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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幫學生面前，王教授空閒時的一個習
慣，很是為人師表，讓我十分敬服。沒有病
人和講座時，他總會翻開一本皮膚科書刊，
攤到辦公桌上，翻到上次的位置，雙手輕輕
一按，把突兀在紙上的疑難摁倒、撫平，再
用前臂壓住書頁的左右兩側，低下頭，認真
研讀。
與王樹村教授的師生之緣，始於二零零三

年下半年。在全國的皮膚科領域，教授並非
頂尖，也難說赫赫有名。這多少與他為人謙
遜，不喜張揚有關。

印象中，王教授走路輕巧，時常皺眉。皺
眉前眼睛先瞇起來，皮膚和眉毛讓思索糾結
向中間，靠攏成一座小矮丘。時呈端詳，時
作旁視。這個動作，一般由疑難雜症引發，
被明確診斷瓦解；或因學生的某個低級錯誤
激起，被幾秒鐘的克制平復。我所學的中西
醫結合臨床專業，皮膚科知識只佔其中很小
一部分。這個專業的學生，畢業後從事皮膚
科工作的寥寥無幾。這一點，教授心知肚
明。去皮膚科實習沒多久，一位軍人模樣的
年輕人來就診。患者一側眼眶外有個兩倍於
一元硬幣大小的皮疹，像濕疹，也像體癬。
來四院專家門診前，他已去過濟南的兩家省
級三甲醫院，有診斷濕疹的，有診斷體癬
的，還曾到隔壁普通門診就診過，反反覆覆
幾個月，一直沒治癒。
王教授看完他的就診病例和用藥情況，把

其帶到檢查室。在顯微鏡下，王教授閉上一
隻眼，微微皺起眉頭，用另一隻眼聚精會神
地查找。幾分鐘後，他終於揪出了確診依
據——一根菌絲，並讓我到跟前觀察。之
後，徵得病人同意，王教授給他的患部拍了
照，囑咐他用完藥後回來覆查。在皮膚科待
的時間不長，轉到其他科室學習的空閒，偶
爾回皮膚科。王教授拿出一本刊登有他署名
文章的國家級皮膚科雜誌。雜誌上赫然刊登
着一篇論文和兩張照片。一張是那位年輕病
人就診時的，一張是痊癒後回門診覆查拍
的。那位病人，用藥不到兩周就痊癒了。

跟王教授學習，他強調最多的，就是不能
偏科。皮膚科雖然是個小專業，但不懂皮膚
科知識對將來的從醫很不利。教授舉了一個
被三甲醫院誤診誤治的例子。有個病人因右
下腹痛急診入院，症狀酷似闌尾炎，只是不
典型。外科、內科、神經科、B超室專家聯
合會診後，決定進行手術，切除闌尾。闌尾
切除次日，病人右下腹再次劇痛，症狀絲毫
未減。換藥醫生見皮膚上起了水泡，才猶豫
着有一搭沒一搭地去請皮膚科會診。事實證
明，患者得的並非急性闌尾炎，而是皮膚科
常見疾病帶狀皰疹。
畢業後，我還留着王教授的電話。表哥的

女兒在縣醫院查出心臟瓣膜病變，告知得手
術治療。四院的心內和心外科挺有名，我就
打電話到濟南。王教授竟還記得我。因電話
中說不清楚，建議我們去找他，再幫忙聯繫
心內和心外科專家。小侄女雙腿殘疾，從小
臥床。表哥為了她的病，四處尋醫問藥，偏
方驗方嘗試不少，一直找不到病因除不了
根。到了皮膚科門診，教授居然第一眼就看
出了導致小侄女殘疾的病因並非心臟問題，
而是關節型銀屑病。他這話，蒙得我們一臉
茫然，尤其是我，夠跌三次眼鏡的。

