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美？

　　美字其实是一个很大块头的学问，可以很
学术性。同时我们每个人天生都具有鉴赏的能
力。比方说，林凤娇是一个时代的大美女，而
九寨沟的风景四季都很漂亮，这些说法大家都
会同意，而不必教。
　　其实美、丑，都是通过对比，比出来的。
　　新加坡人都吃过鸡饭，也知道哪家有名、
好吃。现在假设你有一个朋友从阿拉斯加来，
从未吃过鸡饭，你带他去吃一摊。吃完后，你
问他好不好吃，他怎么说？他大概敷衍你一
下说好吃，但他不真正了解何谓“好吃的鸡
饭”。假设他吃不腻，你带他吃10摊，这时
他对“鸡饭好不好吃”就有了概念了。
　　所以好与坏，是对比出来的。一个会鉴赏

画的人，就是比普通人看得多一点，仅此而
已。如果你都带那个阿拉斯加朋友吃有名的摊
位，培养敏锐度后，那么下次他吃到一般的鸡
饭，就能立刻分辨好坏。

文化价值

　　艺术品，其实就是一个表现美的东西。那
么如何表现美，这又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大家是否记得谁发明
了电灯炮？是什么时候？那么，谁发明了节能
的荧光灯？谁又发明了现在的LED灯？
　　奇怪了，爱迪生100多年前发明的破烂灯
炮，不耐久、耗电，我们记得他，但现在这么
好的LED灯，我们却不知是谁发明的？
　　人们只会记得第一个发明某件东西的人，
而鲜少记得后来的改善者。在艺术界亦然。所
以，大师一定是开拓艺术表现手法的第一人，
而因为他是第一人，所以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

步。举例，当年毕加索开创了令人莫名其妙的
女性画法，震撼全世界。今天如果有人依样画
葫芦，纵然画得到毕加索的技术水平，则充其
量成为高手，但不会成为大师。
　　有文化价值的艺术家，就是第一个开创某
种画风／概念的人。我们要注意，这些领导
者，并不一定在技术上达到了最高峰，但绝对
是时代的领头羊。

艺术的最大价值

　　其实收藏并不是纯粹为了投资，而是收藏
过程中的乐趣。人如果要真正得到快乐，就不
能一直想赚钱，而是满足人的精神饥渴。艺术
品就是一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所以它历
久不衰，永远是有钱有势的人追捧的对象。
　　我们到这里读了一些概念性的问题，但是
具体要如何操做，请听下回分解。

连日来本地空气污染水平飙升，已达
危险水平。烟霾之灾重现狮城和马

来西亚，人们生活受到影响，健康受到威
胁，尤其是对于患有呼吸道和慢性疾病的
老人和幼童影响更深。
　　烟害多源自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
丹岛。除了林火部分是由于天气干旱少雨
所致，烟害其实也是人为的灾害。印尼一
些地区的庄园和村民们放任进行人工烧
芭，加上缺少监察，引发林火失控。未能
从根本上杜绝非法烧芭和林火，烟雾也将
每年重现。因此，必须消除烧芭引发烟害
的源头，才能治本并有效减少，甚至杜绝
烟霾之祸害。
　　除了盼望老天早日降下甘露，或风向

快快转变，驱散狮城烟雾外，更希望有关
当局能加强与邻国共同合作抗烟害。烟害
是印尼，也是本区域的灾害。
　　除了教育种植者采取其他方式取代烧
芭外，各国需要加强科学性监察和采取有
效行动，保护森林资源，加强执法，以及
协助当地尽早扑灭林火，防止烟害扩散。

日月明  我这个人走得很慢，但是我从不后退。——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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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清淡
烟霾稍散

义工助长寿

　　很多人问我，
要怎么选画？上一
期 提 及 两 个 基 本
面——一要美，二
要 有 文 化 价 值 。
但这些是很抽象的
概念，让我逐一解
密。 九寨沟的美景，不必教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但是美学的问题，却是要学习、比较的。

要如何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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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何时了？ 读者 / 一民

锅子焦黑
用醋去除

对付违例停车

生活
添智慧

（作者为退休报人）

艺术漫读

何劭斌

菜头菜尾

吴启基

青山飘逸

胡逸山

（作者为画家、画廊主持人）

　　贵报在6月10日刊登
读者 不 平 者 投 函 “ 宏 茂
桥 3 巷 ， 大 型 车 辆 乱 停
放”。
　　我们已在6月13日在
该处画上“不准停车”的

标 志 ， 也 会 加 强 执 法 行
动，对付非授权和非法停
车的车主。

　　Eric Toh
　　公共关系执行员

　　宏茂桥市镇理事会

　　卤肉不小心烧焦了，锅底结了一层厚厚的焦肉，洗不
掉又很难刮掉，怎么办？
　　在锅里注入三分之一任何种类的醋，加三分之二份的
水的比例（须能盖过焦黑的部份），加盖烧滚5分钟。
　　浸泡过夜后，轻轻以奶油刀或汤匙一刮就可以把焦黑
的底去除。

