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上羅浮有洞天
鼎爐凜凜起青煙
開宗立派醫兼道
毀譽千秋只為丹

據說，蘇東坡被貶惠州，磨磨蹭蹭
走了一個多月才抵達惠州。第一時間
卻不去衙門報到，而是來到羅浮山，
去參拜葛洪煉丹舊址，從中領悟生命
的意義。
羅浮山是怎樣一個所在，葛洪何許

人也，能得到大文豪蘇軾如此推崇？
羅浮山又名東樵山，地處惠州市博

羅縣境內，號稱嶺南第一山，有百粵
群山始祖之說。
據唐《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羅山

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
至，與羅山並體，稱羅浮山。這是一
座由大小四百餘個山頭組成的雄渾山
體，方圓兩百多平方公里。峰巒綿
延，植被豐茂，幽泉密佈，被道教尊
為天下第七大洞天、三十四福地，被
佛教稱為羅浮第一禪林。傳說劉伯溫
兩度赴羅浮山，留下了「真龍橫臥羅
浮峰，百里盤恒豪氣沖」的天機妙
算。
神道之說，固可存疑。有史可查的

是，晉人葛洪，43歲正當壯年之時，
竟於赴任途中，辭官不就，攜家帶口
來此隱居，直至81歲駕鶴西去。葛
洪看中這片風水寶地，在這裡悟道煉
丹，著述授徒，懸壺濟世，成就了一
番開宗立派的大事業。
俗話說，出名要趁早。江南士族出

身的葛洪，16歲拜師求學，讀五經修
六藝，以聰慧敏捷聞名鄉里。20歲棄
文從武，頗有戰功，封伏波將軍，後
賜爵關內侯。然葛洪志不在此，自稱
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
以異聞則為喜，久之，對神仙導養之
法頗有心得。
時逢兩晉亂世，葛洪見識了太多宦

海起落、功來過往，深感「榮位勢
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
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
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
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
言，不足為矣」。遂於赴任勾漏（今
廣西北流縣）途中，在廣州刺史鄧岳
鼓動下，到羅浮山採藥煉丹。其間，

鄧岳擬任葛洪為東莞太守，葛辭不
就。
觀葛洪一生，遊歷廣泛，著述宏
富，方藥道術，世代傳承。二十四史
之《晉書》為其立傳，述其在弘道、
行醫、煉丹等方面的成就。有各類著
作六十餘種，近千卷，堪與班固、司
馬遷比肩。
以神仙信仰為核心的道教，是中國

唯一的本土宗教。葛洪是道教發展史
上第一個集大成者，他在《抱朴子》
七十卷中，首次將老子莊子的道家思
想、秦皇漢武的尋仙活動、張陵張角
的神跡醫蹤融匯貫通。至此，道教體
系更加縝密，同時兼收諸子百家，以
迎合統治者的需要。
葛洪系統總結了晉以前的神仙理論

和修仙方術，包括守一、行氣、導引
和房中術等，並著《神仙傳》十卷。
他將修仙的方術戒律與儒家綱常名
教、法家嚴刑峻法結合起來，提出欲
求仙者，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
德行不修，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
強調積善立功，恕己及人，乃為有
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主張治亂
世須用重刑，宜革除清談之風，文章
應與德行並重，立言當有助於教化。
道教自東漢張陵創立以來，便與行

醫製藥結合在一起。葛洪的醫學成就
集中體現在《金匱藥方》一百卷、
《肘後備急方》三卷裡，所涉甚廣，
而尤以對傳染性疾病的防治見長。其
中，防治天花、恙蟲、腳氣病為首
錄，防治結核、瘧疾、狂犬病有獨到
之處。長期的醫藥實踐，使葛洪對藥
材特性認識深刻，為現代製藥業提供
了諸多啟示。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和
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說，她在發明青
蒿素過程中，面臨研究困境時，就曾
受到葛洪《肘後備急方》之治瘧方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
盡服之」的啟發。
葛洪特別注重在人們的日常起居中

留心種種病患，強調藥物不在昂貴而
在療效，要讓窮苦人也用得起。醫者
須以仁心居先，即所謂「有不忍人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方之
出，乃吾仁心之發見者也」。葛洪遍
採羅浮各類藥材，精心炮製，巡遊治
病，影響廣泛而久遠。在香港頗受普
羅大眾朝拜的黃大仙，原名黃初平，

