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什麼好

就是喜歡你夠爆！
近期依然在接受不
同的演藝工作、娛樂
訪問。雖然自己的主

業現在是保險工作，但從來沒有放
棄過演藝夢。我對做明星沒興趣，
甚至是很反明星的，但我百分百同
意葉念琛說我有很強表演欲的看
法。我喜歡在鏡頭前表現，而且認
為自己很自然。
當年娛樂公司派我去上演技班，
後來和我成為好友的演技班老師甚
至讚我壓根沒有包袱，很放得開，
所以學演技沒難度。
但我最近竟然重新上了一課。
我接了一個幕前的主持工作，下
個月開拍。工作需要我和導演及製
片人商討節目方向，於是我邀約他
們上我辦公室傾談。
他們想先了解我對很多社會時
事問題的看法。他們並沒有告訴
我任何的方向，就是想聽我講我
的觀點和看法，大家互相增進感
情和認識。
我們聊了大概 1小時，談天說
地，然後導演不斷在寫筆記。寫着
寫着，他似乎若有所思，但又沒有
告訴我任何事情。
等到過一段時間後，他終於表
示：「阿作（林作），其實我們想
找值得拍出來的觀點和效果，是需
要不尋常的、極端的、煽動人的但
又有一段道理的。」
原來，導演選擇我的原因，是因

為我夠爆、夠敢講，夠不顧一切。
但熟知我的人，都知道私底下的我
和線上的我是很不同的人。
現實中的我是溫和很多的。對很

多事情，反而我的看法是很取中
的。問題來了，導演不是要現實的
我。他要幕前的我。但是我卻忘記
了我的人設、我的價值。
結果臨尾30分鐘，我馬上調整，

才給到他們所要的東西。
很多時候人就是喜歡這個。而其

實我一早就洞察到這個事實。但始
終有時候不夠入戲。
一個禮拜後，有記者找我問關於

我媽媽賣樓的問題。有人放料，說
我媽媽成功將她的麥當勞道複式豪
宅放賣了，價格是超過 9,100 萬
元。這是流料，我當然出來否認，
否則真正的買家就永遠不可能會出
現了。
記者看到我網上的否認，就走來
問我詳情，我也如實作答。
她問到：「那麼如果是低於9,100

萬，你願意賣嗎？」
我回答：「差一個崩都休想會

賣。」
就這樣，我們結束了對話，然

後記者說：「我就是喜歡你這麼
爆。」
當然，我已經再次地學到，這個

世界的遊戲規則。但願更多人明白
我在做什麼，也希望能夠啟發更多
人、喚醒更多人。

政府限聚令一出，
家家餐館晚 6 時收
檔，不准吃晚餐，鬧
得餐飲業疾聲叫苦。

作為市民，倒也不覺有何為難，只
是少吃一頓晚餐嘛。這一日去街買
傢俬，貨多減價樣式多，看花了
眼，一蕩就蕩到下午5點多，突然
想起不得了，6時所有餐館關門，
一看錶5時30分了，急忙往附近食
肆趕，趕了兩間，都說不收客了，
連聲解釋半小時已經足夠，絕不超
過6時，門應小姐往店裏一指：沒
有位，全滿。
天色已晚，家家餐館不准堂食，
又不想回家煮飯，放眼一看，哇，
滿大街都是外賣，大店小店，為搶
客源比平日便宜很多。不想多走
路，很熟悉的一家就在眼前，咕嚕
肉、粟米斑塊、燒牛腩、蝦仁炒
蛋……咕嚕肉、粟米斑塊，是香港
人最熟悉的兩味，什麼時候吃都順
口，這兩味也正是這家餐館外賣的
重頭菜。一樣買了一個，熱乎乎，
拿回來就開飯，一紅一黃色澤誘
人，再加一綠葉菜，看着就開心，
這一餐在家裏吃一點不輸蝕去餐
館，還經濟得很。
下口才知，今時已是不同往日。
說是斑塊，不如說是麵塊，雖然大
大塊，裏面幾乎找不到魚，全是
麵粉，咕嚕肉也是以麵團為主，肉
塊為輔，吃了兩盤紅黃麵塊，扔了

