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韓國緣（下）

洗腸見聞
坊間愈來愈多
洗腸整腸套餐，

很多人到了某一年紀，便覺得要清理
一下。身邊同事和親友也開始嘗試這
些「套餐」，這也是吾輩才常見的習
慣，實在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一個朋友每年也會去照，順便割瘜
肉，不過幾年後再照時，又再割，有
保險當然不用付費，但結果是愈割愈
多，他視此為大清洗，但自己沒有改
變飲食，都算是典型都市人取捨心
態，付錢解決，便當是解決了。
另一親友去照腸胃，照畢沒什
麼，但兩天後腸胃非常不適，感覺
是腸胃抽筋。她一向是看中醫的，
只是覺得偶爾去西醫做檢驗，也不
是壞事。中醫把脈後，說腸其實十
分敏感，是否受了什麼刺激？她徐
徐道來前天去了照腸照胃。中醫無
奈說：「不是人人受得住照腸用的
那些儀器刺激。開了藥，服一劑後
好一點，但還是要彎着腰，服第二
劑才完全行動自如。」
這些檢查是否值得，是否需要，
人人有不同看法。但治本和自然的
方法，也可以分享一下。

1.自然療法裡有不少人提倡灌腸，
方法是用溫水、鹽水、薑水或咖啡
等，用浣腸器具洗腸。這些方法要跟
治療師和醫師指導，亦要注意衛生。
2.另一方向是在飲食着手，除了戒

口外，補充益生菌及服適量的排毒
食物，可以有助腸胃健康。我不太
喜歡非食物、膠囊類的補充劑。首
選麵豉湯，綠葉菜。排毒食物可以
選有機西蘭花、蘋果膠，有助清理
腸胃。
3.早上可以用芝麻油或椰子油做

油拔，即用油漱口十五分鐘，可以
促進排毒，刺激舌頭穴位。網上有
不同的理論說明其好處，有興趣可
以自行搜尋。
4. 油拔之後可以喝點海鹽水，大

口大口喝進去。周末有時間的話，可
以油拔後喝一公升溫水，加鹽或檸
檬，然後做點輕瑜伽，或站樁，不久
會有便意，也是洗腸的好方法。
5. 很多人會做斷食，或喝蔬果

汁，留意自己體質是否適合，最好有
自然療法或醫師商量，才好實行。
腸胃是免疫系統第一道防線，保

養是必須的，但要用對方法。

在韓國外國語大
學「潘耀明文學事
業國際學術研討

會」致辭中，我特別提到與韓國文
友的交誼。我談到曾與韓國學者李
炳漢教授、詩人許世旭教授交往。
我講話中也特別提到──
之後，我結識了朴宰雨教授。劉

再復教授說我是「香港的宋江」，
朴教授無疑是「韓國的宋江」，他
的朋友遍天下，──大宋江哉！

也許我們都是熱愛朋友，熱愛文
學，我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十
多年來，他一直支持我推廣旅遊文
學和華文文學，從做朋友的道義
上、從共同文學事業的意義上，我
們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通過文學活動，我還認識了不少朋
友，如宋呟宣教授，她一開始便參加
我們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的活動，
她是聯會理事，她曾邀請我到濟州大
學講「女性主義的文學」；韓知延教
授對這次研討會安排、跟進很細心、
周到；還有研討會團隊盡心盡力的籌
備工作，俱見韓流的熱浪襲
人，中人欲醉！

我的《當代中國作家風貌》
是韓國聖心大學朴在淵教授於
一九八六年翻譯成為韓文，作
為大學的參考書。

我是懷着感恩的心情來到韓
國的。這裡有那麼多的好友，
給予我種種的恩典，令我如沐
春風、如霑春雨，流連忘返！

我的第一個故鄉應是出生
地福建；我的第二個故鄉是

我成長、生活、工作的地方香港。
我可以正式宣佈，我的第三個故

鄉是韓國，因為我有如此眾多的文
化界前輩及好友。

這次有那麼多遠道而來參加研討
會的文友、學者、作家，令我深感
榮幸和感動！
朴宰雨教授在開幕式的致辭中，也

特別提到我與韓國的緣分，他指出：
「潘耀明的著作如《當代中國作家

風貌》正續編的主要內容早在一九八
六年就以《現代中國作家評傳》之名
被翻譯成韓文出版，沒有翻譯成韓文
的一些文章也到了一九八八年，在另
外的翻譯書《中國現代作家論》裡收
藏，而且他的一些作品如《那一身燦
爛的嫣紅》等也在二零一二年被翻譯
成韓文出版。」
他還特別提到：「潘耀明一九九

