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時的街坊鄰居，大人責罵孩子，有一句常用的土
語：「有肉不吃吃頭菜！」乃形容一個人有點傻，不識
好歹，拋卻享受而主動吃苦。小孩子之間吵架，也經常
會責問對方：「你充甚麼大頭菜？」意為對方虛張聲
勢、故意裝蒜。至於說到大頭菜與裝蒜的聯繫，還有一
個著名的典故：《三國演義》裡面，劉備為了不引起曹
操的疑心，假扮胸無大志，每天在園子裡種大頭菜，卻
被老奸巨猾的曹操一眼識破。曹操遂以青梅煮酒宴請劉
備，故意嚇他，結果把劉備的筷子都給嚇掉了。
若是追溯大頭菜的種植歷史，亦可謂久遠，《詩》

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
字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葑或稱
蕪菁，也就是大頭菜。只不過在《詩經》時代，人們尚
未掌握醃漬的方法，大頭菜還只是一種吃起來帶有苦
味、聊以頂飢的野蔬。所以「葑菲」一詞也被用於形容
尚有一點可取之處的人和物。由古及今，圍繞 大頭菜
的故事和語言，無不是具有貶義，用以指證大頭菜卑賤

的身份，想不承認都難。
敝鄉周邊的大頭菜頗為有名。每年的仲春之月，農民

就把新收穫下來的大頭菜，先晾曬一兩天，待其稍稍蔫
軟，切成厚薄均勻的片，然後收入專門建造的水泥醃菜
池裡醃漬。醃菜池呈長方形，有一米多深。先在池底鋪
灑一層顆粒粗大的生鹽，然後以一層大頭菜一層鹽的方
式堆疊起來，池滿後，在上面覆蓋一張塑料佈防塵，再
以大塊青石壓緊。數天後，將池中的大頭菜取出晾曬，
風乾水分，再依照一層大頭菜一層鹽的方式入池醃漬。
經過三醃三曬，大頭菜方才入味，可以轉收到瓦壇中，
既可久存，亦便於轉運各地售賣。
過去在國營食品店的醬菜櫃 前，都有一排口小腹大

的瓦甕，要買大頭菜，顧客自己揭開甕上的蓋子，用筷
子在甕裡挑挑揀揀，最後夾出一兩塊大頭菜，交給營業
員稱量。拿回家後，放在淘米水裡浸泡，可以略微降低
鹹度，然後切成細絲或顆粒。鍋燒熱，不施油鹽，把大
頭菜入鍋煸乾，再加入五花肉同燜。大頭菜屬於是「嫌
貧愛富」之物，尤其喜歡與葷物共處，若是素炒，味道
也會遜色不少。所以最為常見的做法是加五花肉一起
燜，讓大頭菜吸附肉中的油脂，再添放少許乾辣子增
味，吃起來香氣特別的濃郁。尤其是在口味清淡的夏
天，炒一碟又鹹又辣的大頭菜，既可下飯，也可以就
粥，是許多家庭常備的菜餚。
在大頭菜寥寥可數的幾種做法中，最上檔次的大概就

是炒雞丁了。把雞肉剁成小塊，煸乾後混合大頭菜一起
燜。飽吸了雞油的大頭菜，用以下飯，滿口甘香。此時
若再想起那句帶有明顯時代烙印的口頭禪「有肉不吃吃
頭菜」，就會產生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疑問：究竟是吃
肉，還是吃大頭菜？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反映了
傳統中國人理想中對人生規劃的不同層
次，而當中「天下」一詞的語義亦隨 時
代的推進而產生變化。四川大學歷史文代
學院教授王東杰早前應邀到香港城市大學
中國文化中心作演講，便分析了以中國為
中心的「天下觀」之形成與瓦解，以及自
十九世紀中晚期以來「國際」觀念如何慢
慢被建構出來。

