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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後續處理須知
很多朋友因行
政或工作需要，
都要打疫苗。

這幾個月來，我們整理了不
少人講疫苗後遺症及後續處理
的文章於群組內，也是時候歸
納一下。
對無可避免的疫苗，最好的
處理方法是找中醫調理一下。
若有中醫叫你打完疫苗後別來
吃中藥，會相沖，這些中醫真
的不用再看了。正常的中醫都
會叫你清疫苗毒，一是病毒，
直接入血繞過全部免疫屏障
（呼吸和消化系統），最好還
是靠中醫的力量去扶助內裏的
器官去清毒；二是疫苗內的佐
劑、防腐劑、基因改造產物等
等，雖然量少，但還是外物，
也要掃一掃。最好是中醫把脈
看什麼器官受感染了（因為跟
血走，所以什麼器官也有可
能），再用中藥或針灸幫身體
排一排。
接下來就是對自己的照顧，
多喝水，戒生冷酒精，多休

息，不做過量運動。若是發
燒，不要隨便用退燒藥，身體
燒起來免疫系統增強多倍，這
是西醫也承認的，靠熱力去幫
身體打仗吧。發燒的話不是壞
事，身體有反應才好。發燒就
保暖、浸腳、吃清淡一點，最
好多吃粥，不要給胃部添加其
他負擔。
西方人做法是服維他命C和

D，就是正常的流感處理，他
們流傳用檸檬蜜糖，我覺得中
國人可用薑蜜，隨自己一向的
習慣。另外可以去做按摩，有
發冷的話自己可以按腳、浸
腳。很多人接種疫苗後會肌肉
酸痛，找不到合適中醫的話，
就去做做簡單的薑油按摩或推
拿，其間注意保暖。拍打一派
有提過接種疫苗前可以多拍打
背部，扶一扶正氣。
接種疫苗前幾天要多休息睡

好，有病真的不要接種，等一
會。接種當天可以多搽茶樹、
丁香等精油，在針口附近一直
搽至心臟。祝大家好運。

最近與多位樂壇友人茶敘，看見他
們臉上都掛着久違的笑容，亦感受到
他們的愉快心情；近年黑暴的荒唐損
人不利己的種種行徑，加上疫情等困

境的氛圍下，生活的確挺折磨人的。
「大家都盼望着黑暗之後能見到黎明，電視台

舉辦製作的音樂節目，或是歌唱比賽、藝員訓練
班等等，也能為香港的演藝事業帶來點點曙光，
姑勿論成績如何，更現實一點說至少有部分人
『有工開，有飯食』吖！可能現在工作量比以前
多，付出的努力和體力更多，但情緒上卻是『正
能量』的思維增加了，大家更懂得珍惜目前的工
作，少了抱怨。」
樂壇友人續說︰「像TVB的歌唱比賽節目的參
賽者雖然年紀輕輕，不過他（她）們的唱功都以實
力說話，引起不少思維正面的觀眾及香港市民的客
觀評價，證明仍有很多很多的香港市民，對樂壇及
新晉歌手頗有期盼，因為有參賽者的表現驚艷到觀
眾了！若對他們再加以培訓，多些鼓勵，這批年輕
人前途應是無可限量，最好為香港增添多幾位歌王
歌后。」
有音樂導師表示，不知道年輕的歌手是否會繼續

在歌唱道路上前行，但相信當他們在某年某月回首
時，會發現每次的舞台經歷和經驗是以後花多少錢
都買不到的︰「有年輕歌手說希望自己在樂壇能像
偶像般名成利就，而我只會跟他們說，不必仰望別
人，先走好自己腳下的路！是舞台抑或是事業戰
場，也別拿自己的『尺』去『量』別人，雖然人生
價值觀不同，但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春來
花自青，秋至葉飄零，也是自然定律啊！所以要放
下雜念才能一路前行。」
能對自己喜愛的工作和事業有抱負的年輕人，應

予他們支持及點讚，那些於「瘋語」中抱緊「歪
理」的一群，只能說句︰「由他去吧！」

走好自己腳下的路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
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
萬重山。」伴隨着李白千古誦唱的
《早發白帝城》，我走向重慶朝天

