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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黃河第一縣」瑪 旅遊商機，在此地開旅館已有數年，生意還
多縣城，我先找住處，路 不錯呢。喝過香茶，心滿意足，「您自個兒
旁一家外牆畫滿藏族圖案 去逛逛，建議先去旁邊的文化博覽園，有表
的建築物深深吸引着我，進去一看，情不自禁 演看呢。這裏治安很好，藏族人都友善，您
可放心；但要小心高原反應，動作慢點，有
驚呼︰「我的天！」
旅館大堂有 30 米高，大堂上掛有藏族獨有 不適趕快回來！」隨着老闆關切的叮嚀，我
的五色（白、黃、紅、藍、綠）經幡；踏進大 大步踏出旅館大門。
離開旅館右走 300 米就是「格薩爾文化博
門，有呈長方形的水池，上有 3 個直徑達 1.5
米，白玉般的蓮花座，蓮花色澤通透，栩栩如 覽園」，園前廣場裏矗立一尊雄偉宏大的格
生；走過蓮花池，就是旅館前台，前台後面是 薩爾王銅像。格薩爾是藏族人神聖的大英
一幅 10 米高的藏畫；大堂左面有 10 多張小圓 雄，3000 年前，西藏被吃人魔鬼統治，分割
桌，上有茶具、水果，桌子旁各圍着舒適的靠 成多個邪惡小國，動亂頻生，天神、地神和
背椅，讓人立感愜意；大堂兩邊分有 2 層，都 龍族決定從天上送一位英雄到西藏制服鬼
怪，他就是格薩爾。他一生降妖伏魔、抑強
是客房，約有50個房間。
獨特濃厚的藏族特色引領着我走向挺有氣 扶弱、統一各部，任務完成後，他和妻子雙雙
勢的前台，前台站着俊男美女，穿着傳統藏族 回到天上。
千多年前開始，藏族人把民間口耳相傳、
服裝，亮麗奪目，原來他們都是藏族人，會說
格薩爾的英雄事跡編寫成詩，造就一部擁有
一點普通話。
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的史詩
大個子司機要休息，我
《格薩爾》，史詩篇幅堪稱世界史
在房間裏擦把臉就趕緊出
詩（世界有五大史詩）之冠。千百
來，我要看看這個藏族人
年來，《格薩爾》史詩是藏族人的
的縣城究竟是怎樣的。走
心中愛，更是藏族文化的璀璨明
出房間，一個俊朗壯男坐
珠。來到瑪多的「格薩爾文化博
在大堂小圓桌旁悠閒喝着
覽園」，欣賞藏族人以說唱形式
茶，茶香飄來，我走向他
表演的《格薩爾》；言語不通，卻
問道：「先生，請問我可
仍深刻感受他們對藏族歷史和文
以喝杯茶嗎？」「可以，
化的忠誠與愛戴。
請坐。」原來他是旅館老
洋溢濃濃藏族風情的黃河第一
闆，四川人。他喜歡藏族
縣－瑪多，她對少數民族獨特的傳
人的純樸親切，欣賞藏族
人對藏族傳統文化和宗教 ■俏麗可人的藏族服務員。 統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的尊重和
作者供圖 熱愛，讓我非常欣賞她，感謝她！
的忠心誠服，加上瑪多的
周齡齡

路地觀察

習醫之路
已懂了，後來考進大學，畢業
後找一份好工，但仍然會醫
人。除了興趣，就是因為真的
希望幫到人，現在透過病人介
紹病人，已不斷有人向他叩門
問醫。我說起我求診的按摩
師，也是只做推拿，但因為有
興趣，一直自己鑽研，我覺得
他還較不少跌打師傅及骨科醫
生厲害。我一直叫他考牌，可
以賺更多錢，但他年紀大，沒
有什麼野心，說現在就夠了。
證書和名銜並不重要。
雖然現代社會講求醫學資格
認證，但其實沒有註冊的醫生
一樣客似雲來。大抵大家最終
也是實用主義至上，最重要是
能醫到人、幫到人，客人自然
回頭。我們一向不太相信認
證，醫術全看真功夫，一些人
可能會害怕沒有保障，但在病
人和醫生的互動裏，大家會感
受到超出「認證」的信賴，那
是不用第三方去證明的。
在現在醫療制度的局限下，人
總有自己的選擇權亦願為自己的選
擇負責。這才是民主自由的真義。

