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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食瓜
歲月的流轉又到了食瓜的最佳季節，《左
傳》記載：「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雖然次年
瓜熟時，齊侯失信了，但一年一度的瓜期卻
不會改變。《詩經》中除了：「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以外，還有多處提到瓜，說明瓜
從來都與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炎熱
的夏天吃上幾片瓜，確實是一件美事，大家
坐下來一邊吃瓜，一邊聊聊，更是充滿了生
活情趣。唐太宗就曾和杜如晦等人一起吃
瓜，所以杜如晦死後，唐太宗「食瓜美，愴
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禮
記》和《論語》都提到「瓜祭」，孔穎達解
釋說：「瓜祭者，食瓜示祭先也。」古人先
要用瓜來祭祀，表示一下慎終追遠，以及對
大自然賜予的感恩之情。可是瓜有多種，
《廣雅》說：「龍蹄、獸掌、羊駁、兔頭、
桂髓、蜜筩、小青、大班，皆瓜名也。」但
實際上卻很少講他們吃的是什麼瓜。
《揮麈錄》記載：宋徽宗時，蔡京之子蔡
攸提舉秘書省，夏天，他與屬下一起吃瓜，
讓大家邊吃邊講有關瓜的事，講一件吃一
片。但「坐客不敢盡言」，結果自然就屬他
知道得多。可是有個以精於鑒賞、考據聞名
於時的校書郎董彥遠，卻忍不住一連講了好
幾件大家不熟悉的事，而且有根有據，不得
不令人佩服。喜歡「心靈雞湯」的人也許會
說這是書生意氣，因為董彥遠因此「後數日
果外補」了。但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說：
「社會的最大悲哀不是壞人囂張，而是好人
過度沉默。」董彥遠不會不知道後果，但隱
忍到最後，他還是決計向侮辱眾人智商和學
術人格的蔡攸發起了挑戰。對於蔡攸而言，
其行為何嘗不是對他人存在的蔑視，但董彥
遠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從容表達了對權威的
蔑視，卻是更深層的蔑視。
也許他們提到了唐李賢說武則天心狠手辣
的《黃台瓜辭》：「種瓜南山下，瓜熟子離
離。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猶為

可，四摘抱蔓歸」；也
許也提到了三國步騭和
衛旌合夥種瓜，「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而
受辱於縣令焦矯的故
事；還有梁楚邊境都種
瓜，梁勤楚懶，梁縣令
宋就用了悄悄幫助楚人
打理的辦法，消解了紛
爭的故事。但不知道他
們吃的是不是西瓜？五
代的時候，後晉同州郃
陽縣令胡嶠，隨宣武軍
節度使蕭翰一起去了契
丹，結果蕭翰被告發謀反被殺，胡嶠在契丹
呆了七年，回來後著有《陷虜記》，其中講
到了西瓜：「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
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李時珍也
說胡嶠「得此種歸，名曰西瓜，則西瓜自五
代時始入中國」，從此才有了西瓜之名。西
瓜寺坐落在九江市武寧縣楊洲鄉境內，相傳
是孫權祖父孫鐘種西瓜的地方，現已更名彌
陀寺。史書記載孫權原籍浙江富陽，後祖輩
移居曲阿，孫鐘是在江蘇丹陽司徒種瓜，此
處不當有西瓜寺，果然，該寺有《長明燈會
碑》記載：「西瓜寺在萬曆辛巳年才初建告
成。陶弘景註《本草》時，曾提到「永嘉有
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李時珍認為這就
是西瓜。但李白《尋魯城北范居士》有「寒
瓜蔓東籬」；宋張耒《海州道中》說：「逃
屋無人草滿家，纍纍秋蔓懸寒瓜」；段成式
的《酉陽雜俎》載有沈約《行園》詩：「寒
瓜方臥壟，秋蒲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
都參差。」臥壟的也並非只有西瓜，從中都
不能確定秋天晚生的寒瓜就是西瓜。1976
年，廣西貴縣西漢墓槨室淤泥中曾發現西瓜
籽；1980年，江蘇省揚州西郊邗江縣漢墓隨
葬漆笥中出有西瓜籽，墓主卒於漢宣帝本始
三年；1959年2月24日的《光明日報》報

