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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場地問題多

路地

觀察

■空蕩蕩的後台使我們三人有足
夠空間合照，（左起）是梁兆明
和普哥尤聲普。
作者提供

母親的抉擇

早前談及於外國
有一些人談到中醫
竟能醫好孩子的濕疹，還引來很多
外國人的興趣和分享，令人更羨慕
我們有中醫在身邊，是十分方便的
選擇。
這些意見令我想起，我看過最深
刻關於外國人信「中醫」的小故
事，是一個關於接種疫苗後怎樣處
理發燒的問題。
有一個外國媽媽說孩子接種了六
合一之後，孩子天天哭，但醫生什
麼也查不到，而那種哭是無間斷的
尖叫，讓媽媽很心痛。母親從醫院
回家途中經過一所中國店舖，老闆
的爸爸見到孩子，摸了幾下，然後
叫兒子翻譯給她聽，說孩子中毒，
要從指尖取血三次。老闆轉述後，
說爸爸以前是中醫，不過他們也沒
有什麼資格說。
回去後，由於孩子還是毫無進展，
媽媽竟然照做，第一次出來的血很
濃，但孩子開始可以靜下來。第二天
她再做，血沒有那麼濃稠，孩子也開
始能入睡。媽媽形容這是她做過最恐
怖的事，但她說真的別無他法。第三
天回去店舖道謝，老闆還說他們還擔

湯禎兆

又是論盡！
怎麼一個如此有規模的表演場
地，後台會是這樣的，看着那些老
倌各自搭化妝間已覺好笑，去衛生
間還要抽着戲服爬樓梯，那境況也
夠尷尬的了！
所以不得不提新光戲院，還好李
居明租下了新光戲院，讓戲班有個
合適的演出場地，讓觀眾有個合適
方便的好去處欣賞戲曲。這些事情
我們已不能指望政府。不要說這些
事情不能指望政府，我們大如住屋
的生活方式都不能指望政府，何況
我所說的一些芝麻綠豆小事呢！

心她會覺得他們太瘋狂，他們畢竟只
是賣食品的店舖。
疫苗的後遺症問題，當然不是每
個人也能這麼容易解決，也應該沒
有人敢隨便亂試，可見那位媽媽是
何等無助。
太太輾轉在不同的外國公司工作
過，英美澳的同事也對中醫十分好
奇，有些更是由駐診的本地護士帶
去看中醫，看後比我們中國人更興
奮。有些要趁調走前，想吃幾個月
中藥調理一下。問他們為何會相
信，他們反問西醫只會說什麼也符
合科學，但真的醫不到自己，全只
是止一止而已，或要吃一世藥物，
你猜他們會怎樣選擇？他們還覺得
香港中、西醫分開學習，絕對是好
事，不應該把不同思維的東西混在
一起。
不過他們也說世界各地也有多點
選擇，美國的會用益生菌、膠質
銀、維他命等；英國及歐洲的會用
順勢療法；澳洲的多用不同草本，
但這些當然是概括印象。至於中
醫，他們說有心找的都會找到，但
會比較偏重針灸。身在外地的讀
者，不知有何分享？

留痕

在好朋友唐麗球的邀請下，那天筆者出席了由香港臨床
心理學博士協會舉辦名為「廿一世紀精神健康服務——專
業、新趨向及多元化」的公開論壇，主要是宣揚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更邀請
了育有自閉兒的前女藝員倪詩蓓和曾在車禍意外中受過重傷的寶珮如作嘉
賓，分享她們遇到不同困難時，怎樣面對種種精神壓力、身心飽受煎熬的經
歷。
雖然跟寶珮如不是深交的朋友，但每次有朋友提及她在車禍後，連續七年
接受不同的康復手術和治療情況，筆者總為這位朋友的不幸心裡感到難過；
這次跟寶珮如再見面，傾談中完全感受得到她像「重生」般，對人生和生活
仍充滿熱誠、堅毅和鬥志。
寶珮如指，當人遇到困難或意外時，心裡可能會不斷地問上天︰「為什麼
是我遇上這些不幸的事情呀？」過去十多年來，寶珮如樂於跟大家去分享她
「不幸」的心路歷程，主要是想告訴大家，當遇到困難或不幸時，心靈的脆
弱、恐懼一定存在，這個時候必須大聲告訴自己不要放棄，要堅強！因為堅
強可以擊倒一切困難。
車禍意外受重傷破相至現在康復的寶珮
如，嚐盡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用針筒注射
式去飲水，大小二便都要人照顧，那種種
的悲痛心情，她說︰「好感恩丈夫對我的
疼愛，朋友們如唐麗球、袁潔儀、大姐明
林建明，無論在經濟上、心靈上都不離不
棄地陪伴我、幫助和支持我，令我覺得原
來自己也不是『太不幸』，人生就是要經
歷它的精彩，從經歷中學習你以前從未知
的困難，堅持走下人生的每一步，仍會見
到藍天白雲和彩虹！」
寶珮如寄語大家有困難時，不要困在負
能量的情緒內，擁抱向你伸出善意橄欖枝
的朋友們，不要因為自己需要別人的幫忙 ■唐麗球（左）日前邀請寶珮
而自卑，甚至難於啟齒而不求助，放寬心 如（中）分享她曾遇車禍的一
和積極面對才是「王道」！
些點滴經歷。

