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憶中之三處

贏得自己就能贏所有人
我決定，要虛張聲
勢，不，是反過來，

故弄玄虛，不讓鍾培生知道我的真
正實力，用最廢的面目在未來幾個
月展示自己，令他輕敵，到時候9
月一上擂台就KO他，嚇死他。
你們會說，這豈不是此地無銀三
百両嗎？你都如此公開了你的戰術
了，他現在知道了，那怎麼辦？
我會答你：「這，才是真正的高
招。」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知道我自
己。我是一個極度容易理解和看穿
的人。我表裏如一得很。我是完全
沒有辦法說謊的。我也是一個不會
作太多假設的人。認識我久了的
人，覺得我是簡單得離譜，很好預
計。我也樂於做這樣的一個自己。
而我對他的了解，他是一個會想
太多的人。對，想太多，最後導致
自己暴躁的脾氣完全揮發出來，導
致面部皮膚即使三十而立依然和發
育青年無異的孩子。
因此，他會很懼怕空城計。對，
就是你根本不設防，他反而會想太
多，不敢靠近你那種。
所以，即使我在這裏這麼講出
來，我會說，他只會有更多的想像
空間，導致壓力過大，面部皮膚變
得更破爛不堪。
或許，林作根本就只有這麽多能
耐。你在媒體裏、他的社交媒體、
他身邊一些人看完講出來的，就是

他的所有。
或許，林作根本是深藏不露，故

意每次擺上網的都是些假的、隨便
練下拳的片段，這也是為什麼他的
訓練片段幾乎從來不上載的原因，
而鍾培生卻是不斷上載他的「威
水」片段。
有趣的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目
前訓練的片。我是個出名不做資料
搜集的人。我的對手，只是我自
己。我贏得了自己就能贏所有人。
很多朋友講他的話，我真的完全沒
有理會。
或許，林作真的在每日練3小時

拳，練足每個禮拜7天。
或許，林作根本每天只是跟師父

吃火鍋，風花雪月，忙着保險工
作，得閒才繼續回歸業餘聯賽足球
場。
又或許，一切都是真的。林作既
不是如此不堪，也不是暗藏着太多
的實力。既不是只顧着打拳，也不
是忙着生意——他是無窮無盡地同
時做這個、做那個，每天忙得不亦
樂乎。
都無所謂。因為我相信他不會看
到這篇文章，也不會有人轉告他。
我只知道，我從來不在乎其他人
怎麼看，也從來不設計太多如何展
現自己在別人面前。
比起其他人的算計、策謀，我這

種隨心所欲的坦蕩蕩，是最舒服得
來又得人心的。

童年友黑蠻兄發出
的《大雅寶記憶》，
是李可染先生的長子
寫的童年回憶文章。

上世紀五十年代，坐落在王府井的
中央美術學院，有一大批大畫家，
手握乾坤筆，卻蝸居在北京城胡同
裏的幾處小院裏，天地小，心胸不
小，畫出多幅驚世之作，還譜寫出
許多平常又不尋常的故事。
那時我們都很小，還不到記事的
年齡，許多事懵懵懂懂，但對文中
提到的三處地方我頗有記憶，因為
都和吃有關，我從小是個「愛吃」
的。一是東安市場，二是法國麵包
房，三是起士林西餐館。
東安市場是常去的地方，因為有
吉祥戲院，晚上看戲，下午不肯午
睡就吵着要走，家住天安門，離王
府井很近，要早走為的是吃。
東安市場好吃的很多，小食有果
脯、金糕（山楂糕）、栗子羹、糖
葫蘆。栗子羹內地現已少見，吃的
都是日本貨，總覺得只有糖味沒有
栗子味，山楂糕都變成了乾貨，山
楂條、山楂片，糖多山楂少。賣小
食的隔壁是小吃，最喜歡奶油炸
糕、核桃酪、杏仁豆腐、爆肚、灌
腸、炒肝兒，包子那些是大人們的
鍾愛。對手工做的絨花、摺扇、臉
譜、泥人，我沒有興趣。舊書店是
淘寶的好地方，當然不賣我喜歡的
小人書，等我長到對書、尤其是孤

