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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的過來人分享
因為一宗命案，
大家都更着重濕疹及

類固醇問題。
之前寫過多次濕疹，因為實在太

多人問，是都市小孩遇到的一大問
題。主要談過濕疹不是皮膚病，是
臟腑的問題，一定要從內裡清，而
非以外治的方向去做。
和眾多父母交流，加上太太產後
身體重啟排毒功能，爆了一年濕疹
（現已斷尾，清好後更少了近視，
減了水腫），得出以下幾點可以分
享︰
1. 一定要找個你相信──徹底相
信的中醫、自然療法醫師幫忙調理
身體和排毒。濕疹多有複雜的成
因，很難自己進行治療，且難分辨
是排毒反應還是惡化了，醫師的職
責是可以帶着你走這條路。又由於
濕疹很受情緒影響，若途中懷疑及
不相信，藥效也會反覆，形成惡性
循環。同一個醫師，可以醫好很多
人；但醫不好你，醫緣不夾，就不
要勉強。
2. 排毒或反彈反應很難捱，故若
不是百分百相信醫師，自己也會跌
入深淵。另可以找網上的支援組，
可以傾訴及找過來人支持。
3. 以太太過來人經驗及醫師囑
咐︰不能搽任何潤膚膏或藥膏，會
防礙出毒，拖慢過程。真的太痕可
以用紫雲膏。

4. 太太有用艾草浴行氣，也可以
短暫止痕。服藥時通常是每次同一
種方劑的尾聲會特別癢，因為代表
這一個循環差不多完，但還有一兩
劑要服完才回去覆診，出毒情況會
卡在中間。否則對症的話，多數痕
癢一會兒就完。
5. 純粹個人分享，到身體有足夠
能量時，會由濕疹變成瘡，相對上
沒有那麼痛苦。
6. 飲食方面，海裡的東西都不要

吃，重金屬多。另外濕毒和會
「發」的食物也要戒，包括菇及
牛、鵝等。生冷和奶類也不要沾。
7. 但還是有挺多東西可以吃，例
如米飯，十分辛苦時可以煲粥，更
有心機者可以用米漿（請搜太極米
漿粥），幫助身體行氣，可以加速
康復。腸胃暖和補氣，也可以令排
便更好，毒就不用從皮膚排走了。
且不用清淡得沒油沒鹽。曾有孩子
天天只吃烚菜蒸肉，媽媽不落油，
加入椰子油橄欖油，皮膚便好一
半，但一定要買優質的油。
8. 為了不讓腸胃有負擔，一餐不

要太多肉類。
9. 嚴重的濕疹病患者多是臟腑的

問題，肝腎腸胃也大多有關，因
此，飲食和情緒要多留意，多做拉
筋、靜坐也有一定幫助。
10. 人人的問題不同，希望濕疹患

者找到適合自己的醫師及方法。

普洱市近年成立
「茶文化之旅」，

要我與新加坡旅遊作家尤今各人寫
一句話，以廣招徠。
尤今寫的是：「普洱是一個讓人
心靈在雋永茶香裡翱翔的地方。」
我寫道：「泡一壺好普洱茶，頗有
古人『玉碗盛來琥珀光』的況味，
呷下一口琥珀色的茶湯，可謂快意
酣暢、怡然忘憂！」
尤今寫的是普洱市的茶與景，我
寫的是品普洱茶的樂趣。
誠然，到了普洱，使人恍如置身
綠色的清涼世界。
普洱面積四點五萬平方公里，轄
九縣一區，保存着全國近三分之一
的物種，森林覆蓋率高達68.83%，
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旅遊組
織譽為「世界的天堂，天堂的世
界」。近年普洱市開發的生態茶園
一百六十萬畝。除了茶之外，普洱
還是盛產咖啡的地方。
全市共有咖啡園四十五萬畝。
原來普洱還是全國咖啡種植面積
大、產量高、品質優的「中國咖啡
之都」。此次普洱行，只顧喝普洱
茶，卻忘了要好好品嚐普洱咖啡。
我是每天喝咖啡的人，一天早
上、下午各一杯，是屬於牛飲的一
夥。一般品茶大都是放在周末。

