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辦法還是藉口？

台上台下熾熱互動
因為疫情遍布於
世界各地，喜歡旅
遊的人自然暫時不

能「周遊列國」；在中國已旅居
了三四年的外籍音樂創作人Edwin
表示並不急於回國，隨遇而安是
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踏足世
界不同角落，親身接觸不同文化
的音樂、樂章和歌曲，寓工作於
享受生活的一種有「養分」的心
態。
Edwin也有自己樂隊組合，而樂
隊在他的國家亦略有名氣，他坦
言曾到過及接觸多個國家的音樂
文化，對樂隊在創作方面有一定
的靈感啟發，也許目前有部分未
能「用得着」，但各種音樂文化
可以交流碰撞，他自己之所以特
別喜歡留在中國，皆因這個國家
的音樂文化領域很廣闊，包括不
同方言的戲曲、小調、搖滾等
等，讓他更明白很多事情，不能
只望着自己頭上那片天空，要走
進別人的音樂天空才能促進音樂
及文化向前行，所謂音樂無疆界
就是這道理；正如他們那年在某

個藝術色彩濃厚的國家，小鎮上
都有不少街頭樂隊、歌手們在表
演，形成一道和諧而美的風景線。
「我看過很多搭建頗有國際水

準的舞台，設計配合着千變萬化
的燈光，令演唱者在舞台更顯魅
力，加上歌手是實力唱將，大大
提高演出的可觀性！」Edwin更將
中國不少演唱會的正版VCD寄給
自己的樂隊成員，從不同的文化
角度享受不一樣的音樂，互相觀
摩︰「最近看演唱會的歌迷們，
又有新『搞作』，就是當歌手唱
到某句歌詞時，歌迷馬上回應有
趣而又幽默的說話，比方歌詞中
有︰『你在哪裏呀？我看不
見……』歌迷就大聲說︰『我在
這裏呀！』頓時令現場氣氛
『嗨』起來，台上台下這份熾熱
活動，正燃點着彼此的澎湃沸騰
情緒，演出者最最最愛就是這樣
的熱鬧氛圍啊！」
而用Edwin英文諧音「穩贏」作

為自己中文名字的Edwin，不斷強
調，這是融入人家文化和生活最
直接簡單的心態。

上文曾提及過，
在之前的各方消息
中都透露着，東京
奧運會將於今年7月

23日如期舉行，但最近這幾天傳
媒不斷報道一些負面消息，指
「東京奧運」在疫情下可能會取
消或再延期。如果說要延期的話
等於要全世界所有的運動總會、
運動員、電視台、贊助商等無數
個單位去配合，相信是不太可能
的了；而如果真的取消呢？那整
個「2020 東京奧運」就全軍盡
墨，一無所有。
經濟損失不在話下，最慘就是
一班經過多年奮鬥而今次達到進
入奧運參賽資格的運動員，夢想
幻滅。如香港運動員比較擅長的
項目︰單車、游泳、空手道、劍
擊、體操、乒乓波等最有機會有
好成績得獎牌，這些項目的運動
員可能已接近運動員的退休之
齡，如果奧運會取消或延至幾年
後，他們還會有機會參與下次奧
運嗎？
就我個人而言是很贊同國際奧
委會（IOC）會長巴赫（Thomas
Bach）的主張︰東京奧運將會如
期舉行，沒有另外替代方案。其
實當決定是如期舉行，我們要做
的就是如何去做好這個「東京奧
運」，例如如何檢疫？如何安排
運動員入境？需要限制一些非重
要的代表團官員入境？限制觀眾
入場等等的工作？我記得2009年
香港主辦東亞運動會時，在籌備
會議上，很多政府部門不停提出
好多問題，這樣不行、那樣危
險，當時我心想︰如果樣樣也不
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什麼也不

做，那我們為什麼要辦東亞運動
會呢？我當時只是列席這個會
議，坐在大會主持旁邊，沒有身
份，所以就沒有發表意見。未
幾，大會主持表示：「無論發生
什麼問題，東亞運動會一定如期
舉行，你們受邀來開會都是各部
門的專才，你們所有提出的問題
是存在的，而你們亦該想套好的
方案去解決問題，令東亞運動會
順利舉行。」
回想我在TVB工作時也曾遇到