本有了興趣的時候，別說書店，整
個市場都拆了，百樣百趣的東安市
場，變成乏味的東風商場。
其二是法國麵包房，它坐落在北
京崇文門內大街路東，一個小二層
樓，斜對面是同仁醫院。一樓賣自
製麵包和西式蛋糕點心，還有英式
肉腸、小泥腸、風乾腸、德式鵝肝
腸、燻腸、火腿、俄國魚子醬，最
稀罕的是有黃油、奶油、起司、酸
黃瓜。樓上曾經賣過簡單的西餐和
咖啡、茶。這個不大起眼的小店，
北京只此一間，成了一個專賣特殊
食品的特殊商店，來光顧的客人，
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群體，一
群習慣或嚮往歐化生活的知識分
子、藝術家、大學教授、醫生、民
主黨派，住在大雅寶胡同的畫家
們，自然是這裏的常客。
來這裏不但買東西，還是舊相識

的交際場，相視一笑，報個平安，
交談幾句，湊個約會，像一個小社
會。
我最喜歡樓上的西餐，大廚自製

的甜品「奶油栗子粉」，栗子打成
粗粉，澆上奶油汁，甜而香，百吃
不厭，為了能吃到口，不惜裝病去
同仁醫院看醫生。
後來此店改名叫「解放」，「法

國」改為「解放」，賣的東西沒有
改。之後又改名「華記」，再改名
「春明」，成為幾代人的美好回
憶。第三處下文再敘。

人大了，特別注重健
康，所以也留意多了有
關健康的資訊。
不知道什麼原因，在

這一年可能疫情的關係，特別注重自
己的身體狀況，就連飲食習慣也重新
定義。
本人經常吃外賣的東西，一直覺得

不健康，所以一有時間的話，自己會
在家弄點東西吃比較健康一點。亦都
因為身邊有太多人突如其來的、身體
出現問題而離世，引發到我特別注
意。而且近期對身體的反應也特別敏
感，就算流鼻水都會緊張起來。行路
快一點，又覺得自己心臟有問題，經
常疑神疑鬼。當然有以上的情況，最
好還是去看醫生，或者做身體檢查，
就算有任何問題發生，及早醫治總好
過經常胡思亂想。
就像昨晚，跟一位要好的朋友吃
飯，她提及到她的父親當年就是因為
心肌梗塞而離世，而且非常突然。她
說：「當時父親還跟我們一起吃飯，
突然之間他走到沙發坐下來，然後便
離開了，事前完全沒有任何徵狀。」
正因為最近聽得太多這些事情，所以
我看了一些關於保護心臟的資訊，很
想跟你們分享。
簡單地說一下，支持我們的生命，

最重要的內臟——就是心臟，每一秒
也不會休息，持續工作。可是心臟會
突然絞痛的原因，是心臟的缺氧狀
態。包圍心臟的血管被堵塞，便導致
氧氣沒法流通，心臟的細胞會慢慢壞
死，那就是「心肌梗塞」。
想守護這個唯一重要的器官，有沒

有一個好方法？原來是有的，在日本
一些前線研究人員，可以令心臟強大

起來。就是有一種外形可愛的斑馬
魚，游水很快，很有活力。日本有間
實驗室就透過斑馬魚的基因工程研發
成功超級斑馬魚的心臟，原來魚同人
的心臟很相似；實驗結果出來，超級
斑馬魚的心臟比普通斑馬魚較為活
躍。於是我也找些有關心臟的結構來
了解一下。原來在心臟的細胞內有一
種叫「線粒體」的，就好像發電廠一
樣，提供我們的能量，只要有充分的
氧氣，他就會啟動工作。但如果血管
收窄了，就等如不夠充足的氧氣通過
心臟，便開始會有心絞痛的病徵出
現，所以心絞痛其實已經提醒我們，
心臟的血管可能出現問題了。
就好像近年經常聽到身邊的朋友說

