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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務院做出決定，將每年8月19日
定為「中國醫師節」。這既體現了國家對廣
大醫務工作者的重視和關心，也是對取得很
大成績的醫務工作的肯定與支持。它對促進
醫患和諧，加強醫師的醫德修養，也具有重
要意義。
醫德是一個醫生的行為準則，醫德的好壞

直接關係到人命的安危、身體的健康和千家
萬戶的幸福生活，因此它也廣受社會關注。
在我國，廣大醫務工作者的醫德總的來說

是好的。但也毋庸諱言，有相當一部分醫生
的醫德較差，群眾意見很多。他們不但跟現
代文明難以相稱；即使跟一些古代名醫相
比，也有很大差距。

我國古代的一些名醫，是很重視醫德修養
的。他們的事跡，感人至深；他們的英名，
流傳千古。這樣的典型，也有很多。向有
「藥王」之稱的唐代大醫學家孫思邈，就是
十分突出的一位。
孫思邈是中國醫德思想的創始人。他一切

以治病救人為主，時時處處關心病人的疾
苦，對前來求醫的人，不分高低貴賤、貧富
老幼、親疏遠近，皆平等相待。他出外治
病，不分晝夜，不避寒暑，不顧飢渴和疲
勞，總是認真負責，全力以赴。有一次，他
在行醫的路上看到一堆病家倒在地上的藥
渣，一眼便看出配藥成分不當，要出人命。
於是他便四處打聽，到處查訪，費盡周折找
到服藥的病人，給他重新抓藥，救了那人一
命。他的救人之事很快在鄉間傳開。從此，
一些人便將藥渣倒在路上，為的是萬一吃錯
了藥，可讓孫思邈這樣的名醫識而救之。北
方一些地區至今保留着在大街上倒藥渣習
俗，就是起源於此。

也有的名醫，為了搶救病人，置自己的生
死於不顧，不懼權貴，不鄙平民，深受人們
尊敬。如明代有個叫范彬的名醫，在陳英王
的太醫署裡任太醫令。他經常把家中積蓄的
錢財，購買成藥品和糧米。遇有孤苦或貧寒
的病人，就讓住在他家，管吃管喝，給予免
費治療，先後救活一千多貧苦病人。因此，
他的英名在全國盡人皆知。
有一次，有人敲門急請他出診，對他說：

「我家婦人突然發生血崩，陰道出血如同流
水，顏面色青。」范彬一聽，急忙前往施
救。可是剛出大門，便遇陳英王的差吏來找
他，並說：「英王的貴人病發寒熱，喚你入
宮診治。」范彬說：「貴人這病不算危急，
現在有個民婦病危，生命頃刻難保，我暫且
去救她，過一會再去給貴人治病。」英王的
差吏聽了生氣地說：「王爺的旨意，你怎敢
擅自違拗？你光想救病人的命，難道就不顧
惜你自己的生命嗎？」范彬聽了坦然說：
「我這樣做固然有罪，但實出無奈。我若不
快去搶救，那婦人很快就會死亡，這是人命
關天啊！至於我的生命安危，那就寄託在英
王身上了。如能得以免死，余罪情願承
擔。」說完，便徑直去搶救民婦。由於搶救
及時，那民婦終於被救活。

救完民婦，范彬才去拜見陳英王。英王責
問他，他脫帽認罪，並說明搶救民婦的真實
情況。陳英王聽了，也被他捨己救人的行動
所感動，於是轉怒為喜，誇獎地說：「你真
是位好醫生，既有高明醫術，又有仁慈之
心，能體恤我的黎民百姓，這正是我所希望
的啊！」還有的名醫，寧可忍受誣陷、委
屈，遭人唾罵，也不肯見死不救，其精神更
為感人。
清朝初年，江蘇常州城裡出了個魏神醫，