一半，招一肚氣。自此囑咐家人少
買外賣，尤其這一家再也不吃了。
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香港人
講究吃，香港長壽世界數第一，就
是因為吃得好、吃得新鮮，億萬富
豪和平民百姓，在吃上面，差距不
像財富那麼大。要吃得好味道好，
港人不在乎多個十幾塊錢，但這樣
以麵粉充魚，名為便宜，實為唬
弄，為了錢把名聲全做沒了。
寧願麻煩點兒，還是自己燒菜

吧。疫情少出街，家裏就得有存
貨。火腿是家裏常備的，不止可以
煲湯，蜜汁火腿一樣好吃好做。曾
經在家裏請客，來的是一位家宅富
裕的上海人，吃完發問兩道菜，一
是蜜汁火腿、一是炒牛肉。他悄聲
問，剛才那道蜜汁火腿是怎麼做
的？怎會那麼軟滑入味？其實不
難，蒸的時候，下面墊一塊火腿邊
皮，蒸透之後，把邊皮扔掉，再燒
上蜜汁香料，這樣蒸出的火腿，底
下不會焦，也能完全蒸透，哦，原
來秘訣在這兒，怪不得外間吃的蜜
汁火腿總是偏硬。
炒牛肉是一道家常菜，但要炒得

好，夠嫩，就是要功夫。先打一碗
汁，醬油、麻油、芥末、糖，牛肉
切薄片，泡在汁水裏2小時，牛肉
吸足水，取出牛肉片，開油鍋，大
火翻炒2分鐘，出鍋。當然還有一
樣，牛肉要好，要是原料不好，再
好的功夫也炒不出來。

時近年尾，到處也可以接觸到有關生肖
運程的資訊。就好像以前，我們可能也會
買一本某某的生肖運程書來參考，看看自
己在來年的運程如何。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這些資訊，已經可以從一些媒體
或軟件上得到。但人們還是好奇自己的將來會是怎樣。
曾幾何時我也是一個這樣的人，特別準備過農曆新年之
前，有好多習俗上的做法或傳統觀念也會跟隨。雖然很
多人覺得我是一個接受外國教育思想的人，為什麼會這
麼「迷信」？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可能這就是傳統中
國人的思想，而且我不否認我是一個「迷信」的人。不
多不少也可能因為家人的影響，所以從小便會知道在農
曆新年前後，有什麼需要做，有什麼不可以做。
但到了今天，我這個思想「迷信」的人，好像有點改

變了。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與你們分享。記得以前媽
媽跟我們說：「農曆正月期間不可以買紙張。」不知道
你知不知原因何在？因為人們要買很多紙張回家的原
因，就是有人離世，所以要燒大量金銀衣紙，所以正月
絕對不可以購買任何紙張，俗稱「大吉利是」。其實這
個習俗我已經跟隨了20多年，直至去年開始，我已經覺
得沒有這個必要繼續堅持下去。原因就是，我的父親去
年初因為感染新冠病毒而離開世界，但我堅持20多年的
習慣，原來也沒有用處，我的父親還是離開了我們，那
麼我還需要這麼「迷信」嗎？
其實這個習俗，我在過去的日子也會跟朋友分享，就

是希望他們也可以跟隨，然後不會有不幸的事出現。但
諗深一層，我們沒有能力及機會去改變自己的命運，我
覺得每個人在這個地球誕生之後，上天總會安排了一
切，人們還以為可以跟隨一些習俗便能令到自己的命運
可以好一點，或者賺多點錢及身體健康。但我發現，我
父親是一個飲食非常檢點的人，選擇食材也盡量配合養
生的方法，到頭來，一個新出現的新冠病毒便取了他的
生命，所以我到今天仍然覺得，如果沒有這個病毒出
現，我的父親應該還有很長壽命。
雖然我這樣說，其實又是離不開上天的安排，沒有人

