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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蘆，在我國有悠久的種植歷史。《詩
經》：「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就是
葫蘆。也就是說，葫蘆青嫩的時候，可當菜
蔬食用，等葫蘆殼硬了，不再適合食用，剖
開還能當容器。我們把這種葫蘆叫做「瓢葫
蘆」。
在民間，人們把瓢葫蘆破成兩瓣曬乾，製

成瓢舀子。這種舀子作為生活用品，不可或
缺，應用廣泛，可舀水、舀麵、舀米、舀酒
等。瓢舀子不用花錢買，家家戶戶自給自
足，偶爾摔到地上，也不易破碎。人們根據
瓢和葫蘆的緊密聯繫，總結了一句俗語：
「摁下葫蘆起來瓢」，比喻做事情顧了這頭
顧不得那頭。把瓢放在水甕裡，它浮在水面
上，不會自動下沉，隨手拿起瓢來舀水喝，
自然而然。別小看了這瓢，它可舀江河湖
海。「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賈寶玉曾
用來表示對林黛玉愛情的專一。換言之，美
女無數，一人足矣！
瓢葫蘆分兩種：甜葫蘆和苦葫蘆。甜葫蘆

剁成餡，可以包餃子。在葫蘆花授粉的過程
中，有時候，甜葫蘆產生變異，結出苦葫
蘆。苦葫蘆不能吃，多數用來做成瓢舀子。
有一次，我們村裡的李大娘用苦葫蘆炒了當
菜吃，結果，上吐下瀉，在醫院裡治療了兩
天才脫離危險。

自周朝起，夫妻結婚通常有飲「合巹酒」
的儀式。巹，是苦葫蘆的一種，儀式中，現
場把一個剛摘下的新鮮苦葫蘆剖成兩個瓢，
新郎新娘各持一瓢，紅線相連，同飲一巹。
巹，象徵生活苦中有甜。飲了合巹酒，兩顆
心就拴在了一起，天長地久，同心同德。
還有一種亞腰葫蘆，就是人們常說的寶葫

蘆。寶葫蘆像兩個摞在一起的球體，一大一
小，一上一下。因為球體中間有個「小蠻
腰」，我們當地人習慣稱呼為「細腰葫
蘆」。細腰葫蘆是葫蘆大家族的優秀品種，
古今種植最為普遍。
動畫片《葫蘆兄弟》，講的是七個葫蘆娃

齊心協力、降妖除魔的勵志故事。一顆寶葫
蘆籽從石縫裡生根發芽，一條藤上開出七朵
絢麗的花，結出七個寶葫蘆，在藤蔓上盪來
盪去，奶聲奶氣喊着「爺爺爺爺」。真是調
皮可愛，其樂融融！在老爺爺的愛護下，七
個小葫蘆長成了金剛葫蘆娃，個個神通廣

大。最後，它們犧牲自我，化作七色山峰把
妖精封在了葫蘆山。「葫蘆娃葫蘆娃，一根
藤上七朵花。 風吹雨打都不怕……」這首主
題歌悅耳動聽，催人振奮，是90年代最經典
的兒童歌曲。
有這樣一則趣事：語文課，老師在講解

《我要的是葫蘆》，有個男同學站起來問：
「老師，為什麼我家的葫蘆藤長了蚜蟲，也
沒給它治，到了秋天，卻結出了比南瓜還大
的葫蘆？」老師起初很尷尬，繼而笑着說：
「你家的葫蘆那是金剛葫蘆娃轉世，妖魔鬼
怪都不怕，區區幾個小蚜蟲算什麼呀！」那
個男同學本來就是個小搗蛋鬼，故意刁難老
師的，沒想到老師回答也很巧妙。
葫蘆，全身都是寶，藤葉花果均可入藥。

