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6 采 風 ■責任編輯：葉衛青

2018年7月18日（星期三）

20182018年年77月月1818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8年7月18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袁
星

趕到壽光時，壽光市和作協的領導已在高速
路口迎接。見他們的車在前面引路，我們的大
巴像突然有了主心骨，行動不再拘束和遲疑，
尾隨帶路的車一路暢行。
壽光是中國「蔬菜之鄉」。到壽光前，它只

是常在耳畔響起，聞過其名。也曾在單位附近
的集市上見過豎起一塊招牌招攬生意的菜商、
花商。他們一般只賣種子和幼苗，其開花結果
的樣子，只有看豎起的招牌，那上面印有長大
後的照片。辣椒樹、葡萄樹、茄子樹、西瓜
樹，幾乎所有蔬菜水果，都是在樹上結的。見
過一棵草莓樹圖片，商家說是實物照片。一棵
長相如大梨樹的樹上，結滿了鮮紅的草莓。這
樣招攬生意的商家，我見過許多次。圖片經常
換，但每次都是打着壽光的招牌。有很長一段
時間，我懷疑壽光蔬菜就是一個只會拿着「概
念」賺錢的幌子。各種顛覆見聞的蔬菜，應該
是沒有的。
真的到了壽光，我的第一感覺是城市比較整

潔，道路也很寬敞。去了蔬菜大棚，近距離見
識了著名的蔬菜展館，我第一次打心裡相信，
壽光的一顆西紅柿能結6,000斤不虛，壽光的
辣椒可以當水果吃屬實，壽光的西瓜可以賣到
7元錢一斤確有原因。
最先震撼我視覺的，是那一棵棵排成一隊的

西紅柿秧。雖然不像在商販那裡看到的，西紅
柿秧長得跟幾十年樹齡的大梨樹那樣粗壯，卻
也有普通大梨樹枝葉的面積。一棵西紅柿秧大
概有二三十個平米，或者更大，被高高架起在
圓形的架子上。從下面抬頭看，架子的底面擠
滿了火紅的一層，密密麻麻的西紅柿和上層的
綠色秧葉一起，把整棵西紅柿規劃成難得一見
的景象。我站在西紅柿秧旁邊，久久不肯挪
步。這樣的西紅柿，一般地方是種不出來的。

其實，在一入壽光時，我就見到了路邊那些
數不清的蔬菜大棚。一片片，一排排，或大或
小，或寬或窄，或長或短，材質不同，但數量
多得驚人。那些沐着陽光的大棚，被疾馳的大
巴車一個勁甩向後方，新的大棚，又一個勁出
現在視野。坐在車上，我本以為，壽光的蔬菜
大棚只是數量多而已，隔着距離，看不透裡面
的品種和技術。

走進展館和採摘區，壽光的蔬菜才真的展現
在眼前。水果辣椒看上去和普通辣椒沒多大差

異，我摘了一個紅艷的，用手擦了擦，送入口
中。辣椒皮略厚，口感脆潤，汁水較普通辣椒
多些，沒有辣味，反倒有一絲絲甜意。就辣而
言，它是脫胎換骨了的。還有一種看上去有些
紫暗的小西紅柿，市場價20多元一斤。我不
知道其品種，摘下來兩個品嚐。看上去其貌不
揚的小柿子，口感甜中帶酸，甜得透徹，十分
美味。在壽光，我們一行人去了多處地方，切
身體會到城市的潔淨和農業的發達。高科技和
現代化給這座城市披上了鮮亮的外衣。雖然不
捨，行程卻緊，不得不匆匆離開。

離開壽光，下一站依然在濰坊地界，去臨
朐。汽車在路上行駛，走着走着，車速猛地降
下來，之後乾脆停下。我坐在大巴車中間靠窗
的位置，能看到前面有幾個限寬的水泥墩。坐
在前排的葛主席他們下車察看，指引司機師傅
嘗試了幾次，仍無法通行。雖然有導航，這種
突發狀況還是沒能躲過，繞路也找不清方向。
這時，旁邊過來一輛小型電動三輪車，速度很
慢。大巴車的司機師傅跟他打招呼，估計想問
問路。騎電動三輪車的老人好像聽力不好，下
車到大巴車附近跟司機師傅交流。

