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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時期的刊物

濕疹與失眠
友人某天說眼睛

有時會突然模糊，
動動頭搖搖頸便沒

事，有時懷疑是幻覺還是太累，
我問是不是你的頸椎不太好啊？
後來她去找復位按摩師，問題

真的沒有再出現了。頸椎是十分
重要的，不單止支撐頭部，也是
很多交感神經所在地。我太太以
前常常鼻敏感，有時按摩師一幫
她刮頸整骨，很快便沒事了。
太太早前眼發濕疹，非常痕

癢，加上事忙及睡眠不足，肝臟
休息不足變得更嚴重了。有買一
些吸濕貼，貼頸沒用，只有貼腳
板才有反應（就是那種吸了濕會
變色的藥貼，藥房有不同牌子，
大家可以自行找找）。那陣子常
常要用電腦和手機，右手都麻痹
了，她便去做肩頸按摩，之後心
想不如也貼一個吸濕貼試試，貼
後便去睡了。早上起來，濕疹竟
然消了七成，一撕吸濕貼，發現
濕淋淋的，如貼在腳掌上一樣。
我們發現，如原始點理論一

樣，要暖敷，之前必須先要按鬆
筋骨，熱力才能滲進體內。吸濕
貼應該是同理，接着幾天，她自
己多做拉筋，也有用按摩器鬆鬆
膊頭。至於眼旁有濕疹，為何貼
頸部？只是因為之前發濕疹時，
是由手至頸至眼的，服中藥痊癒
後，只是有時太疲累，才會再在
眼睛附近發出來，再加上頸最
累，所以貼頸。貼了3天便100%
痊癒了，快過服藥。
身體很多的問題，也可以從筋

骨醫治入手而事半功倍。還記得
有幾次晚上完全睡不了，去醫師
處心想不知要補一補或還是清一
清，怎料醫師一摸，便說頸骨都
移位了，復位後便回復一上床就
能入睡的狀態。醫師說若果無緣
無故睡不了，但又不太累，多是
頸骨移位了，一整頸後，血一上
腦便立刻想睡覺。
頸椎充滿玄機，但實在是敏感

易傷位置，建議只做一般按摩和
自己拉筋，要整頸的話一定要找
醫師去做啊。

香港除了是兩岸
文學交往的平台和
橋樑，也是西方與
內地文學交流的平

台和橋樑。
香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

年代，在冷戰時期，左右翼意識
形態壁壘分明，湧現不同政治背
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
物。如五十年代由美國新聞處贊
助的今日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大
量美國及西方思潮的出版物。
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

物，文化類特別是文學藝術，是
其中主要的統戰手段。當時針對
學生和年輕人辦的刊物《中國學
生周報》，是由美方津貼的友聯
出版社支持的，1952 年創刊，
1974年停刊，共辦了逾20年。
另一份讀者對象是青少年的《青

年樂園》，上世紀六十年代創辦，
七十年代被港英當局勒令停刊，隱
約有中方背景。
特別是前者，介紹了大量的西

方當代文學思潮（主
編是文化界人士，如
余英時、胡菊人
等），孕育了如西
西、也斯等重量級作
家。
至於後者，則凝

聚了一大批繼承新
文學傳統創作的作
家，知名作家如舒
巷城、金依、海辛
等。
民間辦的文藝刊

物，由徐速在1965年12月間創辦
了《當代文藝》，影響頗大。
《當代文藝》每月出版一期，

每期收入小說、散文、雜文、評
論、詩歌等。迄至1979年4月終
刊，總共出版了161期，為期13
年又4個月之久，創下了當時內地
及台灣以外純文學刊物歷史最悠
久的紀錄。
上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

港報刊闢有文藝園地，較有代表性
的有戴望舒在《星島日報》主編的
文藝副刊「星座」，刊登華人作家
的文學創作，影響頗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由台灣在香

港辦的國民黨機關報《香港時
報》，闢有「淺水灣」文藝版，
主編劉以鬯介紹了不少西方文學
思潮及作品。
愛國報刊《文匯報．文藝

版》，先後由羅孚、曾敏之主
編，則介紹了大量寫實主義的作
品，作者主要是內地著名作家。

（大灣區的一扇國際文化窗口，之二）

當被問及這樣的題目︰對哪位女演
員或女藝人易釵而弁的角色及其扮相
的印象最為深刻？不少人異口同聲地
說︰「東方不敗！」

女星林青霞反串男角演東方不敗，當年在香港影
圈引起很多轟動的話題，因為角色困難之處是她一
個女演員，要演一個從男人變女人，及演技上有很
大的挑戰和考驗的角色，加上她的造型英姿颯爽、
雌雄難辨，圈粉不少，可謂男女通吃，亦「正式」
開啟女扮男裝的「地位」。
「少時收看趙雅芝、葉童合演的電視劇《新白娘