傳說即為葛洪弟子。
然而，無論是修道還是行醫，葛洪

的治學和實務都是同煉丹密不可分
的。煉丹過程的神秘詭異，使葛洪的
事跡也顯得神秘起來，有些諱莫如深
的味道，並成為數千年來對葛洪功過
的最大爭議點。
葛洪煉丹是有一定哲學依據的。

《抱朴子》金丹篇有云：凡草木燒之
即燼，而丹砂煉之成水銀，積變又還
成丹砂，其去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
長生。葛洪堅信煉製和服食金丹可得
長生，固已成謬，但他和所有煉丹家
一樣，親自採集材料，反覆實驗，有
意無意地發展了原始化學。正如古希
臘時期化學在煉金術的原始形式中出
現一樣，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黑
火藥，最初就是在唐代金丹家「伏
火」實驗中孕育出來的。英國李約瑟
博士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稱：中
國煉丹家乃世界整個化學最重要的根
源之一。
葛洪自稱「雖見毀笑，不以為

戚」，但圍繞他的煉丹活動，確是爭
議不絕。這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
關，不大注重過程，而只關注結果，
成敗論英雄。所以現代實驗科學長期
未能發展起來，程序正義在社會生活
中得不到應有重視。在此不贅述。
有道是，文章是案頭山水，山水乃

地上文章。羅浮山的水木清華滋養了
葛洪，葛洪的陰陽真火焠煉了羅浮
山。人之名因山而來，山之名因人而
揚。是羅浮山成就了葛洪，亦是葛洪
成就了羅浮山。一自坡公謫南海，天
下不敢小惠州。蘇東坡寓居惠州兩年
多，每每為人津津樂道。其實，比蘇
東坡早一千年來到羅浮山的葛洪，已
然使惠州這方山水名重史冊。
南國秋長。深秋時節，與幾位朋友

遊羅浮山。進山不久，便見葛洪洗藥
池，池邊一座小石亭，名「東坡
亭」。坐在亭子裡的條石凳上，看着
洗藥池壁上斑駁的蒼苔，遠山一縷白
霧飄過，思緒有些游移，杜甫的《贈
李白》漫上心頭－

秋來相顧尚飄蓬
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伴隨中國40年改革開放，一批優秀外國影
片引進內地，其中不少已成國人心中經典「大
片」。歲末，CCTV電影頻道精選40部耳熟
能詳的外國影片重播，令我重溫記憶、百感交
集。1950年初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莫斯科看
了1927年法、蘇合拍的《拿破崙》和1937年
的蘇聯片《彼得大帝》。1949年蘇聯原子彈
試驗紀錄片，也給毛留下深刻印象。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中南海西樓大廳放電影，毛澤東看
過《出水芙蓉》、《孽魂鏡》、《血海飛
雷》、《基督山復仇記》、《羅密歐與茱麗
葉》等美國片，他借此「擴大視野，了解世
界，減輕疲勞，得到休息」。
周恩來明確指示：「就是要花點錢買進來，我

們同各國都生活在地球上。看他們有價值的影
片，是我們了解世界簡易而直觀的辦法。」當時
還進口有美國的《巴頓將軍》，日本的《啊！海
軍》、《大海戰》、《山本五十六》和一些西歐
電影。常在中南海觀影的有劉少奇、鄧小平、李
富春、楊尚昆、胡喬木等人。周總理以政治家外
交家眼光來看進口片，引進美國阿波羅飛船登月
影片時，周請各部部長到國務院小禮堂觀看，還
在放映前說：「今天我和幾位副總理請大家看電
影，是要了解當前世界科學技術發展水準，高級
幹部要抓政治、抓業務，也要重視國外先進科
技，開闊眼界，增加知識，我們不能長期落後，
落後是要吃虧的！」
「大革文化命」時期，中國出現「十億人民
八台戲」怪象，國人文化生活奇缺，只好唱
「語錄歌」、看「忠字舞」了。老百姓的不滿
和漫罵引起病中的周恩來關注，遂下令有選擇
地進口外國影片，首選東歐影片。1973年，
北京電影製片廠一些被審查、被流放「五七幹
校」的譯製、配音人員被緊急調回，經過緊張
工作，譯製出南斯拉夫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
窩》。該片一上映，引發萬人空巷的轟動。當
年筆者剛從「廣闊天地」返城，面對「一票難
求」的窘境，經一番周旋，才從「後門」潛入
影院，得以欣賞這部南斯拉夫人民抗擊德國法
西斯傳奇大片，傳奇英雄瓦爾特的風采至今銘
記腦海。隨後播出的《橋》，講述二戰後期游
擊隊員鬥智鬥勇炸毀德軍撤退必經的一座大
橋，同樣跌宕離奇精彩紛呈。蘇聯的《莫斯科
不相信眼淚》、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
像》等也大獲好評。

