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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濃於水」的橫幅從雙流機場往成都的道
路不時可見。大卡車小貨車運送救援物資都向
同一個方向奔駛而去。2008年5月12日，一場
突如其來的汶川大地震震驚了世界。24小時即
時新聞，時刻牽動着成千上萬香港人的家國情
感。當時圈中很多醫護同行想得最多、談得最
多的，是如何伸出援手幫助四川。震後第3
天，我代表醫管局，帶領香港自願醫療隊抵達
四川參與傷患救治，並負責其後特區政府資助
的35個醫院重建專案。當成都機場開放了，這
正是香港醫療隊展開救援四川地震傷患的唯一
交通。自願專業人員包含了骨科、麻醉科、急
症科的醫生及手術室、傷口護理、感染控制的
護士，總動員近70名人員幫助當地政府救死扶
傷。他們住宿酒店的名稱也很有意思，叫做
「天使賓館」。往後一個月內，前後共5支醫
療隊負責了一個30床的病區及一個16小時
（每天上午7時至晚上11時）持續不間斷的手
術室。為了能夠獨立運作及不為災區帶來負
擔，醫療隊自備一切各式複雜的手術器材、緊
急藥品、醫用消耗品共400多箱。在四川的日
日夜夜，可以說是我們一眾最難忘、最值得驕

傲的人生經歷。在此感謝當地機關部門協助各
項事務，省衞生廳及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安排各
醫療隊員工作、日常起居及安全保障。
香港志願者不畏餘震不斷、克服艱苦條件，

冒着生命危險在四川協助救災。其間及之後，
還有許多香港各界民間人士前往災區，協助開
展支持病人術後康復、倖存者心理輔導等工
作。除此之外，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也紛紛伸
出援手。兩地政府共同興建了「川港康復中
心」以及醫療重建項目，愛心人士源源不斷捐
款捐物。有人統計過，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就
汶川地震出資捐款約230億港元。確是，更珍
貴的是「東方明珠」與「天府之國」兩地人民
從此結下了一份永固不忘的感情。
從2020年元旦前一天，武漢醫院通報了不明

病源肺炎個案及疾控中心正調查有群組爆發的
各種消息，至到1月10日，由復旦大學生物醫
學研究院帶領的國家專家團隊於權威網站發表
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圖譜，各國都密切留
意，香港的醫療同行也不例外。2003年的沙士
一疫，我們不會忘記，這個時候一切應對疫情
也不敢怠慢。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衞生實驗室
科學分部馬上研發快速檢測試劑並且免費分享
給世界各地。新冠病毒的爆發和17年前的沙
士，是大大不同的。除了基礎科研有大幅度進
步外，普及的移動智慧型手機，加快了資訊的
傳達和通過社交媒體的廣泛分享。我國快速及
高透明度的科研資料和追蹤管控措施是扭轉疫
情軌跡的一個重要關鍵。因此，香港衞生防護
中心亦早於一月份便啟動了海陸空各口岸入境
之流行病篩查，醫管局也配合行動，於急症室
及門診進行嚴謹排查FTOCC（這是流行病簡
易指標，代表發燒病人的F、同時有外遊的
T、職業相連的O、接解懷疑病人的C、群組
爆發的C）。這些迅速的行動確保了在第一波
及第二波分別由內地及外國回港確診病者於本
地傳播的控制。
正當香港本地疫情趨向平淡，控制措施有望

