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挑大任

父母的腰酸背痛
未到五十，相信
很多時常抱抱子女
的父母都有肩和腰

痛的問題，病名有很多，但治療
方法不外乎那幾樣。
一、運動治療︰這有點像物理
治療，但比其深入，亦有牽涉肌
肉及內臟的關係。我太太因為餵
人奶時常傾側去某一邊，導致腰
酸背痛，都是運動治療的專家所
指出的。運動治療能指出什麼筋
骨傾側及出了什麼問題，以致令
什麼器官被擠壓着。
二、中醫骨科︰有點像跌打，
中醫會做很多「啪骨」治療。起
初要做頻密一點，因為復位後很
容易會回到原先有問題的位置。
自己亦要多拉筋。中醫很推介太
極，覺得跑步等劇烈活動容易令
人出問題。
三、一般推拿︰多有紓緩作
用，但少有復位效果，不過對全
身循環有正面作用。
四、針灸：這是最快的解痛方
法，急性的傷痛，針灸會最快見

效。但日久的勞損，則要分很多
次。我較傳統，覺得用電輔助的
都不太信任，只有純用針的醫師
才較有信心，這也是我找醫師的
標準。
五、脊醫︰這個我沒有親身試

過，但很多朋友都有。效果似乎
差異性很大，而且相比以上療
法，脊醫較為昂貴。
試了不同療法，最終覺得仍是

要靠自己，醫師就算頂級，也不
能天天幫你，反而有一類治療
師，雖然為你做的不多，但傾向
主動教你要做什麼運動，伸展、
呼吸，若你肯做，反而得益不
少。
另外，自己可以做的還有：艾
灸、貼薑帖、暖敷，這些都要持
之以恒。運動方面，簡單站樁、
腹式呼吸、接地，都可以令身體
較強壯。
無論是什麼勞損和移位，都不

宜做太劇烈運動，最安全的帶氧
運動是游水，不會易傷筋骨。做
任何運動，都要保護好頸椎。

沈從文的《中國
古代服飾研究》一
開始是單打獨鬥
的，上頭沒有配給

任何助手。遠在行伍年代，沈
從文已對書畫及文物深感興
趣，並且在腦海中積累很多這
方面的資料。
1946年、1947年沈從文寫過一
篇展子虔《遊春圖》的文章，大
膽指出這不是隋代的作品，他在
這篇文章裏作了大量詳盡的評論
和考證，才得出這個結論。他指
出：「這可能是唐人的《遊春山
圖》。」此外，他還寫過一些關
於書法的評論文章。
1949年後，沈從文才專心從事
文物方面的工作。他進北京後長
期來對老北京古董店比較留意和
注重。
特別是1949年後，三反五反期

間，那些古董店檢查的文物，有
80萬件之多，沈從文被指派做這
些文物的整理、清點分類工作，
因此，他對文物方面的具體知識
積累得比較多。
此外，他在故宮看了很多博物
館珍藏的歷代名書畫，當時還跟
張珩先生（中國著名書畫鑑定
家）共事過。
當1964年中國文化部部長齊燕

銘向周恩來總理建議讓沈從文編

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上級
才開始考慮給沈從文派助手。
周總理與沈從文是相熟的，當

時決定調8個人給他當助手，包
括有副教授、研究工藝美術的人
員及搞文物的專門人員。
沈從文覺得條件還未成熟，大

搞的時機未到，他自己只不過是
先搞一個試點本而已。沈從文的
意思是待初稿出來後，讓大家看
看好不好，然後再請人來一起
做，比較合適。
這個試點本花幾個月時間就搞

出來了，當時曾經送給周總理和
齊燕銘過目，還有其他一些有關
人士都看過。當時歷史博物館的
美工組有3個人做他的助手，即
陳大章、李之檀、范曾。
但歷史博物館的領導不大重視

沈從文的工作和研究，可能因解
放初期，沈從文曾被人批評過。
人們又沒對沈從文作深入的了
解，在成見之下，對他的工作不
大支持，所以他精神很苦悶。
沈從文原來計劃開展幾項工

