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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雁 翔

抗疫功臣張仲景
歷史是現實的鏡子，現實是歷史的重現。今
天的逆行天使有古代仁慈大醫的影子，古賢的
卓越奉獻今天依然大放異彩——抗疫功臣張仲
景，就是值得懷念的杏林巨擘。
河南南陽「醫聖祠」，是張仲景祭祀園，也
是我舊遊之地。園內豎有張仲景和扁鵲、華
佗、王叔和、孫思邈、李時珍等古代十大名醫
塑像，照壁上鐫刻范仲淹名言「不為良相便為
良醫」。新冠肺炎在我國得到控制、國外卻日
趨嚴峻之際，重溫一代醫聖抗擊瘟疫的傳奇故
事，意義非凡！
張仲景生於東漢和平元年（150 年）。當時
社會黑暗，加之連年戰亂、民不聊生，導致瘟
疫——傷寒大流行。患者動輒高燒 40 度上
下，因腹痛腹瀉和腸道出血、穿孔而危及生
命，造成餓殍遍野的慘象。張仲景家族就有百
餘人殤於傷寒。品學兼優的他對此心急如焚，
立志成為懸壺濟世治病救人的良醫，解救民之
大患。他拜宛城名醫張伯祖為師學習中醫，勤
學苦練加上聰明善思，終成良醫，揚名杏林。
張仲景乃世家子弟，早年「舉孝廉」進入官
場，45 歲（196 年）出任湖南最高長官——長
沙太守。一心為民的張仲景不改初心，為了落
實諾言，他破例在衙門外貼出告示：「每月初
一、十五，在大堂免費診病」，堂堂長沙「一
把手」在大堂之上為前來就診的病患「望聞問
切」、寫方開藥，民眾奔走相告驚喜有加。此
舉為張仲景掌握傷寒內幕積累大量寶貴資料。
民間稱坐於藥店為人診病的大夫為「坐堂醫
生」，就源於張仲景大堂行醫！
某年臘月，張仲景冒雪返鄉探親，見大批衣
不蔽體無家可歸的災民被餓死凍死，他心痛不
已，在南陽白河旁搭起粥棚、支起大鍋，買來
羊肉、麥粉及各種禦寒中藥材，命人將羊肉和
祛寒草藥放鍋裡大火熬煮，撈出剁碎再用麵皮
包成耳朵狀入鍋煮熟，請災民食用。不少災民
身體暖和、病情減輕。這「祛寒嬌耳湯」就是
以後流行全國的水餃！
囿於當時科學認知，張仲景不知道傷寒的根
源是傷寒桿菌，但他確信瘟疫是受污染的髒
水、食物及蒼蠅、蟑螂等害蟲而引起。據此，
張仲景首先發明出「寒食散」的藥，發揮阻止
傷寒擴散之療效。鑒於傷寒流行最廣、傷亡率
最高，他決心研製更多更好的妙方、根治這一

頑症。自此，張仲景殫精竭思、勤求古訓，拚
命從《靈樞》、《難經》、《素問》、《陰陽
大論》、《胎臚藥錄》等歷代醫典中尋找答
案。但一心不能兩用，為了徹底攻克傷寒，建
安十年（205 年），45 歲的張仲景毅然辭掉長
沙太守這一「肥缺」，隱居嶺南，積五年孜孜
不倦日夜奮戰，將積累數十年的醫學知識和臨
床經驗凝於筆端，完成洋洋十六卷的中醫經典
巨著——《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是我國首部從理論到實踐確
立辨證論治的中醫名著，後分為《傷寒論》和
《金匱要略》兩書。它奠定張仲景理、法、
方、藥四項理論基礎，書中列舉的 300 多種藥
物經過千百年臨床檢驗均有很高療效。所以
《傷寒雜病論》被奉為「方書之祖」，奠定了
張仲景在中華醫學史上的領先位置，也成為後
世醫家不可離開的必讀書。古賢有「不明四書
者不可為儒，不明《傷寒論》者不可為醫」之
說。至今《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仍為我國
醫科大學必修課。諾貝爾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因
「青蒿素」一舉成名也得益於《金匱要略》。
醫學無國界，名著跨時空，1993 年張仲景被
世界權威機構列入 29 位「世界醫史偉人」，
迄今研讀《傷寒雜病論》的外國專家多達數萬
人！
張仲景的傷寒經方經受了兩千年考驗，其療
效至今未變。他在《傷寒論》中指出，「寒」
是寒邪或外感疾病的總稱，雖然受歷史局限，
他不能指出外感病病原體的具像結構，但他以
類比、推演、總結為基礎的中醫思維與現代醫
學的分析思維非常相似，可謂異曲同工。張仲
景把引起相似症狀的外感病因統稱「寒邪」，
指出傷寒是急性、發熱性的冬季傳染病，具有
起病急、發病快特點。不妨想想，張仲景所描
述的「傷寒病」與今天爆發的「新冠肺炎」在
發病史與病因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
這次新冠肺炎也是在寒冷冬季發病的，這就
與張仲景「傷於寒邪」的病因認識和主要症狀
是發熱、咽痛、咳嗽、全身疼痛之說相一致，
也與張仲景《傷寒論》中「太陽病篇」所講的
病症不謀而合。《傷寒論》記載：「太陽病，
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
而喘者，麻黃湯主之」，這款「麻黃湯」由麻
黃、桂枝、甘草、杏仁組成。現代醫學認為，