五年第一次訪問韓國以來訪問了韓
國總共五次。他應邀參與過學術研
討會，在幾所大學裡做過演講，認
識的韓國學者、教授也相當多。」

（《韓國行》之三）

朋友甲問筆者有否追看近期TVB播映內地攝製
的電視劇《倚天屠龍記》？朋友乙搶着說︰「有必
要追看嗎？上網就可以更快看到，什麼時候想看都

可以啦！」朋友甲搖搖頭又說︰「不同感覺的，一集一集地追看，
看的心情完全不一樣，像每日心裡都有一件未完成的事，生活點滴
裡似有些『目標』。」
自從香港的電視台多了播映內地攝製的電視劇、綜藝節目後，香

港觀眾對「睇電視」的興趣增加了，不再如此「單一」；事實上，
筆者最近幾年都甚少專注追看香港的電視劇集，有時間又剛好在家
的，就有一集沒一集地「看着」！如果說到《倚天屠龍記》這家傳
戶曉的經典武俠小說，雖不至於說對小說內容「滾瓜爛熟」，但這
麼多年來由N位演員演出過無數次，每次大家議論都集中在由誰來
演張無忌、趙敏、周芷若等主角人物最為適合小說筆下的他們，相
反這次令筆者被「吸引」着的不是他們，而是少為觀眾注意的楊逍
（明教左使）和紀曉芙（峨嵋派女弟子）之戀，兩位演員林雨申、
鄔靖靖演來頗帶感覺。
在《倚天屠龍記》中，林雨申所演的楊逍，對紀曉芙的深情眼神，
被形容為可以媲美梁朝偉的攝人電眼，帥氣且用情專一，是該劇男主
角們感情戲的亮點，尤其是楊逍對紀曉芙的一句對白︰「我楊逍一生
只要你紀曉芙一人！」竟成為不少年輕人視為對愛人的「告白」神
句，短短十三個字的深情表白，卻包括着對愛人的甜蜜暴擊呀！不論
男女，誰不想聽到愛人對自己說一生只愛你一人的甜言蜜語。
筆者對這版本的楊逍演繹得如書裡走出來的一樣，演技令人有着

深刻印象，難忘的是楊逍認女兒楊不悔的情節，兩個小孩和一個大
人的孤苦伶仃，林雨申那紅了眼睛似哭非哭地演來，令觀眾揪心，
為他的演技點讚！

綠葉男角成亮點
自 從 在 2008

年，我成功預測
金融風暴之後，

許多人便會格外關注天命每年對於
金融狀況的預測，也有金融機構成
為我的客人，請我預測經濟走勢。
有幸得到大家的厚愛，天命自然也
不敢怠慢，更加努力鑽研玄學，希
望為大家帶來更為準確的預測。
感恩的是，在上星期，有報章報道
了天命運程書再次準確預測香港大
市。在《楊天命二零一九年豬年八字
批命運程》第19頁，「香港之天運」
的金融部分，天命點出了香港大市在
新曆五月會有所調整：「在農曆寅月
（即新曆2019年2月4日至3月5日左
右）可以考慮入市，但到了農曆辰月
（即新曆2019年4月5日至5月5日左
右）則要特別小心，皆因這段時間波
動較大」。其中，5月5日當天為星
期天，香港沒有股市，但到了星期一
就呈現大跌的跡象，可謂連日子都吻
合、應象。
消息傳出，朋友們好像比天命還興
奮，他們的話題大致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朋友替天命的錢包高興：「師

傅，你發達了吧？」其實非也，皆因
天命深知「投資應量力而為、切勿抱
有賭博心理」的道理，從不愛高風險
投機。當然，我有根據自己預測的時
機入手，從中有所獲利，但絕非賭博
式的「發達」。
第二類的朋友則比較關心他自己

