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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紫紅色裝束，整齊列陣，跨境
來港，首先入駐亞博館（亞洲國際
博覽館），主攻老年新冠患者。老
年患者多有基礎病，喉嚨乾、癢、
痛，食慾不振、腹脹、大便乾結
等，具長期臨床及治療新冠肺炎的
經驗，張忠德要用中醫藥快速改善
病人這些症狀，從而減低新冠病情
的加重。中藥一服，不出兩個星
期，老人們病痛減輕，療效顯著。
中醫就是這麼神奇。中醫始於春
秋時期的扁鵲、華佗，盛於宋代。
唐代名醫孫思邈的畫像，身邊總有
一隻老虎。傳說，孫思邈手搖鐵
鈴，騎着驢，四處行醫，遇到一隻
老虎把他的驢吃了，驢的骨頭哽住
老虎喉嚨，老虎就要憋死，孫思邈
用手上鐵環撐住虎口，把卡在虎口
的骨頭取出來，救了虎命。老虎感
恩，成為神醫的坐騎，那支鐵環，
也叫「虎撐」，是孫思邈召喚病家
的串鈴。雖是傳說，但中醫確有馭
虎之力。
中醫離不開中藥，百草治百病，
同仁堂就是中醫藥的代表名號，同
仁堂承繼孫思邈的「千金方」，頗
有幾味救命良藥，最出名的是安宮
牛黃丸，有起死回生之效。香港鳳
凰衛視女主播劉海若，多年前因火
車出軌受重傷，多日高燒不退，昏
迷不醒，用了許多西藥都不見效，
是同仁堂的安宮牛黃丸使她甦醒復
生。相信祖國醫學中醫中藥，盼望
快戰勝疫情，重現生機。

冬陽天地

新冠與環保

香港的房屋災難，最突出的是深
水埗、油麻地、旺角出現了大量的
劏房住客，居住的環境非常狹窄，
空氣不流通，若果中了新冠病毒，
立即傳染全家，能否生存下去，聽
天由命。香港人去年每月入息中位數為
20,000元，屬於富裕地區，但是貧富懸殊，
所以出現了非人生活的劏房區域。
深水埗、油麻地、旺角有大量的舊式唐
樓，一般是 8 層高，沒有電梯，租金較低，
所以才有條件被業主改建成為劏房。大暑
後，立秋前，劏房氣溫約莫 30 度， 根本就
像蒸籠一樣，連呼吸空氣也有困難。我的
一個遠房親戚東叔，就住在深水埗的劏房
裏面，東叔所居住的唐樓入口，並沒有鐵
閘，可說「閒雜人等，出入自由」。治安
環境並不好。上樓梯的時候，一樓樓梯間
昏暗無光，爬了兩層終於遇到亮着的走廊
燈。光照下，牆面上一層又一層的招貼廣
告、黑筆塗鴉的電話號碼，伴着龜裂甚至
剝落的牆皮，無不顯示着這裏的髒、亂、
差。
這一棟唐樓原本是一梯兩伙的格局，每一
個單位都會有一道鐵門，推開右側鐵門後，
一個單位400平方呎，「一劏四」，成為了4
間劏房。每一個劏房租金 6,500 元，加起來
26,000元，比正常的收入增加了兩倍。
「劏」字本意，原為「宰殺」，將動物
從肚皮切開，去除內臟的意思。在寸土尺
金的香港，為了多賺租金的房東們，「聰
明地」將原本只能整套出租的房子，劏成
幾間，分租予不同住客。
最近去探訪東叔，才發覺他的劏房有許
多木蝨，東叔的房間只放得下一張單人
床，床尾還要架起一木板，才可擺放一個
小型電飯煲和雜物。全屋密不透風，只靠