子傳奇》，一直以為演許仙的葉童是男人，其一原
因是葉童的名字有個男性化的『童』，更一度視她
為『男神』，到長大成人時才知道葉童是女兒身，
怪不得看到和趙雅芝的親熱纏綿戲份時，兩人的表
現是沒有半點『忌諱』，如此自然，哈哈哈兩個女
人也沒有誰吃誰的『豆腐』了。」
其實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在京劇或粵劇裏，早

就有女人演文武生，男人演花旦，戲台上的她
（他）們演才子佳人，既俊又帥氣，迷倒眾多戲
迷，也因時代不斷變遷，文明觀念漸強，觀眾早已
接受女扮男、男扮女的演藝人，只要戲中角色需
要，因女藝人反串男角，很多時那角色比找男藝人
更切合劇情。
在內地不少電視劇中也有女扮男裝的劇情，女藝

人的造型扮相和舉手投足，同樣給予觀眾那份雌雄
難辨的感覺︰「儘管有林青霞、葉童的珠玉在前，
多位女演藝人在反串男角時，都不介意『束胸』帶
來的『辛苦』，只為令角色更為生動。」
除了女扮男裝的演藝人外，亦出現很多「帥哥」

扮女裝的角色，如梁家輝在影片《東邪西毒》的女
裝扮相，那形態觀眾每看一次都「笑破肚皮」，所
以帥哥扮美女，亦能「美」得超傳神啊！

易釵而弁雌雄難辨
步入2022新的一年，很多朋友

的心願一定是希望早日再去旅
行。疫情下，外出旅行成為奢
望，很多人只能「用眼睛去旅

行」，在網絡上觀看別人拍攝的別處風景。有
一首歌的歌詞說：「去旅行，一個人旅行，呼
吸沒有負擔的空氣」，旅行常常讓人轉換內心
情緒，整裝再次出發。法國詩人蘭波曾有「生
活在別處」的名句，生活中美好的風景往往在
遠方，只有善於打破習慣，追求夢想，才能遇
見美好。旅行的意義，恰恰是偷得浮生半日閒
帶來的領悟和發現，旅行中真的能遇見美好。
如今我們常常回味過去美好的旅行，這裏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一次印象深刻的旅行。以
往每年元旦之後，我和香港弦樂團的年輕樂手
們都會參加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組織的「歡樂春
節」活動，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 1
月，我們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斯里蘭卡參
加的演出。
香港人熱愛旅行，但去過斯里蘭卡的人一

定不多，說起香港一樣特色食物，又和斯里蘭
卡息息相關。香港人每天品嚐消耗的港式奶茶
數以百萬杯計，所用茶葉的核心正是斯里蘭卡
名產烏巴（Uva）茶葉，也是老一輩口中的
「西冷（Ceylon）紅茶」。我們到斯里蘭卡品
嚐紅茶，發現和港式奶茶相似，也是加奶和
糖，並經過數次「拉茶」的動作，讓口感更加
順滑，味道也更加香濃。
到訪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對於我和弦樂團

的青年樂手都是第一次。雖然在那裏我們不太
懂當地語言，當時也只有一個翻譯要面對我們
所有人，很多方面不懂溝通，但是我們卻感受
到像奶茶一樣的濃情蜜意。和當地朋友的交流

中，我們感受到只要通過人文心靈溝通，一切
問題都迎刃而解。斯里蘭卡是微笑的國家，雖
然大家在當地是初來乍到，但斯里蘭卡人民的
純真微笑感動了樂團的每一個人。演出中遇到
任何的問題，我們和當地的朋友都從一個微笑
開始，心連心，最終都順利解決。
我們在當地的演出特意走入校園，為當地

師生和音樂愛好者演出。有當地朋友說，這是
他第一次現場聽西洋樂器的音樂會，以往「歡
樂春節」系列活動是帶去中國樂器的演出，這
次是我們中國自己的西洋表演樂隊帶去中西合
璧的演出，不僅有西方經典的音樂作品，更重
要的是我們還帶去了充滿東方韻味的中國名
曲。當小提琴奏出《梁祝》、《春節序曲》、
《瑤族舞曲》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樂曲，現場的
觀眾都驚歎、陶醉於中國韻味之美。在當地我
們看到，中華文化始終是我們的文化之根，洋
為中用，才能根深葉茂，傳遞中國文化之美，
也是講好中國故事，展現溝通誠意，「一帶一
路」不僅僅是經濟溝通，人文溝通、人心溝通
才是更重要的事。
對於參與的樂手來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在當地用文化演出交流，反而更幫助我
們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也更理解自己國家民
族文化的深厚和美麗。我們在當地參加了於科
倫坡市中心商城組織的新春快閃拍攝活動，一
開始樂團就率先奏出《大海啊，故鄉》，一下
就把漂泊異鄉的遊子情懷表達了出來，隨後的
《我愛你中國》、《在希望的田野上》都在現
場引起了共鳴和感動。
在我看來，旅行中發現美好，不僅僅是發

