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爾斯泰之死

中醫骨科
太太近期和同
事一起去訪尋不
同的骨科醫生，

說的是中醫的骨科，當中會有
附以針灸、拔罐等，但大部分
都是徒手整骨的。一些則是推
拿類的，有部分會用脈衝或電
子儀器，各式紛陳。
總結一下經驗，還是徒手做

的最到家，富經驗的醫師一看
一摸便知問題所在，好比「人
肉X光」。最厲害是立即提及
與內科的關係，如盆骨移位所
以令病患一直大便欠佳，胸骨
傾斜所以影響肺部及胃脹——
病人往往未說話，已被醫師一
矢中的道破要害，當然令人信
心大增。
上星期遇上一個同樣去求診
的病人，他已因不能長站或長坐
而停工，本身是大廚，初到醫
館，每十分鐘便要去一次洗手
間。其他病人也立即留意到，那
是他第一次來醫館，整骨復位
後，出來不斷喝水，原來想試試
自己的膀胱還有否受壓，結果坐

了半小時也不用去排尿，便興奮
得跟周圍的病人說自己的歷史
了。他說已試過不少物理治療
師和脊醫，也醫不好。醫師說
他應是長期站立及拿鑊鏟，引
致移位和痛症。醫師要他在床上
擺不同姿勢，左推右按，每次均
不用試位，一啪即響及感覺到血
湧回去應去的位置。
太太自己也做過，短短5分

鐘的復位，已令疼痛減半，但
盆骨附近肌肉都酸了。醫師說
因為大部分人都有移位問題，
復位後有一些不常用的肌肉重
拾功能，便要重新學習如何支
撐骨頭。
另一友人看了另一醫師，復

位時間較長，但之後睡眠質素
好了，連看皮膚科醫不好的暗瘡
也好了。現代人不是對電腦就
是對手機，筋骨會產生很多問
題，且影響內臟。中醫的厲害之
處，就是把人整體地治療，絕不
會分崩離析地拆解人體。雖然
表面上是骨科，但最後處理的，
並不只是筋骨上的問題。

托 爾 斯 泰 夫
人對托爾斯泰
理念的急遽改
變，──拋棄原

來的文學創作，而熱衷於反
對不公義社會的激烈主張和
行動感到困惑和苦惱。
她愛丈夫一如既往，她「愛

『和他結合為一的』偉大的心
魂的仁慈，愛他心地的純潔，
愛他坦白的英雄氣，她窺見
『他走在群眾之前，指示人類
應取的途徑』。1910年12月1
日，當神聖宗教會議開除他的
教籍時，她勇敢地為他辯護，
聲稱她將分擔他的丈夫所能遭
逢的危險。但她對於她不相信
的事情不能佯為相信。」（羅
曼．羅蘭）
托爾斯泰夫人對丈夫的偏執
言論和獨斷的過激行為，難以
苟同，表現在生活中，她只有
加以勸導。
托爾斯泰「他在家庭中間精
神上是完全孤獨的。懂得他的
『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醫
生』，所以他急於要離開這個
他『陌生』的家庭。」
1910年10月28日的清晨5時
許，由好友馬科維茨基醫生陪
隨着；托爾斯泰突然背着家
人，悄悄離開了亞斯納亞．波
利亞納。只有他的女兒亞歷山
卓，「他的親切的合作者」知

道他動身的秘密。
當日晚6時，托爾斯泰到達

奧普塔修院，俄國最著名的修
院之一，他以前曾經到過好幾
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
晨，他還抽空寫了一篇論死
刑的長文。
10月29日晚上，他到他的姐

妹瑪亞麗出家的沙莫爾金諾修
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訴
她，他欲在奧普塔修院中度他
的餘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
工作，唯一的條件是人家不強
迫他到教堂裏去」。
他留宿在沙莫爾金諾，翌日

清晨，他在鄰近的村落中散步
了一回，他又想在那裏租一個
住處，下午再去看他的姐妹，
5時，他的女兒亞歷山卓不湊
巧地趕來了。
她是來通知他說他出走後，

家人已開始在尋訪他了。
托爾斯泰獲悉後，在夜裏立

刻動身，托爾斯泰、亞歷山
卓、馬科維茨基向着克謝爾斯
克車站出發，也許是要從此走
入南方各省，再到巴爾幹、布
林加列、塞爾別各地的斯拉夫
民族居留地。
在途中，托爾斯泰不勝疲

