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聲響雷下咽了氣

用薑的百種方法
大家都知道我
們十分喜歡用
薑，這幾天用了

新方法幫朋友，在此分享一下。
薑貼當然推介人人常備，無
論是月經不順，還是肚痛，或
者筋骨痛，都非常有效。缺點
是不太環保，比搽薑油製造更
多垃圾。但對要工作，不能頻
密搽油的人來說，十分方便。
用薑的精要是長時間，一定要
用長時間來代替藥性，用非烈
性藥就必要用長時間，但好處
是副作用少。
朋友的個案是這樣的，中醫

說身子很寒，於是筋骨痛，腸
胃也不好，服藥期間因為排
寒，所以挺辛苦的。雖是必經
之路，但也想舒服一點，故中
醫說可以多用新鮮煲的薑水敷
背，希望快點解寒。
既然知道薑和他的症狀是能
互相輔助，就大膽用了。首先
告知不要飲白開水，所有水用
少少薑煲，或加薑粉。寒涼食

物一概不吃，免削弱中藥和薑
的效果，包括水果和瓜類，當
然包括所有凍飲及魚生。病時
最好吃粥，用梗米煲，不用茉
莉米，可用越光米或珍珠米，
然後加一點薑。接着就是重
點——除了貼薑貼以外，由於
他筋骨很痛，便再加了一片新
鮮薑到每一塊薑貼內，常人可
能會覺得太辣，但排寒者會覺
得舒服。腳底一定要貼，因為
是很多穴位所在，但因薑塊會
影響走路，可用薑粉代替。
最後就是可用薑煲水浸腳，

最好在服藥之後，可助藥行得
順一點。洗澡後必要立刻吹
頭，不要冷到頭部和頸背。
薑被稱為窮人人蔘，便宜又

易買，最好買有機的，也別買
製過的。平時可以自製薑油，
我是把新鮮薑烘乾然後用杏仁
油浸，貪方便的話可以買好的
薑精油，然後與椰子油或杏仁
油結合。薑油可以較大範圍使
用。希望幫到大家！

貝多芬命運多
舛、世事艱難，
他反而要與命運
開玩笑，「他一

生要歌唱歡樂，把這歌唱作為
他某一大作品的結局。」（羅
曼．羅蘭）
貝多芬原題的《第九交響
樂》是「以歡樂頌歌的合唱為
結局的交響曲」。
在交響樂引入合唱，在技術
上是非常棘手的事。但貝多芬
經過反覆試驗，終於克服這個
難關。
當歡樂主題初次出現，貝多

芬讓樂隊忽然中止，全場出其
不意地肅穆靜默，然後歌聲飄
揚而來，有一種神秘感，也有
一種神明的氣概，效果極佳。
這個主題正是描述一個神明
來臨，「歡樂」從天而降。
樂曲一開始用柔和的氣息，
撫慰着人們的痛苦，然後溜滑
到大病初癒的人的心坎，當主
題過渡人聲（大合唱），「先
由低音表現，帶着一種嚴肅而
受壓迫的情調。慢慢地，『歡
樂』抓住了生命。這是一種征
服，一場對痛苦的鬥爭。然後
是進行曲的節奏，浩浩蕩蕩的
軍隊，男高音熱烈急促的歌，
在這些沸騰的樂章內，我們可
以聽到貝多芬的氣息，他的呼
吸，與他受着感應的呼喊的節
奏，活現出他在田野間奔馳，
守着他的樂曲，受着如醉如狂
的激情鼓動，宛如大雷雨中的
李爾老王。在戰爭的歡樂之

後，是宗教的醉意；隨後又是
神聖的宴會，又是愛的興奮。
整個的人類向天張着手臂，大
聲疾呼地撲向『歡樂』，把它
緊緊地摟在懷裏。」
貝多芬這一成功創舉，震撼

了整個樂壇，一掃維也納的輕
浮風氣，使貝多芬聲望如日方
中。
貝多芬晚年雖然在創作事業

取得極大成功，但經常要為不
肖的侄兒而受苦。1826年 11
月，他為侄兒的前程奔波返維
也納病倒了，「他的朋友都在
遠方，他打發侄兒去找醫生。
據說這麻木不仁的傢伙竟忘記
了使命，兩天之後才重新想起
來。醫生來得太遲，而且治療
得惡劣，3個月內，他以運動
家般的體格和病魔掙扎着，
1827年1月3日，他把至愛的
侄兒立為正式的承繼人。」
（羅曼．羅蘭）
貝多芬是不甘心就這樣撒手

