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命的中藥

人生道理
我 經 常 面 對 客
戶，談儲蓄保險計
劃。我沒有興趣在

這裏講公事，但想分享從中學到的
人生道理。
很多客戶，尤其是年輕人，對儲
蓄這個概念，有頗大的偏見。其實
也難怪，他們根本今日不知明日
事，很難去想如何策劃將來。一些
人最大的異議，在於為何要供這麼
久，回報也不能夠達到他們在高風
險投資的程度。
我本身做補習、留學顧問，讓我
對教育的意義一直有頗深的看法。
我一直有公開講，我沒有認為讀大
學是多麼地有價值。大學學位，功
利點講，不過是為了證明給未來僱
主看你有能力學習、用腦而已。這
裏講的當然是非職業類的學科——
醫學、法律、工程、測量這種在我
眼中根本就不是大學學位，只是職
業學位、為了職業資格而已。
我覺得不願意做好儲蓄策劃的
人，等同於不想讀書拿學位的人。
好比剛進入中學的人，你跟他說：
「嗱，中學讀6年，大學讀4年。可

能會因為留級、要再讀碩士而需要
更長時間，看你和社會環境的造
化。沒有保證，你必須很努力，你
也不可能知道自己能否讀得來，讀
的東西可能10年後早已淘汰。過程
很辛苦，回報未必高，畢業後能找
份工作，每個月萬幾兩萬元，算不
錯。」
按照這些人的邏輯，他們應該拒

絕讀書這條路吧。做個儲蓄計劃只
需要忍忍手擺下幾年的收入，但讀
書除了必須的時間和學費外，更是
要付出精神腦力，算起來，真的很
不划算。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很簡單：因為你沒有更好的選

擇，讀書始終是最穩妥的開端，最
好的人生保障。
有人不讀書也發達了，但讀了

書，可能讓發達路在短期內慢了下
來，長遠呢？有壞處嗎？沒有，只
有好處。
所以當年我不辭勞苦，辛辛苦苦

讀了個牛津本科學位回來。投資
大、年期長。但後悔嗎？不，這永
遠是我的資本。

新冠疫情爆發，全
世界束手無策，號稱
科技先進的歐美也是
什麼辦法都用了，至

今尚無良方可以藥到病除，無奈
之下只有躺平。而在中國，流傳
了幾千年的中醫中藥，關鍵時刻
發揮了神奇之效。
古時候，一旦瘟疫流行都靠中
藥救命。光是宋朝，就有59個疫
災年份，平均不到 3 年爆發一
次。元豐三年（1080 年），黃州
（湖北黃岡）遭遇了一場大疫。
因為「烏台詩案」被貶黃州的蘇
東坡，剛被貶到當地，見瘟疫肆
虐，想起同為眉山同鄉的好友巢
谷，曾經將一醫藥秘方「聖散子
方」交給蘇東坡，這是一個連兒
孫都不傳的古老秘方。蘇東坡照
方配藥，將「聖散子」煮成湯
藥，架起大鍋放在街頭。「狀至
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
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挽
救了黃州百姓。
後來，蘇東坡任職的杭州又傳
瘟疫，蘇東坡還是用這個聖散
子，和糜粥熬在一起，治療無數
患病百姓。
抗疫期間，間接相識的廣州名中
醫張忠德（德叔），疫情中12次
出征，所到之處，以中醫中藥醫治
好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老年人
都有基礎病，德叔先從病根下手，
新冠病毒就退而減弱，德叔的中藥
在香港也被頌為美談。
所言不虛。我的一個朋友，曾
是香港話劇團演員，因為常演媽