累，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
了，不得不在那裏臥床休養。
一代大文豪便在那裏羽化！
（讀《巨人三傳．托爾斯泰》札記，之十一）

最近，內地娛樂圈演藝人的品德操
守問題，醜聞樁樁件件被揭露了，因
為內地政府及執法部門的介入及執
法，令內地娛樂圈也「炸開了鍋」，

很多人就覺得那幅「遮醜布」快被揭開了，等着
「睇好戲」呢！
客觀而言，放諸世界各國各地的娛樂圈都有「水

深」的一面，百步笑五十步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理
智的人也理解從事自然的環境亦充滿着危機︰「不說
其它的了，這次確是『濫觴』在於內地娛樂圈發生
了，然而娛樂圈範疇廣闊，讓人詬病的事情多的是，
不少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些早已令人氣得都
『肺氣鬱結』，那又如何？常言道許多的人與事往往
是『雙刃劍』，但依然有人不惜飛蛾撲火，所以既然
是自己的選擇，就要為自己的選擇埋單，不客氣也要
說一句︰『有什麼好抱怨的』。」
不能否認的是演藝人（包括公眾人物）的言行，很

多時是影響着年輕人的價值觀和心智，整治歪風乃必
要的做法；加上近年有些傳媒為了流量，故意帶風向
製造矛盾及事端，兼且有不理智追星的粉絲，不被他
們喜歡的演藝人說錯一句話，隨時被罵得狗血淋頭，
甚至無法在娛樂圈立足（觸犯法例者除外）；而使人
更費解的是明知其德行出問題的演藝人，仍有腦子進
了水的人去盲目吹捧他們︰「那些不守規矩，滿心滿
眼只有自己利益的製作公司、製作人等娛樂圈中人，
心裏總想着︰只要家裏紅旗不倒，外面就彩旗飄飄！
習慣了就放肆。」
雖然同一件事，千人有着千人看法，不過誰也知道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的道理，故此法則還是要好好地設
立，所謂「敲山震虎」，至少有警惕世人的作用，強
制行業回歸較健康的發展軌道上，亦是必須的做法，
千萬不要「雷聲大雨點小」呀！

為自己的選擇埋單
離開浦口火車站，我踏進浦口

碼頭，登上渡輪，從南京長江北
岸返回南岸的中山碼頭。
渡輪甲板上，看着浩瀚長江，

迎着陣陣江風，心裏總是無法平靜，眼睛硬是
冒出炮火連天、萬船齊發的長江景象，景象中
最清晰的是一個14歲小姑娘——個子瘦小，一
條辮子甩在胸前，穿着小破棉襖，在風高浪
急、炮火紛飛的江面上，揮動她幼小而有力的
手臂，奮力撐動小木船，把船上30位解放軍從
長江北岸送到南岸。
經歷3年國共內戰，1949年年初，中國長江以

北地區已在解放軍統領之下。當年2月，百萬解
放軍集結長江北岸千里江邊，準備向南強渡長
江，向國民黨南京政府發起大規模進攻，劍指首
都南京，繼而解放全中國——這就是歷史上著
名的渡江戰役。解放軍當年物資缺乏，裝備落
後，作戰依靠百姓全力支援，短短2個月，徵集
近萬艘木帆船，和300多萬民工參與渡江戰役。
1949年2月，解放軍來到小姑娘家鄉，長江邊安
徽省無為縣，為渡江作戰招募民船船工。
小姑娘家境貧苦，7歲被賣作當童養媳的她，

日夜操勞，卻從未嚐溫飽滋味。「打過長江去，
讓窮人都過上好日子！」這信念讓小姑娘熱血沸
騰，她偷偷帶上家裏的船，第一個報名參加渡江
突擊隊。
1949年 4月 20日夜，渡江戰役的號角吹響

