長大後各有一份好工作，是老
百姓都想有的安樂生活。之後
丈夫去世，老二兒子和老三女
兒各有獨立生活，願意留在家
中只有老大。老大卻是阿姨最
不喜歡的，甚至早早把遺囑寫
好，把家當都給予老二、老
三。難得的是老大居然仍照顧
母親。阿姨本來身體健康不
錯，卻因為一次不慎在樓梯跌
倒，從此健康一直下滑。並不
討她歡心的老大，沒有女朋友
當然也沒有結婚，因為有份好
工，經濟完全掂當，為照顧母
親，特別請了一女傭一特護，
加上他三人照顧，漸漸變得體
弱且認知每況愈下的母親，不
知道她的老大是如何可以如此
地照顧自己，不是親情大概也
想不到是什麼了！

這樣阿姨最後的日子，她
的喪禮仍然是老大一手包
辦，老二因疫情（一個很好
的藉口）未能回來，老三像
親友般只在當天到場。我一
直在他們一家左右，這幾十
年就這樣慢慢地過去了，在
老大心中親情仍然沒有淡下
來，母親的任何日子他都記
得，他的腦海中浮現的永遠
是母親的種種！
另一個在我身邊的例子，是

一對父女，父親乃知名成功人
士，為人善良幽默，學問淵博
哲理甚多，人緣甚佳！妻子年
前病逝，有一子一女，兒子少
年時已經出國留學且在外國建
立家庭，令既愛他又恨他的父
親一直耿耿於懷，因為父親很
矛盾又很傳統，只恨當年沒有
把兒子召回來。也是因此對女
兒嚴厲要求，在外國完成學業
即回來，且不得嫁給外國人。
女兒孝順，有外國人追求便拒
絕，然而她本身卻很欣賞外
國男士，如是者蹉跎至今，
留在父親身邊做保姆，過着
每日和高級知識分子的父親
口舌不饒人的日子！她能夠
如此忍受，相信也是那兩個
字——親情！

親情

青春逼人的時候，要去做一件事
情，全憑衝動和好勝的心氣。比如，
曾和幾個同學臨時起意，騎行200公

里，去隔壁的海濱城市看看大海。當日早起，一幫
人躺在各自床上，展開了海闊天空的臥談會。聊得
起勁，一拍即合決定去吹吹海風。說走就走，溜下
床胡亂吃了點東西，便一人一部單車，吹着口哨哼
着歌，出了學校。
到底是男生，臨出門了還不忘在書包裏塞一本國

道地圖冊。一路上，腳底生風，嬉笑競逐間，都憋
着勁爭搶騎行領頭的位置，從下午一點的艷陽高
照，騎到暮色四合鴉雀歸家，竟也不覺得累。直到
天色全然暗淡下來，路過一個小鎮，才停下來找店
覓食投宿。一群人圍坐燈下，翻看地圖冊，才知道
已騎行了70多公里。第二日天剛亮，又拖着酸脹的
腿再次上路。年輕的精力，恍若不竭的泉，拂過了
晨曦微微的風，又遭遇了午後不期而至的大暴雨，
個個從頭到腳濕到透，還滿心歡喜慶幸看到了雨後
天邊的虹。一直騎到夜裏7點多，終於任由車子東
倒西歪在礁石上，一行人橫七豎八直接把各自瀰漫
着濃郁荷爾蒙的身體，撂倒在了濕漉漉的沙灘上。
眼前潮水翻滾，耳邊浪拍灘塗，任由鹹鬱的海

風，在鼻腔裏肆意迴游，除了幕天席地享受疲憊之
後兌現的青春起意，沒有一個人開口說一句話。時
間彷彿流淌了一個世紀之久，才在彼此作響不絕的
飢腸轆轆聲中，大笑着跨上車子，在星星點點的燈
火處覓食投宿。
來到香港後，最歡喜的莫過於常常可以從堅尼地