演藝蝶影

最近有個很有趣的 來說真係距離 6 歲都睇得明不遠。這
經歷，打算重操舊業 個道理我一直深深明白。但人總是
開展銷售教學課程， 犯歷史犯過的錯，今次總算是提醒
找了適合的合作夥伴後我閉關十日 了自己，再次告訴給自己聽，為何
創 造 了 一 整 套 完 整 林 作 保 險 銷 售 離開牛津後算是發展成功的一次。
難道你沒有發現，厲害的人總是
學，然後便準備了一個分享會和大
家講解我的理念。合作團隊和我開 令到事情看起來是那麼的簡單嗎？
會，感受我分享會的內容，會後檢 看一些頂級足球員例如美斯在盤扭
討，成團半打人最大的感覺竟然係 過人帶球總是看似那麼簡單，而我
太悶，而太悶的原因很簡單——因 相信確實道理就是那麼簡單，而他
將道理上發揮到極致，就是這麼簡
為我準備了太多內容。
在我的經驗裏面，最少的總是最 單。李小龍講過我不怕一個人一萬
好的，在牛津大學的時候，我副修 個招數都試了一次，我只怕一個人
哲學，而哲學的回答方式是以論文 同一招式打過一萬次。
總結，我認為在生活中及工作中
回答問題。那時候有位美國教授在
考試前一個月瘋狂幫我操練，教我 只需要捉住幾個大位，發揮至極致
如何準備論文的大綱，頭幾次見面 就已足夠，所以大家要做到的只是
幾乎每次他給我的反饋都是「太複 專注及深入自己擅長的幾個範疇即
雜了」。事實係，去到牛津一流水 可。
千萬不要以為講多兩句、寫文寫
平的論文，反而係愈簡單愈好。他
告訴我一篇強而有力的論文只需要 多一百字就代表更好。千萬不要以
為上多一兩門課程、學多
兩種元素：
一兩門技藝，就會變得更
第一，極 端 ， 他 的 意
能幹。只需要將簡單的做
思是如果你採取不溫不
到最好即可。
火的論點，你就不會引
這句話尤其是給年輕人
起包括考官在內的任何人
的。我每個禮拜都在遇到
注意，而沒有注意力就不
年輕人，我覺得太多的他
可能高分。
們由於欠缺社會經驗，很
第二，論點 要 極 度 清
想很多事情都試，但最後
晰簡單，他認為一個論
一事無成。想更快成功很
點就只需要有 3 個理由支
撐，全部都係大道理，無 ◆做好自己擅長的範 簡單——保持頭腦簡單，
須任何迂迴的狡辯，總括 疇即可。 作者供圖 每次做好一件事即可。

林作

◆耶路撒冷舊城「哭牆」，猶太人故
鄉的象徵。
作者供圖

心急的後果

我相信自己絕對是一個「急性子」的
人，為什麼這樣說，因為無論我在工作
的時候，或是在生活當中，做每一件事
余宜發
也有一直衝的習慣。就好像有時候看見
一些同事經常要通宵達旦準備自己工作崗位的事情，
但從我眼中，其實這些工作可能花一點時間便可以完
成，不用慢條斯理地利用睡眠的時間去做。
雖然我不可能完全明白到他們在做什麼，但我看在
眼內，這些工作其實簡單不過。可能就是我比較心急
的性格，所以不會容許自己花太多的時間去完成某些
事情，我不是濫竽充數去面對工作，只是有些人可能
喜歡慢條斯理，他們是沒有錯的，只不過是自己的性
格問題。但有時候這種橫衝直撞的情況，是會令到自
己受傷的。
例如我在生活上的「急性子」，就如我在家裏煮東
西吃之後，總會有很多杯碗碟需要清洗。好像上星期
六，如常跟弟弟一家人在我的家裏弄東西吃。當晚其
實只是煮了一個日式火鍋一起品嘗。在吃完之後，我
習慣清洗所有用過的工具。因為我覺得，他們始終在
我家中作客，所以這些比較煩厭的工作就由我來做
吧。就因為心急的關係，且輕視了一些利器，導致我
在清洗一個工具的時候，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就像一些
瓜菜去皮似地𠝹開手指的一塊皮，立刻血流如注，我
便從廚房大聲說：「我弄傷了手指。」好在我的弟弟
還在我家，他很緊張地衝入廚房看，還有點責罵我為
什麼不小心。當然我知道他的責罵不是真的，只是因
為看見哥哥受傷，他心急如焚才說出這些說話。我跟
他說：「讓我沖洗傷口之後可以繼續洗碗。」他便大
聲說：「就由我來洗，你不用再接觸這些東西。」
其實我知道弟弟是非常痛錫我這個哥哥，就好像我
之前曾患上「驚恐症」的時候，雖然有時我還是有很
多生活上的顧慮，而他總是說不用亂想，但其實他經
常留意我的情緒及身體變化，他絕對是一個不可多得
的好弟弟。
說回我的「急性子」性格，這一次輕微受傷就是正
好說明，我以後處理家務的時候，也應該以輕鬆的態
度面對及放下心急的習慣，功夫總會有時間便可以完
成，不要急忙着想盡快做好。