我坐的位置，聽不清他們的對話。不過，看
到老人重新騎上了他的三輪車走開，大巴車師
傅開始倒車，應該是問清了路線。急着趕路的
大巴車，繞道時走得緩慢，小心翼翼的。直到
繞過那幾個限寬的水泥墩再次上路，我才意識
到不是因為道路狹窄和陌生才慢行的，而是前
面有老人引路，他的電動三輪車速度慢。重新
上路，老人把三輪車停靠路邊，快步走向我們
的大巴車。車上有人議論，說是過來要錢的，
帶路的錢。也有人反駁說可能是過來打聲招呼
的，不像是要錢的。可能得八十塊錢吧，不知
誰冒出這麼一句。好像，車上有誰經歷過。

一切猜測都在司機師傅打開車窗的瞬間落
地。老人舉起雙手示意，是在和我們道別，根
本沒有要錢的意思。一位看上去七十多歲行動
不便的老人，居然在路上給一輛素不相識的大
巴車帶路，繞了半圈村道，在未聽到道謝前，
先主動跟被幫助的人道別。這種可貴舉動，在
關閉車窗上路後，才被夢醒般響起了一陣熱烈
的掌聲。
因為沒有明顯路標，我不知道這段插曲上演

的位置，打開手機導航，也沒查到具體路段名

稱。但，這事發生在濰坊境內是準確的，是在
壽光去臨朐的半道上。
熱情為陌生人免費帶路，似乎不是什麼值得

宣揚的大舉動。為陌生人帶路收費，只要不宰
客，應該也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無須貶斥。令
我們感動的，是老人年事已高，行動不太方
便，帶着我們繞道時，還處處為大巴車着想，
刻意放慢了本就不快的車速。繞過障礙，他又
主動停車上前跟我們車上的人打招呼，揮動着
的雙手，不帶絲毫功利性。
毫無預兆的，我又想起在集市上遇到過的那

些商販。他們豎起的招牌上，鮮亮誇張地擠滿
了照片。以前只是懷疑，到了壽光菜博園後，
我才徹底明白了照片的虛假。只是，借壽光之
名者，未必是壽光人，很可能是知曉壽光名氣
的菜販子恬不知恥冒充的。路遇那位熱心引路
的長者後，我對本不熟悉的壽光人大有好感。
壽光的菜博園裡，好像有十多個展館。時間關
係，我們只去了其中的兩三個。令我感到震撼
的，還有那些蔬菜糧食構建起來的建築。世界
多國的知名建築物，典型的時令節氣景觀和十
二生肖肖像啥的，都是用玉米、南瓜、土豆、
生薑等組合構築而成。遠遠望去，其色調和形
態特別逼真，維妙維肖，令人歎服。

在壽光的高科技大棚裡，地瓜確實是長在空
中的。高處的架子上，地瓜秧子在上面鋪展着
生長，一掛掛地瓜，吊在架子下的簡易黑塑料
盆中。走到架子底下，烤人的陽光被地瓜秧擋
住，倍感陰涼。在壽光的蔬菜大棚裡，所有植
物的栽培幾乎都是有異於外的。其他地方匍匐
在地上長的秧藤，在壽光的棚裡，全部上架。
各種瓜果、辣椒、茄子等，全都如此。壽光的
蔬菜，不僅品種多，栽植方法也特殊新穎。無
土栽培、管道栽培、立體栽培、氣霧栽培，哪
一項都離不開高科技。壽光人能做到這一點，
貴在堅持，更在於不斷地積極地自我超越。據
陪同的政府領導介紹，壽光的土地特別稀缺。
由於百姓都很重視土地，土地流轉困難重重。
但無論多困難，也沒法阻擋當地繼續發展高科
技蔬菜園區的決心。
在濰坊地界，先去壽光，後到臨朐。吃飯和

休息而外，我們幾乎都是在行走，在離開或往
各處的路上。真的行在濰坊，才領略到了它的
美！

淺談劉以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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濕疹的惡性循環
說了數星期濕
疹，收到更多諮

