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

遺傳反思
好了，承接
上次提及靈性
反應療法的思

路，最近對遺傳也產生了一些新
看法。從西方的「科學」角度而
言，遺傳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
大家努力從基因等元素去探究遺
傳的秘密，希望為人類的福祉作
出貢獻。
中國傳統的說法當然和科學無
緣，但有不少說法又往往深入民
心，大家想起來也覺得自有其道
理所在，例如無仇不成父子，很
容易被套入親人之間的爭拗作對
應的解讀，從而勾起民心的一定
共鳴來。
回應上次提及個人的積念，會
吸引周遭同根同念的靈體積聚，
構成龐大的負能量氣場云云。把
吸引力法則置於生育的處境上，
男女雙方的浮思斷想，乃至內在
的陰影部分，同樣構成一種呼喚
的氣場。個人的理解是隨之而注
入體內的新生命，也是因「回
應」以上的呼喚而來的，簡言之
我們所謂的「遺傳」，也可以看
成是一種吸引力的衍生效果。父
母的積念構成磁力作用，此所以

常人喜歡分析子女的性格，哪部
分似父、哪部分像母等的習尚，
從根源上來說大抵就是同氣趨同
的由來。
之所以無仇不成父子，固然是

從負面角度去理解關係，即父親
的黑暗陰影作出更激化的投射，
令父子關係進入緊張狀態。當
然，你可以從無愛不成××的角
度觀之，愛或仇或許視乎生育者
當時的意念及氣場尤甚，於是有
什麼的因就結什麼的果。
不過好壞仇愛等等，都是我們
世人的價值標籤，從宇宙的能量
運轉而言，一切都是流動的，也
不會用好壞的價值判斷，只不過
作為凡夫俗子的我輩，自然難以
免俗地對號入座而已。
一切都是解釋世界的方法之

一，也不過是因應不同人的思維
取向而生成的說法模式──有用
沒用，只有當事人才冷暖自知。
對我來說，嘗試去思考親子之間
的光明及陰暗面之聯繫，肯定是
一積極學習的人生歷程。
人生下半場，要學的猶若恒河

沙數，只願好好把握時光，充實
生命。

科幻小說過
去一直被目為
「閒文學」或

「通俗文學」，為評論界所冷
漠。
自從一九六二年倪匡創作「衛
斯理」系列科幻小說，一紙風
行，令人刮目相看。可以說，倪
匡是香港科幻小說之父。
有一個作家比倪匡更早起步寫
科幻小說，他是內地的鄭文光。
他遠在一九五三年便開始創作
科幻小說。所以，鄭文光是真正
的中國科幻小說之父。
這次以科幻作品為主題的香港
國際書展，對這位畢生創作逾百
萬字的科幻小說的作家竟然未有
提及。
關於鄭文光，筆者在上世紀八
十年代初曾與他過往甚密，並正
式訪問過他。
鄭文光（一九二九年──二零
零二年）出生於越南海防，童年
和少年時代都在越南度過，中學
時期一度輟學，任小學教員及學
徒，開始寫作散文和詩歌，處女
作為《孔尚任與桃花扇》，發表
在一九四三年越南的一張華僑報
紙上。
一九四六年鄭文光在越南海防
創辦《越北生活》雜誌。
一九四七年鄭文光回國，翌年
在廣州中山大學天文系攻讀。
鄭文光與香港也有一段淵源。
一九四九年前，鄭文光來香港，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零年任香港

《新少年》月刊總編輯，並曾在
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
上寫政治雜文和諷刺詩。
鄭文光有一個中篇叫《命運的