的錢包：「師傅，那麼什麼時候應
該再入市，買哪一隻股票？」時間
方面相對比較容易預測，其實我在
運程書中也有寫到具體時機，但若
要預測具體哪一隻股票會升，就相
對較難，皆因我本身也不是一個愛
投機的人。
第三類朋友則是為天命的準確感到

神奇，不僅為了是次事件，而是密切
留意我對所有運勢的預測：「師傅，
你是不是認識特朗普？」哈哈，我當
然是認識他，但他不認識我罷了！甚
至有朋友是電台節目主持人，表示會
在節目中引述是次預測，感激支持！
常常有人問，天命師傅為何你能

預測準確？其實這本書是半年前就
寫好的，能提早半年就測中未來的
走勢，大概是因為天命受到老天眷
顧，運氣好吧！

玄學家也行運？

第一代電視人
Charles （ 吳 承

歡）忽然又回來了，這位老頑童藝
術家是我家三代的朋友，先是與我
老爸老媽成了好朋友，他們那段日
子幾乎一星期見兩三晚，大多數在
尖沙咀棉登徑的馬來餐廳相聚，除
了他們還有十分得人尊敬的李晨風
導演、李兆熊導演兩父子，吳承歡
每提起，總會說：「你老竇叫我叉
仔（Charles），李晨風導演是叉
伯。」我們常常談起往事，我老
爸、李晨風導演都已經上了天國去
會他們的老朋友了。
叉仔今天回港，他笑言找到個很
好的藉口，便是他為自己出了本畫
冊，把他多年的精彩有趣的作品結
集成冊，把他的前半生和在澳洲的
近年生活都變成有趣的畫作，如今
結集成冊出版了，特地帶回來送給
我們，也趁機和我們見面共敘！
我和他是第二代的相交，同時他認
識我們一家兄弟姐妹，甚至我們的兒
孫們，這位親厚幽默風趣，且藝術細
胞滿載的電視人，1966年回港便加
入無綫，他的無綫工作證是No.5，
真的是真正的第一代電視人，對今天
電視的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然而可
笑的是，當年在電視台時的下屬，今
天在電視台掌控藝人的
人，可以冷漠地說：
「你是誰？我不認識邊
個吳承歡！」
Charles 今天是獨個
兒回來，外籍太太不願
跟他返港，因為她不喜

歡香港人太多、太擠迫，更甚的是
上次來港被食肆的老鼠嚇怕了，那
次叉仔帶太太懷舊吃客家菜，點了
特色客家菜包括東江豆腐，當菜到
齊正想舉筷，一隻老鼠從天花掉下
來跌在東江豆腐𥚃 然後彈開跑了，
兩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東西嚇得彈
開，立即走人！這經歷令太太非常
害怕，從此怕了香港！
叉仔講起這件事，我們都笑到肚
子痛，其實這件事不單叉仔太太害
怕，聽的人也是又好笑又害怕，香
港人那麼多，食肆那麼多，不可能
沒有老鼠，但舊食肆存在的問題更
可怕，如果我是叉仔太太，我也不
會再來！叉仔說：「現在不單她怕
香港，連悉尼市中心都怕，那裡人
同樣是愈來愈多，我們正準備搬
家，搬到離開市區更遠的地方，那
裡更清靜人更少。」
叉仔在澳洲生活好多年了，目前

做一份很特別的工作——證婚人，
也有參與澳洲演藝人協會，會與當
地的演藝界朋友偶爾相聚。
雖然遠在澳洲，但他還是惦記着

舊朋友，所以咱們還是常在臉書上
看到彼此的近況，亦因此而拉近了
我們的距離！我會向老爸、叉伯稟
告叉仔的近況的！

叉仔吳承歡

早上跑步，我有時會沿着西
環海邊，一路跑到中山紀念公

園的大草坪。有時也會順着域多利道，跑到香
港仔或是數碼港。香港四季溫熱，樹木亭亭如
蓋。在西環海邊跑步，維港上波瀾不驚，船隻
往來，兩岸大廈比肩，並不容易察覺到季節更
替。在域多利道上跑步，小葉榕遮天蔽日，時
有巴士盤山而過，路邊等車的女書院學生，或
白衣飄飄清麗脫俗，或淡雅藍裙微微收腰，美
目盼兮淺笑倩兮，讓人不禁心生時光停滯歲月
美好之感。
中山公園裡鋪設了一條短短的鵝卵石通道，