詢，想再談談所觀察到的惡性循
環。濕疹的孩子痕癢難耐，故家
長會把冷氣調高一點，或穿少點
衣服，讓孩子較為舒服。但久而
久之，孩子易有鼻水，手腳也
凍，形成惡性循環。
很多談排毒排寒理論的中醫、
原始點理論，及日本的西醫也會
談到寒為百病之源。但濕疹的孩
子一發熱就十分痛苦，「降溫」
很難避免，可是長久下去又會令
孩子身體愈來愈寒，濕疹更難以
康復。
部分濕疹在中醫裡被視為熱
症，故會用清熱藥來治。而不少
民間偏方亦視濕疹為熱症，故用
寒涼材料來浸浴，但其實濕疹有
分寒熱，在沒有斷症之下服寒涼
藥，會令患者更虛寒。民間無論
對咳或皮膚的偏方，都側重寒涼
藥，因為寒涼藥如西藥，很快會
止到症狀，與喊停自衛反應同
理，故表面的問題會很快被解
決，沒有了表象，大家以為好
了，但實則對身體長遠有更大負

擔。就好像有一些哮喘或濕疹病
患，治好後會腰痛，腎功能突然
變差，這都是常有聽聞，因為想
往外推的毒素沒處可逃，只會走
得更入。這是身體的合理反應。
在台灣曾看很多人以薑粉薑湯

治濕疹，一般人聽來匪夷所思，
更有點痛。薑不會太刺激嗎？但
原始點就以這樣的方向治，嚴重
者可以在原始點的治療中心爆發
20天便完全斷尾，十分神奇。
但當然不是只喝湯熱敷，還要

配合很多運動及推按，分量亦要
循序漸進。但醫好的人，就應該
是白裡透紅，面色及排便都較有
濕疹時好，人亦較精神，不應只
是醫好濕疹，就變成沒有胃口，
或其他器官出現不妥。
現代人受冷氣太多，吃生冷食
物也多，加上基因改造食物、化
學藥物，母親早已承載着不少
「寒」，孩子應該循袪熱的方法
去做，摸摸孩子的掌心，治療期
間不應該愈來愈冷，腸胃應該愈
來愈好，污物該慢慢由正常管道
（大腸）排出，而不再湧上皮
膚。家長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小說家
最高的品格就是

真實感。
──左拉
說到劉以鬯先生的代表作品，
許多人提到《酒徒》、《寺內》
等現代意識流的作品。
但我特別喜歡他一篇少人聞問
的《蜘蛛精》。
這是一篇短篇小說，首發在我
當編輯的《海洋文藝》，因校編
的機會，有緣閱了三、四遍。
《蜘蛛精》寫唐三藏遇到蜘蛛
精時的複雜心態。一位是高僧，
一位是妖女，在吳承恩筆下的
《西遊記》，敵我壁壘分明。
劉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唐僧邂
逅幻成儀態萬千美少女的蜘蛛
精，美色當前，即使如高僧的唐
三藏，也難抵擋誘惑，他口中不
斷唸「阿彌陀佛」，希望不生妄
念，但腦海中卻不斷出現蜘蛛精
婀娜撩人的身影。
無他，唐三藏也是肉身做的，
世俗的誘惑是難免的，與其說是
人性的弱點，不如說是世人的常
態。這就是真實感！正若合印度
的一位著名作家所說：「最優秀
的小說是那種基於真實的心理描
寫小說。」
我起草的香港作家聯會和世界
華文文學聯會唁電中，特別指
出：「劉先生是香港文壇泰斗，
著作等身，是香港文壇地標性的

人物。他是香港作家中，最早引
入意識流的作家，他的作品如
《酒徒》、《對倒》、《打錯
了》、《蜘蛛精》等，咸認為是
文學經典。他的作品為著名導演
王家衛改編電影《花樣年華》和
《2046》。」
我把《蜘蛛精》與《酒徒》、
《對倒》、《打錯了》等作品，
列為文學經典，並不為過。
劉先生曾經表示寫作是其終身

