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陵霧雨起雲天
仙剎危危絕壁巔
怒瀑千尋飛玉帶
羽人十里整鬟煙
蟒藤虯木當空走
彩蝶嫣花兀自閒
尚愛此山看不足
每逢佳處輒參禪

不是遊子，沒有故鄉。
電影導演賈樟柯對此深有感觸。他

說，他之所以到現在還熱愛所有的遠
行，一定跟故鄉曾經的封閉有關。而
所有遠行，最終都能幫助自己理解故
鄉。的確，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
鄉。
走南闖北幾十年，我常常被人問

及：您是哪兒人？這個見面寒暄的問
題，每每讓我犯難。我的出生地是四
川黔江，後來變成了重慶黔江。戶口
在北京，落戶已有30年。現居香港，
轉眼也是14年了。
搞不清楚自己是哪兒人，但我知道

故鄉是武陵山。生於武陵山下，喝着
武陵山孕育的泉水長大，第一份工作
也是在武陵山腳的鄉鎮中學教書。上
世紀八十年代中離鄉求學，繼而在外
就業，先北上後南下，除了過年回家
探視父母，便很少回去了。不曾想，
十多年後，這座山卻不叫武陵山了，
改名為武陵仙山。
為什麼改名？百度百科「武陵仙

山」詞條是這樣講的：武陵仙山原本
不叫武陵仙山，千百年來，它一直就
叫武陵山。可是，本世紀初各地興起
冠名搶註潮，這個叫了上千年的名
字，一下子被近在咫尺的涪陵人搶註
了。當黔江人如夢方醒的時候，武陵
山這座搬不動移不開的名山品牌，卻
永遠地被人拿走了。因為武陵山過去
曾是香火旺盛的佛道聖地，黔江人便
在山的前面加了一個「仙」字。
看了這段話，我想起上世紀九十年

代北京發生的一件事。當時剛從學校
畢業，少見多怪，所以印象深刻。在
我供職的單位附近有一家「阿靜酒
家」，主打親民平價的粵系菜餚，紅
遍京城。不久陷入命名風波，雖然老
闆本人就叫阿靜，但「阿靜」卻被別
人註冊了，只好改成「新阿靜酒
家」。

平心而論，武陵山註冊這個事兒也
不能全怪涪陵人。涪陵不止註冊了武
陵山，同時還註冊了武陵山鄉（由龍
塘鄉改名）、武陵山大裂谷、武陵山
國家森林公園等系列地名。所謂武陵
山，其實是一片大的山脈，綿延渝鄂
湘黔四省，面積達十萬平方公里。周
邊一帶，冠以武陵山或武陵源的地
名、景區名、公司名、學校名，甚至
機場名、車站名，成百上千。其間，
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大嶺數以百計，
每一道峰巒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鳳
凰山、梵淨山、張家界、八面山、灰
千梁子……只有老家這座如今被稱作
「武陵仙山」的山巒，千百年來就那
麼大大咧咧地直呼「武陵山」了。是
它在武陵山諸峰中最有代表性，還是
鄉下人偷懶，隨隨便便叫的一個名字
呢？老家人祖祖輩輩都把這座山喚作
武陵山，卻壓根兒沒想着去給它上個
戶口。
所以，為了不與涪陵武陵山混淆，

本文只得把老家這座山稱作武陵仙
山。武陵仙山的風光是極好的。此山
所在的四川省黔江縣，即現在的重慶
市黔江區，歷來以山青水秀著稱。素
有「黔江古十二景」的說法，其中
「武陵霧雨」、「羽人煙鬟」、「咸
溪飛瀑」列其三，分別位於武陵仙山
區域的石會、西泡、沙壩三個鄉鎮。
武陵仙山佛道合一，曾經香火極盛，
但大多數寺廟宮觀現在都只剩下遺蹟
了。只有重修的香山寺，還有和尚主
持，香客進出。
值得一提的是，武陵仙山主峰上曾