類似問題不少︰2012年倫敦奧運
會，開幕前十天我們才得到轉播
版權，於是馬上召開大會，我表
示有12條衛星頻道，TVB可以收
到訊號來轉播奧運各項賽事，工
程部馬上發言，他們一個衛星接
收解碼器也沒有，所以「做不到
奧運」；一個老闆接着說：「12
個衛星訊號，加上後備，最少也
要有15個解碼器才能做到這次奧
運。」我心平氣和解釋給他們
聽，既然有衛星訊號放出來，全
世界一定有解碼器去接收，我們
可以租或購買，另外香港電視頻
道有十多個訊號可以收看電視，
但我們也不必要買十多架電視機
在家中收睇的，只要用遙控選擇
我們收睇的頻道就可以，因此需
要的解碼器數量也不是那麼難以
取得，4部已經足夠。
任何時間也有問題出現，但我

們有沒有想想如何去解決問題
呢？常言道，你不想做一件事，
你會想出很多個藉口；但當你想
做一件事，你自然會想出很多辦
法。正如香港電視綜藝節目的沒
落，我們又有沒有用心把綜藝節
目做好呢？

庚子年歲末，我重修了祖墳。
說來慚愧，所謂春秋二祭，

我們一年只上山掃墓一次，而
有的親戚幾年都不會上山，當

然，移居海外的不算在內。實在說，有誰喜歡
到滿山遍野都是墳墓的地方？那些山路小徑遍
地墳墓，腳下所經過的、眼前所看到的，都是
一座座新墳與舊墳，大部分都是同村認得的，
這邊躺的是村子裏的大娘，那邊躺的是村子裏
的二叔。
山上的樹真多、蟲真多、螞蟻夠肥大、野
豬多（有200多斤）、蛇多、果子狸多，彼此
遇上了，不知道是牠怕我，還是我怕牠，說不
定還會被攻擊。所以大部分的子孫，都是匆匆
而拜山，匆匆而下山。回憶18年前，我第一
次重修祖墳的時候，曾經有一位妯娌善意地勸
說：「不要常去『那裏』！會有髒東西，我都
不去！」
但對我來說，眼見祖墳破損不堪，長滿青

苔，由於樹木太多，遮住陽光，甚至通往祖墳
的一條石徑，也變成了墨綠色濕濕滑滑，不宜
行走，由於經年不見太陽，導致祖墳周圍寸草
不生，此景使我心有戚戚，只有子孫凋零的古
墳，才落得此等景況呀！
屈指一算，對上一次的祖墳重修是在18年

前；換句話說，如果是18年前出生的嬰兒，
今天已經18歲了，如果是當年的少年，今天
已經是成家立業的青年，他們忙碌於生活，無
暇顧及祖墳的破舊；但我也聽說，有孝子賢孫
不僅每年拜山（掃墓），每隔兩年就重修。
我們的子孫，有的在英國生活，有在香港

的，但因為忙！這個18年前和18年後的重修
工作，不知怎的就落在我的身上。責無旁貸
嗎？義不容辭嗎？這都不是，是一顆中國倫理
的孝道心，當然還有另一個深層原因是，祖墳
是根之所在，是樹有根、水有源之所在。曾子

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我喜歡看族譜、祠堂、祖墳，在這裏我找
到人生的寧靜，找到不再流浪、不再飄……
的感覺。
從去夏至歲末，我親自到那滿山遍野的墳
頭監工，其中有幾次從早上太陽剛升起站着看
工人修造，直到太陽落山，回家後發現山上的
蚊蟲實在太兇了，咬得我全身都起包，之後我
懂了，上山要帶蚊怕水、無比膏、萬金油，要
穿長袖長褲；山上的蚊蟲真聰明，懂得在我的
褲管與袖口，那一圈露出的皮膚拚命地咬，所
以也只有那一圈紅腫起來，也好！集中部位容
易塗止癢膏。我請了幾位懂風水的朋友親自到
山上視察，聽了各方意見，一一做筆記，統合
起來再思考。很多的夜晚，我洗完澡，塗了止
癢膏，坐在燈下畫圖換算術理。
從庚子年盛暑經深秋到初冬，終於完成了

