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納福 招攬福氣

草書標準化
「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的民國著
名政治家、教育家、

書法家于右任生前為中華文化發展
耗費了幾乎半生精力做了一件大
事——整理並推廣漢字「標準草
書」。
于右任整理和推廣標準草書目的
有兩個：一是要讓普羅大眾看懂草
書；二是建立草書規範，以便後世
人寫草書有規可循，有案可查。他
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
原則，綜合歷代草書中的章草、今
草、狂草大家的結字方法，整理出
「標準草書」，為草書文字的書寫
建立規範。有人認為于右任先生上
世紀三十年代初創製倡導的標準草
書是中國國近代書法藝術史上劃時
代的創舉和貢獻。半個世紀以來，
標準草書在海內外書壇產生了極大
的影響。使中華民族自古以來草字
過了格，神仙認不得的草書得以重
新展現輝煌的藝術生命。
自于右任煞費苦心創造出「標準
草書」以來，許多書法家認為「標
準草書」寫法經典好學，適合初學
者去理性地學習，可避免走彎路。
另外，于右任先生還詳細地介紹了
偏旁部首在草書中的表示方法，具
體實用，特別有利於普羅大眾進行
系統地學習掌握。所以，「標準草
書」對草書的普及確實起了很大作
用。然而，寫草書追求的是藝術

性，有了這麼一個「規範」，就有
可能約束了書者的個性，草書最重
個性，只要符合法度，不隨意造生
字，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天賦才
會寫出好的草書。從這個角度看，
書法家認為草書可以有法度而不應
制定「標準」，否則還有什麼書法
創作可談，書法還談什麼個人風
格？故于右任所創「標準草書」並
未在全國流行，特別是當書法已經
不再是實用工具，而是發展成一門
純藝術之後，那「標準草書」便更
少人問津了。
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書法江
湖卻出現了一些新狀況，一些草書
家為了創新，什麼法寶都用出來
了。你吼書登場，他盲書現世，甚
至噴書也來搶眼球，不但完全沒有
所謂「標準」可言，就連法度也可
不講了！近日，山西太原有「狂草
四人展」，中國書協原副主席劉洪
彪的草書不但不講「標準」，而且
還自稱超越古人！於是有網友揶揄
道：「高水平的書法！當他寫的字
愈是認識的人少，證明他的水平愈
高，如果寫字的人自己都不認識的
時候，那水平高的就更空前絕後
了。」
為了普羅大眾的安全，不至於觀

賞當代草書時不小心眼球掉下來，
我提議最好還是把于右任先生的
「標準草書」拿出來先學習學習，
權當打個預防針好了！

還未來得及跟聖誕
節說再見，農曆新年
的腳步已來到，大街
小巷、商場店舖……

緊接着悠揚浪漫的聖誕歌，換上繽
紛熱鬧的新年曲，聖誕老人和聖誕
樹的裝飾，變成兔年與年花、年桔
等各適其適的傳統春節設計，2022
年的聖誕與2023年的新春，兩者時
間相隔特別近，這兩個備受我們重
視的傳統節日，只相距約3星期，
讓大家忙得不亦樂乎！
畢竟疫情已蔓延了3年，大部分人
堅守防疫，過着恍如「與世隔絕」
的生活，現在終於等到政策放寬，
我們都可以鬆一口氣，真正享受節
日的歡愉，最重要的是跟多年未見
的親友重聚，共話當年——經歷了
這次「世紀疫情」，讓我們更珍惜
相處時光，期待一切漸漸復常！
我們的團隊已於1月初前赴日本
的東京、大阪等城巿，商討未來合
作計劃，許多人喜歡到日本旅遊，
了解當地文化，但原來日本人也十
分喜愛到香港旅遊，對我們的文化
非常有興趣，日本NHK電視台亦
希望我們拍攝一些介紹香港傳統文
化的資訊節目，適值新春期間，大
家建議將我們在港過農曆年的禮
儀、習俗、飲食等文化也攝錄其中，
於是，這幾天，攝製團隊走遍了港
九新界各地，實行寓工作於娛樂！