總看到一群長者脫了鞋襪，赤腳在上面來來回
回地走動。傳統中醫認為人的腳底分佈了許多
穴位，是五臟六腑的映射。走在細細粒的鵝卵
石上，如同做了一段腳底穴位按摩，有助於血
液循環，又能疏通體內經絡。我沒有考據過此
舉是否真的有效，看到耄耋之年的長者，弓腰
垂頭，顫顫巍巍，走在凹凸不平的路面，忍不
住擔心會發生跌傷意外。鵝卵石子路邊上，有
一棵桃樹。前幾個禮拜偶然一瞥，尚是花未落
盡桃葉新綠，上個禮拜跑步路過再一瞥，竟然
青桃纍纍茸毛森森，桃子的個頭，比鴿子蛋還
大許多。
蘇軾傷春，說花褪殘紅青杏小，宛若眼前。昨

日在域多利道晨跑，跑至趙苑路段，不經意間發
現依山而生的一株鳳凰花，已是花開如瀑滿樹火
紅，原來不覺間已是春辭入夏。為趨利避害計，
人多少都有自欺和不自知的時候，或是外貌與年
歲上的自我美化認同，或是才情與胸懷上的自我
拔高，這都屬人之常情。與人相比，草木對氣候
時令的感知更為靈敏，時刻順應自然的微妙變
化，調適內在生長能量佈局。向陽的枝丫格外茂
盛，背光的葉片下根深蒂固。
前幾日在西環海邊長廊跑步，偶遇香港最早一

代的武俠女星鄭佩佩。她在一女子的攙扶下，沿
海散步。不知是否是跌傷，額頭上有一處包紮，
精神還好。不過，畢竟已年過古稀，步履蹣跚之
餘，頗令人感懷時光無情美人遲暮。
鄭佩佩年輕時容貌秀麗風姿綽約，曾獲選全

球百大女神。出道至今，塑造的經典角色至今
讓人過目不忘。一部《臥虎藏龍》不僅獲得73
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4項大獎，也創下華語電
影在國際上的多個第一。鄭佩佩在片中飾演的
碧眼狐狸，也為她斬獲金像獎最佳女配角獎。
在周星馳執導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鄭
佩佩飾演的華夫人，則讓她在內地獲得無數的
擁躉。2014年湖南衛視的真人秀節目《花兒與
少年》裡，已年近七旬的鄭佩佩，在節目裡和
華晨宇、許晴、劉濤等一眾內地知名藝人旅行

路上的溫情互動，更是讓她的人氣大增。這個
長達八期的節目，每次播出都穩居收視榜首。
我尤其記得她在機場對華晨宇說的一句話。

面對這個90後的內地高人氣歌唱藝人，早已經
過人生高低起伏，見過人世繁華寥落的鄭佩佩
很淡然地說：「我以前也紅過，很紅過。」
人生如許，風月坎坷，年輪磨礪，最終都淡

若止水，悲喜不驚。
一踏入五月，手機上的家庭微信群，每日都

被母親發的圖片和視頻刷爆。故鄉的院子裡，
有一架薔薇，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年年堆粉
如雲，引得路人駐足拍攝觀賞。這幾日薔薇正
在進入盛花期，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粉色花
朵，齊齊綻放，整個院子恍若一片薔薇海。工
作之故，我通常只在冬春兩季休假回家，所以
迄今也未能在薔薇花季，目睹過如此盛景。所
幸，在我們的遠程指導之下，母親的拍攝水準
也日高一日。雖是四散在各處，彼此之間隔山
隔海，薔薇花下，一家人仍是談花論月，也算
是聊以慰藉
不能團聚之
苦。

五月薔薇花如海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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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春季之外的花，我
最喜愛的是春花，喜歡它
的熱烈、潔淨，萬物之
中，毫不掩遮。但是由於
認識得不多，每每賞花之