事業，文章要達到「與眾不同」
的境界。綜觀劉先生作品的特
色，是獨具創意的。
劉以鬯先生文學成就斐然，是

大家公認的。多年前，我在韓國
外語大學舉辦的「香港文學」講
座，曾說過劉以鬯與金庸是香港
文學的兩翼，是香港文壇兩支獵
獵飄揚的旗幟。
那個年代，香港文壇有「流行

文學」和「嚴肅文學」之爭。有
人把金庸的武俠小說劃歸「流行
文學」，把劉以鬯的作品納入
「嚴肅文學」並加以月旦。
我表示，「流行文學」和「嚴

肅文學」是觀念的問題，觀念是
會轉變的。中國四大經典小說，
在過去的年代曾被目為「流行文
學」或「通俗文學」。
文學作品不管是「嚴肅的」或

「流行的」，隨着時間漏斗的篩
選，真正為讀者喜見樂聞的作
品，都會流傳下來。

朋友都說筆者近期說的都是內地演藝界、樂壇和電視劇，
為什麼不說說香港的電視劇？坦白說，筆者雖然是傳媒中

人，但不論是香港、內地或國外的電視劇節目，筆者都只是電視機前的一位
觀眾，跟其他觀眾抱着同樣的心態和要求，好的節目製作，筆者一樣去「追
睇」，如TVB的大製作劇集《深宮計》，筆者和不少傳媒朋友都有着期
待，結果是……沒有驚喜。
相反，TVB近日播映的古裝宮廷劇《天命》，飾演嘉慶皇帝的譚俊彥

（影星狄龍兒子），和飾演大貪官和珅的陳展鵬互飆演技，反而令觀眾有驚
喜！追看《天命》一劇，筆者是為譚俊彥而來，終於看到TVB古裝劇的主
角有新面孔出現了。以前也看過譚俊彥的演出，總覺得他的戲路比父親狄龍
更廣闊；狄龍大哥給予香港觀眾最深印象的角色，應該是數十年前邵氏電影
公司攝製的電影《瀛台泣血》的光緒皇帝，以及狄龍大哥在電影《英雄本
色》的經典對白︰「我無做大佬好耐啦！」譚俊彥能否青出於藍勝於藍？大
家都有所期待！
對香港觀眾來說，譚俊彥這名字是有點陌生，反而內地觀眾對他卻印象頗
佳，當看到《天命》時，內地觀眾在網上留言︰「型男呀！看過他和蘇有
朋、秦嵐演的電視劇《非緣勿擾》；還有跟陳喬恩演的《偏偏喜歡你》，他
演教官，高大威猛、很帥！」
其實，譚俊彥入娛樂圈十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狄龍大哥之子，內地
演藝界中人說︰「我只知道他太太是任祉妍（內地女演員），他本人學歷
高，懂中、英、日、法多國語言，他的外形可塑性高，但近幾年內地潮流興
捧小鮮肉，而且內地跟譚俊彥年齡相若的實力男演員也不少，令他在內地演
藝界的機會大大減少，他對工作有熱忱有演技，勝過很多所謂當紅小生，期
待他在香港演藝界爆紅呀！也有多位星二代沒有依靠父母的光環，憑自己努
力打拚而成就的，期待譚俊彥的自我力量，在演藝事業打出一片天。

狄龍兒子譚俊彥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近日適逢 DSE
放榜，各位學生

有人歡喜有人愁。人的一生要面
對許多轉折點，而升學考試只是
其中的一環。學子的命運，也牽
動父母的心。天命的客人中，不
乏為人父母者，平時也會帶着子
女前來算命。他們或許知道天命
有兩個兒子，特別懂得「可憐天
下父母心」，常常問我：「師
傅，你教下我囝囡啦，佢哋第時
做邊行好呀？」
答案始終要從此人的八字命格

算起，便能得知此人性格、專
長，自然能夠推理出他適合何種
行業。但我認為，除此之外，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
「你的興趣是什麼？」
若孩子的興趣，恰好落在他擅

長的範圍之內，那麼無論這個行
業是否世俗眼光中的「筍工」，
天命都會鼓勵他去追求心中所
愛，既有可能成為佼佼者，也能
滿足精神需求。但世事未必完
美，有些人的一技之長，未必是

