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聞是故人來

《王冠》戴卓爾夫人的語錄
最近看英國
人 氣 電 視 劇

《王冠》（The Crown），第四
季最新劇情講述當時英國首位
女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剛擔任英國首相時
和身邊的內閣成員甚至王室格
格不入。我看完，覺得自己實在
是感同身受。
面對內閣成員，她在戲中的對
白是：「我真希望可以早點的時
候就把他們炒魷魚。」面對王
室，她的對白是：「我真不明白
我在這裏和這些人一起在做什
麼？有什麼意義？」
在戲中，戴卓爾夫人在格格不
入的情況下，依然展示出堅毅不
屈的精神狀態。在全男班的內
閣，她其實明顯不被其中一些下
屬尊重。在王室，成員們更是取
笑她完全不入流。不懂得穿合適
服裝、不懂得做一些貴族才懂得
的戶外活動，滿腦子裏都是工
作，完全不懂得休閒和生活。
我自覺自己其實也是個工作
狂。而我在求學時段在一些比較
所謂貴族的地方讀書，在自己身
邊的一些朋友裏面，我算是家境
比較一般的。但這些同病相憐的
點，不是重點，重點是，我覺得我

會做得比戴卓爾夫人在戲中還更
好：我會很自豪我的不同。
社會上依然太過講究入流、合

群。但幾乎大部分職涯中獲得成
功例子都不是靠合群或入流便可
以取得的。
如果我是戴卓爾夫人的話，我

會很慶幸自己是不一樣的人，時
刻提醒自己，自己就正正是因為
這樣，才能走到這一步，名留青
史。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感覺，對
某些人來說，是悲哀，但對我來
說，是機遇，是難得的機會。
據說以色列情報局有個機制，

叫第十一人。第十一人的意思，
就是當十個人都有同一樣意見的
時候，那麼第十一人務必擔當起
持反向意見的角色。我一直覺得
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是遵循這個
道理，一直希望給自己找個這樣
的角色。如果讀者是在戴卓爾夫
人的情況的話，想必大部分人會
覺得超尷尬、超不舒服。戴卓爾
夫人是覺得舒服，又或者說她面
對敵人，從容不迫。而我呢，甚
至是覺得敵對的聲音讓我更能大
展身手。
這是三個不同的程度，不同層

次的心態，大家懂嗎？你又會選
擇哪一個心態呢？

炮火連天，
上海被解放軍
團團圍住，國

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率部逃往
台灣。千鈞一髮之際，駛往台灣
的戰艦太康號竟然停在吳淞口，
不為戰情，而是為等一個姑娘。
這個姑娘是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
愛女陶琴薰。女孩沒有來，軍艦
離開了碼頭，陶希聖含淚揮別，
自此天涯一方。這不是電影鏡
頭，是真實史實。
陶琴薰離別了父親和弟妹留在
了大陸，與沈鈞儒的堂弟沈蘇儒
結婚生子。直到昨天，我才知道
陶琴薰的大兒子沈寧，曾經是我
的同學。嚴格說不能算同學，因
為不是一所學校，也不是插友，
不在一個村子，應該說是團友。
1971年，在周恩來倡議下，延安
地區知青組成赴京匯報團，分為
講用組、演出組、展覽組。在數
千知青中選出100人，也算是千
裏挑一。我是演出組一員，不是
特別會唱會跳，節目中唯一的小
話劇是我寫的。樂隊有十幾人，
有個小提琴手，高大，緘默少
言，從來不與人過多攀談，總是
一副謙謙君子的儒雅，笑容裏腰
板挺直，為人有禮。
匯報團紀律嚴明，尤其是雖有
本事但出身不好的成員，特別受
監管。記得一個姓沈的女幹部來
自公安系統，整天把這種人當特
務看待。
匯報團結束在1972年，鳥散各