修造祖墳的大工程！甚至我將那一條崎嶇山路
拓寬，修剪兩旁參天樹木，以利後來。將近完
工的那兩天，我看見蝴蝶蜜蜂在祖墳四周翩翩
起舞，聽見鳥兒唱歌，聞到陣陣花香，一片祥
和之氣。
金錢有價，孝心無價。那一筆修造費用，

有親戚計較，不願分擔（既不出錢也不出
力），還有一些是非噪音，我無言。

重修祖墳記
朋友收工回家吃晚餐，突然知悉需

被「禁足」一晚。
政府在晚上宣布封閉油麻地碧街以

及東安街，居民必須午夜前接受強制
檢測，雖然有點突然，在睡覺時間被「禁足」，
也是無可厚非的事，除非你有「夢遊」需要吧。翌
日解禁，朋友如常上班，「夢境一場」，沒有什麼
不便之感。
政府總結了首次佐敦小區封閉強檢的經驗，今次

縮小圍封強檢範圍，以「打散」形式進行，加速
檢測進度，檢測操作在晚上及深宵時段完成，這
種安排務求擾民降至最低；另一項措施是半保密
式進行，時間和範圍不張揚，有點突襲形式，這也
是總結了事前張揚，造成有漏網之魚的教訓。
首次在佐敦封閉檢測的消息，在前一天下午已經

揚開，當天下午，我們區外人士已接有心人知會，
不要行經佐敦區，恐防「有入無出」；好些在該區
的居民第一時間離開，甚至不回家。可見如此「禁
足」，是相當有漏洞的。
無論採取哪種方式檢測，對區內居民或多或少

都有影響，但第二次採取更小面積的封閉，還在
一個晚上完成檢測與解封，也得到大多數區內居
民支持，有居民說，早檢好過遲檢，好過除夕晚
才封檢，可以過個安樂年。只要當局多做解說工
作，居民逃避或抗拒的情緒減至最少，政府積極
有為，是一個進步。
這兩次封閉檢測的地區，雖然在旺區，但不是核
心商業區，外區人不一定熟悉，筆者有親友在上海
街設有公司，常有往來的緣故，對此區較多認識，
該區是老香港的縮影，店舖都是小型一舖一店，或
一舖兩店，如玉器市場、建材、酒樓廚房餐具等，
當然也包括果欄、廟街夜市、粵曲歌廳，近年確是
增加了不少南亞商店。
因為黑暴與疫情的關係，筆者已經少有涉足該

區，親友的公司處身其中，在這些事件中都飽受
影響。

夢中「禁足」

地球暖化，好幾
年春節天氣都和暖
如春，害得服裝業

界為寒衣滯銷而叫苦連天，擁有
百萬皮草的名媛貴婦，也為失去
與「狐」共舞的最佳良機而悶悶
不樂。
今年可能天報佳音了，據說春

節期間，久別多年的冷空氣便將
降臨，而且或會是有史以來的
冷，大除夕甚至可能非常低溫，
預測是否準確未可知，瑞雪兆豐
年，冬天有雪總是好事，初春的雪
鬆軟，故稱「瑞雪」，因為藏在雪
底下靜止的空氣能為莊稼保暖而殺
死土壤下冬眠的害蟲，這樣便有利
農作物春天豐收了。
南方長大嬌嫩的新一代可就不
習慣了，在內地及台灣住過的朋
友就說，台灣10度比北京零下10
度還要冷，大概台灣地多空曠，
加以萊豬政治氣候早就冷透民
心，北京近年則多建高樓大
廈，石屎森林中擋了不少寒
氣，自有不同感覺。
就以同屬南方來說，澳門
冬天便比香港來得要冷，澳
門人通常也比香港人耐寒，
澳門長大的朋友便說她小學
時攝氏5度行路上學也不覺
怎樣，不像香港中學生10
多度已穿上厚外套。

