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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有幸結識到
幾位名西醫，有大病
必得求助。平日裏的
何冀平
病痛全靠中醫調治，
並不是本人偏信中醫，而是我認識
一位神醫，他叫周劬志，劬，音
「取」的上音，勤勞辛苦的意思，
名如其人，周醫生日日年年都在診
室度過，以精湛的醫術、仁慈的心
境，救人無數，普渡眾生。他在廣
州，我和他見面很難，疫情中更是
「一面難求」。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扁鵲最重視「望診」，把它列為
「四診」之首。
「望」就是看到，觀察病人的
神、色、形、態，嗅到病人的氣
味，傾聽病人的闡述，最後是
「切」，切脈診斷下藥。我找周醫
生看診，這「四診」一樣也做不
到，百里傳音，只靠一張舌照，加
上簡述病情，周醫生就憑此開下藥
方，每每藥到病除。
結識周醫生，是因為我的好朋友
小波。11 年前，小波在美國完成了
4 期舌根癌治療，人也被完全打垮
了。回到廣州，時任廣東省中醫院
的乳腺腫瘤科主任的周醫生，開始
對她進行中藥調理。小波的丈夫是
美國人，對太太每天喝進去的「黑
藥水」滿腹懷疑，但僅僅 3 個月，
小波驚人般地大有好轉，美國人也
服了，從此認定周醫生是大恩人。
周醫生最近常講到浮針，浮針是
什麼？針灸我們都知道，但都有些
害怕，3 寸長針扎進肉裏不由得不
驚。浮針不像針灸，不用深入深層

肌肉和多層組織，它僅僅作用在淺
筋膜，已經力專宏效。原理是皮下
疏鬆組織，如同橘子的囊一樣深入
到肌層內部，因此，針在淺層，功
在深層，不少疑難雜症都是浮針的
適應症。
小波的右肩上有一個約 4 公分，
硬得像石頭一樣的東西，像是一團
壞死的肌肉，酸痛難忍，用手按
摩、塗藥，都沒有一點變化。小波
雖然信任周醫生，還是有些害怕，
半信半疑地鼓起勇氣，接受周醫生
的浮針。
周醫生稍做檢查，就開始下針，
大 約 幾 分 鐘 的 時 間 ，針 還 沒 拔 出
來，周醫生說︰「唔，好多了。」
待針抽出，肩上那塊「石頭」消失
了！小波還有一個病痛在膝蓋，周
醫生在她膝蓋的背後按下去，找到
幾個痛點，周醫生說這是「第一現
場」，膝蓋是「第二現場」，像破
案一樣，案發的地點有可能是假
象，本質和真相在別處。治療完，
周醫生讓小波試試蹲下去，她竟輕
易地完成了這個原來根本做不到的
動作。
我常年寫作，寫得忘神，長時間
保持一個姿勢，肩、頸、腰血氧不
流通，導致各種肌肉結節，平時只
會扭動幾下，完全不起作用，這下
好了，有了神醫周醫生，內在外表
都有得醫了！
自古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惠民濟
世，治病和救國原是一個道理。祖
國的中醫由表至裏，從哲學到科
學，加上像周醫生這樣的良醫，中
醫的發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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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蝶影

驗，10 個人裏面應該有 2-3 位是喜歡
大力的，例如我女友。
好了，那麼這個情況下，10 個人
看到，至少有 2-3 個人會有興趣？其
實不止！因為另外 7-8 位，會被這個
標奇立異的名字吸引，幫你傳給喜
歡大力的朋友。這麼做，你一下子
就能夠接觸到很多適合的客戶群，
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
好了，傳播上，不需要問媒體人
你都知道，愈是奇特的店愈是會獲
得被宣傳的機會。結果，這間店只
會在短時間內愈來愈多人認識。
好了，錢是賺不完的。能夠做到
廣大喜歡 大 力 的 受 眾 的 生 意 都 很
好的了。但是真的就只有這個程
度嗎？不，實際上，慢慢地，你
會吸引更多的客戶來。例如，我
女朋友想去按摩，她喜歡大力，她
想去。我不喜歡大力，但我想陪
她，我也去。
這樣的我到店裏的時候，難道
你會不做他生意嗎？當然會！你
只需要跟他說：「其實我們有不
同服務，這裏有位小妹子，她專
門細力的。」這不就頓時有新生
意了嗎？
我深信能夠看明白這段文的人，
你的生意量將會很快爆發。

