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菜是他的摯愛

孩子的耳垢
孩 子 有 耳
垢，應否去刮

呢？有時候看到，真的很想幫他
清理。根據衛生署冊子，不應亂
用棉花棒或耳刮去清理，它們會
自然流出。但有時候見到真的很
多和很大，是否完全不理？
聽過有朋友，很久沒有清理孩

子的耳朵，一天孩子說很痛，結
果去耳鼻喉科清理，要放藥水進
去，每星期去一次，多次軟化耳
垢後，才再用真空泵出，挺麻煩
的。我自己的親身經驗，因為小
時候不懂得打理，直至大學畢業
後才發現耳朵不太對勁，那時候
人也正好在日本唸書期間，終於
在彼邦的醫院出入了差不多上一
個月，在當時仍然語言不通的情
況下，的確是一難忘的經驗。
而最深刻的，是當醫生成功把

深藏在我耳道中的耳垢清理出來
的一刻，自己登時好像獲得千里
耳的功能，彷彿連馬路對面路人
的對話也能聽見，那一刻的感覺
真的妙不可言。

問過自然療法的朋友，自己也
做了點實戰實驗，發現橄欖油真
的不錯。孩子試過有很乾的耳
垢，想幫他夾出來，他喊痛，於
是我們用有機食用的橄欖油，每
天滴兩滴，滴了幾天，便容易夾
出來了。當然太深的就不要自己
去弄了。
另外，亦有不少清潔耳朵的鹽

水，大一點的孩子可以用，有些
洗耳套裝有工具可以把鹽水滴進
耳朵，或輕輕抽空耳朵，家長可
以看有沒有需要購買。
網上有賣順勢療法的甘油劑，

有幾種可以對付耳垢的療劑，滲
在甘油中，給孩子試過，真的會
慢慢讓耳垢溶化。另外，孩子曾
經因為耳朵痛，去看中醫，服了
幾劑，有天洗澡時，耳垢真的流
出。我真的相信耳道有自己清潔
的能力，但注意游水後，真的要
把水抹乾，尤其耳道感染過的孩
子。久不久要替孩子檢查，孩子
通常要到疼痛才會告知大人，所
以我們要多留意。

馬悅然對中
國古典文學情
有獨鍾，他是

研究先秦文學的專家，翻譯過大
量的中國古代和現代文學，古代方
面包括《詩經》、《道德經》、
《水滸》、《西遊記》等。
十多年前，在一次飯局上，馬

悅然告訴我他有很多的翻譯計
劃，他很想把中國現當代最優秀
的文學作品都介紹到西方，他先
後翻譯了沈從文、高行健、北島
等作品。
有一段時期，他對山西作家李銳
的作品特別感興趣，幾乎把李銳的
所有代表作品都譯成瑞典文。
近年，他又對山西另一位新崛
起的作家曹乃謙表示關注，並開
始翻譯他的作品。
我與馬悅然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結
識，當時他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來
港講學，劉再復兄介紹他給我認
識。他住在九龍麗晶酒店（現改名
為洲際酒店），我們在酒店大堂
的酒吧喝酒聊天，面對燈火璀璨
的維多利亞港，他一面呷威士
忌，一面興致勃勃談他研究中國
文學心得。
第一次見面，他予我的印象是

一個活力充沛的老人，心態也年
輕，這使我想到已逝的美國詩人
保羅．安格爾。他們恍如徐悲鴻
筆下的奔馬，在人生路上一直作
奔騰不息的衝刺。所不同的是，
保羅．安格爾不喜歡中國菜，所
以平常吃飯他與夫人聶華苓，一
中一西，各吃各的；而馬悅然則

對川菜情有獨鍾。
每次來香港，他都要找地道的

川菜館。有一年，我與在香港城
市大學講學的劉再復伉儷，專門
陪他到黃大仙的一家祖傳川菜館
──詠藜園吃飯。
店舖很簡陋，地方也很湫溢，

但很地道，每道菜都麻辣，我們
吃得卷舌歪嘴，大汗淋漓，他吃
得過癮，很有滿足感，他至今仍
念念不忘。
二零零二年他出版了《另一種

鄉愁》的專著，寫的是他與中國
文學、中國人的結緣。書名《另
一種鄉愁》語帶雙關，二零零八
年在新加坡時馬悅然告訴我，他
的第二故鄉是中國四川。
馬悅然於四十年代獲獎學金到

