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從文的強記博識

炒「藥」重臨
必理痛成為炒
賣對象，人人去
藥房「格價」。

有朋友慶幸自己已買了一瓶止
痛藥（可以這樣買的嗎？）；有
些朋友則找回半年前看醫生未過
期的藥；又有朋友的母親特意
每天到急診取藥。
聽過最過分的，是在網上
「長徵」，在社交媒體上說自
己不夠藥，敏銳的網民卻發現
他常常問，於是他說是胃痛，
不吃不行，其他人群起說止痛
藥傷胃，胃痛是吃胃藥，不是
止痛藥，簡直大開眼界！亦有
人好心提出，若真的有需要，
去政府醫院排隊就可以，一定
會開藥，只是去一趟而已，不
用長期周圍問人。
其實不單止西藥成搶藥目
標，中成藥也一樣。大藥房的
中成藥如小柴胡、葛根湯一樣
沒貨。本來50元一盒，同事去
藥房想買，店員給予善意提
醒——現在不是給香港人買
了，都要留給內地客，現在已

賣120元，都成炒價。
結果，當然不買。店員其實

也不是沒良心，好心提醒，老
闆要賣天價，他也沒辦法，還
推介其他中藥，問清楚要什麼
成效，還推薦冷門的。同事回
來問我，大家也另外替這位不夠
貨的同事找找。最後，竟然在
連鎖店找到，沒有太貴，店員
說有貨來便上架，始終連鎖店
不會過分標高價錢。當然，一上
架，幾個小時內立即沒有了。
我推介同事也可以找一些開

藥粉的中醫，一些簡單方劑，
他們可以獨立包裝，讓你「看
門口」。有些中醫不開藥粉，
則以備用藥包代替，較簡單的
方劑，遇上不能不出門的時
候，先吃備用藥，病情未必會
立刻好，但可以阻止惡化。
在缺藥的情況下，最好長備

粳米（珍珠米）、紅棗、薑、
黨參。煲在一起是萬用食療。
另外，就是有機椰子油，作油
拔用，也可以服一些。以及海
鹽或湖鹽，若喉嚨痛可紓緩。

沈從文的助手
王㐨曾告訴我，
沈從文對古文物
的研究是很仔細

和深入的。
就拿個「馬鑣」（商代到戰

國初，馬鑣是套在馬口角兩頰
用繩索相連，供禦手控制馬的
活動，這東西就叫馬鑣）為例
吧，馬鑣，商朝時是圓形的，
戰國時是圓角形的，到西漢以
後改為S形，跟着還出土過多種
形狀。在沈從文腦子裏都藏着
各種藍本，所以一旦他看到馬
鑣，就把它在腦子裏排列起
來，哪怕沒有年代，他也可以
通過對比，依形象把它分門別
類，作出正確的判斷，這就是
他的過人之處。
沈從文研究的中國歷代服
裝，應用他的方法對文物的斷
代是很有用的，由於有些文物
出土發現時沒有碑誌，就需要
正確地判斷它的年代。但沈從
文卻能依他的豐富常識跟服裝
的形制認真研究作出判定。
在他的腦海中，彷彿有一個
元素周期表似的，什麼文物一
經他的腦，就把這個表拿來進
行印證，這種考古鑒別和工作
經驗，是很有意義的。
沈從文在行伍時代，就喜歡
上古文物。本身有個基礎，就
是他對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比較
熟悉。除史書外，還博覽過許
多雜書筆記，而且他曾經深入

研究過古代小說，小說反映了
古代社會各層面生活的方方面
面，所以對古代生活也比較了
解，他不斷將古代各類文物形
象和有關歷史各方面的知識比
較積累。沈從文手不釋卷，對
古代的典籍涉獵甚廣，記憶力
又強，所以他寫《中國古代服
飾研究》的時候，已儲備豐富
的知識，並非僅僅寫服飾那樣
簡單。例如他在書中提到的楚
國文化，不但有獨特的見解，
而且文筆也很生動。
在文物方面，他也不是限於
某方面的專長，他的知識廣博
而豐富，好像對瓷器的歷史、
玉器的歷史，以至絲綢、兵
器、歷代運河等的情況，他都
瞭如指掌。雖然他記憶力特別
好，加之特別勤奮，工作的經
歷使他過目文物無數，所以形
成他各方面廣博的知識。
寫古代服飾這本書，他就擅