要「通波仔」，這個手術雖然今天已
經發展得非常成熟，甚至是一個微創
手術，但人們還是要好好保護自己的
心臟，要由飲食健康開始。我相信很
多讀者都清楚知道如何可以吃得健康
些。其中自己有一個心得，在我十多
歲開始，吃雞的時候，都不會吃雞
皮，這個是避免身體吸收太多油脂而
影響血管的流通。不過我相信，大家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已經習慣如何
面對疫情，所以對自己的健康也特別
注重，而且亦因為這種情況自自然然
地減少外出吃飯，反而多了在家自己
下廚煮東西吃，相信大家的身體都會
健康起來。
不過始終自己覺得，最緊要定期檢

查身體最有用。而且身體機能非常聰
明，當有任何事情發生，就會發出一
些訊息提示我們，最簡單就是發燒這
個反應，就是告訴我們，身體已經出
了點狀況，正在打仗中，還是快點去
看醫生。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了解自己的心臟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
將到，很多人籌劃着
怎樣為母親慶祝，我

家的母親節是我的生日，由那天起
我媽媽正式榮任母親，是理所當然
的母親節。
在我的一生中幾位母親對我影響
至深，窮我一生都難以報答她們。
未出娘胎我就調皮搗蛋，人家頭
出先我卻是腳出先，幸好由一位很
有經驗的產科專家接生才保住我的
小生命，我外婆由我出世的那天起
就辭去經理職務，把我一手湊大，
那個年代沒有冷氣、暖氣、熱水
爐，夏天她們為我打扇，冬天一早
煮好熱水給我洗臉刷牙，將我冰凍
的腳放在心口上，用她的體溫溫暖
着我，雖然當年才三四歲，但至今
仍歷歷在目。
真的是放在手上怕跌了，放在嘴
裏怕融了。當我懂事後她們為了讓
我能夠獨立，不要嬌生慣養，什麼
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做，她們對朋友
的真誠，對家庭的熱愛，面對困難
那種意志力深深地影響我，令我能
堅強地面對人生。她們又在背後默
默地支持我，當我有需要時會義不
容辭地幫我，她們不但辛辛苦苦湊
大我、我的一雙兒女，還有她們的
曾孫。當年我需要值夜班，所有的
晚上都是由她們照顧孩子。為的是
讓我好好休息、好好工作。所以我

的孩子和婆婆同太婆婆的關係比我
更親……為了我們，她們可以付出
一切。
我祖母的言行舉止同樣深深影響

我。她教我找丈夫說要找爺爺那
種，對兒女要怎樣，哪怕是帶我去
街市買菜，教我不要只拿人家放在
上層的菜要上下一齊買，因為一般
人會將好的放在上層不好的放在中
間或下層，如果將好的全買了，下
層的人家就賣不出去了。我的祖
母、外祖母和媽媽想到的總是別
人，從小就教我易位而處，己所不
欲莫施於人，幾十年的潛移默化，
這也是我做醫生的宗旨，如果你是
病人或病人的家人你會怎樣做，就
知道我們應該為病人做什麼了。
我事業上的楷模——是馬教授和

黃教授，她們作為醫者、學者對事
業的熱誠，精益求精，對病人的仁
心仁術，對我以及家人的關懷，雖
沒有親緣關係，但我早已經視她們
如家人，作為醫者當如她們那樣。
隨着年紀的增加，我深深體會到
母親們並不期待我怎樣去報答她
們，不是要食什麼好東西，送什麼
禮物，而是我們有時間的話多些陪
伴，哪怕是一個電話，拍一張相傳
給她，同她談談話、逛逛街，她們
已經很滿足了。
只要你用心對她們，對她們來說