道：在浙江杭州水田畈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
曾發現過西瓜籽。於是，最起碼五代時西瓜
傳入中國的說法就不能成立了。
召平東陵瓜是文學作品中最多見的典故。

清代揚州人宗元鼎為瓊花觀賣花老人作傳，
還說他家「嘗有五色瓜，云即昔之廣陵人召
平種也」，如果真是這樣，倒有幾分西瓜的
影子。召平是秦朝東陵侯，但也算是既得利
益者了。然而《史記》記載他假傳陳勝之
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說：「『江東已
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在陳勝敗亡的關鍵時刻，起了扭轉
形勢的關鍵作用。入漢以後，他卻在西安北
關外的東門種起了瓜。不用說，他是個極富
有政治頭腦的人。陳豨反叛後，又用蕭何之
計殺了韓信。大臣們紛紛向蕭何祝賀，惟有
他說禍事到了。因為劉邦怕開始忌諱蕭何
了。最後蕭何聽從他的建議，將自己的傢俬
獻出，還將親屬都送往前線去打仗，才贏得
了劉邦的信任。歷代很多人紀念他，東晉阮
籍詩中說：「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陶淵明說：「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李白詩：「昔日種瓜人，青門東陵侯。」王
維說得更直白：「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
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家居附近有一棵鳳凰木，六月上旬的一
個安靜的午後路過，忽見一樹紅花，開得
正盛，那時人閒心不閒，匆匆走過，大概
以為來日方長，改天才去看個夠吧。料不
到鳳凰木這一年的花期特別短，六月中旬
再路過，驚覺才不過十天八天，鳳凰木已
經只剩下一片綠意，再沒有「葉如飛凰之
羽，花若丹鳳之冠」了，心底倒不免有些
許悵然若失。
那時就忽爾想起另一宗久遠的事。浮世

匆匆，輕易錯過了的，又豈止鳳凰木的花
期？此樹又名影樹，想起童年時，馬山村
故居也有一棵，那大樹真是夢中之樹，鄰
近西樂園寺，為宣化上人所建，至於那棵
影樹是否宣化上人所種植，就不得而知
了。
年代久遠，山移了，村拆了，西樂園寺

早已不復存在了，宣化上人其後據說雲遊
舊金山弘揚佛法，在一九九五年圓寂了，
據說遺下了業權官司；此刻遙想山村上的
那棵影樹，頓覺如夢如影，一切皆空了。
然則有一回偶爾聽到孟庭葦的《鳳凰
木》，忽覺此歌於我似有冥冥中的禪意：
「三歲的影子他要帶我去遠足／問我是否
想回家再看看鳳凰木／問我還在不在睡夢
中哭／想念紅紅的火焰開滿了山谷」——

邊聽邊覺得，此樹與我似有前緣，那就是
我遠去已久的童年嗎？那棵堪可「回家再
看看」的鳳凰木，是否當年鄰近西樂園寺
的那一棵？那麼，誰是「帶我去遠足」的
他呢？
每一個人都合該有一棵心中的鳳凰木，

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吾友古劍家居掃
桿埔，附近也有一棵，有一回與他在樹旁
閒聊，便讀了鄭愁予的《裸的先知》：
「與一艘郵輪同裸於熱帶的海灣／那鋼鐵
動物的好看的肌膚／被春天刺了些綠色的
紋身／我記得，而我什麼都沒穿／（連紋
身都沒有）／如果不是一些鳳凰木的陰影
／我會被長羽毛的海鳥羞死」；「我那
時，正是個被擲的水手／因我割了所有旅
人的影子用以釀酒／（那些偽蓋下肢的
過客／為了留下滿世的子女？）／啊，當
春來，飲那／飲那酒的我的裸體便美
成一支紅珊瑚」——眼前的一樹紅花，何
如記憶深處的紅珊瑚？
浮世匆匆，鳳凰木的花期（以及陰影）

太短暫了，對浪漫不覊的詩人如鄭愁予來
說，也許只有「割了所有旅人的影子用以
釀酒」，當春天來了，才可以在飲酒的時
候，讓自己的裸體「便美成一支紅珊瑚」
吧。犯不為轉瞬花事了而故作惆悵，記