現別處的美麗、生活的遠方，更重要的也是更
加熱愛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

旅行中遇見美好

家庭醫生叮噹朱
近日搬到我家附
近，那地方我很熟

悉，跟我的老友前輩琴姐李香琴
乃是同一屋苑，只是座數不同，
去過幾次拜訪，是他和漂亮又賢
惠又友善又能幹的太座，咱半個
同行，著名普通話台主持楊紫荊
邀我去嚐美食。路過琴姐的家，
便又想起了她，想起了她過往的
種種，且1月中旬是她的生忌，更
是懷念！
與叮噹朱醫生相熟，乃要多謝

新城電台的主持劉婉芬，而說起
事情的緣由，又牽涉到另外些
人，乃是年前公關文公子邀請我
們跟順德名人伍大哥去當地兩日
一夜，吃了十幾餐順德美食，又
開心地笑足兩天，就因為太好
笑，尤其對着那個癲癲哋的林超
榮，我便是聽他講笑話而突然在
飯桌上休克昏迷，時間很短卻嚇
親左鄰右里，劉婉芳在鄰桌也注
意到，事後立即介紹叮噹朱醫生
讓我去檢查。
就因為這樣，我和朱

醫生變成朋友。除了因
為他是位良醫，咱們更
是同聲同氣，有共同的
話題、共同的語言，加
上和他的愛妻也聊得

來，他們愛吃也懂得吃，我特別
羨慕，朱太是美女廚神，且經常
訪問不同類型的大廚，廚藝特
佳，又介紹了很多位大廚神和小
廚神給我認識，令我獲益良多！
他們是我的同路人，也是我學

習的對象。對着他們，我會很自
在很放鬆，見到夫妻倆在招待我
這閒人時，夫妻對話那甜蜜溫馨
的模樣，確令我羨慕不已！
自覺是很幸運，相識滿天下而

又有幾個能相交的朋友真的幸
運，琴姐是一個，還有她很低調
有心的女兒。叮噹朱醫生和朱太
也是一對。感恩能遇上這些朋
友，相信能結緣是我的造化！
經過了這幾年，香港人真是不

易捱，疫症影響是全球大事，可
悲的是香港回歸廿多年被埋下的
「地雷」炸得「遍體鱗傷」，比
世界各地的老百姓更加痛苦！慶
幸自己早已在過往的歲月練到一
身硬撐的小本事，又有好朋友互
相扶持，才跨過一道又一道的坎。

結緣

2021年聖誕節早上，從堅尼地城
跑到維園，再跑回堅尼地城，正好
21公里，年度最後一個半程馬拉松

完成，手機上的運動App也瞬時發出提醒，我人
生的第一個1萬公里跑步紀錄誕生了。沒有比這更
好的聖誕禮物，也瞬時實現了年初預訂的目標。
我一直有個執念：跑步和閱讀，是平淡人生裏

不可辜負的兩個習慣。在所有運動裏，跑步是一
項最簡單又最孤獨的運動。跑起來之後，拋在身
後的距離和拋在腦後的煩惱，愈來愈遠。沒有10
公里解決不了的惆悵，如果有，就再跑10公里。
我的跑步起點，始於要給家裏的小朋友立個榜

樣。那時候，剛剛初中畢業的小朋友，被父母送
來和我一起過暑假。看着少年陽光卻愛睡懶覺，
便鼓勵和督促他，不如我們早起出門去跑步。要
求別人做到的事情，自己必須也要做到，教育小
朋友尤其如此。就這樣，從家附近的湖邊慢跑，
拓展到附近森林公園裏比拚速度，一個暑期下
來，天天早起跑步的我們，從跑2公里氣喘吁
吁，成長到了跑5公里，只是汗濕衣衫。送他搭
高鐵回去升讀高中，在車站閘口，我們擊掌約
定，要把跑步的習慣堅持下去。