有一座真武觀，這是老家人最津津樂
道的。真武觀建於明萬曆四十三年，
座落在絕壁之巔的四塊小平台上，每
台建有一座木質結構的樓宇，孤峰凌
霄，瓊閣飛揚，疑為仙境。此處道場
名曰「真武觀」，卻額書「武陵古
剎」，成為佛道融匯的宗教場所，遠
近聞名。據清《酉陽州志》載：「寺
僧恒數百人……一啟戒壇，遠近淄
流，奔赴不絕，香火之盛，殆甲全
州。」後幾經火焚人毀，現僅存山門
石頭殘柱，柱上石刻楹聯隱約可識：
玉筍凌空曾向瓶中靡珠露；山環皓月
好泛缽裡現曇花。
也許到過武陵仙山的文人不多，沒

有留下多少吟詠仙山的佳句。一些介
紹文章好引古詩詞，難免牽強。比
如，被反覆引用的張之洞詩句「尚愛
此山看不足，每逢佳處輒參禪」，據
稱是他擔任四川學政時，赴酉陽主
考，途經武陵仙山，宿山下驛站石榻
鋪寫下的。其實，這兩句詩並非原
創，而是集句，分別出自蘇東坡的兩
首詩作。至於此聯是不是張之洞所
集，無從查考。文人墨客集他人佳
句，表達自己感受，確是一樁雅趣。
據傳，清朝貢生邵墩就曾集八個詩人
的名句，詠讚武陵仙山的三大美景之
一「咸溪飛瀑」：

但借流泉伴醉眼，遙看瀑布掛前川
一條素練娟娟淨，萬斛珠璣顆顆圓
清比湘靈鳴佩玉，迥如洛女弄冰弦
十分好處耽清賞，留與丹青作畫傳
漂泊在外，常常安慰自己，此心安

處是吾鄉。可是，舉頭望明月、低頭
思故鄉的情愫，卻穿越千年，串起世
代遊子的鄉愁。鄉愁很悠遠，也很簡
單，無非是家鄉菜的味道，家鄉人的
俚語，家鄉山水的坡坡坎坎，細流涓
涓。
近幾年春節前夕，微信朋友圈流傳

着這樣一條段子：上海寫字樓裡的
Linda、Mary、Vivian、George、Mi-
chael、Justin，陸陸續續回到老家，名
字變成了桂芳、翠花、秀蘭、大強、
二餅、狗蛋。北京各大部委格子間裡
的小李、小張、小王、小趙、小錢，
也陸陸續續回到老家，名字卻變成了
李處、張處、王處、趙處、錢處。
Linda和小李們可能沒有想到，髮小的
稱呼變了，老家的地名也是可以變
的，比如武陵山變成武陵仙山。
只不過，當地百姓仍然習慣稱武陵

山，不稱武陵仙山。多次聽老鄉說，
武陵山人的脾性就一個字：強。

浩瀚的宇宙，無窮無涯、神奇莫測，古往
今來一直是地球人孜孜不倦苦苦探尋的對象
和謎團，又有誰能解開它的奧秘呢？
3月14日，76歲的當代最富盛名的地球物
理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斯蒂芬．威廉．
霍金先生在晨夢中安然離世，一顆最耀眼的
科學巨星隕落了，一位最傳奇的「宇宙之
王」謝幕了。
天妒英才，全球痛悼！中國外交部也於第
一時間對霍金不幸離世表示哀悼和惋惜，向
其家屬表示慰問，稱霍金先生和他的貢獻將
被永遠銘記。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表示，
當年霍金來校演講影響巨大，成為人們常常
提起的佳話，他說：「霍金的人生故事感動
世人，他在科學領域的貢獻被世人傳頌。他
將極為複雜的物理現象和理論用淺顯易懂的
語言解釋，令普通人都能理解。」該校高等
研究院院長高漢安教授曾與霍金多次見面，
對霍金的去世深感悲痛。他回憶當年在哈佛
大學與霍金探討諸多物理現象的情景，稱：
「霍金很多方面令人歎服，他是著名物理學
家，也是堅強意志的楷模，是人類智慧和創
新的代言人！」
半個多世紀來，不屈不撓的霍金以自己難
以想像的艱辛和敢為人先的探索，傾力於宇
宙黑洞的研究，一次次刷新人類的宇宙觀。
他提出廣義相對論、黑洞蒸發理論和無邊界
的霍金宇宙模型，被公認為繼愛因斯坦之後
最偉大的科學巨擘。1988年他的代表作《時
間簡史》剖析了宇宙起源的奧秘，迄今全球
發行量達3,000萬冊；他的《果殼中的宇宙》
更以通俗語言詮釋了宇宙的前世今生，令人
浮想聯翩，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科普作家！
最為感人的是：他21歲時不幸罹患肌肉萎