作，當時如果條件順利，他可以
出版很多具有學術價值的著作。
他不像別人，要翻查很多資料。
他的文字材料及形象材料就在腦
子裏，隨手拈來就寫，個別稍為
查對一下，基本上就行了。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三）

朋輩在手機裏的群組邀約友人們一
同去日本，這個邀約是在中國內地與澳
門及香港三地還沒有為疫情免隔離通關
之前的事，但一眾朋友卻沒有人答應，

有友人「踢爆」朋輩心思說：「他想得美，自己要去
工作，搵人陪唄！」
友人們不去日本是各有原因，不過現慶幸沒有應允

下來，不然以日本現時「針對式」的防疫措施，弄得
赴日的人「倒瀉籮蟹」不在少數。有人義憤填膺地
說：「他們是在侮辱華人的尊嚴！天下之大，可以去
的地方很多，為什麼要受此閒氣？去旅行是為舒暢身
心，去得如此卑微，早已大煞風景啦！雖然華人被
『針對式』的種種言行已是意料中事，但華人必須有
骨氣地回懟那些卑鄙小人。」
年紀較長的朋輩說：「幾十年來我只去過日本兩

次，一次是陪家人旅遊參加美食團，第二次則是兩位
好友力邀拒絕不了，不過我就全程沒好面色給他們，
可能因為天氣太凍了，凍得我面皮都『僵硬化』，當
時心裏只咆哮着：『這不是貼錢買難受嗎！？』不知道
為什麼我就從沒有喜歡過日本，我幼時祖父祖母輩都
說他們經歷了『日本侵華』那段極可怕的日子，戰爭
奪去了很多很多戰士們的寶貴生命，平民百姓就飽受
家破人亡那種難以筆墨形容的傷痛；祖母還說親眼見
到有日本鬼子在中國人的一鍋白飯裏挖空中間，然後
將糞便加入其中，行為可恥可恨，就算是過去了好多
年，在她心底最深處依然像有一根針，不經意時總會
狠狠扎她一下，悲酸苦澀交織在一起，頃刻間極難
受；聽到這些我心裏有着一股又一股的莫名憤怒情
緒。」
另一位友人表達他的一些感受：「有位鑽研玄學的

朋友指查看過我的『三世書』，說我曾是一位為國捐
軀的軍官，前世事我根本不可能有記憶，只知道自己
今世為中國人，也理解無體會過那種錐心之痛的人，
不要屢勸人家要善良……這話的意思，真是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不去討好心裏沒你的人
2023年新年已經來到，相信

大家最大的心願一定是疫情遠
去，社會復常，健康平安。3年
的疫情給百業民生帶來影響，

但也磨練人之意志、思考信念和勇氣。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3年新年賀詞中指出

「明天的中國，奮鬥創造奇跡。蘇軾有句話：
『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意思是說『向最難
之處攻堅，追求最遠大的目標』。路雖遠，行
則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習主席點出了
幾個人生道理：一是要有遠大的目標；二是不
怕困難，迎難而上；三是腳踏實地，滴水穿
石；四是心懷信念，終將實現夢想。
這些人生哲理一直以來也幫助我不斷進

步。每年我都會為自己寫一個目標計劃，為自
己設定新年奮鬥目標，到了下一年的新年，我
就會回顧和展望，這是我的習慣，即使每完成
一個文化藝術項目，我也會總結和思考，希望
未來能夠改進，更好地實現夢想。儘管實現目
標會遇到各種困難，但值得高興的是，年終時
回望，付出總有回報，我寫的一半以上都能夠
做到。
2022年對我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我深

刻地感受到要靈活調整自己，才能克服困難，
只有奮鬥才能創造奇跡。去年上半年我的工
作基本受到疫情影響停頓下來，我們香港弦樂
團的第一個音樂會6月份才開始。但我慶幸自
己沒有蹉跎歲月，浪費時間，而是乘着這個機
會，努力去練琴，改變自己的拉琴方法，積極
為後續的重要演出儲備實力，做好準備。到了
下半年，工作又突然變得繁忙，卻仍然受到疫
情等不穩定因素的極大影響，但我總是積極面
對、尋找方法，爭取做到最好。為了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5周年，我代表香港弦樂團到內地
巡演，前後3次到內地隔離，分別需要21天、