少爺兵

開始懂得父親

鵬情

香港知名女作家林燕妮月初
辭世，香港報章都有大幅報
道，內地媒體也多有報道。瀏覽各媒體的報道
角度和標題後發現，大多都把她與其有過一段
情緣的已故香江才子黃霑標上題。紙短情長，
對大部分人而言，與作家長篇累牘的細密文字
相較，名人私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更能激起茶
餘飯後的聊天興致。更何況，這位女作家還曾
是已故國際知名影星李小龍的嫂子。
不過在內地的文青當中，林燕妮最廣為人知
的，是她的一篇文章：《一見楊過誤終身》。
楊過是金庸小說《神雕俠侶》中的男主角。
雖是遺腹子，母親又早亡，但天生一副英俊異
常的面孔；雖少年孤苦，卻得遇高人，拜在姿
容武功皆出塵脫俗的古墓派小龍女門下；雖經
歷坎坷，性格浪蕩不羈，亦正亦邪的作風之餘
又極為專情。如此男子，是個江湖女子，難免
都會對其施以青眼。循規蹈矩行事方正的人，
踏實可靠，固然是做夫君的上選，唯一生漫
長，倘若不能跟有趣的靈魂共同歡度，箇中的
煩悶與寡淡，任誰都心知肚明。
於是當楊過出現之後，小龍女、陸無雙、程
英、完顏萍、公孫綠萼、郭芙、郭襄一干妙齡
少女，無一不是即刻傾情於他。小龍女自不必
說，既是他授業恩師，又是他最愛之人。完顏
萍和郭芙，一個有自知之明，既知有緣無分，
當即斬斷念想，另擇良婿，一生不孤；一個愛
得不自知，混沌而糊塗，懵懵懂懂之間，便嫁

趙鵬飛

重生

水過

在不清楚自己全盤八字的情
況下，若只佔有上述的一個元
素，也可能未必常常脾氣急
躁。但是，若命中同時帶有上
述兩個以上的元素（例如若有
人既是屬蛇，又在夏日某天的
巳時出生），那麼多數容易動
怒，且脾氣容易一發不可收
拾。若閣下恰好屬於這樣的
「火氣之人」，在燥熱天氣的
環境下，則更加容易衝動行
事，請多多放鬆心情，盡量保
持冷靜或與人理性溝通。尤其
是行車時，更要避免因為情緒
激動而危險駕駛！
其實，火氣重的人多數是性
格直率，所以脾氣來得快也去
得快。說不定一覺醒來，就把
煩心事拋諸腦後，不會放在心
上。
不過話說回來，人類的情緒
似乎常常與天氣密切相關：暑
熱令人浮躁，陰雨又令人抑
鬱，嚴寒更令人在殘酷的大自
然面前陷入深深的無力感。歸
根結底，我們凡夫俗子，總是
容易被周遭的事物擾亂內心。
若能自我修煉，無論外界陰晴
與否，心中都能保持平和，實
在是難得的境界，只是不知多
少人能做到？