這幾年在暖洋洋冬天長大的一
輩，忽然碰上一個正常寒冷的冬
天，必然更不習慣，甚至很多久
已未嘗冷風滋味的中年朋友，看
到氣象局的預測，同樣擔心到時
冷風襲來，不知如何應付，相信
這些日子，凍肉店羊肉羊腩比年
貨還輰銷，服裝店存倉多年的寒
衣也陸續出籠，多年暖冬未賺的
錢很快就賺回來；滿櫃皮草的貴
婦們一定也眉開眼笑，就算因疫
情下出席不了Ball場，也樂得可以
披裘多逛商場，一吐多年暖冬不
能衣錦見人之悶氣。
其實冬天應像冬天，對年輕人來

說，冬天還是磨練體魄的好季節。
長者自然應該多留室內，話雖如此
說，香港長者不少卻喜歡逞強學少
年，還打算迎風滑雪爬山呢，希望
他們多多保重，不要給自己和政府
及家人帶來麻煩，好好跟家人度過
平安愉快的冬天。

冷風終於吹到了！

本呆在建設新花園的過程中不僅
花了高價去買泥巴、買石頭，還為
了種植好花草和蔬菜花了不少銀子

去買各種各樣的天然肥料，比如雞糞肥料、羊糞
肥料等。
如此，便被一些來自鄉下的朋友肆無忌憚地取

笑：你們城市人真可憐，連屎都要花錢去買……
好吧，其實還沒有告訴朋友們的是，除了買過各
種各樣的家禽和動物「屎」，本呆在花園裏挖了
魚池的初衷也只是因為懷念童年的小溪而不是為
了養魚，但是後來為了獲得「魚屎」，便在魚池
裏養了一大群魚。養魚的好處很多，除卻增加了
花園裏水景的靈動，最直接最現實的結果是有了
魚兒們的排洩物的池水用來澆灌花草和蔬菜會有
一定的肥力。
魚養得好了，便惹來了經常在附近出沒的野
貓，那隻從建園開始就在我的花園裏亂竄的大橘
貓，總是趁我不注意的時候，蹲守在魚池邊，準

確無誤地下爪抓走一條又一條的小魚。想到這世
上大抵是沒有不偷腥的貓，便釋然了。然而想到
貓的「偷腥」，又很難不想到「狗改不了吃屎」。
女友朵在不久前興高采烈地養了一貓一狗，據

說都是貓狗中的「貴族」，貓和狗都是同樣的毛
髮雪白，看上去很清純，顯得「蠢萌」可愛，朵
說自養了牠倆之後，除了日日陪着玩耍，精緻的
正餐、豐富的零食一樣不缺，簡直把貓和狗都當
做自己的孩子一般寵愛着。後來連續數日發現貓
砂盆裏沒有貓屎，便以為貓的腸胃出了問題，帶
去寵物醫院檢查，醫生卻沒有發現問題。再後
來，小狗偷吃貓屎的時候被她看見了，便覺得難
以忍受，認為牠太「重口味」，當天就把「狗改不
了吃屎」的「孩子」拿去送了人。這一舉動令我大
笑不止︰人也要喝「貓屎」咖啡，更何況是狗。
其實人亦和狗一樣地重口味。譬如許多人喜歡

吃的豬粉腸、豬大腸等，即便洗得再乾淨，亦還
是裝載過糞便的容器，散發着一股糞便的味道，

但依然擋不住人們「為食」的熱情。還有雞爪和
豬蹄，兩者都是在骯髒的糞便堆裏踩來踩去的東
西，自本呆素食之後，即便只是聞到它們都會感
覺到濃濃的腥臊味兒，卻還是有那麼多的「吃
貨」對其趨之若鶩。還有過之無不及的，當屬中
藥「人中黃」和「金汁」了，前者是在糞坑內浸
漬過的甘草末，後者是經長時間發酵後的糞便，
然而兩者皆是中醫古籍和現代文獻中的解毒必備
良藥。但是若真的讓有需要的人士去吃，恐怕都
會對它們避而遠之。
當下有一流行詞曰「吃瓜」，「吃瓜群眾」喜