於選擇突出一點，加以闡述，
因為服裝這方面的文化涉獵面
比較廣，須聯繫到當時的紡織
生產、紡織技術、服裝材料的
紋飾、制度等等。
如果對紡織方面不熟悉，談

起來就會受到限制；光談服裝
的款式，就會浮於表面，不夠
深刻；對當時的社會風氣、流
行習慣，不了解也不行，甚至
連一些當年細細碎碎的問題也
要研究到作為一種佐證。

（「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五）

音樂人們（海峽兩岸暨香港）都愛聚會，
大多以視頻為多，話題在「盤點」近年冒起
的樂壇歌手上，就算是毫無知名度的「民間
高手」也在他們討論之列，因為樂壇平台之

大，可容納「百花齊放」，而且音樂或歌曲都能直接「敲
擊」到歌迷的聽覺感官。
「音樂和歌曲能永垂不朽，膾灸人口，最重要是編曲、

填詞、歌手的三體結合，近期粵語歌曲在內地掀起陣陣熱
潮，很多舊歌（粵語歌曲）就算聽不懂粵語，但歌詞是中
文，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中國人也能看得懂；說白點，歌迷
對歌曲的喜愛度，取決於歌詞是否能『戳中』他們的情緒
認同有着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就是『共情』，而共情感
最多的當然是以愛情為首的歌曲，其次是親情……皆因觸
動着不少人的心靈，歌曲很多時候也是人的情緒能宣洩出
來的『催化劑』，像有人心情不佳時卻喜歡選擇聽或自唱
悲情形的歌曲，所以人的心情說簡單也可以，說複雜也可
以，總之選歌各憑喜好，不能說喜歡京劇、昆曲、粵劇
等，就說人是『老嘢』！歌曲的高光時刻亦代表着它存在
的時代。故此多首舊歌成為很多場合的『應景歌』，例如
婚宴壽宴，大學畢業典禮上，並且有人將舊歌改編成更貼
地的現代歌詞，被稱為二次元創作。」
音樂人亦直言：「不得不說有些關於政治氛圍的確影響

到歌手、音樂人的正常發展，特別是歌手，他們是首當其
衝的一群，受到很多不理性的言行攻擊，而施以鄙劣手段
的人被事實真相回懟時，就為他們的歹毒言行『塗脂抹
粉』，所以這年代的樂壇中人更要將『強心臟』的心理質
素升級！其實樂壇中人對有歌手選擇繼續升學或出外增廣
見聞、增值自己，均表贊同，私心一點當然是希望這班有
實力、天賦的後起之秀們，在歌唱事業及學業兩者之間取
個平衡點，不要放棄做歌手，雖云：江山代有人才出，然
而栽培有潛質的歌星接班人並非易事，才華總是需要讓人
知道，更應該在其才華領域裏得以發光發熱；討厭那些被
人吹捧與歌神天王級歌星們『平起平坐』而飄飄然，自以
為是的歌手，寄語他們及早面對現實，回歸祖國強化自我
的實力，事業路會走得更遠。」

為鄙劣言行塗脂抹粉
最近，香港終於和內地恢復
通關，先是本月8日開啟了兩
地首階段通關，緊接着本月15
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也恢復

行駛。因為疫情苦等3年的兩地民眾，終於
「守得雲開見月明」，迎來自由往來，緊密
相通的新機遇。
香港民建聯每年都公布年度漢字評選的結

果，2022年的年度漢字就是「通」，表達的
含義也是暢通、通關，體現了香港市民當時
盼望通關的心情。如今通關已成為現實，更
重要的是如何進一步做好通關之「通」。
首先是通關要做好客流來去的便捷暢通，

