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ch  31  2023  Fri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一二○二三年三月卅一日（星期五） 商報

c

訃告
林文輝（石獅市鴻山鎮東園村—錦林）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曾楊培瓊
（晉江御輦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莊秀康（晉江青陽內廳）
逝世於三月廿七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二樓212靈堂（212-Myacinth 
Sanctuarium, Q.C）
擇訂四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劉黃美英
逝世於三月卄四日
現設靈於亞籣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311-lilac white靈堂
出殯於三月卅一日上午八時出殯 

邱允建

（石獅錦尚）
逝世於三月廿七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二樓310靈堂（310-Primrose 
Sanctuarium, Q.C）
擇訂三月卅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時出殯

許書平

（晉江檀林）
逝世於三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四月二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  
 

吳永堅捐
福建總商會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常務副會長

吳永堅先生令萱堂吳府施夫人諡美麗，不幸

于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四分，

壽終于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

終令典，極盡哀榮。

吳常務副會長永堅先生平素一向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事親至孝，秉承先慈熱善好施

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

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五萬元，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申謝忱。

吳永堅捐
世青菲律賓聯會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榮譽

顧問吳永堅令先慈-吳府施夫人諡美麗老伯

母，不幸於三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四分，壽

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永堅賢昆玉，幼秉

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孝思純篤，

熱心社會公益，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慈

善，特獻捐菲幣叁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吳永堅捐
福建青年聯合會

菲律濱福建青年聯合會/國際華僑華人

青商絲路交流協會訊：本會會長吳永堅先生

令萱堂吳府施夫人諡美麗義老伯母，不幸于

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四分，壽

終于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

吳永堅會長平素一向熱心社會公益事

業，事親至孝，秉承先慈熱善好施之美德，

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本會

福利金菲幣十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予以申謝忱。

洪我郁家屬慨捐
英崙鄉會文教及福利
設『洪我郁林秀良夫婦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洪名譽理事

長我郁鄉賢，亦即旅港鄉僑洪祖銘、慶煜、

祖輝、長流、涇渫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

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四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德星遽

殞，愴惜同深！越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殯禮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鄉僑洪祖銘暨賢昆玉等幼承嚴訓，事

親至孝，秉承令先尊慈生前熱心公益、積極

鄉運，關心鄉僑文教福利事業，為人急公好

義、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期間，

悲慟哀傷之餘，猶不忘鄉僑青少年下一代之

文教福利，特慨捐本會菲幣壹拾萬元，設立

令先尊慈『洪我郁林秀良夫婦教育紀念基

金』；又再另外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

福利金之公益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景仰！

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吳永堅捐
延陵吳氏教育基金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副理事長永坚宗長令先慈——吳府施夫人諡

美麗老伯母（晉江市龍湖鎮古湖村），不幸

於三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四分，壽終於崇仁

医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家永堅宗長一向熱心公益，關心本會，

守制期間，特撥菲幣拾萬元獻捐本會教育基

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致謝忱。

施清漢家屬
捐潯江福利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名譽顧問、前

港鄉施清漢宗長於客月仙逝，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飾終令典，禮殯儀式，白馬素車，

哀榮備至！清漢宗長生前熱愛宗族，關懷公

益，其哲嗣孝思純篤，繼承先尊遺志，守制

之期亦不忘行善，特獻捐菲幣三萬元予本會

作為福利金，仁風廣被，式堪欽佩，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如何從字形與音韻欣賞漢字之美？
——專訪台灣作家張大春