城海旁道，沿着維港，穿過中山公園、港澳碼頭、
添馬公園、金紫荊廣場、灣仔碼頭，一口氣跑到維
園。海上船隻穿梭，路上行人匆匆，耳邊風掠髮
飛，心無掛礙的快意酣暢淋漓。或者從卑路乍街出
發，沿着域多利道、經摩星嶺、沙灣徑、大口環、
鋼線灣，一路跑步到瀑布灣。沿途樹影婆娑，海藍
雲淡，一派海島風光，旖旎如畫。也會一時興起，
簡裝出發，從小西灣徒步，經龍躍徑、歌連臣角
道，攀砵甸乍山，到大浪灣，再經石澳到鶴咀，所
行之處，曲徑蜿蜒，穿林打葉。抬望眼，山海間雲
蒸霞蔚，若不是市區方向一帶隱隱可見的樓宇叢林
提醒，幾乎以為傳說中仙人隱居的世外風光，也不
外乎如眼前所見。
這樣分段計算下來，這幾年大致上也算是憑一雙

腳，環港島丈量了不止一個圈。不過，時常還是會
抑制不住地暢想，倘若能繞着港島，修繕一條完整

的環島觀海徒步道，必定能激起無數人，征服一日
徒步環島一圈的雄心。而由此溢出的效應，也遠不
止是造福愛好戶外運動的香港人了。環港島海岸線
上的壯美風景，隨手一拍，就能在社交媒體上收穫
成百上千點讚帶來的生產力，想必也會深遠影響香
港旅遊體育乃至潮流文化生態。
湊巧的是，不久前特首發布的就任後首份《施政

報告》，明確提出要在港島區建造60公里「活力環
島長廊」，以連接港島北及南區的海濱及郊野步行
徑，且計劃5年內駁通其中的九成長廊。特區政府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最近發表的《局長隨筆》中亦提
及，環島長廊中有20公里需要新建造或作改善。
看來，一日完成徒步環港島的暢想，從藍圖走到

生活裏，已是
踮起腳就可以
等到的歡樂
了。如此甚
好。

一日徒步環港島

徐庭瑞是我的學生，上七年級。那天
做值日，他正為兩個鬧彆扭的同學勸
和，說：「你們別都講自己的理了，再
進一步，還是吵吵嚷嚷；要是讓一步，
就海闊天空。」當時，我還想決斷兩個
鬧彆扭的同學誰說得對呢，聽了徐庭瑞

的話，心裏挺佩服他。這麼大的人兒，不偏不
倚，以退為進，說得挺在理兒。
徐庭瑞把兩個鬧彆扭的同學的書本從地上撿

起來，說：「要爭得誰對誰錯，就好了？書本
沒有錯，為啥受侮辱，我這兒看不公了……」
兩個鬧彆扭的同學聽後，都笑了：「徐庭瑞，
有你這句話，我們服氣，謝謝你。因為你能彎
腰，替我們撿書本，還這樣說理，我們決定不
吵了。」徐庭瑞將兩個鬧彆扭的同學——拖回
到和解的亮光裏，原因是把自己放得很低。身
為老師，我感到這個孩子，擁有像大人一樣的
胸懷，具有調和矛盾的非凡才能。
有一次，我這個數學老師，以班主任身份給
同學們留了一個從書本或網上尋找有關胸懷的
名人軼事的語文作業，特別強調用紅筆寫上幾
句德育方面的感悟。很多同學寫了廉頗藺相如
的故事，但徐庭瑞沒寫內地的名人，卻記下這
樣一個片段：1970年，那個冬天的早晨。德國
總理維利．勃蘭特，表情凝重地向猶太人死難
者紀念碑獻上花圈。突然，他以總理的身份下
跪，真的跪下去了，嘴裏不斷發出祈禱：「上
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徐
庭瑞還用紅筆寫下自己的感悟：有良知的德國
總理維利．勃蘭特，為納粹罪行贖罪。他領受
了罪責，德國卻因此擁有了大胸懷。我驚嘆，
寫了一個大大的「優」，後面是3個驚嘆號。
庭瑞同學的胸懷是這樣的：欣然接受現實生
活中的矛盾，低姿態，不對抗，從中獲得開闊
的視野與心胸。一個人真的去接受矛盾，說起
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心胸一定要足夠開闊，
還要有方法。有一次，我向徐庭瑞請教：「上
次，兩位同學因為打掃衞生打了起來，扔了書
本，你為什麼要替他們撿書本？」徐庭瑞笑着
說：「老師，這種架最不好勸了。他們當時情