同時接待能力和服務水平也應該盡快復常提
升，讓來港的遊客和各方朋友都能真正感受
到香港社會的融通，以及發展的新風。這一
點是來港客人最直接能夠感受到的，也需要
香港全社會各界人士都積極努力、熱情待
客、追求品質，大到特區政府謀劃管理，小
到酒店、出租服務人員的專業和態度，都能
影響通關的後續推進，以及香港和內地的進
一步聯通。值得一提的是，提升旅客接待和
服務，和保持香港市民的滿意生活並不是矛
盾的，相反是一致和平衡的，這能促使香港
不斷進步，為市民和旅客創造更佳的城市體
驗，創造新的生活機遇。
再者就是通關更需要民心相通，通關促進

普通家庭的團圓，遊客商賈的自由往來，更
重要的是能夠使得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合作帶
來新的春風，粵港澳大灣區的交流合作也必
定能夠大展宏圖，為兩地民眾創造更多生活
和事業的新機會。香港要主動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應該重視民心相通，真正促進與內地
的溝通了解，讓通關之利能夠普惠更多的基
層民眾，為兩地創造更多貼地氣、做實事的

平台和方式。
要促成民心相通，也要充分重視香港文化

藝術的獨特魅力。香港要建成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離不開堅守中華文化之根，也離
不開和內地的聯通和交流。內地旅客來到香
港，是否也能通過文化藝術的體驗，讓他們
感受到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不少內地年輕朋友來到香港，可能會
去看流行歌星的演唱會，但或許他不了解，
香港的古典藝術以及多元文化還有很多演出
欣賞的選擇，比如來聽聽香港弦樂團青年和
基層孩子的中西樂聲合奏，當然也可以去聽
歌劇、看話劇、學粵劇等等。香港西九龍的
新景點M+博物館和香港故宮等也提供了獨
具香港特色的文化藝術體驗。這種體驗在未
來是否可以做一些嘗試，一是跨界合作，為
遊客提供一站式的優惠和路線，甚至美食、
學習和文化藝術欣賞的結合；二是主動推
介、個性服務，提供更多文化藝術體驗選擇
給予旅客。
通關之「通」說到底，還是思路要通。上

周日，新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發表了
2023年新春致辭，他提出「中聯辦和大家一
樣，倍加珍惜香港當前『治』的局面，熱切
期望香港增強『興』的動能，進一步開創由
治及興的新局面。」他分享了三點看法，如
何「讓『興』的動能更強勁」。一是需要我
們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機遇，在參與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增添不竭動
力；二是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合作，在鞏固獨
特地位和優勢的過程中提升核心競爭力；三
是矢志不移幹事創業，在團結奮鬥中凝聚強
大合力。在我看來，通關無疑開啟由治及興
的新局面，機遇是天時，定位是地利，團結
是人和，三者兼得，則未來可期！

通關之「通」

終於「中」了！
近日什麼都放
寬了，活動開始

頻繁，工作開始漸漸多起來，
捱了這麼多年終於見到家鄉
了，於是乎什麼活動、聚會都
參與，希望把過去的被壓制的
事情都補回來。於是非常積極
地參與各類型的活動和工作。
雖然不停地參加活動，但我相
信戴口罩的防護措施是有效
的，所以很聽話口罩不離嘴；
雖說口罩不離嘴，吃東西還是
要脫下來，那病毒還是大有機
會入侵。相信我應該是那樣子
「中」招的。
早前跟幾位朋友去私房菜吃
飯，席間大家當然也會說到疫
情，當時在座中10人，就只有
我和家庭醫生沒有染上新冠，
大家都稱讚我們叻仔叻女，誰
不知才過了幾天便輪到我了，
我還要請家庭醫生視診，為我
開特效藥！
聽很多朋友講他們的症狀，
大家也問我怎麼樣？我
說開始的時候快測沒
事，但卻渾身酸軟，走
去街坊醫生睇睇，有
燒，家中探熱針失靈，
醫生說快測無事是流感
啦，第二天才發覺做了
「二線女星」，開始間
斷咳嗽有痰，有些少鼻
水，就這樣一直捱了6
天，6天情況差不多。