而去的，經過3次大手術後，
1827年2月17日他在等候做第
4次手術，備受臭蟲的轟擊
時，他告訴友人︰「我耐着性
子，想道：一切災難都帶來幾
分善。」
可惜上帝並沒有施予憐憫之

手。1827年3月26日，窗外風
雨、暴雪大作。貝多芬在一聲響
雷中咽了氣。為他闔上眼睛的，
不是他鍾愛的侄兒，而是一個陌
生的年輕音樂家安塞爾。
一代偉人，孤苦地上路！
（讀《巨人三傳》札記，之八）

外國為撈政治本錢，不惜造假造
謠抹黑中國新疆棉花等事件，被國
際人士指事件中令大部分人不得不
相信原來外國真有如此多的「瘋

子」，言行展現出他們都是「政治流氓」，就算
被戳穿所說的都是謊言，還擺出那副「死豬不怕
熱水燙」的醜陋臉孔，其他人嘛？同樣被自己的
「愚昧」思維所綁架了！
對新疆棉花事件，內地及香港的數十位歌影視

演藝人紛紛跟所謂外國品牌解除代言人合約，以
示對自己祖國的支持。儘管有某些別具用心的人
士譏諷地說︰「違約金如此龐大，這些藝人能負
擔得起嗎？」但，對這批演藝人而言，錢與國
家，他們都揀了國家！因為在國家及大是大非面
前，國家的尊嚴是半點也不容被人所踐踏的；有
娛樂圈中人表示︰「最令我們意難平的是有內地
女藝人宋茜因而被韓國粉絲以粗言穢語罵上了熱
搜，誰不知道宋茜曾經是韓國女團f(x)唯一的中
國籍隊長，當年為了打響該女團的知名度，於工
作上流過不少汗與淚，更帶着隊員打開中國這龐
大市場，成就了f(x)一代女團的榮耀，而她為自
己國家尊嚴發聲，又何罪之有？那些態度囂張、
壞腦筋的粉絲，聲稱要『脫粉』，那就早走早着
吧！不送了！任何有血性的演藝人也不會被威脅
到的，況且上天給了黑粉們一張『人皮』，可惜
他們連自己的腦袋也丟掉。」
若干年前，筆者因工作與團隊在新疆逗留了3

個月，導遊是維吾爾族的一位男士，彼此以普通
話溝通，曾帶團隊逛當地的市集，筆者對當地的
淳樸民風至今仍印象深刻，導遊贈予筆者一套維
吾爾族的民族服裝和帽子，筆者亦帶了回香港作
留念，猶記得導遊笑容燦爛地說着︰「我們族人
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很多，下一代學習知識的機會
亦多了。」

錢與國家他們揀了國家
沒有旅行社，沒有導遊，沒有預

訂酒店，沒有交通安排的西藏、長江
源頭之旅，這天出行了。我掌握在手
的，只有一張機票——從深圳機場

出發到雲南省省會昆明，再轉機到西藏首府拉薩的
機票。
就是這張機票，讓我在深圳機場從「地獄」到

「人間」折騰了半天。就是這機票，讓我見識深圳
機場的服務水平；也讓我深切體會，在旅途的急困
中，勇於開口請求協助的重要。
飛機早上7點30分起飛，我5點30分到達深圳機
場；6點整，我辦好登機手續，安坐閘口附近等
候。安坐安坐，結果是安然進入夢鄉……夢鄉中，
隱約聽見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我想：「你們在吵嚷什
麼呢？我好夢正酣啊！」當我睜開睡眼，閘口旁只
剩我一個人，我拿着機票到閘口上機，地勤人員一
看，「飛機剛飛走了。」「什麼？飛機飛走了！」
晴天霹靂的「飛走了！」讓我全醒過來了，我的西
藏，我的長江源頭啊，難道也飛走了嗎？我眼淚汪
汪，低頭沉默了半晌，幸好仍懂得問地勤人員：「那
我該怎麼辦呢？」「妳先到特定櫃枱取回妳的託運
行李，然後回到客運大廳，處理妳的機票。」地勤
人員清晰的指引中，飽含着深切的同情。
取回行李，帶着沉重得快撿不起來的心，和拖着