今年是「兔年」，各處皆見可愛
的大小兔子。12生肖兔的寓意是安
靜美好，在我們中國神話中，有一
個和兔子有關的美麗傳說，那就是
大家所熟知的《嫦娥奔月》故事。
相傳嫦娥吃了仙丹以後，飛往月
宮，而嫦娥身邊總是有一隻玉兔在
廣寒宮裏和她相伴，並搗製長生不
老藥，從此兔在中國成為月亮的象
徵，是12生肖之一，人們在兔子這
種動物身上寄託了美好的希望，引
發奇妙的聯想。為了降福於人世，
所以用玉兔的形象來迎接春節，實
則為新年納福、招攬福氣的美意。
期待「兔年」——為世界各地的

人民，帶來兔子具有善、美、祥和
的寓意。

恭喜發財！今天大年初
三，在此恭祝各位兔年行好
運，家家戶戶團團圓圓！自
從有了小湯圓和小饅頭兩個

小乖孫，家中的揮春多貼了「老少平
安」、「快高長大」、「聰明伶俐」。
此際兒子首次一家四口到澳洲旅遊度

歲，嬰兒背帶、BB車，連那個可以將飛機
座椅加長變小床的兒童旅行喼也出動了。
他們每天分享的照片都是上山下海、藍天
草原……我明知歡笑的背後是年輕爸媽無
限的汗水、體力和愛。行程中除了行山、
沙灘、餐廳之外，他們總是在洗衫、在執
行李以及說好疲累……其實這種筋疲力倦
的旅程我和丈夫也曾經歷過，我極其享
受。我告訴新抱仔旅途必定辛苦，但精神
是超級滿足的，也提醒快5歲的小湯圓，爸
媽和你3人照顧一人，妳有責任保護弟弟，
她回應一句︰「我知道了，嫲嫲！」我甜
在心頭。
的確，快樂家庭是每一位成員的付出，

家長能夠間中帶孩子外遊增廣見聞是好
事，但其實在家裏也可以開心每一天，在
此送上3個親子小
錦囊……
一）用好大門

前 的 神 奇 小 地
氈。新年了，家
家戶戶可能換上
新 的 門 前 小 地
氈，但你可有用
盡它的功能？它
只是去除鞋底的
麈污嗎？錯！其
實它除了除污之
外，還可以除去
在外面承受的種
種不快……今天
被老闆無情罵了
一 頓 ？ 在 小 巴
站，前面那人上
了便滿座了？購

物被欺騙？被人撞倒？實在這一切都與家
人無關，請將這些負面情緒擦、擦、擦、
擦到地氈底裏去，讓我們帶着愉快的心情
開門回家，因為這門裏面的都是上天派來
扶持你、明白你和愛你的人。緊記，在家
裏，爸媽要人在心在，和顏悅色。
二）放上大小不同的相架，而且時常換
畫。還記得智能手機未面世，拍照是大
事，每一格菲林都小心使用，但當孩子出
生，爸媽又會毫不計較地拍下每寸珍貴時
刻，當年我光顧最多的是曬相館，我愛將
小B和小甜筒的3R4R相片放在大小不同的
相架裏，而且隔一些日子換上一批。這些
都藏滿了不同的快樂回憶，爸媽又可向孩
子說好家裏故事。緊記，請不要因手機拍
照容易而不曬相，因為曬出來擺放在不同
角落，家裏氣氛倍添溫馨。
三）為孩子定下有趣的奮鬥目標。當年
為提升孩子的進步動力，我每次新年都送
他們大小不同的星星貼紙，也訂好使用方
法，例如70分以上可自行在板上貼上小星
星、90分以上大星星、100分金色大星星，
又5粒小星星可換一粒大星星，3粒大星可