憶中總有一些不大起眼的角
落，暗藏倥偬浮生不斷記
得某些玄奧。
青年鷗外鷗將影樹稱作映

樹，花期過了，哪怕是八
月，這映樹之葉也一樣有可
觀之道，詩說：「明空下幼
年之映樹之葉／八月之晨風
輕漾／一聯隊一聯隊的輕夢
呢」；「夢的聯隊一明一滅
／軟風中明空下／映樹的心
裡映樹的身／飄然的游
泳」—飄然游泳的，許是每
一個人的夢中之樹吧。

現在的香港科技先進、資訊發達。
六十五年後的香港又會變成一個怎麼
樣的地方呢？
在科技方面，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
香港會更發達，更多的電子產品，甚
至一些不用電力的先進產品可能會在
那個時候面世。我們可能只要在家中
說一些話，發出一些指令，電器就會
自動執行這些指令，那時我們只需躺
在舒適的沙發上，享受美好時光。
在人際關係方面，我認為那時的我
們將比現在更依靠手提電話這些電子
產品。人們只會顧用電話聯絡，減
少了正面溝通，關係亦變得疏遠。
在能源方面，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
能源供應應該已大幅減少。能源對我
們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如果能源問
題愈來愈嚴重，我們可能無法正常生
活，我想那時的我們應該會對此事感

到煩憂。
我認為六十五年後的垃圾問題應該

頗嚴重的。很多人都說香港的堆填區
再過不久就會全部飽和。相信這個問
題如再不好好改善，那時的垃圾難道
就要扔在道路上嗎？
至於環境問題，我認為六十五年後

的街道上可能會滿佈垃圾，香港的公
園可能變得甚少，樹木被不斷被砍
伐而變得很少，衛生和環境狀況亦變
得欠佳。
由於環境衛生變得惡劣，生態環境

亦會受影響。郊野公園愈來愈少，可
能會經常出現嚴重的山火等。
既然我們估計到六十五年後的香港

可能會出現以上種種問題，為何我們
不趁現在開始實行一些可以避免和改
善這些問題的行動，使六十五年後的
香港仍能是一個很繁華的城市。

試 筆

65年後的香港

■文：楊穎欣（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3D）

窗外持續颳起大風沙，環境如常惡
劣，附近的景物一片朦朧。屋內，陳
先生開始拿起濕毛巾，一絲不苟地擦
抹客廳的擺設。
須臾，陳太太推開大門從街外回

來，並急忙關門，極愛清潔的陳先生
急忙喊道：「妳的身上有否塵沙？」
陳太太淡然地說：「入屋前，已拍走
頭髮及衣服的塵埃。」陳先生一邊低
頭抹桌子，一邊冷漠地說：「謹慎為
上，以免塵土有機會肆意飛進來。」
陳先生察看廳內的窗，續說：「我多
麼擔憂這些窗子不夠穩固，塵粒可以
輕易潛入。」
陳先生忽然問：「兒子是否在睡

房？快點叫他出來幫忙打掃地方。」
陳太太緩緩坐下，輕聲回答：「他應
該不在家，平時他愛穿的那雙鞋子不
在鞋櫃內。」陳先生取出掃帚，清潔
地板，冷酷地地說：「我只記得鞋櫃
那邊已抹過，沒有塵垢。」陳太太以
變得尖酸的語氣說道：「我們的房子
不算大，他在不在家，你也不為意
嗎？」陳先生掀起嘴角笑說：「慶幸
房子細小，否則我要花上更多時間心
力來清潔地方，這兒定必要一塵不
染。」
兒子恰好在此時回家，即瞥見陳先

生正勤力地打掃。當陳先生發覺兒子
站在眼前，即抱怨地說：「你去了哪
兒？返來之前有否抹乾淨身上的塵
埃？」兒子一言不發，衝進睡房。陳
先生驚訝地說：「這太可怕了，看來
稍後要徹底潔淨他的房間。」陳太太
嘆息搖頭，站起來，前往兒子的睡
房，不再理會陳先生的嘮嘮叨叨。在
她叩門並準備入內之時，背後傳來了
陳先生的尖叫聲及「沙發後面何以滿
是灰塵」這句說話。
兒子坐在床邊，無奈地對陳太太

