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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自然療法體驗
朋友是人面
極 廣 的 生 意

人，自小有濕疹，現在愈認識人
多，愈明白自己的濕疹由來，當
中既有心理原因、也有童年陰
影，以及生理問題。
人愈大，愈明白不能只搽類固
醇，於是四出找辦法，顱底骨、
順勢療法、中醫也試過，但濕疹
的康復之路漫長，長遠之計是想
找既有效又方便求醫的，於是又
問我們意見。
我們介紹了他去了家居附近的
一間自然療法醫館，內有機器做
電流，有整骨的，有做循環的，
一做完，本身眼旁紅腫的位置已
明顯退了。醫師說他分解不了蛋
白質，長遠目標是希望他回復正
常，可以盡情吃蛋和奶。我們的
反應是：是的！那才是治本的做
法，若醫生告知你一世也要戒某
一樣東西，就像一世要你吃血壓
藥一樣，其實沒有治好病症吧？
他說看到很多病人都是小孩
子，有過動症的，有過敏的，深

感這一代真是愈來愈多問題，也
難怪不同的自然療法會有更多人
認同，因為主流醫學可以解決到
的病症不多，尤其是分科過分地
各自為政，讓他們看不到孩子的
整體問題。
他笑說，從前會覺得自己讀很

多書，不會太信主流以外的東
西，但慢慢卻發現一成不變，才
會故步自封。醫師問他用過幾多
類固醇，他說都是外搽的，頸最
多，所以現在最紅就是頸，也很
易抓損。醫師說幸好是外搽，可
以慢慢清，內服的就真的不能保
證可以清到。
我們談起，一個人其實肯不肯

再去嘗試別的東西，與病情有多
嚴重，大概沒什麼關係。更重要
是他自身的價值觀能否接受更多
東西，容不容許自己聽自己的聲
音，可不可以讓自己走走所謂的
專家不提議的路。他說一開了這
門，就遇到很多不同的方法，只
要肯試，就會愈來愈明白各項療
法的運作，亦明白他們的聯繫。

西方近年有一
齣《侏羅紀公

園》電影非常熱賣，拍了多集，
殊不知，鄭文光之前已寫有科幻
短篇《侏羅紀》，而且早在一九
八零年就寫過一篇復活古生物的
科幻小說──《史前世界》。
史前世界：地球形成以前宇宙
是怎麼一個世界呢？人類還沒有
出現的地球又是怎麼樣的呢？鄭
文光在這篇科幻中充分的想像，
大膽的創新，把我們帶入那浩瀚
如煙海的宇宙。
《海豚之神》是鄭文光科幻小
說的又一代表作。小說描繪了一
場人獸奇像的景面。主人公獸石
和胡雲霸同海豚「阿聰」交上了
朋友，借助阿聰，他們得以看到
海底世界的生活，他們更深深為
海豚之神的精神所感動。
鄭文光的科幻小說著作雖然沒
有倪匡那麼豐富多彩，但他遺下
不少傳世之作，計有：《太陽探
險記》（一九五六，中國少年兒
童出版社）、《黑寶石》（一九
五六，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飛出地球去》（長篇，一九五
七，中國青年出版社）、《飛向
人馬座》（一九七九，人民文學
出版社）、《鯊魚偵察兵》（一
九七九，中國少年兒童出版
社）、《鄭文光新作選》（一九
八零，湖南人民出版社）、《大
洋深處》（一九八一，人民文學
出版社）、《鄭文光科學幻想小
說選》（一九八一，天津科學技
術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四月，鄭文光突然
高血壓，半身不遂，右手抬不起

來，說話也困難。
他曾託人捎口訊給我，自一九

八三年以來，他已抱病全休。
在他的大力倡議下，當時中國
作家協會之後發展了八位科幻作
家會員：劉後一、金濤、魯克、
王曉達、劉興詩、彭鍾岷、蕭建
亭、稽偉。
過去，在鄭文光大聲疾呼下，