門碼頭，登上接載近600乘客的郵輪，瀏覽長江
上中游、長江三峽的山光水色。
「峽」字的本義，是兩山所夾的狹長水道；長

江三峽，就是長江流域中，有三段兩旁滿布崇山
峻嶺，懸崖峭壁的水道。
小時候，中國地理課老師——我的媽媽——在

課堂上教會我們，長193公里的長江三峽：瞿塘
峽、巫峽、西陵峽，是我們國家大好河山的代表
作，是我們國家千秋萬代的壯麗畫卷。
郵輪沿長江自西向東邁進，站在郵輪甲板上，

驚見峽谷入口處，隔江對峙的兩面絕壁，組成了
一道天造地設的大門——夔門——兩扇巨門迎面
而開，山崖上有「夔門天下雄」5個字。長江到
此，河寬不足百米，抬頭仰望，兩岸峭壁相脅相
逼，令人嘆為觀止。「夔門通一線，怪石插橫
流。峰與天相接，舟中地窟行。」這就是以雄奇
見稱的長江三峽第一峽——瞿塘峽。
離開瞿塘峽，郵輪往東游走，不久，驚覺身在

碧山連綿，雲霧繚繞的仙境中，長江走到此處，
兩岸峽谷格外幽深曲折，峽中濕氣蒸鬱不散，造
就「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千
年絕唱——巫山到了，長江第二
峽——巫峽到了。
巫峽綿延45公里，以「秀」
著稱。遊人們憑欄眺望，欣賞巫
峽的巫山十二峰。十二峰屹立長
江南北，千姿百態，其中以神女
峰最具詩情畫意。神女身高6米
多，婀娜多姿，亭亭站立長江北
岸，迎送舟帆，引人入勝。

巫峽中有小三峽，遊人坐上小遊船在小三峽穿
梭往來。世外桃源，人間仙境，洗滌大地，洗滌
心靈，那是小三峽的完美寫照——兩岸峰巒翠
綠，江水碧澄晶瑩，迴壁萬籟寂靜，船夫矯捷撐
篙，一隻隻猴子峽壁上輕盈攀越，一雙雙鴛鴦江
上悠然戲水——這不是桃源仙境是什麼？
遊人們在小三峽中享受安寧、優美的一刻，船

拐彎了，一道奇山異峰驚現眼前，打破了遊人的
「緘默」，他們以嵯峨秀麗的奇山作背景，在船
頭留倩影。郵輪旅客全是扶老攜幼的「團體」，
他們一家一戶，呼朋結伴，互相留影；船上旅客
只有我是「孤家寡人」，我站立一旁，束手無
策，如何是好？
這時，樂於助人的「團體」來了，船上遊人紛

紛主動伸出拍照之手，更熱情為我設計拍照姿
態，小三峽溫情漫溢，言笑晏晏，滿載溫馨歡
樂。郵輪交友，這是三峽遊歷的意外之喜。郵輪
上4天3夜，我和數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遊人同在
餐廳飲食，一起到景點遊玩，舉目所見，大家互
相照應，和睦相處，樂也融融。
郵輪上有眾多壯年男女，帶着他們白髮蒼蒼的

父母來三峽，圓父母的長江夢——在我們中國人
心坎上，長江是養育我們的母親河，能來長江一
趟，能坐郵輪在長江三峽轉一圈，那是中國人一
生的情意結，畢生的夢想。

看到壯年人攙扶腳步蹣跚的父母漫遊
三峽，對父母和顏悅色，呵護備至；年
老的父母在子女的臂彎中老懷欣慰，喜
上眉梢，我為子女們的孝心，為父母們
的幸福晚年熱淚盈眶。
淚眼中，我彷彿也和父母手挽着手，

肩並着肩，我們站在郵輪甲板上，大家
一起細味長江三峽的雄奇秀麗，一起訴
說對神州大地的美好祝願……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長江三峽之一

