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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健康貼士
一轉「0＋3」檢疫
方案， 大家都買機票
去旅行了，讓我乘此

契機談談旅遊時的生病地雷。
病從口入，當然是食物最容易
令人生病了。水土不服，男女老
少也會。有朋友教過，一去到當
地，必要找當地製的酒喝喝，最
好還要是米酒，因為是用當地的
米和水做，讓腸胃可以適應，真
的十分有趣！但我少喝酒精，她
說那找找有沒有山水豆腐，看來
適應當地的水是重點，水再搭些
什麼，視乎當地產品。
反過來說，若可以先帶點水，

慢慢混糅當地的水一起喝，也可
以減少水土不服的問題。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去日本，日本

生冷食物很多，不過又難以抗拒。
之前聽一個中醫說，日本的米很
好，多是粳米，有和胃作用，吃魚
生之前，最好大口吃點熱米飯（壽
司的飯是冷的，最好先吃熱米，不

過若沒有，也最好先吃冷米才吃魚
生，或一起吃）。這樣搭配比較不
易肚子痛。
在東南亞地區，則有大量水果

及冰凍飲品，天氣熱會忍不住喝
多點。若可以選，可以加薑、芒果
或荔枝等不太寒涼的去搭配。水
果大多為基因改造的，不要買太
便宜的呢。我們十分謹慎，去旅行
必帶薑貼，第一二天會把薑貼貼
在胃上，下端蓋着肚臍，感覺上
會暖一點。喝冷飲食魚生，也對
身體少一點內疚感。
另外就是帶點薑粉，有相熟中

醫可以問什麼中成藥好，我們多
帶藿香正氣丸。另會再執薑油，
一般來說都足夠應付腸胃問題
了。外力主要就是穿暖一點，在
外地大快朵頤，腸胃當然要辛苦
一些，所以還是要小心保暖，不
要穿露臍裝。在天氣冷的地方要
好好保護背部和大椎，頸背是很
重要的。

殘雪獲得第十一
屆馬來西亞《星洲
日報》「花蹤世界
華文文學獎」。這

個文學獎在華人社會允稱權威。
「文學獎」由世界華文傳媒集

團執行主席張曉卿於2001年12月
創辦，原是想仿傚諾貝爾文學獎
的做法，為華人社會開發一個具
指標性的文學獎。
「文學獎」一開始也是由18個
終審評判組成，包括有李歐梵、
李銳、陳思和、王蒙、張錯、劉
再復、黃子平、焦桐、王安憶、
王德威、劉心武、鄭樹森、余光
中、楊牧、李奭學，平路、傅承
得及潘耀明。
參照諾貝爾獎的評審方式，評

審委員為終身制，而委員會由全
球18位華文作家和學者組成，負
責進行兩年一度的評審工作。
每一位評審委員在評審年度推
薦一位作家及其一部近十年出版
的作品，並提呈一份有關受推薦
者背景資料和文學表現的讚詞。
每位委員須寄20本受推薦書給文
學獎工委會，以供分給其他評委
審閱。假如有關評委只寄一本的
話，工委會將分發影印本給其他
評委。
評分標準中，受推薦書佔百分

之六十，受推薦者長期以來的文
學成就佔百分之四十。
而評審委員會並不排除評委受
到推薦，唯被推薦的委員則暫迴
避擔任評審。
評選過程如下：一、評委會

通過電傳或電郵投票，以淘汰
漸進方式評選。至少三分之二

評委投票才合格，獲得至少半數
票者才能被評為得獎人。二、推
薦及評選過程不會公開。三、評
委會將推舉一位主評在頒獎禮上
發表評語。
後來《星洲日報》改變了評選

規則，由第八屆開始把原有18位
終審評判改為顧問，評審委員由
世界華文傳媒集團旗下時任香港
《明報》、《明報月刊》、《亞
洲周刊》，大馬的《星洲日
報》、《南洋商報》、《光明日
報》、《中國報》各報的總編輯
擔任終審評判。
歷屆得獎人：第一屆（2001