了，小姑娘準備開船渡江，船上30位解放軍看
見她這麼小，硬不讓她開船，她躲在一旁，待船
開動才奮身跳上船去；她挺立船上，拚力划槳，
船隻飛快向南岸破浪前進。南岸國民黨軍的機槍
炮彈曳着熊熊火光，向小木船狠狠打來，與小姑

娘同行4艘船中，2艘被炸毀沉沒，小姑娘右手
臂受傷，血流如注。小姑娘完全忘卻危險，更顧
不上包紮，她只有一個念頭：「必須把第一批突
擊隊員送到南岸，只有前進，沒有後退！」40
分鐘後，小姑娘把30位解放軍安全送上南岸。
南岸的國民政府軍藏在碉堡裏，以猛烈機槍火
力，阻止上岸解放軍挺進。小姑娘熟悉地形，自
告奮勇帶領兩名爆破手炸毀碉堡，讓解放軍長驅
直進。返回北岸時，她又從江中救起幾位受傷的
解放軍。這一晚，小姑娘橫渡長江6趟，運送3
船，約100名解放軍送到南岸作戰。
1949年4月20日晚，那是滾滾長江有史以來

最壯觀的一天——波瀾壯闊的長江江面上，硝
煙瀰漫，萬帆競發，每一艘木船上，滿載英勇善
戰的解放軍，及視死如歸，對美好生活無限嚮往
的勞苦民工；百萬雄師，萬千民工，萬張白帆，
代表着4億中華民眾，捨生忘死，前赴後繼，向
着獨立、自主、強大的中國奮勇進發。
1949年4月20日晚，那是滔滔長江有史以來

最有意義的一天——洶湧澎湃的長江水，誓把
中華民族百年的苦難和悲痛，擊個落花流水，煙
消雲散。1842年《南京條約》，中華民族遭受
列強欺凌，飽受恥辱；1937 年「南京大屠
殺」，中華民族慘遭日本侵略者無情殺戮，慘絕
人寰——近代南京，見證侵略者的卑劣和兇
殘，流淌中華民族的血淚與苦痛。
大江東去，驚濤拍岸，萬里長江，向前奔

流。中華民族的哀痛與屈辱，付諸東海，一去不
回；「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壯偉畫卷，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時代巨變，再邁向「現代化強
國」的美好願景，在14億國人面前徐徐展開，
迸射着溫暖恒久璀璨亮麗的光芒……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南京之二

李居明大師又
再與新光戲院續
約，這對戲迷而

言是喜訊，對致力粵劇發展的
李居明大師同樣是喜訊！李居
明大師把努力賺來的錢，於過
去的十年，投放在新光戲院、
投放在粵劇、投放在舞台表演
上是一個頗為不小的數目，他
說別人形容他是「賣肉養孤
兒」！他笑言這形容有點誇，
卻又的確頗貼切！他不單做粵
劇也做電影，近年拍的紀錄片
已完成了7部，全由他親自選紀
錄片題材、選演員、選拍攝場
地。之外他最近更舉行書道書
法展，那是他積聚30年修行而
創寫的書法作品，於9月15日
至19日在灣仔藝術中心展出。
新光戲院續約問題圓滿解決
後，主事人李居明終可一展抱
負，放手將新光打造成多元化
的文化藝術殿堂。「我會好好
利用續租十年時間，新光不會
單一在戲劇方面，除舞台演出
外，新光數碼影院將會放映更
多精彩電影，特別是紀錄
片。」他透露日前剛與製作團
隊完成最新紀錄片
《易經風雲錄》大
綱，短期內即投入
拍攝，作為新光今
年賀歲電影（2022
年2月）公映。
李居明表示之
所以選擇易經為題
材，因易經是中國
最偉大的作品，與
韋陀經、聖經齊

名，名列世界最偉大的3部作
品，「秦始皇焚書坑儒，唯一
無燒的就是易經，此書是中國
文化精髓，述及生活中64種事
物的轉化，每件事都有一種過
程，有64種變化，易經就有64
卦，同我們生活、運程息息相
關，幾千年來影響深遠，我拍
這部片，就是向觀眾介紹中國
古文化的源遠流長，由古代歷
史講到現代社會所有問題。」
談及新光戲院發展大計，李