那潔白的葫蘆花，味甘，性平，看上去弱不
禁風，卻也有解毒的功用。葫蘆，也是最佳
的藥材容器。《西遊記》中，太上老君就用
寶葫蘆存放丹藥。孫悟空誤打誤撞進了兜率
宮，老君不在，孫悟空如吃炒豆一般，把老
君葫蘆裡的丹藥吃了個一乾二淨，只剩下空
葫蘆，自己跑回花果山逍遙去了。
葫蘆盛放丹藥，也叫藥葫蘆。葫蘆密閉性

強，濕氣不容易入侵，很適合放藥丸。從前
的郎中，背着一個藥葫蘆，人們不清楚葫蘆
裡有啥，就產生了疑問：不知道你葫蘆裡賣
的什麼藥？這句話延伸出另一層意思，是指
有人故弄玄虛，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讓人
摸不準發展方向。
說起藥葫蘆，不能不提壺翁和費長房。東

漢時期，有個叫費長房的人，對醫學特別感
興趣，只恨自己醫術淺薄，不能造福一方百
姓。一日，他在酒樓喝悶酒。抬頭看見街上
一老翁，舉着一個藥葫蘆在賣藥。過了一會
兒，費長房又抬頭看了一眼，只見老頭躲進
一個角落，解下藥葫蘆放在地上，自己抬腿
一跳，鑽進了藥葫蘆之中。費長房大吃一
驚，斷定這位老翁定然是世外高人。

第二天，老翁又出現在街上，費長房買了
酒肉，請老翁一起進餐。老翁知道他是有緣
人，便帶着他進入藥葫蘆。費長房進去一
看，只見山清水秀，奇花異草，猶如世外桃
源。老翁傳授一些醫術給費長房。費長房在
葫蘆中住了十天，回到家裡時，兒女已經成
家立業，這才知道，壺中十日，世上十年。

費長房經過葫蘆仙的悉心指導，能醫百病，
能驅瘟疫，成為真正的神醫。葫蘆仙就是壺
翁，壺翁舉着葫蘆賣藥救治世人，他的所作
所為，後人叫做「懸壺濟世」。藥葫蘆是行
醫者的重要標誌，舊時，藥舖的門口常常掛
着藥葫蘆。
葫蘆，諧音福祿，吉祥美好。古代人認為

葫蘆能吸取人身上的晦氣，有辟邪，驅病的
作用。葫蘆藤蔓的「蔓」，與萬諧音，葫蘆
籽數量多，自古以來，民間有「子孫萬代，
繁榮昌盛」的說法。還有，寶葫蘆的兩個球
體，好比夫妻連心，肝膽相照。

寶葫蘆形態優美，放在家裡非常養眼，可
當吉祥擺件。我家有一個寶葫蘆，葫蘆上有
烙畫，產地是山東聊城。聊城市堂邑鎮路莊
村有「中國葫蘆第一村」的美名。這裡的農
家大規模種植葫蘆，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葫蘆
產業。葫蘆烙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
這裡被保護發掘和傳承。葫蘆烙畫內容豐
富，拙樸高雅，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農作
物進入藝術殿堂，緊跟時尚潮流，成為暢銷
文玩產品，這個村因而非常有名，吸引眾多
葫蘆藏友前來實地考察。

前不久，我回老家，帶回來一個殼質堅硬
的瓢葫蘆。放在陽台風乾了幾天，我借來一
把鋼鋸，費勁把瓢葫蘆一分為二，掏空瓜
瓤。隨着兩個大瓢的問世，我終於實實在在
玩了一把復古風。瓢舀子也有缺點，拿在手
裡有點沉。不過，沉也有沉的好處，那就
是：踏實。

簡而美的豐子愷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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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華往生，我
作為小小觀眾，最

記得兩件事，一是《大醉俠》裡
的猜字謎語，二是多年前一則花
絮。
那字謎謎面用粵語讀出是︰
「一點一畫長，一撇向南洋，十
字對十字，日頭對月亮」，打個
「廟」字。如沒記錯，是電影中
客棧內的橋段，有人用手指蘸了
水，在手掌上寫了這字，推進劇
情。當然還有各路人馬在客棧大
廳刀來劍往，空中削銅錢之類，
這些影像後來都成為港台武俠片
的楷模。《大醉俠》就如胡金銓
往後的電影一樣，方方面面都讓
觀眾驚為天人，當然也包括青春
無敵的岳華、鄭佩佩和陳鴻烈，
叫人過目不忘。
那謎語我覺得最有趣的是「一