「華夏中心論」與天下秩序
王東杰教授在講座甫開始時便指出，

「天下」觀念主要依循兩不同的圖式發
展：政治統治圖式及文化方位圖式。從政
治的層面來看，早於商代的時候，我們便
可透過殷人所行的「五服制」來理解中原
王朝與其周邊族群的關係及互動。所謂
「服」，是指「服事天子」之意；而「五
服」，便是以王畿為中心，按相等遠近作
正方形或圓形邊界，依次劃分區域為甸
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離王畿越
近的地區，被視作較文明的領域，當地諸
侯需要繳納的穀物及承擔的義務便越多；
相反，「要服」和「荒服」為與王城相距
較遠的「夷地」，因此也是流放罪犯的地
方。一直到周朝，「封建制」（封土建國）
便正式建立出以「天子」為「天下共主」
的秩序。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稱為「天
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權威，可分封周姓
和功臣到各要地；而被封的「諸侯」在封
國內對「卿大夫」繼續分封；卿大夫再將
土地和人民分賜給「士」。分封制下，下
級對上級需承擔繳納貢物、軍事保衛、服
從命令等義務，因此逐漸形成了以周天子
為首的等級制度。雖然西周後期封建制度
開始瓦解，秦滅六國後，更廢封建，置郡
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制度，但
封建制度對「天下」觀念的形成在歷史研
究中實為意義深遠。
另一方面，從文化的角度看，「天下」

在地理上的意義以外，亦形成了一種強大
的道德與文化力量，為中國傳統儒家思想
中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顧炎武在《日知

錄》中言道：「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
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
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謂之亡天下。」意思是，「亡國」不
過為改名換姓，是政權的失落；及至於
「亡天下」，則已是仁義禮樂盡失，成了道
德的失落。雖然顧炎武指控的是滿清以外
族身份入主，剃頭改制，使漢文化失落，
但當中把「天下」置於「國」之上的概
念，實值得我們留意。面對「夷夏之
辨」，王東杰指出，儒家追求「和而不
同」，並不主張隨便改變他人的生活習
性。因此，在歷史上，雖然對外戰爭時有
之，但整體來說，仍是以懷柔及羈縻的政
策對待夷狄，以維持天下的秩序。而在個
人修養方面，亦是「內外有則，反求諸
己」；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講求的便是道德上的個人主義，
「修身」後才能整頓家國，治理天下。

中國進入「世界民族」之林
「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始於明末。公

元1584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印製了
《坤輿萬國全圖》，儘管此圖在圖形輪廓和
文字說明方面還有很不精確甚至錯誤之
處，但在當時已不失為東亞地區最詳盡的
世界地圖。此外，雖然利瑪竇為討好中國
人，特意把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但這並
不改變當時明朝人對西洋各國的地理位置
已有一定認識、眼界大開的事實。利瑪竇
之後，艾儒略編譯的《職方外紀》、畢方
濟、南懷仁於康熙年間印製的《坤輿全
圖》、魏源的《海國圖志》等均進一步擴
展了中國的地理知識。
政治上，清末的中國亦開始進入國際大

舞台。在晚清以前，因中國一向不承認與
其他國家的平等關係，一直便以對待外藩
（以朝貢相關事務為主）和處理商務的態
度來看待與其他國家的關係。1861年成立
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中國首個正式
的外交機構，由最初主持外交與通商事
務，到後來擴大至管理辦工廠、修鐵路、
開礦山、辦學校、派留學生等，權力越來

越大，舉凡與外國有關的財政、軍事、教
育、礦務、交通等，無不歸該衙門管轄，
成為清政府的重要決策機構。及至1864
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翻譯由英國人惠頓
撰寫的《萬國公法》，並由京師同文館刊
行，中國正式接受國際法的約束。國際知
道的傳入是新的世界觀念形成的重要理論
基礎，鄭觀應便從《萬國公法》中懂得中
國乃世界一國，而非世界的中心：「公法
者，彼此自視其國為萬國之一，可相維
繫，而不可相統屬之道也。」
最後，「華夏中心論」的瓦解對中國人