居明透露仍會堅持多元化路
向，粵劇方面分傳統粵劇與新
派粵劇雙線發展，近年開拓了中
國近代史粵劇，上演的《毛澤
東》、《粵劇特朗普》、《共
和三夢》都很受歡迎，非常成
功，而傳統粵劇方面會演出《大
紅袍》，民間故事《海瑞鬥嚴
嵩》是任劍輝當年名劇，今次重
現舞台則由蓋鳴暉擔大旗。
至於電影方面，陸續有新片

在新光數碼戲院公映，包括
「人鬼神系列」之《大運同
行》、《通靈師》以及即將推
出的《大剃度》，這3部紀錄片
皆在國際影展上獲得多個獎項。

續約新光

樓下的街區本就酒吧多，咖啡館也
很多。街舖的租金，最近似乎跌得有
點多，咖啡館又開多了幾間。裝修風

格各異，但都小巧精緻，或是胡桃木色的門窗，復
古典雅，或是連牆帶櫥窗，都清一色刷成淡淡的
藍，清新幽靜。
咖啡館是文青的專屬，也是附近大學裏的學生，

寫作業和發呆的地方。通常，靠近落地玻璃窗前的
位置上，總有幾個格外年輕的人，低頭看着手機。
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還有遛狗的
人，把狗繩綁在高腳凳子上，自己端杯咖啡，站在
路邊聊着天氣打着哈哈，這些人多半是外國面孔。
從面海的街邊，蔓延到叮叮車終點站的酒吧，大多
還兼職餐廳。意粉、燒春雞、炸豬扒、印尼炒飯，
應有盡有。專門去喝酒的人，一般肚子並不餓。一
盤花生米，一碟牛肉，就夠了，樓下的酒吧並不供
應這些。叫一客炸薯條、夾着牛肉餅的漢堡、蔬菜
沙律，再舉着亮晶晶的紅酒杯，小口啜着，與這裏
的氛圍更適合。
我嚮往的小酒館，是段譽遇到喬峰的那種。切半

斤熟牛肉，一碟油炸花生米，來一壺白酒，一個人
獨酌。摘下面具，放下肩膀，不用看着誰，也不需

要看着哪裏，不用一句多餘的客套話，慢慢喝，想
想事。或者兩人對飲。你斟我飲，你飲我斟，間或
碰杯相視而笑。佐酒菜不盛在眼前的碟子上，在切
中心事的言談裏，也在無遮無攔的暢快裏。
之前，一度紅遍網絡的摔碗酒，就開在城牆邊上

的永興坊。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人，排幾個小時的
隊，不為喝酒，只為體驗一飲而盡後，把那隻敞口
黑底粗瓷大碗，用力摔地而碎的酣暢淋漓。堆積如
山的酒碗碎片，我站在城牆上看着，都覺得累得慌。
庸庸碌碌地活着，每個人都有難解的題，都有要

跳的坑。孤獨這件事，是生而為人始終都要直面的
常態。父母夫妻兒女友人，只能是人生情緒的片段
和間奏，填滿全部時空的，還是無法被替代的長長
久久的孤獨。勉強自己削足適履去合群，不如沉浸
在孤獨裏。即便做了一時片刻的自己，也好疏散疏
散。酒不能解愁，也不是靈藥，卻能在緊要的時
候，讓精神放鬆下來。不緊張了，心態自然而然就
平了，再大的事情，也有不過如此兜着底。
我有一句心對心的話，沒有跑10公里解決不了的

問題。如果有，就再跑10公里。其實，也沒有什麼
是獨酌幾杯，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有，就再換一
家小酒館繼續喝。

眼下在內地，小酒館儼然已經成了門大生意。從
北上廣深，到二三線城市，街頭巷尾的小酒館，愈
開愈多。上個禮拜，就有一間專做小酒館連鎖生意
的公司，成功在港交所上市。
有人說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時代認知更迭太快，

小酒館興起的背後，隱藏着深深的焦慮。電子支付
深度覆蓋之下，銀行的ATM機（自動取款機），
一年都減少了6.54萬台，更何況是一個大腦兩條腿
的人。時代拋棄你時，連一句再見都省略了。曾經
悄無聲息間，就取代了大量櫃枱工作人員的ATM
機，也逃脫不了被更先進技術終結的命運。
社會發展就是這樣，要麼順應潮流求新求變，嗆