撇向南洋」。咱們自然是以中國
為核心，向南洋一撇，就是向西
南進發，合乎「廟」字形。六十
年代的南來人士，多生於民國，
有家國情懷，對南洋的華人文化
也從不見外，跟現在年輕人眼中
只有東之日韓，南面頂多加個新
加坡的心態，真如雲泥。岳華那

輩的國語片明星，多從民國中西
教育走過來，當中「中」的部
分，正好演繹胡金銓從歷史尋故
事的角色。
第二是多年前無綫電視某花絮

報道，可能是娛樂新聞，或是講
寵物的節目，總之是談養蟋蟀和
鬥蟋蟀。沒記錯的話，就提到岳
華原來很喜歡這玩意。拍電視劇
因得長時間等待，他就隨身帶個
小盒，裡面有心愛的蟋蟀，陪着
打發時光。網上說蟋蟀原來跟蟈
蟈又不一樣，細節非常有趣，這
些事物讓人恍然回到老舍的小說
世界。當時心想，調玩蟋蟀等拍
劇，夠有意思！岳華身上就是所
謂的「時代烙印」吧。看維基百
科，他曾讀上海音樂學院，修長
笛和指揮，又懂作曲，於是不無感
慨，香港搞了這麼幾十年，人才
也不見得賽過當時的南來青年。
岳華年輕時的國語片我算看了

好些，除了《大醉俠》，還有
《小雲雀》、《香江花月夜》、
《寒煙翠》、《瀛台泣血》，近
作看過的則有仍在重播的電視劇
《情越海岸線》。人走了，才知
自己算個岳粉。

記得在本山人
念 小 學 的 時 代

（即1950年），曾在長沙灣道一
間舊書店內，以兩毫子買了一本
非常殘舊的豐子愷畫集，尺寸是
大約高四吋，闊六吋半左右，沒
有封面，最前數頁也只是得半
頁，另一半可能被撕去，但本山
人卻非常喜愛豐先生的簡直筆
法，保留了二十多年，但後來可
能因搬家而不見了！
曾多次向老朋友們提及此憾
事，又大約在二十多年前，有一
位豐先生的後人曾在我老友安排
下見面，希望能將這本殘舊的畫
冊送回給他。因為他們正在為豐
子愷先生收集舊作，再為豐先生
的作品重新出版，可惜我真的是
遺失了那本心愛的小畫冊！
因此在過去十多年內，凡在書

店內看見豐子愷先生的翻版作
品，便馬上買下來。至今已藏有
下列有關豐子愷先生的作品︰1.爸
爸的畫（三冊）。2.豐子愷詩畫，
許淵沖英譯，海豚出版社。3.兒童
雜事詩（周作人作詩、豐子愷插
圖）。4.豐子愷著︰少年音樂和美
術故事。5.豐子愷著︰子愷自傳。
6.豐子愷漫畫集（14）海豚出版
社。7.豐子愷漫畫集（24）海豚出
版社。
雖然藏品不多，但卻是我最愛
及不時翻閱的藏書！特別是那本
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豐子愷詩
畫，不但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封面是紫色絨面燙金而加上一幅
豐子愷的彩色速寫，真是藝術精
品！中文詩則採集了我國古代至
清朝的詩，以唐詩最多，每首詩
均由許淵冲以英文翻譯；每幅畫
除了豐先生的精簡速寫之外，再
加上豐先生的中文詩或隨筆三言
兩語，又再加上許先生的中詩西
譯，真是百看不厭！