父親在廚房裡煲雞湯，小心翼翼而又認真
專注。他在客廳裡暴跳如雷，像一隻發威的
猛獸。父親則平靜得像一池死水，始終沉默
着。
他的怒氣在父親的沉默下，一發而不可
收。雞湯的香氣更刺激着他的神經，三步兩
步走到廚房，把一鍋雞湯倒進了垃圾桶。
父親的眼裡溢滿了憂傷，卻依舊悶悶地，
面對他的暴跳如雷和激烈的行為，如一座山
一樣默然不語。父親默默地從冰箱裡又取出
一隻雞，撿起被摔在地上的湯鍋，繼續去煲
湯。他不明白父親到底怎麼了？那個貪圖富
貴，拋棄了他們的女人病了，他卻不計前
嫌，為她煲雞湯。他恨那個給了他生命的女
人，討厭父親一如既往的懦弱。
憤怒不已的他奪門而去，買了一張去往另
一個城市的車票。慢慢平靜下來之後，他決
定留在這個城市，給自己一個全新的生活。
想起父親，他依然厭惡他的懦弱。然而他還
是往鄰居的家裡打了電話，讓鄰居告訴父親
他一切平安。
時間漸漸沉澱着那些令人傷心的往事。偶
爾地，他也會給父親打一個電話。而父親似
乎早已忘記了那不快的舊事，每次接到他的
電話，言語間充滿了期待和興奮，絮絮叨叨
地叮囑着他在外要照顧好自己。可是，他依
舊不肯回家。面對父親的期待，他總是以各
種各樣的藉口推辭着。
那一天，他突然就接到了父親的電話。父
親的聲音很微弱，斷斷續續的，要他立即回
來一趟，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訴他。細弱的聲
音裡是父親從來沒有的嚴厲和堅定。他茫然
而又慌亂，兩年多了，他沒有回家看過父親
一眼。
他匆匆收拾行李，馬不停蹄地趕往車站，
這麼多年來，他從沒有如此迫切地希望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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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辣辣火氣

近來天氣反
覆無常，時而
下雨，時而酷熱。室外地盤更
一度錄得攝氏超過四十甚至五
十度的高溫，各位在烈日中工
作的朋友們，請務必好好保重
身體！
酷熱的天氣不但容易導致中
暑，更容易令人煩躁，當大家
都變得易怒，那麼產生爭執的
機會更大大上升。除了室外工
作者之外，職業司機的情緒也
容易受影響，皆因在炎炎夏
日，要一直困在車廂，更容易
鬱悶急躁。各位司機大佬，辛
苦你們了！
若看個人命理八字，其實也
能看出此人是否特別容易發
火。怎樣的八字算是「火氣旺
盛」呢？按照「年、月、日、
時」的順序介紹的話，以下則
是「火氣旺盛」的元素︰生於
蛇年或馬年、在夏天出生、日
元是丙火或丁火、出生在巳時
（09:00am-10:59am） 或 午 時
（11:00am-12:59pm）。若命中
帶有火氣的元素，為人容易心
急，缺乏耐力。當然，具體到
每一個人，仍然要看全盤八
字，才能得出更加全面的分
析。

楊天命

耿艷菊

那天，3 號風球，
又不知何來那麼有
興趣，趕去沙田大會堂睇大戲，為
的是要看尤聲普，看普哥做刻薄家
姑，當然我也喜歡梁兆明、蔣文
端，還有個「輝仔」阮德鏘。普哥
和德鏘的確很久沒看，心中有些情
意結，所以在後台看到他們已很開
心！
中場鑽進後台既是想打個招呼，
更想的當然是「集郵」了！走進後
台，這後台倒也夠寬敞，一大片空
間，好像左右各有一房間，我見到
只有端姐用了一間作化妝更換戲服
用，其他老倌全部各自用化妝台衣
箱間了個位置作臨時間房，兆明把
握時間邊換衫邊看劇本，普哥也在
更衣，德鏘因為未到他的戲，他正
慢慢裝身，見到我便一拐一拐走過
來，原來他之前兩次演出都扭傷了
腳，接了訂金又不能不演，如此辛
苦還這麼有禮我真的也不好意思！
站在後台四處望，和普嫂聊天，
順便說句：「想去衛生間。」她
說：「樓下沒有，都要走兩層才
有。」奇怪，這麼大一個演出場
地，什麼表演單位都有，而特別麻
煩的是戲曲表演的，大多是古裝扮
相，整個裝扮都很繁複，裝好了身
中途要去衛生間怎麼辦？踏着高靴
一身幾重的戲服，不要說年長的老
倌，就是如兆明般年紀，也覺麻煩