媽的角色，都稱他卿媽。卿媽十
多年前因為腦瘤開刀癱瘓在床，因
為生性樂觀堅強，靠着一個忠心的
菲傭堅強地活下來。疫情中，突然
沒了她的音訊，果然，因為傭人上
街買菜，兩人都被感染，雙雙病得
起不了身。就是義工送去的一盒
「連花清瘟膠囊」，兩人一人服下
一板，汗出病癒。
香港最權威的中藥店當屬「北
京同仁堂」，古典的中式建築門
面，十八區起碼有十區可見，可
惜進去買藥的人不算多。數年
前，香港鳳凰衛視的女主播劉海
若，一個活潑漂亮的女孩子，在
英國旅遊期間因火車出軌受重
傷，被送進英國最好的皇家腦外
科醫院，搶救的醫生是英國高級
腦外科專家。劉海若傷勢非常嚴
重，胸腔出血，多處內臟器官破
裂，經過 4 次手術，仍深度昏
迷，皇家醫院認為已沒有救治的
可能，決定放棄治療。中國聞之
派出女醫生凌鋒，把劉海若接回
國，可惜傷得太重，依舊昏迷不
醒。危急中，凌鋒突然想到一味
中藥：安宮牛黃丸。
安宮牛黃丸又稱救命丸，由珍

貴藥材︰牛黃、麝香、硃砂等製
成，如果原料全是天然，價格會
很昂貴，但在急救的時候，確有
起死回生之效。藥服下了，劉海
若醒了，傳為奇跡。
說起這味救命藥，「北京同仁

堂」的為最好。探究香港的「北京
同仁堂」少人幫襯原因，一是不知
就裏，一是還沒到要救命的時候。

記得兩年多前，疫情開始爆發初
期，大家除了爭相購買口罩之外，還
會囤積一些生活用品或食品，而囤積
得最多當然就是一些消毒產品。

在現今疫情反覆下，雖然不敢說是否到了可以
看到陽光普照的一天，但起碼現階段，很多日常
生活已經回復疫情前起碼一半。在這日子裏，不
知道大家在家裏的日用品還剩下多少呢？而到目
前為止我家裏囤積的防疫物品數量還有好多。雖
然最初我跟很多讀者或者一樣，都會買好多防疫
及食品的東西回家，至今為止還沒有用完，但我
的習慣就是當所有用品大概還剩下20巴仙存貨量
之後，才會再選購的。
今天我在整理家居的時候，原來發現還剩下很

多「口罩」，可能跟大家的情況一樣吧。但最近
很開心得到一個口罩品牌贊助，所以以前買下來
的口罩，只好送給家人使用。除此之外，還有一
些衞生紙、消毒漂白水、酒精搓手液等等。
其實，我當時不是跟風你搶我又搶的心態去購

買，是因為泊車的需要。為什麼是泊車的需要
呢？因為自從2003年沙士疫情出現之後，很多商
場人流嚴重減少，引致停車場停泊的車輛也自然
減少了。由那一年開始，很多商場便想起以購物
某一個消費金額，就可以得到數小時的免費泊
車。直至今天，泊車優惠仍然有很多商場會使
用。雖然有時會覺得，為了節省2小時泊車的金
錢，便要數百元的消費才可以得到，好像有點不
划算。但實際上，現在有一些停車場每小時的泊
車價錢非常高昂，舉一個例子，在尖沙咀就有兩
個停車場的每小時收費高達四五十元，所以如果
你只要購買一定的消費金額，便可以得到2小時
泊車優惠的話，其實是頗值得的，亦因為這個原
因，我經常會買一些日用品，因為日用品放置的
限期會比較長，而且一定會用得到，漸漸家裏的
衞生紙等東西便囤積起來。
所以未來的日子，可能要想想真的需要買什麼

才換取免費泊車的優惠。不知道讀者們會不會跟
我一樣，為了節省泊車的金錢，便囤積一些日用品
在家裏，但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用完，如果你
有其他方法的話，也可以告訴我，用來作參考。