緒像高山聳起，我只能像溪流匍匐在他們腳
下。因為我是他們的好朋友，不能當評委——
看誰講得有理。講理，講上半天也說不清。只
能犧牲我一個，來轉移情緒了。」
太聰明了，我真嘆服了！有一天，下午體育
活動時間，一幫男同學在籃球場上打籃球比
賽。林彰與何喜同學因犯規問題爭執不下，林
彰用籃球從背後狠狠地砸了何喜同學。同學們
一看「戰事」馬上要升級，就第一時間報告了
我。我把林彰與何喜同學請到辦公室。看着他
倆義憤填膺的模樣，我想起徐庭瑞的「溪流匍
匐法」。我心裏打定了主意——今天的「溪流
法」就是「匍匐」在案頭。我帶着歉意說：
「對不起，林彰、何喜同學，我現在要給教務
處寫東西，你們倆等我一會兒好嗎？」林彰與
何喜同學背過頭去，繼續較勁。
時間過去了半個多小時，他倆怒氣漸消，催
我快點兒解決他們的事情。「實在對不起，老
師要寫好幾頁紙呢，教務處着急要。你們的事
情又很複雜，三兩句話說不清，還是再等等
吧，等我忙完了啊！」
又過了半小時，何喜說：「老師，我們自己

和解吧。我們都有錯了，不該和仇人似的，誰
也不讓誰。」林彰馬上附和道：「老師，我向
何喜同學道歉，對不起！」我趕緊說：「林
彰、何喜同學，你們都是好孩子。先拉拉手，
這麼大的矛盾自己解決了，真長大了！想一
想，你們該怎樣避免類似的矛盾再次發生，矛
盾發生時怎樣運用幽默化解，想好明天告訴
我。」看着他倆有說有笑地走了，我心說——
徐庭瑞同學的「匍匐法」絕了。
有一位作家說，一個人像爬山虎一樣全身心

匍匐下去，很難得；一個人像爬山虎般怎樣
用植物吸盤釘牢牆面，就要試探着來。遇到
徐庭瑞同學處理矛盾的現場，我恍若在湖邊
長椅上，看到一段臉色和藹、腰身謙恭的優雅
曼舞。
那天上午第四節課，我正在教室講解運用不

等式與不等式組知識點的解題技巧。因課堂氣
氛不活躍，我突發奇想——請徐庭瑞同學上台

講一段。我坐在他的座位上，請「徐老師」多
向我這位「同學」提問。我還說：「我坐下
來，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我會以學生身份認
真回答問題。如果徐老師不提問我，就是不給
我面子！」同學們聽後非常高興，學習興趣變
足了。
每當「徐老師」提問時，很多同學都舉手，
並悄悄回頭看我，我這個「學生」舉手相當積
極。「徐老師」非常配合，把自己搞不懂的一
些問題拋給我，並且說：「我這個『老師』備
課做得不好，請具有數學天才稱號的扶雲同學
發表高見吧！」同學們被幽默的「徐老師」身
上所具有的課堂把控力逗笑了。沒想到，過了
一會兒，「徐老師」又問：「哪些同學對這道
題還是不太明白，請舉手！」我高高地舉着
手，跟我一起舉手的還有兩位同學。於是「徐
老師」用自己的方法把這道題又講解了一遍，
講完後那兩位同學連連表示「全懂了」，我
說︰「徐老師水平真高。」
下課後，同學們非常高興，原來徐同學能變
成「徐老師」。我說：「以後還會有『王老
師』、『馬老師』等等上台，讓大家都變成小
老師！」「這樣上課，太有意思了，能不能以
後經常這樣上？」我說：「為給同學上課，
『徐老師』既當學生又當老師，控場能力非常
強，大家鼓掌！」陶行知先生說過：「老師必
須學會變成孩子，才能成為孩子的先生，這樣
才會有驚人的奇跡出現。師生成為朋友，學校
成為樂園，學習就會變成趣事，老師也便成為
了真正的先生。」當老師「變成」學生、當學
生「變成」老師後，課堂上不僅是知識的相互
教授，更是心靈的相互給予。這樣，包容、理
解和促進，就產生了。
心靈由心靈去喚醒，精神由精神去陶冶。巧
妙處理矛盾與換位課堂教學，有友情之思、知
識之法、人格之魅。我的學生是我「老師」，
讓我站在一個低的位置上審視自己，更加充分
地激發、利用和演化同學們內部存在的教育力
量，完美地展現教育智慧，深刻地詮釋自己的
教育理想，真正實現師生一體化發展。

我的學生是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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