劏房的悲哀

范 舉

作業簿

切忌太複雜

大衛，請纓作導遊，伴我跑了幾天並好幾
個景點；包括有紀錄，世上至古老城市，
死海北沿綠州 Jericho 耶利哥；在那裏，得
以再會香港並老家新界普遍種植，初夏花
開個滿天火紅的鳳凰木，更拾得瓜熟蒂落
種子盒子，目睹家鄉舊識，離家幾千日，
怎會無由淚下？
思鄉；自那刻，植下回鄉的念頭。
見我淚下，問過原委，耶利米吐出真
相；他本屬特種部隊，管理飛行保安。那
天接到通知有遠東面孔上機，即派他「貼身
照顧」他們分不清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反正黃
種人面孔的乘客。在此之前不久，「日本赤
軍」成員在台拉維夫持械大開殺戒，殺死不
少無辜人群，所以對東方面孔特別敏感。
這種敏感無所謂，讓我獲益首次坐上商
務艙，享受優質服務，也無端認識一位新
朋友。
耶利米坦白，那趟旅程是他機艙保安最
後一程，即將退伍重返校園。見我手持鳳
凰花種子盒，思鄉淚下，無論如何無半點
赤軍殺手因子，始對我明言；也跟我說了
他們家族早在上世紀初，已從俄羅斯追隨
「錫安主義」回歸巴勒斯坦；無盡流浪、
被迫害甚至滅族，不理千辛萬苦，無論如
何歷盡可歌可泣艱辛，都要 2,000 年前回
到故鄉！

家家廊廊

心理上的壓力。所以無論是政府還
是學校，非政府的慈善團體都要將
紓緩市民的心理壓力放上日常議
程，因為有些人礙於面子不願意求
助，我們要主動出擊，行多一步去
幫助他們。
在疫情期間，為了防止疫情擴散
製造了很多垃圾，這是可以理解
的，例如每天棄置的口罩、飯盒、
隔離衣、塑膠等這些是不能循環再
用的，但如果能夠研究出一些物料
除了防護，也可以一段時間後溶解
而不污染環境該有多好啊！如果我
們每人留意做好自己本分，盡量用
少一些外賣的膠盒，或者將這些膠
盒洗乾淨再用，將一些乾淨的紙張
回收做再造紙，消毒藥水的濃度掌
握好，減少對水源的污染，減少海
洋生物的破壞，相信對我們的後代
甚有裨益。每人做少少就已經減少
了很多廢物，否則堆填區很快就堆
滿了，地球的污染只會愈來愈厲
害，我建議政府由現在開始就要關
注這個問題，將廢物循環再用的工
廠即使虧本也應該做下去。
在後新冠時代還有很多工作去
做，任重道遠，在第五波疫情未
完，第六波未到時候開始籌備和計
劃將來很有必要，希望李家超將來
新的班子留意到這些民生和環境的
問題。