王教授見我們詫異，走到小侄女身後，讓
表嫂幫着掀開小侄女上衣，兩個不太顯眼的
花生米大的牛皮癬，偷偷摸摸趴伏在乾瘦的
後背上。四院心內、心外的專家都非常忙，
王教授幾分鐘一個電話催促，誠心誠意幫着
聯繫上，又帶我們去讓專家擠出時間給小侄
女瞧病。經過檢查，專家給出的建議非常明
確，只是小毛病，無需手術。

盛情邀請王教授吃午飯，因推辭不掉，他
才勉強答應去附近一家小吃部。且進店只點
了兩斤水餃，沒要菜。水餃蘸着醋和蒜泥，
教授邊吃邊和我們談論小侄女的病情。他面
露難色說：「銀屑病導致的關節病變很難治
癒，一遍遍手術得花費二三十萬，除了受
罪，效果還是未知數。」早已是主任醫師的
他，待我這個多年不見本就不算太熟悉的學

生，態度卻依然坦然、謙和。
幾年前，同事朱姨的兒子屁股一側出現皮

疹，在縣醫院、中醫院和皮防站都看過，沒
啥效果。去市人民醫院和皮防站診治的效果
也不佳。皮損範圍一直在擴大，並出現了脫
皮、滲出。後來聽我說起王教授，便急去濟
南求診。教授明確給出了我們市人民醫院打
了問號的診斷，治療效果卻立竿見影，短短
幾天就治癒了。

我剛進內科工作時，科裡來了一位急性蕁
麻疹病人。王教授教學的影響尚深，我按照
他教授的方法下醫囑，病情很快緩解。但次
日又犯，第三日再犯。時輕時重地反覆，令
我一時摸不着頭腦。
電話打給王教授，聽完我的疑惑，他果斷

說，「你問問患者家中有無貓狗等小動物。
若有，應是對其脫落的細毛過敏。」一問，
人家還真養了貓和狗。囑患者遠離過敏原
後，症狀未再出現。

離開濟南，沒從事皮膚科工作。與王教授
的實際距離遠了，與他傳授的專業也有了一
定距離，心中甚是悔恨、愧疚和無奈。基層
醫生，若都能有王教授這樣一位老師悉心指
點，得其真傳，很多疑難雜症，就不必去大
醫院解決了。
在教授過我專業知識的教授、講師中，客

座博導有之，校聘碩導有之，王教授卻是影
響我最深的一位。因為謙和，因為嚴謹，更
因為其精湛診療技術上的孜孜以求。他早已
是皮膚科領域的專家，卻依然時刻在研讀所
從事的專業理論。身為教授，酷像學生。
時間風一樣吹過心田，蕩起層層漣漪，吹

皺了很多面容，漾去了不少經歷，卻怎麼都
攆不走教授的習慣。他留給學生的，仍是一
如既往的謙和，十分清晰。

每次憶及王教授，面前總會浮現他研讀的
一幕。翻開一本皮膚科書刊，攤到辦公桌
上，翻到上次的位置，雙手輕輕一按，把突
兀在紙上的疑難摁倒、撫平，再用前臂壓住
書頁的左右兩側，低下頭，認真研讀。

東西柏林的日子
以 前 無 電 郵 面
書，朋友分隔兩地

就靠寫信，再用美麗的朱古力鐵盒
把信存着。我和朋友最近就發現了
一九八八至八九年間的相互通信，
其時我住在仍分東西德的慕尼黑，
去了孤島般的柏林一趟。今天就重
溫當年的手稿。
「上星期到柏林去了，又用了一
天的時間逛東柏林。那天天氣極
差，不知是否因此而對東柏林的印
象也惡劣起來。若拿廣州、上海、
北京等大城市和東柏林比，東柏林
真不知要難看多少，想是蘇聯集團
的經濟開放不久，所以市容看起來
遠遠不及中國沿海大城市。而有趣
的是，柏林分裂為東西兩份的時
候，市中心最繁華的大街，其實是
分了給東柏林的，即現今東柏林的
商業中心和使館區，可惜日久失
修，看上去寒傖得很。我們是坐旅
遊巴士由慕尼黑到柏林的，全程八
小時左右，包括過關閘，像過深圳
差不多，有穿制服的東德官員上車
逐個旅客查護照，整個過程頗複雜
（見圖）。過程是，汽車先在A點
過關進入東德國境，查護照等，然
後行車三小時左右，再在B點過
關，再查一次護照，也是東德官員
查，才能放人進入西柏林（西德的
一部分）境內，而圖示的接駁公
路，又只是西德方面來的車輛才准