香港的青年夫婦，愈來愈不敢生孩
子了，有一種說法，生一個孩子，養
育費要花 400 萬元。結果是，青年人
夫婦決定養貓或狗，作為心理寄託；
有一部分夫婦，移民外地或者內地，
先要解決託兒的問題。所以說，解決青年人
的問題，不僅僅是就業問題，更要解決託兒
費、補習費負擔過高的問題。
我的侄兒米高夫婦，其小孩已經 3 歲了，
他的妻子瑪麗亞每月薪水 2 萬元，決定恢復
工作，小孩子就交給了託兒所，每日朝九
晚六，但不包括星期六和星期天，費用 1 萬
2 千元，星期六要另外找保姆照顧，每小時
200 元，4 個小時是 800 元。其月薪已經所
剩無幾。到了小孩子進入幼稚園，又要替
小孩子補習中文和英文，費用每個月 8 千餘
元。否則，就會「輸在起跑線」。
最近，當地的區議員進行家訪，詢問青
年人的家庭最需要什麼地區服務，因為將
來特區政府會發展地區服務的團隊。米高
夫婦說，我們最需要是要政府設立街區的
託兒所和小學補習班，收費在 6,000 元左
右。區議員說，這個想法很好，但是，工
資和租金的成本很高，很難降低收費。米
高夫婦又說，今後政府批出私人住宅的用
地，應該要求地產商建立一定比例面積的
社區託兒所和小學補習班，公共屋邨也撥
出一定比例面積。這些社區託兒所和小學
補習班，可以採取街區互助的方式，不少
大學生可以在上課之外的時間，擔任小學
補習班的補習老師，時新為 300 元，一些街
道的主婦，如果他們也有小朋友，也可以
擔任託兒所的保姆，時新為 100 元，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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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位客戶來找
我，說他是一位按摩
林作
師 。 我 笑 了 ——「 你
身形這麼胖，怎麼會是按摩師？」
原來他媽媽是一位老牌按摩師，
擁有一間在九龍的老牌按摩店。他
子承母業，跟了她入行。他26歲。
我問他如何作市場推廣？
他說：「老牌、經驗豐富、正
宗、價格合理。」我笑了。
這不是市場推廣？這是描述而
已。實際上，沒有任何一間按摩店
會說自己是「沒經驗、不正宗、價
格昂貴」的。
他問我怎麼辦？我告訴他：「走
偏鋒。改名或者至少宣傳『大力按
摩店』。」
他一下子嚇傻了。哈！這樣不是
會趕走很多客戶嗎？
這展現出大部分人做生意的謎
思。各位，你的第一步，是要讓人
留意你。先不要說喜歡不喜歡，是
先要讓人想起你。
正宗老字號按摩店沒有任何特別
之處。你要特別？那麼就要先標奇
立異。「大力按摩店」，肯定沒有
人會這麼叫。
這樣會有客嗎？有——喜歡大力
的人。我不能說是大眾，但以我經