10天和8天的隔離時間。巡演中，受到疫情
影響，演出也常有調整，但是我仍以平常心
面對變化，因為我明白，想做事情就要克服
困難，就像我每天練琴，每天都需要克服技
術難關一樣。
俗語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要心懷信念

有勇氣，不管遇到什麼挑戰或困難，都可以一
一去克服。回顧2022年，我與團隊在疫情影
響下，仍然能夠在香港、內地完成多場演出，
我又代表弦樂團成為2022年到內地巡演的唯
一一個香港藝術團體，實屬不易，但也感到
由衷的自豪和光榮。很喜歡內地媒體《南方
周末》2023年新年賀詞的標題「總有奮不顧
身的相信，總要堅韌恒久的勇氣」，相信不光
是我和樂團，千千萬萬平凡的人在疫情中都走
過荊棘和歷經考驗，但信念和勇氣總能讓我
們迎接明天的曙光。當然我們也要常懷感恩
之心，今年我女兒和我講，我們要感恩朋友裏
的3個人，我認真思考了，人生道路上有些人
的出現，確實為我雪中送炭，最重要的是讓我
更認識到自己，用更堅定的信念和勇氣去面對
世界。
展望新的一年，2023年是我們香港弦樂團

10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希望樂團能夠更上一
層樓，不論在管理方面，還是在音樂會曲目設
計，或者是和世界級的知名藝術家合作，我都
希望樂團能夠再上新征程，提升新境界。我希
望能夠為香港培養出更多的領航者，讓他們能
夠帶領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把香港真正建設
成一個中外文化藝術國際交流中心。
音樂是生命中流動的旋律，是人世間最美

麗的語言。2023年，我的「姚弦雅音」也將
繼續伴隨您，和大家一起奏響快樂音符，譜寫
幸福樂章，共同用奮鬥創造奇跡。祝福大家新
年快樂！

奮鬥創造奇跡

又是新一年了，
捱挨過了2022年，
且看今年又怎麼

過，還是要捱吧！新冠病毒沒完
沒了，不能掉以輕心，不能不重
視，奇怪的是很多很多人仍然那
麼死硬那麼固執那麼自私，不肯
注射疫苗！置自己和他人安全健
康於腦後！我們只有加強自我保
護意識，且病毒無眼，它就是來
擾亂這個世界，挑戰人類，且看
人類幾時可以完全反擊成功，重
回軌道！
其實這期間，我眼見很多演藝
界朋友，都因為不幸中招而影響
了團隊的演出，像近日便有多位
藝人染疫令演出中斷，包括張敬
軒演唱會、葉振棠演唱會、汪明
荃和陳培甡的粵劇《紫釵記》，
此劇的兩位主角，先是文武生陳
培甡在早前安排的演出期前染
疫，無奈改期到今年1月，到了準
備好1月5、6、7日演出，又輪到
花旦汪明荃中招，且與羅家英都
避不過，《紫釵記》又要延遲到4
月份。而較早前另一位文武生藍
天佑，又因為中招取消沙田大會
堂的演出，而要重新安排台期。
另一個大型的演出《帝女花》
65周年專業版，去年在西九戲曲
中心才演了一場便因疫情全部剎

停，這個有 9個項目的大型活
動，專業版是其中最重分量的項
目之一，邀請了12位很有分量的
名伶，包括李龍、白雪紅、梁兆
明、南鳳、衛駿暉、鄧美玲、陳
咏儀、洪海、鄭詠梅、李沛妍、
王志良、林穎施交替演繹前朝末
代公主與駙馬。
此項目本來是去年1月6日至