說：「有時候，我多麼盼望自己是一
顆微塵，那麼父親會更在意我的存
在。」陳太太溫柔地說：「這又怎能
相提並論，我肯定你的父親絕對不會
把你如塵埃般掃走。」兒子聳聳肩，
愁眉輕鎖地說：「我無須他留意我身
上的塵土，只希望，他能關心蓋在我
心坎上的一層灰塵，幫我輕輕抹
掉。」陳太太和藹微笑道：「有何煩
惱事，可以向我傾吐。」
片刻後，陳太太從兒子的睡房出

來，凝視依舊認真清潔房子的丈夫，
感到他如何賣力也是徒然，慨嘆塵埃
埋藏於陳先生的雙眼內，遮蔽了一
切，令他對身邊最重要的人與事視而
不見。

手 寫 板

遮 蔽

文 藝 天 地
來 鴻 ■文：星 池

電梯忽然在中途停下，人群中
驚起一片騷亂的聲音，另一個聲
音同時在背誦什麼。我從樓底
走出去，卻忽然跌倒，有很多東
西落在我的前面。我開始在那些
建築的周圍奔跑，有什麼人在追
趕我，恐懼同時在我背後，如同
一個野人。我跑過廣場，那些咖
啡館和雕像都在墜落，變成新鮮
的廢墟。我跑過那些低矮的平
房，有許多孩子和我一起奔跑但
最後都不見了。我順手扶起一輛
車子，騎向荒僻的城郊，那些塑
料加工場和發電站變得模糊。有
一條河總是與路平行曲折向
前，一切都在變快同時也在變
慢，往事匆匆後退又向前回溯。
我騎過那些燒焦了的莊稼地，騎
過四散的叢林，甚至看到了遠處
的雪，卻在山頂向下加速的時候
跌落在盤山公路的某處，那輛車
子在空中躍起，但終究沿山坡
滾下去了。我躺在一邊，雪仍然
在遠遠的山上，揮之不去。我的
東西四處散落，那些日常用品在
我的周圍，和飄忽的雲一起，構
成暈眩之後的一切。草叢起了又
落，山泉斷續不定。
當我一個人在遠遠的山上，偶

然的雨順風吹來。我騎車超過
了一些人，也被那些人超過。我
不斷下山又不斷上山，那追趕我
的好像仍然在不遠的地方等我
停下，等我忽然感到疲倦，匆匆
老去，就像那條總也逃不掉的
河，總是與走過的路平行。總
是這樣。
當我還在城市裡的時候，透過

陽台可以看到遠處的兩座高樓之

間是基督教堂。那是在春天。夏
天的時候路上的一排樹會升高，
擋住我的視線，直到高過那座教
堂。冬天樹葉都落了，便又能再
次看到那座有些低矮的建築。總
是這樣。
當我還住在村子裡的時候，穿

過唯一的一條街，在很多的午
後，總可以看到那些男人們蹲在
路邊聊天，像是談論什麼。他
們慢慢變老，在吃飯的時候總忍
不住端碗麵條去院門口，和對
面那一家的男人說說收成，說說
剛剛經過的那輛汽車，或是村東
的男人去新疆今年春節也還是不
準備回來，順便看看對方碗裡有
多少雞蛋，或是有幾片肉。他們
建磚廠，莊稼地落下去了一層，
等磚廠也忽然塌掉，他們仍是在
地裡種麥子。總是這樣。
我從這一切之中驚醒，一切便

開始從我的記憶中散去。這時我
什麼也不想做，只是要努力回想
起發生過什麼，雖然一切都在以
衰減的速度從我的記憶中被抽
離，先是介詞，然後名詞和動詞
也開始消散。
電梯。騷亂的聲音。一個女人

持刀，而我躲在角落，看人群四
處逃散。我無法認出任何人，也
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那個女人
的形象仍然向前奔去，卻又像是
在向我跑來。我開始奔跑。奔
跑。像是葉子掙脫了樹幹，我感
到疲憊。像是葉子被托掉落。
我順手扶起什麼，騎向荒僻的地
方。無法看清。我感到冷，有雨
的聲音。
電梯。騷亂的聲音。一切都在
奔跑，將我攜向與城市相
反的路徑上去。
我打開手機，凌晨四

點，天還未亮。我的床單
散亂，有很多空空的衣架
在高處掛，發出碰撞的
聲音。我就這樣躺，如
此清醒，如同一輛廢舊的
自行車，跌倒在路旁，緩
慢地看窗簾上透過來的
白，在寂靜中變幻升
起。