经济学中有一门叫“情感经济学”，内容和分享致富有
关。它是一种教人经商致富的方法，有其一定的动机

目的作为动力背景。
　　要加入“情感经济学”的行列，一点也不难。只要手
头有一袋瓜果，半数自用，其他则分送给邻居友人。自用
的就不必说了，给出去的，有头脑的人会拿去卖掉做生
意，卖掉的金钱，可由小滚大，本来是死的东西，忽然间
变得活了，钱也更有生命更有价值。这有点像过去人所说
的“投桃报李”，先给对方十粒桃，回报可能是香脆多汁
的百粒李子呢。
　　当然，能够做到有桃有李，首先要有桃李的条件，不
一定是开果园的丰收丰产，去超级市场买也可以。忽然想
到，这和当义工很像，有付出有回报。必须了解的是，义
工可分劳力、劳心两种。不能劳力，也可劳心，效果一样
“义” ，“利息”未减分毫。
　　据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对一群年长者的研究，老来健
康许可，最好是争取去当义工。
　　义工之好，一来可以通过活动，有效解除因为家庭牛
毛问题所带来的烦忧；二来赶走病魔的入侵，封杀高血压
等心血管高发症的一再威胁。
　　做好事做义工，不只符合经济原理，还有利于健康，
保证长寿，诚乃一举多得。不同之处在于：做好事做义工
两事，可以把境界提高到无所诉求无须回报的层次，很像
是佛家所说，面对智慧和财富，懂得如何去取和舍，而且
要大取有大舍、小取有小舍。能够做到这步，已经胜造几
级浮屠。
　　不讲大道理，送人瓜果做义工，只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利人利己的小事，“上面”知道，马上可封世界良民、新
加坡良民大奖一个兼长命百岁十分。不妨一试，试好写文
章告诉大家，实现分享第一步。

交流站

（作者为南大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转眼又到了烟霾迷朦的年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每年这
一段日子几乎无可避免的都会受到主要由于苏门答

腊岛大规模“烧芭”而引发的烟霾所害。以前“烧芭”是
原居民农耕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规模不大。演变到今日，
“烧芭”的主要是大事种植油棕树者，以符合彼等经济效
益的方法来清理荒山野岭，以便种上大片的油棕树。
　　今年的烟霾情况特别严重，然而基于国家主权的尊
重，新、马当局皆不可能到苏门答腊去执法、去制止如此
无法无天的“烧芭”。那我们难道就年复一年长此下去束
手待毙吗？难道我们从个人、从社会层次就毫无办法来协
助解决这严重到会死人的问题吗？
　　我觉得那倒未必！最起码我们可以从虚心接受我们的
至亲好友常温馨的、不厌其烦的叮咛我们的一句话做起：
“别吃得太油腻喔！”
　　东亚与南亚的食用油大部分都由棕榈油提炼而成。如
果我们少吃些油，那食用油的需求量就会减少，那自然而
然的，就不需要种那么多的油棕树，也没那么多芭需要被
烧了。如此一来，烟朦朦的日子也许就不那么长了！
　　基于各种历史风俗原因，东亚与南亚的口味，也许除
了粤菜与日本菜外，普遍都很浓重。我无意贬低任何菜式
风味，但实在觉得我们应该把口味放清淡点了。我还记得
有次朋友盛情推荐著名川菜“水煮鱼”，我心里想，“好
啊！水煮的鱼，多清淡、多健康啊！”
　　不料端上桌的却是一大锅红彤彤的滚烫辣椒油，里边
浮游着一些鱼肉块。坦白说，鱼肉味道的确很鲜美，但想
到把包裹着每一片鱼肉的油都一道吞下去，心里实在很有
对自己健康的罪恶感！
　　我与读者们一样，从小生长在一个充满油炸肥腻的氛
围里，口味也一样的浓重。在欧美生活时，看到人家生菜
沙拉加水果就是一顿午餐，才理解到是有可能养成另一种
饮食习惯的。然而前一阵子所谓“当官”时，各种应酬接
踵而来，自己意志力又不够坚定，饮食方面没有节制，结
果霍然成为大胖子一名，现在看起当时的照片实在汗颜！
　　过来新加坡时，我痛下决心，要严厉控制饮食，尽量
少油腻，结果在过去一年多来减轻了约15公斤，整个人也
觉得健康起来！
　　许多人注重食物的口感，没“油水”觉得不好吃。其
实现代有许多创新的料理方法，还有一些新颖的料理工
具，都能让大家在少油的情况下，仍然能烧出一手好菜，
而非不大油抛锅不可！就算非得用油，也许也可考虑用较
健康的如橄榄油不等。
　　吃的清淡些，自己身体健康，间接又可改善空气质
素，又何乐而不为呢？