年）王安憶《長恨歌》，第二屆
（2003 年 ）陳映真《忠孝公
園》，第三屆（2005 年）西西
《飛氈》，第四屆（2007年）楊
牧《介殼蟲》，第五屆（2009
年）聶華苓，第六屆（2011年）
王文興，第七屆（2013年）閻連
科，第八屆（2015年）余光中，
第九屆（2017年）白先勇，第十
屆（2019 年）董橋，第十一屆
（2022年）殘雪。
從歷屆獲獎的名單來看，第六

屆獲獎者王文興及本屆獲獎者殘
雪可稱異類。
王文興的作品不易讀，因他喜

歡用拖沓長串的文句，有時一二
百字也不用標點符號，刻意提升
讀者的閱讀難度。
殘雪不一樣，她筆下的文字

書寫流利明亮，不故作玄虛，
只是她慣用意識流的筆觸，讀
者不免感到撲朔迷離，反而產
生吸引力。

（殘雪與「花蹤」，之一）

最近，內地娛樂圈既熱鬧又混亂，
被證實婚內或戀愛期間背叛愛人出
軌、嫖娼等等缺德行為，一個接一個
人設崩塌，情況雖各異但殊途同歸。

渣男渣女的星途肯定受影響，被批判封殺，滾出
娛樂圈之聲不絕於耳，而圍觀「吃瓜」的群眾就
「吃得好開心」︰「追星沒有錯，但千萬不要
『跪着』去追，更不要盲目，偶像品德有問題，
傷心的自然是粉絲們，不過追本溯源，粉絲們也
是演藝人背後的金主爸媽吖！」
「飲食男女之事最多的是選擇一夜情，事後雙

方都不用負責任，各走各路，多麼的灑脫！只是
身邊已有愛人的，此舉無疑是對感情忠貞的漠
視，俗語有云︰『錯就要認，打就要企定！』偏
偏出軌的『慣犯』總是以『酒後亂性』演到你流
淚，或者瘋狂將事件本末倒置帶節奏之能事，作
為想脫罪及被原諒的理由，這情況下依然有人會
驕傲地說︰『現今的我，你高攀不起！負情就是
你的名字。』將道德品行之旗高高舉起，確實因
有薄情郎『自戀』到極點，恃帥行兇，認為可吸
引到更多異性，竟還『撩撥』愛人身邊的友人，
若對方『上釣』，他大可說是對方『撲』過來
的……以示自己的魅力沒法擋！而被視為『小
三』的，總括其理由是被騙被小三了，也是『受
害人』嗚嗚嗚！」
哈哈哈，林林總總恬不知恥的理由，東窗事發

後，都會被渣男渣女用上。然而局外人就認為︰
「不作妖就不會死啦！」
曾離異（離婚）的女藝人指，在熱戀期間彼此

總會說相識相知相愛是那麼的「三生有幸」，情
變就成了未必三生有幸了；有男士認為「嫖娼」
對男人來說不過是「逢場作戲」（女人就絕對不
可以），並非不妥，只是犯了男人都憎恨的錯而
已（何等冠冕堂皇的藉口）！
所以，世間的「百般情」告訴很多人（不分男

女）不要害怕分手或離婚，「愛自己」才是一生
的課題。

不作妖就不會死
昨天，我率領香港弦樂團

剛剛舉辦了「弦音傳承」國
慶音樂會。這場音樂會的一
大看點，就是好朋友香港作

曲家梅廣釗先生特意為音樂會創作編曲的
一首新曲子《戀戀民謠組曲》，這首曲子
當天進行了世界首演。
音樂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中國民謠