粵語講呢啲

談談復仇文化
■張仲景等十大中醫雕塑。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成了「咋咋臨」或寫作「喳喳臨」（「咋/喳」讀
「渣1-4」）。
新冠肺炎去年年底開始在內地爆發。到了今年
農曆新年期間，中央已意識到疫情的高度傳播
性，立馬敦促各省市做好各種防疫工作，第一項
就是即時關閉一干休閒場所，包括戲院、卡拉
OK、按摩院等被界定為密閉空間且聚眾的地方。
反觀香港，關閉同類場所的日程比內地的遲了足
足有兩個多月，且也是以「分階段」式推行，然
而這只是冰山一角。以下的打油詩不乏現時社會
的寫照：

快手/快啲手/快手快腳；爽手/爽啲手
嗱聲；嗱臨/嗱嗱聲；嗱嗱臨；咋咋臨

「快手」、「快手快腳」指做事敏捷，一下子就
把事情辦好了。「爽手」指辦事爽快，是「快
手」的另一講法。叫人做事「快手/爽手」就是着
他「從速行動」，亦即「立刻動身」，再引申為
「立刻到臨」。為了加強語氣，有人會說成：
立刻立刻動身；立刻立刻到臨

可能是這樣，又有人把上述話語簡說成：
立立身；立立臨

通過音變，就成了「嗱嗱聲」、「嗱嗱臨」或寫
作「拿拿聲」、「拿拿臨」；將之快讀就成了
「嗱聲」、「嗱臨」。「嗱嗱臨」再通過音變，

內地一早冇戲睇，我哋竟然有得睇；
措施推行慢半拍，莫怪市民脾氣發。
×
×
×
先係戲院健身院，冇包美容按摩院；
轉頭酒吧麻雀館，點解唔一次規管。
×
×
×
唧牙膏式推政策，予人感覺冇計畫；
有計唔好屙窒尿，轉頭至推人訕笑。
×
×
×
新冠肺炎突來臨，封得就封嗱嗱臨；
應變措施要爽手，咪等出事至出手。
×
×
×
出到封關遏疫情，確診數字至會停；
嗱聲爽手咋咋臨，醫療系統先唔冧。
×
×
×
風頭火勢唔使諗，推行措施嗱嗱臨；
嗱嗱聲盡出法寶，全民冇貶只有褒。

就近幾年及目前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如：一
八年超強颱風「天竹」的來襲；一九年「修例事
件」在社會上掀起的動盪；二零年年初至今「新
冠肺炎」對社會造成的重創，政府的應變政策或
紓困措施部分予人「後知後覺」，部分予人「不
知不覺」。如下聲音坊間時有聽聞：
全世界人都知道，點解政府收唔到；
收到就咪慢半拍，免得畀市民掌摑。

公道點說，任何措施要做到「滴水不漏」，沒
有一個政府可以辦到。不過，所用的「網」可結
得「密」一點、下得「深」一點，關鍵就在於有
否「到位」，比方說：在剛推出的第二輪「防疫
抗疫基金」所涉的項目中，「保就業計劃」就沒
考慮到那一大群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失業人士；那
全數資助參與下屆「香港書展」的措施，對現時
「有書賣不出」的出版商而言，「未來」的推廣
活動意義何存，只可嘆一句：
蜑家雞見水——有得睇時冇得使（似有還無）

再說，需援助的都已達山窮水盡的地步，可觀乎
過往及現時擬定的受惠時間，不少待援者「拎
到」（「拎」，讀「令 6-1」，解「拿得」）時已
返魂乏術，政府平白錯過了「拯救」的黃金時
間。話說回頭，政府在「新冠」疫情下「封關」
和「關閉場所」的時間上也拿捏欠準；正是：
封乜關物慢過人，搞到醫護好頭痕；
派錢派得慢過人，拎到錢時屍封塵。