歸林，沈寧被延安歌舞團留用，
後來又被陝西歌舞團選中，因出
身不好未被錄用。1978年恢復高
考，沈寧成績名列前茅，又因出
身不好不被北大錄取，但因文筆
出眾，進了西北大學。
1987年7月的一天，對沈寧來
說終生難忘。那一天，陶希聖從
台灣飛抵三藩市。原本沈寧三兄
妹是要去台灣看外祖父的，因故
未能成行。鬚髮皆白90歲高齡的
陶希聖飛來美國，在機場，從未
謀面的祖孫相見。沈寧跪在老人
家面前淚水滿面，分隔數十年終
於得以相見，遠在天上的母親應
該看得見。
沈寧1983年留學美國，1986

年開始在美國《僑報》發表文
章，30多年先後出版了《美國十
五年》、《一個家族記憶中的政
要名流》、《淚血塵煙》、《刀
口上的家族》等許多著作，多次
獲獎。最讓我驚撼的是，他竟然
在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校任教。
他寫的《美軍教官筆記》再現了
美國空軍學院鮮為人知的生活內
幕，精神風貌，風紀戒律，美國
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是了解美
國軍事文化的獨特視角。
沈寧通過微信發來他的許多文

章。他說：「我的父母兩系家族
一直處於中國百年間歷史事件的
漩渦之中，濃縮着中國近代史，
所以值得記錄和閱讀。」感謝沈
寧的忠實記錄，使我們和後代得
以閱讀，得以回望。

現在看旅遊節目，好像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因為沒法旅
遊，只可以從影片上看着主持們介紹一些特別的地方，就正如
很多人也說︰「看了等於去了一樣。」

最近看見一個台灣電視旅遊節目，這節目一向推廣主持人膽識過人，經常有
很多冒險的嘗試，無論是在高空吊鋼索，或是走進非洲森林與獅子老虎共存，
都是一些令人膽戰心驚的場面。這一次節目裏，男主持人雖然不需要跟野獸共
存，但也有很多挑戰自我的安排。這集講及他們到了柬埔寨，首先要主持人嘗
試從70米高的瀑布山坡用繩索而下，雖然不是這麼高，但對於一個從來沒有攀
山經驗的人來說，難度非常高，而男主持人一向有畏高症，所以對於要從這麼
高的地方沿着繩子慢慢地走到地面，對他來說是談何容易。當我在看的時候，
也把自己作為那主持人，如果節目要安排我做這些挑戰，相信我會接受，但過
程當中也會覺得好驚險，應該會不斷叫「救命」。
正如我之前看過一個新加坡的電視節目，一男一女的主持人在當地很有名

氣，他們也要參與一些挑戰高難度的節目。話說兩位藝人有一天跟隨外景隊出
發到一個山區，原來他們要從新加坡駕車3小時到馬來西亞一個地方，而這個
山區算是馬來西亞非常有名的名勝，最初兩位主持人覺得只是一起去看看風
景，發掘一些美食便可以。但當車停下來的時候，看見前面的懸崖，還掛着一
條繩索，從這邊山頭一直橫跨到對面的山頭，然後導演跟兩個主持人說︰「你
們這一集的挑戰，就是要綁着繩索站在上面，然後由一邊山頭衝過去對面
岸。」其實這些挑戰相信在很多節目裏面也曾經試過，特別是在一些小懸崖的
旅遊地方，總會以這少少挑戰給遊客嘗試一下自己的膽量。而且大多數只是大
概一層樓高度。但可以跟你說，這次兩位新加坡的藝人，要挑戰的高度，我看
上去大概有30層樓高，單單是鏡頭拍住懸崖下的急流，就知道有多高，而且只
看電視，已經有點透不過氣，實在太恐怖了。
但你覺得，兩個主持人去到這個地方，看見前面的畫面，應該沒機會打退堂
鼓的，因為我覺得，當他們去之前，大概也知道要做些什麼難度挑戰，但想像
與眼前看見真實畫面的情況，應該有很大的差別，這麼高的懸崖，就在自己眼
前，真的談何容易。其中男藝人二話不說便綁上安全帶，接受挑戰，雖然他是
男性，但看見雙腳離地，然後衝過對岸的動作也尖叫起來，好不容易，利用了
大概1分多鐘的時間，終於安全到達對岸。然後輪到女藝人接受挑戰，她在懸
崖旁邊猶豫了很久，想踏出去時，又走回來，我完全明白她當時的心情，甚至
替她緊張之餘，還有一點難過。其實身為一位藝人，要接受這些我覺得是慘無
人道的挑戰，真的很心痛，不過最終她也完成了，我在家裏也鼓掌起來。
其實有時也會想，為什麼有些節目要主持人這麼賣命，甚至乎如果當中有一
些意外發生，更加會陪上性命，值得嗎？而且這些專門給主持人高難度歷險的
節目，只會是愈來愈難挑戰。但我也明白，能夠有機會主持一個節目，相信每
個主持人都會拚命地做好，就算有多難的挑戰，也要一一克服。我曾經想過，
如果有一天，我要主持這些節目的話，同樣要去挑戰一些高難度的動作，哪怕
就算我多麼的不願意，也會接受試試自己的膽量。