浮 城 誌

夢 魘
■文：蘇畫天

時值盛夏，家裡突然冒出許多灰褐色的小飛蟲。這種名
叫毛蠓的小東西貼伏在衛生間的牆壁上，讓人傷透了腦
筋。面對滿牆滿壁的小蟲子，我們動用了十八般兵器。先
是，在室內用蒼蠅拍子打，用舊衣服轟。之後，又拿來殺
蟲噴霧劑對地漏「戰鬥」了一番，整整折騰了兩個小時
方才鳴金收兵。
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起床，發現衛生間裡又出現了幾
隻這樣的小東西，真讓人氣餒。
在較遠一些的記憶裡，有一種叫做臭鱉蟲的，也曾與我

們的生活形影不離。這種蟲子通體灰色，體形橢圓，有內
外雙翅，翅膀上有些美麗的灰黑色小點，非常醒目。在初
夏的早晨，它像直升機一樣緩緩飛起和落下。這時候，我
們可以看到它半透明的薄翅，輕盈而自在。——在北方，
沒有人喜歡臭鱉蟲。只要被它所釋放的臭氣沾染，短時間
內就再也不能清除。
後來讀魯迅的文字，讀到「倘若按住它的脊樑，便會噴

出一陣煙霧」之類的文字，我曾深以為這臭鱉蟲便是斑
蝥。但是，後來找了資料來看，發現並非如此。臭鱉蟲學
名「椿象」，雖然它一點兒也不像大象。（不過，仔細想
一想，這世上人人皆有虛榮之心，把臭鱉蟲當作大象的人
並不在少數。貧民百姓有，文人學者有，達官貴人也有
的。想通了，也就見怪不怪了。只是，這等世相，就苦了
那些認死理的「好孩子」，他們一開始會感到驚訝，然後
憤怒，最後躲到書齋裡研究《易經》去了。於是乎大家相
安無事。）至於斑蝥，形象要靚麗得多。它那狹長的雙翅
伸展開來，就像一架盛氣凌人的大黃蜂。
1912年5月，周樹人先生赴北京謀生。魯迅這次北京之

行，其實得益於蔡元培先生。這年2月，時任中華民國臨
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任命魯迅為教育部科員。3月，
孫中山辭去職務，袁世凱在北京坐上了總統的寶座。4月
底，魯迅與好友徐壽裳從紹興出發，去北京就任，並於5
月初抵達北京。
5月6日，遷往北京的教育部開始對外辦公。這一天，周

大先生坐騾車去上班。在教育部簽到以後，他回到山會
邑館，給二弟周作人寫信告知了一切，然後上床休息。
這個晚上，魯迅睡得並不好。在日記中，他寫道：「夜
臥未半小時即見蜰蟲三四十，乃臥桌上以避之」。蜰蟲就
是臭蟲，又名木虱、床虱、壁虱。這種蟲子，在我的老家
山東並不常見，但是在北京卻很不少。2001年，我到北京
旅遊，在所住的地下室裡見到過很多帶翅膀的漂亮蟲子，
並試用殺蟲劑消滅它們。當時，也曾以為這就是蜰蟲，
或者說臭蟲，但其實並非如此。今天想來，我見到的應該
是蟑螂，就是周星馳先生口中所說的「小強」。
與椿象和斑蝥不同，臭蟲沒有翅膀。它的成蟲通體肉乎

乎的，專門吸食人或者其它動物的血，是真正的吸血鬼。
有在中學教生物的朋友說，這蟲子有個特點，但凡交配的
時候，雄性的蟲子必用劍一樣尖銳的生殖器官刺破雌蟲的
隨便哪個部位實現受精。——世上臭蟲這麼多，不知道是
否與這種極度隨意的交配方式有關。
這世上，為了繁衍後代，各色物種想盡了千方百計。據

說，螳螂也很厲害，雌螳螂繁育寶寶的時候，會吃掉自己
的丈夫。回家之後，我將蟲子的故事說了一遍，內人聽
了，陪我一起感慨了很久。

■文：馮 磊

讀蟲記

書 若 蜉 蝣 ■文：葉 輝

回家再看看鳳凰木

■文：龔敏迪歷 史 與 空 間

■鳳凰木 網上圖片

■西瓜解暑。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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