行走的，蘇聯集團的車輛一律禁
止。所以地理上和政治上，西柏林
都是一個孤島，也因如此，西柏林
跟其他西德城市的氣氛也很不
同。」
近年柏林已重為德國首都，氣象

當然大勝當年，但舊日文字也很有
趣。另有一段講過關：「同車到柏
林去的同學中，像泰國和一些美國
同學，從未踏足共產國家，因此東
德官員上車查護照時，他們竟緊張
起來，而我卻一點感覺也沒有……
對你對我，返內地、過關等已是十
分尋常的經驗，根本不會有特別感
覺。從這點我又想，香港人的確是
很獨特的，試問世上有多少人像我
們一樣，不斷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
義國界之間進進出出呢？」
時維八八年十二月八日。不久我

也搬了去西柏林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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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山人居於新界
之內一條不大不小

的鄉村之內的一所茅舍，茅舍前有
一小幅土地可供種植一些花草樹
木。
大約二十多年前，本山人在旺角
花墟道大約以二三十元買了一盆白
蘭花樹，連同該小樹所生長之瓦盆
在內，不經意地放在茅舍前這幅小
園地上。轉眼之間，不覺已有十多
年！但這株小樹每年只開出一兩朵
白蘭花，而體積卻十多年不變。
大約六年前，本山人突然靈機一
觸，將這株小白蘭樹種在這幅小園
地之泥土內；不到兩年，這株小樹
竟然生長至七八英尺之高，大約高
了一倍有多！但開花仍是三五七
朵；所以本山人將這篇小文的題目
只稱這株小樹為白蘭樹而不是白蘭
花樹，因為開花實在太少。
再過了兩年，這株小樹已增高至
差不多二十英尺之高，主幹之直徑
也差不多有八九英寸之粗！但花朵
仍是十朵八朵，甚為奇怪！但這株
樹的樹葉卻極為荗盛，且每塊葉也
是很大的，大約有十四五英寸長，
六七英寸之闊的葉形。本山人又覺
得這些白蘭葉的「根狀纖維」很粗
大，而構成之圖案也很美觀。於是
有一天便摘了二十多塊樹葉，放入
一個大盆內，並注滿清水，目的是
將這些葉綠素除去，而將淺啡色半
透明的葉脈變為書籤。
但浸了超過兩個多月，六七十
天，這些葉卻依然故我地保持青葱
一片！使本山人大惑不解！通常將
普通的樹葉浸在水裡。不須二三十
天，便可將那些葉綠素除去，再將
剩下的樹葉內的根狀纖維曬乾，便
可以成書籤的了。但這株樹的大葉
卻生命力特強，浸了六十多天也依

然綠葉油油地在水中安然保持不
變。沒奈何只好忍痛將全部樹葉棄
掉，宣佈投降放棄製作樹葉書籤
啦！
由於這株樹的高度增加太快，本

山人在兩年前特別約了一位鋸樹專
家，將這株快高長大的白蘭樹在大
約十五英尺高之處，將以上的樹幹
鋸去，目的是減慢這株樹的增高速
度。過了一年，這株樹的樹頂已生
出了大約七八枝小枝出來，而且每
枝也繼續向上發展，和主幹的其它
橫枝也融合得相當自然。而且還有
一共通之處，就是白蘭花不多。
在這個小園地上，本山人也種了