品茶要有閒情，特別好茶，更要
慢慢品茗。對倥偬的都市人，是一
種奢侈。
但是，到了普洱，茶坊林立，一

入到茶坊，茶香裊裊，幾杯下肚，
滌盡繁囂，為之心曠神怡，是令人
流連忘返的地方。
普洱市旅遊總公司最近設計了

「茶文化之旅」，普洱茶文化之旅
有以下的節目：
．民族烤茶晚會（非常有特色）
．老達保音樂小鎮演出（民族歌

舞表演）
．探索千年古茶林──大平掌古

茶園
．品味當地特色美食（有少數民

族風味）
．入住特色民俗客棧
．尋跡百年古村落──參觀糯干

古寨
．組織專業理論學習
．進入古茶林親自採摘茶鮮葉
．體驗製茶全過程
．舉辦茶魂台（茶會）
．邂逅知名茶人、欣賞唯美茶藝

表演
．品鑒各大名山古茶
普洱茶的愛好者，不妨一遊，相

信將有意外的收穫。
（《我與普洱》之七，完）

TVB重頭戲《宮心計2深宮計》開播至
今，收視率（香港區）最高為百分之三

十，以人力、財力等的龐大投資來說，成績只能說是強差
人意。
當然除了香港外，TVB有些製作，其實是劍指中國內
地的演藝界市場，既要爭取內地上數億的觀眾群，亦要在
市場爭得一席位，穩定日後的業務發展。
對《深宮計》的評價，不管是香港或是內地觀眾的反應
均屬一般般，目前最讓觀眾有深刻印象的是陳煒飾演歹
毒、心狠手辣的太平公主了，至於劇中是否還有角色人物
有更突出的表現？觀眾只能再拭目以待。
有電視製作人表示，對《深宮計》本來就沒有太大的期
望，無疑劇集在宮廷服飾、廠景、外景、燈光等有着很大
的進步，然而在主角的演員人選中，如馬浚偉、胡定欣、
馬國明、蕭正楠……並沒有帶給觀眾驚喜，他（她）們的
古裝戲，觀眾看慣了，演技更是標準水平，TVB應該是
時候摒棄「陳舊」，應該起用少有演古裝宮廷劇的男女藝
人，也許他們的演技亦是標準水平，但觀眾會對「新」面
孔有多些新鮮感的視覺。
《深宮計》是TVB當年製作《金枝慾孽》的延續，但
反觀內地熱播的宮廷劇、後宮爭鬥劇，很多都有完整的故
事劇本，內容結構豐富，人物角色環環相扣，更具文化歷
史底蘊，就因為有這些根基，後來者跟風將熱播劇集拍攝
「前傳」也好，「續集」也好，依然不乏捧場的觀眾。如
果香港的電視製作人，監製們、編劇們能夠在宮廷劇故事
的歷史背景、人物資料上多下工夫鑽研，香港的電視製作
同樣會有驕人成績！
事實上香港不乏優秀的編劇人才，早前TVB的一部劇

集《降魔的》，故事劇本令人耳目一新，獲得不少好評，
TVB可以繼續從這方面發掘編劇人才，所謂高手在民
間，好的劇本往往都能令演員的表現脫胎換骨。

編劇的重要性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有讀過天命專欄的朋
友一定知道，以前在世

界盃期間，我常被邀請到直播現場預測
賽果，但今年為了能與朋友們一同「觀
戰」，只好委婉拒絕了電視台的邀約。
可是身為玄學家，即使只是與朋友一起
看球，又怎能避得開「喂師傅，你計唔
計到邊個會贏呀」這類問題呢？
其實朋友們心中也早有「預測」。大
家看球時，往往會率先留意球隊中最出
名的球員，而葡萄牙的C朗和阿根廷的
美斯，當然是連不看球的人都聽說過的
「超級球星」。但從世界盃開始的幾天
賽事來看，兩人的表現卻有所區別。
有一位朋友說到：「看C朗面相，眼

神凌厲，一副唯我獨尊的架勢，所以不
但射入三球，而且罰球也踢得非常漂
亮。而美斯一臉鬍子，像『藝術家風
格』的打扮，似乎沒有那股利落的神
氣，所以從目前的表現來看，他節節敗
退。」
光從臉部神態、打扮、氣質等等外在

因素，能否預測到球員的表現呢？其實
從這些因素能看出一個人的心理狀態，
雖然不是最為精準的判斷，但也有一點
參考價值。
「那若想預測得更為準確，是否應該

看出生日辰呢？」另一位朋友問到。其
實這確實會是一個準確率更高的方法，
通過球員的生日日辰，計算賽事當天他
的流日運程如何，就能預測勝算。

天命更想多一層：若能有一個「大數
據統計」，記錄球員們的生日日辰，還
有他們在重要賽事的表現，集結成庫，
就能很清晰看出他一直以來的狀態起
跌，從而看出流日運程對他當天表現的
影響。這樣的「統計工程」，說大不
大，說小不小，其實在信息技術如此發
達的今天，並非無法完成。若真有這樣
一個數據庫，是否能總結過去、預計將
來呢？
「師傅你講得好好，但萬一有人踢假