了水斷了尾，學會了在新的浪潮裏應對自如。要
麼，就焦慮徬徨原地打轉，最後被輕輕一掃，歸入
了永遠不再會
有人翻撿的垃
圾堆。

小酒館

花花8月份來，恰逢雞冠花開。那一
地的花，紅紅復紅紅，都是極易入目的
顏色，讓人目光投過去，就能喜悅開
懷。季節如眼下，是我見到的比任何花
季都擁有的氣勢。
雞冠花易活，好打理，撒種也好，培

養出幼苗移栽也好，都不用花費多少氣
力。自從人們種下它的那一刻，打叉剪

枝的程序，就從來沒有過。雞冠花屬於草本植
物，有着和草一樣頑強不屈、散漫自由的性
格。望着滿眼的雞冠花，奶奶說她很寂寞。
雞冠花也寂寞，無論怎麼欣賞，它們只是小
院裏的陪襯，無它，小院就透出一片荒涼的況
味。荒涼的小院裏，房子是不少的，一排排，
灰牆青瓦，住了一共三家。院子裏有杏樹，桃
樹，還有海棠樹，都不屬於秋天這個季節。它
們在春末夏初熱熱鬧鬧地過去，留下的，就只
有短暫的果實和葉子的時期。
奶奶喜歡養動物，看鄰居家養了一隻小巴

狗，她也要想養一隻貓。花花是一隻小花貓，
雖然小，卻精緻得像一隻玩偶，體格玲瓏，小
巧可愛。牠全身披滿了一道一道的花紋，清晰
的紋路，像隻豹。奶奶給牠嚼了一口饅頭，牠
不吃，再往饅頭裏埋進一隻煮熟的河蝦，牠竟
就哇嗚哇嗚地吃了。顯然，牠還是餓了，或者
是餓極了。父親在鄉村出差，路過一戶人家，
正好那戶人家裏有一窩剛滿月的小貓，主人就
給了父親一隻，父親用衣襟兜着牠回了家。
「哇嗚哇嗚」，貓進食時，會發出這樣一種
聲音，像對喜歡或來之不易的食物的讚賞。在
貓的世界裏，讚賞也是有聲音的，那是對一切
食物的感恩或者報償。聽說，牠在老家的村子
裏，因為主人的愛惜，斷奶不久就餵好吃的，
慣了口，所以每每進餐很挑食，還需要有人陪
伴。我不知道一隻貓還講究什麼進餐的儀式，
倒是奶奶每日把我喜歡吃的給牠，從此我知道
牠的地位在一個家庭究竟有多高。
「狗是忠臣，貓是奸臣。」奶奶如此和我

說。但是，她老人家就說說而已，對待這個小
小的「奸臣」，如同對待我這不是很懂動物的
孫女，或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給牠起名，起