主持人挑戰高難度的經驗

最近有很多
女 性 小 至 幾

歲，大至七十幾歲因為覺得白帶
異常而求診。她們擔心發炎、性
病，甚至癌症。
正常的女士下身有白帶分泌。
青春期前或收經後的因為女性
荷爾蒙不足，而分泌的白帶比較
黏稠、微黃，沒有臭味是正常
的。小朋友不需要特別醫治，更
年期後荷爾蒙不足引致的萎縮性
陰道炎可以用荷爾蒙藥膏醫治，
但一定要經醫生處方並要檢查乳
房和婦科沒有問題才可以用。
而且使用的紙巾要比較柔軟，
不要擦傷黏膜和皮膚引致損傷和
痛楚。
如果小孩子白帶太多，而有臭
味的話要問清楚她有沒有放一些
異物進入陰道，以前有小朋友將
糖紙、膠擦等物件放入陰道引致
發炎而分泌很臭的液體。另外要
詳細和很技巧地問她們有沒有接
觸「禽獸」。醫生可以經過檢查
而找出原因。
青春期或收經之前會有一些透
明無臭如雞蛋清一樣的分泌物尤
其是排卵期會增加分量，有時在
兩次月經中間排卵期有一兩天粉
紅色屬於正常。
但如果有以下情況就應該要找
醫生驗清楚是什麼問題：

豆腐渣或芝士樣的白帶：非常
痕癢。這可能是念珠菌性陰道
炎。特別是見於經期前幾天，懷
孕期，糖尿病人，用類固醇或免
疫抑制劑的人士。正常的人，陰
道有一些正常的細菌和酵母菌互
相制衡達到內環境平衡，但如果
用了抗生素或陰道盥洗液將好的
細菌殺死了，念珠菌就會生長而
引致接近成陰道炎。所以不要動
不動就濫用抗生素。如果經常復
發就要找出原因改善生活習慣，
例如減少糖分食物，驗有沒有糖
尿病，不要穿一些不透氣的尼龍
或牛仔褲。現在有些醫治真菌的
特效藥效果很好。
如果有一些黃綠色，有泡和臭
味的分泌物，要向醫生求診，取
一些分泌物化驗，看有沒有細
菌、滴蟲，甚至其他一些性接觸
傳染的病。如果是性接觸傳染的
病一定要連性伴侶、性伴侶的其
他伴侶一齊治療，否則難以斷
尾。
如果非月經期間，又或者收經

一年後出現血性陰道分泌物一定
要找醫生看清楚是不是有子宮頸
瘜肉、子宮頸病變，子宮內膜瘜
肉，甚至於子宮內膜癌、卵巢癌
等，切記。
所以異常陰道分泌物一定要找

醫生檢查清楚。

白帶異常

疫情又再反彈，沒完沒了，很
多人都在擔心第四波快將來臨。

所以，今年出現了一個詞彙，叫做「抗疫疲
勞」。這種疲勞可以分為身體和心靈。
身體方面，自疫情開始爆發之後，人人出外返

家後都多了很多工夫要做——全身消毒。不但從
頭至腳都要消毒，連所有攜返家中的物品也要消
毒。我家通常都是一星期購物一次，可以想像每
次購物後，都會捧着大堆物品返家。我單是拿着
噴霧器在所有物品上噴上消毒藥水已經令手腕和
手臂累壞。
平時有些衣物不需要每天清洗，現在即使到超