本山人對詩畫，僅識之無！當
然沒有能力將書內的精選畫及許
先生的英文翻譯加以評述；但總
而言之，豐先生的畫，有時只是
簡單數筆，已構成一幅甚有滋味
的精彩畫作，再加上他的題辭，
便可以將一幅畫的主題，很生動
地明確表達出來，再加上出版者
精心選出了很多著名文學家的中
文詩，配合了畫意！不知是生動
的畫將精簡的詩中風采帶出來，
還是那首詩本來只有二三十數
字，只看短詩，未必能領會作詩
者當時的感想或感受，但配合了
豐先生的畫，便好像讓你更能了
解短詩傳給你的意識或認識；即
使你還在慢慢推敲當中，你再細
讀許先生的英文譯出來的詩句，
又好像協助了你去更能夠加深欣
賞豐先生的畫、豐先生的字或附
加的古詩、古詞、散詩等所傳達
的詩情畫意，而許先生的英文造
詣真是高手中之高手，真的是中
英兼通，使人敬仰！
豐先生的畫和丁衍庸老師的畫

風似乎有點相近！都是使用極少
的筆劃，便能繪出一幅意義深遠
的畫！本山人希望各位讀者，有
暇或在巡看書店時，如看見這兩
位大師的畫冊，千萬不可錯過！

阿V全名Vivek Ashok Mah-
bubani是百分百的印度人自視

為香港人，祖父五十多年前帶着父親來港工
作，至今已三代了。阿V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
話，全因父母的遠見意識到孩子他日要在香港
發展，語言方面不可以只懂印度語，於是為一
對子女選擇了本地主流學校，小孩子可有感到
自己與別不同？
「最搞笑老師每年點名都給我一個新發音，

同學便用那個發音來叫我，好好玩。我努力學
好廣東話與同學打成一片，直至中學那次某女
校同學到男拔萃開會，女孩子見我退避三舍，
我要很主動，說我講廣東話的，方把冰山劈
開，我才開始思考到自己原來是少數，起碼在
外表上與大部分香港人不同。」
印度人在香港會遇到什麼情況？「我一直當

自己是香港人，記得那次在街上一位伯伯喝我
一聲（鬼佬），其實也不計較，但當時我想起
了孫子兵法裡面不用戰爭也可以取勝的招數，
於是我告知他叫錯了，我不是鬼佬，我是阿
差，我相信以後他再也不敢隨意喝罵外籍人
士，免得叫錯，哈哈哈。」
別以為阿V平日總愛嘻嘻哈哈，原來他也經
歷了一場差點掉命的大病，當時他從城市大學
榮譽畢業之後事業剛起步，某夜頸部一側突然
隆起了一個大泡，醫生告知那是淋巴癌要立刻
進行化療，注射六針，每隔二十天一針，「那
段治療期間有喜有悲，最開心身上的毛髮全都
脫光，再不用花時間剃鬚；但注射針藥可夠
慘，第一天打了針非常痛苦，嘔吐，沒有胃
口、疲倦等等，什麼也做不來，經過了十天慢
慢恢復，第十一天開始精神了，直到第二十天
之後又要接受另一次注射，進入另一次循環。
我明白到做什麼都要抓緊時間，看書、見朋友

等等都趕緊在第11至20天裡面完成，再不可
以拖拖拉拉了，這是最大的啟示。」
阿V在病榻之中起了一個心願，如果痊癒的
話，一定要參加一次棟篤笑比賽，結果在2007
年參加了全港的公開廣東話棟篤笑大賽，他獲
得了全場冠軍；翌年在英語比賽也得到了總冠
軍，令人刮目相看。他受歡迎因為大家開心見
到一位印度人操流利廣東話，另一方面因為他
的內容非常生活化，「我要將個人的經歷與大
家分享，例如我站在地鐵上就會出現很多奇妙
的變化，我在金鐘，大家會猜想我在銀行工作
是白領，到深水埗可能以為我是搬布工人，再
去到元朗可能估計我是苦力。其實我沒有改
變，只是大家心態上對我的目光不同。這樣的
經歷完全對我沒有任何影響，因為小時候，當
教師的媽媽對我說過，這世界任何一個民族都
沒有分對錯，但我們做事要堅持，本着只許成
功不許敷衍態度。這對我影響極深，我很開心
我是香港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來自香港，所
以我無論到什麼地方演出，也告知主辦單位我
是來自香港的。」
我相信阿V當選十大傑出青年，並非因為他
懂講笑話，而是他經常
到學校和公開場合分享
他的想法，帶出香港精
神，正如他一直強調自
己是香港人，香港是一
個態度，一個精神，而
非一個種族，多謝我們
香港有一個阿V。