夜總會》是以香港為題材，約五
萬字。
這篇小說有一段關於「香港之

春」的描寫，很有詩意，特援引
如下：

南國的春雨，無聲無息地從鉛
灰色的天空上飄下來，真是有點
惹人心煩。

從半山區華貴的花園住宅的落
地窗望出去，像冷杉林一樣鱗次
櫛比地聳立着的高樓群，籠罩在
若濃若淡的煙霧中，彷彿有一股
氤氳之氣，正從海峽上升。如果
是在耀眼的陽光下，海峽就像一
塊明亮而迷人的海藍寶石；在瀟
瀟細雨中，看起來它卻更像是一
片神秘的、灰濛濛的沼澤。海面
上停泊着的幾艘輪船，全部像玩
具似的擺在那兒；而那過海的輪
渡呢，卻慢騰騰、慢騰騰，好像
永遠也到達不了對岸一樣。
一九五一年鄭文光返內地，開

始任《科學大眾》副主編，一九
五七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後
在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從事天
文史研究工作。
鄭文光是天文學家，又是中國
最早的科幻小說家。
早在一九五三年，他便開始科

幻小說創作，並且努力不息，為
中國科幻小說開創廣闊的天地。
（《科幻之父──鄭文光》之一）

筆者喜歡參與記者前輩們的聚會，他（她）們都是資
深的傳媒人，有着採訪工作上的不同經歷和經驗，儘管
在他們口中有些已是「陳年往事」或者是時代不同，不

可同日而語，但他們還是堅守着不帶記者自己的個人情緒喜惡，始終只忠
於報道新聞的記者操守和道德。
他們認為不論是港聞版或娛樂版的記者也好，記者的採訪工作只需將現

場的情況報道出來便可，讀者和市民自有他們的判斷，若記者將自己的看
法加諸新聞報道內，那就不是正式的新聞報道了。電子傳媒或紙媒的記者
們若以專題形式作採訪，也要讓讀者市民知道這「報道」是專題，自然可
以用不同視角來報道。
一位資深記者說︰「沙田警民激烈衝突的事件中，看到新聞片中警察防

暴隊一字排開設防，大批記者站在防暴警隊面前，經警察勸喻後，很多記
者都予以配合，跟防暴警隊保持一段雙方都安全的距離，但有位女記者只
挪後兩步，大聲向防暴警察叫嚷︰「不要碰到記者！你們不要碰到記
者！」我真的被這位女記者的行徑「雷」到了兼翻白眼！試問你站在人家
的面前阻止着，人家不碰到你才怪呢！我們的記者行家們會有她那麼的低
智商嗎？記者不擁有什麼特權，不要自我膨脹好嗎！？
另一位資深的娛樂記者前輩回憶地說︰「某年TVB在尖東一間剛開張

的六星級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二十多位娛樂記者被酒店職員拒諸門外，
因為當時記者們大多數都是穿着T恤短褲和白帆布鞋（俗稱︰白飯魚），
酒店規定這衣着裝束不能內進，記者們也絕對尊重酒店的規定，只要求酒
店職員將情況代為通知TVB的公關人員，而記者們一點也不生氣，因為
十分理解雙方都是各有職責，忠於工作而已，只要凡事大家互相體諒，自
然就和和睦睦啦！」

道德和操守
當我們要為他

人打氣加油時，
也許早已習慣了

講出許多「正能量」口號：「明天
會更好」、「做人最緊要樂
觀」……相信如此勵志的語句，大
家從小到大亦聽過不少。
這樣的話語是否有效呢？某程度

上是的，至少在那一瞬間，也許會
有安慰劑的效果。但長久來看，也
許很難每次都有用。畢竟，當類似
的話語聽得多了，反而可能會引起
反效果，令人覺得乏味或言不由
衷。而只要是對心理學、心靈輔導
有少少認知的人，都會明白，面對
一個絕望的人，若強行不斷用「加
油」、「你很好」之類的話語來
「激勵」他，往往用處不大，因為
對方只會覺得你敷衍了事，也沒有
想要與他一起剖析痛苦、共渡難關
的耐心。
有趣的是，天命近來接觸到另一