有「東方荷里活」之譽的香港，電影業發
達。解放後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中斷，港片遭
禁。華國鋒想讓毛澤東調節一下口味，派中宣
部副部長帶着他的手諭飛穗，請廣東省委第一
書記韋國清幫忙。當時廣州也難找香港影片，
韋就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幫忙，梁有
個律師朋友與邵氏影業老闆邵逸夫交好，律師
找到邵逸夫弄到當時最火的李小龍主演的《精
武門》、《猛龍過江》、《唐山大兄》三部
片，拷貝送到北京，大家還擔心主席不喜歡，
豈料毛看得津津有味，邊看邊誇「功夫好！打
得好！」鄧小平也愛看進口片。1974年第十
屆足球世界盃後，鄧得知有這屆世界盃影片叫《世
界在你腳下》，遂致電國家體委，體委即派人
到鄧家播放此片。小平一家人聚精會神看得入
迷，鄧樸方說：「太精彩了，像過年吃餃子一
樣！」隨着「四人幫」倒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召
開，改革開放東風吹散「萬馬齊喑」的陰霾，
中西方交流之門才伴隨思想解放逐漸打開。
1978年鄧小平訪日，為加強中日文化交
流、促進兩國友好，我國破天荒引進三部日本
電影：《追捕》、《望鄉》和《狐狸的故
事》。《追捕》作為「文革」後首部登陸中國
的西方電影，其轟動不亞於12級颱風。該片
演繹檢察官杜丘被人誣告，一邊躲避警方追
捕、一邊追查元兇的驚險故事，堪稱一部展現
官商勾結的「反腐大片」。隨後引進的日本片
《人證》、《遠山的呼喚》、《幸福的黃手
帕》也好評如潮。《追捕》主題曲《杜丘之
歌》和《人證》配曲《草帽歌》也廣為傳唱。
40年後的今天，筆者依然對劇中人檢察官
杜丘、富豪千金真由美、警長矢村等角色記憶
猶新。「杜丘」扮演者高倉健是日本著名影、
視、歌三棲明星，多出演硬漢形象。1977年
他因主演《幸福的黃手帕》獲首屆日本電影學
院最佳男主角獎，還榮膺第23屆蒙特利爾國
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高倉健表演真摯、細
膩，廣受中國影迷青睞。如今已成著名導演的
張藝謀當年正是看了《追捕》，效仿「杜丘」
豎起衣領和「杜丘式」冷峻表情，毅然辭掉棉
麻廠工作報考北京電影學院。12年後，40歲
的張藝謀更與74歲高倉健聯手在中國拍了一
部《千里走單騎》。
《追捕》中「真由美」扮演者中野良子也擁

有海量中國粉絲，成為我國知名度最高的日本

影星。1998年4月胡錦濤訪日，會見日本各界
代表時一眼就認出中野良子，還笑道自己很喜
歡這部影片。2010年5月溫家寶訪日，中野良
子也出席中日文化界座談會，溫家寶還對她
說：「你也發個言吧，我是從《追捕》認識你
的。」中野良子淡出影壇後，作為「和平使
者」曾49次訪華，為中日文化交流卓有建
樹，還在秦皇島捐助一所希望小學。溫家寶還
看過《三丁目的夕陽》，了解戰後日本人民生
活。鳩山首相則請他觀看奧斯卡獲獎影片《送
行者：禮儀師的樂章》，溫觀後說：「此片講
述的生死離別故事，展現了倫理道德，有我們
東方文化底蘊，我喜歡。」
《佐羅》、《紅與黑》、《麥迪遜之橋》、

《悲慘世界》、《鐵達尼號》、《巴黎聖母
院》、《尼羅河上的慘案》等歐美大片，也在
此時相繼引進。開始還被一些人扣以「崇洋媚
外」、「資產階級」大帽，民眾卻趨之若鶩，
屢屢掀起觀影熱潮。尤其美國《麥迪遜之橋》
和《鐵達尼號》，場場爆滿，屢創票房紀錄。
1998年江澤民觀看《鐵達尼號》後說：「不
要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思想教育，《鐵達尼
號》講了財富與愛情、富人與窮人的關係，生
動凸現了人們面對災難的反應。」
此後進口歐美大片逐漸「常態化」。2012