可以改變。不過，我不是一個消極的人，只是有些事情
真的已經努力付出或者面對，就算最後沒有得到好成績
或失敗，就已經對得起自己。所以運程書還是可以參
考，但不要太「迷信」。

不再迷信

肝炎有病毒性和非
病毒性肝炎。最常見
的病毒性肝炎分為甲

型、乙型和丙型。
甲型肝炎多由受污染的甲殼類海
產所致。有些人吃了生蠔而致急性
甲型肝炎，眼睛和皮膚發黃，肝酵
素急劇上升。香港估計有54萬名乙
型肝炎感染者及2.2萬名丙型肝炎
感染者，兩者均是經過母嬰、性接
觸或血液傳播，大部分的乙肝和丙
肝都沒有明顯症狀，只有小部分人
急性感染期會有輕微發燒、嘔吐、
食慾差、極度疲倦、腹瀉及有茶色
小便的病徵。大約有25%會演變成
慢性活動性肝炎，可以在數十年後
導致肝硬化，甚至肝癌。
以前大部分乙型肝炎嬰兒出世時
由母親傳播。小部分人的乙型肝炎
和丙型肝炎一樣經過體液、共用針
筒、不潔的口腔用具或輸血等傳
染。在香港1988年之後所有嬰兒出
生時都會在醫院接種乙型肝炎疫
苗，出生1個月及5個月後打第二針
和第三針，超過95%的嬰兒可產生
具有保護性的抗體。如果孕婦是乙
肝帶菌者，嬰兒會在出生24小時內
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HBIg），並
於接種三劑疫苗後檢驗抗體水平及
感染情況。
2021年，全港設有產科的公立醫

院都會為高病毒量的乙肝孕婦提供

抗病毒藥物治療，在孕期28至32
周胎兒器官已經形成的階段服用
TDF可以大幅減低母嬰傳播機會，
而且不會對胎兒造成不良反應。成
人也可以接種甲型、乙型肝炎疫
苗。丙型肝炎暫時沒有疫苗，只能
在傳播途徑上避免。
病毒性肝炎可以通過驗血而知道

是不是乙型肝炎帶菌者，有沒有甲
型、乙型、丙型肝炎的抗體。乙型
肝炎帶菌者可以通過驗體內病毒的
濃度，而知道是不是在活躍期，並
定期每半年做肝功能、乙型肝炎核
糖核酸濃度、甲胎蛋白和肝臟超聲
波的檢查，如果持續不正常可能要
用藥，希望及時得到醫治而不會進
展到肝硬化甚至肝癌。
在那些高發地區，乙型肝炎佔人
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五至二十，有時
有病人突然之間發現有肝癌，問他
們是不是乙型肝炎帶菌者？大部分
都是，而平時沒有定期覆診。
另外如果長期吃一些發霉的花

生、豆類、果仁，裏面的黃麯霉素
也是致癌物質，引致肝癌。在飲食
上應該盡量避免。
也有的病人無端端突然急性肝衰

竭，原來沒有經醫生診斷和處方而
自行亂食藥，包括中藥和西藥這是
非常危險的。
如果留意上述的問題，有些肝炎

和肝癌是可以避免的。

肝炎

劇場人常說每個劇本都有它的
命運。落在優秀的導演或演員手
中，便會在舞台上呈現耀目的光

彩。倘若不幸明珠暗投，明明是好劇本也會被
糟蹋，慘淡收場。
不過，即使再好的製作，如果生不逢時，也
是會乏人問津。因此，除了人之外，時間也是
影響作品能否賣座的重要因素。
電視劇《異搜店》便是一個例子。它的收視