自力更生的感動

每逢出到街外，我總會留意身邊人的
動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看見一些心
酸及感動的畫面。其實香港這個地方算
余宜發
是一個繁榮的都市，但總有些人可能年
紀或是工作能力的關係未能符合要求，點都好他們還
是要為生計而找尋一些工作機會。就好像一些長者朋
友，明白到他們年紀已到了某個歲數，所以很難再找
一份安定的工作。但這一群人，其實他們沒有放棄自
己，反而自力更生找尋新的方向努力賺錢。
就好像每當我工作完畢，駕駛車輛回到停車場之
後，通常我都會遇上一個年紀大概 70 多歲的叔叔，
他在我們的屋苑尋找別人掉下的紙皮，慢慢累積然後
拿去換回一點金錢。有一天他拖着一大堆紙皮，然後
跟我乘搭同一個電梯，我便多口問了他一句說話：
「為什麼這麼早便要出來執拾紙皮？」然後他說：
「因為早上街上沒有太多人，然後找尋到的紙皮也比
較多。」我再問他：「其實你會到什麼地方找尋這些
紙皮？」他續說：「其實我會每天在附近的屋苑找，
甚至有時也會到附近的商場再走一走，看看當天的運
氣。」他就是一個從來沒有放棄自己的人，就算每天
辛勞到處找尋紙皮，雖然換來的只是少少金錢，但是
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已經值得讓人敬佩。
除了他之外，在我屋苑還有一個年紀大概 80 多
歲、架着黑框眼鏡的婆婆同樣是執拾紙皮。前一天下
午，我到樓下的便利商店買東西，看見她在同一個地
方把收集起來的紙皮，慢慢搬上一架木頭車，但這個
木頭車正停泊在一堆濕滑水氹的路面上。而她那條粗
粗的繩子還掉在水裏，看她只是用力把繩子的水稍為
清理一下便把紙皮綁好。這個畫面令我看得很心酸，
就算地上的水有多污糟，但只要能夠處理好自己想用
作換來金錢的東西的話，也毫不介意。而我們這些
人，如果掉了東西在地上已經覺得很髒，但對於她來
說，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一點。我希望在往後的日子，
有關部門可以多點關心這一群人，令到他們不用每天
也為着少少其他的金錢而這麼辛勞。而且他們因年紀
大，已經沒有尋找工作的能力，更加需要我們關心。
所以，每當我有一些書本或紙張不要的時候，都會
靜悄悄地放在他們堆積紙皮的地方裏，算是一點點的
支持。

託兒費補習費過高影響生育率

百百

以斷定是尿道感染。給予抗生素治
療。如果反覆尿道感染要小心有沒
有糖尿病或其他的尿道結石、腎石
等等。
有一位老人家的女兒發現她坐過的
沙發有些血跡，詢問之下原來已經一
段時間了，但老人家不以為意，當檢
查時發現有一些暗紅色的分泌物，照
盆腔超聲波發現子宮內膜非常厚，而
且不規則，是典型的子宮內膜癌，抽
取組織化驗被證實，幸好未有擴散，
做完手術已經康復了。女兒的細心讓
她避過一劫。
有一位 60 幾歲的女士發現有粉紅
色血和下腹部不舒服而就診，檢查
之下，這些血只是輕微的擦損所
致，但除此之外，她還有一些黃綠
色的分泌物，細菌培養之後發現有
淋病，告訴她要連丈夫一齊醫治，
看到她的眼淚湧了出來，作為一位
女性醫生，我明白她心中的痛遠遠
超過肉體上。
另一位女士發現有血和非常痕
癢，檢查發現有很多豆腐渣樣的分
泌物，因為痕癢抓損了皮膚而出
血，驗血發現有嚴重的糖尿病，所
以血糖過高或者飲食太多糖分都會
引致念珠菌發炎，見微知著。
身體問題很多是一個小小的症
狀，而可以找出背後的隱患，希望
大家看了這篇文章之後，提高警
惕，不要掉以輕心。