時，許多花名都叫不上來，甚是遺憾。直到
有一天，我漫步在一片花海，享受着空氣中
濃郁的花香，這才決定一一查明它們的身
份。打開手機上的識花軟件，對它進行拍照
搜索，然後那款軟件就以圖文的形式，準確
地將它識別出來，於是我知道了一種花叫作
「紫葉李」，然後，所有的花，無一不在我
的尋索之中。
紫葉李開花並不太早，還在連翹開花的時

候，我就注意到它了，沒見它枝頭有什麼花
苞，也看不到甦醒之後的那種柔潤光澤，它的
枝頭灰撲撲的，抑或有一些如它名字一樣的
紫，但絕沒有葉蕾初萌的跡象。那幾天，人們
爭相在連翹花邊流連、拍照，蜜蜂還在金黃的
花朵中奔忙，僅僅一周或者兩周的時間，紫葉
李的枝頭便倏然亮了，一朵一朵的花呼啦啦湧
了出來，花霧朦朧，花朵素淨，像落了滿樹的
雪蝶。空氣中，原本來自連翹和美人梅的氣
息，也被紫葉李的花香所掩蓋。
我認定那是紫葉李的花香。曾經走到離連

翹和美人梅很遠的地方，去捕捉它們摻雜在風
中的香氣。遠離了梅花的粉紅和連翹的金黃，
它們是那片花樹裡的國王。它們的造型很是好
看，漫圓，齊整整的，像小學生畫本裡的春天
的樹，規規矩矩，挺立在公園一角。大約相距
數步之遙，那股花香就飄了過來，在風的曳動
下愈飄愈濃。嗅聞紫葉李的花香，不需要走
到它的跟前，不能離得太近，否則就聞不到芳
香了。你高高地抬起手，壓下枝來深深地聞，
偏偏那香氣就杳然而遁。
花枝上，經常落下一些調皮的小鳥，牠們

的身材很小，叫聲卻很好聽，吱吱喳喳的，
聲音細而脆，就像聲帶裡飽含了許多水分，
脆生生地啼叫，清亮如水。牠們在枝頭上跳
躍，從這枝跳向那枝，靈巧得讓人不易看
見，只能聽見「吱吱喳喳」的聲音。透過花
枝縫隙，可見着牠的尾巴。牠並不害怕你的
驚擾，你若「噓」地一聲嚇牠，牠就從這棵
樹飛到另一棵樹去了，甚至飛向遠方，一個
你目力達不到的地方。牠們是帶着翅膀的精

靈，是萬物之神所賜。
黃色的連翹是成片成片的，低而矮。緊鄰

連翹的往往是一片羅漢竹，初春的竹老氣橫
秋，春天的花和它搭配起來，才略顯一些精
神。它不開花，綠意也不深濃，只會冷眼觀
看身旁的花叢，看花們次第盛開，陶醉於春
日，邂逅愛情。它只關心自己的拔節，在地
下伸展、盤根。或許幾年之後，這裡將是一
個羅漢竹的龐大族系，就看強大的連翹和薔
薇的花陣，給不給它擴大族群的機會。
連翹的花也是香的，只是香得不怎麼明

顯，不仔細聞幾乎捕捉不到它的氣息。有人
把連翹與迎春花混淆在一起，其實它們有明顯
的不同。迎春花的枝四面有稜，花朵朝上生
長，向前而開，而連翹的花骨朵就有倒鈎的
趨勢，只有花開了，它的倒鈎才能展開，夜晚
花朵閉合，倒鈎的習慣依然存在。三月的薔
薇，還沒壓過連翹的花色，你分不出它們之
間的彼此。薔薇的枝會與連翹的枝糾纏在一
起，甩出一個瀑布倒捲簾的架式，蓄勢待發。
然後是美人梅、海棠。其實在兩種花中，

海棠花是開得較晚的一種，先於春天開放的
是美人梅，早春時節，美人梅聞春而綻，它
的盛開踏着北方春季的節奏。它的花朵粉
紅，像古時女子華美的裙。海棠花是垂絲的
那種，花開時葉片很小，我在識花軟件上搜
到的海棠名叫「垂絲海棠」，比起美人梅，
垂絲海棠開得更嬌艷些，而美人梅則開得清
新脫俗。美人梅每花開一片，大地上就彷彿
多了一捧水紅的絲綢和粉紅的胭脂。
雖然屬於梅花的一種，但美人梅比梅花開