市民
　心声

一封从非洲捎来的信，字里
行间充满感激。

　　一名女生永远记得9年前，一位狮城医
生仁心妙手，让她重获新“声”，改变她的
一生。
　　对收信人耳鼻喉专科医生叶朝灵（49
岁）来说，医好这名肯尼亚女生孟兰妮，是
他从事志愿服务多年，最有满足感的个案
之一。
　　叶医生曾担任陈笃生医院耳鼻喉部门主
任10年，目前在伊丽莎白诺维娜专科医疗
中心私人诊所执业。
　　他说，这名女生当年因病毒感染患上罕
见的“喉乳头状瘤病”，声带长无数的小肉
瘤。由于肯尼亚医疗设施不足，她在2004
年获本地一所教会赞助医药费来新治疗。
　　当时，仅13岁的她，动过13次手术。
肉瘤扩散至呼吸道，她必须在脖子上插一根
管呼吸，已经3年无法说话。
　　叶医生义务为她操刀，两个月内，为她

动3次手术，以激光去
除她的呼吸道和声带上
的肉瘤，用药物成功抑
制病毒复发。抵新时无
法说话的女生，返家
前竟能唱歌！
　　今年22岁的孟兰
妮，学业优秀，叶医
生也从去年起赞助她
的教育。
　　孟兰妮给叶医生

的信中写道，她要攻读政治，将来为
贫苦人士争取福利，令叶医生倍感欣慰。

海外义诊　翻转生命
　　能为较不幸的人，带来生命转机，是叶
医生从事海外义诊的推动力。
　　过去14年，他每年带领医疗团到海外
贫困部落的医院义诊、传授医疗知识给当地
医生，曾到过中国、印度、缅甸、越南和印
尼等。
　　“一些疾病在偏僻地区，常因医疗条件
不足而拖延，或变得严重。我们就为不少成
年人矫正兔唇，我也治疗过鼻窦发炎阻塞
导致眼睛被推向一边的青年，帮他恢复正
常容貌。”
　　叶医生说，看到这些乡民治愈后的
喜悦，他所得到和学习到的，远比付出
的更多。
　　

身教胜于言教
　　叶医生与太太育有一女两男，分别23
岁、21岁和18岁。
　　相信身教胜于言教的叶医生，向来主
张以行动启发孩子学习正确价值观、了解

回馈社会的重要。
　　子女年纪还小时，曾有几次趁学校假期
随他到中国四川，看他如何义诊。他要让过
惯舒适生活的子女，体验什么是穷乡僻壤。
　　“贫困山区生活条件落后，令他们惊
讶。回新后，他们变得懂事，对学习更自动
自发。”
　　他的长女和次子后来决定从医，目前在
念医科。受了他的影响，子女们都热心于志
愿服务。

鼓励青年投入志愿工作
　　也是新加坡京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
MYMCA）董事会会长的叶医生，曾带领学
生义工为贫困老人清理垃圾屋。今年起，他
决定把更多精力投入本地社区服务。
　　MYMCA援助全岛100户贫困家庭，其
中包括独居老人、精神病患等。
　　叶医生人认为，本地年轻人不是冷漠的
一群，只要有适当的启发，让他们了解志
愿服务的意义后，他们便会全力以赴。他希
望，通过培养青年领袖，激励更多青年投入
志愿工作。

　　愿意投身义务工作，可拨电向MYMCA询问。电话：68398358

　　能够通过手术刀，为病人带来希望，
翻转他们的生命，他所得到和学习到的，
远比付出的更多。

文 / 许翔宇

　　孟兰妮及
她 的 父 亲 ，
感激叶朝灵医
生（右），不
但免替她动手
术，还资助她
的大学费用。

日历变红色
　　一天下班回家，看见
墙上的日历都变成红色的
了，就问3岁的儿子：“宝
贝，你怎么把日历都涂成
红色的啦？”

　 　 儿 子 回 答 说 ： “ 妈
妈，你不是对我说过，日
历变成红色的日子，就不
用去幼儿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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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她重获新‘声’狮城医生

　　叶朝灵医
生过去14年也
带医疗团到海
外义诊。

笑笑
没烦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