之後開始轉陰，第7天把「一線
女星」的位置搶回來！
把自己困在房間足足一星

期，所有在家的人都得戴口
罩，每天快測兩次，同住的都
是長者，是必須特別小心，特
別謹慎的，因為沒有套廁，上
廁所後一定要消毒，所有用具
要分開，用完用滾水燙。麻煩
也要做，身體是自己的，不能
不乖乖聽話！
雖然病況不嚴重，也沒有失

味覺，但卻沒有什麼胃口，想
吃的東西都要出外吃，雲吞
麵 、燻蛋、北京餃子、酸辣
湯、豬膶腸粉、煲仔飯、炸子
雞……想想也流口水。康復之
後一定要滿足一下！
就快過年了，很多東西要準
備，但是因為感染了新冠，沒
有了一個星期時間，要抓緊時
間準備，就算不敢招呼朋友，
至親也要聚一聚的，多少也要
有些好吃的，幾枝靚花還是要
買的，又得自己出動呀。

中咗

趨近年關，過年的傳統習俗，開
始一項一項登場。不管南方北方，
臘月廿三、廿四都是要祭灶。古往今

來，吃飽吃好總是頭等大事，掌管廚房的灶王爺優
先獲得祭祀，實屬情理之中。緊跟着就是除塵除
垢灑掃庭院，採買年貨置辦各式過節物品。家底殷
實的，無論南北，鮑參翅肚，老酒新茶，必不可
少。普通人家，肥雞大鴨，河魚海蝦，也都能預備
齊全。這些年，內地高鐵、機場、高速公路建設速
度之快、密度之高，時不時就令人驚嘆不已。物流
運輸，冷鏈供應也隨之日臻完善。運費大幅下降，
南北特產，東西風物，平常時節都已物美價廉進入
尋常人家。昔日的物離鄉貴，變得稀鬆平常，也讓
那些常年在外打拚的遊子，衣錦還鄉時，想要帶些
別致稀罕的手信，也頗傷腦筋。
在過年習俗上，近些年北方人還被南方人帶起

了一樣新傳統，買年花。
以前過年，北方人家裏頭最多也就是一盆水

仙，養得碧綠青翠，水蔥一般鮮嫩，頂着齊蓬蓬
一層鼓囊囊的花苞。年三十前後，水仙接連開花，
黃蕊白瓣，香氣襲人，一屋子豐盛飯菜飄出來的香

味也蓋不住。廣東和香港過年逛花市買年花的習俗
一經傳入，即刻讓冰天雪地的北方人眼饞不已。
農耕文明的悠長歷史，佳句名篇裏的反覆吟唱，早
已潛移默化在基因裏，只待時機允准，親近花木融
通自然的審美情趣悉數復甦。仍舊是得益於周密
便捷的運輸網絡，大吉大利的年橘，大展宏圖的
桃花，富貴滿堂的蝴蝶蘭，以及專為春節培育的牡
丹、海棠、杜鵑、大麗花等，也相繼成為各地都買
得到、買得起的過年氣氛擔當。窗外冬雪紛飛，
屋內滿室春色，一年的好願景由此開啟。
送了金虎迎玉兔。跟兔有關的吉祥話，這幾日

也正從議員們街市派送的對聯招貼，延伸到了各
路媒體引經據典考證傳說的兔年生肖起源、始
末，及逸聞趣事上，再過幾天，諸如前兔似錦、揚
眉兔氣、兔飛猛進、玉兔臨風、奮發兔強、宏兔大
展的祝福用語，便會鋪天蓋地地擠滿了手機。
在傳統觀念裏，12生肖對應不同的性格和命運，

細品下來還是有幾分道理。家裏屬兔的人特別多，
往上數三代，往下數三代，男女老少，多半都生在
兔年。一直以來在外人眼裏的整體風評，聽得最多
的是八個字，溫和良善，細緻盡責。我是無福得見