今年 7 月 1 日
是中國共產黨成
立 100 周 年 紀

念日，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
員為這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慶
祝，那是應該的大事！但我怎
也想不到，我的女兒向我查詢
中國共產黨的事！
在這個隆重的大日子裏，國
家舉行了大型的授勳儀式，
「七一勳章」第一次頒授予29
位共產黨員，表彰全國優秀共
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
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
我特別興奮的是先父的好朋
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畫家
藍天野老師是獲得此榮譽的共
產黨員之一！儘管我才見過他
兩面，但卻一直記在我的腦海
中！
那一次的見面，記得有石慧

阿姨一起，父親還特地囑咐我
把他的畫簿帶去，那是上世紀
七十年代吧，石慧阿姨還未移
民加拿大，藍天野老師應該是
跟人民藝術劇院來港演出；而
且我的母親也一起出席，父親
行動不便，我和母親分別擔當
他的柺杖和扶手。我在那次的
聚會負責當攝影，把他們聚會
暢談的照片拍下來，收藏至
今，那些照片成了我的寶貝、
我的記憶庫！
回頭說我的女兒，她因為看
到有關共產黨授勳、慶祝活動
很受感染，那天之後她便不停
地查根問底，追問我公公是不
是共產黨員？她媽媽我是不是
共產黨員？咦，怎麼我沒有想

過父親在世的時候揭他的底
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
只知他愛國、愛香港、愛我
們！我告訴女兒家裏的確有一
位共產黨員，我介紹了他，那
是女兒的堂大哥，女兒興奮
呀，說通關之後要回內地跟大
哥詳細了解，並且要買一些關
於共產黨的書籍，大哥得知二
話不說，第二天便寄了過來，
讓阿妹慢慢認識中國共產黨！
女兒的轉變令我很高興，相

信公公婆婆在天上也感到欣慰，
這一代人活得暈頭轉向，不知東
南西北，不知怎麼做人，沒方向
沒理想，混沌不堪，被有居心的
人害得不似人，我家中猶幸當年
父母的影響，走正途的還是大多
數，不知青紅皂白的，唯有不停
地用正面的態度，希望改變到多
少便多少，我們也必須盡力改變
他們的思維，糾正他們的歪念、
歪理！

七一的意義

不出所料，重新恢復舉辦後的香
港書展，讓四面八方匯入會展中心
的人群，比潮水還要洶湧。即便我

特意揀在周五下午快3點了，才慢慢騰騰出門，還
是免不了被擁陷在灣仔的天橋上。擠出一身汗事
小，仍未徹底清零的疫情，着實讓人心驚。所
幸，香港人大都守秩序，口鼻遮在口罩裏，警惕
藏在舉止中，隊伍再擁擠，前後也都還留有距
離。緩慢前行的人龍裏，結伴而來的年輕人居
多，並肩而行的，三五一簇的，幾乎沒有看到勾
肩搭背過於親密的。囿於疫情，在人多的場合，
年輕的脾性裏，最容易情不自禁地忘乎所以，也
被科學防疫的文明習慣給克制住了。可見，明公
正道是非分明的教育，還是少不了的。
人頭湧湧，一絲風也擠不進來，直到進了會展

中心，正面襲來的冷氣，瞬間將所有的焦躁都吞
沒了。會展中心空間高挑，巨大的玻璃幕牆外，
是川流不息的車輛，和維港風平浪靜的一灣碧
波，幾隻輪渡悠悠蕩蕩。香港就是這個樣子，明
明是在同一個時空，喧囂與寧靜，忙碌與閒適，
赤貧與巨富，一起湧到你的面前，叫你百思不得
其解，又不得不欽佩這一切都相處得坦然自若。

我常常在休息日的傍晚，沿着堅尼地城海旁，
一路跑步到添馬公園。看着夜燈，在高低錯落的
大樓玻璃幕牆外，逐次亮起，霓虹閃耀，色澤變
幻，宛若屏風上裊裊娜娜的仕女，珠翠滿頭，玉
壺流轉，甚是華貴動人。拖着汗津津的身子，從
中環摩天輪旁的天橋，逕直走向這幅華貴屏風的
深處。寸土寸金的地段，樓宇林立，形制各具匠
心，臨街舖面的櫥窗裏，馳名世界的衣物和飾
品，在塑製模特窈窕的身上，典雅華美。駐足街
口，等待紅綠燈的一群中環白領，衣冠得體。街
邊的飯莊和酒家臨窗的桌椅前衣香鬢影，推杯換
盞，掩映霏微，一派富足盛世的模樣。一步之
遙，拾階轉入緊鄰的後巷，老舊的唐樓擁擠狹
窄，昏黃的燈影下，販夫走卒，引車賣漿。間
或，會看到一個執紙皮的年邁老婦，推一輛載滿
紙皮的手推車，吃力地躬身埋頭推車。在街角一
個隱在暗影裏的台階上，我看到一個蜷縮着身子
的瘦小老婦人，孤獨地窩在那裏。她的腳邊，一
隻敞口的手提袋，散亂地塞了一些衣物。
書本裏描繪的人世滄桑，字裏行間瀰漫着的悲