四川考察調查四川方言。他在峨
嵋山的報國寺跟老和尚讀四書，
唸《唐詩三百首》、漢代五言
詩、樂府詩，和魏晉南北朝的
詩。他在四川認識了他的第一任
妻子陳祖寧女士。
陳女士是很賢慧的典型中國婦

女，她不僅是堅強、開朗的人，而且
為人古道熱腸，對來自故國的人，都
照拂周到，相識的人無不稱許。
陳祖寧於一九九六年逝世，馬

悅然傷心透了，曾搬到陳祖寧女
士的墓地毗鄰居住伴隨她。
（《「中國情人」馬悅然》之二）

追看韓劇《我叫金三順》，女主
角金宣兒的演技，給予觀眾的印象
頗為深刻，該劇當時不但在韓國創

下高收視率，人氣更是橫掃亞洲各地，演技優秀的
演員不論她是任何國籍，觀眾都欣賞。
金宣兒的「金三順」角色爆紅，很大程度上影響

了往後同類題材的劇集，而韓劇中的女主角大多數
柔弱善良，或者是活潑大條的美女們，肥胖胖的
「金三順」角色，其人物徹底地打破觀眾對韓劇女
主角固有的形象認知。韓國演藝圈對金宣兒演技評
價亦高，她演出的電視劇一直都有不錯的收視和口
碑，製作人都說︰「金宣兒實在太會挑選劇本了！
二十多年的女演員生涯，她在不同的時期都留下演
員們所渴望的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幹練直爽又不失
女性化的形象，極有觀眾緣，她非常自然地做到
了，這看似簡單其實是很有難度的事。」
重返韓國的金宣兒本來只是想隨便遊玩，甚至住

的是汽車旅館，因為幫模特兒友人代班卻成為她演
藝事業的起點，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金宣兒所拍的一
個廣告，是模仿了香港導演王家衛《墮落天使》一
片中的場景。帶着名成利就的光環，金宣兒收穫的
不僅是掌聲和讚譽，還有隨之而來的壓力和負擔，
無論是艱難地維持「女神」形象，還是演出工作的
選擇，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其間必經歷各種的兜
兜轉轉和個別的不成功，直至她轉型演悲劇角色，
更與同齡「美女」金喜善合演電視劇，兩人被指演
技表現成熟而有張力，擦出火花處處。
對於女演員來說，年齡可以是一種致命傷及負

擔，也可以是一種呈現歲月的氣質。最近有新劇
《秘密精品店》播出的金宣兒，她能智慧地隨着自
己的不同年齡階段選擇演出的工作，證明了女演員
除有美麗的容顏外，更要有鮮活（鮮明活現之意）
的演技實力。

演員光環的背後中國四大河流行︰黑龍江上游之二

從小見慣了的
人，別人可能對他

特別有感覺，但我們見慣的，也
就沒有什麼特別了！從來都聽到
很多人說梁朝偉的「眼神」很迷
人，很動人心魄，但我從來也不覺
得，從小看着他到大，年輕的時
候，剛入電視台，他很快便當上主
角，擔演很多電視劇，當上主角本
來應該很開心，但是電視台的制度
幾乎沒有變，一個演員幾個導演輪
着拍，擔戲的幾乎沒有時間休息，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拍到整個人
散了。當年我常常在電視台看見
他，他不是在廠拍戲，便是隨處找
地方睡覺，他甚少到人多的地方湊
熱鬧。
忽然間說起他，是看了一部內
地電視劇《我的真朋友》，由鄧
倫、Angelababy主演，有個男一
號的角色叫朱一龍，他的出現把
我嚇一跳，這人怎麼那麼面熟，
尤其是他的眼神，是誰
呢？對了，像梁朝偉呀！
終於明白了，終於感受到
他的眼神為何如此有魅力
了！居然要從另外一個人
那裡感受過來的。
那位朱一龍是2006年
北京電影學院出來的，
2014年拍《情定三生》
而紅，2018年拍了《許
你浮生若夢》和《知否知