縮性側索硬化症，致使全身癱瘓、不能言
語、全身僅有眼睛和三根手指可以活動。就
是這位大半生被困在輪椅上的高殘「植物
人」，身癱志堅不甘沉落，堅持與命運抗
爭、堅持科研和寫作，這種大無畏的科學精
神令世人欽佩之至，堪稱世界奇蹟！值得一
提的是，霍金還熱愛生活、富有幽默感、關
心世界大事、愛看競技體育，甚至也崇拜球
星碧咸。2015年他見到小貝時笑着對他說：
「我與你經常被人提到誰是英國的象徵，卻
總是難分伯仲」，令「萬人迷」小貝大感榮

幸，時傳為佳話。
霍金對中國滿懷友情，他熱愛中國歷史和

中華文明。1985年起，他曾三度不遠萬里到
訪中國，並做了多場精彩演講。2002年那次
來華，江澤民主席在北京會見了他，霍金對
江說：「我相信再過50年，中國有望成為領
導世界科學的大國！」2006年6月15日，霍
金來香港科技大學以全息投影技術做了《宇
宙起源》的講座，盛況空前，好評如潮，
1,800張座位爆滿，又強塞進數百名臨時聽
眾。樂天知命的霍金在演講中寄語港人：
「人哪怕身體殘障，思想也不能停步，因為
別人不會為你而停下來！」還說：「香港精
彩奇妙，充滿活力，我不會忘記香港和香港
人，有機會還會再來！」翌日他又飛赴北
京，在人民大會堂做了兩場同題講演，引發
舉國熱議。訪華期間，霍金還饒有興趣親臨
長城、紫禁城和頤和園遊覽。
霍金在2016年開通微博的第一條博文寫

道：「我那時（1985年）坐火車遊歷了你們
雄偉的國度，那些旅行使我對博大精深的中
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有所接觸。」他尤其關注
中國科技的突飛猛進，他驚喜並力挺中國建
設的巨型對撞機，說：「中國擁有世界領導
者的絕佳機遇，一個很好的範例就是建造巨
型對撞機，它將在今後引領高能物理學。」
2017年11月24日，他發出的最後一條微博
是：「我看到了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對未來的
思考和好奇心，希望你們繼續追求科學和其
他創意，將如此的好奇心和自信一直延續下
去，不停地探索我們藍色星球之外的廣袤世
界，擴大了我們對宇宙的理解……」
香港與霍金也緣分不淺。2017年 3月 24
日，香港科技園利用現實增強全息人像技術
將身在英倫的霍金「投影」到香港。當霍金
的聲音響起，引來台下數百「霍金迷」長時
間的歡呼雀躍。那天霍金坐在輪椅上，他的
影像與宇宙、星空等藍色背景融為一體。霍
金問道：「你們能聽清我說話嗎？」眾人高
呼：「聽到啦！」霍金回應：「我也聽到你
們了！」現場又是一片歡呼。在一個多小時
演講中，霍金與眾人一起分享了他的家庭生
活、研究成果和對人類社會、哲學、教育、
科研及未來的看法，甚至談到英國脫歐、美
國總統特朗普等熱門話題，其中也不時展現