捉緊榴槤的尾巴

布、胡姬蘭、吉隆坡名物鹹柑桔、榴槤
糕，甚至新鮮榴槤等色、香、味充斥着我
飄來榴槤之香曼歌聲震天
們家的空間。
飄來榴槤之香芬芳到嘴邊
鄧達智
父親是個榴槤癡，引致我們一家大小對
飄來榴槤之香大家執個先
異香果王漸次成為榴槤控，未有即日果熟
飄來榴槤之香果汁似蜜餞
跌落空運香港的舶來品之前，就算泰國出
超過半個世紀之前的粵語流行歌曲《榴 品亦甘之如飴。
離開倫敦，回香港工作兩年多一點，之後
槤飄香》，隨一代電影玉女林鳳於 1959
年，跟同屬邵氏電影公司粵語組小生龍剛 短暫多倫多及紐約從事自由身設計師；香港
領銜主演同名電影，不單止名噪一時，電 時裝製造業全球冠軍的年代，轉過彎還是回
影拷貝未必存在，歌曲卻穩守懷舊金曲一 到當年時裝氣場萬有引力的香港。首個個人
系列被賞識，新加坡及吉隆坡客戶即邀請前
席位……
往展示，也需應付媒體宣傳推廣。新加坡
筆者並非該片同代人，歌曲呢？
童年時，自鄰居親戚長輩家的唱機不斷 電視台訪問過後，原無綫電視高層、往獅
播出，連續多年流進我的耳鼓；花團錦 城任職新加坡電視台節目總監的李志中領着
簇，喜氣洋洋，聽着老老套套的歌詞，幾 港產同鄉遊逛牛車水唐人街；榴槤大造的7
月，跟馬來同一源頭、事實極可能出口自馬
乎感受到林鳳小姐載歌載舞的歡愉。
雖然後來自媒體報道讀得，原唱者另有 來半島，平、靚、正的榴槤擺滿大街小
其人，配上林鳳的嘴形而已；配搭無懈可 巷，果香撲鼻；嗅到童年熟悉的榴槤味道，
擊，真相改不了聽着歌兒，勾畫出林鳳歌 難忍十分吸引力，從街頭吃到街尾，永不忘
懷足足吃了7粒（當地人叫個為「粒」）！
舞連場。
這之後，每年 6 月至 8 月、11 月和 12
那些年，懂得榴槤真滋味，尤其馬來
（馬來西亞）樹上熟品種的港人不會太 月，心思思南飛新加坡、馬來西亞大快朵
頤，吃馬來榴槤大大滿足。
多；相信著名金曲歌詞原
如是多年，好些朋友知我這
作者都未曾嘗過，所以榴
個習慣，懇求隨我同行……
槤「果汁似蜜餞」！優質
最厲害的一次，同行 40 多
榴槤質感似慕絲，綿密
人。香港人近年漸漸中了馬
滑溜無論如何都擠不出果
來榴槤的道兒，大造期即
汁；味道也不能甜似蜜
飛彼邦吃個痛快，甚至有
餞，先苦後甘帶濃厚酒香
人於檳城置個家外之家，
才算上品。
除了度假，果王大造吃得
上世紀二戰前，親人下
方便。
南洋行醫於吉隆坡首家華
趁外出回港只需入住隔離
人醫院——同善醫院，祖
酒店 7 天，兩年多未曾離開
父長兄我們大伯公「祝
過香港；即訂了 8 月初的機
南」，為家族建構了異國
◆榴槤癡，年年南下檳城上山
票飛曼谷，以及檳城，全為
的聯繫，來到我們童年歲
月，每每南洋親人回港探 吃獨特異香果王，因疫情中 了捉緊榴槤大造的尾巴，在
親，手繪圖案印花 Batik 斷，8月再次前往。 作者供圖 檳榔嶼吃個痛快！