每天都是母親節。

母親節

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禮的
得獎名單公布了，獲得最佳男主角
獎項的是老牌荷里活明星安東尼鶴

健士（Anthony Hopkins）。他憑《爸爸可否不
要老》（The Father）一片再次奪得影帝榮銜，
並且成為該頒獎禮有史以來年紀最大的最佳男
主角獎項得主。
能夠令安東尼鶴健士重登奧斯卡金像獎影帝

寶座，首要條件自然是他的爐火純青的演技。
不過，還有兩種優勢都是助送他上頒獎台（雖
然他沒有出席頒獎禮）的原因。首先，奧斯卡
對資深演員特別尊重，而飾演有缺陷或弱勢社
群人士的角色也是最討評審的歡心。這次安東
尼鶴健士以83歲之齡扮演一位患上失智症的父
親，加上其精湛的演技，小金人獎座自然是手
到拿來。可惜當美國這邊廂宣布他獲獎時，他
卻在威爾斯那邊廂的睡床中尋好夢，未能即時
感受自己的名字被讀出那一刻的喜悅。
安東尼鶴健士在片中飾演退休工程師安東

尼。從布景看來，安東尼的經濟環境頗富裕。
他的家既寬敞又有品味，在倫敦擁有這樣的寓
所，證明他是經濟能力甚佳的銀髮一族。
影片的第一幕，觀眾從安東尼與女兒安妮的

對話中，知道女兒要與她所愛的男人一起，搬
到巴黎居住。安妮擔心無人理會安東尼，打算
為父親聘請一名護理員照顧他，她有空時才返
家探望老父。安東尼一方面覺得被遺棄，很不
開心；另一方面，他又因為覺得被女兒輕視，
認為他因老去而失去自理能力，對自己被視為
廢人更感憤怒。
第二幕，安東尼看到一名陌生男人坐在他的

客廳中，並自稱是安妮的丈夫保羅。安東尼覺
得很奇怪，因為他從未見過此人，而他卻告訴
安東尼他從來沒有與安妮離婚。安東尼立即意
識到是自己的女兒有外遇，瞞着丈夫準備與另
一名男子到巴黎過活。這時候，「安妮」回來
了。可是，安東尼不認識她，她卻以安東尼女
兒身份出現在他的家中，這令到安東尼非常困
惑。當安東尼向「安妮」提到她的丈夫保羅
時，「安妮」告訴安東尼她已經離婚5年，那名
男子並不是她的丈夫。安東尼欲再找「保羅」
時，「保羅」卻消失了。
我們從這兩幕戲中知道安東尼的女兒安妮時

而說要到巴黎與新男朋友過生活，時而安妮的
丈夫出現在安東尼的眼前，並說他和安妮從沒
有離婚；安妮時而是安東尼熟悉的模樣，時而

是一名陌生女子……看至這兒，我們也同樣像
安東尼一樣，被弄糊塗了吧？
電影的照明調子灰暗，配樂富懸疑感覺，觀
眾看了兩幕之後，開始懷疑這個寓所內是否正
在醞釀一項陰謀，不知誰是真「安妮」和真
「保羅」，亦不知道心懷不軌的假「安妮」和
假「保羅」究竟會對老人家有什麼企圖，開始
為他擔憂。
愈看下去，發現事情愈來愈混亂和怪異，亦
令安東尼愈來愈惶恐不安……謎底終於揭開
了，沒有陰謀或驚慄，原來安東尼患了失智
症，觀眾看到的其實是在他腦海中出現的情
景。他早已住在護老院內，需要護士照顧。
原來患了失智症的病人在腦海中的所「見」
所想是這樣的，難怪他們常常覺得有人偷他們
的東西或對他們不利，往往處於惶惑難安的狀
態之中。
此片英文名字是《The Father》，如果直譯