鵬情萬里

近日認識了
一個朋友，表
面上是一個打工族，實質有行醫
和整骨，我深感興趣。他便告知
了自己的故事，實在也是我心目
中的理想模樣。
他說 13 歲已學中醫，小時候
家窮，沒錢看西醫。有一次，
頸背生了淋巴核，迫於無奈一
定要看醫生，但醫生說要做手
術。公立醫院要輪候很久，私
家的則太貴。別無他法之下，
媽媽帶他看中醫，怎料服兩劑
藥便好了，他突然覺得世界很
大，也明白到不是社會說科技
進步，現代醫學最有效，就是
真理。無限期等候手術機會和
兩碗中藥，那個對比實在太過
強烈震撼！
從前貧窮，要強身健體，大
家都會去學功夫或氣功。便宜
之餘又可以保護自己。因緣際
會之下，他認識了一個師傅，
上山練拳，同時因師傅是中
醫，他出於好奇心，於是一併
習醫了。
長大後沒有讀中醫，因為都

無由頭地特別想吃一碗漿水玉
麵涼魚兒。
躺在床上，把涼魚兒的製作工序，一道一道在
腦子裏過了一遍。最後，還是沒能爬起來下廚。
原因有二，主宰涼魚兒味道的兩樣食材，在香港
很難尋到：玉米麵，漿水菜。降低口感，玉米麵
應該勉強是能找到合用的，但走遍港九新界，漿
水菜一定沒有。
漿水菜是長安人四季必備的一味酸湯。家常吃
的芹菜、白菜、小白菜、捲心菜、薺菜，都能做
漿水。把剛煮過麵條的麵湯燒得熱滾，把淘洗乾
淨的各色青菜也不必切碎，直接丟到麵湯鍋裏煮
得葉軟枝綿，不等鍋涼，連湯帶菜倒入陶缸，等
涼透了，密實地蓋上蓋。過上兩三日，啟蓋，酸
香撲鼻。做漿水是需要引子，引子越陳漿水越
酸，做出的酸湯便能如滑桿一樣，讓一群稠密的
涼魚兒，柔順的夾辣瀰香，順着舌頭，滑落喉
嚨。牙齒還沒能捕到一星半點，只聽哧溜一聲，
腸胃裏已經妥妥地開始受用……饞蟲都勾到舌頭
尖上了，漿水還是沒有着落，只得把這份念想，
默默壓了回去。
趙鵬飛

上了發人深省的一課

過去的兩三個星期，網上瘋傳一個
非常感人的動物救兒視頻，焦點標題
少爺兵
是︰一隻流浪狗媽媽衝進洪水救狗
崽，偉大的母愛令人類亦為之動容。
雖然被上傳到網上的狗媽媽勇救小毛孩們，有多個
不同角度所拍攝的視像，但在場目擊者及拍下的過程
都是一致的，指中國四川暴雨，河流在洪水氾濫下變
得湍急，視像中首先看到一位好心的大叔，救起被洪
水圍困的狗媽媽和 4 隻小狗到岸上的安全地方，然而
仍有一隻小狗被洪水沖走，作為媽媽的狗狗，奮不顧
身地跳進湍急的河流中，與洪水「搏鬥」，用洪荒之
力游向小狗呼叫聲的方向。岸上看到這一幕的民眾，
無不着急及擔憂着狗媽媽可能亦會被洪水「吞噬」之
際，只見狗媽媽在湍急的水流裏，正叼着小狗奮力游
回岸邊，在場的民警和民眾馬上衝前幫助，將牠們安
全地送回岸上，而狗媽媽依然叼着小狗跑着穿過人
群，到已在岸上的 4 隻小狗的地方始放下。脫下衣服
裹着小狗為牠們保溫的民眾，不斷讚嘆地說︰「一家
人終於平安團聚了！」熱淚盈眶地向狗媽媽報以熱烈
掌聲。
看過該視頻的人紛紛為狗媽媽的「一個都不能少」
狗狗版點讚，連外國網民也表示︰「好感動啊！感動
了全世界的人類，狗媽媽的舉動為棄養孩子或養而不
教的人類，上了最發人深省的一課，有人應該感到汗
顏。」
小時候在長洲居住時，也曾養過一隻狗狗，由於牠
的忠心和對主人的愛護，被取名為「顧主」，但後因
要遷回香港升學，無奈將「顧主」送予有愛心的朋友
飼養，那份難過之情，筆者至今仍感到心痛。
也慶幸的是，狗媽媽和小狗們已得到愛心人士領
養，祝願牠們平安健康；不論是動物界或人類，渴望
的歲月靜好生活，也是如此！