級市場購物返家後也要將全身衣物放進洗衣機
內，你說是否因此而多做了很多洗、晾、熨和放的
工夫？我住在郊區還好，有些住在人煙稠密市區
的人更要每天將寓所清洗或消毒，怎不累壞？
精神上的疲勞對於住在蝸居的市民更是難以忍

受。由於普遍香港市民的居住空間不像外國那樣
寬敞，全家人經常同時聚在一起並不太舒服，所
以大家都習慣往街外跑。即使獨居的人也表示不
想獨自在小小的家中對着四面牆壁，在放假時亦

愛到街上逛。另外，由於很多人家中沒有開火煮
食的習慣或設施，所以一天三餐都只可以到食肆
進餐。香港的茶餐廳為何總是多如雨後春筍，相
信這是其中一個解釋。
可是，疫情嚴重的時候，很多市民都被迫留在

家中，與家人困在小小的空間。可想而知，大家
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生活空間也變得小了，可
是摩擦卻因此而增加。據說多了夫婦和同居情侶
因此而分手，家庭暴力事件的數字也上升。
這個疫症在這方面倒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好好反

思與家人相處的心態和方式。電視劇集常常說
「一家人最重要是齊齊整整的在一起」，原來當
一家人真的常常聚在一起時卻是另一回事。所謂
聚在一起的意思，並非除了工作之外便一起留在
家中，而是大家平平安安地各自有自己的生活，
但始終以家為維繫家中眾成員的根基。
香港人最愛旅遊，即使只有三四天假期也會飛

到鄰近的城市充充電。這一年內，由於疫情關
係，飛出和飛入兩地都要分別隔離14天，相信很
少人會去旅遊了。「旅遊蟲」都在咬那些一年最
少飛到外地4次的香港人哩！往年這個時候已經

有很多香港人趁着是旅遊淡季，機票和酒店都便
宜，紛紛往外飛。另一方面，香港現在正是天氣
最佳的時候，每年很多移居外地的人都在此時返
港探親。過去每逢10月至12月，我都應接不暇從
外地回來的親友，曾經在兩個月內接待七批回港
省親的親友，身心和荷包俱疲。今年的天空多寂
寞，少了無數往返的飛機劃破長空了。大家都被
迫困在小小的城市或者家中，心靈上都很疲勞。
年輕的一輩恃着身體健壯，還可以繼續外出。

由於新冠肺炎對長者最不利，所以年長的市民都
不敢外出。我有一位長者朋友除了到醫院覆診之
外，今年都不踏足寓所一步。平時她經常到茶樓
與大批朋友喝茶，又愛到劇院看各式表演，現在
她連親人也不見。一方面擔心自己會被感染；另
一方面又要適應這種由熱烘烘變冷清清的生活方
式，真難為了她。
很多住在護老院的長者們都不能見到家人了。

他們在院內最期待的事情便是子女和親友的到
訪，可是，他們的期盼落空了。沒有心靈上的寄
託，他們迅即枯萎了。每天都在擔憂的思想和精
神上的疲勞，到底何時才會完結呢？

抗疫疲勞

三聯出版
社即將推出
廣告行尊、

美術指導、作家……集多種身
份文化人；司徒衛鏞（ William
Szeto）過去在 facebook與朋友
分享的精彩文章，結集《回憶
的味道》。
單單標題經已引人入勝：
集體回憶的味道……豉油西

