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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車的街上行人還真不少。有些索性坐在
街道旁，頂着大太陽聊天。還有小孩在街上
跑着玩的，不知是遊客或本地人？我再次詢
問陪我一起走路的Y，這條街真的就是中山
路嗎？
下午的灼灼陽光依然火爐樣地悶熱，毫不

留情要把人烤成焦炭，落力將路人都炙得汗
流浹背。帶我走向輪渡碼頭方向的Y和我確
認，是中山路沒錯。始建於1925年的中山路
是廈門最老牌的商業街和經濟中心，早期肯
定繁華靚麗過，上世紀90年代初首次相遇，
出示我的卻是殘舊破落樣貌。
2017年經政府整治修復，以粉紅和乳白色

為主色基調粉刷一新的老房子，外觀整齊漂
亮，乾淨的街道旁那獨特的騎樓式建築，和
位於南洋檳城老街區的房子極其相似，有說
是閩南人下南洋掙錢之後，帶着榮歸故里的
喜悅回返故鄉，修建新屋時融進了南洋風
情，這中西合璧的特殊格調，保存至今，既
是廈門建築文化的代表，也見證了廈門城市
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開放包容心態，承載着廈
門歷史脈絡的同時亦讓廈門中山路名列全國
最美麗步行街冠軍。
記憶中的廈門大學短期學生生涯裡，幾乎

每天都經過中山路。當時住在菲律賓華僑出
資建築的廈大蔡清潔樓。每天下課後從住宿
的地方，經過芙蓉湖，步行大概20分鐘，便
到了南普陀寺外頭，坐上起點站的公車，一
路直走，抵達輪渡碼頭終點站下車，目的地
不在此，又再轉乘輪渡到對面無車的鼓浪
嶼，閒閒看夕陽，慢慢吃簡單的海鮮晚餐，
然後在海邊緩緩散步，享受那沒有喧囂沒有
車煙的靜謐黃昏。
此時此刻，中山路上的三角梅卻叫我步伐

緩慢下來。我要拍照呢。我跟Y說。意思是
要和三角梅合影。Y說好的好的，提醒我這
棵有說明牌子「廈門市花．三角梅」的三角
梅，只有葉子沒有花呀。
繼續前走，發現每家店舖門口都植有三角

梅，白色的，紅色的，有些甚至紅白相間種
在一個花盆裡。邊走我一邊跟Y透露我的三
角梅情意結。南洋很平常的三角梅，我們稱
為九重葛或寶巾花，之前沒特別放心上，有
一年重回廈門，聽說它是廈門市花，從此對

這到處可見，花色繽紛，隨地盛開，薄薄花
瓣的三角梅產生了愛情；並且在水墨畫裡拚
命地畫，愈描繪愈深愛。你可以問我原因，
但我回答不出來，唯一能說的：有些愛情沒
有理由。答案也許不滿你意，卻是事實。細
心體貼的Y聽了，不停地幫我跟不同顏色的
三角梅合照。
經過古樸的「澤被甘棠」石門樓，往昔的

記憶回來了一些些。兩邊的對聯是「鼓浪巡
河功萬壽，鷺江車渡證五緣」，不知作者是
誰，巧妙地把「鼓浪」嶼和「鷺江」嵌在對
聯裡。聽說這裡以前是鄭成功練兵騎馬走過
的地方，老百姓索性把路稱為「小走馬
路」。我沒走上去，僅僅拍張照片，試圖把
過往的記憶多帶一點回來，繼續攜着一種陌
生又熟悉的感覺向前徐行慢走。快到碼頭
時，終於認出來。

當年中山路還未定為步行街，路上車子不
多，下車後我往往回頭走過去的郵局，現在
還是郵局，而且就在原來的位置。歲月不
居，時光流逝，郵局仍在！喜悅浮上心頭，
猶如故人重逢。情不自禁地嚷嚷，那邊，郵
局再過去一點，是我來換錢的地方。不是
店，是人。那個時候，竟然勇敢到跟地下錢
莊兌換美元，兌換率比銀行要高很多。對數
據永遠記不住的我，卻記得當時100美元可
以兌888元人民幣。但那美元必須完整如
新，紙幣上不能寫字或劃線，就連一點點摺
痕也不許。道理？至今不明白。
Y指着左邊說那裡是華聯商廈。我卻看見