都市煙火裏的微光

過夏天，真的是水漆火
燎的精神考驗。連續幾天，
我整夜難眠，空氣幾乎凝滯
成絮狀，呼隆呼隆的風扇轉
動聲，攪得我內心躁動不
安。倒是樓後面的夜場人聲鼎沸，划拳聲、
燒烤味、K 歌聲、嬉鬧聲雜糅在一起，氤氳
出都市裏的煙火氣。
有人的地方就有煙火，煙火是塵世的微光，
煙火是生活的奶糖。哪怕一塊，也是自我犒
勞。我曾有過一次擺攤未成的經歷。大約是在
13 年前，我剛坐在輪椅上，那時訂了很多雜
誌，讀者、青年文摘、特別關注等，攢多了沒
處放，又不捨得賣掉。當時，四處求醫花光了
家裏的積蓄，日子過得緊巴，我萌生念頭，
「咱挨着大學，不如去對面街上擺個攤賣舊雜
誌吧！」父親一口反對。「路南有個外地人擺
攤賣舊書、租光盤，很受歡迎，為什麼咱就不
行呢？」我反問道，父親悶頭不語，只是把頭
埋得更低了。說幹就幹，我讓母親搬來成摞的
雜誌，摩挲、排序、分類，有幾本喜歡的挑揀
出來，然後又找來一個厚紙板，用粗筆寫上幾
個遒勁的大字：「賣舊雜誌，5 折全新。」我
早就謀劃好，每天上午 10 點多把我推出去，
在路南樹蔭處支好攤子，母親回去，我自己
守着地攤就行，最多中午給我送點飯。就在
決定第二天出攤時，母親也反悔了，我抱着
一堆雜誌痛哭一場。
父母自有他們的良苦用心，就像 1995 年下
崗後，他們擺攤賣早點供我讀書。父親老實
本分，沒有做生意的頭腦，基本靠母親一人
張羅。買爐具、進食料、置器皿，還要搶地
方，做個小本生意談何容易呢！那段時間，
每天凌晨 3 點母親就起來生爐子、發麵團、切
韭菜，天不亮就推車出攤，起初不怎麼開
張，賣不掉的韭菜餅和雞蛋灌餅，只能自己
吃，吃得我直反胃。誠信是最好的口碑，食
材足、麵餅大，很快生意好起來。每當上學
路過，我都過去站一會兒，偶爾也幫忙吆喝
幾聲。擺攤最怕壞天氣，趕上颳風下雨，父
母收攤回來總會陰着臉。有一天午後，黑風
壓頂，突降大雨，父母被淋成落湯雞，雨衣