波，那該算他運旺還是運弱呢？」哎
呀，此言真是一針見血！若賽果是人為
造假，自然就無法看出球員真正的狀態
了，這大概會成為「數據庫」中最令人
頭痛、難以捉摸的變量了！

如何「預測」世界盃賽果？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在演藝圈沾着沾
着，沾了半世紀有

多，父親是行內人，在光藝公司
（謝賢、嘉玲、周驄、南紅、江
雪、姜中平是旗下小生花旦）工作
了好長時間，當然也認識了很多其
他的同行。我也拉着父親的衫尾，
從小見過不少大明星，所以後來我
入行當娛樂採訪，也或多或少因父
之名而有了工作上一些方便，人家
都因為「林檎的女兒」而有個標
籤，所以我的工作是比較「得心應
手」的！
這之後漸漸成長也漸漸成熟，娛
樂採訪愈做愈吸引大眾，我們人人
身兼數間，我一天交四間報社的娛
樂新聞，沒有影印，每份寫一次，
很有道德的做兼職！
我主力在廣播道做採訪，那個當
年叫五台山的地方，不單是我們的
播放地盤，也是孕育無數巨星的地
方！而我採訪的日子，亦是娛樂圈
的黃金時代，全盛時期！
我們看着巨星們的成長，記得由
第二屆香港小姐競選開始入行，我
看着他們每一個每一個地成長，周
潤發、梁朝偉、苗僑偉、劉德華、
劉嘉玲、張曼玉，這些是當年的新
一代。當然還有長輩的一代，梁醒
波、沈殿霞、鄭少秋、森森、斑
斑、杜平、李司棋、汪明荃、黃淑
儀、趙雅芝、薛家燕、黎小田等等，
真是數之不盡的明星歌星。每天都
穿梭他們之間！
他們的工作生活多彩多姿，我們
的採訪工作同樣多樂趣多故事，雖

然是明星藝人和記者的關係，但是
我們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我深刻地
記得其中一位同行鍾兄，當年他甚
具慧眼，我常常與他一起「出
更」，很記得他發現了周潤發這位
哥哥仔後，便常常對我和另外一位
現在頗有地位的雜誌的手足說：
「你們去多啲做發仔的新聞，尤其
是你（雜誌記者），你本雜誌多人
睇，幫他做多些訪問出多啲新聞，
支持吓佢！」如此有心的對白發仔
當然不會聽到也不會知道！今時今
日發仔已經是發哥，是當今影壇的
大哥了，但又可曾想過會有個「娛
記」對他那麼好那麼關照！而這位
手足已於上年「回去了」！
相信發哥也不會知道，在他們眼

中我們只是過客，是他們工作中的
一個過客，亦不會想到有人曾經這
樣地關愛他、支持他！

五台山孕育了他們

山沒有水，如同人沒有眼睛。
地球沒有了河流，我想像不出

它的樣子。
我在飛機上往下看，縱橫交錯的河流，蜿蜒

飄逸，日光之下，水滑光耀，像一縷一縷光亮
的頭髮，讓無邊的地面嫵媚含情。
我在西北長大，那片廣袤的土地，並非處處

都會飛沙走石，也有極寬的大河。譬如渭河。
水豐時，渭、涇、灃、澇、潏、滈、滻、灞八
條河流，環繞長安，司馬相如也忍不住慨嘆，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這已是千多年
前的事了。
我有記憶的時候，離家最近的有一條小河，

白馬河。寬不過三米，水深處沒過人腰，河中
多魚蝦小蟹，偶爾也有捉到泥鰍黃鱔。貼着水
面，生着一種香味濃郁的水芹菜，就是《詩
經》所載的「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白馬河也是一條界河，河西周至，河東戶

邑，都是古長安轄下的古老地名。大學第一次
上文學課，兩鬢斑斑的老教授讓學生做自我介
紹。我站起來有些賣弄地說，我的鄉人，人人
會背《長恨歌》。老教授點頭一笑，說，山曲
曰盩，水曲曰厔，你來自白居易做過縣尉的盩
厔（盩厔現在被簡化為周至）吧。
我在周至見過渭水最豐沛的時候，河面仍有