大約十數株其它果樹和花樹，但這
株白蘭樹的樹身最高，橫枝也日益
擴闊；其它的樹又好像很知趣地微
微閃開，好讓這株生長特速的「大
哥」版圖可以日漸擴闊之勢。據本
山人之觀察，這些植物之間的鬥爭
也是相當劇烈的。但同時又似乎若
有若無之間又存着一些共識，主要
方向是各有地盤，彼此相讓互留餘
地，方便雙方按自然力量而發展。
當這株白蘭樹局限在一個花盆內

生長時，十多年來也只能保留原來
的樣子；一旦植根於地上時，便按
其本身生長能力把土地內的資源吸
收過來而成為最粗壯的「大哥
大」！雖然它開出來的白蘭花依然
不多！但另一角落的茶花，卻每年
逢天寒時便紅花怒放，而樹身卻是
三十多年前保持原狀毫無改變。
本山人對植物的知識很有限，不

知像這株樹葉特大的白蘭樹是否普
遍也在本港其它地方生長？如有同
文或文友對這方面有專業或豐富知
識者，敬希不吝賜教及將教導透過
本版主編轉給本山人為幸，謹此先
致衷心謝意。

第五屆香港特區政府最近
先後宣佈數位副局長委任名

單，新官上任備受矚目。創辦了12年的香港
工商專業協進會，最近假洲際酒店舉行了
「探討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共求商機」論壇，
該會創辦人芬姐特邀新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陳百里博士、中聯辦社工部楊茂部
長、中聯辦法律部王振民部長、海南社團總
會張泰超會長、主辦單位首長彭徐美雲、胡
葆琳等出席作主禮嘉賓。
論壇舉辦得相當成功，陳百里副局長並發

表了重要講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
提供了參與國家發展和地區合作的重大機
遇。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得到中央和內
地省市的支持，可以積極參與國家的發展，包
括『十三五』規劃、『一帶一路』發展，以及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
『十三五』規劃內《港澳專章》明確支持

香港發揮獨特優勢，並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的定位，確
立特區在創新科技、法律、會計及其他服務
業和區域合作等範疇的獨特優勢。大灣區的
發展規劃提供了重大的契機，促進香港與大
灣區內其他城市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與信息
流。我們會實現錯位發展，並作為雙向開放
的平台，與大灣區城市共同拓展國際領域。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有

高度開放、高度國際化的優勢，無論是社
會、經濟和法律制度都與國際接軌。我們也
擁有廣泛的國際人脈關係，和具備國際視野
和創新思維的人才。另一方面，香港與廣
東、澳門人緣相親、地脈相連、文化相近，
在大灣區發展中，我們將扮演超級聯繫人的

角色，將大灣區城市和國際社會連接起來，
共同走出去。」
論壇邀請了三位主講嘉賓。首先邀請到深
圳市前海管理局王焱俠副局長介紹前海優
勢，並指出兩點：香港作為「超級聯繫
人」，前海作為大灣區科技產業「超級中介
人」，雙方可以着力抓好創新平台，建設創
新資源對接，創新優勢互補，共同支持香港
高效和科研機構聯繫，設立技術轉移、成果
轉化中心，加強香港高效與科技企業的對
接，促成香港先進技術優質科研成果，通過
前海轉移轉化，共同開拓內地和國際市場。
今次論壇吸引不少大專學生前來聽課，與

在座出席成員十分專心聆聽並作筆記。本人
曾訪問多位青年大學生聽後感想，他們不約
而同表示期待今後能多舉辦此類論壇，令他
們獲益不淺。
港交所上市發行服務部/市場發展科鍾創新

高級副總裁指出，現在隨着內地很多投資者
和企業家日益富起來，他們來港不僅是融
資，也購買投資產品，因此香港需要打造成
為財富管理中心。來自澳門金融學會管理委
員會劉錦釗顧問則表示，澳門可以發揮旅遊
休閒中心的優勢，聯繫葡語系市場，為大灣
區其他城市提供後勤服務。最後論壇由主持
人立橋金融集團行政總裁詹美清作總結。她
建議設立三地聯席機制，定時溝通，各自發
揮優質的定位。主辦單位主席朱蓮芬表示粵
港澳三地經濟需要轉型升級，香港有潛力成
為全球最大航運物流中心。廣東可發揮強大
領導力，發揮先導作用。澳門與歐洲地區葡
語系國家緊密聯繫，因此三區各取所需，各
展所長，發揮協同效應，互利互補。