《父親》，可以保留故事的懸疑味道。可是，
中文名字改為《爸爸可否不要老》，立即打破
觀眾的所有想像，直接地告訴你這是一個關於
老去的父親的故事，失去了看電影時猜想的趣
味。

失智的老爸

臉書（facebook）賬戶被黑客入侵衍生相應的
行騙，並非老生常談，在各式實體或網絡行騙十
分盛行的今天，利用fb及相關Messenger進行詐
騙，原來才剛剛開始，國際黑客團夥設計的陷阱

幾乎（只是幾乎）滴水不漏，出擊就算不是百分百成功，肯定
有10%甚至20%人士不幸被騙入局。
在大眾仍未意識，媒體未曾報道，警方未提出警告；新一波

透過fb行騙的劫案正在蔓延。
筆者不幸，竟然成為目標。
正常情況，收到朋友透過Messenger詢問自己電話號碼並非

不尋常。然而仍可跟朋友在WhatsApp上交談，何故問我電
話號碼呢？
立即WhatsApp她，卻不見回應……
問題是這位長者朋友平常不太聯絡，遇上事情便會情緒緊張

問長問短；單單一而再再而三加我入她的臉書賬戶凡3次，一
再詢問電話號碼無數次，習慣了，不虞有詐，透過她問我的
Messenger回覆；黑客過癮了，有「魚」上釣。
隨後繁複細節無庸細品，幸運最後去到騙財階段，自己醒

覺，肯定是黑客團夥在運作，立即停止對話，不幸臉書賬戶已
被入侵，自己難再進入，黑客則控制了我的賬戶，以我的名字
向fb朋友進行欺騙攻擊。
未能透過賬戶警告朋友，只好託其他朋友立即PO文向四方

八面通告眾人。說時遲那時快，抱歉還有好些朋友透過筆者已
被劫持的賬户，被黑客入侵。
幾天下來，回應收到黑客索取電話號碼的朋友詢問，急謀奪

回臉書賬戶對策，通知各方朋友，疲於奔命，心情十分難過。
雖云社交平台與身旁物質全屬身外物，一再奉行「斷、捨、

離」，深明人、事、
物，轉頭空；畢竟經營
12年，植入一定數量
的朋友、照片、故事，
一時間被黑客入侵、劫
持、揚長而去，怎不慼
慼然？

被黑客入侵的困擾

拜登望增加電動車產量壓華 自說自話
美國總統拜登4月20日以視訊連

線的形式，參觀了一座新能源汽車
和電池的生產中心時指出，美國有
許多地方需要「追上並超越中
國」，當局會作好主導未來所需要
的準備，雖然現在落後於中國，但
美國最終應成為全球電動大巴和汽

車單一最大供應國。
但是拜登的夢想，立即遭到了美國傳媒

的冷嘲熱諷。《時代雜誌》挖苦說︰「目
前在美國電動車還不是很普及，2020年美
國成交的車輛中，僅有2%是電動。如果這
個比例到5%，汽車能源轉型這件事才算真
的起步。」
拜登已提出計劃斥資1,740億美元，來提
高零排放大巴和汽車的產量及銷售、增加電
動汽車充電站，其中包括1,000億美元的消
費者購車回贈。
拜登事實上仍然推行着沒有特朗普的特朗

普政策，將中國視作最大的對手，美國一定
要做到「世界第一」，如果失去了「第
一」，就是「失去了國家安全」，中國做什
麼，美國都要有針對性的戰略壓制中國。
殊不知，有兩個領域，必然是中國遠遠勝
過美國。如果要人民使用電動汽車，政府一
定要協調各個方面，推動充電樁的建立和普
及，如果每30公里就有一個公共的充電樁，
住宅區的停車場也有充電樁，美國人民就樂
意於購買電動車。
在中國，政府一聲令下，所有高速公路