五六百米寬，泥沙俱下，俗稱一碗水半碗沙。
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不過二十
年的時間，我去歲再去看渭河，河道開闊依
舊，只是有水流的地方，已經可以用潺潺細流
來形容了。白馬河更是斷流多年，河道仍在，

窄成一米左右的溝渠，淹沒在枯草裡。不留意
看，不會發現，有一條河，居然在這裡流淌過
數百上千年。
每一個人的故鄉都有一條河流。不管是在哪

裡遇到的朋友，聊得投機，一時興起說起小時
候的趣事，都必定跟河有關。魯迅在社戲裡的
烏篷船，是行在河上的馬，載着一船人在深夜
裡去看社戲。舞台上演的什麼戲文已經淡忘，
在岸邊偷摘羅漢豆回到船上煮的滋味，過了幾
十年還在口裡咂摸。蕭紅用整本書，去描摹呼
蘭河邊的小城裡，雞飛狗跳，人生苦短。齊邦
媛細說家國史，也是兩代人，從巨流河顛沛流
離遷到了啞口海。河流不會亘古不變，會改
道，會乾涸，會消失。
但相較於人的歷史而言，百年之內的記憶纏

繞，相對固定的河流，更像是坐標一樣的存
在。不同時空的人和事，都能在同一條河邊相
遇、疊加。
在流經地域的河流前面，加上母親二字，更

是中國人慣常做的事。長江和黃河是整個民族
的母親河。渭河是我的母親河，珠江是廣東人
的母親河，韓江是潮州人的母親河，東江是香
港人的母親河。
河流如此重要，被比作生育養育的母親。河

流又同樣微不足道，被肆意糟踐污染。
近幾十年，也沒有人問過河流們願意不願

意，工業廢水、生活污水，不計其數地排放進
來。大大小小的母親河上，被架起一座又一座
發電照明生產GDP的大壩小壩。
污染的河流上有髒水臭水流過，被各類堤壩

截斷的河流，卻像一道一道乾涸河流的屍體，
橫陳遍野。
國家審計署最近首度公佈了一份長江生態體

檢報告，截至2017年底，長江流經的10省建成
小水電2.41萬座，最小間距僅100米。過度開
發致使333條河流出現不同程度斷流，斷流河
段總長1,017公里。開發強度之大，令人咋舌。
關於小水電，一直有兩派主張。主張水利能

源利用的學者認為，小水電是造福周邊居民的
綠色能源，發達國家的水電開發已經達到
80%，中國目前的小水電開發率大約有60%，
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與瑞士、法國這些
小水電開發率達到97%的國家相比，差距更
大。主張保護資源的學者則不以為然，如果沒
有200公里甚至更長的洄游通道，魚類根本無
法正常繁衍。
沒有魚的河流，和沒有鳥兒的天空一樣，聽
起來格外悲傷。
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就是在小水電開發

過多的地方，河流斷流已是常態。我之前曾多
番在粵北的縣區採訪，常常聽到當地的基層幹
部吐槽，小時候玩過水捉過魚的河流都乾了。
我質疑為什麼不拆掉河流上游星羅棋佈的小
水電站？他們通常都會苦笑着說，沒有水電
站就沒有稅收，沒有稅收地方財政就發不出
工資。沒有工資我們一家老小只好去喝西北
風咯……
我不知道沒有小水電貢獻的稅收，基層的幹

部是不是真的就活不下去了。但我知道，沒有
了河流的滋潤，離故鄉故去已為時不遠。

故鄉沒有河

難忘童年的「百家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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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仔當年開始在電影圈走紅，
什麼人也想找他拍戲，當時受訪
他是滿腹牢騷。 作者提供

「百家飯」顧名思義，就是從一百戶左右
的人家討來五穀雜糧熬成的飯。
吃「百家飯」是我們村裡由來已久的民間

習俗。如果誰家對孩子比較溺愛，或者孩子
不小心掉進了糞坑，那就是孩子身上附了妖
魔鬼怪等病邪，就要吃「百家飯」來除病祛
邪。一般都是家中年長者（多數是爺爺）佯
裝成乞丐，抱着或者領着「百家飯」的主
角——孩子，手執破碗，背着一隻糧食袋子
沿街挨家挨戶乞討。
在每家討的五穀雜糧不宜多，一粒兩粒不

少，一把兩把不多。不管認識與否，都會慷
慨相助。即使以前兩家有過很深的過節，哪
怕老死不相往來的冤家，這時候凡是遇上求
糧食的祖孫，也會伸手解囊。乞討的人家以
100家為宜，當然了，不僅限於100家，多
幾家或者少幾家都無所謂。
然後將討來的小米、黃豆、綠豆、玉米、