帶來極大的文化衝擊。自晚清起，西學東
傳，根據錢穆的說法，中國人漸漸意識到
「長城以外」的世界，開拓了「耳目之
知」，這亦成了當時一連串變法運動的理
論根據。譚嗣同所言之「器既變，道安得
獨不變？」亦謂如此。

面對「國際」，重建「天下」胸懷
經歷現代化的洗禮，「天下」的觀念已

被「國際」取代。「國家」的地位得到高
度提升，各地的空間被壓縮得很少；在全
球化的大趨勢下，一個國家的事情往往也
是國際間的議題，國家的利益因此成了政
策上首要的考慮。面對「國際」，作為世
界的一員，王東杰認為，我們要重建「天
下」的胸懷，不要凡事均依賴外交手段來
解決。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自古以來，蛇跟人類的關係就十分密切。人們
既敬牠，又怕牠；既把牠當做智慧的載體，又將
牠視為陰謀的化身，對牠的感情複雜多樣。一些
古代典籍和民間傳說中，也記錄了許多神秘詭異
的奇蛇奇事，讓人讀之，頗感新奇有趣，獲益多
多。
清代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等書中，記

有一種叫「量人蛇」的毒蛇。這種蛇又名「比
蛇」，生活在廣東一帶的山中，一般長兩米左
右。牠有一個怪癖，就是愛跟人比身高。一遇行
人，牠就會豎立起來，長鳴一聲「我高！」若行
人沒有反應，牠便自鳴得意，將那人猛咬一口；
若行人舉起手中的傢伙，應一聲「我高！」牠即
垂頭喪氣，自行墜地而亡。因此，在山路上行走
的人若遇上量人蛇，會將隨身攜帶的雨傘、枴杖
等高高舉起來，以保護自己。清代書畫家鄭板橋
有感於此，在《比蛇》一詩中寫道：「好向人間
較短長，截岡要路出林塘。縱然身死猶遺直，不
是偷從背後量。」詩中既批評了量人蛇不自量
力、好強爭勝的習性，也讚揚了牠慷慨仗義、不
搞陰謀詭計的優點，頗值得玩味。
跟「比蛇」的好比相反，有的蛇則「懶」得出

奇。如山東半島的昆崳山中，有一種叫「土橛柄」
的「懶蛇」。這種蛇有劇毒，外貌跟眼鏡蛇相
似，顏色和山路相近，常臥於山路中央睡懶覺，
不易被人發現。行人結隊在山路上走，當第一個
人從牠身上邁過時，牠懶得睜眼；第二個人跨過
時，牠也懶得欠身；但第三個人再碰上牠，就在
劫難逃了。牠會毫不客氣地猛咬那人一口，然後
迅速跑掉。被咬的人如無蛇藥及時救治，會很快
死掉，俗謂之「三步倒」。因此山裡人得出經
驗：幾個人在山路上行走時，千萬不要前後魚
貫，而應左右排列，同時前進，以免為懶蛇所
傷。由此可見，懶蛇其實並不「懶」，牠只是
「犯而不校」。但這「不校」也有限度，那就是再
一再二不再三。如果一再受到「侵擾」，牠就會
堅決回擊。
如果說以上兩種蛇的所為只能算雕蟲小技的

話，那麼「九尾蛇」的本領則大得令人生畏。清
代袁枚在《續子不語》中所記的這種毒蛇，生活
在江西的深山之中，生有九條尾巴，尾端能發射
毒液聚成的「毒彈」，對人獸威脅很大，所以山
裡人都很怕牠，每天日落前就關門閉戶。有一
次，一個商人來到山中，住進旅店。儘管人們告
誡他山中有怪獸，夜晚不要出門，但他自恃會些