網上圖片

出現頭痛、咳嗽、發熱、怕風怕冷等外感病
症，與感染細菌或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和肺
炎有關，可以選用「麻黃湯」，鑒別要點是咳
喘而無汗。
張仲景還在《傷寒論》中說：「發汗後不可
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用麻杏
甘石湯，其由麻黃、杏仁、甘草、石膏組成。
現代臨床常用此方治療外感或宿有哮喘者的喘
咳實證，它通過加倍石膏量可用於喘咳兼高熱
者，有快速退熱、平喘作用，這又很像西醫的
「補液支持療法」。《傷寒論》還曰：「傷寒
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或
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
者，小青龍湯主之」，這款「小青龍湯」由桂
枝、芍藥、麻黃、細辛、炙甘草、乾薑、五味
子、半夏配伍，對於治療外感風寒、肺胃內停
痰飲之咳喘，也是百試不爽。聯想今天新冠肺
炎病毒，多數確診者有發熱、咳喘或者嘔吐、
腹瀉等，中醫專家認為雖症狀有別但病因相
同，可用此方施治。
實踐證明，在尚無特效藥治療新冠肺炎的今
天，中醫藥的防控功能已凸顯無疑，銀翹、青
蒿、金銀花、板藍根、魚腥草、蒲公英等等中
草藥的抗病毒作用永遠不會消失。因人制宜、
因時制宜地發揮中醫藥的療效，不失為一種明
智的科學之選。其中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和
其中的方藥智慧，也仍然閃耀着醫學的光輝。
這次抗擊新冠肺炎中，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佈
的《傷寒雜病論》中多個經典方劑組合成的
「清肺排毒湯」，就取得很好臨床效果！意大
利新冠肺炎爆發後，我國援助的大量醫療物資
中就有連花清瘟和金花清感兩種中草藥，這兩
個藥方也出自《傷寒雜病論》。毋寧說，古為
今用、洋為中用是醫學發展的正道，中西醫聯
合發力必能最後遏制和斬斷新型冠狀病毒的禍
根！雁翔詩云——
跨越時空傷寒論，
舉世盛讚張仲景。
六經辨證驅瘟疫，
中醫精於治未病！

慢半拍．唧牙膏﹑屙窒尿．爽手﹑嗱嗱聲﹑嗱嗱臨﹑咋咋臨

「拍子」是計算音樂節奏的單位。「半拍」是
「一拍」的一半；人們用「慢半拍」來比喻某件
事情進展的節奏比正常慢了些；後多用以形容想
法、行動、反應等比人家遲緩。話分兩頭，老練
的人會告訴人做重要決定時要「慢半拍」，用意
是給自己多點時間作考量以減少犯錯。
有人本可把某些說話的內容一次過說出卻分開
好幾次去說，又或政府本可把可行的措施一併推
出卻分了好幾次出台，人們叫這種手法做「擠牙
膏」，廣東人則叫「唧牙膏/擳牙膏」。查「唧/
擳（節3-1/zit1）」由「擠/zai1」音變過來。
有人在排尿時，每次只能排出「少量」的尿
液，廣東人叫這種生理問題做「屙ut尿」。「ut」
讀「兀 6-1/ngat1」，由有「不暢順」意思的「窒/
zat6」字音變過來。「屙窒尿」後比喻做事拖拉、
不利落、欠效率，與「唧牙膏」意近。
如某件事情有需要從速進行，某人或單位卻未
有跟上，廣東人會用如下話語來催促一下：

■ 黃仲鳴

疫監無聊，翻書取娛。左翻翻右翻
翻，忽然翻出《書劍恩仇錄》，這是
金庸的武俠處女作，已看過兩遍了。
一次是舊版本，另次是新修本。翻頁
之時，腦中乍閃，何書尤其是武俠技
擊書，有哪一本不是糾纏於恩與仇之
間？腦中又一閃，閃出《中國古代恩
仇觀研究》來。尋之，獲；看之，
爽。
作者傅開鏡，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這是部學術書，將恩與仇的觀
念細細寫來，頗得益也。
《書劍恩仇錄》甚至後來的《碧血
劍》、《射雕》三部曲等，都將國仇
家恨描述得入木三分，無此恨無此
仇，或報恩赴義，就沒有如此蕩氣迴
腸的說部，迷倒千萬人。
除武俠外，古代的《水滸》、《三
國演義》、「三言兩拍」都環繞這主
題。追源溯始，竟然是來自教導我們
做人處世的儒家學說。「復仇是文化
不開時人民的自助」，傅開鏡說，儒
家的復仇觀源於初民的報復心理，孔
子作了理論化的解說，鼓吹有仇不可
不報的觀念。《禮記．檀公下》載：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