歡圍觀的其實多是一些明星之類的公眾人物的八
卦事件，譬如最近的某女星找人代孕又棄養孩子的
事情，被「吃瓜群眾」津津樂道地頂上熱搜，也
讓一些不關心此事的人因此浪費了時間和眼球。
中國民間稱某些好運氣為「狗屎運」，由此可見

「屎」在大多時候也是好東西。有時候，「瓜」會
污染眼睛和心靈，還不如「屎」來得單純和乾淨。

小園的肥料

時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防範
措施各顯神通。一些阿拉伯民眾正
在使用乳香來抵禦病毒侵襲。乳香
是從原產阿拉伯乳香樹上採集來的
奇異樹脂，它既是上好香料，也是
彌足珍貴的外來中藥。通常，阿拉
伯婦女喜歡把洗乾淨的衣服披在架

子上，下面放上小香爐，爐裏燃兩小塊木
炭，然後把幾粒乳香投入爐中進行熏香。穿
上這樣的衣服，能驅趕蚊子、預防西尼羅河
病毒及瘧疾、登革熱等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耶路撒冷的希伯來

大學的科學家研究表明，燃燒乳香有助於緩
解焦慮和抑鬱，慕尼黑大學發現乳香有抗炎
的特性。阿拉伯醫生阿維森納曾建議將乳香
作為治療感染和疾病的補救措施，希臘醫師
曾使用乳香治療多種疾病。乳香的醫療作用
也曾出現在敘利亞和穆斯林醫學文本中。此
外，乳香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療關節痛和關節
炎的天然藥物。乳香經萃取成為精油，在治
療痤瘡、細菌和真菌感染及撫平傷口與疤痕
方面，已成為現代芳香療法的一面旗幟。
因為乳香的香氛保持相當持久，熏過的衣

物穿在身上，整個人便被包裹在縷縷芳香
中，渾身上下有一種說不出的舒坦。阿曼與沙
特阿拉伯、伊朗及也門毗鄰，是阿拉伯半島
中唯一擁有海灘、山地和沙漠的國家。阿曼
是世界上最高等的乳香產地。乳香每年春、
夏季均可採收，以春季為盛產期。採收時，從
乳香樹幹皮部由下向上順序切口，並開一狹
溝，使樹脂從傷口緩慢滲出，流入溝中，數天
後凝成乾硬的固體，收取後即可使用。
阿曼乳香作為上帝賜予人類的妙物，充滿

了無限的神奇。天然野生的乳香樹，越是乾
旱貧瘠越是品質優異。阿曼南部佐法爾山脈
北端的內格德高原，正好滿足這種奇特要
求：粗糙的石灰石土壤、灼熱的天氣，還有
清晨露珠的滋潤。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環境，
卻產出了世界上最優質的乳香，據說一株乳
香樹每年可刮下10至20公斤的乳香。著名希
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傳世名作《歷史》

中，曾提到過阿曼乳香：「舉國上下到處飄
盪、散發着絕妙的甜香。」
阿曼最優質的乳香被稱為「銀香」。乳香

對阿曼人來說，就像一日三餐一樣不可或
缺。把幾粒白色乳香投入爐中，一絲絲香氣
冉冉升起，不但會將衣物熏得香氣襲人，而
且家中充盈着溫馨浪漫的香氛。阿曼女士或
部分男士，喜歡身體前傾，靠近小香爐，使
得香氣滲透進他們的長袍、衣服或皮膚，因
小香爐內燃燒着令人銷魂的乳香香片。
阿曼人對乳香癡迷有加，還有一個特殊表

現，就是阿曼男裝與其他阿拉伯人的顯著區
別——阿曼人長袍領口處垂下一條長15厘米
的纓穗，那是專門用來醮乳香香水的。阿曼
人行走時，有一份香氣從飛揚的衣裙間飄
出，無法言傳，這便是乳香的特殊魅力。當
然在閉目養神中燃燒乳香，可於裊裊香氣中
通往神聖境地，帶領人向心內轉移。
傳說中，使者向耶穌獻上三份禮物：乳