放寬之時，猛烈的第三波疫情爆發，每日確診
病例高達149宗，三分之一源頭不詳。無數的

密切接觸者須立刻檢疫，而隔離病房亦全滿，
長者高危的慢性病患者死亡率節節上升。疫情
的反覆，國內外科學家也認識到新冠病毒的詭
異，其傳染度在發病之前可以很高，甚至高於
季節流感，初期病徵也不限於呼吸系統。所以
社區爆發需要全面的快速有效的篩檢，以找出
「隱性患者」，切斷病毒傳播鏈，保護密切接
觸者，減輕對醫療系統因大量患者壓力而崩
潰。在這緊要關頭，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請
求，當機立斷，派遣抗疫支援隊來港，啟動名
不虛傳的「火眼實驗室」，開展全港大型抗疫
的普及社區檢測行動。這是一項和時間的競
賽，短期內大量的檢驗，香港醫療機構在飽和
的本地容量下，沒有額外的儀器、人員、高效
率的流程及適當的場地，是做不到的。中央政
府調派了來自廣東、廣西及福建共579名骨幹
技術人員，於14天內不分晝夜完成178萬份核
酸檢測及覆檢，確保資料準確及時，以便本港
疾控指揮部掌握最新進度，即時採取適當社交
距離及相應檢疫措施。這次全港大型抗疫行動
是「便民利民」之舉，更是反映了國家為保護
香港的安危，為全體社會能盡早恢復繁榮，安
居樂業，而盡了她的一切可能的力量。內地支
援隊完成任務後，於9月16日分批返回各自工
作單位，香港市民夾道歡送這批來自我們家鄉
的「無名英雄」，場面感人。這樣的情境與我
們離開四川同樣遇到，永生難忘、友誼永固。
上次我們去了，危難之間見真情；今次你們

來了，如雪中送炭。從歷史以來，當我們遇到
挑戰、磨難之時，必定舉國同心、無分彼此，
同氣連枝、血濃於水。這份血脈相連之情懷，
不但是圓夢祖輩歸國之望，更是延續中華民族
四海一家的鄉土傳統。此時此景，我輩應為美
好光亮的明天努力不懈，再續永恒的香港。

話說今年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
頒給本港女導演許鞍華，以及演員
蒂妲絲雲頓（Tilda Swinton），蒂
妲絲雲頓從評審團主席凱特布蘭琪
（Cate Blanchett）手上接過獎座顯
得別具意義，兩人俱持續為性別平
等議題發聲的演員；2018年康城影
展，凱特布蘭琪率領82位女星親臨
《太陽之女》（Girls of the Sun）的
紅毯，表示支持此片。
而在去年同樣在康城影展，蒂妲
絲雲頓更特別提及女性導演地位長
期被忽視的問題；她所列舉的例
子，即為今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的
焦點影人——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此不僅為性別問題，
更為權力以及話語權的明顯落差，
男導演所獲關注，遠比女性導演為
多，而西歐及美國導演獲關注，亦
遠比其他地區的導演來得多，穆拉
托娃即為明顯的例子，她乃蘇聯／
烏克蘭導演，在西方世界受到的關
注極少，然而烏克蘭、俄羅斯等國
家卻對她十分推崇。
就在2018年6月6日，穆拉托娃結
束她精彩、反叛的一生，佔據當地
媒體3天的報道與哀悼，直至今日依
舊有人在彙整、分析穆拉托娃執導
的電影，今年台灣女性影展將穆拉
托娃一生22部作品的其中5部得以
引進放映，不僅在性別議題上拓展
台灣觀眾的眼界，更在藝術性上提
供觀眾不同於西方典型美學，可說
相當難能可貴。
琪拉穆拉托娃出生於現屬摩爾多

瓦的索羅卡市，原名為琪拉克洛科
娃（Kira Korotkova），她就讀莫斯
科國立大學語言學院，25歲畢業於
蘇聯國家電影學院（VGIK）導演
系；她在蘇聯國家電影學院結識她

的第一任丈夫亞歷山大穆拉托夫
（Aleksandr Muratov），兩人共同
執 導 短 片 《 春 雨 》 （Spring
Rain），1959年的畢業作品《在懸
崖邊上》（On the Steep Cliff）亦
由兩人共同執導。
早在1967年，穆拉托娃第一部獨

立指導的長片《萍水相逢》（Brief
Encounters）問世，尚未公映即遭禁
演，且一禁就是長達 20年；4年
後，第 2部長片《漫長的告別》
（Long Farewells)，1971年使得她被
蘇聯電影工會除名，本片亦遭禁
演，此部長片已然揭示穆拉托娃作
品欲探討的主題，以及她對道德問
題、模棱兩可且歧異的人性的深刻
興趣。
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蘇聯總書

記，開始進行一系列改革，社會風
氣轉變。1986年，第五次全蘇電影
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始進行電影業的
大規模改革，解禁許多先前被禁映
的藝術電影，《萍水相逢》與《漫
長的告別》也在解禁之列。
然而，即使相較之下最為開放的