林爽兒

知玄

百家廊

「這棵大茶樹在我們小時候開始
我們還被安排與
號稱「普洱古茶第 記事的時候就是這樣大了。幾十年
一 人 」 的 何 仕 華 先 生 見 面 。 不見長大，一直就這樣。每年的產
何仕華是一個古茶樹癡──他對 量只有十多斤，夏茶不怎麼發。樹
古茶樹情有獨鍾，是古茶樹研究專 太大還遮住了太陽，糧食種不出
家，也是第一個找到最悠久的古茶 來。今年採完春茶後就要把它砍掉
了。」
樹的人。
何仕華一聽急了，趕忙向兩口子
曾作為思茅地區外貿局主管茶葉
生產的副局長何仕華，一直有一個 詳細講述這棵古茶樹的重要價值和
強烈心願，那就是希望在普洱茶的 意義。何仕華把邦崴古茶樹上收集
的茶花、果實和殼，以及從魏壯和
故鄉思茅找到最古老的茶樹。
他翻查了大量歷史記載和考慮到 家裡取到了古樹曬青毛茶樣品，帶
思茅茶樹的豐富資源，他相信思茅 回家仔細研究後，發現茶葉的厚
這片古茶樹的發源地，一定會生長 度、葉脈、葉齒等等跟野生茶葉都
不大一樣。
着世上最古老的茶樹。
通過科學方法進行化驗分析後，
因此，何仕華走遍了思茅境內的
山山水水，向無數的茶農調查和探 何仕華很為之驚訝，覺得這株古茶
樹所含的化學成分和細胞組織結構
訪古茶樹可能存在的地點。
皇天不負有心人。一九九一年三 與栽培型茶樹相同，但樹冠、花
月，何仕華得到了當地茶農送來的 柱、花粉粒、茶果皮等特徵卻與野
消息，思茅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富 生茶樹接近。
何仕華忽發奇想：「這會不會是
東鄉邦葳村新砦寨腳的園地裡，有
古茶樹從野生到栽培的一種過渡
一棵很古老的茶樹。
（《我與普洱》之五）
但是因為產量不高，主人正打算 型？」
待採摘春茶後就把它砍掉。
何仕華聽聞之下，馬上趕到
了邦崴村，只見眼前屹立着一
棵樹冠挺拔，枝葉茂密，生機
勃勃的古茶樹，喜出望外。何
仕華在欣喜中仔細考察了這棵
樹的樹高、樹幅和直徑，還收
集了花、果、殼和樣茶的標
本。為了進一步弄清這難得一
見的古茶樹的情況，何仕華找
到了這片土地的承包者魏壯
和。
■作者（左）與「普洱古茶第一人」
沒想到魏壯和是位啞巴，他
何仕華（中）、普洱市文體旅遊投資
的妻子趙雲花侃侃而談介紹了
有限公司總經理合影。
作者提供
這棵古茶樹的故事──
彥火

天言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嚷着叫媽媽。
父親的誠實和正直，還有對她的一腔熱
誠，她不是沒看在眼裡。然而，她心中始終
放不下她的戀人。她對父親說，如果三年之
後仍然找不到他，她就嫁給父親。
三年過後，就在她和父親要結婚的時候，
她的戀人卻找來了。他們已經分開五年了，
五年的時間她的戀人，已經在這個城市站穩
了腳，並且始終未停止過找她。父親沒有挽
留她，在日記裡他寫道：愛一個人，就要成
全她。
父親的成全裡，卻是一生一世的愛。父親
的後來，只是和他相依為命，並在心裡愛着
這個曾經救過他們父子的女子。而他年幼的
模糊記憶力，母親的角色只是這個與他有恩
的女子，她理所當然地離開成了他心中的拋
棄。他開始心疼父親，懂得父親，理解一個
男人對愛情的堅守和執着，就像父親去理解
她對戀人的感情一樣。愛一個人，不僅要懂
得成全，還要學會理解。不管是愛情，還是
親情。
廚房裡，他像父親一樣，小心翼翼，認真
專注地煲着雞湯，為父親。他要好好待父
親，而不是在「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悲傷裡
獨自遣懷。