抬不起的雙腿，面對着前路迷茫的西藏旅程。我無
奈地回到客運大廳，找到航空公司櫃枱，原來我的
機票不能更改，我要重新購買兩程
機票。從深圳到昆明航程，及由昆
明到拉薩的航程，分屬不同航空公
司，我立即要在手機上完成買票手
續遇上很大困難。愁眉莫展之際，
我看到穿制服的機場人員，情急之
下，抱着姑且一試之心，向她說出
我的難處。「別擔心，請跟我來

吧。」她引領我到一個櫃枱， 「小楊，請妳好好
為客人解決問題。」
小楊年輕漂亮，嗓音動聽，二話不說，她先替我
致電兩家航空公司，詢問深圳到昆明，昆明到拉薩
的班機，明天是否有機位，「深圳到昆明的票沒問
題，昆明到拉薩只有頭等艙的票，您要嗎？」「要
啊！」想到西藏和長江源頭明天可以重回我的懷
抱，我的頭頂冒出了和煦絢麗的陽光。
「機票已辦好，請妳放心。」不可置信啊，我的
西藏，長江源頭之旅失而復得，明早可以重新出發
了。「小楊，您真好，我該如何感謝您呢！」「不
客氣，分內事，您能重新出發我也高興，歡迎您以
後再到我們深圳機場，祝您旅途愉快。」
滿載小楊的美好祝福，帶着新購買的機票，我如
釋重負，輕快地步出客運大樓。
「啊，明早才出發，我要找住處呢！」「為免舟
車勞頓，如果能在機場找到住處就太理想了。」
幸運之神又來了，一位機場人員在我的前方，我

毫不猶豫走向前向她請教，「往前走就是另一座機
場大樓，裏面有兩家酒店，豐儉由人，您快去
吧。」10分鐘後，我已安坐酒店房間，喝着香
茶，遙望酒店窗外停機坪上的飛機，回想今早到現
在發生的事，一切如在夢境——一大清早歡天喜地
準備出發，酣睡之中飛機飛走了，取回託運行李，
重新購買兩程機票，再找旅館休息，準備明天再出
發——緊張刺激，溫馨體貼，應有盡有……

這就是我西藏、長江源頭之旅的小
插曲，深圳機場地勤人員的熱誠勤
奮，樂於助人，讓我的小插曲悲中有
喜；我勇於開口地「問、問、問」，
加上幸運之神的眷顧，讓我在困惑中
得到悉心幫助和照顧。
西藏拉薩，長江源頭，你們稍等

我，我明天重新出發來看你們啦！

中國四大河流行︰長江篇深圳機場出發記趣

咱們有位明星
攝影師廚神梁海
平，他打從邵氏

電影上世紀五十年代已開始為
明星拍照，他拍照遍及當年的
大牌紅星、電視明星，像何莉
莉、姜大衛、李菁、甄珍、凌
波、金漢、樂蒂、胡錦、汪明
荃、鄭裕玲、李司棋、黃淑
儀、謝賢、狄波拉一家。數也
數不清！忽然間說及這位攝影
大師，是因為我們發現他不單
止攝影一流，原來他的廚藝也
是一流！我們一眾不知幾想吃
到他的手藝美食，盼了不知多
久，終於得他應允下廚，他遲
遲不答應我們，理由是家太
細，容不下太多人，怕招待不
周怠慢了朋友。這一次得他答
應，而且一定要控制人數。就
這樣我們的盛宴終於落實。
這一晚我們還來了位神秘嘉
賓，咱們認識了數十年的陳美
齡。梁大師張羅了十道菜，全
部自己一手一腳，從買料到烹
調，足足搞了幾天。
美食當中包括已經沒有人會
做的酥炸鳳尾魚，這一道菜真
是超正！接着醉鴨舌醉乳鴿、
蓮藕豬手、鮑魚海參、炆花
膠、膏蟹豬肉餅、牛筋炆牛
展、鹽燒鯛魚，還有很精彩的
大豆芽菜鬆，這一道全場驚
歎，都說太久沒有吃這一道菜
了。還有野葛豬肉湯，梁大師