18日演出的，在1月6日演出一
場之後，因疫情全部停演，要改
到今年6月8日至25日，12位名
伶分別再踏上西九舞台，演出由
桃花源粵劇工作舍，以精緻製作
及簡約風格，重新設計燈光音
樂，重塑修改為 160 分鐘的演
出。延期了一年多，他們亦肩負
了不輕的擔子，抖擻精神今年再
來，希望觀眾繼續支持，給予他
們最大的動力，為他們打氣！
除了上述一些所知道的狀況

外，受疫情嚴重影響的當然不止
於此，各方面的演藝界朋友，食
穀種無工開，甚至轉行的大有人
在！
而「逃離」香港的演藝界卻不
多見，他們都明白本身的處境，
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崗位去到異
國，還可以做什麼？還不如等待
時機，捱過了、扛下了，深深吸
一口氣重新出發！

重新出發

每個人都有與時間節點告別的儀
式感。
2022年最後一天早上，從堅尼地

城出發，沿着海旁，一直跑到香港海防博物館止
步，21公里多，恰好是一個半程馬拉松。沿途經
過卑路乍灣海濱公園、中西區海濱長廊、中山紀
念公園、中環碼頭、金鐘添馬公園、金紫荊廣
場、灣仔碼頭、遊艇會、銅鑼灣活力避風塘主題
公園、東岸主題公園、北角海濱花園、鰂魚涌公
園、筲箕灣避風塘，除了渣華道前後一大段需要
小心繞行街市，濱海路段基本都已貫通。所經之
處，依據地勢和節日氛圍，塗鴉噴繪，花木葳
蕤，連長椅坐凳都是簇簇新，賞心悅目之餘，跑
過時也頓覺神清氣爽。特首李家超去年首份施政
報告提出，要在港島建造一條全長約60公里的
「活力環島長廊」，但願整個工程早日落成，吸
引更多熱愛運動的人，將挑戰環島追捧成香港新
的熱門打卡項目。
半馬已畢，順勢攀上香港海防博物館所在的鯉

魚門砲台，眺望維港，海闊天藍，身後的港島，
樓宇傍海，錯落起伏，沐浴在溫熱的冬日陽光

裏，一片祥和寧靜。好看的風景，通常都隱匿在
不經意的瞬間，偶然放慢腳步凝神一瞥，不期而
遇間，有一幀畫面就此定格，隨之施施然沉澱在
浩淼的記憶裏，懵懂跌撞，風霜浸染，時空輪迴
疊加，再度重逢，物是人非處，也不過是一段感
傷唏噓。
在時間面前，我們都只是順水飄零的落葉，隨
時覆滅是命，隨處安身是運，即便命硬運暢順風
順水，奔流到海，仍是無可依仗，無處駐足，載
沉載浮時，全靠一顆隨遇而安的心，篤定地在茫
茫四顧裏，俘獲片刻風平浪靜。
舊一年終結，新一年起頭，選用一項鄭重其事

的儀式，總能滋生出一番撫慰衷腸的情緒。就此
跟艱辛的過往作別，從此跟美好的未來擁抱；和
昨日委曲求全的自己和解，把諸多不如意、不容
易、不痛快，統統留在了分隔線的另一邊。向不
可捉摸的造物主祈福，渴望未來健康平安、生活
美好，用常識保衛常識，用強大攻破愚昧，用力
量擊退所有的不可一世。目下無塵如林黛玉，群
芳開夜宴時，握着籤筒也會默默祝禱掣出好籤。
逆來順受如祥林嫂，節衣縮食也要花大價錢為土

地廟捐一條門檻當替身，只盼着受了千人踏萬人
跨，多舛的人生能如願改換門庭。如你我這般普
普通通的大多數，終日低頭奔波為稻粱謀，閒暇
片刻，心裏始終存着的那一點念想，才是掙脫泥
濘逃離羈絆時，續命還魂的靈丹妙藥。這便是凡
人的生存哲學，既信奉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更在
意喜從天降的不可多得。
往事暗沉不可追。疫霾濃重的2022年已然跨過，