據說不管什麼疑難雜症，他都能藥到病除，
妙手回春。魏神醫何以有如此神通？其實道
理很簡單，就在於他醫德高尚。比如，鄉下
人到城裡找他看病，他總是先拿點心給病人
吃。對那些貧窮的病人，他不但不收醫藥
費，還送給他們錢糧。他這樣做，既幫助了
病人，又提高了醫術。因為，鄉下人進城看
病，要走很遠的路，一定又累又餓，所以血
脈十分紊亂。若是此時把脈，難以準確診斷
出病症。而給他點心充飢，讓他休息一會，
他的脈象就穩定下來，這樣就能把準病情的
細微差別，從而精確用藥，藥到病除。

而貧窮的病人體質都比較虛弱，無法發揮
藥物的作用。不收醫藥費又送給他錢糧，就
能減輕他的重負，使身心都得到調養，從而
促使他早日病癒……魏神醫這種以醫德促醫
術的方法一以貫之，他甚至甘願為此蒙受不

白之冤。
有一次，魏神醫到一個危重病人家看病，

他走後病人枕頭下放的十両銀子不見了。那
銀子是病人的兒子剛剛借來，預備給老人請
醫生買藥用的。病人的兒子聽信了讒言，懷
疑是魏神醫偷了，便捧了一炷香，跪倒在魏
神醫的門前。魏神醫很奇怪，問他這是幹什
麼？病人的兒子委婉地道出了疑情。沒想
到，魏神醫聽後痛快地承認了下來，並說：
「確有此事，因我有急事需要銀子，手頭一
時不便，就悄悄拿了你家的銀子應急用了。
我本想今天去給你父親診脈時，再偷偷地放
回原處的。」說完，他拿出十両銀子，交給
了病人的兒子。這一來，街上圍觀的人都驚
呆了。他們本以為魏神醫道德高尚，不想他
竟會如此卑污。一時間，對魏神醫的非議之
聲傳遍大街小巷。然而，魏神醫卻神態自
若，毫不在意。

半月後，病人痊癒。在徹底清掃病床時，
在褥子底下發現了那十両銀子。於是，羞愧
難當的父子倆又跪倒在魏神醫面前，父親痛
哭流涕地說：「我們家的銀子並未丟失，是
我的兒子誣陷了先生。今天一則來送銀子，
二則特地來向您請罪。」魏神醫將他們拉了
起來，好言相勸。病人的兒子十分不解地問
道：「先生，我那天聽信讒言誣陷了您，您
明明沒有拿銀子，為何甘願蒙受罵名呢？」
魏神醫說：「你父親的病情正在緊要關頭，
若找不到丟失的銀子，一定傷心絕望，邪火
上攻，病情會急劇加重，很可能一命嗚呼。
所以，我寧肯背上罵名，也要挽救他的生
命。」父子倆聽了萬分感激，磕頭不止……
古代明君唐太宗有言：「以古為鏡，可以

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以
這些醫德高尚的古代名醫為鏡，足可照出一
些無良醫師的污穢和醜陋。如果他們能以這
些名醫為榜樣，找出存在的差距，看到自己
的不足，轉變不良的作風，提升自己的醫
德；而有關領導部門也能抓住古今的先進典
型，狠抓醫德教育，使廣大醫務工作者的醫
德醫風能有大的改觀，促使醫患關係更加和
諧，則是國之幸事，民之幸事，也是醫界本
身的一件大好事！