父親，那個頭髮斑白，被生活壓得背微駝的
男人。
見到父親的一剎那，從來不肯流眼淚的
他，跪在骨瘦如柴的父親面前，痛哭流涕。
不過兩年多的光景，父親迅速地消瘦了下
去，頭髮更白了，皺紋更深了。父親看着
他，眼裡閃過驚喜的光芒。他握起父親搭在
床邊的青筋暴露的蒼老的手，心裡宛若有一
萬隻悔恨的小螞蟻在吞噬着他。
「回來就好，回來就好。」父親微弱地，
激動地重複着。然後，摸索着，從枕頭下摸
出一個發黃的筆記本，交給他。
那竟然是父親的日記，他從來不知道寡言
的父親有記日記的習慣。
日記是很多年前的，細細地記錄着當年發
生的一些事情。讓他震驚的是那個他恨了很
多年，拋棄他們的女人，竟跟他一點兒血緣
關係都沒有。
他的母親在他幾個月的時候跟人私奔了，
父親傷心欲絕，抱着他欲投江。是她及時出
現，阻止了他們。那時候，她和她的戀人初
來到這個城市的第一天，在擁擠的廣場裡被
人流衝散了，她找到天黑也沒找到她的戀
人。人生地不熟，走着走着就來到了江邊，
碰見了要跳江的他們父子。
誰知他突然哭得哄不下，父親想了想，便
求她好人做到底，幫忙哄哄孩子。他在她的
懷裡，很快就安靜了下來。她一時無處可
去，就跟着父親回了家。
父親那時經營着一個小店，她一邊幫父親
照顧着幼小的他，一邊在店裡打工，一邊在
父親的幫助下尋找她的戀人。
日復一日的相處，她的樂觀善良和開朗的
笑聲，讓父親漸漸忘記了母親的出走帶給他
的恥辱和傷痛。甚至父親竟然不自覺地喜歡
上了她。而他也十分依戀她，整天對着她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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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楊過誤終身
給了另外一個更愛她的青年才俊，也算是人生
美滿。諸位女子之中，公孫綠萼最為可憐，為
了幫楊過拿到解藥而自撞劍鋒，早早地香消玉
殞。而被楊過誤了終身的，就是陸無雙、程
英、郭襄。
陸無雙和程英是一對姑表姐妹，先後愛上楊
過，但一同被楊過提議，結成了異姓兄妹。陸
無雙尚可理解，因為跛足心裡始終存了一段自
卑。性格果決行事沉穩的程英，暗戀楊過，一
生自苦，終未能在情感上有所歸依，着實讓人
扼腕。相較之下，未滿十六歲便在風陵渡與楊
過相遇的郭襄，至少體驗了此生的巔峰時刻：
在天下英雄面前，收了楊過送來的三份大禮。
而後的人生便如十六歲生日那天的煙花一樣，
綻放之後，冷凝成孤寂。
誠如林燕妮筆下所寫，她們都在十幾歲時見
過楊過，短暫的相交，令得姑娘們終身不嫁，
她們的回憶是快樂的，可嘆的是，以後的日子
又如許的惆悵！
金庸先生的擁躉遍及華人世界，能將楊過和
一眾江湖女子之間千迴百轉的情愫，直截了當
又精準無比地凝成一句話，惟有林燕妮。難怪
金庸會對她作出如此高的讚譽——現代散文寫
得最好的女作家。
我只是嘆息，本該是著作等身的習文之人，
在人生落幕之際，一生的筆墨才情，被世人眼
中的情感糾葛奪去了風頭。林燕妮泉下有知，
不知該作何感。

上周，堪稱香港文壇泰斗的作家劉以鬯，也
溘然長逝。畢生筆耕不輟的他，留下的文字嚴
肅厚重，足以撐起香港文學半邊天。同樣令我
感到嘆息的是，傳媒在報道他去世的新聞時，
都把他跟大眾更為熟知的香港導演王家衛掛上
了鈎。我想，不僅是王家衛導演兩部很出名的
電影的創作靈感，源自於劉以鬯先生的小說，
還因為在大眾的認知裡，王導演比劉作家更為
出名吧。
恬淡散文少有讀者，嚴肅文學鮮人問津，文
學已然衰落，但貼上愛文字的標籤，總還能讓
人受落。論起當世大家，或是學養深厚的文字
工作者，崇拜敬仰的姿態人人都有，真實的態
度大多可能都是束之高閣。尤為不捨得為其放
下手中更能消磨時間的手機，抽空讀上一二。
放眼望去，好龍的葉公也比比皆是。

■圖片拍攝於港島西區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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