囤積物品與泊車有關

有些女士面色蒼
白，你問她知不知道
有貧血，大部分是不

知道的。仔細詢問之下可能她會
告訴你經期頗多，但已經習以為
常不以為意。
檢查之後發現子宮有纖維瘤，
抽血證實有貧血，經過止血和補
血雙管齊下之後，貧血好轉，整
個人明顯精神了。
女士貧血有以下幾方面：
1.先天性地中海貧血，這是與
生俱來的遺傳病，輕的只是皮膚
比較蒼白，沒有不舒服，父母最
少一方帶有這種基因，嚴重者可
能常常要輸血。
2.後天性貧血：每個月的月經
周期會流失一些血，正常是 70
至 100 毫升，但如果出現很多啫
喱狀的血塊就算比較多了，月復
一月就會引致過分流失而貧血。
所以要找出原因。要做詳細的病
史諮詢和婦科檢查，看有沒有子
宮纖維瘤、子宮腺肌瘤病和子宮
內膜異位症。
子宮纖維瘤發生於三分之一的
正常女性，一般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適，只有在身體檢查時才會發
現，如果月經正常，體積穩定，
定期觀察收經後就會慢慢變小。
也有一些人月經量過多，但一

般不會經痛，經醫生診治大部分
能夠控制，反覆嚴重出血、有
壓迫症狀或惡變可能者才需要
做手術。

子宮腺肌症和子宮內膜異位症
經期規律、量多之外，還可能有
經痛持續數天。有些人懷孕後症
狀明顯減少；也可以用不同的方
法治療，止痛和減少血量；如果
因子宮內膜異位症影響排卵或者
輸卵管不通，可以用輔助生育的
方法幫助懷孕。病情不同處理方
法可以完全不同：可以用普通止
痛止血藥、荷爾蒙調經藥、避孕
藥避孕針、手術治療、HIFU 治
療等。
子宮內膜增生、息肉甚至子宮

內膜癌症也可以引致月經量過
多。所以要做子宮內膜抽樣檢查
或者刮宮手術去排除惡性病變。
特別是更年期女性如果不規則流
血或者收經後流血一定要小心惡
性病變。有女士因為貧血沒有發
現婦科的問題，於是幫她檢查腸
胃而發現有結腸癌。
另外其他器官的病可能引致貧

血的因素也不容忽視，例如慢性腎
病、紅斑狼瘡、甲狀腺病、血液
病等等都要抽絲剝繭。最後排除
了所有的因素才考慮是不是因為
荷爾蒙失調所致。
因為是慢性失血，有些人已經

習慣了，即使血色素少了三分之
一都沒有感到頭暈，但當矯正了
貧血之後才發現以前總是很疲
累，現在工作和生活充滿活力，
哪怕跑步行山也精神充沛。所以
貧血不能忽視，更不能讓一些惡
性疾病延誤診斷。

貧血與婦科病

過去兩個多月，我每晚看《天
地男兒》。我追看它不是因為
它好看，而是我以前沒有看

過。正確來說，我應該只看過最後一集其中
一場戲。巧合的是，當年鄭少秋的《大時
代》我只看了第1集，已經被他將4名兒子擲
到街上嚇得不敢再看。我記不起為何我在
《天地男兒》首播時只看了最後一集，那又
是嚇壞我的一集——羅嘉良將陳松伶墊屍
底，令我不寒而慄。
1996年首播的《天地男兒》的卡士放在今天
來看，是一齣陣容非常鼎盛的電視劇，一班年
輕演員都已成為紅星︰古天樂、張智霖、羅嘉
良、張兆輝、陳松伶、張可頤、伍詠薇、宣萱
等。加上鄭少秋的號召力和演技，此劇很有吸
引力。當年收視率高至33點，是一個叫座的製
作。電視台在20多年後的今天重播這齣劇集，
我卻有一個評語︰觀眾不要再罵現時電視劇編
劇的水準了，因為此劇需要改進的地方實在太
多，隨手可以列出數個例子。
鄭少秋是全劇的主人翁，故事圍繞着他的半