否應是綠肥紅瘦》後，人氣飆
升！2019年首次上央視春節聯歡
晚會，還出席了今年第72屆康城
電影節，更首次入圍《福布斯中
國名人榜》排名17。看來這幾年
他的成績真的不錯。但中國內地
演員實在太多，他能突圍而出已
經很了不起！他看上去不止眼神
像梁朝偉，就連不苟言笑的樣子
也很像梁朝偉。
當然梁朝偉今天已是國際明星

了，而朱一龍是剛上升的星星，
希望他有朝一日，也能有梁朝偉
的成就！
朱一龍正在努力地朝着演藝大道

走，而梁朝偉卻選擇了減少演出，
之前遇上了他，跟他簡短地聊天，
他告訴我說往後會減少工作，減少
演出，騰出時間來陪伴家人：「我
以前太忙了，如今必須把心思放回
家人身上！」他要把握時間，他要
珍惜往後的日子！

眼神

5個月了，整整5個月，香港
人的「忍耐力馬拉松比賽」，還

遙遙地看不到終點。
700多萬人的香港，日均600萬人次搭乘港鐵
出行。眼看着不斷遭到大規模破壞的港鐵，從部
分站點提前停止服務，到出現過一整天停止運營
後，到現在常態化的每日提前２至３個小時停止
運營。似乎所有人都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
消化了沒有港鐵服務之後的不便。比如，我每天
花在下班路上的時間，比以前多了40分鐘，甚至
更多。
街上的銀行，尤其是有內地資本背景的，幾乎

都被白色的木板嚴嚴實實地包裹了起來，24小時
服務的銀行櫃員機，全球罕見地開啟了朝9晚6
式的營業模式。這裡是銀行多過米舖的香港，也
是最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普通市民為了能取到
現金，需要排很長很長時間的隊。
樓下的優品360店舖已經拉閘不營業超過兩周

了。拉下的捲閘門上，粗黑塗鴉的粗口，彷彿在
公然叫囂挑釁城市的文明。路人司空見慣一般，
甚至都不會側目多看一眼。作為優品360堅果癡
愛者，我最常吃的幾種堅果，因為無處可買斷頓
兩周多了。從來沒有想過，在這座全球知名的購
物天堂，竟然會遭遇這樣的窘境。遍佈街頭的星
巴克咖啡館、東海堂餅屋、元氣壽司、吉野家等
連鎖食肆，大都傷痕纍纍地見證着這座城市的沉

淪。
最新的數據也顯示，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的國

家和地區已經超過40個，多個國際性大型活動也
宣佈因安全考慮而取消了香港的行程。
更為諷刺的是，上個月底世界銀行公佈的

《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在這份基於反修例之
前各項數據做出的全球經濟體排行榜中，香港高
居全球最便利營商環境第3位，排名較去年還上
升了一位。可是這跟眼前的現實顯然反差太大。
小米香港旗艦店慘遭多次破壞，同仁堂香港藥店
遭到打砸，各類珍貴藥材被踐踏一地，中國移動
香港公司旗下不僅多間門店遭遇破壞，還有不少
貨品被盜竊……更多的大型商場、商家，為避免
遭遇飛來橫禍，已經習慣性在客流最旺的周末，
自動關上店門停止營業。
最應是一片淨土的校園，則成了這座以民主文

明著稱的城市，最濃烈的恥辱。香港理工大學教
師陳偉強因發表嚴懲暴徒的言論，在課堂上被大
批學生包圍辱罵，並推倒在地，院方不但不處罰
違規學生，反而多次阻撓警方進入校園對陳偉強
老師的人身安全進行保護，甚至暫停了這位老師
的教職。因為當街黑衣蒙面暴徒襲警，被警察擊
中的學生就讀的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不僅
沒有譴責學生違法暴力的行為、反思學校教育何
以致學生捲入嚴重暴力活動，反而指責警察暴
力，是非黑白顛倒到了這種令人髮指的地步。