歡離合，遠不如現實生活裏，一處不經意間闖入
的場景，更能觸動人心。

展館裏密集的人群，猶如群蜂覓食，或是聞香
識書，或是隨機選擇，不斷在各家出版社書台高
築的展位上，尋尋覓覓，翻翻撿撿。不少有備而
來的人，攜帶了拉桿箱、雙肩背包、文藝味道十
足的原色單肩布包，才一會兒工夫，看起來已經
有了要滿載而歸的跡象。
論起選書的方式，在這樣的環境裏，除了瀏覽
各出版社主攻的出版題材，和書籍裝幀方面的設
計特色，我決計是一本書也買不到的。以前專職
讀書時，我選書的方式有點類似果農摘桃子，一
個作家就是一棵結滿了桃子的樹，在圖書館和書
店把他出版的所有書籍，全部找出來集中看完。
工作之後，專注於閱讀的時間有限，選書的方式
不經意就變成了葡萄爬藤，每讀完一本不錯的
書，就會順着這本書的方向，找到與之相關聯的
另外一本質量不錯的書，接着往下讀。經常會從
正讀的書中，發現有趣的人物和書籍，立刻寫在
便籤上，得閒了就趕緊買回來，等手頭上的讀完
了，立刻接續上。到了年底粗粗一盤點，雜七雜
八，枝枝蔓蔓的，連瓜帶蛋，竟也似一座小果
園，咂摸了不少特別的滋味不說，雜學旁收的，
也長了不少的見識。

選書的方式

記得內地有一位追逐風暴的攝影師很
特別，嘗試用無人機去拍攝難得的風雲
際會場面。他與相機、無人機遙相呼
應，常要經歷一次次被狂風暴雨侵襲的
險境。有時，為讓相機盡可能少淋雨，
他把傘繫扣在上面，自己則要蹲在柏油
路面上淋個濕透。後來他學乖了，自己

事先總要多備上一件雨衣；畢竟身上沒有雨
具，就沒有遮蔽和溫暖。
我所在的城區下雨時，街道上多的是一片花

花綠綠的雨傘，路邊亭子裏會有幾個望雨閒談
的人。說到這兒，想起一位朋友對我說的故
事：去年夏天某一傍晚，出門散步時他沒怎麼
注意天氣預報，沒帶雨傘；正走在往常散步的
路上，突然狂風大起，大雨瓢潑。遂躲入附近
一戶人家的屋簷下，可雨一直下個不停，持續
了很長時間，氣溫驟降，冷得超乎尋常。
這時，朋友發現這家門口竟放着一個傘筒，
裏面還插了一把雨傘。於是，朋友按下門鈴，
不一會兒裏邊就有人回應了。朋友隔着門說：
「不好意思，我是在這裏躲雨的路人，能借用
一下屋外的傘嗎？明日我就送來。」
「可以的，就是為避雨人準備的。雨小一點
兒，再走吧。」搭話的人聽着像是一位老先
生，話裏充滿了慈愛。朋友借下這把傘，順利
地回家了。第二天是晴天，傍晚散步時，朋友
帶上這把傘還給人家，同時帶去了一大盒口
罩，藉以表達謝意。朋友把一大盒口罩放在傘
筒旁，沒有打擾人家，自然也沒按門鈴。
朋友一臉真誠地對我說，如果自己日後不再