換一粒金星，3粒金星可換
禮物，如此類推。我的禮物
包括︰可到爹媽旁邊睡一
晚、選擇一條巴士路線，由
站頭去到站尾、探望其中的
表兄弟姐妹、又或者到書局
買一本心愛的書或文具，當
然在結賬的時候要店員猜猜
為什麼會買禮物？店員一定
合作說︰有好表現？此時正
是你讚賞孩子的好時機，在
陌生人面前收效更大……緊
記，給孩子的獎勵不一定是
物質的，爸媽的讚賞和陪伴
更珍貴。
兔年伊始，祝各位家長擁

有「和顏悅色」、家庭滿布
「美好回憶」、孩子創出
「突破成績」！恭喜恭喜！

祝家家戶戶團團圓圓
是日為大年初三，文公子首先向大家

拜年，祝各位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以往大家很多時會上門或致電拜

年，但現在由於通訊科技的普及，就
算是多年不見的親戚朋友，只要有對方的手提電話
號碼，都可以透過即時通訊軟件建立聯繫；而不少
同一類別的朋友更會建立群組，例如文公子就有小學
同學、中學同學、大學同學、校友會、舊同事、商
會、地區社團、義工團體，甚至興趣或主題式的群
組，由議政、財經、運動、飲食到賽馬都有，更因而
重逢不少已經失去聯絡多年的舊日朋友，部分原來已
移居他方，但仍能天涯若比鄰地互相問候。
每逢過時過節，群組內的朋友往往會傳來俗稱

「長輩圖」的祝賀圖片，今年過年前後收到最多的，
除了各式兔子造型的圖案以賀新禧外，就是「虎盡金
來，兔氣揚眉」的賀辭。句子是廣告創作常見的
「食字」形式，即是用同音字去表達「一語雙關」的
意思。
過去一年，香港仍然深受疫情打擊，在去年12月

開始，政府終於陸續放寬「限聚令」，到1月開始有
限度通關，希望很快可以撤銷「口罩令」讓大家有希
望再「有臉見人」。而在上星期四舉行的立法會答問
大會中，行政長官宣布政府將於1月30日撤銷「隔離
令」。看來，香港已逐漸走出疫情的困境，大家都希
望香港人過去幾年的苦日子，都能隨虎年（苦年）而
去；而與內地及海外通關，可以有助經濟復常，
「金」銀錢財自然滾滾而來。往年大家都擔心「裁員
廣進」，希望新一兔年各行各業都「財源廣進」，香
港經濟可再在環球市場出人頭地，真能吐氣揚眉。因
此，「虎盡金來，兔氣揚眉」這兩句祝福語，的確夠
應景，亦令人對新年充滿新希望。
時值新年，大家都會邀請命理大師預測運程。上星

期，文公子亦出席了由香港中華總商會九龍西聯絡處
主辦的兔年運程講座。講者中總會董關惠明律師指
出，其實年初一並未真正進入兔年，要到每年的立春
才算是新年，而今年的立春在2月4日上午。根據立
春的年月日時，就能定出新年的八字，從而推演本年
的運程。關律師指兔年是雙春兼閏月，即在年內有兩
次立春與閏二月，傳統屬於宜嫁娶的一年，有利於單
身男女「脫單」。單身的文公子立時被四周熱情的會
友們祝福……文公子只好回應一句「多謝鼓勵，盡力
而為」；也順祝各位心想事成！