　　中新社北京3月29日電　漢字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字之一，既表意也表音。由象形文
字演變至今，漢字集形象、聲音和字義三者
于一體，有獨特魅力。台灣作家張大春近日
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表示，漢字是
蘊含著中華文明體量的一種審美。民間若能
形成研習書法的風潮，將賦予漢字文化更鮮
活的生命力。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漢字如何從甲骨文演變成
今日的樣貌？
　　張大春：每個漢字都有它的形成脈絡。
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裡，為說明
漢字的發生、演變和構造原則，將其概括
為「六書」，即像形、指事、會意、形聲、
轉注、假藉。其中，單一字符分為象形和指
事，較為複雜的有會意和形聲，比較特別的
是轉注和假藉。漢字通過這些途徑讓原來有
限的字形得以擴充，非常有趣。
　　例如，要表示方向這個抽像概念，東西
南北都是假藉字。「東（東）」，是「木」
字後面有個「日」，就像太陽從樹林後面昇
起來，日出為東，非常有影像感；「西」，
其實是個鳥巢，下面的方框本是圓的，整個
字如同樹枝上掛了一個鳥窩。古人觀察到鳥
大多選擇在樹的西側築巢，以避免過多的日
曬，就借用「西」來表達方向。表示鳥巢
本身，則變成給「西」加一個「木」，用
「棲」來表示。
　　漢字發展歷程中，字義和用法不斷發生
變化，對于文字的由來及解釋，很多時候是
人們發揮想像，各有各的道理，很難說哪個
是最正確的。據載，北宋時，王安石曾說：
「波」是「水之皮也」。蘇東坡反駁：「依
汝之說，『滑』字豈非水之骨？」王安石無
言以對。
　　因此往前追溯，可以認為，從甲骨文開
始，漢字經歷了一個大造字時代，人們以使
用為目的，根據表達意思的需要造字。這個
過程十分漫長，直到秦統一文字之後，漢字
才逐漸穩定下來，較普遍地通用。
　　中新社記者：自古以來，漢字為何有多
種字體的演變？
　　張大春：秦始皇時代，小篆字體創立，
漢字筆畫減省，六國文字統一，讓人們能更
廣泛便捷地彼此溝通。至漢代，公文書寫量
增大，為提高書寫效率，便有了隸書和章
草。可以看出，從大篆、小篆，到隸書、楷

書，漢字發展除了時間歷程，還有筆畫變
化，最主要的趨勢是簡化。所以說，將漢字
簡化，並不是大陸從20世紀50年代才開始做
的事情，歷朝歷代其實都在發生。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重視書寫美觀，大
概從何時開始？
　　張大春：字寫得好不好看這件事變得重
要，大概始于東漢到三國時期。在此之前，
人們對書法的審美或許也有，但文獻上鮮有
記載。時至東漢，文學家趙壹用「十日一
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來
形容當時許多人對書法的癡迷狂熱。甚至後
來流傳這樣的故事：三國時期魏國大臣、書
法家鍾繇，向韋誕借蔡邕的真跡。韋誕不肯
借，鍾繇憤然捶胸，直至吐血。曹操用五靈
丹施救，鍾繇才得以活命。無論故事是真是
假，至少意味著書法已不僅是表達和溝通的
媒介工具，開始承載對美的追求。
　　東漢書法家崔瑗提出「書勢」的概念，
很多人認為指的是氣勢，與書寫者的人格
有關。但我認為，「勢」指的是字的線條
結構，講究的是字的筆順、形態，結構的嚴
密、均衡，筆畫之間彼此撐持等審美要求。
　　逐漸，書法從對單字的講究，發展為對
整行、整幅字文本行款的講究。南朝梁代書
法理論家庾肩吾在《書品》中，以「上、
中、下品」來品評書法，把東晉書法家王羲
之的書法列為「上之上」，掀起了學習王羲
之書法的熱潮，也在較短的時間內鞏固了對
漢字書法的審美標準。
　　存世的書法有一個顛撲不破的大的主
流，即「二王」美學系統——王羲之、王獻
之父子的楷書。
　　這是書法美學很獨斷的一面，從唐朝以
來，人們熟悉的唐楷四大家「顏柳歐趙」，
宋四家「蘇黃米蔡」，明代「吳門四家」，
以及影響整個清代書法的董其昌，他們的書
法備受推崇，往前追溯，其實都源自「二
王」。
　　但把「二王」作為書法典範，其實歷朝
歷代，包括當代的書法家們也不見得完全服
氣。
　　因此，書法美學既有唐楷的穩定基礎，
也有許多嘗試突破的進步。在宋朝，蘇軾引
領了「尚意」的書法潮流，認為書法應該具
有生命力。蘇軾與黃庭堅亦師亦友，他們都
喜愛文學書法，經常聚在一起切磋詩文，推
敲書法畫藝。有一天，黃庭堅拿自己的得意