他的幽默感。
毫無疑問，霍金是代表黑洞、四維空間、
地外生命的神奇標誌，是人文科學界不屈不
撓、樂觀向上的偉大鬥士。他對人類的貢
獻，更在於他強烈的人文情懷和地球意識。
2011年，他在一次訪談中提出「地球將在
200年內毀滅，人類想要繼續存活只有一條
路——移民外星球」論點，引起輿論嘩然。
今天想來，此言並非「杞人憂天」的譁眾取
寵無稽之談，應該理解為大師對人類的一個
「忠告」。
2012年，筆者曾觀看過一部《生活大爆

炸》的科普影片，片中霍金應邀本色「出
鏡」，他直指工業化和污染排放對地球的重
重破壞，警告地球最終將毀於人類手中。我
堅信：就憑他對人們的忠告，他的精神遺產
怎麼估計都不為過高！
榮譽載身的斯蒂芬．霍金，從不怠慢和止

步。他是奇蹟中的奇蹟、教授中的教授、偶
像中的偶像！相比霍金而言，我們每一個健
全人實在是太幸運了！霍金到底留下了什
麼，需要時間來回答。
霍金不啻是一位科學巨擘，也是一位思想

家、哲學家！今後我們仰望天空，就會想到
霍金；我們想起霍金，就會勇往直前、勇於
創新，被榜樣的正能量扼腕感動！請記住他
的心聲：「雖然我身體受限，但人類的精神
是無法禁錮的」、「一個人沒有夢想，無異
於死去」……
科學無止境，世界須創新。霍金的理論或
許尚不健全，還需不斷完善並接受漫長的歷
史與空間的檢驗。人類對浩瀚宇宙還有大量
無知、不解和迷茫，探索宇宙奧秘還處於初
級階段，需要新的霍金來擔當重任。下一個
霍金會在哪裡？我由衷地希望：會在中國！
昨晚，我向天涯網發去一詩，紀念遠去的

可愛的斯蒂芬．霍金——
天妒英才巨星隕，
身癱志堅功德馨。
神奇宇宙多奧秘，
仰望蒼穹少一人！

一九二六年，香港的大中華國民公
司印行了一部黃言情所著的《老婆奴
續篇》。這部小說，是當今發現最早
一部香港印行的三及第小說。既云
「續篇」，當然有「正篇」，「正
篇」曰《老婆奴》，一九二四年由上
海新小說共進社出版。
黃言情何許人也？
夜翻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文學作家

傳略》，＜黃燕清＞條下云：
「本名黃熊彪，字俊英，筆名言

情。生於一八九一年，原籍廣東高
要。曾在英漢文學堂、皇仁書院讀
書。十六歲，加入同盟會香港支部，
除創辦《新少年報》、《香江晚報》
外，還在《香港星期報》、《香港晨
報》、《南強報》、《四邑商報》、
《南中報》、《大光報》、《華僑日
報》等擔任總編輯或編輯。一九二一
年，創辦《香江晚報》，自任督印人
兼總編輯，——黃冷觀創辦中華中
學，黃燕清任教務主任。當時，黃天
石也在該校教書。與黃冷觀、黃天石
一樣，黃燕清也喜歡為報刊撰寫小
說。他曾經是《小說星期刊》的名譽
撰述員，也是《墨花》撰述員。寫的
都是言情小說，署名黃言情。一九七

四年逝世。」
由這簡略可知，黃言情是作家、報

人、教育家，但文中那句「寫的都是
言情小說」卻不確，他的《老婆奴》
和《老婆奴續篇》作於上世紀二十年
代，先在《香江晚報》刊載後，才出
單行本，內容卻非言情小說，而是承
襲自晚清滑稽小說傳統。
一九三四年，他自設的「言情出版

部」出版了他的《新西遊記》。這部
小說也非言情小說，而是借殼小說，
借唐三藏師徒四人再來一次西遊，以
古諷今。
《老婆奴》、《老婆奴續篇》一樣

是以三及第文體寫成。黃言情十分鍾
愛三及第，他主政下的《香江晚
報》，除他的《老婆奴》外，還刊有
大量三及第作品，連新聞報道方面，
也採三及第：
「警探昨又在加咸街與卑利街左