《蔣經國傳》的肇禍

鼻敏感的自然療法
天氣轉變，不少
人鼻敏感發作。年

年也吃藥無效，很多人詢問有何方
法防治。
這有一部分是心理問題，尤其在
孩子身上，太大壓力、被噤聲都會
令病情加劇。生理方面，本來是肺
弱，然後用西藥不斷壓抑，也會越
見嚴重。無論原因為何，由於肺是
免疫系統防線，天生就一定最敏
感，小孩更怕會有呼吸困難，緊急
情況一定要入院。
但日常預防或醫治，西藥的敏感
藥當然不是辦法，由於很難根治，
很多醫生開藥很重，務求快點滅去
病徵。有朋友曾在孩子感冒期間，
跟醫生提出孩子一早起來會流鼻
水，醫生立刻開了三個月的「抗敏
感藥」，要孩子吃一季，嚇得媽媽
頭也不回走了。
以下介紹幾種自然療法，但最好
當然是看中醫或自然療法醫師辨
證。除了中醫，順勢療法及髗底療
法對此類敏感有很好的效果。
食療：辛夷花煲水，拿五朵焗
水，煲更佳，但因為是長久戰，最
好用較方便的方法。若想甜，可以
加紅棗。另外早餐可以多吃粥健
脾。
按摩：快速捽暖鼻翼，有些人提
議用精油搽這個位置，但若是涼性
油，只是因為鼻周遭凍了，效果不
太理想。我較喜歡暖的油，如薑、
黑椒或乳油精油。
運動：一定要多做帶氧運動，若

是游水的話，只能在夏天進行，上
水後要喝薑茶。
暖敷：買暖貼和暖水袋，日間長

貼肺背至大椎區域，晚上用暖袋敷
着頸睡。
衣服：天天要穿蓋着頸的衣服，

不要怕自己穿得過多，真的怕熱也
只能在其他地方穿少些，頸和肺背
一定要包着。腳和腳踝也要保暖。
環境：平時出入的地方可多放切

開洋葱。污濁中央冷氣或近馬路的
地方，建議買好的空氣清新器。很
多人會去測致敏原，但個人認為若
其他人沒太大問題，你自己敏感的
話，不如先弄好自己的免疫力，總
不能搬去別的國家──當然知道清
潔的空氣是好的。
鼻敏感難斷尾，但只要停西藥，

照做以上的步驟，三星期內多會有
改善。嚴重者可能會突然流很多鼻
水，這時候多喝薑茶和暖敷，捱過
後，鼻敏感多會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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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滋先生文章曾
提到《海外文叢》，

《海外文叢》是我一九八三年到紐
約大學攻讀出版管理和雜誌學期
間，在美國組的書稿，共出版了約
四十個海外作家的選集。
年前，我的一位老出版家朋友告
訴我，董女士在一次接受鳳凰衛視
訪問，說她策劃多套文叢，還曾規
劃出版《世界華文文學大觀》。我
只好一笑置之。
此外，我們還出版了三十多位內
地著名作家的《回憶與隨想文叢》
（其中包括巴金的《隨想錄》、《老
舍回憶錄》等等），這套具文史價
值的叢書，在海內外影響頗大。
其實這套書真正的策劃人是北京
三聯書店總經理、出版家范用先
生。范用先生是中國現代資深出版
家和真正的讀書人。香港三聯書店
很多有價值的出版物也是在他穿針
引線下促成的，如《傅雷家書》、
《現代作家創作回憶錄》等。此
外，我們還出版了楊振寧教授的
《讀書教學四十年》等具有價值的
書。大家也許不會忘記「江南事
件」。
江南（原名劉宜良）寫了一部
《蔣經國傳》，當事人龍顏大怒，
由台灣情治單位僱用黑社會組織竹
聯幫越過大海，到江南加州寓所把
他射殺了，成為轟動一時的國際事
件。《蔣經國傳》便是由香港三聯
書店一個副牌─廣宇出版社出版。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與蕭滋先

生到三藩市江南家作客。
當時江南表示，他寫了一部《蔣

經國傳》，台灣沒有一家出版社肯
出版。後來我與蕭先生商量後，決
定以一家副牌出版社在香港出版。
結果這本書是出版了，萬料不到江
南卻因此而肇禍。當時，江南出此
書也極不易，曾向我們表示，他在
香港一位辦雜誌的老朋友都不敢刊
登這本書的廣告。
在江南事件發生後，這本雜誌卻

很快刊登由台灣情治單位提供證明
江南做「三地間諜」的信件，並以
大義凜然的姿態出現，識者無不齒
冷！……以上一鱗半爪，是我所知
所經歷的關於香港三聯書店編輯出
版紀事，也許仍不免掛一漏萬，有
待有心人指疵、補白。
我一九八五年從美國返來，擔任