回鄉

百百

新冠疫情暫時得到
緩和，人們開始恢復
正常的社交生活、工
作。街上比以前多了很多人，食肆
也開始人頭湧湧，香港似乎恢復了
生機，明顯地很多人面上浮現了久
違的笑容……
在這場第五波疫情中，香港是重
災區，百業蕭條，醫務人員疲於奔
命，無論在家居還是工作的地方，
人們都提心吊膽生怕被傳染上新冠
疫症，現在總算能夠鬆一口氣了。
不過有很多工作還需要善後，才能
夠返回正軌：有不少人經過過去幾
年的折騰，無論是心靈上、經濟
上還是人與人的關係上都受到很大
的考驗。
相當一部分人無論有沒有感染上
疫症，心情都是很壓抑而引致容易
疲勞、失眠，不願意見親友。香港
人最大的負擔就是供樓，如果收入
不穩定甚至沒收入，這樣他們就壓
力山大。居家辦公或者放無薪假
期，本來和家人見面機會多了是好
事、多了溝通和分享的機會，但如
果心情不好可能摩擦會多了進而發
生口角，所以在逆境中怎樣互相理
解、扶持非常重要。我們那些免費
的熱線也收到很多求助電話，一開
始是接收查詢怎樣面對和治療疾
病，現在主要是求助怎樣面對一些

那年匆匆一念，改變本來
翡冷翠探友計劃，轉飛台拉
維夫，首次接觸以色列並巴
鄧達智
勒斯坦，引領往後半生跟中
東風景不離不棄常懷思念。
動身那天為星期五，奇怪乘客特別少，
尤其乘搭價錢比較英國航空公司更實惠的
以色列航空航班。偌大經濟艙只有十位八
位乘客，我卻被優惠，調動坐到商務艙
（相距多年，弄不清楚當時被稱為 King
David Class 還是 King Solomon Class）；
納悶……身邊卻坐下一位比筆者身形還高
還壯，大概同齡的乘客。環顧整個所羅門
王商務艙，只有另一位乘客，何解編位在
我身旁？
年輕陌生人名耶利米，頗友善，沿途推
介以色列特色遊蹤，也為我解開謎團；猶
太禮法，周五黃昏至周六黃昏為不能點
火，絕少活動，除卻到猶太會堂參與 Sabbath安息日禮拜。
也有例外情況，除非人已在旅途，絕少
於當天出發行程。碰巧那個星期五的黃
昏，不單止安息日，還是猶太傳統非常重
要逾越節的開始，大時大節不少住在外國
的以色列人及海外猶太人，都會預先飛到
以色列熱熱烈烈參與節日。
年輕人解釋了跟隨猶太曆法，以色列航
空公司航班上幾乎了無乘客原由；在下從
小懵懵懂懂雖然感覺奇怪，卻未深究那麼
多位子，何解偏偏坐我旁邊？
下機前，耶利米囑咐在機場出口等候，
果然應約，再次出現，他坐在女朋友的小
車請我上車：安息日兼逾越節，閣下想也
不用想可有交通工具前往耶路撒冷，就算
台拉維夫也不容易！
除了送我一程，還安排入住他們的客
房，知我聯絡不上在耶路撒冷念平面設
計、卻回了海法港父母家的退伍軍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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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式生活

這裏，綠樹成蔭，四
季開滿各種花朵，鳥語
花香，這不是公園，是
何冀平
廣東省中醫院大學城醫
院。每天早上 7 點半，病房裏會出現
一位醫生，穿着深色的中山裝，儀表
堂堂，神色輕鬆，面帶笑容，開始巡
房，病人都盼着這一刻，醫生的笑容
淡定，似乎能化解所有病痛。這位醫
師就是聞名香港與內地的，廣州中醫
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
長、嶺南甄氏雜症流派的第 4 代傳
人—「德叔」張忠德。
德叔總是笑的，笑容對病人很重
要，病人會對醫生察顏觀色，醫生
的面容，是他們檢驗病情的晴雨
表，德叔把一切埋在心裏，把笑容
留給病人。
在他的醫院，病人享受着清雅的
環境，嚴謹的方案，最好的醫治，
他的方子不複雜，看上去簡單，但
有奇效。
在全世界艱難應對新冠疫情，醫
學專家絞盡腦汁找尋真兇找尋出
路，卻一時查不出源頭，禦敵乏術
之時，中國的中醫由本出發，從新
冠症狀入手，在努力尋找出一條出
路。「非典」時，中醫從由表至
裏，診斷為「熱毒」的清熱解毒、
芳香化濕、補氣生津，以 8 種中草
藥，製成「薑八味」，懸壺濟世，
解救緩解了不少病者。
3月中，德叔疫情中第12次出征，
帶領 300 人的廣州佛山醫療隊伍，一