中蘊藏着獨特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內涵。民
謠往往最初來自民間傳唱，帶有濃郁的民
族特色，後來逐步成為記錄文化和時代的
樂曲。比如此次組曲中選用的《茉莉花》
就是源於清乾隆年間的江蘇民間小調，中
國有56個民族，地廣物博，民謠也相當多
元豐富、優美動人。因此通過傳唱民謠的
方式，傳承民族文化，是一個很生動的途
徑和嘗試。
通過民間的傳唱，再到采風挖掘，民謠
本身也在不斷與每個時代的音樂相結合、
創新，如今民謠與其說是一個音樂概念，
更多是一個社會概念，也包括時代音樂和
歌曲，帶有時代的特徵、人性的思考。
1990年，一部香港愛情電影《天若有情》
風靡一時，也有人把羅大佑創作的主題曲
看成是民謠經典。主題曲有國語和粵語兩
個版本，粵語版名字也是《天若有情》，
國語版的名字則用《青春無悔》。國語版
的歌詞中有這麼幾句，「青春無悔不死永
遠的愛人，讓青春吹動了你的長髮讓它牽
引你的夢，不知不覺這城市的歷史，已記
取了你的笑容……」確實，近現代城市文
明的發展，民謠也逐步從鄉村走入城市，
成為城市精神的折射，它反映了青春的時
代印記，也是城市人追夢的故事與記憶，
從民謠中也能汲取的是人生的理想感悟和
積極生活的正能量。
民謠根植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化血脈，這

就是我常常說的中華文化的根，所以我希
望通過民謠，用生動的形式演繹歷史，把
音樂時光的正能量傳播給更多的年輕朋
友，也使得大家更好地了解中華傳統精
神，更加熱愛我們優秀的文化。
我很高興，我的這一理念得到此次音樂

會的合作夥伴150華誕的招商局集團的支
持。成立於1872年的招商局集團，是香港
成立運營最早的中資企業，可以說他們見
證了中華民族百年風雨、自強復興的歷
程，百年奮鬥、青春無悔，他們也希望更
多的年輕學生從音樂中了解傳統，積極向
上。因此在他們的支持下，這場音樂會我
們特意安排創作了民謠組曲，還邀請基層
的孩子到現場免費欣賞音樂會。未來，在
他們的支持下，香港弦樂團還會把中國民
謠帶到香港20多所學校，讓學生從音樂中
了解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還要繼續把中
國民謠、中國文化帶到世界上更多其他的
地方。
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發展香港建成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獨特的中西
文化地位，有利於香港傳播中華優秀文
化，對外講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香港
弦樂團堅持「中西結合的香港樂聲」獨有
風格，以西方樂器演繹中國民謠，就是希
望讓更多的觀眾通過民謠了解香港、了解
中國，因為民謠中記錄了來時的道路，也
指明了未來的方向。香港當年顧嘉煇先生
創作的大量音樂，就是從嶺南文化的民謠
中汲取了很多養分，把中華文化的傳統音
樂與現代西方作曲創作相結合，創作了一
系列像《獅子山下》、《鐵血丹心》這樣
的經典歌曲和音樂。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傳承和發揚好中國民謠，對於香港
的文化交流中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戀戀民謠

人與人之間是要
講些緣分的，尤其
是人們心目中，一

些被認定是現實的社會圈子，例
如娛樂圈！在這圈子那麼多年，
曾經很不通透的一廂情願的想
法，老爸在世時還可以向他訴
苦，因為他也是從同一個圈子過
來的。他比較幸運是那個年代他
面對的人，大部分都是很正氣、
大部分都是兩肋插刀，互相幫助
互相扶持的，所以我的訴苦老爸
給我送白眼，他對我說：「跟那
圈子的人交往不必太上心！那只
是工作對象！」
不過什麼地方什麼圈子的人和
事，都不會是一個模式，總有些
是例外的。像我們很久沒有見面
的鄭伊健，上一次見是在2019年
的3月份他的演唱會，演唱會尾
場我們在後台相見，當時的後台
人頭湧湧，我逼過去拍了張合照
便讓位，實在太多人擁着他。時
隔3年了咱們才再次見面，還是那
麼多人擁着他，我們還談不了幾
句，大家只管講疫情，講「中
招」，因為他也是「中招」一
族。
和伊健之間有緣分，開始是林
珊珊相約，我代他們約了一班傳
媒前輩，由於全部是女性，伊健
還沒坐定便說：「你們似姨媽姑
姐！」大家一齊瞪大眼，從此我
們成了他的姨媽姑姐！彼此開始
熟絡，伊健往後的「情路」我也
有幸陪着他走，其間他和珊珊常