右邊醒目紅字，是東南亞華人熟悉並信任的
「華僑銀行」。1926年曾到廈門大學當教授
的魯迅，到銀行來領薪，職員見他衣着樸
素，毫不起眼，不相信是來領400大洋的人
（魯迅先生薪金好高）。職員打電話到廈門
大學查實。魯迅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這一段
他的親身體會。聽說他在中山路喝過功夫
茶，不知道是哪一家？華僑銀行是1877年在
廈門設立的批館。Y來找我之前，我剛自廈
門老朋友洪卜仁老師那兒回來，在酒店翻閱
由他主編的精裝版《廈門僑批》，裡邊除了
文字還有照片，其中一張由陳亞元先生提供
的收據，說明是「1928年廈門華僑銀行電匯
正收據」。有人恥笑說相信機緣這回事是迷

信，但我是一個絕對相信緣分的人。
緣分叫我當年到了廈門大學，經過中山

路，無意中見中山公園便半路下車，公園是
非逛不可的地方，因為花樹一直是我的心
愛。意外走進廈門畫院，觀賞畫作時，心儀
畫家白磊的作品，後來輾轉見到白老師，畫
了一幅菊花和另一幅小鳥給我學習。喜歡中
國畫，非為當畫家，卻把兩幅畫帶返檳城臨
摹，20多年後在中國開了9 場《聽香——朵
拉南洋風水墨畫個展》。
這回到廈門，兩天時間造訪許多新朋舊

友。不曾見過面的新識友人Y，下午還在開
會的他，會後特別自同安趕過來看我。夏天
的廈門空氣裡有烤箱火般的熾熱，宛如陌生
朋友的熱情。Y說你就站在這裡，鷺江賓館
正好在你後邊，前面是一排盛開得燦爛的火
紅三角梅。我對着Y的鏡頭，看見在按手機
快門的他一頭一臉的汗。他邀請我到同安的
安排是，他先過來廈門帶我過去同安觀光吃
飯見朋友，晚上再帶我回廈門。我拒絕的原
因是實在太麻煩了。這樣子過來過去的讓我
於心不安。熱情的朋友卻直接跑到酒店來探
我，自動獻議帶我逛廈門。

閒逛是旅遊最好的方式，更是體驗慢生活
的一種享受。穿過老街老巷時，Y說我們非
吃不可的吳再添小吃店就在大同路。三個星
期前，小吃店的創始人吳再添剛剛以91歲高
齡辭世。廈門著名的小吃「蝦麵」、「沙茶
麵」、「芋包」、「油葱粿」、「燒肉糭」
等「中華名小吃」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大同路比中山路寧靜得多，樣貌沒那樣輝
煌亮麗，略嫌滄桑老舊，似乎被遊客遺忘，
卻有本地居民的閒適幽情。遊客尋找的網紅
店，大多位於中山路，不過，凡是老廈門要
吃小吃，則非吳再添不可。這是本地人Y說
的。
一走進吳再添小吃店，我知道我來過。那

是廈門大學的求學歲月，一切從一碗沙茶麵
又回到了從前。我在廈大求學的時候是秋
天，終於我又回到廈門，這一次是廈門盛
夏，因為朋友的親切熱誠，一切舊時光歷歷
在目。
感謝Y帶我行走中山路、大同路，讓我回

到我廈門最初的記憶之路。

穩中有變，變中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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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病和信仰力量
或許是傳媒太發
達，似乎，近年自

殺人數多了，尤其是因為情緒病而
輕生的新聞不時見報，當中又以名
人案例最矚目，繼十五年前張國榮
因為抑鬱症跳樓後，日前又有知名
歌手盧凱彤因躁鬱症而走上了絕
路。
情緒病（Mood disorder），顧名