種「打氣」方法，劍走偏鋒，反其
道而行之，以「負能量」來爭取大

家認同，例如曾聽朋友說起：「吃
得苦中苦，被當人下人」，當下一
刻忍俊不禁，忍不住說一聲「你呢
句話真係太『抵死』。」但因為知
道對方只是開玩笑，又有一種舒暢
的感覺，並不覺得是被冒犯。
我想，這是因為，這種另類的打
氣方法，能夠自我解嘲，對自己的
苦處和難過一笑置之，而且又避免
了那種「過度勵志」形式的打氣，
能夠達到理清思路、放下部分顧慮
的效果。
其實天命平日在面對客人時，雖然

不會直接說出這些「負能量」的話
語，但也會在勸勉對方時，偶爾說
一句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例如，若
有客人苦惱於自己總是陷入「爛桃
花」的困擾，卻沉溺其中無法自
拔，問我該如何是好時，我便會回
答：「當然建議你放手，但我說
了，你會聽嗎？」對方忍俊不禁。
每念及此，只希望每一位曾經接受
過天命的玩笑話的客人，可以在笑完
過後，思考其中的道理，找到出路。

另類打氣方法

以前對粵劇的
興趣好低，相反

對其他戲曲，如上海越劇、京
劇、潮劇的興趣較大。以前就算
常常要陪老爸去睇粵劇排練，我
也只是當去返工的，從來不用心
看。
倒是近年培養出多少興趣來
了，那是因為跟着李居明師傅租
下了新光戲院後，我跟着他做小
手下，看着他如何打造新光，出
心出力；除了出錢，投放了大量
的資金裝修戲院，令它成為香港
唯一擁有千多個座位的私人戲
院，去年再斥資千萬把三樓打造
成三銀幕的新型影院。並且投資
不同的劇團，邀請不同的老倌，
演出他執筆撰寫的粵劇劇本。至
今的《粵劇特朗普》，已是他寫
的第三十四個創作劇本。他對粵
劇那份熱誠、那份狂熱、那份付
出，真是無人能及！
是他影響了我，跟着他總吸收
到多少，是他發放給我們
那份正能量和無比的毅
力！也因此令我迫使自己
去接受粵劇的另一面，是
那充滿了魅力的另一面。
當初新光的黎總常常笑
我，說我三分鐘熱度，看
一個戲總坐不定，有時看
到中途便跑了。還好之後
的三分鐘熱度改善了一點
點，直到近日看師傅的、

《粵劇特朗普》以及五度重演的
《聊齋驚夢》，我都可以用心地
看完整個戲。證明自己進步了，
而師傅新穎的作品是令我改變的
原因之一。
當然看戲除了喜歡、接受那劇
本，還有演員是另一個因素。
我的確很粉絲心態，看什麼戲
也必定揀選心儀的演員，粵劇其
實今天有不少非常出色的演員出
現，除了香港本地的，也有從內
地移居香港的粵劇伶人，他們在
香港如今亦站穩了腳，擁有大批
的粉絲支持。
說到粵劇的偶像，我卻有很多

心儀的，不過近年卻真真正正地
愛上了蓋鳴暉，而近年她的進步
更大，唱得好演得好之外，開始
發覺了她的韻味，女文武生的韻
味不易感覺得到。是蓋鳴暉努力
的把自己潛藏的韻味發掘出來，
特別在最近重演的《聊齋驚夢》
中，便被她深深地打動！

潛藏的韻味

野豬在香港已漸有失控之勢，
對於香港人而言，已經不是新聞。

上個月中，甚至有一隻身長一米左右的小野
豬，搭乘手扶電梯，公然闖入了堅尼地城港鐵
站。在電梯上，還撞傷了一名女路人。多位警察
聞訊出動，用鐵欄圍成一圈，將其困在港鐵之
中。手持盾牌的警察和小野豬對峙多時之後，為
安全考慮，警察動用了麻醉槍。中槍的小野豬，
雖然倒地但仍有意識，漁護署的職員又補了一針
麻醉劑，才把牠裝入籠中帶走。
警察和野豬對峙時，有圍觀的市民善心大發，