他興趣所在。此時，我就會建議
他做「選擇題」，要麼選擇自己
的長處，至少能在物質上得到成
就感；否則，就別想太多了，嘗
試追求自己最有興趣的行業吧，
不試試，怎麼知道？
反觀我自己的人生轉折點，我

當時選擇了自己的興趣：玄學。
至於玄學是否我的擅長之處，其
實應該交由各位讀者和客人來定
奪，但至少我也交出過不少成績
單，並非毫無長進吧？在我看
來，當一技之長恰好是興趣所
在，又有機會把它變成自己的職
業，實在是命運對一個人最大的
眷顧。
而我們常常用「十字路口」來

形容人生轉折點，其實，命運又
何止「十字路口」的四個方向？
人生許多時候，面對的是千萬個
路口，只是我們一時看不見，把
目光放在區區的「十字路口」而
已。若我們能夠通過玄學或其他
方法的幫助，開拓視野，自然會
得到更多來自命運的啟示。

「十」字路口，如何選擇？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我已經好多年
沒有去泰國，主

要是沒有什麼興趣，好多年前跟
劉德華去拍他的《阿虎》，在那
裡過了幾天快樂時光，華仔事業
開始走紅，我們有機會跟他一起
去外景，是一件開心的事！但當
時因為是探班採訪，所以沒有特
意到處去，對泰國的印象也不
深。
這一次，泰國的少足隊被困山
洞，引起全球關注，我當然也是
其中之一。當我們非常關注這件
事的時候，卻沒有看到什麼現場
直擊，什麼內幕消息，當然是既
擔心又關注。直至13人被拯救出
來，我們才陸陸續續知道有關拯
救過程中的種種。人們才發覺，
泰國人民的素質有多好，各國有
幾多肯為別人犧牲的人民！
這對我們而言，也是一件很

慚愧的事，原來在整個過程
中，沒有特別的新聞內幕報
道，是因為泰國的傳媒都非常
關愛生命的拯救，寧可放下搶
新聞的機會，接受指揮官的安
排，退避到離現場很遠的地方
等待着，因為採訪新聞會阻礙
拯救行動，我幾乎未見過，有
一個國家的傳媒，是這樣大愛
的！我真的要向他們致敬！
再回來看看我們香港的媒體，
就是這幾天放榜的時候，出了一
批狀元，傳媒又開始瘋了，追着
學生訪問，不是問怎麼能取得這
麼好的成績、學習過程是怎樣。
而是一早預設了問題，把所有近
期的熱門新聞，他們認為最能夠

挑釁的問題，來讓學生們跌入他
們的採訪陷阱，學生的答案不合
他們的心意，不是他們的同類，
他們就在採訪後，無限放大去插
這些學生，這是什麼傳媒？這是
什麼採訪？
再看看泰國的傳媒，泰國的人
民，十幾個孩子的家長，他們真
教人感動！怎麼會有這麼好的人
民，泰國有福！這樣的素質，我
們中國人也要學習，那種無私的
精神，是至高無上的！但願經過
這一次，我們都能有小小的啟
發，小小的改進，不要大事小事
什麼事都投訴，什麼事都埋怨！
我們的領導，我們的官員，請看
看泰國指揮官的果斷，請看看世
界各國來支援的英雄們的行為，
是何等的高尚！
香港的市民不知道會不會因此

也有小小的進步，請把投訴埋怨
都收起來，認真地看看香港，好
好的愛香港，愛這個屬於你我的
地方！也好好的教育下一代，身
教重要過一切！

他們的素質

徐崢主演的新電影《我不是藥
神》上映後，引起了內地輿論和

票房的雙高。影片是以一起真實的案件為原型改
編的。徐崢所飾演的程勇，本來是上海一個開檔
口買印度神油的小商人，偶然介入了一群等着用
進口天價正版藥活命的白血病患者，從而開始了
他走私印度盜版藥牟利、救人，到自我救贖的人
生軌跡。
香港還沒有開始放，上周回廣州，我特意去看