旁邊都設有充電樁，住宅區的公共停車場
也設立了充電樁。美國則不然，每一個州
都可以有獨立的政策，自行其事。老百姓
自己擁有高速公路旁邊的土地，都不願意

允許安裝充電樁。美國生產的電動車價格
高昂，因為人工成本太高了。推動電動車
普及立即觸礁了。
中國正在全力發展綠色經濟，即是要發展

新的可再生能源，減少使用化石燃料，中國
大力發展了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水力發
電、潮汐發電，並且安排了私人的光伏發
電，可以上國家的電網，國家發電白天的收
費比較高一些，半夜裏的收費非常便宜。如
果老百姓的家裏有蓄電池，半夜裏的時段充
滿了電，白天可以賣給國家的供電網絡。人
工智能的電流流向和價格計算，自動感應器
都可以作出記錄，再沒有人工抄錶的麻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4月份馬里蘭州發表關
於氣候問題的演講指出，美國的可再生能源
領域「已經落後中國」，「如果我們不能領
導可再生能源革命，美國恐怕不能在和中國
的長期戰略競爭中獲勝。」
美國想超越中國，還有一個條件限制，

就是美國的天然礦床中，欠缺電池所需要
的金屬鈷礦鋰礦、稀土金屬，這都是生產
電動汽車的主要原材料。而這方面，中國
的新型電動車電池及其原料，佔了世界的
七成產量。
中國的電動車製造工業已經出現了3個模

式齊頭並進的局面。第一個模式，開放內地
市場，吸引歐洲國家來中國設廠，生產電動
汽車。吉利與瑞典富豪汽車的深度合作帶來
了世界一流的造車技術，「極氪001」也正
式面世了。這款汽車轎跑外觀很有動感，搭
載全景天幕頂棚，百公里加速最快達到3.8
秒，超長續航版NEDC續航可達712km。該
車補貼後售價28.1萬元人民幣，達到又平又
靚的地步，美國電動車根本無法競爭。接

着，德國的平治和寶馬汽車，也會發展高質
量的電動汽車。第二個模式，中國發展自己
特色的電動汽車，蔚來汽車將頂尖的硬體安
裝在了汽車上，並能通過遠程OTA的方式
升級汽車的智慧駕駛技術，蔚來的NIO Pi-
lot自動駕駛輔助系統搭載了全球領先的Mo-
bileye EyeQ4自動駕駛晶片，擁有1個三目
前向攝像頭，4個環視攝像頭，5個毫米波雷
達，12個超聲波雷達和1個監控駕駛員注意
力的車內攝像頭，駕駛輔助達到L2+級別。
最大的特色，蔚來在經營模式進行了創新，
車主買入之後，需要充電，蔚來在全國範圍
提供抽屜式的充好了電的電池，保證汽車的
續航力覆蓋全中國。此外還可以享受到了隨
時更換汽車電池的服務，直到電動汽車的引
擎報銷為止。這對於買車者極具吸引力。因
為更換一個汽車電池其電池成本差不多達18
萬元人民幣。而且電池的科學技術不斷進
步，將來可以換到更新型的電池，等於是汽
車不斷升級和升值。
第三個模式，就是比亞迪全力發展電動和
柴油發動二合一的汽車，極速地佔領市場，
比亞迪還全力發展刀片式的最新型電池，續
航力高達600公里，充電兩個小時，上下班
族一星期不用再充電。比亞迪新的電池是世
界上最安全的汽車電池，汽車碰撞的時候，
不會起火，更不會爆炸。而美國的電動車卻
有這個毛病。比亞迪更加高調宣布，向所有
的外國同行供應這種最安全的電池，光是出
售刀片式的電池，已經站在戰略制高點，將
來擁有更多的資金，去研究發展新的能源電
池，例如氫能電池。
換句話說，中國已經準備好了在3個領域

智取領先地位，與美國電動車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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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入侵後，賬戶苦
苦未能取回，只好另開
新賬戶。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