香港三聯書店的董事兼副總編輯，
當時沒設總編輯，總管也是蕭滋先
生。後來蕭滋先生要退休，對我曾
寄予厚望，一直勸我更上一層樓，
但因某種原因，我婉謝了，是我讓
他失望了！之後北京三聯書店調來
董秀玉女士接任香港三聯書店的總
經理兼總編輯，致力於人文科學的
出版。她在任期間，策編了一套
《三聯精選》（共十二卷）。
文學書大抵市場不大，《台灣文

叢》、《香港文叢》沒能繼續出版
下去。《當代中國作家叢書》也胎
死腹中，不久我也離開了香港三聯
書店。這是後話。

(與蕭滋先生談出版》之六，完)

偶然看到內地某電視台訪問汪明荃（汪阿姐），主持人稱呼
汪阿姐為香港演藝界的藝術家，筆者甚為認同！香港觀眾對汪

阿姐在演藝界的努力付出、貢獻，早已有目共睹，十分熟悉。
令筆者繼續收看這訪問，並不因為被訪者是汪阿姐，而是好想一看究竟節目

中的現場觀眾群是否都是五六十歲的人士，結果筆者從節目鏡頭看到的觀眾，
有不少年約三四十歲的年輕面孔，鏡頭從舞台一直移動至觀眾席，沒有經過剪
接（行中稱為一個鏡頭過），足見汪阿姐在內地的知名度，觀眾對她在演藝界
工作的資料訊息，是耳熟能詳了！
汪明荃之所以被稱為「汪阿姐」，是因為她對演出工作有着自己的一份堅持
和原則，她更敢於在電視台的高層，以及監製、編劇面前提出自己的意見，令
部分劇本因而臨時改寫，但亦引致部分人認為汪阿姐的敢言敢作有點霸道，故
以「汪阿姐」稱之。儘管如此，汪阿姐演出的經典電視劇《家變》中飾演豪門
之女「洛琳」一角，對我們的父母輩來說，相信至今仍
印象深刻，讚不絕口。
雖然汪阿姐在演藝界至今50年，地位超然，但好的演
藝工作也並非一帆風順，其演出粵劇，曾因唱功、造手
等等問題，被部分梨園中人批評得體無完膚，尤其是曲
詞唱至高音時，台下竟然有人說︰「快些找個氧氣筒
來，怕她唱不上去了。」對梨園中人的評價，相信汪阿
姐當時心情一定不好受，然而她並沒有氣餒，就如某年
她跟電視台傾談續約時，某高層對她說︰「你今年都未
做夠騷，做夠先再講續約啦！」
結果，一部電視劇《我的野蠻奶奶》，令汪阿姐的實

力演技再受到廣大觀眾的認可和歡迎，汪阿姐地位仍然
是屹立不倒。汪阿姐對此事的回應是︰「任何一位藝
人，誰不是在演藝事業中跌跌碰碰地走過來，無論受過
幾多苦頭，我永遠有自己的信念，就是我非常非常熱愛
演藝工作，付出努力是必然的，有什麼好抱怨的。」

汪阿姐演藝50年

許冠文對香港電影
發展影響深遠，早在

周星馳出道前已奠定「喜劇之王」
地位。他一直堅持拍喜劇，為觀眾
帶來歡樂，從不言休，去年就憑
《一路順風》角逐第53屆金馬獎最
佳男主角。
許冠文今年75歲，入行已半世
紀，卻全無老態，可能與他的三大
興趣有關：電影、搞笑和釣魚。
釣魚是許冠文除工作外最大興
趣，他是圈中出名的釣魚癡。
他喜歡釣魚不是為了讓腦袋寧
靜，相反，釣魚時他腦袋比平時更
忙，只想着一件事：怎樣引魚上釣
啦。
提到釣魚心得，他會滔滔不絕，