梁冬陽醫生

此山中

雙城記

馭虎之力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5 月 8 日這天真是香港一個很特
別的日子。
小蝶
那天是特區政府第六任行政長
官選舉投票的日子，當選人經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後會於7月1日帶領新政府為香港市民服務。
這個星期日還有其他活動和事情令香港市民
關心。
香港這屆的香港中學文憑試考期的最後一天
是 5 月 7 日。因此，星期日是所有今屆考生最開
心的日子，因為擔心了一年的公開試終於結
束。姑勿論考試成績如何，總算可以鬆一口
氣，輕鬆兩個月後才再為前途擔憂。
我和家人在一個月前早約好那天拜山。本來
我們是應該早一個星期去的，就是因為要遷就
其中一名家庭成員應考文憑試，只得將拜山的
日子延遲一個星期。我們如常一樣，拜山後晚
上一家人吃一頓飯。我們一向都是在我家吃這
頓飯的，因為反正買了很多拜祭食品，晚上便
一起在家吃。不知怎的，我兩個星期前竟然打
電話到一間中餐館查問其片皮鴨的情況。說着
說着，接待員叫我 5 月 8 日一定要預先訂桌。我
問原因，他說︰「那天是母親節啊！」噢！他

一個窄得一尺見方的氣窗通風，房間裏桌
椅都沒有，只能站着講話。東叔年輕時因
為工作勞碌，回家因為非常疲倦，倒頭便
睡着了，與妻很少交談，感情淡薄，最後
鬧到離婚。因多年患糖尿病，右腳要做手
術截去一半，現裝上義肢，因要爬 6 層梯
級，義肢的傷口常隱隱作痛。現在已經 60
高齡，要靠打散工為生，經常沒有工開，一
個月的收入，大約為 11,000 元左右。東叔
說︰「我想申請公屋，已經十年了，仍然排
不上號，只好等待，更要忍得，百忍成
金，才可能生存下來。」這真是道出了劏
房住客的心聲。東叔講述了木蝨為患的情
況，他抽高了衣袖，拉高上衣，展露了木
蝨咬的大小傷口，原來手臂、背部，甚至
下肢都是木蝨咬口，可說是體無完膚。
東叔還有一個工友，叫做阿明，一家三
口住在同一個唐樓的 8 樓，劏房大約 120
呎。房間被劏得十分周正——長方形的空
間從中被隔開，裏面有窗的一間是臥室，
靠外算是客廳，近門口左側還有兩個約 1 平
方米的空間，分別用作廚房和衞生間，右
側是窄窄的、堆滿米麵等物資的過道，連
接客廳。客人來了，入到客廳後，狹小的
空間已逼仄到無法轉身，再想進一人都十
分困難。明嫂帶着 8 歲的兒子在家，沒什麼
空間的劏房內，高低床成了孩子的遊樂
場。一家人已經在這蝸居 6 年，提交申請輪
候公屋的時間也已經 8 年。劏房連孩子做功
課的地方也沒有，只能在床上做功課，東
叔談到了阿明一家人的居住情況，聲音裏
滿是無奈。
疫情前，阿明還有着穩定的收入，劏房
租金加水電費約 7,900 元，佔了每月四分之
一人工。疫情後，阿明半失業，每月只能
打散工，收入大減。明嫂本想做些兼職工