戈爾巴喬夫時期，穆拉托娃的1989
年所執導的《衰弱症》（The As-
thenic Syndrome）因其政治諷刺意
味濃厚而遭禁映，此片在西方世界
獲極高聲譽，奪得1990年柏林影展
評審團大獎銀熊獎。
自從1988年蘇聯電影界最高榮譽

「尼卡獎」（Nika Awards）誕生以
後，穆拉托娃也不斷獲得本國電影
同儕肯定。她先後獲得八次「尼卡
獎」提名，兼且先後贏得其中五
次。其中包括1994年的《狂熱》
（Passions），及 2004 年的《調音
師》（The Tuner）令她兩度獲得最
佳導演獎。

■葉 輝

穆拉托娃反叛的一生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劉少懷

詩中之「葉」知多少

■雨 凡

■郭言真

再敘祖國情

寒露濯秋菊

1,200年前的某個秋天，唐代詩人杜牧在
擁有72座山峰的衡山山脈的最後一峰，即湖
南長沙的嶽麓山下流連忘返了好一陣。回到
驛館後，想寫詩。寫什麼為好呢？一向秉承
老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教誨的小
杜，先是想起了陸機《文賦》中的「或因枝
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兩句，接着又想起
了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振葉以尋根，觀
瀾而索源」兩句。由是靈感大發，一首題為
《山行》的七言絕句竟一氣呵成：「遠上寒
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
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短短28個字，尤其
是末句7字，歷經朝朝代代，成為了詩壇詞
苑的千古絕唱。於是自唐以降，「霜葉紅於
二月花」中的這個「葉」字便與不少詩人結
下了不解之緣。宋人楊萬里的「接天蓮葉無
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元人趙孟頫的
「野曠天高木葉疏，水清沙白鳥相呼」，清
人顧炎武的「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
登臨」便是最好的佐證。
這些含「葉」的詩句，有的是反映季節或
時令，如宋代，有蘇軾的「飛車跨山鶻橫
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寫的是拂曉時分，
晨風陣陣，清新的露珠在樹葉上徐徐滾動；
有孔平仲的「早有秋聲隨墮葉，獨將涼意伴

流螢」。寫的是在秋風的呼嘯聲裏，樹上的
葉子輕輕墮下；如明代，則有徐階的「寒空
落葉書聲靜，秋草孤帆客夢遙」。河畔的秋
草，一眼望去，盡皆枯黃，孤獨的小舟在水
中緩緩行走，放下手中的書本，到夢中去追
尋遙遠的故鄉，此時此刻，充滿寒意的空中
居然又飄來陣陣落葉，秋天的意境在詩人的
筆下確實過於淒涼。
有的含「葉」句，折射的是葉子的色澤。
如宋人程顥的「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
兩悠悠」。鮮紅的樹葉映襯着淡淡的白雲，
互不干擾又相互依託，實在是優哉游哉，各
得其所。再如元人元好問的「惠遠祠前晉溪
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惠遠祠即著名的晉
祠是也。源於晉祠的溪水，清澈瑩潔，水上
飄浮着的翠綠色萍葉與銀白色草花輕輕蕩
漾，交相輝映，好一幅美麗的圖畫，千百年
來，不知吸引了多少南來北往的遊客。
還有的含「葉」句，描繪的是樹葉的動

態。如宋人裘萬頃的「井梧飛葉送秋聲，籬
菊緘香待晚晴」，寫的是陰霾中，梧桐樹葉
在秋風中迅疾飛動。明明是秋風吹梧葉，詩
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說是梧葉送秋
聲，由是激盪出格外耀眼的生氣。而更耐人
尋味的是，一向善於奪人風采的金菊，此番