率平均22.3點，是自2021年以來1月份收視排
第3名的劇集。
《異搜店》在1月播映，即是俗稱的「炮灰
期」。一般來說，在這些時候播映的劇集都不
是電視台特別重視的製作。同時，很多觀眾在
兩個大節之間也很忙碌，未必有時間安坐家中
收看電視劇。
單看演員陣容，《異搜店》不算吸引。它沒

有「大卡士」，也沒有所謂「自攜流量」的演
員。男女主角的演技仍有待琢磨，其他的則是
慣演「綠葉」角色，不是那種會叫觀眾因為有
他們參演而專誠收看的演員。
以劇種來說，由於有《金宵大廈》珠玉在
前，這個定位為「時裝奇幻懸疑」的電視劇自
然較為失色，難與該「神劇」匹敵。

可是，《異搜店》卻有不錯的收視。為什麼
呢？因為它有它的運氣。當電視台安排它在1月
播映時，誰會想到新冠疫情又再肆虐全港，香
港又再次禁止晚間堂食？
於是，市民在晚上都乖乖地留在家中，其中

一項娛樂便是看無綫劇集。
換句話說，《異搜店》佔了百年一遇的天

時。
當然，將它的高收視只以天時來解釋是不公
平的，因為它有其優點。
劇本是它最成功之處。
網上有些評論說擔心《異搜店》會「爛

尾」，幸好它沒有令人失望。這點我是同意
的。以《十八年後終極告白》為例，我一直用
心追看。可是，當「第8個人」出現後，全劇立
時塌了下來。到了《換命真相》，劇終竟然說
那是一本小說的內容。
《異搜店》沒有爛尾，它的劇本非常完整。

它有起承轉合，結局就是展現故事開始時要找
出的真相。無綫很多關於紀律部隊或醫護人員
的劇集的方程式是這樣的︰先來數個與主幹故
事無太大關連的單元案例，讓主角去偵查或解
決問題。最後，問題來到主角自身了，他或她
要面對最大的考驗。

《異搜店》也有類似的安排。不過，它不是
長劇，只有3個單元。這3個單元故事並不是偶
然被主角碰上，而都是與主幹故事有關連的。
全劇的最大目的是要找出「韋敬仁的死因」。
這些單元的作用不是如其他紀律部隊劇集般展
現主角的聰明能幹，而是逐些逐些將韋敬仁之
死的蛛絲馬跡含蓄地浮現出來。編劇在細節上
的鋪排尤見心思，例如在最後一刻才告訴觀眾
那個被主角捧回家的花瓶原來正是藏着主角母
親一直找不到的戒指；立堂記成也「春江錦鯉
圖」，敗也「春江錦鯉圖」，一幅國畫貫穿了
整個故事。
《異搜店》其實也可以叫做《誰殺死韋敬
仁？》。開始時，大家都以為韋敬仁是死於自
殺；中後段時，又以為他是被謀殺。到了最後
一集，才知道原來他是在天台受威逼時被人無
心誤推下樓。不到最後一集也不知道真相本
來是觀眾追看劇集的基本要求。可是，現時
很多「行貨」劇本早已放棄追看性這個重要
元素了。
原來韋敬仁的死因不只一個，他身邊很多人
都是促成他死亡的「兇手」。這劇有點警世作
用，我們今天不自覺地種下的因，卻可能會結
成別人或自己的苦果。

誰殺死韋敬仁？

平常生活分開市區及鄉
郊部分；會客、社交、二
人世界以巿區為主，常
態：匆匆路過。

獨處、思考、工作、散步、獨自看電
影、朋友們柴娃娃飯聚則以鄉郊的老家
為主，悠然看南山（在新界發展加速的
現象下，從家中天台過去隨便360度看
山的空間早已逐步收窄），走路為主，
安步當車，主調：慢活。
一應慢活，特別喜歡看電影，為此在
老家影音間添置了室內單車鍛煉；寓強
身健體於專心看戲，相得益彰。
那天影音系統跳出香港人都曾熟悉的