思義，就是情緒紊亂，包括抑鬱
症、躁狂憂鬱症、焦慮症等，這些
病都跟人的情緒有關，或影響人的
情緒，主要病症有：心情煩躁、衝
動易怒、悶悶不樂，感到疲倦、緊
張、悲觀、無助、絕望，會產生自
責和罪疚感，人亦善忘、難以集中
精神、缺乏自信、難作決定，也因
而對事物失去興趣……最典型的
是，產生負面情緒，嚴重者會有自
傷行為、妄想、幻覺等，甚至有自
殺傾向。
在醫學界看來，既然是病，肯定
是身體上（指生理上）出現問題，
比如腦部神經傳遞素分泌不平衡，
所以，需要配合藥物治療，以補充
或壓抑身體上需要的某些東西不足
或過多，以達至平衡。然而，兩位
已故歌手一直都接受治療，但還是
走上絕路。反映藥物治療的局限
性。我反而覺得，對情緒病患者來
說，最需要的是身邊人的貼心關懷
和支持，更需要信仰的力量──正

能量。
因為腦部分泌失衡如果是天生

性，早有精神病記錄，會引起人們
警惕，而大多數情緒病卻是後天造
成的，主要來自壓力和刺激，這包
括生活、工作等壓力，親人突然逝
世或發生意外帶來的精神刺激，以
及藥物或重病造成的身體不適等。
而且，情緒病可以是互轉的，有病
會令情緒波動，而情緒波動又反過
來引致疾病。
我在二十年前曾患過甲亢，應該

說有遺傳因素（媽媽有甲亢）。最
初以為是工作壓力大，導致神經緊
張，心跳加速，手腳顫抖，睡眠不
好等；後來發現，其實是相反，因
為甲亢（即甲狀腺激素過多），令
人精神亢奮，不知疲倦，以致無法
睡眠。
日積月累，消耗過多，自然影響
健康，尤其突然獲悉媽媽患上晚期
癌症，並於不久後逝世，猶如晴天
霹靂，自然加重病情。以致不得不
放一個悠長假期。
因為治療、康復之路是漫長的，

病情會反覆，體驗過情緒患者所有
的痛苦，包括出現悲觀無助、內疚
自責，乃至自殺念頭等負面情緒，
稍有衝動，生命就此終結。這時，
親朋的支持不但令我感到溫暖，也
令我感到責任重大；而信仰，則令
我相信：風雨過後見彩虹。

美國總統特朗普
大言不慚，對由他

一手撩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造成的影
響及結果，最近竟然指中美貿易摩
擦已令中國經濟受損浮現。甚至其
言外之意指出，下半年中國市場將
帶來災難性打擊。
中國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
無論在政治、外交、經濟以及民生
等方面，都以「穩」作為指導思
想，特別是在經濟方面，穩中有
變，變中求進。習近平團隊帶領全
國人民上下一心，團結一致，迎難
而上，毫不畏懼。在中美貿易戰烏
雲籠罩下，中國所表現的應對步驟
和充滿信心的態勢，足以令世界各
國點讚。縱觀各國仍然支持中國，
世界媒體在輿論中均認為中國目標
健康。
我國各部門領導人予人民信心的
是「以民為本，一切為人民服務」
為施政理念，因而所部署政策都是
正確的。要知道每個國家在經濟方
面都要特別關注金融政策的實施，
無論是貿易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
要以宏觀及全球大國為釐定的基
礎。近來，中美貿易戰確令經濟形
勢轉差，特別因美匯走強而令人民
幣漸走弱，令國民及環球對人民幣
信心漸減。因此，中央決定以維穩
為原則，穩定人民幣作救市之用。
如此一來，無論對債市、股市、樓
市，尤其是匯市都形成穩定形勢。
如此一來，中國人在世人面前面子

信心重新回復，到外國旅行購物消
費，都回復信心。中方予美方毫不
投降，奉陪到底的精神。雖然表面
上，特朗普誇誇其談，實際上相信
美國終會深感受痛，所謂美國利益
也必然有損。
其實，美國近年來在世人面前盡

現國際霸凌，不斷撩是鬥非搞事的
劣風，盡失朋友。反而中國在習主
席領導下，盡顯和平發展大國外
交，廣交朋友。毫無疑問，近年中
國的軟實力大為增加，這令中國人
在世界上面子爭光，深感榮光。
本周二，內地A股大升，投資者