科幻作品逐漸受到官方重視。鄭
文光臥病後，科學文藝事業在萎
縮中，由鄭文光一手創辦的《智
慧樹》停刊（當時為十萬份），
《科幻海洋》和《科幻譯林》也
不出，只剩下《科學文藝》在成
都出版。
鄭文光的創作道路並不是一馬

平川的。
鄭文光創作科幻作品，曾遭到

不少非議，說他從事的科幻小說
「不務正業」、「歪門邪道」，
還有的指責鄭文光沒有堅持批判
現實主義的文學立場，是搞「唯
心主義」。
還幸鄭文光最終不為所動。
之後，鄭文光又出版《古廟奇
人》（一九八一，香港昭明出版
社）、《神翼》（一九八二，湖
南少年兒童出版社）、《鄭文光
作品選》（一九八二，廣東人民
出版社）、《戰神的後裔》（長
篇，一九八四，花城出版社）、
《怪獸》（一九八五，新雷出版
社）。著作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
版的有：《地球的鏡像》、《海
豚之神》、《命運夜總會》、
《太平洋人》，被譯成英文在美
國出版有《地球的鏡像》。
（《科幻之父──鄭文光》之三）

有一手好廚藝，又能為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洗手做湯羹的
男人，是不少女人視作最有魅力和浪漫情操的男神。而男藝

人徐肇平（香港影視圈女藝人黃淑儀之子）不單止外形高頭大馬，廚藝出
眾，尤其是為食物調配醬汁頗有心得，曾有不少飲食節目皆是「母子檔」
上陣。
黃淑儀是TVB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女藝員，與汪明荃、李司

棋、趙雅芝在電視圈被合稱為「四大花旦」，十九歲時下嫁比她年長二十
年的電視圈著名監製劉芳剛，然而兩人的婚姻最終以離婚收場；黃淑儀其
後在加拿大再婚，徐肇平是「星二代」，曾簽約成為TVB藝員，但當
TVB要求他簽六至八年的長合約時，他拒絕了，以自由身尋求發展。而
黃淑儀為兒子抱不平地說︰「有長合約在身的藝人，太受束縛了！」
資深電視圈幕後人員就表示︰「藝人就是公眾人物，一言一行受到關注

是必然的事，也是要成為藝人須付出的代價之一，全世界的演藝界所呈現
的現實和殘酷，都與追求名成利就藝人的雙方利益掛鈎，人要生存，能否
維持到基本的生計，已是最底線的現實。」
幕後人員又指出，有不少「星二代」被指在投身演藝圈時已贏在「起跑
線」上，是耶非耶？都只是見仁見智的個人觀感，藝人能名成利就，誰也
知道是存在很多很多的因素，絕對不能一概而論；正如某女藝員在電視圈
已薄有名氣，但當她跳槽到另一間電視台時卻不受重視，演出的劇集被視
為「倉底貨」，詎料「倉底貨」令她一劇爆紅，成為電視圈的天之驕女。
女藝員回想說︰「當時我抱的是平常心，那份驚喜令我的心臟狂跳，情
緒高漲，平復心情後我更要認清往後的演藝生涯方向，或許我的性格是比
較理智型，演藝圈的事情每刻都在變化，不管你所要求的理想和生活是什
麼？掌握在自己手裡吧！」

「星二代」廚神
為人父母，多數

希望孩子「贏在起
跑線上」。天命亦有朋友的孩子，
五、六歲左右開始便學畫畫，但他
接受的並非「填鴨式藝術教育」。
導師會讓學生欣賞許多名家作品，
例如梵高的畫作，讓他們知道「梵
高是這樣畫的」，稍加講解，隨後
便任由他們自己發展和學習，不加
限制。
小朋友們不需要跟隨着具體步

驟，而看到五歲小朋友自由畫出來
的作品，我很詫異，他竟然能自主
畫出梵高的味道，而且不是一筆一
劃地臨摹？可見，小朋友的思想很
自由、沒有規限，不需要手把手教
學，也可以創造、突破很多東西。
看到他們的作品，天命簡直自愧不
如。
作為一名父親，我和兒子聊天的