虎盡金來兔氣揚眉

曾在本欄引述葉蒨
文 與 林 子 祥 （ 阿
Lam）到內地參演歌

唱節目《聲生不息》時，她對炎明
熹留下超好印象，稱讚她很乖、有
禮貌、勤力、聰明，表現出色。原
來炎明熹在內地演出節目期間是由
羅嘉慧照顧，羅嘉慧是商台前同
事，與圈中人關係深厚，多年前到
內地發展，成為實力派歌手孫楠經
理人，TVB派炎明熹到內地演出
時，就託熟識內地工作模式的羅嘉
慧做個照應，羅嘉慧看到我寫炎明
熹，碰巧當時她在香港，便相約敘
舊，我們去吃泰國餐。
羅嘉慧任經理人多年，經驗豐
富，她與炎明熹相處近半年，稱讚
她很純、很乖、很勤力，十分「易
湊」，她說台下的炎明熹很搞笑，
化了妝就自動進入工作模式，一本
正經，聚精會神；未上妝，素顏的
她會說「我是王佳恩（她的真
名）」，變回一個17歲的少女模樣
蹦蹦跳跳，很愛笑。
飯後，泰式甜品上枱，羅嘉慧
說：「炎明熹很喜歡吃芒果糯米
飯，想外賣一個給她，我待會兒陪
她去一個頒獎禮，會見到她。」一
直很喜歡她，非常樂意送給她吃，
就這樣跟她隔空結了緣，後來發現
現實生活中的她很可愛真摯。
事隔兩日，在林子祥演唱會後台
巧遇她，跟她完全未見過面，大家

都戴了口罩，跟她打招呼，當她聽
到我的名字，秒速說多謝我送她的
芒果糯米飯，像個為食小女孩，可
愛，有禮，反應快，這下子就肯定
她前途無可限量，可以走得很遠，
要知道她要兼顧學業和演出，行程
排滿，十分忙碌，要記的事多着，
她又沒預計會碰見我，道謝之快，
反映她牢記這件微不足道的事，是
發自內心的多謝，非常難得，有禮
和懂得感謝是藝人走向成功的基本
條件。更難得是她年紀輕輕極速爆
紅，卻沒半點飄飄然的驕傲。
對她無微不至的舅父在旁催促她

趕快入化妝間跟葉蒨文和阿Lam打
招呼，她還是應大家要求，逐一合
照，我們互掃了微信，不久收到她
的信息說很開心我們認識了，讚她
乖，她隨即送上心心圖案，這份真
摯叫人窩心。

炎明熹真摯窩心

轉眼就一年的時間過去了，歲
月總是悄無聲息，在我們不知不
覺中就溜走了，雖然時間過去是

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時間裏所經歷的很
多事情，卻常常如同塵埃一樣積在我們心裏。
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對人生無力的疲憊感，更
加鈍化了我們對生活的感受能力。大概一個
人，從天真爛漫的小孩到世俗固執的中老年
人，變化的過程和原因都在於此。
所以我們應該及時將往事清零。也經常聽到

別人說，讓往事清零，讓一切隨風散去，可究
竟有沒有真的做到？清零的往事又是哪些往
事？首先，我們必須明白這個道理：在歲月中
向前行走，所經歷的一定會愈來愈多，就像不
同階段有着不同的人生任務，不同階段經歷的
事情帶來的感受也會改變，這些往事就像是一

個包袱在我們肩上，如果所經歷的每件事情都
耿耿於懷不捨放下，那我們的人生包袱就會愈
來愈重，最後導致變得沉默而麻木，那是非常
可怕的。人生應該多做減法，因為我們要去看
更多更好的風景，那就要放下一些。
對於曾經的過錯和遺憾，要懂得放下，既然

過去的都已經過去，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的事
情，為什麼還要讓它來影響現在的自己呢。對於
這一點，特別理解創業的朋友，尤其是在創業中
更會出現一些無法預料的過錯和遺憾，很多人
會因為當初的遺憾而影響後面事業的發展。如
果你正在創業，一定要學會及時將往事清零，一
件事情如果能給你更好的前進幫助，那固然是
最好不過，從過錯和遺憾中繼續反思就行了，但
不要沉浸在裏面，否則只會讓腳步愈來愈沉重。
對於別人的過錯和傷害也要及時放下，既然