認為中央維穩政策出台對經濟發展
有支持，大家增加信心，在A股帶
動下，香港股市單日升幅逾 400
點，可惜成交未算活躍。縱觀整個
形勢，並沒有大的消息，只不過投
資者對中央求穩救市的力量有信
心，相信在適當時機，「國家隊」
會向內地與香港股市伸出援手，好
友「冇有怕」，淡友暫忍手，恒生
指數重上28,000點，投資者暫時穩
定了軍心。
不過，環球各地形勢不佳，天災

人禍都在發生。最令人不安的是，
地緣政治仍然矛盾重重，易生危
機，對經濟前景陰霾不散。有心有
力作投資的人，也會審慎理財，不
敢大舉出手。事實上環球資金鏈不
足，匯市波動而更令某些小國金融
可能發生危機，所以奉勸各位，仍
要審慎理財，小心為重！

還記得年初同堪輿學家柏師傅飯聚，自然聊到世
界局勢，師傅說可能有大事發生，朝鮮的金胖子也

涉及其中，解釋是中美領導的生肖問題；當時擔心金胖子與美國出
矛盾引發戰爭，豈料金胖子十分乖巧，成功周旋於兩大國之間。中
美卻爆發貿易戰，同時特朗普又選擇了向歐洲向全世界開戰！真的
神奇！
雖然貿易戰不是槍林彈雨的戰事，倒也是費神事。再加上中國出現

疫苗問題，對領導人來講實在辛苦。不過中國人有股堅毅不屈的精
神，艱苦日子不是未試過捱過，當然能挺得過這一戰。只是從中似可
領悟到別鋒芒畢露，乃自我保護之道。
對於美國來說，是次貿易戰其實是發窮惡，否則不會想向全世界開

火！同時發窮惡自然向富人埋手。如今似乎令世界公認的富人是中國
人，因為中國人喜歡炫耀財富和過於大方，無論個人生活消費或做商
業生意都出手很重，買樓又很豪，全世界都說中國人最有錢，中國遊
客都成被劫持者，眼紅。大家都說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對手，動搖他世
界一哥的地位，做慣一哥的特朗普這家伙自然不會放過你，想法子吸
你的錢落袋，和窒礙你發展的步伐，他永遠做一哥。
中國有句俗語悶聲發大財，中國人正好利用今次事件沉澱一下，反

思一下，學習謙虛，自己明白有些東西不可以光靠用錢解決。特別是
一些研發方面，可以邊借鏡邊研發不要老是走捷徑，研發是花錢花時
間，收成期需要一段時間，漫長的，但你也得做，否則像今次中興陷
於被動狀態，受制於人。
中國人的創新思維不夠，有時見到一些品牌名，食肆名抄其他名牌
名店名字，故意加減一個字以為可以逃避侵權責任，但不侵權卻擺明
抄，一樣俾人取笑。何必呢？要有自己真正的原創產品，真正中國製
造的名牌才光榮哩。中國人一向聰明，不會想不到好名字，只是太懂
得走精面。
從今次事件大家都會醒悟主研發的重要，哪怕一片小晶片。而且從

人民大眾開始鼓勵創意思維，科學精神的真諦是嚴謹、求真。具備這
種觀念就不會出現不合格的疫苗依然推出社會使用的現象。

要有科學精神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看新聞常有電話
騙案，最近有冒名

詐騙電話，發生在朋友通訊群組
中。一時間風聲鶴唳，大家都緊張
起來，問問你是誰？
周末正在百貨公司購物，接到舊

同事的WhatsApp，劈頭第一句寫
上「家喺邊」？我和這位舊同事
常有往來，對這句沒頭沒腦的開場
白有點不明，所以覆問何事？對方
託我到附近的便利店買My Card。
我直覺舊同事不可能叫我做這樣的
事，回覆我不懂MyCard這東西，
對方馬上傳來一張卡樣，指導我
「到便利店告訴店員便可……」此
刻，意識到的不可能太多，終止了
WhatsApp對話，即時打電話向舊
同事求證。
原來在這之前，她多位朋友都和