作，無奈孩子學校停課，她只能在家帶孩
子。附近街區曾一度在污水中驗出陽性樣
本，為防疫抗疫，母子只能減少外出，留
守家中。房租、水電網費、吃穿用度，三
座支出大山，壓得一家人喘不過氣。東叔
說︰「住在劏房裏面的人，在兩年的疫情
中，生活就如在苦海之中，日盼夜盼疫情
早日結束，可以喘一口氣。」
我告訴東叔，明天我來為你滅蝨。第二
天，我帶了兩個工具，一個是強力的吸塵
機，一個是高壓的高溫蒸氣噴射機。第一
件事，凡是有木頭的縫隙和小孔洞，我就
用強力的吸塵機把木蝨吸出來。第二件
事，整個房間凡有可能藏有木蝨的地方和
物件，包括床鋪上的物品，使用高溫蒸氣
的機器，噴出高溫的氣體，把木蝨全部殺
死；另外，利用水溶性藥劑再噴射在昆蟲
出沒的位置，重點施藥，希望使藥劑停留
在木板，持續滅蟲效力。最後一步，讓他
把所有的衣服，拿到自助洗衣店清洗消
毒。兩個禮拜之後，再去探訪，東叔把上
衣脫掉，展露所有的木蝨咬口已經消退
了，幾十年的濕疹竟然痊癒，全身的皮膚
回復光滑。
根據今年 3 月的統計數據，本港現時約有
10 萬戶樓宇劏房，有逾 22.6 萬人居住。劏
房住客不少人都是售貨員、飲食業員工，
他們上班的地點，距離居住的劏房並不
遠，大約步行 15 分鐘就可以到達，這就節
省了不少交通費用。如果住在偏遠的公屋
區，每月的交通費就需要接近 1,000 港元，
大大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特別小孩子要讀
書，開銷不少，作為父母，節衣縮食也要
供書教學。特區政府什麼時候才可以減少
建屋工作流程，增加公屋興建的數目，這
是窮人最關心的問題。

五月八日
不說我也忘了此事，竟然也順着訂了桌。
接待員說晚飯要限時，只能吃一個半小時。
我素來不喜歡限時的規矩，但他很誠懇地解
釋︰「我們之前一直晚市沒有堂食，現在恢復
了。我們的店很小，希望多做兩輪生意，就請
你體諒一下。」我曾到過該店，哪是小店呢？
不過，接待員的態度謙恭有禮，我也妥協了。
母親節那晚我們走在街上，每間食肆的門前
都站滿了一批批等待入座的食客。這種情景真
是久違了，過往不知多少個月，晚上的街頭是
靜悄悄的。大部分的店舖都早已關門，只有做
外賣生意的食店才繼續營業。那種冷清寂靜的
情況，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未曾見過。
母親節那晚大家都高興了，顧客可以再次享
受堂食的晚餐，而且還是一桌可坐 8 人。一家
人一起圍桌共坐，重享一個疫症前多年以來都
是那樣度過的溫馨母親節，真令人窩心。老闆
們自然笑逐顏開，因為終於捱過了飲食業的冰
河期。看着一批批的顧客光顧來來往往，就是
抬着花碌碌的銀紙進場，怎不令他們大喜？
往昔餐館食客太多時，侍應們往往都會因太
累太煩，應接不暇而出現服務欠佳的情況。這

次我們發覺雖然侍應們忙個人仰馬翻，但是出
奇地大家都面露笑容，還不時與我們說笑，大
概是因為他們也很久沒有見過餐館內有那麼多
食客。若非經歷過寒冬，相信他們的其中一些
人也未必感受到原來有那麼多人下單、叫他們
拿多一雙筷子，甚至打翻汽水要他們清潔的忙
個不可開交，已是福氣。
5 月 8 日那天食肆的生意貨如輪轉。不只是因
為母親節，還是因為晚市重開的首個星期日之
故。還有，政府撥給每名市民的消費券應該還
有些在口袋內吧？大家當然紛紛想吃一頓好
的，以慰勞一下抗疫已久的疲勞。
5 月 8 日又是佛誕日。我在那天收到了佛教徒
朋友的祝福卡，上面寫着「母親是生命的源頭。
因為母親，悉達多太子降誕於人間，成就佛
道。母親給予我的生命，佛陀長養我的慈命。
獻給生命中的恩人——感謝有你。母親節快
樂，佛誕節吉祥。」佛教徒將母親節與佛誕連
結一起，同時亦多謝朋友給他們的愛，將 5 月 8
日視為一個謝佛謝母謝友的感恩節，令當天更
有意義。
今年的5月8日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