人人都期望有個美好的夏
天，有涼風輕拂，不會覺得炎

熱難捱；更能與求學中的子女，利用夏日的暑
假，到外地去欣賞一下世界美麗的風光。但今
個夏天，相信有不少人感到失望，亦有不少人
感到哀傷。因為風是有吹，卻不是令人感覺舒
適的涼風，而是吹到家園也被毀的暴風。
颱風，現在是專指發生在太平洋西部海洋和

南海海上的熱帶空氣旋渦，又稱為熱帶風暴。
颱風這個颱字，在清代是專指吹襲台灣的風
暴，王士禛在《香祖筆記》說：「台灣風信與
他海殊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
倏發倏止，颱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
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今年的颱
風，既吹襲過台灣，亦令香港、澳門受災。現
代說的颶風，指的是發生在大西洋、墨西哥
灣、加勒比海和北太平洋東部的熱帶氣旋，今
年肆虐的地方，電視上看到的美國得州和佛羅
里達州，以及重創的加勒比海沿岸等地。
現代科技發達，不管是颱風、颶風，都可以
從衛星雲圖上看到，還可以作出預測，但災情
還是慘重，主要原因，除了是強風之外，就是
雨，無情而傾盆落下的大雨。在科技不如今天
的古代，我們如何預測風暴的來臨，及早防
範？唐代的李肇在《唐國史補》說：「颶風將
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所以看到天上的
烏雲邊上，有霓虹顯現，就知道三兩日內必有
暴風來襲。
哀傷的，自然是受風災喪生了親友的居民；
失望的，只是那些想到受災的旅遊地區去觀賞
風光的人。失望，可以在第二個夏天重新找
回；哀傷的，卻不知何年才能平復。只能祈
願，夏天少來點風暴。

近期見到太多輕
生或病死的新聞，

令我感到生命太脆弱，好像一下子
剩不到什麼因素要生存下去的，令
人實在感到遺憾……
也一下子令我記起當年娛樂圈一些
因某種問題而選擇輕生的明星，還記
得的是翁美玲、鍾保羅等紅人，他們
年紀輕輕的放棄生命是為了愛情及金
錢，害了性命，當時令人非常傷情惋
惜，這些傷痛令我們悲痛至今，也令
圈中人痛失一代有力之星。
尤其近十年，情緒病的出現令更
多娛樂圈中人存有壓力，例如自爆
過有情緒病的藝人包括張繼聰、謝
安琪、薛凱琪等也曾因娛樂圈工作
上的是非，及網民的指責而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心理壓力導致情緒不
穩，就算未影響到有輕生念頭，也
有明顯的人群恐懼症或幽閉恐懼
症。
互聯網發展間接也影響了藝人，
面對壓力的範圍大了，一個娛圈工
作的人除了以往的要面對台前幕後
的適應，現在還要面對在網上的評
價，好與壞也不能直接回應；而某
些網民更會隨口指罵，因為網上世

界不用負責任，可隨意說出一些傷
害別人的話，所以若果是新人第一
年在圈中工作更會有不適應的情
況。奉勸各位將會或已在娛樂圈工
作的同業們，要學習心理平衡的重
要性，網路世界的評價全不要盡
信，也要為自己找出一條發洩情緒
的好方向，令自己過得好。
不要被一些沒有建設性的說話或

文字傷害自己，而做網民的也請尊
重別人生活及工作，你可以不喜歡
那個藝人，但麻煩請不要說一些叫
人去死的殺人語句，要想想你說的
話有可能令一個人失去自己，這等
同誤殺般的感覺！希望不要因有壓
力，以及不要因有情緒病而影響生
命。