香港知專學院幾度被大批蒙面或身穿黑衣的學
生，大肆破壞校內設施，干擾正常教學秩序，不
肯就範的學院院長遭學生及示威者圍堵指罵，一
度受驚不適需要送醫院，救護車被包圍了近１小
時才放行。警方接報之後迅速趕到學校，卻因找
不到報案人，無法在校園執法，只得無奈離
開……不少慕名到香港深造的內地學生不約而同
地感嘆，在資訊流通、多元包容、學術水準高超
的香港，想要安靜地唸書做學問，居然成為一種
奢侈的願望。
昔日引以為傲安居樂業的家園，一日甚過一日

向萬劫不復滑落。在黑衣暴徒們日復一日的無底
線衝擊之下，香港的法治、民主、文明、言論自
由都正在成為國際笑話。很可惜，沉默的大多數
仍然陷落在息事寧人的隱忍之中，仍然如鴕鳥般
埋頭於自欺欺人的真空之中。似乎只要暴徒沒有
欺負到自己的頭上，只要被燒掠砸毀的商家門店
與自己無關，只要繞開暴行發生的街區，捂上耳
朵蒙住眼睛不去關注纍纍的暴行，一切都與自己
無關。
每個真心以香港為家的人，都是香港的持份

者，都與香港的安與危、都與香港光明或是慘淡
息息相關，不要再測試自己的忍耐力了，也不要
再用沉默大多數作為外衣，來測試香港的忍耐力
了。止暴制亂，需要這座城市裡的每一個人都敢
於挺身而出。

一座城市的忍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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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們會與一些
小動物邂逅。
螞蟻，普遍得隨處可

見，要麼分散，要麼成群
結隊，都在活動着。我們

邂逅後，頓生好奇之心，牠們到底在忙些
啥？仔細一看，原來牠們在山林邊、草叢
裡、屋簷邊、地壩等地覓食，一旦發現食
物，就呼朋引伴地聚在一起，合力搬運至
「屋」內，其團結、協作、蟻多力量大的景
象深深地感染着我們：螞蟻，其實就像人一
樣，為了尋找樂趣或者維持生計，不忙碌怎
行呢！所以，我們一個勁地祝福螞蟻，願牠
們心想事成，幸福美滿。
到底還是讓玩心佔了上風。我們想抓螞蟻

玩了，目睹一隻敏捷爬行的黑螞蟻後，就眼
疾手快地逮到，放進了玻璃瓶子裡。再逮到
一隻，放進去，便有一雙。瞧，牠倆爬呀
爬，怎麼也爬不出瓶頸，儼然是事倍功半。
或許是牠們生氣了，竟然打起了「架」，似
乎難解難分。我們覺得刺激，異口同聲地喝
彩。不出所料，那螞蟻像受到了鼓勵一般，
把架打得更加精彩。不經意間，我們的掌聲
響起來，蕩漾在空中。累了或傷痛了，螞蟻
才漸漸住手，稍歇息後，又在瓶內重複着
「無奈」的爬行、摔下去之舉。「玩夠了！
放牠們一條生路吧！」大凡是善良的緣故
吧，我一聲號令後，夥伴們將螞蟻放出玻璃
瓶，回歸草叢裡。呵呵，哈哈，我們感嘆不
斷，心裡樂滋滋的。
也有夥伴抓到黃螞蟻後，殘忍地將其捏

死，放到一片樹葉上。再捏碎泥巴成麵，撒
在另一樹葉上。筷子嘛，由樹枝折斷而成。
這種玩法叫「辦客客」，以美食招待客人。
我最先覺得有趣，就與他們一起參與、分
享，倒也尋到了樂子。可是，次數一多，想