屬兔的祖輩們，是如何為人處世的，只聽過與他們
同輩年長高壽者提及時，也多用這八個字來形容。
父輩們兄弟幾個，生肖皆屬兔，平素行事待人亦未
曾讓這個八個字失過色。平輩的堂兄弟們，還是以
屬兔的居多，各自從事的職業皆不同，但都溫文爾
雅，和和氣氣，從未聽說過與鄰里親戚同學同事起
過什麼大爭執。子侄一輩沿襲下來，屬兔的人仍居
多。閒暇時冷眼看去，許是生在和平富足的好時
候，愈發覺得較之上一輩，身上更多了些謙遜禮讓
的意思。
以前曾在家中閣樓上翻過一本老相冊，裏面有

一張祖父中年時的黑白半身照。照片裏，深色中
山裝平整挺括，一
張眉清目朗膚色白
皙的國字臉，氣度
平和，觀之可親，
還是擔得起溫潤如
玉四個字。

一家子屬兔的人

故鄉本無竹，有也是人工培植的，竹
體纖細，最粗也沒有粗過大拇指頭。上
世紀七八十年代，故鄉很難看到鮮活的
青竹，竹影搖曳更是從沒有見過。然鄉
親們過年，都喜歡在大年三十之前買幾
根竹子，那竹子挺挺直直，帶着繁密的

綠葉，看着令人身心愉悅。
故鄉的村莊，每逢陰曆三和八是大集，臘月
十八前後，自然是年下的重要日子，在那幾日
裏，沒有竹子的村莊突然湧來許多賣竹子的
人，一捆捆青竹用車馬拉着，在集市的空場裏
叫賣，青青翠竹就像一簇簇綠色高挺的花束，
不久就把人們吸引過來了。
集市裏的人你來我往，人頭攢動，從清晨六

點到下午三四點鐘陸續散去。儘管人去集空，
但空蕩的攤位彷彿還有餘溫。地面上的菜葉橫
七豎八地鋪着，收尾的推車裏裝着各種年貨，
幾根竹綑綁在車上，青翠欲滴。相比賣其他東
西的攤位，賣竹子的地方似乎更有年集的氛
圍，那濃綠的竹葉飽含了早春的氣息，沁透了
整個集市。這氣息，也沁透了人們的心田。在
煙花燃過硝煙散盡之後的新年裏，是一派欣欣
向榮、春意盎然。作為故鄉的北方，臘月的天
氣天寒地凍，大地冰封，青翠之色有如蓬勃的
生命，給蒼白的冬天帶來無限的生機。它們是
透着早春的詩行，是雪花飄飛之後悠然而來的
詞章。一根竹從集市上扛回來，那種鋪展在雪
地裏的綠，頓時令人眼神明亮。
我很懷疑這些竹子的來處，既然北方無竹，
那它們又來自何方？直到後來父親從外地帶回
幾棵幼竹，種到院中一個夾道裏，我這才知道
北方也能種植，有兩種竹子可以在北方的氣候
裏生存，黃桿京竹和黃槽竹。它們在春天青
綠，在夏日裏迎風，在冰天雪地裏也不懼寒
冷，碧葉經冬不凋，以至於江南江北，古今庭
院裏幾乎無園不竹。
剛開始，它的葉子是青綠的，後來開始落