常來我家聚，我真的成了姨媽姑
姐。伊健是個很正面、很正派的
哥哥，很關心我家的孩子，得知
孩子幾乎誤入歧途，他非常關
心，也向我提出不少和反叛孩子
相處的方式意見，很像位社工，
也像位師長。
我們一班人不定期地相聚感情

很好，直至伊健有了蒙嘉慧，低
調地和她拍拖，姨媽姑姐不再那
麼親了，加上林珊珊加入大公
司，咱們的「家庭」便散夥了。
反正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忙，
已經數年沒聯繫，直至最近伊健
回來宣傳電影、宣傳演唱會，姨
媽姑姐被邀再度共聚，再見珊珊
伊健，彼此也沒有隔閡，還談得
甚歡！仍然覺得他還是當年的伊
健哥哥！

姨媽姑姐

佳節又重陽，玉枕紗櫥，半夜
涼初透。重陽剛過，北方秋意濃
重，長城內外山色斑斕，秦嶺南

北氣溫驟降。香港的暑熱天氣，還沒有要立刻
有所收斂的樣子。儘管早晚的風裏，確實有了
一絲涼意，還不到中午，又熱得片刻都不能關
掉冷氣。相較之下，憂心忡忡的歐洲人，已經
正在低頭思索，該如何面對即將來臨的寒冬。
荷蘭的農夫在短視頻裏抱怨，這個冬天，他
確信不能繼續在溫室裏培育新鮮的菜蔬了。德
國的退休工程師則吐槽，上個月收到的天然氣
賬單，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支付能力。巴黎麵包
店的老闆，因為負擔不起烤箱的電費，無可奈
何地選擇暫時歇業。蟬聯世界首富多年的微軟
創始人比爾．蓋茨，也忍不住發出警告：歐洲
今年冬天將面臨「非常可怕的局面」。禍不單
行，雪上加霜的事情還是接踵而至。兩根從俄
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管道，毫無徵兆地被
炸了。這是否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
們還不得而知。只是，在新聞裏，看到歐洲各

國的能源部長們，除了聳聳肩，擺擺手，作出
一個個一籌莫展的神情外，仍然對可預見的寒
冷，拿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就在這個時候，一條像段子一樣的新聞，開

始攀上熱搜：中國產的電熱氈在歐洲賣瘋了。
出於職業習慣，我特意去查了查數據。9月29
日，全球速賣通數據顯示，歐洲市場的取暖類
電器，銷量環比上個月增長了近300%。從價格
上看，一條電熱氈賣到了50歐元，幾乎是內地
市場價格的3到4倍。浙江慈溪是取暖小家電生
產重鎮，今年前8個月，取暖器出口貨值33.5億
元，同比增長26.3%。其中，約佔一半去到了歐
盟市場，增速同比更高達55.2%。為了應對歐洲
客戶不斷追加的訂單，當地不少廠商都快忙不
過來了。
中國電熱氈在跨境電商平台銷售量價齊升，

至少說明了兩個事實。一是歐洲人過往的電熱
氈購買數量比較少，銷售數據很容易出現增量
翻倍。再就是供暖保障前景不明，電熱氈可以
提供的溫暖，正在被不少身處歐洲的人，當成