卻做了梧葉的陪襯，因為金菊非得等到晴日
的到來方能一展芬芳。真是風水輪流轉，皆
有出頭時。
然而，更多的詩中之「葉」，展現出來的

是大自然的優良生態環境。宋人中，有姜夔
的「荷葉似雲香不斷，小船搖曳入西陵」，
有王禹偁的「棠梨葉落胭脂色，蕎麥花開白
雪香」，有徐璣的「水滿田疇稻葉齊，日光
穿樹曉煙低」；元人中，有迺賢的「海棠花
外春雨晴，芙蓉葉上秋霜薄」，有成廷圭的
「楓葉蕭蕭江已秋，吳船三日住揚州」；清
人中，有錢載的「治平寺南湖翠昏，柳枝茭
葉見灘痕」，有沈曾植的「楓林一葉吊霜
艷，竹翠萬梢矜雪腴」。
君不見，這一層層的荷葉，一串串的稻
葉，一簇簇的楓葉，一團團的茭葉，一束束
的芙蓉葉，一片片的棠梨葉是何等的鮮艷，
何等的秀麗，何等的壯觀，又是何等的琳琅
滿目，何等的婀娜多姿，何等的美不勝收。
倘若將它們與人們的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的
話，不難發現，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內的全體
中國人要徹底脫貧，實實在在地達到小康水
平，快快樂樂地過上富日子，讓綠水青山變
成金山銀山，真還少不得這些詩中之「葉」
呢。

浮城誌

詞度墨香施 ■詩：施學概
書法：梁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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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
伯天．施學概鞠躬

暮色山聲四域寬，
詩吟晶潔撫琴歡。
澄心洗耳紅楓曲，
滿目排篸翡翠冠。
照影珠光陳酒品，
連宵秋氣謫仙歎。
芳樽對月堪追慕，
寒露奇觀天造玕。

庚子年寒露吉祥如意

一場寒冷的秋霜過後，一叢叢、一片
片秋菊卻開得越加燦爛。
這是一群不羈的靈魂呀，被銀白的寒
露濯洗過的菊花，紅的嬌艷似火，黃的
燦爛似金，白的秀雅似雪，粉的清秀而
飄逸似雲。菊花的清雅幽香直抵那被歲
月侵蝕而乾枯的心域，憂鬱的心緒一下
燦爛起來，枯槁的心頓時鮮活起來。讓
我想起了白居易的《詠菊》：「一夜新
霜着瓦輕，芭蕉新折敗荷傾。耐寒唯有
東籬菊，金粟初開曉更清。」試想：忽
然一夜霜滿青磚碧瓦，芭蕉萎縮不展，
荷敗蓮萎，紅凋綠落，惟有「菊蕊獨盈
枝」，金燦燦地卓然地搖曳秋風中，是
何等驚喜！
我浸潤在綽約瑰麗、純正淡雅的菊花

幽香裏，一種敬仰之情由心底而生，這
一叢叢、一束束秋菊如這深秋的陽光芳
香、恬靜，活力四射。在生命的流程
裏，秋菊以最美的姿態呈現給世人一份
喜悅，給枯寂的生命一份綠色的慰藉，
更因美麗給人生一份啟迪。
最早的有關菊花的文字記載見於春秋
時期《禮記》中：「秋季之月，菊有黃
花。」歷代文人也多有詠菊名句，如元
稹：「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
花。」唐代詩僧齊己讚它：「無艷無妖
別有香，栽多不為待重陽。莫嫌醒眼相

看過，卻是真心愛澹黃。」對菊花的摯
愛，給人一種東籬一角的閒情雅致。東
坡一句「菊殘猶有傲霜枝」，既讚菊花
的高潔，有着凌霜綻放、西風不凋的傲
骨和傲霜之志，亦隱喻自己的情操。到
了北宋時期，劉蒙根據當時的各種菊花
及其特色，撰寫了我國第一部論菊專著
《菊譜》。
據《神農本草紀》載，常食菊花可以

「利血氣，輕身，耐勞，延年」，屈原
《離騷》中也有「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據說，喜歡「菊花
火鍋」的西太后慈禧，命人在頤和園種
植了三四千株菊花，常採鮮嫩花瓣食
用。據《西京雜記》載：菊花舒時並採
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
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唐朝喝菊花
酒已經是普遍的習俗。「待到重陽日，
還來就菊花」，一邊賞菊，一邊細品慢
飲芬芳的菊花酒，無疑是件極有情趣的
賞心樂事。
在深秋，為自己沏一杯菊花茶，熱氣

如煙如霧婷婷裊裊上升，菊瓣千千，時
起時伏。一朵，兩朵，顏色瑩瑩，隨意
懸浮。在滾燙的開水中，乾枯的菊花便
有了第二次生命的絢爛。
寒露濯秋菊，菊花在寒露裏傳播的是