獲獎無數、1988年出品意大利優異電影
《星光伴我心》（Cinema Paradiso）；
曾經看過無數次：香港戲院放映不足兩
小時的精華版本，後來從光碟重獲兩個
半小時國際版本的樂趣，誰知在電影面
世35年之後卻看到內容更豐富的導演親
手剪輯Director's Cut的3
小時足本，看來愈發過
癮，也解開簡短版本失落
的深入細節：主人翁To-
to的童年，初戀浪漫少年
期，暮然回首那人卻在燈
火闌珊處的壯年後期；3
個部分平均分配，戲份相
當各有令人怦然心動的主
調與副線。
朋友們心目中的運動、

健體勞模老友記馬生去年
在大家毫無預警下突然心
臟出狀況，留醫躺床好些
日子，出院後又因躺病床
太久，引發腰椎舊患復
發，最終無奈提早退休。
散步閒談間語重心長：我
們那些年平均4歲入讀幼

稚園，這之後小學、中學、大學；閣下
更多讀一個學位。隨後即投入社會，參
與職場大軍，從遊走國際到開發大江南
北，縱使十年前頸椎超級危險大手術兼
7年前大腸癌後，自內地大本營漸次淡
出，回歸香港卻仍未退下，再次手術甚
至新冠肺炎都被傳染過（前年7月第三
波）……大吉利是，經歷未免太豐富，
是時候跟自己說一句：夠了！
學校加職場以外，可曾真正享受過無

拘無束？
沒有！
中醫師朋友為我把脈，結果：寒、

鬱。
另加：閣下好在父母給予一副好身

子，底好，經歷一而再再而三的身體創
傷，生命力仍然頑強，未需老花眼鏡也
不用染髮；不過還是小心點好，調節身
心讓往後的路，走得輕鬆愉快。
無拘無束心情引領，心靈埋單；就

是，路！
猶如《星光伴我

心》，基調也是
「路」，將人生鋪排
分成幾段路；路上離
不開：人、事、物三
大因素……自去年開
始籌備，準備今年7
月推出的新書，有關
自己及家族前人走過
的路，資料、故事、
傳聞繁多，十多個月
走 過 來 ，終究以
「路」為主調，看過
足本《Cinema Para-
diso》獲得不少「路」
的提示，助我迅速落
筆，期待在限期前完
書。（未完，待續）

路．過

大廈法團主席的過敏症
新冠病毒已經困擾香港差不多兩年

了，想不到沒有中招的香港人，也患
上了精神過敏症，睡眠不好。
最近，筆者所居住大廈的業主立案

法團開會，林主席戴上口罩，但不停
地打噴嚏，各委員大為驚恐，擔心林

主席感染了變種病毒，大家認為為安全起
見，立即散會，要求林主席立即去看醫生，
翌日，各委員紛紛前往檢測中心看看有沒有
中招。
一個星期之後，立案法團執委會的電話群

組交換了有關信息，原來是虛驚一場。林主
席沒有感染到變種病毒，卻破了大財，看了
3次專科醫生，每次診金為4,000元，痛失1
萬2千元。後來再看普通科的醫生，醫生叫
他出示仍在服用的藥物，一看之下，原來是
沒有類固醇的治療鼻敏感的藥物。醫生說，
這些藥物，如果服用3天，成本是80元左
右，某些西藥房也有出售。
醫生還說最近所有醫生朋友的診療所生意

大旺，都同鼻敏感和濕疹有關。一年多來，
全球都受到新冠病毒的襲擊，許多人不外
出，長期戴着口罩，心理壓力很大，產生了
心理的抑鬱症，悶悶不樂，沒有出外運動，
也沒有曬太陽、吸收維他命D，更沒有機會
和老朋友談天說地。久而久之，就會出現鼻
敏感和濕疹。特別是8歲以下的小朋友，平
日有返學，與小朋友打打鬧鬧，心情舒暢，
思想活躍，無牽無掛，突然中途停學，留在
家中，白天父母都要上班，他們的情緒低
落，心情苦悶，若有所失，結果患上了抑鬱