生發生。他本是一名精明幹探，坐了3年冤獄

後性情改變可以理解，但卻不會變成庸庸碌碌
的無能之輩，連去查證誰令自己坐了冤獄的老
差骨本能也殆盡吧？他在之後的劇情變成閒人
一名，戲份不再在他身上。有一晚我看至最後
一場，鄭少秋出場了，我才驀然記起他是有份
演出。
我對此安排有這樣的看法︰電視台想以資深演

員托起它欲捧紅的年輕演員。《宮心計》雖云佘
詩曼是第一女主角，實際上楊茜堯（原名︰楊
怡）飾演的大奸角才最搶戲。《天地男兒》也一
樣，鄭少秋的忠直老好人角色哪夠大反派羅嘉良
的戲份搶鏡？電視台為求突出大奸角，只好委屈
鄭少秋，令他的擁躉失望了。角色既然寫得如此
無力，那什麼是天地男兒和誰是天地男兒？
劇本的鋪排非常不平衡。這一邊不斷拖拉男

女關係，每次那5名年輕演員的所謂愛情戲出
現時，整場戲便毫無推進。羅嘉良哪曾深愛過
宣萱？拖拖拉拉，看得令人生厭。那一邊重要
劇情卻霎時間出現急劇變化，例如羅嘉良萬惡
不仁了數十集，為了令他惡貫滿盈，便草草來
一個日本地震和被殺手殺死。又例如我某晚少
看了一場戲，夏萍竟會高高興興地讓她痛恨了

數十載的鄭少秋歸宗，害我以為我起碼漏看兩
集。還有，張可頤的戲呢？編劇是在寫處境
劇，可以隨時將角色的戲份增刪嗎？
長篇劇通常有很多角色死亡，《天地男兒》亦

是。不過，死亡角色只會為其家人帶來非常短暫
的傷痛，我叫這種為「日日清情感」，即是難過
只限今天，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看鮑方和白茵
死了兒子、張鳳妮死了愛人、夏萍和馮素波分別
死了兒子、馬清儀和林其欣分別死了丈夫，他們
卻都只有一天悲傷，不會累積傷痛，即使提起也
像在說別人的事情。劇終那集，鮑方和白茵竟然
歡天喜地地說其家三喜臨門，而他們的兒子只是
在不久前才被殺。唯一貫徹悲痛的角色是伍詠
薇，她的角色也是全劇最完整的。不過，她身邊
的所有男人都很倒楣︰李國麟破產、鄭少秋坐
牢、蔣志光病逝，寫得有點邪門。
有一個笑話︰陳芷菁見到母親馬清儀的父親

出現在會議室內，不斷叫那人姻世伯。那人不
是自己的外祖父嗎？怎麼沒有人發現錯誤？
編劇筆下的葉家子孫沒有一個有用。若要我

用一句話概括劇情，我會說︰「一班沒用的子
孫一起氣死關海山。」

誰是天地男兒？

羅啟銳（Alex）乘鶴去，
不帶走一片雲彩，留下無數
文字、電影與故事。
溫文爾雅，感性幽默，待

人接物，叫往後懷念他的人，方向盡往
「一掬清泉」。
建立對Alex的好感；從文字、從電影、

從人品。
他母校「男拔萃」低四班的小師弟Jer-
ry Liu在社交平台PO文追憶……
「認識Alex是透過文字，我讀中一、中

二時，高我四班的師兄以筆名『鐵地留
萍』及『文月狗』在DBS校報Olympus及
校刊Steps發表文章，其中一篇節錄丹麥
哲學家Kierkegaard的思維作序言，看得
我一頭霧水，同時目瞪口呆，怎麼與中文
課本不一樣？而是帶有絲絲淒厲的故事
啊……」
有幸於1997年之前，與羅啟銳同在《經