生命的真諦。

無花果的啟迪
■徐永清

鄰居孔嫂，生來幹練熱情，走路如風，說
話簡潔，面帶笑容。她總喜歡穿一身運動
服，就像英姿颯爽的運動員。
平日閒暇，孔嫂就喜歡養花種草。她們家
前後的陽台、客廳，全是花花草草，且是四
時花開，終年飄香。孔嫂不僅在家養花種
草，也在我們樓下的空地，種植了好些花草
與果樹，最是令人稱道的是棵無花果。這樹
已有十幾年的樹齡了，超過兩人高，長得是
枝繁葉茂，生機盎然。
每年還在春分時節，無花果便萌發出密密

麻麻，綠豆樣、黃豆般大小的果實。不聲不
響中，它們在慢慢長大了。到了立夏，無花
果便成熟了。無花果的果實是次第成熟的，
一批批的，一撥撥的，熱熱鬧鬧，生生不
息。孔嫂種植的無花果，年年歲歲，果實纍
纍，就差把枝條壓斷。這您可不用擔心，孔
嫂便找來木棍，捆捆紮紮，把它給支撐起
來。摸摸，搖搖，牢固，結實，放心。
孔嫂所種的無花果，個大、色艷、味甜。
果實小的，猶如乒乓球，個大的可比柴雞
蛋。就顏色來說，那果實全都是紫紅色的，
且是色彩均勻，猶如塗抹了胭脂一樣，真是
艷麗動人。就口感來說，如果說堪比蜂蜜有
點誇張，能比蔗糖卻毫不遜色。面對這樣的

果實，您能不動心嗎？
每到無花果成熟之際，左鄰右舍的人們就

來觀瞧。美其名曰：看風景。實則人們的心
裏是癢癢的，嘴裏的垂涎在翻滾，在鬥毆，
大家只是心照不宣而已。此時此刻，不用言
語，孔嫂總是大度地、大把大把地摘下果
實，熱情地邀請大家品嚐。對待羞羞答答的
小姑娘，孔嫂還要把果實塞到人家手中。
對待果實，孔嫂早就頒布過隨摘隨吃的

「民旨」。整個社區，可謂家喻戶曉，人人
皆知。是故，人們可以放心地摘，安心地
吃。常見人們，今天摘三個，明天採五個。
用來嚐嚐鮮，甜甜嘴，快快心。說實話，自
採自摘的人們也挺自愛，貪心的人幾乎沒
有。
由於孔嫂種植的無花果過於高大，具有了

喬木的形態與氣勢。致使樹枝高處的果實，
人們無法採摘。大家也不想借助板凳、竹
竿、梯子諸等器具獲取，乾脆這就名正言順
地成為給鳥兒預留的美食。您還別說，這些
鳥兒也不客氣，不請不邀，大大方方，從從
容容，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中一樣。常見喜
鵲、黃鶯、斑鳩、麻雀，或獨自，或結伴而
來。牠們棲於枝頭，邊吃邊叫，像在感恩，
又似讚歎。

無花果是種極為常見的果樹，我們這個社
區就有二三十棵。可是同在一個社區，享受
的是同樣的陽光雨露，相同的果樹，緣何有
高有矮？果實有大有小？味道有甜有淡？孔
嫂所種的無花果，為何更為出眾？這就像是
同一所學校、同一個班級的學生，分享的是
相同的教育資源，卻是收穫不一，成績不
等。
記憶回放，得出結論。記得每到冬天，樹
木休眠之際，孔嫂便到菜市場，收集一些雞
鴨魚蝦諸等動物的廢料，足有一大桶的分
量。回家後斬斬剁剁，剁成稀碎。其後，孔
嫂便在樹旁挖個大坑，將這些廢物，統統埋
入地下，這就是無花果的美味大餐。無花果
就是靠這些貨真價實的有機肥，強壯身體，
甜蜜果實的，是故後勁十足。再者，平日裏
也常見孔嫂給樹木鋤草、鬆土、澆水、修
枝，給予人文的呵護，確保其陽光健康，舒
枝展葉地生長。行文至此，忽然想到朱熹的
詩句：「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孔嫂的所作所為，從廣義上講，也就
是給果樹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源頭活水」。
推而廣之，無論是種樹，還是學業，只要不
斷有「源頭活水」的輸入，便距離成功更近
一步。

■書法作品致敬內地支援隊。 作者提供

■香港市民歡送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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