特地到老遠的市場選購。
這盛宴中還有老友帶來的桃

酒、紅酒，以及神秘嘉賓美齡
的甜品。大家酒醉吃飽後一起
聊天，梁大師與汪姐和我聊起
誰最早認識美齡，汪姐說她未
入行已認識，梁大師說他替美
齡拍第一張唱片封面，我說她
在麗的電視的綜藝節目中手捧
結他自彈自唱。說着有人提到
當年美齡結婚，她們都有份做
姐妺討開門利是，有人即場在
網上找到當年美齡結婚的視
頻，看到了幾十年前的大家，
都笑翻了天！
原來今年是美齡結婚36周

年，不過她這一年仍然有很多
工作要做，幾個仔都在外國，
老公在日本，她自己不停在內
地工作，單是隔離都隔了幾
次，很不簡單。5月又去內地
工作，咱們爭取時間還要跟她
聚一次呢！

攝影廚神

在一片嘲笑和譏諷之中，移動互聯
網以年輕氣盛目空一切的姿態，正在
所向披靡地革着傳統媒體的命。往日
高高在上的衛星電視，拚盡資源苦苦

力撐，仍然難逃購買力強勁的新生代觀眾，斷層式
的流失。首當其衝的紙媒，竭盡全力四處追趕讀
者，希望用保有水準內容提供商的身份，在輿論場
上爭得一席之地。當所有人都以為再也無須守在電
視機前、或是滿手油墨味道，才能獲取想要的資訊
時，與資訊自由相伴而生的資訊焦慮，也隨之侵襲
了每一個擁有智能手機的人的生活。
每天打開手機，各種短視頻平台和社交媒體上，

一本正經講述各行各業內幕、分析、觀點，以及親
歷、親眼目睹、親自聽說、親同事、親朋友、親路
人、親家人的遭遇等等內容，如同無數劑焦慮催化
劑，萬箭齊發，射向無時無刻盯着手機的人。販賣
焦慮和加劇焦慮，已經成為一門賺錢的生意，每一
次點擊和打開，都通過流量變現成真金白銀。低到
馬里亞納海溝的門檻，讓聞腥逐利而來的各路人
馬，在層層濾鏡加持之下，紛紛化身博主抖主UP
主播各式達人，分享生活經驗、指導人生路徑、傳
授理財門路、修煉養生寶典、揭秘光怪陸離……失
去了傳統媒體長期以來形成的專業判斷，和嚴格苛

刻的審校流程，無孔不入的訊息以看得見的速度，
深入干擾甚至嘗試主宰每一個人的感性觸覺和理性
判斷力。
內心強大的人，每天活在這樣的訊息接收空間
裏，也會漸漸變得不淡定不從容不幸福。更何況，
人群中相當大比例的人，長期處於六神無主的狀
態，很輕易就能被一篇代入感強的自媒體文，催化
得患得患失，激勵得煩躁不安。這樣的情緒猶如病
毒傳播，很快便集結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洪流，漫無
目的四處衝撞翻滾，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既是踩
踏者也是被踩踏者。
其實，真正的生活規律一直都沒有大的改變：好

不過天堂壞不過地獄，不怎麼好也不怎麼壞。比如
疫情，美國超過50萬人失去了生命，超過3,000萬
人感染了病毒，在自媒體的視角下，儼然已是人間
煉獄。事實上，大部分美國人該怎麼樣還是怎麼
樣，彷彿活在另外一個世界。比如中國，在不同意
識形態國家輿論機器的惡意詆毀下，在反華意見領
袖社交賬號的歪曲下，連一朵潔白純淨的棉花，都
能被塗抹上恐怖的血污色，讓一大批素來以精明自
居的跨國企業，趨之若鶩盲信盲從。可真相裏的中
國，並不為之所動。該怎樣繼續開放改革、該怎樣
發展壯大經濟、該怎樣努力改善國民生活、該怎樣