「當我把魚餌拋入水時，腦海就浮
現水裡的畫面，那些魚看到魚餌的
反應是怎樣？如果很久沒動靜的
話，就拉一拉魚線，再沒反應，表
示有些細節出問題，必須要改變策
略，首先要檢討是否用錯魚線和魚
餌？然後留意釣魚的地方有沒有石
頭及水流方向。這位置沒魚上釣便
換個地方，仍沒收穫，又再走另一
個方向，每次釣魚，就是在跟海裡
的魚鬥法。」所以釣魚時他很忙，
花很多精力和腦汁。
他樂於分享釣魚的學問，例如釣
魚的最佳時機是剛要漲潮的黃昏或

是凌晨時分。
他最喜歡吃自己親手釣的魚，感

覺味道會特別鮮美，即使沒有任何
調味，簡簡單單地烹煮，依然美味
可口。有時候即使只釣到幾條魚
仔，他都會很開心地請朋友到家裡
來一起品嚐，分享那份開心之餘，
他覺得很威風。
對大海情有獨鍾的他，除了釣
魚，也愛潛水，在水底可洗滌心
靈，令他把現實世界中的所有煩惱
忘得一乾二淨，享受真正的寧靜，
整個人完全放鬆，他會帶着魚餌去
餵牠們，引得色彩繽紛的魚兒在他
身邊打轉，叫他興奮，可暫時脫離
複雜的世界，思維得以沉澱，會顯
得特別清晰。

許冠文是「釣魚癡」

剛剛落幕的第54屆金馬獎頒
獎禮，《嘉年華》導演文晏獲

得「最佳導演」獎。這是一部引人深思的電影，在
一座海邊小城裡，兩個小學女生遭遇性侵。導
演的側重點並未放在對施暴者的批判，而是受
害的女生、她們的父母、派出所的民警、醫
生、律師等在案件發生之後的各種反應。
對於一個案件而言，施暴者是否得到應有的

懲處很重要，對於一個沉重的社會話題而言，
每一個看似置身事外的旁觀者，都難免其責。
我想起小時候的一件事。堂姐上初中的時

候，跟另外兩個女生特別要好，三個人天天一
起上學一起放學。其中一個小姐姐長得很好
看。瓜子臉，高鼻樑，白白淨淨的臉，一對黑
葡萄一樣的眼睛上，蓋着長長的睫毛。後來我
看古典小說，每每有女子被形容為目似點漆，
眉不畫而翠，腦海裡的畫面總是這個小姐姐的
樣子。另外一個小姐姐，臉圓圓地，笑起來聲
音特別大。學校放假的日子，她們結伴去附近
的槐樹林摘槐花回來，蒸麥飯。我還未到上學
的年齡，爬樹也比較厲害，堂姐常常帶着我去
幫忙。
我攀在樹上，折了花朵繁盛的樹枝得意的往

下扔，這個美麗的小姐姐總要不斷叮嚀我，抓
緊樹枝，小心腳下踩空了。男孩子調皮，有時
候我會故意把一大捧摘好的槐花朝她身上撒，

她也只是笑一下，並不會像圓圓臉的小姐姐那
樣責怪我。
不記得是從哪一天開始，再也沒有見過那兩

個小姐姐。起初以為她們吵架了，忍不住跑去
問，準備中考的堂姐神情落寞的說，她們轉學
了。我再追問，怎麼會兩個人一起轉學呢？堂
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你太小了，等你長大
了再告訴你。過了好幾年，我才知道，原來發
生了很嚴重的事情。
有一天，那個美麗的小姐姐，去找圓圓臉的
小姐姐一起上學，竟然被其爸爸糟蹋了（其實
就是強姦）！那時候的社會風氣，女孩子遇到
這種事，大哭一場後，第一個念頭大都是怕別
人知道。她本來也打算自認倒楣，卻沒想到自
己懷孕了。
女子貞潔名節猛於虎的氛圍之下，兩家迅速

協商，決定私了。本來應該被重判的強姦犯，
在很短時間內和妻子離了婚，然後迎娶了受害
者。為了不被鄰居發現，兩家人很快都搬了
家。只知道她後來生下一對雙胞胎，至於人生
境遇如何，便不得而知。但不得不承認，在這
件事情上，我做了一個起初不知情的冷漠旁觀
者。
知乎上有一個關於性侵的提問，兩萬多人關