濟日報》副刊同版撰稿，好幾年的早晨，
住中環的我，閱讀他的文字共鴛鴦奶茶菠
蘿油蛋撻雞尾包樂而忘返（對，就是湮沒
在時間巨輪與不斷向上調整巨額租金，威
靈頓街，Iconic「蛇竇」）；專欄小品文
便應如此：深入淺出、樂而不淫、不關大
道理、純粹記錄那時那刻一掬心情。恒常
記得那篇男人戀情失落小故事《男人老
狗》，打落門牙和血吞，最後落得老狗相
伴，孑然一身……雖傷感卻引出陣陣會心
微笑；回歸也已25年，自己的稿子標題並
寫過什麼老早交還編輯，Alex的標題及內
容卻莫失莫忘常留心窩，偶爾掏出如微風
細雨洗滌心靈。
另一則難忘文字/電影劇本；《我愛扭

紋柴》甫開首，男一周潤發以在下家鄉新
界圍頭話（東莞話、廣府話支派）細訴家
族人物情況「……細細個嗰陣，我阿奶帶
我去遊樂場騎木馬，每次騎上木馬，我就
哭唔停㗎啦；我阿奶就鬧我：衰仔你唔好
哭啦，哭又騎，笑又騎，不如你笑騎騎，

唔好嘥咗我5毫子呀……」
劇本寫得非凡，發仔哥（周潤發）演來

入木何止三分？
那種記憶，天長地久；人生原應如

是，笑又過，憂傷一樣要過，不如笑笑便
過……
啊，永不忘懷！
華人、港人、海外、香港、港大……貫
穿「神鵰俠侶」張婉婷與羅啟銳的作品，
猶如為數豐盛港產片，包含無數國際元
素，順手一掬，難忘《秋天的童話》；船
頭尺賣了隨身家當，換來金子鏈，滿心歡
暢跑過紐約街頭，直至布魯克林大橋底下
十三妹住處，將鏈子交到心上人手中。十
三妹原來正在搬遷到長島新工作住處，道
過別後，陳百強用跑車載着鍾楚紅揚長而
去，周潤發尾隨狂奔；同樣跑在紐約街
頭，之前從心而發的笑靨，之後也是從心
而發卻換來悲鳴，曼克頓日落黃昏滿天紅
霞……那種失落：……枯藤老樹昏鴉，古
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久久烙
印，燒得人心痛！
Alex爾後跟我說，拍那段戲，發仔哥一

剔過，也不可以不一剔過；陌生途人旁觀
過程，直至導演喊CUT，無人不拍掌歡呼
叫好。此時此刻，道旁另有幾位江湖大
佬，等候，「陪同」當時得令紅透半邊天
的男主一號拍過這場戲，飛車機場，趕返
香港，另有工作侍候！

笑騎騎乘鶴去

香港新的希望 新的奮鬥
香港回歸祖國轉眼就25年了，有
經歷1997年回歸當日的中國人都會
印象難忘，當日的移交儀式之情景腦
海隨時也可以翻篇，過去25年維港
上空當然有烏雲蓋頂的暴風雨時

刻，但也有陽光燦爛的日子。這25年來有
走過的彎路、有錯過的機會，就似人生，
每個人年輕的時候總有過迷失，蹉跎歲
月，經歷挫折，青春期輸得起。到25歲後
就應該思想成熟長進，找到適合自己行的
路，發奮圖強將來才能做大事，創造成
就。所以今年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氣氛特
別熱烈，在六、七月份內地和香港都舉辦許
多慶祝活動，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訪港令香
港整個城市更充滿了激情！將香港各界低落
的情緒重新鼓動起來，加上新一屆特區政
府登場，強調以國家視野及香港利益制定政
策，用行動踐行做實事，社會更有希望。
有人說香港回歸25周年是轉捩點，是
「香港第二次回歸」，是人心回歸和理順
了香港政制大方向，回到國家設立「一國
兩制」的原意和初心。未來不搞凡事政治
化，市民齊心配合，發展步伐自然可以加
快，香港肯定明天會更好。
「人心回歸」在香港社會將是個長久的工