迎面撞個滿懷的2023年，寄託了無數人或宏大達
觀或幽微貼地的新期盼。願世界和平國泰民安者，
所願皆所得；願疫情終結經濟復甦者，所願皆所
得；願親朋平安康健所愛幸福綿長者，所願皆所
得。我只願，青山依舊人常在，歲月無痕華髮少。

2023，所願皆所得

很多年前，如果走在路上遇到喜
鵲，會有人指着牠對你說：「瞧，喜
鵲！」因為民間認定牠是一種吉祥鳥
兒，發現牠，如同預示即將遇上一樁
好事兒。現在想來，已經很久沒人這
樣指着牠對我說「瞧，喜鵲」了，大

概生活的忙碌讓我們忽略了牠。
我原先居住的那個小區樹很多，但我所見

最多的是麻雀，而不是喜鵲，這讓我覺得，
鳥兒可能是群聚出沒的，哪裏有牠的夥伴，
哪裏就有牠同類的身影，鳥兒也是喜歡結伴
為生的。
喜鵲在我的印象裏黑白色，頭、頸、背翅至
尾巴的羽毛為黑色，其它地方為白色，有潔白
的腹羽和翼肩。年少時，美術老師讓我們畫
牠，簡單的線條勾勒出喜鵲的輪廓，再用黑、
白色的蠟筆進行塗色，畫面上的喜鵲羽毛黑白
分明，站在枝上目光炯炯有神，至今仍然記憶
猶新，我們從小叫牠「花喜鵲」。2018年秋，
我搬進新居，冬天來臨後，發現這裏有很多喜
鵲，數量之多令人驚訝。我甚至不敢確定，牠
們就是被人們叫作喜鵲的「吉祥鳥兒」，因為
這些喜鵲翅膀和尾翼上的羽毛是藍色的，在天
空下閃着藍色的光澤，腹部和頭頸以下的羽毛
則為灰，應該是以前我從沒見過的灰喜鵲。
灰喜鵲常在樓下院子裏飛，十幾座錯落的樓

房，之間的空隙就是喜鵲們的遊樂所。牠們經
常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有時我下樓，突然就
「唰」的一下掠過我的頭頂，飛到不遠處的另
一棵樹上去了。在這樓與樓之間的夾縫裏生
活，牠們也樂此不疲。有遼闊的天空在，用不
了太大的地面，作為飛翔的場地。灰喜鵲多
了，也就不再怕人，單元門前的玉蘭樹上，有
時能蹲好幾個。有的喜鵲還會匆匆飛至你的腳
下，在你還沒回過神來的那刻，奮而起飛回到
高高的樹枝。冬天的廣玉蘭樹葉是黃綠色的，
灰喜鵲的光臨，使廣玉蘭樹充滿了生氣。牠們
喜歡隱在玉蘭樹寬厚的葉子底下休息，牠們的
歡唱讓冬天的院落更具有活力。
灰喜鵲的叫聲是「喳喳」的，和花喜鵲的

語言毫無二致。牠們的歌聲就是跳躍在枝頭
上的音符。實際上，喜鵲的叫聲還不是那麼
動聽，叫得動聽的，是一種類似麻雀的小
鳥。春天的時候，這種小鳥經常來我們院
子，在我發現的一棵樹上，一個勁地鳴叫，
就像唱歌一樣仰頭向着天空，後來唱着唱
着，竟然不知去向。
還有一種鳥兒，我想應該是烏鴉，牠們通

體漆黑，長相並不像傳說中的那麼令人厭
惡。我不知道為什麼，院子裏會有那麼多烏
鴉。出了院門，公園裏也有，那裏的烏鴉穿
過這棵樹又穿過那棵樹，和喜鵲一樣快活。
冬天的樹，基本上都光禿禿的，只有牠們在
上面佔據着枝丫。牠們飛不高，三兩隻聚在
一棵七八米高的樹上。牠們也經常飛向地
面，東啄西啄，然後再從地面飛回枝上。
牠們不知道人類認為牠們是「不祥之鳥」，