注。參與回答問題和評論的人，大部分都選擇
匿名。原因其實很簡單，無論是施暴的人，還

是遭遇過性侵的人，或者只是個看客，內心對
於這種讓人齒冷的事情，都是極其排斥。施暴
的人知道，是需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雙重制
裁。遭遇不堪的人，知道公之於眾之後，二次
傷害會伴隨整個人生。看似中立的看客，其實
是幫兇。在這種非黑即白的事情上，還要假裝
選擇做一個毫無態度的旁觀者，虛偽的面目全
部暴露。
最近，在亞洲室內運動會六十米跨欄比賽

中，為香港贏得第一面金牌的運動員呂麗瑤，
在臉書上公開自己未成年時曾被教練性侵的事
情，引發了香港社會對性侵的廣泛關注。體育
界機構、議員、官員、傳媒，紛紛對事件表
態，並支持呂麗瑤勇敢站出來。這本來是一個
讓香港社會正視和反思這一沉重問題的很好機
會，居然有一位馳名香港的作家兼電台主持
人，利用這件事情進行取笑和嘲諷。任何一個
社會都必須有道德底線，何況在整個華人社
區，香港的道德底線一直都是眾人眼中最高的
地方。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位所謂才華橫溢的
作家兼主持人，早前曾多次發出過突破道德底
線的言論，卻依然擁躉眾多。
這是我對香港比較失望的一次。言論多麼自

由的地方，都不應該讓這樣的人毫無約束毫無
廉恥，通過賣弄所謂嬉笑怒駡的表達方式來踐
踏和突破香港社會正常的價值觀。

風乾的青葡萄

以古為鏡話醫德

上期專欄
講到，天命

每次受邀參加節目，事後總
是不敢看回播出，皆因對自
己的作品有深深的「恐懼
症」。我身邊的親友、學
生，都知道我絕非「吹
水」，但到底恐懼的原因是
什麼呢？我想除了天生性格
挑剔之外，還與我曾經的心
理陰影有關。
天命人生中第一次參加電

視節目，但並非一次完美的
經歷。當時大台邀請我到午
間的休閒節目，為觀眾介紹
十二生肖。每個生肖來年的
吉星、凶星等等，我都必須
熟記於心。為求準備充足，
我在家中練習無數次，直到
背下所有資料。雖然做足功
課，但第一次面對鏡頭，天
命實在非常緊張！
節目是提前錄影，沒有直

播的壓力。但到達攝影棚，
那瞄準我的鏡頭，仍然像槍
口一樣恐怖，我的大腦一片
空白，此前熟記腦海中的東
西，竟然「背棄」我而去！

當時的導演很有耐心，最後
為我奉上「擋箭牌」（即是
寫好了資料的提詞板）！錄
影算是有驚無險，得以完
成。
節目播出後，縱使大家都

說表現得挺好，但我當然不
敢回顧。好友鄭丹瑞透過電
視，一眼看出天命錄影時的
緊張、不安。這位金牌司
儀，主動教我如何站台、面
對觀眾、鏡頭，講解各種演
講技巧。能夠得到他仔細的
傾囊相授，天命實在倍感幸
運。
現在的我，參加節目時很

少怯場，而時近農曆新年，
也常常會受邀到商場、銀行
出席公開活動，講解來年的
生肖運程、太歲或風水等事
宜。面對更多的觀眾和鏡
頭，我往往能夠談吐自如，
腦海不會一片空白。雖然事
後仍然未必敢於回看自己的
作品，但天命的心也放寬了
不少——只要在過程中的表
現能夠無愧於心，看不看回
放，又有什麼所謂呢？

天命的「熒幕初體驗」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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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阿姐對演藝的一
份堅持，值得大家鼓
掌。

■黑椒對鼻敏感也有功效。網上圖片

■許冠文除了釣魚外，也愛潛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