書法作品給蘇軾看，蘇軾卻嘲笑說，你的字
像死蛇掛在樹上（「枯樹掛死蛇」）。黃庭
堅則反嘲，老師的字像蛤蟆被壓扁在石頭下
面（「石壓蛤蟆」）。說罷，二人相對大
笑。從這個小故事可以看出，他們都在嘗試
跳脫出「二王」的體系，做出某種改變，不
寫那麼方方正正的字。
　　草書的出現，則把漢字原先規矩的筆
畫，從單純的線條變成了黑白佈局的章法，
是書法史上的重大革命。楷書到草書之間有
很大的表現場域，清代以後很多書法家在此
中有所發明。漢字書法展現了筆、墨、紙和
寫字的人之間的互動與呼應，進而成為藝術
的一個主流門類，這樣的獨特現象在西方文
字系統裡是沒有的。
　　中新社記者：除了書法審美之外，漢字
之美還存在于哪些方面？
　　張大春：漢字還有一種獨特的表現力是
別的文字無法相提並論的，即字義與音韻的
結合，以及字與字組合的文法，讓每一個漢
字都既是美學載體，又是美學對象。
　　我最近在讀白居易詩。其中有一句「大
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這是一
首七律詩，詩人用短短兩句14個字，就將對
美麗少女蘇簡簡在13歲香消玉殞的惋惜表達
得淋漓盡致。這兩句詩用毛筆寫在宣紙上，
一定有一個行款，不同的字、不同的筆畫
數，如何調整佈局，形成一個具有美感的陣
容，祗有漢字書法能做到。
　　在漢字文明體系裡的人們，能自然而然
地對這兩句產生帶有畫面和聲韻的美感體
驗。彩雲和琉璃，都是美好的事物，「散」
和「脆」都指向消逝，生命的消亡感躍然紙
上。這就是漢字書法裡包含的文化底蘊所展
現出來的美。
　　所以說，漢字的美不是某一個單純面向
的美，而是包含了字形、字義、音韻的結合
體，蘊含著中華文明的體量在裡面的一種審
美。
　　中新社記者：在電腦、手機打字的現
代，人們是否還需要練習書法？
　　張大春：儘管我從不自認為是書法家，
但近年來堅持每天都練習書法。不論這一天
如何，我都會想辦法、找時間、創造條件寫
一會兒字，哪怕是在外地，有時用路邊散發
的廣告傳單背面寫。有時晚上醒來睡不著，
就去寫寫字再睡。這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如果說提倡書法，那關鍵不在讓字寫得

好看，重點是讓人們通過寫字，瞭解造字。
這其中的原理、原則及流變，包含了文化形
成的基礎，是整個中華文明進程的一部分。
如果祗用拼音輸入法打字流傳，漢字文化的
消亡則難以避免，但祗靠寫毛筆字來維繫也
幾乎不可能。如果書法僅靠制式教育，沒有
成為日常生活裡的必需，就很難廣泛地在生
活的土壤裡扎根。
　　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倘若民間能設立10
萬所書法教室，形成討論研習書法的風潮，
書道即大興矣！這會對漢字沉寂固定已久、
甚至有些僵化的美學有所突破，產生新的創
造力，賦予漢字文化更鮮活的生命力。
　　十幾年前，我曾訪問一位輔仁大學的心
理學家，他的研究和阿爾法腦波有關。科學
界通常認為，阿爾法腦波的出現代表人處于
平靜、安詳的狀態，並擁有更多創造力和靈
感，大腦有相對較多阿爾法腦波的人，較少
緊張和焦慮。
　　這位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練習漢字書法
的人，不論是富有經驗的書法家，還是初學
的小學生，祗要開始寫書法，短短的十幾秒
到幾十秒之間，大腦就會出現阿爾法腦波。
而一位修為深厚的佛教高僧打坐入定，少則
需要3到5分鐘，多則30分鐘，才能出現阿爾
法腦波。至少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值得好好
推廣漢字書法。
　　中新社記者：普通人要如何開始練習書
法呢？
　　張大春：我建議以古人為師，從臨帖開
始。祗要忍住自己覺得寫得醜這件事，每天
寫兩張紙、大約一兩百字，半年後就會不再
發愁，因為已經能寫得跟帖很接近了。在臨
帖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些瑣碎
的、關于造字的念頭，使得人跟字之間的感
情愈加親近飽滿。如果堅持兩三年，寫通兩
三個帖之後，就可以自行運用書法寫信、寫
春聯、寫手札等，記錄生活。
　　在臨帖這件事上，我的收穫很大。沒事
就抄寫唐詩宋詞固然看起來風雅，可是沒有
太大用處。書法要有生活支撐，在生活中運
用，跟人的關係才會更緊密，詩詞歌賦也是
如此。有時我與朋友溝通會把內容手寫在紙
上，拍照發過去，而不是用手機去打字。例
如，我跟小學同學、也是麻將之友邀戰或記
戰的書信，就會用毛筆寫下來。這不是書法
作品，沒有文藝范兒，就是俗人俗事、日常
生活，這是我寫字的宗旨。