餐的前世今生、本地法國菜是
否多嚿魚、鹹魚盛載回憶的味
道、老粵菜打動役所廣司、四
層瘦肉三層肥、你的蜜糖我的
砒霜、一圈一圈百吉圈、三藩
市酸包情意結、會走路的橄欖
樹、被誤導了的山葵、一夜干
是否一夜乾、茶漬飯溫暖寂寞
的心靈、手撕枕頭包、每人都
找自己的深夜食堂、鴛鴦的溝
飲文化……還有瀰漫綿綿思憶
母親情懷，讀來眼泛霧氣露水
的結語：這麼遠，那麼近，美
味暖我心？
共二十一篇以至貼地的文

字、平實的告白，引領分享者
進入一片與飲食相連的世界，
卻非全屬流行名師、名店、名
菜的星級享受；感人至深全繫深
情、心聲。每每讀來心底泛起陣
陣與食相連高高低低起伏波
濤，哪裏吃到？共誰吃過？吃
過什麼東西已茫然，那刻情緒
的記憶卻不離不棄鐵證如山。
好文章便應如此，讀來教你
心情起伏跌宕，腦袋忽爾跳
躍，飛奔落筆回應將古井變火
山，微波轉熔岩；Szeto 二十一
章任何一章都奉送上述的能量。

「鴛鴦的溝飲文化」首先打
動筆者心繫的混血食制，經歷
過去五百年大海航行，殖民洗
禮、移民遍植；除卻偏遠地
域，沿海地區尤甚；生活習
慣、方言俚語、飲食習慣漸次
與舊世界出現明顯的距離；不
過數十年而已，上世紀八十年代
之前，神州大地十億華人對香港
至道地、至普通的菠蘿包、雞尾
包、墨西哥包、腸仔包、西多
士、奶茶、鴛鴦奶茶、華田、
Horlick……聞所未聞；蛋撻、葡
撻、椰撻、鮮奶撻、雞批全皆
空白。
那些年的港人幸運，伴隨以

上各式小食卻是地老天荒雲吞
麵（還是蝦多肉少）、牛腩
麵、街邊牛雜炸大腸、煲仔
飯、叉燒包、蝦腸牛腸叉腸炸
兩、艇仔粥及第粥明火白粥、
打冷魚飯、珠江橋牌罐頭豆豉
鯪魚、大白兔叮叮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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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冬季料會新爆發
新冠疫情冬季將會在世

界各地和香港爆發。美國
的情況令人憂慮，一天新
確診個案達到了17萬宗，
許多州醫院的深切治療部

出現了人滿之患，不能再接收新來的患病
者。香港的不明源頭個案也在上升，隱形的
傳播鏈條在社區存在，大埔區、元朗區、尼
泊爾和南亞裔社區都出現了高傳播率。根據
港大的病毒植株的基因排序，香港居民最近的
個案，都呈現了和尼泊爾傳染的病毒植株雷
同，而不是7月初本港原有的基因排序。
尼泊爾、印度飛來香港的航班上，上飛機

時出示了數碼檢測證明呈現陰性的乘客，抵
達香港時，都檢驗出了陽性。這說明了有關
的飛機場，有人兜售假核酸檢測證明謀利。
尼泊爾飛港的航班，一班飛機居然有十多名
乘客確診，香港政府已經勒令尼泊爾航空公
司停飛香港14天。
尼泊爾和印度的檢測力量和醫療設施不

足，而且一旦確診，入住醫院，醫療費用相
當昂貴，香港卻來者不拒，有足夠的床位醫
治確診患者。理論上，所有外國人都要繳交
昂貴的留醫費用，實際上的操作，所有外國
患者出院的時候都不會付款，拍拍屁股就鬆
人，特區的醫管局也不積極追討，並且不會
訴諸法庭。所以，香港的「醫疫天堂」美
譽，不脛而走，使用假證明來港的患者絡繹
不絕。
最奇怪的是，特區政府對於外國的領事館

職員，採取了豁免停留在機場等候檢查結果
的做法，只要領事館執行點對點的交通安
排，有關職員就可以直接回到自己家裏隔
離，結果，尼泊爾、印度、美國的領事館職
員，回到家裏都轉為陽性，實際上，他們在
等候檢測結果的期間，都有外出購物和用