葉，在父親的精心照管下，它還是活了。對待
它的生死，我們都幾乎不抱有什麼希望了。可
這時第二年的春天也恰好來臨，幼竹的腳下竟

然生發出一些箭弩般的筍來，很快生長出竹
節、竹葉，經年的孕育，逐漸變作青青的竹
叢。那竹身是纖細的，有成年人的小拇指粗，
由於基因遺傳的緣故，自此再生發的竹子決不
會超過它的母本。竹也長得不高，漫過人頭，
再漫過屋簷，就這樣於風中婆娑搖曳。比不上
臘月新年外地人前來買賣的那種筆直的青竹粗
而高大。有人扛着竹子在路上走，需要將它高
高地豎起，不然橫着過不了窄窄的巷道，也進
不了小小的院門。
與葡萄、石榴、山楂樹們相比，它結不了果
實，奉獻的卻是那份清秀之氣。久居院中，四
季更迭，面對芊芊修竹，冬天會感受到生命勃
發，夏天會生出清涼之感，心情煩悶的時候，與
竹對語，望一望修長挺拔的竹節，心中的煩惱
便會煙消雲散。叢竹在庭院裏生長有八七年，
我們便搬家了，儘管它有若屏障，是小院裏的
一道不變的風景。我們沒有等到它更加茂盛，
沒有等到它生命終老，便把它遺留在故鄉空曠
的院落裏了，從此生活裏便沒有了青竹。它們
太普通了，就像北方任何的一種植物一樣，算
不上什麼名貴的花木，只不過在我的生活裏輕
輕地劃過，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仍是植物裏
的綠衣秀士，與北方的樹木有着天壤之別。
直到去年冬天，去某個山村遊玩，一進村，
幾乎每座老宅院外都生長着綠竹。陳舊的村路
蜿蜿蜒蜒，竹也跟隨着一路伴護。沿着那些路
走下去，就能體會到竹一樣的姿態，身體也會
跟着挺直而秀，感受到那種謙遜、豁達的心
態。我不由問同行的朋友，這可是北方的村莊
呀，什麼時候生長了這麼多青竹？他們答，村
裏的竹，已經生長有40多年了。
40多年，正是我家小院裏的青竹們的年齡。

那時我的父親喜歡竹子，他將從集市買來的竹
葉剔削乾淨，修長的竹竿被他用來放鞭炮，一
掛掛鞭炮用青得油亮的竹竿挑着，在院子裏點
燃發出炒豆般的炸響，捲起的煙硝熏得人情緒
振奮。這個場景印在我的腦海，直到變成中年
後的一個夢，也都沒有走出夢境。
母親在世時尤喜畫竹，她老人家50多歲開始

學畫，最先畫的是墨竹。我曾給母親買過一本
《水墨畫技法》的小冊子，裏面有各種花鳥寫
意筆法，竹在畫冊中是排在最後幾頁的，可初
學繪畫的母親還是選擇了先畫它。只幾個月的
功夫，那竹就被母親畫得維妙維肖，大概在提
筆揮墨的那一刻，母親也曾受到當年院子裏的
那些青竹的啟發，胸有成竹吧。竹是深受人們
喜愛的一種植物，文人墨客把竹子枝竿挺拔修
長、四季常青等特徵賦予人格化的象徵，與
松、梅並稱為歲寒三友。北宋熙寧六年（1073
年）春蘇軾出任杭州通判，從富陽、新登取道
浮雲嶺進入於潛縣，下榻寂照寺的綠筠軒，他
見軒內翠竹掩映，便約僧人慧覺前往遊覽，片
片竹葉從眼前滑過，美不勝收，詩人發出「寧
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慨嘆。
竹子在北方是稀罕物，在南方就見得多了。

有一年去篁嶺，在那裏與一山的竹子相遇。那
麼粗實的竹子，那麼胖壯的竹筍，看得我心生
歡喜。後來到上饒一個古鎮，其間路過一座
山，滿山都是綠竹。那竹子粗啊，讓人想起南
方香噴噴的竹筒飯，想起電影《閃閃的紅星》
裏的潘冬子，那個掛在腰上走到哪裏也不離身
的竹筒，不就是這樣的竹子做成的嗎？
竹子在南方，是和北方的木材一樣用處繁多

的，可以用以蓋樓紮帳，做傢具或生活用品。
我家曾經有過一對竹椅，椅面30厘米高，椅背
80厘米，無一釘一鉚，通體用竹子穿插編結纏
繞而成，精緻而大方，樸素而結實，留下了我
們無數坐在上面讀書、乘涼的畫面。
原來我們家是這樣的喜愛着竹器。原來我們

家是這樣的喜歡着竹子。
父親喜歡竹，是由他的心性決定的，他本身

就是一個性情剛直的人。父親14歲參軍，轉業
後進師範學院進修，畢業後輾轉地方工作，匯
報工作所寫的發言稿極有文采。母親喜歡竹，
並不僅僅是因為家裏曾經種過竹，而是單純地
喜歡畫它。作為教師的母親，為人慈善，生性
柔和，不但喜歡畫竹，還喜歡畫牡丹、畫梅
花。母親一生崇尚的閱人理念是看人不能光看外
表，有氣節，有風骨，才學兼備，方成大器。

心有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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