全球經濟的「中國動力」備受矚目
新華社記者丁英華、周蕊、王思遠

　　開年以來，隨著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
和穩增長政策接連推出，中國大街小巷恢復
了熱鬧熙攘，商場裡重現了摩肩接踵……在
華外資企業紛紛表示對中國經濟強勁復甦充
滿信心，並期待中國繼續成為亞洲乃至世界
經濟的重要引擎。
　　「近期我們觀察到線下和線上商店的客
流量都呈現有力回升趨勢，所以我們相信中
國的消費者正在恢復信心，市場正在加速復
甦。」全球第三大巧克力糖果製造商費列羅
中國區總經理馬如城說。
　　今年中國將全年經濟預期增長目標定為
5%左右。在近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23年年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
爾基耶娃指出，中國GDP每增長1%會促進亞

洲國家經濟增長0.3%。
　　對于外企來說，多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已
經見證了全球經濟的「中國動力」之強勁。
　　過去10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
均貢獻率超過30%；疫情期間，中國實際利
用外資由2020年的1444億美元增加到2022年
的1891億美元……一系列亮眼數據顯示出中
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持續成為世界經濟
恢復發展的重要引擎和跨國投資的高地。
　　霍尼韋爾特性材料和技術集團副總裁兼
亞太區總經理劉茂樹說：「中國在企業全球
運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已連續多年成
為霍尼韋爾全球第二大市場和最大的增長型
市場，同時也是企業全球主要的研發中心和
製造基地之一。」

　　他說，得益于中國完整的產業體系、超
大規模的市場、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長期
向好的經濟基本面等綜合優勢，霍尼韋爾對
在中國的持續成長充滿信心。
　　馬如城說，中國已經成為並將繼續是費
列羅在亞洲最重要的市場。「對我們這樣的
跨國企業而言，要在亞洲取得成功就意味著
必須在中國市場中拔得頭籌。」
　　在當今世界經濟面臨通脹高企、需求轉
弱和金融動盪等多重挑戰的複雜形勢下，眾
多跨國企業十分看好中國市場的長期前景，
並以實際行動為中國市場投下「信任票」。
　　2022年年底，霍尼韋爾宣佈攜手浙江嘉
澳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蘇省連雲港市
灌雲縣臨港產業區打造大型可持續航空燃料

生產基地。通過這一項目，廚餘油和動物脂
肪得以「變身」可持續航空燃料，預計項目
在2024年建成，助力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實現。談到這項投資，劉茂樹說，中國在數
字經濟和低碳發展等領域的前景給霍尼韋爾
帶來了廣闊的發展機遇。
　　深耕中國20餘年的費列羅希望通過持續
投資分享中國市場的紅利。國家統計局數據
顯示，今年前兩個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
總額同比增長3.5%，實現了由降轉增，消費
的改善回升成為經濟運行的亮點。
　　馬如城說，費列羅中國已經準備好把握
住中國市場反彈所帶來的重大機遇。「我們
的目標是在未來三到五年內實現營業額翻一
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