鍾倩

今 時 今 日 的 便安排時間再去做檢測，連家
香 港 有 什 麼 開 中工人姐姐也一起去，工人姐
心事值得寫呢？想來想去，沒 姐檢測完得知結果很開心，說
有！已經嚴禁睇新聞，但不看 多謝我帶她去。因為她一些姐
又不成，看着就揪心，香港沒 妹遇上無腦自私僱主，自己不
有什麼好消息，近日最好的便 去也不准工人姐姐去，更有些
是中央為我們派來了檢測隊， 聽 僱 主 說 檢 測 後 DNA 送 去 內
為香港同胞免費檢測尋找隱形 地，最乞人憎的是有些所謂有
患者，我覺得是最開心最感恩 識之士也跟着一群垃圾到處放
的事情，卻很難過檢測隊遭到 假消息，令人十分氣憤！
今日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地
非常令人討厭的部分垃圾的質
疑，我們都感到難過氣憤！中 方安全，除了咱們中國，我有
國的支援隊伍去到全世界都受 個 朋 友 本 來 半 年 前 在 大 馬 買
到歡迎受到尊重，唯獨我們自 屋，到疫症發生之後，他看到
袓國是怎樣愛護自己的人民，
己的人會如此低劣！
我 住 在 檢 測 隊 伍 酒 店 的 附 他下了一個新決定，說通關之
近，他們剛抵港那幾天，我特 後便考慮去內地買房子。經此
意走去酒店看他們，見到有市 一疫，他決定為家人找一個安
民 把 感 謝 卡 送 去 酒 店 轉 給 他 全的地方過日子，就是選擇了
們，亦看見有花籃送給他們。 回祖國去！
儘管仍有低劣分子在擾
攘，在影響人心，但仍
然有很多人對他們表示
支持和感謝的。
前兩個月我已經去了
私家醫生那裏做檢測，
今次第三波疫情持續反
覆，大家更為緊張，自
己不用天天上班還好，可
在家完成工作，而家人有
幾個慶幸有工返，但天天
要出去開工，幸好中央派
■蘇永康帶同家人去檢測。
來了檢測大隊，我和家人
作者供圖
林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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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過留痕

許鞍華曾說過，香港人做事表
面似乎並不太認真，其實骨子裏
是挺認真的；相信許鞍華拍攝一
系列以香港為題材的電影，是有
意彰顯「香港的精神」。
我對許鞍華說，她此次獲
獎，對目前處於低潮（包括香
港電影）的香港是一支強心
針，甚至具起死回生的作用。
許鞍華謙虛地表示，「起死
回生」說法有點過火，但她對
未來香港電影前景還是樂觀
的。她對過去所執導的電影基
本是滿意的。
我指出，2014 年上映的《黃
金時代》票房不是很理想，她
覺得有改進空間。她說，作為
投資者卻很滿意，因為電影獲
第三十四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
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攝
影、最佳美術指導和最佳造型
設計五個獎項；許鞍華還憑藉
本片贏得第三座金馬獎最佳導
演獎和第九屆亞洲電影大獎最
佳導演。
談到威尼斯影展總監 Alberto
Barbera 表揚許鞍華作品具有人
文情懷。
許鞍華表示，她一般比較喜
歡閱讀和接觸香港邊緣社群，
有好的題材，她便向老闆建
議，一旦老闆支持，她才能開
拍。這也是現實問題，因為老
闆投資一部電影也要考慮市場
問題，所幸的是，她過去提出
拍攝的一些電影題材，一般老
闆都會支持。
（《側寫許鞍華》之一）

百百

許鞍華榮
彥火
獲第七十七
屆威尼斯國
際電影節金獅終身成就獎，《明
報月刊》一直想給她做訪問。
我與她只是神交，惜未識
荊。後來獲悉上海小說家王安
憶正在為許鞍華執導張愛玲的
《沉香屑．第一爐香》電影
《第一爐香》做編劇，便請她
從中介紹。
由於雜誌截稿在即，只能先
做一個電話訪問。之後筆者給
許鞍華打電話，在聽筒另一端
傳來她琅琅的笑聲。
許鞍華表示，她這次獲獎很
是開心。她覺得這不僅是她個
人的榮譽，作為一個香港電影
人，她因此感到特別有意義！
香港電影事業在上世紀七八
十年代曾經有過輝煌時代，香
港電影行銷東南亞及日韓，有
廣大市場，但是這些年來香港
電影業已陷於低潮。
她覺得這與政府對香港電影
支持度不足有關，當然這與市
場的限制也有關係，過去香港
政府所給資源嚴重不足，令到
香港電影陷於自生自滅的地
步。
許鞍華表示，近年香港政府
開始重視本土電影，也給予一
定的資助，但是力度還不夠
大。
談到她所執導電影之中，她
表 示 自 己 特 別 喜 歡 《女人四
十》、《男人四十》、《桃姐》
等以本土題材為主的電影。