跑步第一年，常年伏案工作所致的腰酸背痛頸
椎僵硬，全部消失了。跑步第二年，沾到枕頭就
能睡着，一夜無夢的深度睡眠，夜夜相伴。跑步
第三年，年度例行體檢的報告裏，所有指標都顯
示正常。跑步第四年，堅定和從容像耳旁拂過的
晨風，很容易便治癒了被現實戳傷的心。跑步第
五年，一次跑完10公里汗都不太會出了。跑步第
六年，1個小時12公里，氣息平穩步履輕鬆，跑
完之後，漫步在港島南區的山海之間，蕩胸生層
雲，平靜和滿足在一望無際的視野綿延。跑步第
七年，身體上的輕盈感猶如蜻蜓的翅膀，細微的
震顫便能煥發出巨大的能量，行動上的自律，更
像是完成了一次蛻變。
與跑步長相廝守的，便是閱讀。大學畢業吃散

夥飯，臨別了，班主任嫣然一笑，送給我們一句
囑託，不管以後工作生活多忙，一年至少要讀10
本書。生活的真相和人生而有之的惰性，結結實
實給了我一個理據充分的台階。當表述方式上的
枯竭，在一次人物採訪後不期而遇的凝結遲滯
時，不知不覺間中斷了的閱讀習慣，決心跟跑步
同時重新回歸。人生的不完美，社會制度的不完
善，國家治理機制的不健全不理想，正是我們要

孜孜不倦努力的目標和方向。書讀得愈多，愈明
白天下責任之重大。就比如我很反感躺平這個
詞，對現狀不滿意對生活不滿足，那就不要只是
停留在抱怨和牢騷。從我做起，去改變它去完善
它。腳踏實地幹事的人，再怎麼被讚美都不為過。
2021年12月30日，合上枕邊那本花了一整年

才讀到最後一頁的書，去年初預設的兩個小目
標，就此全部實現。和我一起開始跑步的小朋
友，恰好發了訊息過來。2021年大學畢業的他，
工作上的事情剛有了些眉目，卻被困在一場嚴峻
的疫情封城裏。對未知生活的不確定讓他有些焦
慮，對重新恢復正常生活秩序的期盼，也和我一
樣，跨過2021年直接進入到了2022年。我回覆
他，只要閱讀和跑步的習慣仍在，生活就不會被
白白辜負。
新年伊始，我

們共勉。

唯閱讀跑步不可辜負

北方有四季，生活偶漣漪，但終歸
還算平靜。工作至今，日子在家和單
位兩點一線間平淡邁過。雖經歷種
種，有過檻，畢竟沒啥大挫折。
然而，我在小鎮上的生活，卻被一

個忽然來電攪出了漩渦。如巉岩落
水，進而演變成一大股狂風怒吼中的
波浪。那些四濺的浪花，撞亂了作

息，撞疼了生活。
我，忐忑了！
兩周前，正在科內上班，手機鈴聲響起。

屏幕上顯示的姓名，是久不聯繫的一位某市
作協主席。寒暄幾句之後，他跟我聊起一件
事。大意是問我有無到高校執教的念頭，有
所本科院校設有作家崗，有優厚的工資福利
待遇，帶薪休假等。與這位主席認識多年，
平時因距離遠，聯繫並不多，突然推送來這
樣一則消息，多少有些詫異。按這位主席的
說法，薪資高出現在一倍多，有寒暑假，甚
至可以考慮妻子也在那所高校找個職位。附
近有小學，孩子上學也不成問題。如此，確
實不錯。
沒立即給出答覆，有家有院的人，意向自

己做不了主。我也沒拒絕，畢竟待遇不錯，
特別是休假時間長，有足夠的創作提升機
會。若去這所高校，接下來的問題開始讓人
頭疼。我是醫學專業畢業的，畢業後一直在
基層醫院工作，去高校教寫作屬於跨專業，
能否迅速融入是個問題。就算能夠完美適
應，父母咋辦？老婆孩子咋辦？倘若兩地
跑，一周一次的話，多有不便。若不兩地
跑，拖家帶口很難實現。畢竟，要去的地
方，離我現今工作的小鎮，有將近300里路
程。這段路，絕非「說走就走」的旅程。
想找人商量，馬上又遲疑了。這件事並非

板上釘釘的，現在的同事，自然知道得愈少
愈好。妻子的態度有些含糊，想讓我去又不
想讓我去，我的意向也就跟着搖擺了。拿不
定主意的事，總得多問問。
單位有位業務院長，平時與我關係不錯，