右，捕獲二人，皆係在街上賭公仔
牌，大呼『買中公仔就贏，唔買中公
仔就輸』，係專行誘一般過路傭婦，
及住年妹入局者，有等傭婦被騙連買
囗（注：原文如此，料是『餸』字）
錢亦為之輸去，企立道路哭泣，狀極
可憐，此等匪徒不啻為社會大蠹，連
日投案入中環警局，及華民政務司署
者，大不乏人。故連日警差對此，異
常注意，聞所捕之兩人，係從前曾犯
同等罪名，至廿三次之多者，昨日解
案，由左堂裁判司提審，判入苦工監
每人三禮拜，期滿即遞解出境云
云。」（1922年6月14日）
那麼，他有寫過言情小說嗎？有

的，我編《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
卷》時，除輯選《老婆奴續篇》、
《新西遊記》短章外，還選了他的短
篇〈情死函中之半頁〉（刊香港《墨
花旬報》第十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以文言寫就，鴛蝴味
重；但這類文章所見甚少，價值也不
及上述兩部三及第小說。《香港文學
作家傳略》指他「寫的都是言情小
說」，錯了。

笨頭笨腦的人，書面語稱「傻乎乎」、「傻兮
兮」，香港人會叫「傻下傻下」，通過音變便成
了「十下十下」。
「打邊爐5」是一種把各類菜餚「烚6」熟來吃

的煮食方式。由於「十下十下」是個流行詞，且
「十」與「烚」音近，就有「烚下烚下」這個
「打邊爐」的戲稱了。到了現在，人們連「十下
十下」也講成「烚下烚下」了。
據說，「烚熟」了的狗頭，面皮收縮，牙齒全
露，予人一種在大笑的感覺，所以有人以「烚熟
狗頭」來形容人的笑容虛偽做作，非發自內心的
喜悅。「烚熟狗頭」屬貶詞，故不宜以此形容真
情流露、天真爛漫的笑容。
示例1：近年，幾乎所有服務性行業都要求員工面對顧
客時務須「烚熟狗頭」，以示忠誠的服務態度。
「腍」，讀「nam4」（「林/lam4」可視作懶

音），熟也，這裡借指肉質鬆軟。由於此字生
僻，一般都會以「冧」代之。「人多烚狗唔腍」
比喻人多心不齊；或人多了，卻在分工上沒做
好，以致誤事。以下俗語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雞多不下蛋，人多打瞎亂
三個和尚沒水吃；三頭六耳不同謀

人多嘴雜；人多手腳亂
軍師多，皇帝亂

究竟「烚狗唔腍」與「人多」何干呢？據說，
吃狗肉要「烚腍」才好吃，但怎樣去拿捏「火
候」呢？假使人很多，你一言，我一語，意見多
多，尤其遇上那些「火燭鬼7」嚷着要吃，那就
沒足夠時間去讓狗肉「腍」了。
示例2：某公司有幾名合夥人，在取長補短下業務上應
有一定拓展空間；惜各施各法，業務因而停滯不前，

應是「人多烚狗唔腍」敗事。
有人說：「人多好辦事。」現在又說：「人多
烚狗唔腍。」那不是前後矛盾嗎？對某些事情，
如搬家、建屋、收割等，人海戰術當然奏效；但
如涉及協商事宜，人多便大有機會出現意見分
歧，以致互相指摘，到最後不歡而散。
在一個廣州電視台製作的粵語特輯中，那位資

深的主持人提到有人說「人多烚狗唔腍」是由
「人多殺狗唔嚟」演化過來的。話說有幾個嗜吃
狗肉的人，捉了一頭活狗，於是引來各人對「劏
狗」（殺狗） 的手法說個喋喋不休，「拗」
（爭議） 了好一陣子也沒能有個定論。就在此
時，有人回頭一看，發覺狗兒已經逃脫；有人就
嘆道：「人多殺狗唔嚟！」（「唔嚟」就是「不
來」，像「沒有到過來」般。）聽後，筆者認為
如果讀者能接受這個牽強的講法，也可接受如下
兩句作為演化源頭的可能性：