湯禎兆

大地遊走

琴台客聚

許鞍華獲獎感言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和篷布都蓋在了車上。就要收攤回家時，有
個身着制服的保安跑過來，「大姨，來仨韭
菜餅，就愛吃你做的！」母親喜出望外，雙
手幾乎顫抖着遞過去。那位保安匆匆離去的
背影，我至今難以忘懷。擺攤做生意，一頭
連着家庭生計，一頭連着芸芸眾生，所結下
的樸素情感皆是世間因緣，所播種的笨拙勞
動皆是自我修行。
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聽說幾位老同學結伴
去夜市擺攤，其中有位同學自己創業開公司，
今年 以 來 行 業 發 展 難 以 為 繼， 他 轉 行 幹 別
的，業餘時間擺擺地攤，算是換種活法。其
實，擺攤做生意，賺不了很多的錢，更多的
是一種生命體驗。有了這種獨特體驗，人生
會豐盈錦緞，豐盛如大宴，能伸能縮，在煙
火瀰漫中認清自己想要什麼。最令我敬意的
「擺攤王」是文學巨匠曹雪芹——據考證他去
世時48歲，寫《紅樓夢》「披閱十載，增刪五
次」，那時候最多二三十歲。他經歷從榮華富
貴到家族敗落，從貴族閒人到布衣書生，後來
一度流落民間，走上街頭乞討，甚至擺攤靠給
人寫狀子、糊風箏謀生。冬天，寒風刺骨執
筆寫字打顫，夏天，溽熱難耐無處安身為
家，如此惡劣環境下，他邊回憶青春邊自我懺
悔，所以《紅樓夢》也是他的懺悔錄。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尤三姐拔劍自刎
後，柳湘蓮知道自己犯了致命的錯誤。在江
津渡口，他遇到道士，便起身稽首相問︰
「此係何方？仙師仙名法號？」道士笑道︰
「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
來歇足而已。」這番話使柳湘蓮徹悟，拔出
劍來，斬斷煩絲，跟隨道士遠行去了。道士
的回答，蘊含曹雪芹的價值觀，即人來到世
上，不過一介旅人，暫且歇歇腳而已。他的
懺悔，源自超越世俗意義，歷經各種磨難後
對「空」的確認，對眾生的平等。當他執
筆，內心一定翻騰着難以言說的痛與罰，無
力與矛盾，自愧與不忍。
這些都在寶玉身上得到淋漓體現——他吐
血，病痛，挨打，迷惘，發呆，出走。他深
敬黛玉，「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反感
史湘雲談仕途，「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裏坐