了這部片子。我很高興，電影終於開始回歸對現
實題材的關注了，現實到整個觀影過程，我都有
一種置身其中的參與感。譬如，最近我參與編輯
的新聞版面，國家為了減輕重病患者家庭的負
擔，把進口藥價降至零關稅，這一利好患者的政
策都實施一個多月了，患者並沒有享受到一分錢
的便宜。記者去調查，結果很「中國」：各省的
藥品招標部門需要1-2年的周期來綜合施策；藥品
代理商還沒有銷售完庫存。
電影的情節也是如此寫實：對白血病有顯著療

效的正版藥，智慧財產權歸跨國公司所有，它們
的官方定價4萬塊一瓶。印度盜版了這種同樣具
有療效的藥，出廠價只要500塊一瓶，藥店零售
只要2,000塊一瓶。小商人程勇鋌而走險抓住了這
一巨大商機，疏通了進貨管道，以一瓶5,000塊的
價格賣給內地的患者。
從影片的故事框架來說，這是一部「三觀」很

正的片子。首先，法大於情，法外也會施恩。

程勇從印度走私天價治療白血病的藥，侵犯了
跨國醫藥公司的智慧財產權，必須接受法律的制
裁。程勇本人也承認他自己犯了法，法官在量刑
時則充分考慮了他走私藥品的動機不是牟利，而
是幫助吃不起正版藥的病患。於是當庭從輕宣
判，只判了刑罰中最輕的5年。最後，他坐了三
年牢就出獄了。
智慧財產權是一定要受保護的，只有這樣，才

會有大量的人才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投入，有療效
的新藥才會不斷被研製出來。在這一點上，無論
如何都不能被弱者的眼淚所動搖。但同時，對生
命寶貴的敬畏之心不能泯滅。
其次，政府在電影裡，保持了應有的形象。警

方假藥專案組負責人曹斌（周一圍飾）面對他抓
捕回來的假藥分銷商——一群白血病患者的質
疑：「你敢保證你一輩子不得病時？」內心對於
所執行的公務開始動搖，並且主動選擇不計個人
前途退出專案組，但公安局長仍然堅持，必須要
追究到底，法律就是法律，政府就是要和法律站
在一邊。特別是在電影的最後，曹斌開車去接出
獄的程勇時，告訴他，白血病患者再也不用去買
高價藥了，因為這個藥品已經進入醫保了。潛台
詞就是，政府已經管了該管的事情。真正的法治
國家理應如此。但不能選擇性執法，更應該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片中的主人公守住了良知這道做人的底

線。程勇就是一個普通的人，人生失敗又失婚，

還對老婆家暴。一方面，賣印度神油的店舖租金
都交不起，父親的養老院費用交不起，給兒子買
一雙球鞋都要掙扎。另一方面，他又語氣堅決地
拒絕了來找他買印度盜版藥的白血病患者呂受益
（王傳君飾）的懇求，認為這是走私，是犯法的
事。後來實在缺錢，才不得不走上違法的這條
路。當真的假藥販子抓住他的痛腳，開始威逼他
時，他金盆洗手退出來做了正經的服裝生意。直
到幾年後呂受益的妻子跪在他車前，他的良知再
度覺醒，開始自我救贖。不單再次販賣盜版藥，
低價賣給患者，甚至把服裝廠的利潤都倒貼進
來。用實際行動守住了自己的良知底線，也因
此，當他坐在警車上去服刑的時候，看着夾道為
他送行的病患，一個接一個摘下口罩時，他淚如
雨下，煥發出了一個善良人應有的光芒。
良知是人性的底線，守住了良知，再卑微的人

都自戴光環。
當然，片子仍然不忘在細節的安排上，對現實

進行犀利的諷刺：曹警官抓了兩個犯人回來，手
被犯人咬傷了，他用剛止了血的手，跟前來報案
的正版藥品公司負責人握手時，把手上的血沾到
了對方的手上；基督教的劉牧師，在面對真的假
藥販子時，放下昔日的軟弱，跳到講台上拿起話
筒，當眾揭露了假藥販子騙錢害人的本來面目；
程勇和曹警官一起去機場送他要移民的兒子小澍
時，曹警官說，還是出去的好。
還是出去的好……

藥神是個普通人

行在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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