人惰烚狗唔冧（「惰」與「多」音近）
人多搭橋唔冧（「冧」，讀「林4-3」，倒塌的意思）
很可惜，這兩句既「順口」也「合理」的話兒

是筆者隨手寫的，要多寫幾句應沒什麼難度！
值得一提的是，粵人一向只用「炆」而不會用

「烚」這種烹調狗肉方式。為此，筆者認為「人多
烚狗唔腍」應改為「人多炆狗唔腍」才最恰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騷」指擾亂、打攪，廣東人將之引申為理睬。
2 歷來，中國人以米為主要食糧，米有多重要，不

言而喻。那「得米」就是得到些重要的東西。廣
東人借「得米」比喻願望達成或有機可乘。

3 「撐枱腳」指兩夫妻或一對戀人一齊吃晚餐。舊
時思想保守，兩夫妻出外用膳都是對着坐的，此
時二人雙腳看上去好像「撐」着「枱腳」般。

4 「私人醒」演變自「私人剩」——一己特意把好
東西剩下（留）給某人。「剩」的正讀是「盛」。

5 有專家認為「打邊爐」是俗寫，正寫應是「打甂
爐」。查「甂」是小瓦盆，而舊時廣東人習慣上
是用金屬鍋「打邊爐」的。筆者認為由於是圍着
爐邊煮邊吃，所以「打邊爐」就是正寫。

6 「烚」，讀「saap6/霎3-6」，是用白水煮食物
的烹調方法。有人說「烚」的本字是「煠」，也
有人說是「熠」。查「烚」、「煠」、「熠」的
本義分別是火貌、燒、光耀，所以三者均為借
字，但以「烚」最為普遍使用，還有一個不多人
知的香港造字「」。

7 遇有「火燭」（起火），須急於撲滅，否則後果
嚴重。「火燭鬼」比喻急性子的人。

8 「炆」，讀「蚊」，是蓋緊鍋蓋，用微火把飯菜
煮熟的烹調方法。「炆」的相對書面詞是「燜」，
其普通話讀音（mèn）與「蚊」的粵音（man1）
相近，所以「燜」是本字，「炆」只是個易寫的
借字。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
com/

■黃仲鳴

黃言情非專寫言情

烚下烚下．烚熟狗頭．人多烚狗唔腍 武陵仙山

歷史與空間 字裡行間

■江 鄰■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雁 翔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宇宙之王」隕入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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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在香港科技大學。 作者提供

■《老婆奴》承襲自晚清滑稽小說
傳統。 作者提供

婷婷：輝仔，「烚熟狗頭」咁嘅樣，睇落有啲嘢
噃！唔好話我知中咗六合彩呀吓！
輝仔：仲好過中六合彩呀！阿為為應承今晚同我
去「烚下烚下」呀！「巧」興奮呀！
婷婷：你講緊嗰個，你由小學追到佢中學，中學
追到佢大學，佢都唔「騷1」你嗰個為為呀？
輝仔：咪係佢囉！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
婷婷：咁你而家咪「得米2」囉！恭喜晒！
輝仔：婷婷，你都「十下十下」嘅，講明「烚下
烚下」，多數係成班友㗎喇！喂，第一次肯出
嚟，唔通同你二人火鍋，玩「撐枱腳3」呀！
婷婷：咁又係，不過，總算係零的突破吖！嗱，
輝仔，一場兄弟，而家我「私人醒 4」你，「追
女」呢，要好似烚狗咁，急唔嚟，急就唔腍㗎
嚹！
輝仔：吓，你響邊度學埋啲咁嘢呀？
婷婷：咪響我樓下個看更阿輝伯度囉！嗰日我聽
到佢同人講「心急烚狗唔腍」，我諗呢句嘢用響
你而家個情況都通㗎！
輝仔：「人多烚狗唔腍」我就聽過！聽啲唔聽
啲！」

■武陵仙山的風光極好，歷來以山清水
秀著稱。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