得略遲，我仔細觀察過，從我居住的四樓的
窗台向花園望去，在連翹花開過幾天之後，
粉紅的美人梅才在某個溫暖的早上，從連翹
和羅漢竹的花叢裡露出半個身影。那是一張
美麗的面頰，它的出現讓春色顯得更加醒
目。或許它置身的地方更遠，看去景物稍顯
朦朧，而園中的花，卻是層次分明。
而這時，薔薇開始在花叢中鮮活起來，所

有的枝都披滿了葉，朝着身邊更高的枝幹攀
緣而升。葉片的綠，終於把連翹的花給比下
去了，原來黃澄澄一片，現在是葉和花，各
佔一半兒，況且還有美人梅、紫葉李和垂絲
海棠的點綴，更覺春光燦爛，生機無限。
我常有把美人梅帶回家去的慾望。它的粉

紅的花朵，先前還是那樣鮮艷地開着，不過
幾天的時間，花瓣邊緣開始泛黃，但是香味
依舊。我常想把它的香氣帶回家中，慢慢品
賞，然而終是沒捨得折下一枝。我覺得，美
人梅的每一朵花都是女人的一張面孔，一個
美顏的少婦，歡笑着的女性，她是不堪讓人
折的，也不肯讓人去折，她的歡笑裡充滿了
勇敢、淳樸和良善。
紫紅色的玉蘭花比白色的玉蘭花開得稍晚，

白玉蘭花是在二月底就開了，三月上旬它們還
在，轉眼月底，它們都無影無蹤。紫玉蘭花就
種在我家樓下，每天下樓，我都抬頭觀望，
它的花瓣有意無意地張着。兩花之間的相同之
處，是香氣濃郁，無論是遠看還是近觀，它的
芳香都不離左右。它們的花雖然醒目，但是並
不張揚，開得很是含蓄。它們的區別是一個像
白鴿展翅欲飛，一個舒展自如，氣質高貴。這
所有的花都香，只是我感到，白天的香氣並不
那麼濃，只有黃昏後，所有的花香才散發出
來，在空氣中四處流淌，無所約束。我喜歡在
傍晚的花樹下走來走去，腳下的石板路一節節
平展鋪開，雙腳每邁出一節，都彷彿有花香撲
了過來，在身旁暗香浮動。
公園的路是彎彎的，彎彎的路，不乏窈窕的
身影。在這無限寶貴的時光裡，附近的居民每
天傍晚都會出來散步，一邊是修長的青竹，一
邊是繽紛的花海。機智漂亮的小狗在主人的陪
伴下出來撒歡了，牠們在落滿花瓣的地上打
滾，歡快不已。在這裡，你只想躺在地上，在
多種花之間，深深地品味，輕輕地嗅聞，用鼻
息觸摸它的花朵，接受它的問候。四月的春光
下，它們的花枝都開始綠了，連翹也長出了新
葉，不再僅以黃色引領天下，綠葉初萌，美麗
的花瓣開始落了，紛紛飄落地上，遮住了坑凹
不平的地面，你分不清哪是它的花瓣兒，哪是
紫花地丁的花瓣兒。
假如美人梅和紫葉李生長在一起，你的判

斷力就完了，你不知道哪一種花香來自美人
梅，哪一種來自紫葉李。黃昏裡，我只想出
門疾步行走，好在累極的時候，躺在床上不
致失眠。但是花香又吸引了我，令我神往。
有一次，我夢見了紫荊花，它的花比美人梅
花還要密實，一串一串的，攢在枝上。第二
天，我發現它真的已經開了，玫瑰一樣的色
彩，滿樹嫣紅。

花 事
■2019年 4月 25日在韓國外國語大學
（首爾）召開「第十一屆中華名作家國際
文學論壇：潘耀明文學事業研討會」。圖
為參會的嘉賓攝於會場門外。 作者提供

■圖片是拍攝於
家門口的薔薇花
海。 作者提供

■ 吳 承 歡
（中）和凌文
海曾經都是麗
的電視舊友。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