武藝，又抵不住山中月夜美景的誘惑，便在晚飯
後開門出去賞月。他走出旅店不遠，忽見數十隻
猴子驚慌失措地從遠處跑來，邊跑邊叫地爬上一
棵大樹。商人隨即爬上另一棵大樹，想看個究
竟。不多時，一條大蛇從樹林中竄出。牠身如圓
柱，兩眼灼灼發光，腰以下的九條尾巴協調地向
前爬行，並一路留下鐵甲般的聲響。這條蛇爬至
猴群藏身的大樹下，九尾倒立，一邊像跳舞一樣
不停地旋轉，一邊從尾端的孔中不斷向樹上發射
「毒彈」。群猴中有「中彈」者，哀叫 一頭栽到
地上，腹裂而死。大蛇在樹下慢慢地吞掉三隻猴
子後，才擺動 尾巴揚長而去。商人看罷，嚇得
兩腿打戰，大氣也不敢出。從此以後，他再也不
敢夜間外出了。
當然，蛇中有「武林高手」，也不乏「文藝精

英」。 清代學者陳鼎在《蛇譜》中，就記載了一
種會唱歌的「歌蛇」：
是蛇至秋風清、秋月明之夜，輒長歌如蚓然，

有節韻抑揚婉轉，儼若刻羽流商。嗟乎！是蛇如
可豢，不妨蓄十餘頭作一部歌吹。
陳鼎耽於蛇的長歌妙曲，想組建一個蛇演唱班

子，這想法既新奇，又浪漫，但是卻很難實現。
因為蛇們的精彩表演，不都是與人為善，有時也
別有用心，這從他所記的幾種會說話的蛇中可以
看出。
《蛇譜》中寫到越南北部的邱蟠山上有一種叫

「夜裡叫」的蛇，每至午夜，就大呼「救命」，聲
音聽起來頗為恐怖；另一種蛇叫「肚裡餓」，
身長尺許，色如竹葉，不咬人，也不怕人，
見了人就喊「肚裡餓」。若投給牠食物，牠就
接而食之，看上去倒很老實。還有一種「喚
人蛇」，就跟老實不沾邊了。這種產於廣西山
區的毒蛇，常伏在草莽間，當有人從身邊經
過時，牠便關切地問道：「何處來？哪裡
去？」一口標準的河南話。這人如誤認為蛇
在向他示好，趕忙做出回答，那就大錯特錯
了。因為這蛇會暗地裡跟蹤他，他即使走出
幾十里外，進了家門，晚上蛇也會破門而
入，將他吃掉，沒有人能夠制止。
由此看來，古人畏蛇，對牠高度警惕，並

非偏狹多心。因為蛇如人，有好有壞；蛇性
如人性，複雜而多變。即使一些看似「善意
之行」，平常之舉，也往往包藏 禍心，埋設
陷阱。善良的人如不洞察明辨，極易上當

受騙，付出沉重代價。

時間，是甚麼呢？現代漢語解釋為：是
特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過去、現
在、將來構成的連續不斷的系統，是物質
的運動、變化的持續性、順序性的表現。
時間甚麼時候開始的呢，無法溯其源

頭。老輩人給我們講故事時，說不出具體時
間，只能籠統地講：在很久很久以前⋯⋯
天地間，我們仰望天空的渺遠，崇拜山

的偉岸，讚歎水的寬容，喜愛花草樹木的
千姿百態，欣賞魚蟲鳥獸的頑強生存。時
間，讓大自然在不同時期呈現複雜多變、
豐富多彩、漫無邊際的美。因為時間，事
物外在的美在驚艷之中很快轉化或消失；
因為時間，人類精神與藝術的美又成為永
恆。
時間細數一年年的日昇月落，草長鶯