高粱、扁豆等淘洗乾淨放進大鍋內煮成粥
飯，讓孩子天天吃，直到吃完為止。據說這
樣孩子就可受到百家的庇護，免除災難。
在我的童年中，我只吃過一次「百家

飯」，可是那次吃「百家飯」卻是因為我的
一次幼稚的「把戲」，至今讓我耿耿於懷。
我九歲那年，剛剛上一年級。一天我放學

的路上，看到我的同學留代跟着他爺爺正在
背着糧食袋子、拿着碗挨家挨戶地乞討糧
食。祖孫二人都穿得衣衫襤褸，像一對乞
丐。咦？太奇怪了，留代家也不窮呀？怎麼
會討飯呢？我經常去他家玩兒，他家的飯桌
上還經常有白麵饅頭和肉菜呢。我就問旁邊
的大人這是怎麼回事？一位伯伯告訴我，留
代前天不小心掉進茅坑裡了，身上沾上了病
邪。他爺爺正在領着他討「百家飯」呢，吃

了「百家飯」病邪就會被趕走了。我望着這
祖孫二人的背影心想：怪不得留代這兩天沒
有去上學呢。
第二天早晨，我去上學。經過留代家門前

時，看到留代端着碗正蹲在大門口吃飯。我
偷偷向他的碗裡一瞅，是粥飯，香噴噴的，
直往我鼻孔裡鑽。有綠豆、紅小豆、小米、
黃豆、大米、高粱……顏色有紅的、白的、
黃的、綠的……饞的我直流口水。原來這就
是留代和他爺爺討來的「百家飯」。
和留代打過招呼以後，留代看了看左右無

人，竟然讓我靠近他，用勺子擓了一勺子
「百家飯」遞到了我的嘴裡。哇！太香了，
太甜了。
自從吃了留代那勺子「百家飯」，我的腦

海裡總是留代那碗「百家飯」的影子，嘴裡
總是那「百家飯」香噴噴的味道。心想：自
己什麼時候能吃上「百家飯」呢？
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們幾位小朋友在生產

隊的養牛場裡玩遊戲。飼養員田奎伯伯正在
場內往糞坑內清理牛糞。我看到寬寬的糞坑
後，忽然想到了留代吃的「百家飯」。據我
目測，這糞坑不深，跳下去也就是到我胸
口，不會有危險。頓時心中有了一個大膽的
想法：我也要吃「百家飯」。
我和小朋友一邊玩，一邊故意靠近糞坑，

趁一位小夥伴抓我的時候，裝作一不小心
「撲通」一聲跌進了糞坑。誰知道糞坑很
深，竟然淹沒到我的頭部。我頓時感覺腦袋
「嗡嗡」響，耳邊聽到一陣驚叫聲，嘴裡灌
進了好多髒東西。我呼喊着「救命呀……」
掙扎了兩下，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在大隊的衛生所

裡。父親和母親，還有醫生正在一旁焦急地

注視着我。我身上早已經換了一身乾淨的衣
服。這時候，我才想起跳進糞坑的事，後悔
極了，不由自主摟住母親嚎啕大哭起來。但
是，由於我怕父母知道真相後打我，這件事
的真相一直沒敢說出來。
原來我掉進糞坑，掙扎幾下後，被糞水嗆

昏迷了。幸虧田奎伯伯在一旁跳進糞坑及時
把我給拽了上來，不然就沒命了。
當然了，接下來就是挨家挨戶乞討「百家

飯」了。由於爺爺去世早，只能是父親扮作
乞丐帶着我去乞討。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
初看到留代跟着他爺爺乞討「百家飯」時，
覺得是那麼的愜意和自豪，而今我跟在父親
身後乞討卻覺得很尷尬，很不舒服，恨不得
有個地縫鑽進去。我曾經多次央求父親：
「爹，咱別乞討了，回家吧，我不吃『百家
飯』了，我身上沒有病邪……」
做「百家飯」糧食都乞討來了，當母親用

多半宿的時間熬成了五顏六色、香噴噴的
「百家飯」時，我卻嚥不下去，猶如骨鯁在
喉，更沒有留代家的「百家飯」那樣好看、
那樣香、那樣甜。

■百家飯 網上圖片

■葡萄牙的C朗靚仔又好波，在足
球場上風靡萬千少女。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