■這書分析恩與仇的觀念，頗為細
緻。
作者提供

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
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
不反兵而鬥。』曰：『請問居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
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曰：
『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
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
其後。』」
其意是：父母之仇必須要報；兄弟
之仇，則隨時帶備兵器，遇仇人即衝
上去；朋友之仇，報了之後可以逃亡
出國。《碧血劍》中，袁承志既報家
仇，又報國恨，最後逃往海外。
除了儒家外，另如法家、道家都有
一套恩仇觀。這些觀念影響中國數千
年來的道統，仇不報，恩不報，枉為
人子、豪俠也。傳統社會有此觀念，
遂彰顯於小說，形成了最吃香、最吸
睛的主題。
不止中國如此，有等外國小說，何
嘗不是環繞這主題。《基度山恩仇
記》、《無比敵》、《三劍俠》是我
年輕時最愛讀的小說，尤喜《基度
山》，後來金庸寫《連城訣》，便推
測他一定受到這書的影響。《無比
敵》的復仇對象是一座巨無霸的白
鯨，這是鮮見對動物的復仇，船長發
誓追尋、發誓殺之而後快的悲劇人
物。我想，不少報仇小說是可以不朽
的。
書中談到司馬遷「以文復仇」的事
跡。不錯，司馬遷撰《史記》，意在
復仇。司馬談之死，是他第一次遭受
打擊；其後因李陵事件，受到漢武帝
的腐刑；於是透過撰寫《史記》，以
文激出內心的忿恨。皇帝才可立「本
紀」，司馬遷卻將項羽也搬上去。
《史記》還有不少英雄豪傑的列傳，
國仇家恨，盡現司馬遷筆下。
我相信，除了佛家外，諸子百家的
恩仇觀或有差異，但「有仇不報非君
子」、「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一飯之恩」，這些觀念是彌漫於寰
宇天下的不變思想。

詩語背後

■江 鄰

我的小南海故事（下）
除了山水風光和南海堰的功用，
小南海於我而言，還有着思想涅槃
的深層意義。那是三十六年前的甲
子鼠年，盛夏時節，酷熱異常，我
度過了人生中一段難熬的日子。
當時，正值二十歲生日前夕。由
於特殊的教育經歷，我十六歲多就
參加工作了，中師畢業後在一所山
村中學任教。再返校園，正正經經
讀一所大學是我最大的夢想。按規
定，工齡滿兩年後，可以參加高
考，但只能報考師範類院校。於
是，我給自己定下了目標：二十歲
生日在大學校園裡過，第一志願北
京師範大學，第二志願西南師範大
學。這樣，工作兩年符合條件之
後，我還有兩次參加高考的機會。
為了實現自己這第一個真正稱得
上人生夢想的目標，寒來暑往，挑
燈夜戰，自不必多說，天下書生寒
窗苦讀的故事大同小異。第一年申
請考試，我所在中學的領導沒有同
意，自己也覺得沒準備好，作罷。
第二年軟磨硬泡，領導同意了，萬
事俱備，信心滿滿。那時候，黔江
縣每個區都有高中，考生分散，交
通又不方便，高考分成片區預考和
全縣統考兩段進行。過不了預考，
是不能參加統考的。我參加了預
考，成績不錯，是所在片區第一
名。然而，自己的夢想終歸還是未
能實現。作為在編教師，我的人事
管理權並不在自己任教的學校，而
在縣文教局。必須經過文教局批
准，才能領到統考的准考證。可
是，當我費盡心機在文教局門口的
大街上堵到那位姓宋的局長，他卻
沒有半點停下來聽我講話的意思。
我像狗一樣跟在局長大人後面，不
停地述說和乞求。然並卵！宋局長
始終閒庭信步地從容着，當聽到我
說願意辭職參加高考時，忍不住輕
慢地發出一聲「哼！」那模樣，那
聲音，迄今還清晰印在我腦裡。
這個陰影，伴隨我走到今天，心
底裡對「縣官不如現管」的濫權行
為深惡痛絕，也對人生路上不能自
由選擇深懷恐懼。以致後來自己有
了一定的話事權後，對待下屬，不
管喜不喜歡他，都斷不會在去留問
題上刁難。如果工作實在離不開，
我會表明挽留之意，但最終一定尊