住樓，而去住獨門獨院的房子，也要在門口置
一個傘筒，裏面插一把雨傘。這雖是積德行善
的小事，卻非常暖心。幾日後，當朋友又經過
那戶人家時，看那個傘筒上貼了一張紙條，還
畫了一朵紅花。仔細看，紙條上寫着：「謝謝
借傘人的口罩，傘傘相遞，心心相知。」
朋友對陌生人的善意，可謂感同身受。一次
去華山旅遊，在北峰口險道擦耳崖遭遇大雨，
在緊貼崖壁凹處避雨。此時，從天梯下來幾個
人，看到我們一行人狼狽不堪的樣子，紛紛脫

下身上的雨衣說：「送你們了，我們要坐纜車
下山，離這兒不遠……」說完，不由分說把雨
衣塞到我們手中，便飛快地走了。
我從小喜歡藍色，特別是最心愛的藍雨衣。
曾幻想自己穿着藍雨衣在十字路口東張西望，
看撐着各色雨傘的行人從身邊走過。但小時候
媽媽對我看管很嚴，有次下雨，我偷偷穿上那
件藍雨衣，卻迷路了，是一位陌生阿姨送我回
家的。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束光，並不耀
眼，卻能穿透雨霧，足以讓人感動、流淚……
從記事後，我就曾一度盼着下雨，為的不是
打雨傘，而是穿雨衣。那一回，媽媽和小姨帶
我逛商場，我見貨架上的一件藍色雨衣，就喜
歡上了。買完後，我說：「咱們快回家吧！」
等到了家，我三下兩下換上雨衣，不肯脫下。
媽媽看着我，說：「雨衣不透氣，要捂出汗來
了。你發什麼神經，小心感冒！」
從那兒以後，我天天盼着下雨，盼着雨滴在
我的藍色雨衣上。可天公不作美，總是不下
雨！我唸叨着：雲朵你太不爭氣了，不要盡搞
些詩情畫意了，來個黑雲壓頂吧！太陽你太霸
道了，不要盡搞些火焰噴湧了，要不莊稼地都
要冒煙了！東風你太偷懶了，不要把海上的溫
濕氣流都放跑了，小心我告你一個瀆職罪啊！
終於，天色陰沉下來，老天要下雨嘍！我跑回
家，剛準備換上藍色雨衣，卻被媽媽盯上了。
「你幹啥去，不是還有一項作業沒寫嗎？這天
兒，馬上就下雨了，你給我好好在家待着。把那
項作業寫完！」我有些氣急敗壞，但還是一聲不
吭地走到書桌前，一邊寫作業，一邊看着窗外的
雨景。「嘀嗒——啪啦——」窗外的雨聲，彷彿
為我撲簌簌的眼淚伴奏。我知道，這該死的作
業，只是心底裏的替罪羊。媽媽呀，您怎麼看不
懂兒子的心呢……3年之後，我在日記中把這段
雨衣故事寫了出來，媽媽讀了一遍又一遍。她歉
疚地說：「孩子，是媽媽粗心了。我忘了，你身
上還有天真之氣。」那天，正下着小雨。突然，
媽媽把我叫過來：「孩子，那件藍色雨衣太小
了，你已穿不下。總把它壓在箱底，還不如用幾
根木棍將它撐開，為院中的鬱金香花擋擋風雨