香港有一個阿V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上星期的外電報道，美國太
空總署的科學家，在南極半島

東岸上空巡視冰川時，發現一塊正方形的大冰
山，正方形的四邊筆直得像是人工切割出來，使
人不得不懷疑這是否出自大自然的手筆。
看到這塊四邊切割整齊的大冰塊，社交媒體於

是開始猜測是否外星人所為，因為切割如此完
美，大自然似乎不可能做到，既然是不可思議的
切割，便認為除了外星人之外，還有什麼力量能
做到？
人類似乎都有個通病，對於現時科學無法解釋

的事，都會想像是外星人所為。但是仔細想想，
外星人為何只切割一塊而不切割更多？假如真有
外星人來切割冰塊，為何不乾脆保護冰川不讓它
流失？或者是乾脆讓冰川流失得更快？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在麥田裡發現奇異

的圓圈，於是引起了好一陣子認為是外星人的飛
行物降落時造成的論調。根據德國作家維爾納．
富爾特著的《謊言辭典──藝術、歷史、科學和
文學中的騙局和陰謀》（沈晞、齊芸中譯，文匯
出版社出版）說，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出現麥田怪
圈起，到1989年合共發現了30個，到1990年數
字更增到200。於是「1990年的復活節召開了一
個只有專業的麥田怪圈研究人員參加的大會，會
後還成立了『麥田怪圈研究中心』。」
結果呢？在熱潮減退後，「1991年9月，媒體

炒作的焦點集中在兩個來自南安普敦的上了年紀
的紳士身上，道格拉斯．鮑爾和大衛．喬利，那
些怪圈是他們和朋友一起自己弄出來的。」「直
到文獻紀錄片拍下了鮑爾和喬利所做的多個精細
的實驗，他們利用兩塊木板和一個用金屬絲製成
的瞄準器製作出了那些富有藝術效果的象形圖
案……」外星人的謎思才被揭破。
所以，正方形大冰山真是外星人所為嗎？

又是外星人？隨想隨想
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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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不少香港藝人角逐，包括
《再創世紀》的郭晉安和周勵
淇，分別入圍當代題材電視劇最
佳男、女演員；陳豪憑《使徒行
者2》獲提名電視劇最佳男配角；
陳家樂憑《東方華爾街》角逐最
佳新銳演員獎。
郭晉安是19年前的跨年劇《創
世紀》系列唯一承傳下來的演
員，所不同的是他由在《創世
紀》演好人在重頭劇《再創世
紀》中變成演大奸角。
就像郭晉安年輕時煙癮很大，
現在已成為「香港吸煙與健康委
員會」的戒煙大使。 郭晉安剛加
入娛樂圈時，因拍劇日夜顛倒及
工作壓力而養成吸煙習慣。他曾
經每天吸食兩包香煙，身體最差
時會出現心跳急促，連唱歌的氣
力也沒有。在其中一齣劇中扮演
車伕，當他拉車一個圈後發覺心
跳加速，更沒有體力繼續拍攝。
他知道定要戒掉這持續了10多年
的壞習慣，不斷鼓勵自己戒煙。
第一次戒煙卻失敗，因許多吸煙