他的人際關係也廣，不妨探討探討。了解了

學校情況後，這位老弟給出建議：看上去，
學校整體環境挺不錯，就是得弄清楚工作是
否夠穩定，簽多少年合同。一旦過去後，不
主動離職的話，是否有被失業的可能。還有
就是，短期內兩地跑是可以的，考慮長遠的
話，家屬能否在那所高校找到適合的工作是
關鍵。
村裏有個鐵哥們，這幾天正好在家，早就

說要和我聚聚的，我就回去了一趟。幾杯小
酒下肚，哥們跟我聊起知心話。我說的這件
事，他不否定也不肯定。大概兩個小時車程倒
是不算太遠，但也不可能像目前這樣想回家就
回家。一周左右回家一趟和天天在家肯定不是
一回事。他妻子的觀點，則與他不同。弟媳婦
的意思：假如你辭職去大學講課，專業不對
口，在本地打拚這麼多年的所有人際關係全部
清零，到了新環境一切未知。
有個在濟南上班的異性好友，視頻和電話

聊了幾次。她現在月薪8千至1萬幾，老公在
醫院上班，也差不多這樣。往日的同學，單
從薪資待遇上講，比回老家鄉鎮工作的我，
優越許多。平常很少聊這些，一聊感覺傷自
尊。在濟南那邊工作的同學，大多都這樣，
月薪1萬左右屬於平常。我跟她說，這樣一
比較，我更想辭職走人了。但朋友直接當頭
潑了我一瓢冷水。她質問我：你若辭職，孩
子誰帶？上學咋整？都交給你媳婦麼？你爸
媽咋辦？別頭腦一熱就做決定。當然，薪資
待遇是比現在好，可你再去那個城市買房安
家麼！顯然，在是否重新擇業上，朋友的否
定大於肯定。
還有幾位，是單位的同事，也算關係比較

好的。聽到這件事，多數是贊成的，她們看
到的是薪資待遇，甚至是羨慕。在她們眼
裏，這是好事一樁，也是機遇，得抓住。
當地文聯的李主席，對這件事持肯定態

度。他告訴我不要猶豫，去高校教書，接觸
的人和平台，比在小地方要好很多，沒必要
太留戀，也無須顧慮太多。既然是普通本科
院校，不可能隨便就出啥變故，為了自己前
途，最好是去。不出去，工作穩定，一般不

可能退休前被失業；出去，待遇好是好，一
切都是新的，機遇和挑戰會並存。是否和現
在這樣穩定，未知。
沒想到，工作這麼多年後，又一次來到一

個新十字路口。面對抉擇，心中很是忐忑。
有幾個夜晚，燈熄了，眼睛卻睜着。望着上
方的天花板，久久無法入睡。
在意向未明之前，應那位作協主席要求，

我寫了份簡歷給他，由他轉交那所高校文學
院副院長。當晚，那位副院長加我微信，跟
我聊了一會兒。主要是問我工作上的一些情
況，還有是否有去他們學院任職的意向，我
給出的答案依舊是「在考慮」。
猶豫着，但還是借了個攝像頭。面試是線

上進行的，那些面試官中，應該就有那位負
責文學院工作的副院長。剛過了不惑之年
了，直面考官時，我竟還有些緊張。我談了
一些有關散文創作技巧的認知，對面和我探
討了幾個問題，面試結束。結果，尚未公
布。停了視頻，如釋重負。一則消息帶來的
波瀾，竟然如此之大。就如那位文學院副院
長之前所言：散文創作沒問題，關鍵看講
課。而我，直到現在，還不確定自己的意
向。就算真的通過了，恐怕還得實地考察、
深入溝通一兩次才能決定。如此，過或不
過，不忐忑了！
幾天後，從文學院李院長那裏獲知，由於

高校教師要「合格教學評估」，對全日制學
歷卡得太嚴，被學歷攔住了。學歷這個坎，
我們提前有所溝通，希望能破格。沒能爭取
到，也沒啥，於我，畢竟也是個兩難選擇。
破格了，在種種現實束縛面前，能否成行，
也未可知。
選擇，就是這樣。就像走路，一條路往前

走，有坡有窪，有直有彎，只要沒有岔路，
不管遇上啥情況，都能咬牙邁過去。一旦有
了走向不同的路口，就很難淡定了。到底走
哪條路更好呢？糾結吧，那不是錯，那是一
個必須經歷的過程。忐忑之後，選擇之後，
風雨兼程甭後悔，便是最好的。因為選了別
的路，也得這樣走。

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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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噹朱醫生和太
座楊紫荊在溫馨的
家中！ 作者供圖

◆「大灣區文化融合與港澳融入講座」香港會
場，右排中是作者！ 作者供圖

◆最近跑步時
在灣仔海濱所
拍攝的圖片。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