年初習近平訪美，與27年前結識的德沃切克
夫婦重逢時也談到美國電影，習近平笑道：
「記得你們有個可愛的女兒，她好奇地問我很
多問題，比如你看過美國電影嗎？我說我看過
《教父》、《獵鹿人》、《職業特工隊》、
《上尉的女兒》、《雷霆救兵》，她感到非常
詫異，我怎麼會看過這麼多美國影片啊！」引
發賓主開懷大笑……
文化無國界。電影不啻反映各國風土人情和

社會萬象，更折射世界的多元和變革。在深化
改革的今天，加強中外電影交流，取長補短擇
善而從，對強化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也大
有裨益，正是——

異彩紛呈看螢屏，
銀幕凸現萬國情。
世界呼喚真善美，
多元文化百媚生！

燈下翻白化文的《退士閒篇》（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8
月），十分過癮。無他，此乃文史隨
筆也，選材別致，得益不少。尤其是
看到自己粗識的、熟悉的典故，真應
了一句：樂何如之！
在〈文學作品中的科學描述〉中，

開首有述陳寅恪的，便勾起當年所涉
獵的小典故。話說上世紀三十年代，
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出試題，出了一對
子，上聯云：「孫悟空」，求下聯。
考生有對「祖沖之」在，也有對「胡
適之」、「王引之」的，我當時看了
便呼絕。這事是梁羽生寫的，見他和
金庸、百劍堂主合著的《三劍樓隨
筆》。
白化文在文中說：「（周）士琦師

弟認為，從對聯藝術來看，當以對胡
適之為佳，我很贊成。（卞）毓麟兄
則認為，祖冲之是科學家，讓學生多
從科學方面考慮，也是好的。」我
想，對聯是藝術，不是科學，「胡適
之」確是絕對，也符合當年的國情、
文情。
由此而引起白化文的浮想聯翩：詩

與科學的關係。如王之煥《涼州詞》

「黃沙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
間」句，後來不知在何時，第一句被
改成「黃河遠上白雲間」，白化文引
竺可楨考證，此改實不通，蓋黃河、
涼州、玉門關「說不上有什麼關
係」；他認為，在藝術性上，「黃河
遠上」比「黃沙直上」強，有人評此
詩為唐詩中的七絕「壓卷」之作，恐
怕就是根據「黃河」那版本。但，我
也贊同白化文所說，「凡事總要服從
真理，詩也不能超越事實」，但據事
實而想像，卻可接受，如「白髮三千
丈，離愁似箇長」。
另如〈了一老師論「對偶」與「對
仗」〉、〈紙鳶與風箏〉、〈史記閒
談〉多篇，俱讀之甚悅。且說說書
名，為何叫「退士」？
據白化文自言，年逾八十，本是北

京大學退休人員，「退士者，退休的
知識分子也。」其實，白老退而沒
休，「閒居無事，為了鍛煉思維思考
能力，不免東翻西揀，自故紙堆中找
些自娛的玩意兒。」「閒篇」者，是
北京人的口語，發音兒，讀作「閒篇
兒」。就是這樣，「閒居」而翻書而
東拉西扯，「扯」出這部文史小品
來。
在這些小品中，可看出白老的文史

功力。紙鳶與風箏，我總認為不是同
一樣的東西，放上天而響的叫風箏，
不響的叫紙鳶。但其實，兩者通同，
《漢語大詞典》引明陳沂《詢芻
錄》：「風箏，即紙鳶，又名風
鳶。……後於鳶首以竹為軸使風入，
作聲如箏，俗呼風箏。」但白化文引
證，唐代的風箏非紙鳶，宋代以下的
是否紙鳶，「還得結合上下文來
看」，原來古時風箏還有一義，是懸
掛在殿閣簷下的金屬片，風氣作聲，
又稱「鐵馬」。
「花間補讀未完書」，白化文退而

不隱，閒讀各書，偶有所得，廣徵博
引，考證再三，撰之成文，輯之成
書，嘉惠讀者，閱者既增知識，亦一
樂也。

「扒手」是小偷的一種，有人就叫偷東西做
「扒嘢」；有人會叫「Sa嘢」，大抵是通過以下
音變而得：

「扒/paa4」；變聲母➝「saa4/沙1-4」（Sa）
近年，上述兩個偷東西的用語已不多人說，取
而代之是「撻嘢」。查「撻」指用棍、鞭等拍
打，並無偷竊的意思，所以「撻」應是借字。對
其本字，筆者曾多方向紀律部隊一些資深人士查
詢，無人給出明確答案，有人則認為這是取自
「"Tou"ch」（觸摸）的部分發音。廣東人有句：