老人家收經後出血

最近，有幾位老人
梁冬陽醫生 家分別發現自己的內
褲印有血跡，而被家
人陪同求診。有的覺得自己並沒
有什麼問題，只是家人太過緊
張，流血沒有什麼大不了；也有
的緊張到語無倫次，認為自己一
定是有癌症。
血從哪裏來？為什麼出血？這是
治療的關鍵，特別是老人家描述未
必清晰，我們會不厭其煩地仔細詢
問。例如什麼時候發現出血？有無
小便赤痛頻頻去洗手間，有沒有肚
瀉，有沒有發燒，出血的顏色和分
量，是一次性出血還是斷斷續續一
段時間？
假如在檢查婦科和探肛門，只是
發現有少少皮膚黏膜損傷有少許鮮
血在損傷處流出，照子宮卵巢都是
正常，探肛門沒有血，驗小便正
常，可以診斷為外傷所致。老人家
多數黏膜很薄，乾燥容易擦損出
血。給予潤滑劑就可以減輕損傷。
雌激素藥膏可以改善，但一定要檢
查乳房沒有乳癌才可以用。
如果探肛門發現手套上邊有血
跡，就要查清楚是因為痔瘡出血還
是腸胃出現問題，必要時要做腸胃
鏡檢查。
如果發現頻頻小便，小便時赤
痛，驗小便發現有血和細菌，而婦
科檢查、大便檢查沒有問題。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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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記

良醫良相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看《天地男兒》的演員，覺得
他們給我《真情》的感覺。對，
因為有些都是有份參加演出《真
情》，包括關海山、鮑方、白茵、蔣志光、彭
子晴、郭耀明、馬菁宜、張可頤、林漪娸、李
國麟、莫可欣、文潔雲、梁健平、黃天鐸、何
嘉麗等。
我第一個想法是︰這班演員可能是某位監
製的愛將，開劇時總預他們一份。不過，當
我發現二劇的監製並非同一人時，便證明我
的想法不對。接着，一段工作經驗令我產生
第二種想法。
某年，我在一個劇團工作，其中一項工作是
為團慶出版一本 30 周年誌慶特刊。我收到的
指令是製作一本以劇照為主的書籍，每年各佔
一個雙版，每個雙版只可放 1 至 3 張劇照。換
句話說，即使劇團每年有 10 齣舞台劇上演，
劇照數以百計，我也只可以選出最多 3 張照片
刊登。挑選照片的過程很辛苦，因為必須選出
最有代表性或拍攝水準最高的照片。我看個金
睛火眼。
特刊出版了。我以讀者的角度翻閱，發現一
個有趣現象︰即使我選擇照片時完全客觀，沒

小蝶

就有 800 元的收入，地區託兒所和小學補習
班，因為不用付出租金，就有可能把收費
降低到 6,000 元左右。這是一種德政，值得
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考慮。
這樣一些問題解決了，青年人就有獲得
感，就願意留下來，香港就有凝聚力。另
外的改革，就是教育改革，除了要加強國
民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小學不要比拚
功課多，應該減少作業，減輕小孩子的功
課負擔。更不要在中學招生的時候，出偏
題和怪題，讓小孩子去應付這一些難題，
名校要帶頭這樣做，學生的功課壓力就會
大大降低。中國內地的教育改革已經朝着
這個方向進行，提出了：中小學要從「應
試教育」轉向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軌道，
面向全體學生，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
德、文化科學、勞動技能和身體心理素
質，促進學生生動活潑地發展，辦出各自
的特色。將「應試教育」轉到「素質教
育」上面，對學生來說，是減輕功課壓力
巨大轉變，不再死讀書，而且是提高獨立
思考能力和創造力。
就有教育工作者指出，要通過以高考為首
的改革考試招生制度來引導學生培養創新精
神和實踐精神，推行素質教育。中國內地
還探索招生和考試分離，要將原本應試教
育的考試招生制度轉變為多元化考試招生
制度，2020 年基本建成中國特色現代教育
考試招生制度，還要求建立一個分類考
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
內地推行「雙減」政策後，各學校要減
輕學生的功課壓力，取消小學一、二年級
的紙筆考試，小學階段不再有期中考試。