生活跟身邊的每個人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那麼別人也可能會傷害到我們，同樣我們也許
也會傷害到別人，不管怎麼樣，如果那些事情
已經成為往事，就不必要花太多心思去責怪。
例如有些朋友一開始創業是和別人合夥的，但
中途出現矛盾就分道揚鑣，其實這也都是很正
常的，如果你放不下一直糾結於憎恨別人，那
就大錯特錯了。讓往事清零，畢竟誰也不想落
到一個不好的結局，有時候多一些寬容，其實
也是給自己更寬闊的前進空間。
學會將往事清零，我們要時常想一想，人一開

始來到這個世界以及最終的離開，在這旅途中，
我們想要的是什麼？無非是快樂、自在，所有的
一切我們都帶不走，但如果過得快樂，那就是我
們這一趟旅程的最大價值。所以，那些跟快樂無
關或者影響快樂的往事，就讓它放下，歸零。

往事清零

客家人的年味
過年，是對親人情感的寄託，是大

家團聚敘舊、總結過去一年的收穫、
釋放工作壓力的一個好時機，也是對
舊的辭別，對未來的祝福與期盼，以
全新的姿態去迎接一個嶄新的開始。
「回家過年」講起來輕鬆，做起來

卻不容易，這個「家」是有母親的
家、故鄉的家。當下工作競爭激烈，生活不
易，只怕有些人想回家也是有心無力。
龍巖市永定區過年的習俗是，以農曆正月

初一為新一年的開端。辭舊迎新、迎春接福
成為民間最為隆重的盛事。在客家地區，從
農曆十二月廿五「入年界」，到正月初五
「出年界」、十五鬧元宵，然後直至正月二
十，才是真正的春節結束。
「入年界」後，各個村落鑼鼓喧天，鞭炮
聲此起彼落，年味氣氛濃濃。此時大家忙於
掃屋除塵、洗洗刷刷、蒸籠床粄、精製臘
肉、滷味，以及準備囤積冬筍、蔬菜、水果
等。小孩量體做衣、理髮，以全新姿態展示
在親戚朋友面前。春節期間走親訪友，互換
手信，小孩子特別高興，因為給長輩拜年均
會收到壓歲錢以及糖果。
臨近過年的幾天，家家戶戶都忙着張羅購

買紅紙、墨水，請有文化的人書寫對聯。村
民有句俗語：「年廿五，寫對聯」，從臘月
廿五開始，村裏幾位當教師的長輩便會在土
樓地面的大廳裏擺放四方形的飯桌，取出毛
筆、墨水，桌上堆滿了要寫對聯的紅紙，鄰
近幾座樓的村民都帶着紅紙、墨水前來等
候。因為農村多數家庭都比較困難，所以紅
紙也是精打細算來使用，盡量做到不浪費，
讓裁出的春聯貼在門上與門的大小匹配，如
同一個人穿上合適得體的衣服。前來求寫對
聯的大人幫忙裁剪紅紙，小孩則把寫好的對
聯一幅幅有序地擺在一邊，等候墨汁乾後收
起。此時，小孩手上和臉上都是紅紅的，活

像個關公。土樓公共處所的對聯、鞭炮則大
家一起集資。如今，城裏和農村的對聯幾乎
都不用手寫了，書店、文具店，大街小巷
裏，到處都有出售印刷好的對聯。那紙質
好，字體也好，圖文並茂，既漂亮又省事，
買回來就可以張貼，很難見到村民聚在一起
寫對聯的熱鬧情景了。
殺豬也是年味十足的趣事。農民自養的肥

豬也差不多一年了，以農耕為主的農民，一
年最大的收入就是年尾賣豬，以及殺豬賣
肉。農村年尾殺豬場面可謂是「壯觀」，早
上請來幫忙的人相繼到齊，他們分列有序站
在豬圈口，捋胳膊挽袖子作好捕捉準備。屠
夫手握鋒利的鐵拉鈎，瞄準豬的脖子，突然
用力鈎住，往土樓的天井處拖。大家有的扯
耳，有的拉腿，七手八腳把大肥豬抬上木
凳，豬不肯就範，拚命地蹬動四肢掙扎……
豬四肢不再動了，幾個幫手合力把豬抬到