我一樣，收到冒她姓名的詐騙信
息，不幸也有朋友中招，前往替她
買MyCard，為此損失近萬元，惟
有報警求助。
正因為與黑客有過WhatsApp對

話，我也因此擔心自己的電話也會
中招了，即時通報親友群組，警惕
冒我名的電話信息，免上當受騙。
隔了一天，家人群組收到一條

「由我發出」的柬埔寨選舉的短片
並附上連接網址，正因為事前有通

報，家人直覺我沒有傳網片的習
慣，第一時間電話求證，肯定是
WhatsApp被黑客入侵，因為發現
得早，冒名連接信息只限數個群
組，還能及時通知親友提防。然而
通知提防畢竟是被動。
據警方表示，網路詐騙防不勝防，

騙徒據點可能設在海外，而令本港警
方無法調查和執法。熟悉網絡黑客路
數的朋友說，遭入侵的手機，黑客或
已將「毒程式」植入手機或隨機的軟
件，何時再發作，盜取什麼資料，牽
連多廣，無法估計。較安全措施，就
是更換手機和電話卡。智能手機功能
日新月異，確為通訊提供極大方便，
尤其的是WhatsApp 和WeChat 對
話，溝通無間，群組更是方便群體通
知，正因為使用普及，為黑客提供更
多侵入的途徑。
我們活在智能世界，無可避免面

對詐騙，唯一辦法打醒十二分精
神，對不明來歷的電話，不接聽，
即封鎖；對有懷疑的訊息，停一
停，諗一諗，不要急於回覆或行
動，特別涉及錢銀交易；手機傳送
附有網址的片段，不要輕易點擊收
看；更有朋友呼籲，節日祝福的片
段也不要傳來傳去，有心送上祝
賀，還是自己打祝賀語為佳，我是
贊成的。

問問你是誰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八風

吹不動，端坐紫金蓮。」
蘇東坡寫了首修禪詩，一時自鳴
得意，命童子過江送給佛印過目，
以為一定得到佛印讚賞，怎知佛印
沒有給他和詩，只用紅筆在詩句批
下「放屁」兩字，蘇東坡明知他故
意搗蛋，但想不通原意所指，於是
登門尋他開心，佛印卻已出門雲
遊，也許知道蘇東坡一定來訪，大
門早已貼上十個大字：「八風吹不
動，一屁打過江。」蘇東坡不禁為
他離座紫金蓮而啞然失笑。
朋友交情不深厚，也開不起玩
笑，古人倒有這個雅量，蘇東坡和
佛印就是天生那麼一對活寶，兩人
每回碰面都愛互相取笑抬槓，佛印
有次玩笑開得過火，蘇東坡鬥不過
他，連蘇小妹都忍不住加入
「戰圈」將了佛印一軍：「人
曾為僧，人弗成佛」，佛印並
不生氣，淡然笑着回她一句：
「女卑為婢，女又為奴」，蘇
小妹敗下陣來，服輸了，最終
大家還是嘻嘻哈哈圓場。
有人說，史上並無蘇小妹其
人，也許她不比遲出生幾十年
的李清照，沒有完整的個人詩
集面世，正史便沒有記載；就
算真的沒有其人，小妹的故事
那麼精彩又有趣，文采那麼了

不起，杜撰「小妹」的這個無名才
子，便同樣了不起，姑且就把他看
作小妹又如何，何況正史沒有提及
蘇小妹，比蘇東坡年輕十二歲的秦
少游卻真有其人，而且提到秦少
游，很多人總會聯想到三難新郎的蘇
小妹，雖然故事似乎來自戲曲傳統，
但是內容妙在傳神，洞房夜小妹一句
「閉門推出窗前月」，秦少游苦思想
不出下聯時，蘇東坡暗中以石投池，
秦才子悟出「投石沖出水底天」，三
人才思那麼了不起，故事不真，編故
事那個也算得是真才子，所以不管小
妹是否真有其人，多年後已化骨成
灰，那就一視同「人」好了，何必認
真！
才在人在，任何風流人物，還是
長存在那點精神而非軀殼，作為符
號的「名」已不重要。