提升綜合國力，按照既定的目標，一絲不亂步步推
進。再比如我們自己，一夜暴富的傳奇每天都在資
本市場上產生，迎娶白富美嫁給高富帥的夢想不時
在夢裏纏綿，夢醒後，我們還是要一日三餐按部就
班，面對苦樂不均的生活，似乎沒有更好，但也沒
有變得更壞。
遠離我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避開那些聳人聽聞

的標題和繪聲繪色的講述，盡可能多地放下手機，
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段交往裏、每一天的生活
裏，真實體會自己的快樂與苦惱，感慨收穫與失
落，懷着明天會更好的嚮往，從今夜的睡夢中醒
來，開始平淡無奇的新的一天。雖然，新的一天大
概還是不好也不壞，能心平氣和淡然篤定地看着日
升日落月明星稀，聽着風吹草動人聲鼎沸，也是不
錯的一段時
光。

焦慮是一門生意

不久前，為照顧在煤礦工作的丈夫，
妻子王海榮來到陝西神木陪伴他。剛到
神木，一個讓王海榮難以入目的情景出
現了。老公黑眼圈、黑鼻孔，耳廓周圍
像發霉了的白麵餅一樣。「礦上沒有浴室
嗎？」「有啊，可拿『白貓』都洗不淨。
在礦上待的時間長的礦友，都這樣。」

王海榮知道丈夫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而自
己除了給他關愛，又能做點兒什麼呢？他們租
住屋附近大多是礦工家庭，王海榮常與其他家
屬聊天，談到老公洗不淨的臉與身體時，其他
礦嫂都深有同感。「沒辦法，幹這種活兒都這
樣，這輩子注定跟『黑鬼』過了。」「看的時
間久了，習以為常了，也就不當回事兒。」
「不當回事兒，那可不行，據說時間久了，容
易得惡性皮膚病吶。」
在幾番交流中，王海榮強烈地感到，如果找
到一種天然無毒無害的高效浴品，這將是礦工
和礦嫂們的福音，所有礦工家庭都需要。她不
想讓老公做一輩子「黑鬼」，也不想讓老公得
上什麼皮膚病。王海榮來到網吧，連續幾天在
網上尋找特效的洗浴用品，最終一種集洗滌、
護膚、潤膚為一體的內地首款液體澡巾「珊瑚
浴粉」吸引了她的視線。它有搓澡巾的作用，
但無須用力，不傷皮膚，就能去除老化角質，
又有沐浴露的功能，除污極為徹底，可使煤礦
工人的「包黑臉」迅速變白。
看到這裏，王海榮很是激動，馬上按網上地

址，聯繫到廠家，郵寄了樣品。拿到樣品的王海
榮第一時間讓老公洗澡試一試，沒想到「珊瑚浴
粉」完全還原了老公的真面目。王海榮興奮不
已，與廠家聯繫取得了區域代理權。她沒擺攤
兒，也沒設專櫃，而是通過打「情感牌」，把
「珊瑚浴粉」賣火了。她的秘籍是把不可被替代
的夫妻情感打造成一箭正中靶心的話語——讓老
公洗掉「煤黑子」稱號，有你一份功勞！
王海榮把這句話製成大紅標語，張貼在自己
的租住屋牆上。其潛台詞不言自明——「礦嫂
們，讓你的老公用一用『珊瑚浴粉』吧。」就

這樣，礦工家屬成了她的第一銷售群體，平日
裏常來常往的姐妹，都來她這裏拿產品，一傳
十，十傳百，王海榮就坐在家裏把產品賣出去
了。王海榮在特定範圍內傳遞礦嫂愛乾淨的心
理希求，把情感要素打造得恰到好處，才贏得
了市場和收益。善意和真愛，帶來了一種難以
複製的無形資產。當一個人切實地傳播一種有
實際價值的理念時，消費者必會自然而然地感
到快樂和滿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夕，1944年的平安