的朋友引誘他再吸煙，終於在第
二次成功戒煙。
從那時開始，如何生活得更健

康，成為他的最大興趣，比他年
輕15年的太太歐倩怡，與他互相
影響，在一對子女出生前已完成
一個營養學高級文憑課程，之後
花了四年時間完成市場管理學學
位課程，以助郭晉安在商界發
展，並讀了兩個航空課程，以代
夫完成心願，考獲船牌，孜孜不
倦，不斷增值自己。歐倩怡又會
做蛋糕，丈夫注重健康，她今年
親手為他炮製的生日蛋糕，是無
糖的，郭晉安嚐過後說味道怪怪
的，但心裡當然覺得是甜的。他
又熱愛網球，不用開工的日子，
便會約朋友去打網球，為令身體
更健康，他又學打泰拳強身。
在投資方面，郭晉安因受過教

訓而變得健康，由股民變成了業
主。2008年雷曼爆破，他投資股
票的錢全部被凍結，那一刻他突
然醒覺，決定以後都不再買股
票，改為買磚頭。自此，情緒不
再受股票價位起跌所牽引，身心
更健康。

郭晉安連投資也要健康

有一個概念，叫做良性驕傲。
什麼是良性驕傲？例如，你對自

己、家人，乃至國家的一份驕傲，對自己的成就
感到驕傲。之所以說它良性，這是相對於沾沾自
喜、驕橫跋扈的驕傲來說的。但是，一切的良性
驕傲都是好的嗎？有時，良性驕傲可能是個陷
阱，會使人陷入矛盾之中。
驕傲這個情緒，值得我們堅持嗎？我們應當靜

下來好好想想，只有嘗試突破自己的框架，感受
內心的感受，才能讓我們獲得理智：如果我們的
驕傲感覺，需要以防衛、辯護等方式來維護，那
麼它並不是良性驕傲，只會導致我們陷入無休止
的鬥爭和矛盾中。
即使是良性的驕傲，它也隱藏着危險，也就是

說，它有可能演化為惡性驕傲。我們對自己的家
庭、學校，乃至國家感到驕傲，看似是好事，但
未必如此。舉個例子，拔萃男書院是個大家庭式

的學校，為了使我們獲得強烈的歸屬感，經常舉
行運動、音樂等不同的競賽。而知道拔萃男書院
的人，一定也知道喇沙，為了對付投射出來的這
個敵人，我們才不顧一切去捍衛自己的集體，捍
衛集體的驕傲。
但是，不妨換個角度想想：我們能否不用這個

情緒，而是用愛來維護我們的集體呢？如果我們
能平和地以愛看待，上述所說的一系列事件，比
如家庭、學校、國家以及自己的成就等，在我們
心裡是完全沒有半點質疑的。平和的愛，是廣博
的，是包容的，是我們由內心深處發出的認可和
熱愛，家庭、學校、國家等在我們心中顯得重
要，是因為我們深深愛着它們。因此，我們不需
要刻意去捍衛所謂的「驕傲」，也不需要對比和爭
辯，深愛着的事物早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以熱愛代替驕傲吧，源自內心的深愛，才是最

大的底氣。其實，當我們處於驕傲時，我們往往

極容易受到攻擊，因為這份驕傲終究是薄弱的，
它需要用各種形式來維護：與別人較量、刻意捍
衛或鬥爭，這意味着當我們一有漏洞讓別人可攻
擊時，我們的敵人或對手就會趁機抨擊我們。他
們說的話會讓你受傷：「你驕傲的東西，哪有你
說的那麼好，不也就那樣嗎？」
然而，如果我們所處的狀態並不是驕傲，而是

我們內心由衷的熱愛時，就不需要向別人證明我
們是如何優秀，也不畏懼別人的攻擊，因為我們
對這個事情的情感是源於內心的認可。我們能看
到它本身的完美，而它的瑕疵都成為完美範疇中
的一個部分。我們看到的是它的發展和進步，它
的瑕疵是發展過程中處於進步的一個階段。
用心傾注熱愛，是愛一種事物的一切，而非片

面的驕傲。正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兒，它也
許還不算是完美的一朵花，但它慢慢綻放、悠然
飄香的過程，就是這朵花完美的一部分。

以熱愛代替驕傲

神奇的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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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詩畫，許淵沖英
譯！ 作者提供

■阿V是百分百的印
度人自視為香港人。

作者提供

■葫蘆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