飛，描畫天上的月圓月缺，守候塵世的人
來人往。
江南小鎮，寬闊的庭院，老而舊；幽靜

的小巷，深而長。踏 青石板，心瞬間安
寧。河中鵝鴨鳧水，河邊女子正浣洗，棒
槌聲聲，水珠碎了又圓；牆根下閒坐的老
婆婆，和身後房屋融為一體，陽光下，仿
如看見舊日時光裡風搖荷葉般的清秀臉
龐。時間微笑而過，鬢髮間開了朵花兒。
在一家木工作坊停留。隨 刨子一下下

推進，半卷的刨花漫然飛出，香味四溢，
專注的目光下，刻刀遊走處，木質如玉，
紋路清晰，實用的生活用品，生動形象的
工藝品在耐心與寂寞裡悄然生成。時間穿
行於木片中，衣襟上沾了些木屑。
記憶中，老家牆上一鏡框的照片將歲月

懸掛。時間給了我們美妙的童年，兄弟姊
妹排排站，眼神純淨，衣裳窄小，摟 肩
膀，笑容羞澀，簡單又溫馨的黑白照，儘
管有些泛黃，邊角捲起，摺痕多處，卻把

一個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空間定格，時間在
邊上掠過，百味雜陳，睫毛上掛滿淚珠。
看書的時間裡，知曉了食物發酵王國的

美味。糯米落入酒麴，轉化為糖，發酵成
酒；加入面肥的麵團，發酵後麵團膨脹，
氣孔均勻，瑩白如玉。發酵的過程，將食
物轉化成另一種生命特徵，帶 宿命感，
緩慢而醇厚。時間深情呵護，伴 罈子裡
的生命走向新生。
也許，只有時間是最滄桑最厚重的行

者，它有停不下的腳步，走不完的行程。
千年前孔子就曾對 流水說：「逝者如斯
夫！不捨晝夜。」時光迅如白駒過隙，盛
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大文豪魯迅一生
都在拼時間，他說，時間就像海綿裡的
水，只要願擠，總還是有的。
時間卻難以回頭。《圍城》的結尾，那

隻走慢的老鐘，敲響五個鐘頭前的時辰
時，鴻漸正在回家的路上走，蓄心要待柔
嘉好；柔嘉正在家裡等鴻漸回來吃晚飯，
希望他會跟姑母和好，到她廠裡做事。然
而，時間終究過去，美好願望也成過去，
不可改變。
時間在一天天裡摺了又摺，疊了又疊，

它是青銅器上的斑斑 痕，是古字畫上的
密密印章，是立在蒼茫大地上的古老遺
跡，是悲歡離合的啼笑，是輾轉奔波的辛
勞，它在世上迎來送往，一朝又一朝的興
廢，一茬又一茬的人生，生生不息，綿綿
不絕。時間掩埋一切，又展現一切，博大
精深的中華文化，在歲月的積澱裡越來越
深厚。漢字從甲骨文到金文到小篆到正楷
的演變，時間之門一重重，掩了多少春
秋？舞台上那夢一般的精美古裝扮相，一
聲「咿——呀！」一回眸一甩袖，瞬間將
人拉進時間裡，與曲中人同悲同喜。
幼年，快樂不知時日過，年少的青春，

一抓一大把，奔跑 揮霍，奔到中年，猛
然醒悟，開始小心翼翼，倍加珍惜。青春
固然一去不返，但如何對待還要看人的心
態，蘇軾很早就爽朗地吟出，「誰道人生
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雞。」倘能不失對未來的追求嚮往，存一
份執 人生的曠達情懷，便是老去又何
妨？
寫以上文字時，時間正經過，給我靈

感，容我思索。人生短暫，惟願光陰與
我，兩不相負。

藝 天 地文

奇蛇趣談

時間經過

■文：戴永夏
■文：陶　琦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文：翁秀美

心 靈 驛 站

從「天下」到「國際」：
中國世界觀的變化

歷 史 與 空 間

浮 城 誌
手 寫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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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菜 網上圖片

■存一份執 人生的曠達情懷，便是老去

又何妨？ 網上圖片

■王東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