大竹籃裏。主家挑來了兩桶滾開水，屠夫用
葫蘆瓜做的瓢子把水澆在肥豬身上。頭部要
多澆幾次，澆得差不多了，屠夫取出一把鋒
利的刀，在豬身上利索地刮毛。一會兒工
夫，豬變成了光溜溜的裸豬。然後把豬抬上
木板開邊，取走豬內臟，把肉骨分離，再分
配給需要的鄰里。
臘月廿七左右，母親便開始蒸籠床粄，在

製作的過程中，會加入炒花生米及冬瓜糖。
然後將拌好的粄糰放在鋪上躬竹殼的竹製粄
籃裏，再放入專門用來蒸籠床粄的用具中，
封蓋嚴實。爐灶內燃燒大塊木材，需要蒸約
一天左右籠床粄才可以蒸熟。蒸好的籠床粄
要放兩至三天，才可以切塊。大年三十那
天，首先切一塊比較大的，送去村裏有親人
去世的家裏，以示慰問。走親戚時也每戶送
上一塊，而且還要在籠床粄上貼一張小紅
紙，以示吉利。
故居還有一棵白茶花樹，每逢過年鮮花競

放。因其花色潔白清秀、花形優美而受到人
們的喜愛。它具有天生的優雅麗質，使人賞
心悅目，氣味清新，聞之心曠神怡。此時，
花樹的主人也不忘在樹枝上貼紅紙，或綁上
一些紅綢布。潔白的茶花，與紅色綢布相互
輝映，無疑增添了年味的氛圍。
除夕日上午，母親在露天的地方擺張桌，

在上面擺放三牲祭品，拜天神、請祖宗，口
中唸唸有詞。下午，父母在廚房裏忙着煮年
飯菜。而我則幫忙貼春聯。還時不時跑到鄰
居家，看看他們的菜色，似乎要與他們來個
比較。到了傍晚，我們不斷催問父母是否可
以開飯，因為吃完飯，爺爺、父母、長輩便
會給我們壓歲錢。晚上，爺爺手拿黃曆通
書，研究迎春接福的最佳開門時辰。半夜時
分，良辰吉時已到，家長們開始拜神，然後
舉行封門、開門儀式。封門時所燃放的鞭炮
為短，開門則會用燃放時間長的。
年初一小孩給長輩們拜年逗利是，村民相
互走動。年初二開始，親戚之間相互串門拜
年，其間亦會到熟人的家裏坐坐，進東家，
出西家。家家都有客，好酒、好菜端出來，
一定要你品嘗他家的酒菜，這就是客家人熱
情好客之道。
如今，我身處繁華的大都市裏，雖然沒有

了鞭炮聲，但仍會懷念以前過年的情景。遊
子們一年在外拚搏就是想過年回家團聚，回
家過年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頭等大事。忙
碌了一年，是該歇歇腳、鬆鬆身了，團團圓
圓一大家盡情暢飲，盡享天倫，共度美好的
歡樂時光。「爆竹聲聲辭舊歲，喜氣洋洋迎
新年」。將煩惱拋棄，讓快樂持續，願你演
好自己人生的戲，讓新的一年變成不會落幕
的喜劇。
我好懷念過去那濃濃親情的年味，這些或
許只能在記憶中找尋、慢慢品味了。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裏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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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真摰的炎明熹。作者供圖

▲▶右圖
是乖孫，
上圖是我
當年帶
孩子外遊
的照片。
作者供圖

◆麥景榕主持農曆年節目，
介紹「兔年」文化習俗在日
本電視台播映。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