吧，也提醒媽媽不要忘記對你完整的愛。」
雨傘雨衣的故事，總盛着難以言說的愛，讓
人欲說還休，感慨良多。前段時間，身為老師
的我，講一道語文閱讀分析題，讓同學們各抒
己見。在一個大雨天，看見前面有一個女人沒
帶雨傘，懷裏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籃子。有
個男人主動把自己的雨傘遞給女人，然後接過
孩子抱在懷裏。請問：這個男人為什麼要這樣
做？同學們七嘴八舌地猜開了，有說這個男人
是賣傘的，有說這個男人是人販子，有說這個
男人想追求這個女子，還有人說這個男人是她
的丈夫。回答五花八門，我鄭重地把答案寫在
黑板上：那個男人的名字叫雷鋒，為群眾擋風
雨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同學們看後，連連擺
手，說不可能，這太不現實了。同學們看着我
嚴肅的表情，突然有位同學站起來發言：「雷
鋒是那個時代的精神縮影，也是今天我們的學
習榜樣。我能想像他遞傘時露出的臉龐，那個
瞬間，只能從他的眼神裏去領悟，我們才能福
至心靈。」
我為這位同學的精彩發言鼓掌，我說：「人
的境界高時，有時並無常理。」同學們聽後，
好像有些懂了，相繼跟着鼓起了掌。湖南瀏陽
話把雨傘叫「遮子」，「下雨要打傘」換成瀏
陽話就是「落雨天擎遮子」。「遮子」的存
在，其實就是「人之溫暖情致」的表現；「遮
子」的易手轉場，就是「人心」的在場。我所
在的城郊，有一位心腸極好的「雨傘老師」，
姓郭。她用自己的行動和人格，不斷激勵和塑
造同學們的人品。她先是買了幾件雨衣，每逢
下雨就發給路遠的同學，然後讓同學們改天再
帶回雨衣，並號召同學們也跟她學，事先能多
準備一件雨衣就多準備一件，以便解急之用。
有一次，放學時突發暴雨，班上的雨具全都
借出去了。天已經很晚了，郭老師正要冒雨回
家，突然在門口過道上發現了一件陌生的雨
衣，上面有一張字條寫着：「郭老師，請穿上
這件雨衣吧，別淋着雨回家。您的學生張馨
蕊。」郭老師笑了，這是那個原來只顧自己穿
雨衣回家的女同學。

雨傘雨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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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崙縱橫捭
闔，幾乎征服了
整個歐洲。當他
揮軍一舉攻佔了

莫斯科後，才知中計。
莫斯科發生大火，處處廢
墟，加上補給及國內問題，被
迫主動撤退。
法軍慌忙撤退中缺乏全面的
部署，受到俄軍的追擊，潰不
成軍，死傷枕藉。
拿破崙返到法國，只剩下3
萬軍隊（一說6萬），幾乎全
軍覆滅。對拿破崙這次慘重的
失敗，法人自圓其說是「敗給
俄國冬天的將軍」。
托爾斯泰以超人的意志力和
堅韌的毅力，大寫這次法俄戰
爭整個過程，力求還原這次戰
爭的真實歷史。
托爾斯泰撇開所謂歷史學家
和政客對這次戰爭的判斷和結
論，引用大量原始史料及個人
的觀察，夾敘夾議，穿插戰時
俄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俄
國四大家族的盛衰興替，同時
描述了發生在這錯綜複雜時代
背景下的動人愛情故事。
托爾斯泰的筆下：「最初是
一片靜止的海洋。俄羅斯社會
在戰爭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
先的100頁，以極準確的手法
與卓越的譏諷口吻，映現出浮
華的心魂的虛無幻滅之境。到

了第100頁，這些活死人中最
壞的一個，瓦西里親王才發出
一聲生人的叫喊：『我們犯
罪，我們欺騙，而是為了什
麼？我年紀已過五十，我的朋
友……死了，一切都完了……
死，多麼可怕』！」（羅曼．
羅蘭，下同）
「在這些暗淡的、欺妄的、
有閒的，會墮落與犯罪的靈魂
中，也顯露着若干具有比較純
潔的天性的人——在真誠的人
中，例如天真樸訥的皮埃爾祖
霍夫，具有獨立不羈的性格與
古俄羅斯情操的瑪麗亞．德米
特里耶芙娜，飽含青春之氣的
羅斯托夫——在善良與退忍的
靈魂中，例如瑪麗亞公主；還
有若干並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
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難的人，
如安德烈親王。」
我對羅曼．羅蘭把安德烈親

王列為「不善良但很高傲」的
一群，有不同的意見。
在小說中，安德烈行止正

派、作風嚴謹，受到作者托爾
斯泰的充分肯定。
安德烈極力把農莊的農民從

過去被壓迫奴役的狀態中解放
出來，給予平等的待遇。
不管怎樣，俄羅斯人在經歷

了這場戰爭的殘酷蹂躪，滿目
瘡痍，有多少人家破人亡？！

（讀《巨人三傳．托爾斯泰》札記，之三）
●長江小三峽上小遊船。

作者供圖

●藍天野老師（上圖左）
與林擒、石慧（下圖右
二）難忘共聚！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