抵禦嚴寒的一道心理防線。
聽起來像段子，實際上可能是最務實的辦

法。
小時候一直在北方生活，從深秋的連陰雨天

氣開始，到次年春寒料峭結束，晚上回家打開
電熱氈的開關，就像白天出門必備的羽絨服，
是不可或缺的過冬必備神器。再漫長的寒夜，
只要不發生停電事件，躺在鋪着電熱氈的床
上，總是回到屋子裏最愜意舒適的時刻。香港
一年到頭，都可以着短裝出門，大部分人沒有
使用過電熱氈。不過，每年冬天，遇着陰雨濕
冷的天氣，還是有約兩個禮拜的時間，會讓我
無比懷念有電熱氈的生活。
政客們看似無恥無畏的決策，落到普通人肩
上，便是一座難以扛起的大山。趁着冬天未
來，趁着運輸暢通，真心建議歐洲的朋友，還
是盡早入手一條電熱氈。寒氣侵骨的漫漫長夜
裏，這條甚至都稱不上有技術含量的發熱毛
氈，一定勝過所有政客信口開河吹起的美麗肥
皂泡。

電熱氈的溫暖，歐洲人值得擁有

40年前，大舅在鎮郵電所當所長，
吃公飯，大舅母卻只是農村戶口。
大舅在曬壩外的自留地裏種下二

三十棵橙樹，又從郵電所的花台裏
剪回一些玫瑰枝，插在房後的土坡
下。玫瑰花瓣血紅，從仲春一直開
到盛夏。秋天到，柳丁變色，黃澄

澄、紅彤彤掛在橙樹上。留一些過年也不
摘，像一個個火紅的燈籠，喜慶。開春後
不久，白白的橙花又攀滿了樹梢。我印象
中，大舅母家的花園子總進行着幾種顏色
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接力賽，美麗時時都在
上演。在那個年代的老家，這美景堪稱罕
見。有限的自留地，全種蔬菜尚不夠一家
人吃。有缺少口糧的人家，甚至直接把自
留地改成了莊稼地，種上了稻穀、玉米、
小麥。大舅家的花與果，彰顯着吃喝基本
不愁後的舒氣與坦然。
大舅忙完他單位上的事情，還得回農村

幫大舅母幹農活。他脾氣暴，這種「半農
半工」的狀態讓他不甚滿意。大舅母出嫁
前，算得上全鄉方圓幾十里一等一的大美
女。顏值一定程度縮小了她與大舅社會地
位的差距，但工農戶口的鴻溝無法輕易填
平。夫妻生矛盾，他始終是罵罵咧咧的那
個，大舅母只有低眉順眼的份兒。直到表
兄考進名校，大舅的火爆脾氣才有所降
溫。表兄留京工作後，大舅家的包產田都
租給了么舅種。沒了農活拖累，大舅家似
乎也慢慢溫馨起來了。大舅在鎮上上班，
朝九晚五。大舅母整天侍弄花草、果木，
在那幾叢玫瑰花的旁邊，她又新栽了胭脂
花、指甲花、雞冠花、一串紅……一圈籬
笆牆把花園子圍起來，一個花的王國慢慢
有了雛形，大舅母家的舒氣生活方式真正
到來了。暑假裏，村民們風風火火在包穀
地、稻田裏搶收割時，大舅母優哉游哉下
河灘釣鯽魚。天空才露出一點點將墨的跡

象，油煎魚的香味便從大舅母家的廚房飄
出來。大舅母讓表姐和我把小方桌擺到花
園子的橙樹下，靠近那些正幽幽吐露芬芳
的花兒。方桌上還有玫瑰花餅——大舅母
把玫瑰花瓣一片片扯下來，用白砂糖醃漬
後，塞進麵團裏拍成餅子，下油鍋炸酥。
透過籬笆牆，大舅母享受勞作歸來的鄰居
們羨慕的目光和恭維的話語。那些目光和
話語讓我明白了工人與農民的天壤之別，
一定程度激發了我長大了要當工人的夢想
與決心。
大舅家的那頓花園晚餐，大概是我人生