到黃螞蟻也是有生命的，就心生憐憫，不單
自己不再捏死黃螞蟻，還會制止夥伴們的殘
忍行動。開始，他們有些不理解，依然我行
我素，但在我苦口婆心的宣講下，才茅塞頓
開，懊悔不已。好，總算「救蟻一命，勝造
七級浮屠」了，我感到了由衷的欣慰。從
此，對於螞蟻，我們多了些理解、仁慈、呵
護，與他們「和平共處」、安然無恙。
蝌蚪，也是好玩的小動物。邂逅牠們後，

我們抑制不住激情，用網兜網住水田裡的蝌
蚪，再放在手心上，感受那滑感，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放進盛水的盆裡後，蝌蚪快樂
地搖頭擺尾。我們呢，則睜大了眼睛，讓視
覺盡情地瀟灑，還不時把手放進盆裡，與蝌
蚪零距離接觸，喜愛之情溢於言表。
「蝌蚪啦，會長成青蛙，吃害蟲，保護莊

稼，可是益蟲，要愛護喲！」實在看不慣我
們戲耍蝌蚪的舉動後，父母制止了。我們先
覺得懊惱、鬱悶，後想通了，認識到了不
妥，便信誓旦旦地下不為例。儘管有少數夥
伴沒有心服口服，仍在抓、玩蝌蚪，但被我
逮着現行，予以嚴厲警告、反覆做思想工作
後，終究下決心徹底改掉「壞毛病」了。事
已至此，我能不感到欣慰嗎！
蜻蜓，雙翼在陽光下薄而透明，熠熠生輝；

兩隻眼睛不時眨動，煞是可愛；身段，優美，
漂亮。邂逅如此小動物，豈有不玩之心態。我
們或追逐蜻蜓，意欲捉之，可是怎麼也未能如
願。那就採用「武器」吧，我們拿出掃衣，趁
蜻蜓不備，把掃衣按上去，呵呵，按到一隻蜻
蜓，喜悅之情不言而喻。再如法炮製，一些蜻
蜓就成為「囊中之物」。怎麼處置呢？有的說
送其上西天，有的說放生，有的說玩夠了讓
牠們自生自滅。這時，我的心裡湧出善良的
情愫，當即認為玩夠了要放生，畢竟牠們也
是一個個美麗而鮮活的生命啊！嘿嘿，言之

有理，夥伴們贊同我的觀點，立即響應我的
號召，叫我怎能不寬慰呢！
麻雀，曾一度被圈定為「害鳥」，理由是

牠會吃糧食。於是，父母安排我們到田埂上
趕麻雀、照看稻穀。起初，我們在父母搭設
的塑料棚裡恪盡職守，以求得父母的誇讚。
可時間一長，我們感到愈來愈不是滋味：麻
雀，餓了，出於生命本能之需，是要出來找
食的呀，就像一個人一樣，沒吃食怎麼活
呀！同情之心頓生後，我們就去找父母要說
法。豈料，父母一番駁斥，令我們無地自
容。然而，我們的心裡是不服氣的，暗自怠
慢趕麻雀的活或對麻雀睜隻眼閉隻眼。也
許，這樣做了，才會少些愧疚，多些心安理
得。
久而久之，同情、憐愛小動物就成了我們的

共同心聲，成了我們自覺的行動，成了我們善
良、仁愛的標籤。即使邂逅一條蚯蚓，我們也
會盡量不踩着牠，目送牠鑽入泥土後，才會踏
實地離去；即使邂逅一群蜜蜂，也會盡量躲
避，不招惹牠們，不僅是求安全，更是兌現
「愛護小動物」、「蜂不犯我，我不犯蜂」的
諾言；即使邂逅喜鵲、秧雞、斑鳩、毛蟲、蚊
蟲等小動物，我們也會將慈愛、理解、換位思
考進行到底，求問心無愧。
長大後，我們成家立業了，變化的是財

產、資金、容顏、歲月、身體等，一直未變
的是我們那顆善良的心，以至於邂逅螃蟹
時，沒去踩、捉、吃牠，而是任其慢爬入池
塘；邂逅金魚，不動非分之想，只任其歡快
地游弋；哪怕是邂逅蝸牛、屁爬蟲等壞蟲，
也會給予同情，盡可能聽之任之。
生命誠可貴，善良價更高。邂逅一些小動