覺得小野豬很可憐，竟然送上蘋果給其食用，以
補充體力。市民的惻隱之心，是導致野豬近年來
數量大增，以至於騷擾、傷人事件大幅攀升的一
個重要原因。
我並非信口胡謅。有動物保育方面的專家就
指，生存在郊外的野豬，本來主要靠吃植物的根
莖和果實維生。野外自然條件貧瘠，優勝劣汰之
下，牠們的繁育能力也會保持在一個較為低下的
狀態。但近年來，一方面不少市民可能是出於善
意，不斷主動為野豬投放食物；另一方面，愈來
愈多的野豬發現，在垃圾桶裡，很容易就能吃到
市民丟棄的廚餘。香港是一個富裕社會，每天拋
棄的廚餘約4,000噸，相當於約300架雙層巴士的
重量。
不要小看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本來自生自滅的

野豬，尋找食物的習慣一旦改變，代代傳遞，其
習性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不再膽小怕人，願意接

近和依賴人群生活。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香港擁有數量龐大的

郊野公園。許多人只知道香港樓價高入雲端，卻
不知寸土寸金的香港，郊野公園就佔去了約40%
的土地。這些郊野公園正是野豬藏身之所。因為
環保團體和關注動物權益團體的反對，港府無法
動用郊野公園及外圍的大幅土地，來開發更多住
宅。港府現在提出，通過東大嶼填海來提供更多
土地，可惜這一構想，在不同團體的杯葛之下，
仍是遙遙無期。
也因此，香港最大的民生痛點：住房問題，也

就成了引發各類社會矛盾的共同原因。
在香港，野豬出沒的頻率，已經不亞於隨處可

見的流浪野貓了。野豬氾濫，也已成為香港不得
不正視的問題。其中，港島、新界東北、西貢、
大嶼山等更是重災區。我常在港島域多利道一帶
跑步，撞見野豬出沒是常有的事。有時候，是一
兩隻結伴，有一次還撞到野豬一家四五口，一起
大搖大擺地在路上覓食。在香港仔石排灣、田灣
村附近撞見野豬，簡直就是家常便飯。而令沙田
一些村民頭痛的是，隨着野豬數量的快速增加，
覓食的範圍不斷擴大，有野豬會去偷吃他們供奉
祖墳的祭品，還有村民祖墳的骨灰龕曾被野豬撞
至破裂。每年清明掃墓時節，為了防止村民被野
豬襲擊或干擾，有些村會安排專門的人手預先驅
趕野豬。
香港漁農署最新的統計數字亦顯示，僅2018年

前10個月，就接獲高達679宗野豬出沒或滋擾民

眾的個案，全年更有7宗野豬傷人的案件發生。
野豬出沒的數字較5年前，早已翻倍。野豬闖入
人群稠密的商場、港鐵，乃至機場作亂的新聞時
有爆出。
作為無比鍾愛美食的強大民族，面對如此龐大

數量的野味，居然手足無措，未免有些惹人笑。
其實，香港曾經有兩隊民間志願者組成的野豬狩
獵隊，專門對付對市民構成威脅的野豬。每次行
動之前，只要獲得漁護署發出的許可證、警務處
發出的槍械牌照，並獲得警方批准，就可以合法
地持槍捕殺這些「為非作歹」的野豬。但由於環
保團體和動物關注團體的反對，從2017年開始，
漁護署不再發出許可證，民間狩獵野豬的行動也
就終止。取而代之的方式有兩種：政府為野豬採取
避孕措施；將擾民的野豬搬遷到更偏遠的郊區。
怎麼看，這兩種方式都過於溫柔了。避孕疫苗