生命有價

星級媽咪莫Auntie（莫何敏
儀）坦言人生之中最感恩上天

賜她一對聰明的兒女莫理斯（Trevor）和莫文
蔚（Karen），她不枉此生。莫理斯教授是劍橋
的法律博士，中四那年讀了徐志摩《再別康
橋》而夢想入讀劍橋，匆忙中他報考了從未修
讀的古希臘拉丁文學，「我考試從來不會取
巧，但今次迫於無奈也背了一些古希臘和拉丁
文的精句，竟然我考到了而且得了獎！」
提起兒子被劍橋大學成功錄取，莫Auntie依

然激動，「那是我人生中的重要時刻，當天是
男拔萃的Speech Day，班主任對我們說有封信
件在他的櫃桶，然後將鎖匙拋到我手裡，兩母
子興奮跑去，開了櫃桶原來真的是劍橋的恭賀
函，太難忘！」Trevor夢想成真在大學真的學
會了撐平底船，假期時候為遊客撐船賺外快，
非常好玩，「人生中最快樂時光，可以說在劍
橋的那段日子。」
其實Trevor和Karen同是學霸，先後獲得香
港傑出學生獎，妹妹一直視哥哥為偶像，他們
相隔五年，媽媽總會買些小禮物讓Karen送給
為她睡房吸塵的哥哥，兩兄妹感情非常好，所
以哥哥最近出版了第一部小說《神探福邇，字
摩斯》時就想好了，如果他日拍成電影，他會

預妹妹演其中一個反派角色，因為反派最容易
有所表現。「本來我一直希望在年老時出書，
至兩年前父親去世才明白人生無常，想做的事
也要即時去做，本來想寫一本歷史書，為了增
添趣味性，我將它寫成一本結合武術的偵探小
說以古鑑今，主角是一位留辮子吃水煙斗的中
國偵探，姓福名邇字摩斯，故事始於1881年至
1885年的中法戰爭，後來八國聯軍、辛亥革
命……福邇是北方人，第一批出洋留學生，選
擇到香港發展，目標希望用外國的法制去幫助
自己國家強大，中西合璧，洋為中用。本土本
是一件好事，對自己的地方感驕傲和認同，但
是總不可固步自封，這正是一直以來的香港精
神。」
Trevor創意十足，最近創造了聲紋系統的3Ｄ

打印珠寶設計，這位鑽石王老五羨慕妹妹重遇
當年的初戀情人結成美眷，他仍然在等。提起
當年莫文蔚入行風聞周星馳追過她是真的嗎？
莫媽媽笑言︰「細路啲嘢我不管的，都過去
了，老實自己一直最緊張的就是她能夠找到適
合的終生伴侶，對方一定要心地好，善良並非
只顧及自己，要照顧所有的人，要有愛心、包
容，不可以太自私，之前的都未達到我的要
求。」

她非常欣賞現在的女婿很細心，喜歡煮飯和
洗碗，Karen曾經講過不打算生育，但相信女
兒會活得很快樂，因為她是一個Very Happy
Girl，她不再怕風浪，因為已經經歷過很多，自
信心亦都非常強。只是心痛女兒常常回來一個
喼，再執另外一個喼，逗留幾小時又再出發，
只是怕她太勞累。
莫Auntie直言子女是她的驕傲，但對丈夫莫

天賜卻有點內疚，怪責自己做得不足夠，所以
勸喻所有的太太做了媽媽後，別只顧子女，要
對丈夫好一點。
我想在莫Uncle的心中，太太是完美的，在
50年的婚姻中為他帶
來一個舒適平靜幸福
的家，如果Trevor寫
小說續集，一定要將
父母的美麗愛情故事
寫下來，一定非常吸
引。

星級媽咪莫Auntie 子女是她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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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斯（左）最
近出版了第一部小
說《神探福邇，字
摩斯》。 作者提供

■張繼聰曾自爆患有情緒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