膳，形成了隱形的傳播鏈。香港遲遲不能清
零，機場的缺口未能堵塞，是一個巨大的隱
患。外國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飛行於美國
和歐洲的高危地區，來港也不需要隔離14
天，特區政府允許他們前往市區的酒店居
住，表面上不准外出，實際上沒有監管措
施，機組不少人從香港東涌乘坐的士前往旺
角，都會遊覽商場購物和用膳，對的士司機
和商場的服務員傳播病毒。
另一種情況就是高危地區前來香港的貨運

飛機的機師和機組人員，染上疾病的風險甚
高，也一樣可以得到豁免的安排進入市區。
還有一個巨大漏洞，修理飛機的香港機場地
勤人員，每一班飛機到港，都要進入駕駛室
與機組人員交談，了解飛機需要維修的具體
項目，往往因此染上新冠疫病。
貨運飛機運輸來高價歐美的牛肉、海鮮和

水果，其外包裝都有機會散播新冠疫病。由
於香港的豬肉價格出奇昂貴，造成了最近凍
肉店舖如雨後春筍，出現在各區街市的附
近，這也增加了不明源頭的疫病個案。買菜
的多數是老人家，免疫能力普遍偏低，很可
能選購的時候用手接觸了牛肉、海鮮和水果
的外包裝，因此中招。特區政府的衞生部門
居然毫無對策，中門大開。
根據國際賣假檢測證明的行情，每售賣出

一張假證明，獲利1,300港元到2,700港元，
利潤如此豐厚，所以加入者絡繹不絕。特區
政府如果沒有採用雙重的檢測系統或者軟
件，將難以辨別檢測假證明。世界各國已經
利用5G和人工智能新科技，實現了政府辦公
工作的智能化，並且大量投資於流動互聯網
和電子信息的基礎建設，但香港特區政府對
於智能化公務建設，一向慢了三拍，遠遠落
後於新加坡和內地。
從今年7月開始，歐洲和美洲的病毒已經出

現變異，更容易通過空氣傳播，餐館、酒
吧、選舉公共集會，當人們除下口罩，便很
容易感染病毒，傳播的速度加快了。根據統
計，病毒殺死宿主的毒性降低了，但是，生
存在人體的時間卻延長了，有些長達40天，
才會由潛伏期轉入患病期，許多病人成了隱
形的帶菌者，而且含菌量指數高達40。新冠
疫情爆發第二波，許多病人沒有發燒、咳嗽
症狀，導致了無源頭個案增加。香港一名病
人最多傳染4人，有慢性疾病的病人，感染了
新冠病毒，血液變得非常濃稠，導致腦中風
或者抑鬱症，或者內臟衰竭的現象。不少年
輕人經過5天到7天，靠着本身的抗疫病能
力，自行痊癒。但是其抗體很短期就消失，
有些能夠維持6個月，有些兩三個月後就沒有
抗體。這反映了病毒更加容易在人類中間傳
播，傳染能力的基因增加了。這種趨勢令人
憂慮。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家，都把希望寄託
在疫苗可以在今年冬季投入應用，但是，究
竟這些疫苗的抗體有效期，是3個月，或者是
一年？誰也說不出來。這就使得人類跌落了
一個陷阱裏，十萬個人接種了疫苗，有百分
之九十可以一年之內產生免疫效果。但有百
分之十的人，3個月內就失效了，這些人以為
自己百毒不侵，結果成為危險的隱形傳播
者。
冬季已經來臨，北半球緯度30度以上的地
區，低溫時已經降低到了攝氏12度到零度，
讓新冠病毒生存環境變得更長期，變異的速
度更快。這正是美國和歐洲第三波大爆發的
重要原因。流行性感冒和其他的呼吸道疾病
與新冠肺炎病毒重疊起來，患病者如果同時
患上了兩種疾病，藥物的功效便會下降，死
亡率會增加。政客過度地宣傳疫苗的利好訊
息，使得年輕人恃有疫苗不怕染上疫病，其
惡果很快就會暴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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