重當事人的意願。這也算是一個低
層官僚——正科級的縣文教局長在
中國官員森林裡不過是一棵小樹
苗——如何以他的冷漠和傲慢，成
就一個年輕人的正能量故事吧。
無論如何，我是拿不到當年的准
考證了。二十歲生日大學校園夢，
徹底破碎。為了排遣心底的苦處，
我與兩個朋友相約遊小南海。朋友
知道我的苦，陪我出來散心。但畢
竟不是自己的事，於他們而言，這
是郊遊，而我是療傷。
四川的夏天有多熱，太陽有多
毒，沒有經歷過的人想像不出來。
記得那是一個大晴天，我們三人租
了一條小漁船，上了島，但主要還
是在水面上隨意划行，欣賞湖岸風
光。他們倆多數時間在遮陽篷下，
我卻脫了衣服，赤身在甲板上躺
着。過一陣，下水去游一會兒，又
上來暴曬，周而復始。這水與火的
體驗，同心裡的無奈感頑強地抗衡
着。結果，我被徹底曬傷了。當天
晚上，從小南海步行回縣城，稍有
出汗，全身皮膚撕裂般疼痛，完全
不能穿衣服，只好在山間公路上裸
奔。隨後一個星期，我如蛇蛻一
般，從頭到腳脫了一層皮。這是我
的成人禮！如果說以前是自然生
長，從此便是社會生長。一個冷峻
的事實擺在面前：世界不是為你準
備的，你的命運並不完全取決於你
的奮鬥，始終有強大的力量制約着
你。但生命的意義，還在於通過奮
鬥為自己賦能，盡可能衝破羈絆，
尋求更大的生存空間。於是，後來
的人生無不在桎梏、掙脫桎梏、再
桎梏、再掙脫桎梏之間遊走。
從那次以後，我再來小南海，便
不敢造次，隱隱有了一種穆斯林麥
加朝聖的感覺。那一灣碧水，不正
是我的聖潭嗎？小南海有我二十歲
的成人禮，人生種種拚搏和無奈，
自此開始。而今天來寫小南海，千
帆過盡，滄海桑田，已經與這個世
界完全和解了。
舉目遠眺，海子西面有當年山巒
崩塌剝落留下的百仞絕壁，經年風
化，脈絡清晰，宛若一幅幅石畫，
一朵朵石花。北岸有所謂大垮岩小
垮岩，斷岩殘壁之下，亂岡密佈，
巨石欲滾，彷彿一百多年前那場地

動山搖飛沙走石就發生在眼前，讓
人驚心動魄。湖口以下溝壑之中，
亦遍臥纍纍崢嶸巨石，溢出的湖水
在石陣間奔騰跳躍，跌落成瀑，玉
珠飛濺。我坐在湖邊茶館裡，與老
鄉閒談，聽他講古，講當年的山崩
地裂，講水底下被淹沒的村莊，講
清末民主革命家溫朝忠在這裡建立
的鐵血英雄盟，講南海堰修建過程
中發生的種種逸聞趣事……
一泓碧水萬山間
湖影蜿蜒上遠天
閒客村人相與坐
崖崩澗絕話從前
在小南海出水口，立着一塊舊石
碑，上書「小南海」三個大字。從
落款可以看出，正是我在此療傷開
悟那年，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
為小南海題的字。有意思的是，題
字中的「南」字少了一橫，同字框
裡八字頭下面的「干」變成了
「T」。原本以為這是錯字，有好事
者還用石頭在「T」上劃一道，以正
其訛。後來才知道，南字少一橫是
古代書法裡的慣常寫法，緣於魏
碑。而且在古語中，南字除了表示
方位，還有祭祀器皿的意思。為了
區分這兩種意思，古人習慣用少寫
一橫的南字，專門表示方位。
近人沿襲此例，被譽為教育界珠
穆朗瑪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牌
匾，南字就少寫了一橫。有人說這
樣寫是悲憤於國難當頭，百姓缺衣
少食，提醒學子不忘國恥，想來不
過是主觀附會罷了。當然，以這樣
的附會表明一種態度，又何嘗不
可。今人寫福壽對聯時，刻意把
「南極星開福壽門」的南字少寫一
橫，表示拉開福壽門的門閂，讓福
壽綿延不絕而來，不也挺好嗎？
兩年前，楊汝岱先生以九十二歲
高齡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他題
寫的「小南海」三個蒼勁有力的大
字，仍守望着這片青山碧水。站在
樸素的碑刻前，我不禁想，一個南
字的異體寫法，讓小南海這片藏於
深山野林的自然山水，與人文歷史
建立了聯繫。山水不知翰墨香，偏
偏騷客為卿狂。山水滋養成就着詩
人，而沒有詩人，山水難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