的有效期大約是4-6年，一隻壽命20年左右的野
豬，一生要打兩三次疫苗，才可能確保不繁殖。
從去年2月至12月，接受避孕或絕育手術的野豬
只有54隻之少。
細細分析香港今日野豬氾濫成災的原因，非常

耐人尋味，普通市民淳樸的善意，不同團體背後
的訴求，施政機構的過度忍讓……有時候，善心
用錯地方，會淪為幫兇；看似捍衛公共利益的團
體，背後的驅動其實並非如看上去那樣簡單美
好，執法者過於懷柔的結果，有可能是民眾自由
權利邊界的擴大，也很有可能是暴力範圍的無限
擴充。野豬兇猛，不能姑息。

香港，野豬兇猛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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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卷書，須讀；萬里
路，須行。
萬卷，原是指皇帝之試
卷。讀萬卷書意為：讀書為
了進京趕考，金榜題名；行

萬里路意為：走入仕途，為皇帝辦事。
其語出自明．董其昌《畫旨》。「畫家六

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
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
營。成立郛郭，隨手寫去，皆為山水傳神。」
現在多比喻要努力讀書，讓自己的才識過人，
讓自己的所學能在生活中體現，增長見識，理
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而不是淺顯地以字面
意思曲解為讀一萬卷書行一萬里路，或讀很多
書行很多路，或讀很多書去很多地方。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可以形象地理解為

學習吸收書本知識，然後將學來的知識去應
用或指導實踐。行萬里路，跟「行路」之行
為，壓根沒直接關聯。讀書、學習的意義，
無須多闡述，見聞的幾個例子，恰能體現。
有個鐵哥們，兄弟姐妹共八人。一個普通

的農村家庭，沒有充足的金錢和精力供他們
上學。鐵哥們排行最小，小學二年級沒上
完，也輟學到外地打工。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小學，一二年級學不到多少東西。鐵哥們能
認識的，頂多就是些簡單的數字，還有自己
的名字。常用的漢字，都認不幾個。有一
次，在天津打工的他接到其老闆安排的一個
任務，讓其到城郊一居民家中測量一個小施
工項目的數據。地址寫在一張紙條上，鐵哥
們拿着地址左瞧右看，一頭霧水。偌大的城
市，紙條上的漢字，自己根本不認識，去哪
裡找呢？在城裡還好些，路上行人多，可以
隨時隨地找人詢問。到城郊之後，人煙稀
少，該去問誰呢？鐵哥們不識字，人卻不
傻，還挺有些小聰明。他拿着那張紙條，在
大致的一個位置上，挨個小區對照，小區名
和紙條地址上的字一樣的，就對了。最終，
鐵哥們通過這個辦法，加上逢人便問，找到
了那家施工人家，測量到了所需數據。但未
能讀萬卷書的鐵哥們，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
上，所費之周折，可謂一樁小小的傳奇。

十幾年後，還是那個鐵哥們。在遭遇過不識
字的種種「磨難」後，終究走上了默默學習
「讀萬卷書」之路。他現在從事的行當，是生
態園林建設。亭台軒榭，山水花木，真假景
致，皆是其團隊的設計建造對象。行書、楷
書、隸書、草書等，皆在其雕刻範圍內。所見
之景點建築，書中之設計方案，他都努力記
憶、學習和思考，而後模仿、創新。從不識字
到熟練掌握各種書法字體的雕刻，且筆筆瀟
灑，遒勁飄逸，形神兼具，若非「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之洗禮，絕不能也！
農村老家的果樹，以黃梨、蘋果、山楂為