摸下都當你偷薑（原句是「摸下都當你偷搶」）
確實有這個意思，但若然只是「摸」一下就說
成「偷」，言重了罷。翻閱現行的《盜竊罪條
例》，當中對不同性質的「盜竊」有非常清晰的
定義。
不問自取他人財物的行為被界定為「偷竊」
（Theft），順手牽羊、打荷包（Pickpocket）、
店舖盜竊（Shoplifting）等便屬此類。就此描
述，「撻/taat1」的由來呼之欲出——取自
「Theft」的不確發音「Thet」，怪不得其由來一
直眾說紛紜哩。
若「偷竊」過程中有使用暴力或威嚇行為，罪
行則被界定為「搶劫」（Robbery），警隊中人
會叫「老笠」，當中的「笠」字是「Robbery」
中的「Rob」音。劏死牛，箍頸黨、扑頭黨、迷
魂黨、銀行劫案、（電單車）搶手袋、鎅袋黨、
說要拿錢否則會對對方不利等便屬此類。
講開又講，廣東人用「笠」作套頭的意思，如：

笠高帽（戴高帽），過頭笠（Pullover）。警隊中
人會叫「老雜」被調回做「老散」做「笠番落軍
裝」，意指「笠回頂軍裝帽」（重戴軍裝帽）。
入室盜竊或入屋行竊被界定為「爆竊」（Bur-

glary）。由於「Burglary」中部分發音與「爆
格」相近，警隊中人便叫這類罪案做「老爆」或
「爆格」。「爆格」的叫法說來貼切不過——
「爆」指爆竊、「格」指間格、單位，如「煙
格」（吸食鴉片、白粉、海洛英等的單位）。
做成上述的盜竊叫法是有其歷史背景的。早年

的警隊，「散仔」和「老雜」的英語水平低，不
少真的「連26個英文字母都識唔齊」，他們索性
將一些英語技術性詞彙粵音化以便溝通。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有一種非常流行的

非法賭博方式，叫「字花」。賭法是在既定的三
十六個古人名字中「開」（抽）出其中一個作
「派彩」——一賠三十。可能是因為「花冧」
（花蕾）舒展開來會露出多片「瓣」（口語讀
「反」，所以有人叫每個古人名字做「瓣」（口
語讀「飯」）。為遏止這股甚盛賭風，政府推出
概念源自「字花」的「六合彩」。
從此，「字花」成為絕響，可「瓣」字卻得到
了廣泛的應用。

某天，阿恩和輝仔「行孖咇」。
阿恩：輝仔，今日九龍北立法會補選，據聞幾個政黨

實力相當，你估「開邊瓣」吖嗱？
輝仔：「開邊瓣」都唔關我事，反而我有興趣知你琴

日同黃Sir拉嗰條西裝友「衰邊瓣」啫，哈哈……
阿恩：衰「爆格」囉！
輝仔：「身光頸靚」（穿得光鮮），睇唔出噃！
阿恩：聽佢講，佢以前係幾間餐廳嘅老細，由於生意

唔錯，就學人「玩多幾瓣」。08年一場金融海嘯，咪
「瓣瓣唔掂」囉！之後欠到周身債，一時諗唔通咪……
唉，「瓣數」太多累事！

輝仔：所以呢，我淨係「開為為BB一瓣」囉！
「開邊瓣」指出現哪一種可能性；「衰邊瓣」，

作為警方術語，指干犯哪種罪行；「玩多幾瓣」指
把資源投放多於一個範疇，參與多幾個活動或從事
多幾個行業；「瓣瓣唔掂」指什麼也幹不成；「瓣
數」指所參與活動或涉足範圍的數量；「開XX一
瓣」比喻對XX情有獨鍾。若然有人提問「你邊
『瓣』㗎？」，意思是「你是哪個「社團」（黑社
會組織）的？」由於「瓣」有「『範』疇」的意
思，很多人誤把「瓣」作「範」。
形容人「瓣數多」，廣東人有句俗語叫：

百足咁多爪
「百足」是「蜈蚣」的別稱，因為

腳多而得名。由於「百足」與「八
足」、「白足」、「白粥」音近，不
知其義的人會將之讀成或寫成：

八足/白足/白粥咁多爪
那些宣稱自己是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評論
員也有犯上相類錯誤，而這種錯法亦屢見不鮮！
筆者在此呼籲喜用粵諺的傳媒人在引用時須印證
一下，免得貽笑大方。

■黃仲鳴

文史小品一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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