坐，我這裏仔細污了你仕途經濟學問的」，
並說「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曾」；
他處處疼惜身邊的人，聽到秦可卿死訊，
「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地
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面對
臨終的晴雯，「寶玉趕到時，晴雯已說不出
話來，她只有兩個動作，一是跟寶玉換內
衣，一是咬指甲」，情到深處是無言，晴雯
死後他寫下《芙蓉女兒誄》仍無法排解，最
終病倒；當他迎親揭開蓋頭後發現是寶釵
時，「發了一回怔」，「呆呆地只管站
着」。對女子如是，待兄弟亦然，賈環賭博
輸錢大哭大鬧，他勸慰道︰「大正月裏，你
哭什麼？這裏不好你別處頑去。你天天唸書
倒唸糊塗了。」寶釵以為他被痛打與薛蟠有
關，他站出來澄清︰「薛大哥從來不這樣
的，你們不可混猜度。」他的情深，他的慈
悲，他的寬諒，都是曹雪芹的人格映射。
曹雪芹在開卷中自述，「我之罪固不免，
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
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可見，
無論是鄉野二丫頭，寶玉癡纏尋找眼角留
情，還是錦雲院妓女雲兒，寶玉逢場舉杯，
都是大悲憫和大寬恕。以前這些地方常被我
忽略，當我站在不惑之年的門檻，才懂得曹
雪芹「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血淚澆
灌，他是為還淚還債寫作，才明白黛玉「無
立足境，是方乾淨」的純粹性和徹底性。對
曹雪芹來說，富貴過，也乞討過，他落筆之
時，必是棄絕世俗，慈心柔腸，必是蘸淚為
墨，字字瀝血，把自己擺進去，擺進大化之
間，在與宇宙對話中進行自我救贖。所以，
未完成的《紅樓夢》始終閃耀着煙火微光，
人性暖意，每一個卑微者，都能從中尋找到
自己，既熟悉又陌生。
突然覺得，擺攤做生意也好，街頭駐唱也
好，都是把自己擺進去，置身這水深火熱的
人世間，與生活貼身肉搏，在汗水淚水凝結
中，在一雙醉眼朦朧中，觸摸到柔軟的心，
還有堅硬的現實。我想，多年後我還是要圓
一個擺攤賣書的夢，哪怕它在他人眼中是那
麼微不足道。

玉麵涼魚兒
在滿足食慾上，我不大接受將就。三餐只為果
腹已成常態的人間，再用應付來消磨對食物的慾
望，未免太過淒涼。還好，食慾能積攢，攢着攢
着就釋放成了一次說走就走的出行。對於一座城
市或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而言，能讓你牽
腸掛肚時時惦念的，無非是住着一個忘不了人，
或者是一種極對你口味的食物。
與人相比，食物蘊含的滋味更純粹。人會隨着
因緣際會起起落落，情緒跟着琢磨不定，久而久
之，橫陳在一段情感之間的兩個人，用陌生已不
足以形容。食物就簡單多了，調味的手法層出不
窮，主要食材不變，味道總不至於走樣到無法接
受。譬如北方人常吃的家常餃子，每一家慣用的
餡料、餃子皮大抵相同，背井離鄉的人回味起
來，總是自家的最香。其實，思鄉的味道哪有什
麼濃淡之分。
涼魚兒是一道西北味濃郁的夏日主食。不如涼
皮馳名，但口感更地道。當年收的玉米，曬乾磨
粉，燒一鍋滾水，倒一大碗橙黃細滑的玉米麵
粉，用一根長擀麵杖，雙手不鬆勁地在鍋裏攪。
玉米麵沒有黏性，不容易起乾麵疙瘩，沉到鍋底

卻容易焦，需要不停手地攪。攪了一氣兒，拿擀
麵杖挑起來看看，太稀了，再加半碗麵，接着
攪，爐灶裏的火不能小，得一直用大火盯着。鍋
裏的玉米麵糊稠到攪不動了，第一件事是撤掉
火，第二件事，就是把預先涼好的大盆晾開水端
上前來。在水盆上架一柄大漏勺，再操起一隻大
勺，把鍋裏熱浪灼人的玉米麵糊，舀到漏勺裏。
麵糊順着漏勺上的小孔，滴滴嗒嗒一起溜到水
裏，定型成一群頭園尾長的涼麵魚兒。
一大鍋麵糊，通常能溜兩大盆涼魚兒。涼開水
得預備夠，我也見過有人家圖涼得快，直接用新
取的井水溜麵魚兒。不過，家裏若是有腸胃弱碰
不得生水的人，還是老老實實準備足夠多的涼開
水。
麵魚兒涼在水裏了，開始準備酸湯。熱鍋冷
油，炒一大盤韭菜，7、8 分熟了，把漿水連菜帶
湯倒進去，一邊燒開，一邊加入鹽和雞精調味，
湯燒開即可。用漏勺盛半碗麵魚兒，澆一大勺酸
湯，添一勺油潑辣子、一勺葱花、一勺芫荽、一
勺蒜泥，端起碗來還沒走到飯桌前，只聽得哧溜
兩口，碗已見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