主。二十幾年前，黃梨最多，蘋果次之，山楂
相對較少。黃梨以「子母梨」為主，蘋果以
「國光」為主，山楂則是以一種名叫「山楂」
的笨山楂為主。當時的村裡人，不太懂果樹的
管理，這幾個果樹品種，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
品種，適應了本地環境，容易養活。
隨着「讀書人」增多，村裡的果樹在一撥撥
技術人才的更迭中，邁上了技術型更新換代之
路。「讀萬卷書」後，一些老舊品種，因其口
感、營養等劣勢，雖然易於管理，依然被淘
汰。村裡人利用書本中學到的嫁接技術，讓子
母梨樹上結出諸如雪花梨、香水梨、墜子梨等
口感好、品相好的新品種；笨山楂也被甜紅
子、大金星、大五稜等代替；國光蘋果少了，
紅富士、玫瑰紅、北斗等日漸多起來。原本以
黃梨、蘋果、山楂為主的大格局，也被以山楂
為主所取代。在嫁接技術上，「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體現得尤為明顯。一棵笨山楂樹
上，既能結出笨山楂，還能結出甜紅子、大綿
球、大金星、歪把紅、大紅子、大五稜；一棵
麻柳樹上，下半部分是麻柳枝葉，上半部分是
核桃果實；同一棵梨樹上，這一枝結綿梨，那
一枝結雪花梨，上面結滿香水梨，右邊卻結着
子母梨。
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有詩

句：「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這裡的
讀書破萬卷倒是有博覽群書之意。然而，意
指博覽群書的「讀書破萬卷」，與寓在努力
讀書的「讀萬卷書」毫無矛盾之處，關鍵是
還得去「行萬里路」。
蘇軾才高八斗，有一次去拜訪王安石。王

安石正在睡覺，管家徐倫引其到書房用茶。
東坡見硯池內餘墨未乾，還有一首未完成的
《詠菊》詩稿。詩稿前兩句為：西風昨夜過
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蘇軾心中暗自慨
嘆，認為王安石居然不曉得菊花即便乾枯也
不落瓣的常識，隨即依韻補上了兩句：秋花
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待王安石至
書房時，蘇軾已離開，卻被認出了筆跡。屈
原《離騷》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詩句，
蘇軾不知，反而譏諷王安石。丞相不悅，本
想奏明天子將其削職為民，轉念一想，遂將
其貶至黃州府，補缺團練副使之職。
秋日的一天，蜀客陳季常到訪。蘇軾便與好
友到後院賞菊。走到菊花架下，蘇軾一下子被
驚得目瞪口呆。天氣晴朗，滿地鋪金，甚至還
有菊花在紛紛落瓣。至此，方知王安石貶他到
黃州的用意。「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
地金」正確，而「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
仔細吟」錯了！王安石正確，自己錯了！蘇軾
之錯，猜其並不是沒能「讀萬卷書」，究其根
由，還在於沒能「行萬里路」，沒有把平日所
讀、所學的菊花詩句，以審慎、敬畏、質疑的
心態，在生活中運用和驗證。
讀書的益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

中自有顏如玉」未必正確，書中的知識可以
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讀書，也不必拘泥於門類和大小，科技的、
文藝的、雅的、俗的，皆可。正因為讀書，我
們那處不足500人的小山村，走出了幾十名大
學生。教師、律師、醫生、公務員、技術員、
老闆、廚師、理髮師，填補了上一代人的行業
空白。三十多年前，我們那處小山村，連初中
生都沒有，村裡清一色全是農民。耕種的農
具，也是那種最為笨重簡易的橛頭、鐵掀、鋤
頭。養幾隻雞，餵一頭豬，就是全部副業收
入。三十年後，村裡人在各種書籍中汲取營
養，靠科技支撐，養雞場、養羊場、養蜂場，
一忽兒冒了出來，徹底改變了以前那種養雞三
兩隻、養羊一兩個、養蜂三兩窩的窘境。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習到知識是其

一；改變思維方式是其一；開闊眼界是其
一；指導生活實踐是其一；推動各行各業向
前發展是其一……

萬卷書．萬里路

■蓋鳴暉（右二）期待李大師的新年
劇本出爐！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