香、沒藥與黃金，乳香被列為「白色黃
金」。生產乳香的乳香樹是橄欖科落葉喬
木，廣布於南阿拉伯及紅海、阿頓灣沿岸。
乳香樹有着如紙般的樹皮，而樹皮裏便是它
的汁液，當樹皮被割開一個小切口，樹脂從
乳香樹幹中緩緩滴出，如同乳液一般。新鮮
樹脂的顏色呈乳白色，凝固後黃色或微紅，
呈乳頭狀，加少量水可研磨成白色或黃白色
乳液或半透明晶塊。因乳香樹流出的樹脂形
如眼淚，亦被稱為「上帝的眼淚」。
乳香香氣清盈雅緻，聞之能讓人感受到如

在宗教廟宇殿堂般的神聖氣息，具有安撫憤
怒、驚恐、抑鬱等情緒的神奇作用。埃及人認
為，乳香最接近神的氣味，可以引渡靈魂的指
引，在宗教儀式上多使用。1922年，考古學
家在埃及法老王圖坦卡門的陵墓發現了一個密
封的陶罐，裏面裝着超過3,000多年卻依然散
發香氣的軟膏，經分析其主要成分就是乳香。
中國南方氣候潮濕，蚊蟲孳生，從戰國時

期開始，為消毒和驅除異味，各地便有了在
室內熏香的習俗。早期熏香採用的是本土所
產香料，如詩人屈原詩歌中便記載了江蘺、

辟芷、申椒、菌桂、木蘭、揭車、杜衡、辛
夷等十餘種香草。但這類香料焚燃後香氣散
發快，難以保持持久。從漢代開始，廣州地
區所使用的香料出現了進口於「塗魂國」的
乳香，適宜置於炭火中長期陰燃。
「塗魂國」為今阿曼南部佐法爾省港口城

市米爾巴特一帶，是著名的乳香產地。雖東非
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也出產乳香，但質量最
好、產量最高的乳香還是出自阿曼。西漢時，
乳香被當作香料在宮廷使用，東晉葛洪《西京
雜記》記載，漢成帝、皇后趙飛燕住昭陽殿，
「其中雜熏諸香，餘香百日不歇」。如此持久
的香氣，用的就是阿曼乳香。至唐代，乳香被
用作中藥上品，宋代官方所編《聖惠方》中以
香藥命名之方劑即達120方之多，如乳香丸、沉
香散、木香散等，其中以乳香最為出名。
宋代楊萬里在《甲子初春即事》裏，描述了
他本人燃燒乳香後引來蜂蝶流連的趣事：
「老子燒香罷，蜂兒作隊來。徘徊繞襟袖，
將謂是花開。」此外，晏殊的「別殿香三炷，
斜廊酒一杯」、薛抗「焚香坐清晝，此心自如
如」、許尚「廳左清閒處，金猊罩寶香」，都
是寫乳香縷縷奇香的。中國傳統文化「琴棋
書畫詩酒茶」，到了宋朝又加一個「香」，乳
香成為人們陶冶情操、頤養性情的必需品。
乳香多呈小型乳頭狀、淚滴狀顆粒或不規

則塊狀，長0.5至3厘米，常溫下質脆，遇熱
變軟，可互相黏連；聞之氣微芳香，口嚐味微
苦，有微微香辣感，嚼之後先破碎成小塊，迅
即軟化成膠塊，黏附於牙齒。中醫上，乳香
性溫，味辛、苦，具有調氣活血、定痛、追毒
的功效，用於治療氣
血凝滯、心腹疼痛、癰
瘡腫毒、跌打損傷、痛
經、產後瘀血刺痛等
症，明李時珍《本草綱
目》云其為「癰疽瘡
瘍、心腹痛要藥」。

「上帝的眼淚」：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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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流下，嶺上花也結冰了。 作者供圖

●藍天白雲，鳥語花香，蝴蝶蜜蜂翩翩起
舞。 作者供圖

●乳香樹脂。(韓
鳳平攝)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