程，想轉眼就可以全城人步伐一致，同心同
德做事實在太理想化了，還是要給管治者時
間，給民眾時間，希望透過開明人感染固執
的人，慢慢轉化。大家都對紀律部隊出身的
特首的決斷力和執行力沒有懷疑，然而政府
內部英式管理架構累積了幾十年的習慣，相
信需要時間變更，英式管治有其優點自然也
有缺點，重要的是保持優點並跟上時代發展

步伐改變，觸動目前在舒適區的那群人，自
然引起反彈。據了解，公務員隊伍特別是基
層人員對上級敷衍應付的心態非常嚴重，他
們為了薪金不會辭職，但不會盡心盡力。看
來公務員不能「炒」，但也應設立獎罰制
度，對用心工作的一群公平些。真的考驗政
府官員處理問題的智慧和決心。
習主席希望政府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

應。」希望小市民感受政府的呼應就從處理
最貼身的民生問題開始。用最簡單的事情，
例如不少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大型企業都
設有的熱線電話，卻是最「冷漠」、最難打
通的電話，相信所有香港市民都受過罪，因
此發過脾氣，因所有的熱線電話九成都是線
路繁忙無人聽，叫你轉駁來轉駁去最終無人
理你被激到收線，大家都說只有稅務局的熱
線電話最快有人接聽。最令人氣憤的仍是醫
務衞生署，疫情發生了兩年幾了，第五波疫
情期間中央出手幫忙做了這麼多工作，設立
了這麼多措施，現時染疫人數降低了，仍出
現有人「中招」後打熱線電話求助得不到即
時回應，在住隔離酒店期間出現「陽性」問
題。有朋友親身經歷，母子二人6月底從英國
返港住進隔離酒店同一房間，4日後兒子呈陽
性，母親大為緊張第一時間呈報及致電求
助，換來的是拖延一天又一天沒人轉送到隔
離中心，沒人送藥來，媽媽一再懇求下最終
第5日才有人處理，同困一間房間5日兼5日
與垃圾同處，可以想像到多令人沮喪，幸好
媽媽抵抗力夠，否則又多一個人「中招」。
這位媽媽說一句︰「我本來是支持政府的
人，經此疫真的覺得很失望。」這反映了你
希望人心向你，就要看在危難時是否得到你

的幫助，真的勝過你派錢給他。
衞生署防疫部門這是什麼工作效率？在3

月份人多「中招」算是可體諒，如今還有什
麼藉口呢？這明顯是有些前線人員不是急市
民所急。衞生署旗下有這類人影響很壞。相
信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未來的工作非常艱
鉅，除了想法子「通關」，衞生署許多大難
問題存在亟待解決。
日前看到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首次出席

立法會答問會時公布成立4個工作組，由司
級官員帶領，處理跨代貧窮及土地房屋等
問題，證明他們有好的部署。
感覺最有新意的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親

自帶領的「弱勢社群學生擺脫跨代貧窮行
動小組」，小組第一階段計劃為居住劏房
的2,000個中一至中三學生配對義務師友、
制定個人發展規劃、提供財政支援。義務
師友將與同學分享人生經驗、安排他們參
觀、做工作影子計劃等，開闊他們的眼
界、培養正確理財觀念，以正向態度實踐
人生目標。令人感覺這實在是很有心去做
好青少年工作，官員睇到問題所在，一如
國家搞扶貧工作一樣精準扶貧。實在不應
再用以往做法，撥給學生津貼就當完事，
不顧及客觀環境，家長的知識水平有否善
用津貼，花在學生最需要的地方？而且肯
上進，有心讀書的窮學生才是值得用心栽
培，最有機會成才。香港社會不少商業機
構、社團都願意做有意義的公益活動的，
可惜的是沒有部門做資源統籌，如今有了
「行動小組」牽頭 ，加強官民合作互動，
發揮作用效力更強大，肯定不單止2,000個
學生受惠。實在是有為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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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啟銳拍攝金像電影《歲月神偷》
留影。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