深圳教育局針對作業管理要「減負提質」，
小學三年級以上，每天書面作業完成時間平
均不超過60分鐘，初中學生每天書面作業完
成時間平均不超過90分鐘。小學一、二年級
不布置家庭書面作業，可在校內適當安排
鞏固練習，可根據學生特點布置非書面作
業。深圳嚴禁學校、家委會及教師強制或變
相強制學生、家長購買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
輔政府採購目錄之外的教輔材料，避免「校
內減負，校外增負」的現象。
最近中央有關部門出手取締教育培訓機
構，內地的補習學校收費很高，而且還要
上市集資。這樣就形成了誰人擁有了資
本，就可以左右教育大局，強佔市場份
額，他們初時收購形成一家或幾家獨大，
接着就朝着壟斷市場方向邁進，操控市場
隨意定價。補習機構花重金聘請優秀的老
師，向公立學校挖角，1 萬不行、2 萬不
行、3 萬不行……就 5 萬送個房子、送個
車。資本從來不缺錢，兩年之內就能把國
家培養的一二十年的資深教師全部給挖
空。補習機構任意定價，將來就有能力制
定課程，最終就由補習機構說了算。所
以，取締補習機構的方向是對的。
中國今後教育領域的改革，總的方向，
就是培訓擁有思考能力、發明能力的學
生，而不是死讀書，只會背誦的、高分低
能學生。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時代已經進
入了創新發明的高新科技時代了，如果外
國勢力或者金錢控制了中國的教育格局，
他們就會極力提倡考試教育，死記硬背不
用腦的教育，讓中國人才貧困化，讓外國
的教育永遠走在中國的前面。

九十年代中電視劇演員
有考慮哪些演員是當時的台柱，有一位我並不
認識的演員的劇照竟然連續多年出現在特刊之
上。這個現象說明了一事︰某些人是會在某個
年代不斷出現。尤其是當你見到這班人經常一
起出現時，他們便已經代表了某個年代。
正如《真情》和《天地男兒》一班相同的
演員一樣，看到他們，你便會想起香港上世
紀九十年代中期的電視演員。前者在 1995 年
至 1999 年播映，後者在 1995 年至 1996 年攝
製，1996 年 2 月播映，都是九十年代中期的
經典劇集。
我看《天地男兒》的前半部，見到郭耀明飾
演壞人時，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在《真情》時
已經飾演主要角色，而且還是一位形象討好的
暖男歸亞南，怎麼會在《天地男兒》演次要角
色，更是壞人呢？不是《真情》先播映嗎？原
來我忘了他是在《真情》播映了好一些日子後
才出場，而《天地男兒》則早一年已拍攝，所
以他是先在《天地男兒》演出，後來才在《真
情》中飾演歸亞南。
提起郭耀明，雖然不至於曇花一現，但他沒
有在電視行業留下來。我曾經因工作與他傾
談，他很平易近人，自然率直，外形亦佳，可

惜沒有在圈中發展。
另一名與郭耀明踏着相同軌跡的是在《天
地男兒》飾演羅嘉良妹妹阿宜和在《真情》
中飾演立生女朋友阿靜的彭子晴。她也是憑
這兩齣電視劇令觀眾留下較深刻的印象後，
沒留太久便離開電視圈。更加巧合的是，
郭、彭二人之後都當上保險從業員。很多息
影藝人都投身保險業，相信知名度能幫助他
們贏取顧客的信任。
不知道看《天地男兒》時，觀眾有沒有發現
在《真情》中飾演立生的盧慶輝的蹤影？他飾
演江毅的一名職員，站在大廈門前與同事看文
件。他沒有台詞，鏡頭放得很遠，只是驚鴻一
瞥，不會有人留意到他。他和郭、彭在《真
情》都是飾演重要角色，前二者在《天地男
兒》已經有角色可演，他的起步明顯比二人
遲，卻忽然在《真情》中出現，並且擔演一個
令觀眾容易留下深刻印象的重要角色，不知中
間有什麼故事發生？
網民發現小生陳展鵬在《天地男兒》有份演
出，這個不難看到，因為他多次出場，也有一
兩句對白。但是，你們又可看到飾演護士，也
是稍縱即逝的湯盈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