症，就會出現鼻敏感或者濕疹，於是父母急
忙帶他們去看西醫，診療所的生意立即好起
來了，經常要排隊。
筆者乃告訴林主席：「如果是因為疫病

長期困在家裏，你所花的1萬2千元，就很
冤枉了。我們所有執委都是前往政府的檢
測中心進行檢測，看看有沒有感染病毒，
大家都可以安心下來，事實證明，大家都
沒有患上新冠。你不如看一看中醫。」林
主席轉為看中醫，兩個月後，他的鼻敏感
也治療好了。筆者詢問林主席：「西醫不
是說，鼻敏感是沒有辦法斷尾，為什麼你
竟然好了？」林主席說：「中醫的理論完
全不一樣，他說我是寒底，所以要用溫和
的方式扶正攻邪。」
第一，他囑咐我每日早上要到維多利亞公

園急步走，大約１萬步，約莫１小時，令身
體發熱。
第二，他通知我，沖涼的時候，熱水不要
太高溫，因為這會造成沖涼前後的溫度差別
太大，結果在沖涼之後，體溫下跌過快，會
造成鼻敏感的症狀。
第三，室內要空氣流通，要清除室內造

成敏感的源頭，床上用品最好使用防敏感
的棉織用品，每天起床疊被子，及時清除
床上的皮屑毛髮。經常用熱水洗滌床上用
品和內衣，並在陽光下暴曬或用烘乾機烘
乾。室內要定期徹底清潔，消除蟑螂。室
內不要種植植物，且盡量少放毛絨玩具、
地氈和掛氈。要使用吸塵機吸走塵埃。家
人不要在室內吸煙。起床的時候，若身體

不適應不夠暖和的環境，便要攙扶着桌子
或椅子做深膝蹲動作25下，讓身體比較暖
和，然後，用兩隻手指沿着鼻樑兩邊上下
摩擦，一直摩擦到兩側的鼻孔旁邊，這個
位置叫做迎香穴，平時空閒的時候，也可
以按摩迎香穴大約5分鐘。此外，兩手的虎
口位置叫做合谷穴，也可按摩兩三分鐘。
中醫問林主席：「平時有沒有腹脹、胃口
差、大便爛？」林主席說有，並且冬天的時
候非常怕凍，夜尿，腰累。中醫認為林主席
脾氣虛，還有腎氣虛。於是叫他平常要服六
君子丸和金匱腎氣丸。並在首10日，早上剝
取辛夷花蕾一到兩粒，除去外面毛茸茸的苞
片，將裏面棕色而油潤的花瓣放入口中咬碎
吞服。每日1次，10日為一療程。每個療程
中間，停頓10日，大概3個療程，就可以見
到最佳效果，辛夷性味溫辛，歸肺經，能散
風寒，通鼻竅，往往能夠很快解決鼻塞或者
流鼻水問題。
中醫還介紹林主席服用蓯蓉金櫻補腎粥，肉
蓯蓉15克、金櫻子15克、羊肉100克、粳米
100克、細鹽少許、葱白2條、生薑3片。製
法：先將肉蓯蓉、金櫻子用水煎去渣取汁，
入羊肉、粳米同煮粥，待熟時，再加入葱白
生薑稍滾10秒。每星期兩次。但是如果有感
冒傷風，便要停止服用。另外還有核桃淮山
粥，核桃肉12克、山藥15克、糙米1杯。
兩個月之後，林主席氣色大佳，手足溫

暖，睡眠變得非常好，大約6小時才夜尿一
次。林主席開始組織街坊早上行山，雖然70
歲了，但步履如飛，不再心跳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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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網上重溫1988年意大利
電影《星光伴我心》，足本3小
時，勾起不少往昔人、事、
物！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