人物何妨假作真

十幾年前，洛絨活佛雲遊到
深圳，講經完畢，手撫我頭

頂，閉目良久，爾後，篤定地對我微微一笑，
說，你是我們西藏的姑娘。我也笑，把活佛的
話當作是一個善意的玩笑。
其實在都市生活得久了，每個人心裡大抵都

是有一個西藏夢的。我也不例外，年年歲歲，
歲歲年年，活佛當初所說的話早已在我心裡慢
慢發酵了。然而，每次都在計劃着，每次的計
劃都敵不過變化，便一次又一次地拖延了下
來。直到今年暑期，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壓力一
時大得讓我喘不過氣來，終於把心一橫，痛下
決心：我要去西藏！於是邀了女兒同行，有女
兒打點機票、行程，兩天後便順利成行了。
山一程，水一程，輾轉了大半天，當飛機抵

達拉薩的上空，透過窗子可以俯視腳下的雅魯
藏布江時，我仍然恍恍惚惚，如在夢中，不相
信自己已經到了多年魂牽夢縈的地方。直到踏
出機艙，雙腳結結實實地踩在高原的土地上，
呼吸着乾燥而清爽的高原的空氣，才有了真實
的感覺：西藏，我來了。
和我在高原上的呼吸自主相比，女兒的高原

反應很典型也很嚴重，面對她一到拉薩就呼吸
困難、昏昏沉沉，又是嘔吐又是流鼻血，我一
度有了打道回府的念頭。不過，從小就學習跆
拳道的女兒卻是意志堅強，第二天便硬撐着和
我一道去了美麗的雪域聖殿布達拉宮。
到達布達拉宮，觸目所及，才知道影片中和

圖片上的布達拉宮是無法呈現它的全部美麗和
神聖的。這座偉大的神蹟，千年以來，就這樣
靜靜地佇立在世界屋脊之上，安詳地俯視眾
生，包容、接納着在它懷中來來往往的一切生
靈。通往金頂的石階被朝聖者踏得斑斑駁駁，
石板縫隙中的小草，彷彿仗着神祇的庇佑，恣
意地迎風生長。女兒牆上的青苔亦如是，一團
團地閃着墨綠的絨光，層層疊疊地伏在牆簷的
紅土上，不知道它們已經在此膜拜了多少年
月。一座一座的宮殿走下來，每一處彷彿都是
故地重遊，每一次的震撼彷彿都曾經發生過，
於是又一次想起洛絨活佛的話，於是告訴自
己：西藏，我回來了。
大昭寺離布達拉宮很近。相對布達拉宮的遊

客人潮湧湧，大昭寺更多的是虔心朝拜的信
徒，不管是寺廟門口，還是寺廟四周，都有虔

誠的信徒一路五體投地地朝拜，獨自跪拜的男
女老少皆有，也有的帶着一家老小上路，沿着
轉經道，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在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他們衣物的摩擦聲，佛珠着地的觸碰
聲，口中不斷的誦經聲，不經意地，就淨化了
一些初上高原的躁動的靈魂。尾隨着轉了一
圈，女兒的高反似乎也減輕了許多。
八廓街沿着大昭寺而建，是信徒們的轉經聖

路，也是一處對遊客充滿了吸引力的地方。日
間熱鬧，夜晚輝煌，滿街琳瑯滿目的藏族日用
品、特色食品，以及有着美好而浪漫的愛情傳
說的網紅酒吧，這些傳統和新潮的完美混搭令
人流連忘返。而其間最吸引我的，是兩家極具
特色的書店：古修哪書坊和天堂時光旅行書
店。身在高原，彷彿走過天堂，恍惚地讀過時
光，而耳畔經聲不斷，心靈不會迷茫。
大抵每個人都會有過這樣的經歷：從未到過

的地方，你去了，感覺曾經到過這裡，恍若故
土；從未見過的人，你見了，感覺曾經相識，
恍若故人。據說這些都是前世餘留的記憶。西
藏，就是一個讓你相信前世今生的地方。

（高原漫遊記之一）

回到高原

廈門盛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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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幻想的蘇小妹！（網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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