在公園植物眾多的世界裏快樂地跳躍，裏面有
牠們所需的食物可以選擇。在禽類中，烏鴉和
喜鵲都屬於留鳥，牠們的生活態度和喜鵲一
樣，隨遇而安，不抗拒寒冷的冬天。烏鴉的飛
姿並不美，因為不靈巧，像鳥類中撲扇着翅膀
的「張飛」，牠們落在樹枝上的身態，就像書
法家筆下墨色深重的頓號。
喜鵲和烏鴉不一樣，喜鵲飛起來姿勢優美，

頭部和身材也長得好看，眼睛、嘴巴和頸部靈
巧前伸，與身體連在一起，簡直就是恰到好處
的比例。牠的尾沒有花喜鵲那樣，有健碩的長
尾，而是細細的，像一管玲瓏的毛筆，每次起
飛，那管毛筆都拖在後面，彷彿隨時都有可能
墨香流轉。亦像輕笛，輕輕一撫，就將人目光
殘卷。所謂輕盈，就是這個樣子的吧！
有些灰喜鵲，不知是雌的還是雄的，站在

樹枝上不停地振翅，振過幾次之後，把尾也
搖動起來，那速度之快，就像打開了一面小
巧的羽扇，其實牠的尾部並沒有開屏的功
能，不知這個動作，表達的是歡喜，還是為
了討好同伴。
我經常餵流浪貓，把貓糧撒到少有人跡的

地方，不等流浪貓去吃，喜鵲就已經光顧了

好幾次，牠們都是偷偷地來，銜一粒貓糧趕
緊飛回樹枝，帶着驚喜，美滋滋地品嘗美
食，那些「嘰嘰喳喳」的叫聲，證明了牠們
的喜悅，發自內心。
我突然發現，在我們小區，那些光禿禿的

樹枝上，落得最多的是喜鵲和烏鴉，牠們把
這裏當成了自己的家。此時的院子裏，基本
上看不見麻雀。南去有一條河，因為修河壩
而放水。河水斷絕，已經枯竭好幾個月了。
那裏原先有很多的麻雀，今年也少了。去年
牠們還一群一群的，今年我只看到過一次，
從岸邊的柳樹上起飛，盤旋着，落在灰蒙蒙
的樹林裏，就像一群哨兵，在為大地巡邏。
冬天的事物蕭索，每年都是喜鵲和烏鴉喳喳
地叫着，將寒冷的冬，叫成了溫暖的春。牠們
是樹上的生命，是冬天裏開出的「花朵」。沒
有人覺得，牠們是一對「冤家」。如果是個晴
天，牠們就開心地飛到地上找吃的，如果是雪
後，牠們就在雪地裏搜索。牠們走來走去的腳
跡，很像是輕輕按在雪地上的竹節，那也是開
放在冬天裏的一朵「花」。
喜鵲在古時被視為「吉祥鳥兒」，民間多有

「喜鵲叫，喜將到」的說法，從而備受人們的
喜愛和重視。牛郎織女的傳說，為喜鵲添加了
幾分浪漫的色彩。我們小時候，每年過年時要
用大紅彩紙剪個「喜鵲登梅」的窗花貼在窗戶
上。喜鵲落窗前，寓意生活幸福美滿。誰家遇
上了好事，熱鬧之餘，鄰居會以「怪不得老遠
就聽見喜鵲叫」的美言來烘托。喜鵲的「喜」
字被引用了千百年，作為「福鳥」，有各種綺
麗的神話流傳各地。
近些年生態環境的保護，給喜鵲們提供了良

好的築巢棲息的場所，也給樹木的消蟲除害布
下了一個個衛士。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下，很少
有人用大紅彩紙剪出「喜鵲登梅」的窗花迎接
新年了。但是希望新的一年步步春景，仍然是
人們最大的心願。只要鳥兒們在這個冬天快樂
地嬉戲，便是現世安穩，歲月靜好。等到臘雪
初消梅蕊綻的時節，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又是
一幅「梅雪相和，喜鵲穿花轉」的畫面。

有鵲來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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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帝 女
花》65周年
專業版演出
將於今年 6
月與觀眾再
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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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南沙灣徑的景色。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