了好多都不滿意，最後定下來叫牠「花花」，
因為牠的身上有狸貓的基因。
自然，貓咪有人愛惜，終究是好事。彷彿知
道有人疼牠，牠竟然不吵也不鬧，顯得很乖，
小傢伙很討人喜。牠喜歡在奶奶身邊曬太陽，
像尾巴一樣和家人黏在一起，有時候一不小心
就會踩了牠的腳。你愈是喜歡牠，牠愈是在你
的膝下繞來繞去，那黏人的樣子像扭秧歌。
從此，我家裏來了一隻喜歡扭秧歌的貓。牠
的乖巧和可愛是屬於奶奶的。奶奶餵牠，給牠
洗澡，容牠睡在自己的床上。推開奶奶的房
門，一個方正的貓窩擺在屋子的正中，那貓窩
是用一塊棉絮加外面兩尺粉紅花布做成的。
夏天，牠和奶奶逗樂，用盡了各種撒嬌賣萌
的聲音，叫得人心裏酥酥的、麻麻的，讓人無
法不去疼牠。冬天，就睡在奶奶的懷裏，我和
奶奶一床睡覺，聽到牠發出的咕嚕咕嚕的聲
音。牠曾偷偷爬進過我的被窩，半夜三更醒
來，一伸腳，感覺腳頭有個暖暖的、柔柔的東
西，剛開始時會嚇一跳，接下來就離不開牠
了，總之把腳伸給牠舒服極了。在那冬天沒有
暖氣的時代，牠實在是一隻可以暖腳的好貓。
奶奶在我家住了數月，貓咪也在我家幸福了
數月，奶奶一走，就沒有人管牠了。父母上班
忙，我們都出外讀書。奶奶總是在牠快要走丟
的時候回來。牠總有個家在等着牠。這時候，
牠已經長大了，體型有了明顯的變化，眼睛裏
有了人類所熟悉的那種光，篤定，且犀利。利
用那道光，偶爾還會逮個老鼠回來，扔在人們
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扔下老鼠，功臣一般虎視
一番，伸個懶腰，跳上門前的構樹，再跳上旁
邊那道牆，趴在牆上曬太陽。
牠什麼時候開始流浪的，誰也不知道。開始
我們只是簡單地認為，牠每次出走之後還會回
來。那時候，村裏不多貓的人家，住在平房的
人家，用牠來逮老鼠，所以都稀罕貓。有一隻
公貓，不知誰家所養，總在我家門前轉來轉
去，我懷疑是牠領走了花花。花花是一隻女
貓。多少年後，我還是懷念我們家的那隻貓。
再後來，那種常見的，樸素的狸花貓已經不
多見了，更多的是黑白花貓、橘貓、白得如雪

絨球般的貓。牠們偶爾出現在人們的視野裏，
到處流浪。牠們的前身，應該是稀有的那種寵
物貓，走失之後，或者被人拋棄之後，在流浪
時繁衍的後代。
我已經不再只叫牠花花，而是叫更多的貓為

「貓咪」。我見過的貓太多了，牠們何曾有
名？在自然界的風風雨雨中，牠們的生命轉瞬
即逝，很多都來不及給牠們取名字。
時隔40多年後，我還餵過一隻貓，我很自然

地叫牠「貓咪」。那是我第一次餵貓，在一個
山區偏僻的小村，一個飯店裏，我們去趕一頓
午餐，無意中發現了那隻貓，牠太小，走路東
倒西歪的，弱不禁風的樣子，顯然是餓暈了。
再這樣餓下去，說不定會死去。
難道連點泔水都不肯施捨給牠嗎？還要牠蹲

在飯店門口小心翼翼地討飯吃？看着飯店主人
對牠冷冷的樣子，我把牠帶回了城裏，在樓下
的一個小夾道給牠搭了個窩。剛開始，我用火
腿腸餵牠，後來又專門給牠買了貓糧。牠變化
得很快，小小的身子不過兩天就舒展開來，長
長地舒展一下身，還要時不時地跳上一跳。終
於有一天，牠被好心人收養，送到鄉下去了，
希望牠能過得好。
還有一隻貓，是我家附近的一戶人家的。牠很

小，牠的主人出門，託我給他暫時餵養兩天，不
知不覺，我給他餵了4天。因為我們家裏有貓
糧。推開他家的柵欄門，輕輕一喚，那隻小小的
貓咪就慌慌張張地跑出來了。那竟是一隻小奶
貓。好像也不知道熱，大熱的天，牠躺在門前的
台階上，四仰八叉地曬太陽。我給牠一碗水，又
撒下一把貓糧，牠趕緊爬起來吃，一邊吃一邊發
出「哇嗚哇嗚」的聲音，和當年的花花毫無二
致。當年的花花在我的記憶裏復活了，儘管眼前
已是又一代貓咪們的天地。
附近有貓，牠們躲在暗處，很膽小。這些幼
小的生命，等着人類去關懷，一如作為人類的
我們，渴望大自然的厚待一樣。從那時起我開
始餵流浪貓，每天早晨或黃昏，我去散步的時
候，都要帶幾把用塑料袋裹好的貓糧，在牠們
經常出沒的地方撒一些，當我再散步回來，那
些貓糧已不知去向。

養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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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在他的大型書法作品前拍照，甚有
氣勢！ 作者供圖

●中西區街頭
的咖啡館。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