物後，因為善良，所以有愛，所以有更為美
好的大自然和人間。為此，我們無怨無悔，
義無反顧。

邂逅一些小動物■2017年7月，筆者遠赴瑞典的
老人公寓拜訪馬悅然。作者提供

■發現了一個有梁朝偉眼神的內地男星朱
一龍（右）。 作者提供

上回說到我坐上了「老
友記」孔哥的「靚靚仔」
戰車，戰車從黑龍江源頭

的洛古河村往東跑，跑到黑龍江上游的黑龍
江第一灣。從地面遠眺江灣，景色平庸，心
正納悶，孔哥向一木階梯一指，說：「往上
爬，往上爬，上頭可好看呢！」
「沒問題，你不用上來了，我自己跑上去

就好！」我神氣地說。
我充滿力量與激情往上跑，跑了50級階

梯，發覺木階梯很陡，梯距也很大，人往上
爬，就只看到前面3級階梯。當天晴空萬
里，但只有零下7度，風撲面而來，寒風刺
骨。再往上爬20級階梯，空氣愈來愈稀薄，
呼吸愈來愈困難，看着那無盡的木階梯，我
的力量與激情灰飛煙滅啦！我雙手緊攀着階
梯把手，大口大口喘着氣，停了半晌，心
想：天啊！我在港島半山一所學校當教師，
27年來每天均由的士大哥負責管接管送我上
學，半步陡坡也未曾爬過，現在我竟在黑龍
江「落難」了……再多停半晌，氣還是喘不
過來，我快要暈倒了。
情急之間，我向孔哥喊道：「孔哥，我下

來啦，我們回去吧！」孔哥說：「不行，妳
要爬上去，山上的風景才好看！」我說：
「不行，我快要死啦，我什麼都不看，我要
回去啦！」說音未完，我也不管孔哥了，逕
自往下走。就在這瞬間，奇景出現了──孔
哥竟往木階梯上爬。不一會兒，他已爬到我
的身旁，看到我未真正「死」去，他說：
「走吧！」說着，他就走在我前面5步距
離，他一邊帶領着我，一邊在說笑話，好讓
我忘掉自己快要「死」去的現實。就這樣，

我們，兩人走走停停笑笑，最後，我們竟爬
了1千級木階梯，勝利到達山頂！
孔哥和我的「走走、停停、笑笑」，令

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您知道嗎？孔哥完全沒
有需要，也完全沒有責任陪我走，逗我笑；
他盡心費力地陪着我走和笑，只是為了我能
看到「無限風光在險峰」的黑龍江第一灣的
優美。
下山了，坐上戰車，我問孔哥：「您為何

要陪我跑啊？」他說：「您從3,480公里遠
的香港來到我們的漠河，我只希望您能看到
我們黑龍江最美的景色！」
接下來幾天，孔哥拉着我跑遍眾多的中國

最北：中國最北哨所、 中國最北村落－北
紅村、中國最北商店、中國最北郵局、中國
最北巴士站等等……最特別的，所有景點只
有我一個旅客，因為4月的黑龍江是旅遊淡
季。獨享景點，為我黑龍江源頭和上游之行
增添無限趣味與美好回憶。
4天3夜的快樂時光如白駒過隙，我到機
場起行到黑龍江中游了。「超級」意外和窩
心的是：嬌小整潔的漠河機場竟有孔哥的太
太和她的妹妹為我送行。她們姐妹倆在孔哥
口中得知我隻身來黑龍江一趟，為的是圓遊
遍中國四大河流之夢，為的是要向親愛的爸
媽匯報國家現況，她倆為此非常感動，一定
要來機場和我拉拉手，說說話。
話別聲中傳來孔哥的叮嚀：「注意身體

啊！人要放輕鬆點，輕鬆點人就不會累倒
了！」
「知道了，記住了，親愛的孔哥，您的囑

咐，您的真、善、美，連同黑龍江源頭和上
游一切的美好都會永存在我的回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