理想萌發的源頭吧！美味在口，蜂飛蝶
舞，花團錦簇。多年後，讀《霧都孤
兒》，至「這頓飯對一位國王來說可能太
過寒酸，但對久經飢餓的孤兒而言，可能
已經足夠豐盛了。」那一刻，我感覺當年
的我，就是書中那個孤兒。
這樣又過了幾年，大舅家徹底搬離了農

村。他的房子向陽、寬敞，無數人盯着。
最後，連同長滿柳丁和各種鮮花的園子一
併賣給了么舅。么舅同時接管了大舅家的
所有田土，他和么舅母早出晚歸在地裏刨
食，忙起來，3頓飯作兩頓吃，哪顧得了花
園子？慢慢地，那些花兒愈開愈少，橙樹
因病蟲害沒得到及時治理也枯死了好幾
棵。到1990年代中期，么舅舉家南下深圳
打工，別說那花園子，就是那土坯的草
房，也漸漸在風雨中垮塌，漚爛，成了一
堆爛泥。
要強一輩子的大舅最後在表姐位於縣城

的家中去世。在他患阿爾茨海默病和柏金
遜病的幾年時間裏，他只認得大舅母。有
些事情沒法解釋，被他罵了大半輩子的大
舅母，留在他大腦裏的印記卻是最深刻
的。在他彌留之際，我們去看他，母親
說︰「大哥，你這幾年還真的要感謝大
嫂，我們都知道她照顧你盡力了。」大舅

已經說不出話，他的眼角卻滾出兩滴渾濁
的淚。我不知道那淚水代表着愧疚、感
激，還是對大舅母的留戀。
么舅一家從深圳回來，在回大舅的宅基

地（他自己的老房子早賣給了鄰居）修新
樓房和在縣城買個二手房之間糾結了很
久。最後，他們意識到如果回去，又將陷
入在土裏掙生活的閉環，於是咬咬牙在縣
城定居下來。么舅每天騎摩托車往返於縣
城和距縣城幾十公里的飼料廠之間。
7年前的一天，上班路上，車禍發生了。
靈堂搭在大舅的宅基地。給么舅發喪的頭
天晚上，大雨傾盆，臨時扯在宅基地裏的
簡易篷布險些被暴風雨吹翻。我們一番手
忙腳亂，總算保住他的棺材沒有被雨水浸
泡。一切都要靠借，連不值錢的竹子，因
為是白事用，只要向領居開口，都得自覺
掛個紅，給個紅包。除了宅基地還光光地
躺在那裏，大舅和么舅哥倆陸續置辦的所
有家什都已蕩然無存。那一夜，我深深體
會到表弟焦頭爛額的無根之痛。在農村，
沒了房子，便真的沒了一切。為了辦喪
事，以前盛開過玫瑰花、胭脂花、指甲
花、雞冠花、柳丁花、一串紅的花園子與
宅基地在幾天前已在表弟喊來的推土機的
碾壓下渾然一體。雖說萬物興歇皆自然，
「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
我還是努力回憶那些花曾經生長的具體位
置。我的記憶模糊得像眼前空空的土壩一
樣虛無，我終於記不起最後一次在么舅家
看玫瑰花開是什麼時候了。安葬完么舅，
再回宅基地吃壩壩宴。雨停了，幾個貪杯
的鄉鄰開始沒完沒了鬥酒。哀樂也不再響
起。喧囂的吃飯場景讓花園子給我一種虛
假繁榮的浮華錯覺，就好像多年前大舅
母、表姐和我坐在青果滿枝的橙樹下，旁
邊姹紫嫣紅，蜂蝶翩飛，還有油炸小魚和
玫瑰花餅的香味在飄……

舅母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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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冷靜的伊健同「姨媽」
合照，這一笑已經很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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