夜。一個法國母親和她的孩子正準備吃晚餐，
突然，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母親打開
門，見外面有5個英國軍人，其中一個受傷
了，躺在擔架上。法國母親讓他們趕緊進來，
並將傷員照顧好。不一會兒，門外又傳來一陣
急促的敲門聲，這位母親開門一看，竟是幾個
年輕的德國軍人。母親猶豫了一會兒，還是讓
他們進了屋。接着，母親對英國軍人和德國軍
人說道：「今晚，你們都是我的兒子。請放下
武器，把戰爭忘掉吧，大家安靜地過一個平安
夜！」德國軍人和英國軍人思索良久，終於全
都放下了武器。母親這才放下心來，到廚房去
烹製大盤烤雞。當她出來時，母親看到了欣慰
的一幕：德國軍人正為英國軍人清洗傷口。這
一夜，他們誰也沒有提起戰爭，也沒有發生任
何爭執，他們平安過完了聖誕節。
這位母親用感情至深的一句話，讓敵我雙方
的士兵暫時將仇恨放下，除內心善良、包容及
偉大之外，還體現出了話說到點子上的震懾
力。由此可見，這句化腐朽為神奇的話語，不
僅是那位法國母親的福氣，使她自己和孩子免
於性命之危；更是德國軍人和英國軍人的福
音——在遠離祖國、命懸一線的戰爭之中，他
們能享受平安美好的夜晚。語言能震撼人心，
還表現在它有一種消除仇恨的能力。人與人之
間的對抗、矛盾，在某一個節點上能通過一兩
句話得到化解。
一天，一位老太太正在廚房做飯，突然闖進來

一個十幾歲的持刀少年，看樣子是要打劫。少年

滿身塵土，情緒激動。老太太嚇出了一身冷汗，
但她很快穩定下來，並沒有像平常人那樣大聲喊
叫，而是溫和地對少年說：「孩子，看你的樣
子，一定是餓了吧？這樣吧，你先在我家洗個
澡，換身乾淨的衣服，然後我的飯煮熟了，我們
一起吃。好不好？」少年一下子愣住了，他看了
老太太一會兒，「撲通」一聲跪在了老太太面
前。原來，少年是被丐幫頭逼着來首次打劫的。
當時老太太若大聲求救，少年很可能會作出過激
行為。老太太臨危不亂，思考之後再開口，採取
最溫和的方式來感化這個不成熟的少年，既保全
了自己，也避免了少年鋌而走險的舉動。
有一句話叫作「慢慢地說話，但要迅速地

想」，就是告訴人們，嘴巴一定不能動得比腦子
快，開口永遠都要在思考之後。不經思考說出來
的話，很難說到點子上，這就好比隨意潑出去的
水很難回收一樣。話說到點子上，打動了對方，
才能快速說服對方，並達到最好效果。那麼怎樣
讓自己的話語直擊對方的心靈呢？除了解對方心
中所想外，還要適當繞個小彎子，方能真正令對
方心悅誠服。
一位日本小學校長到江蘇南通某小學訪問，張

校長進行了熱情接待。訪問結束時，日本校長對
南通學校讚不絕口，並提出兩校立刻結為友好學
校。張校長聽後很高興，他快速思考了一下，從
口袋中拿出一張自己的名片，交到日本小學校長
手中，並握着他的手說道：「您對我們如此友
好，我個人早就已拿您當『好友』了。您對我校
的情誼令我非常感動，我想先申請上級，有機會
能到貴校參觀訪問一下，盡快給您回音。」
張校長之所以沒有馬上答應與日本小學結為友

好學校，是因他沒有權力決定此事。但他沒有選
擇明說，不然顯得情感不深，而是特意轉了一個
小彎子。在送走日本小學校長之後，張校長馬上
向上級反映了此事，上級答覆：因近期經費緊
張，到國外參觀訪問暫緩，但同意兩校結為友好
學校。很快，張校長給日本小學校長發了電子郵
件，說上級答覆不必回訪，就可以結為友好學
校。日本小學校長見信後，表示非常高興。

「情感牌」才能打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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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哥為一班相識多年的朋
友下廚，包括永遠年輕的陳美
齡妹妹！ 作者供圖

●圖片是拍
攝於薄扶林
道上果實纍
纍 的 嘉 寶
果。
作者供圖

●窗明几淨，服務頂呱呱的
深圳機場。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