時候，也常常有這種感覺——他們
比我聰明得多。很多新事物，我都
沒有時間去學習，便需要他們向我
解釋，甚至成為我的「導師」。回

想我在他們這個年齡的時候，我懵
懵懂懂，最多只是看小說，然而他
們卻已經在追求科技、知識、新觀
念。每次看到他們，我都深深感
覺：這就是創造未來的人，未來需
要他們不斷學習和進步，而世代永
遠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雖然視野上比不過兒子們，但我

認為自己作為他們的父輩，至少有
這樣的優點：我能做到配合時代、
終身學習、不停看書、不恥下問。
這令我不禁想起，有一位高人問
我，「天命你信不信有輪迴」？我
當然信，而對方答曰：「你知道如
何做到『贏在起跑線上』嗎？就是
你在這一輩子一直學習，直到最
後。因為，知識可以被帶到下一輩
子，令你在起跑線上勝出。」哈，
也許閣下不禁懷疑：真有這樣的
「輪迴」？
其實不管是否為真，對天命的影

響亦不大——因為我原本早就做好
決定，這輩子是「活到老、學到
老」了，不知閣下又是否同意？

如何令自己「贏在起跑線」？

以前很喜歡夏
天，特別是小時

候，放暑假了，便有很多好玩的
東西等着我們，單是通山跑，玩
捉迷藏，已經可以玩半天，又或
者爬樹捉金絲貓、拍公仔紙、換
雪條棍、放紙鳶、跳飛機、玩汽
水蓋，總之乜都玩一餐。
小朋友都很單純，又聽話，大
人不必為我們費神，放假不必為
我們安排做乜做物，我們自己會
安排好，二、三年級也不擔心什
麼，每天必定做點暑假作業才去
玩，玩一陣又會回家幫大人做
事。我自覺比較叻，很自覺的，
不是幫媽媽照顧弟妹，便是幫媽
媽擔水。擔水呀，雖然個子小，
但也有力氣每次擔半桶水回家，
而且是赤着腳由井頭經過我們玩
耍的空地才到家。我現在常常
想，怎麼可以赤腳擔水走那麼遠
的路呢？腳底不痛的嗎？怎麼想
也想像不到當時是什麼感覺，總
之完成了任務便很威水的了！
還會照顧弟妹，帶弟弟返幼稚
園，又孭更細的妹妹到處遊玩。
父母從不會擔心的，也甚少責
罵，因為我是個很有擔當的女
兒！很奇怪自己怎麼不會有怨言
的呢？又沒有什麼玩具，又沒有
什麼好吃的東西，又要做那些家
務！平時最開心莫過於去小舖頭
買條雪條吃，那已經是很大的滿
足了！小舖頭旁邊是一間賣冰塊
的店，最愛站在舖頭門口等冰送

來，他們用木條搭成一條小橋，
從運冰塊車上把一大嚿一大嚿冰
滑進舖內；這樣我也可以看半
天，真過癮！
記得有一次，學人爬樹，爬到

半中間，發現手臂有條毛毛蟲在
爬，嚇得跳落地，趕緊把毛毛蟲
撥走，蟲是撥走了，手臂卻一條
條紅痕，癢得不停抓，八、九歲
女孩的我也覺得自己調皮，怎麼
被毛毛蟲這樣對待也不怕，回家
搽了止痕膏又跑去玩了！說真
的，那時候真的自由自在，生活
無憂無慮，簡單快樂，沒有物質
的追求。快樂就是快樂，這無價
的時光已經不再回頭！
看看現在，特別是今年的夏天，

萬萬想不到會過一個如此不痛快的
夏天，如今物質豐富，要什麼有什
麼，但我們不快樂呀！這個本來是
我的家，我出生長大的家怎麼變得
如此陌生，變得如此恐怖，甚至多
待一陣也不願意！女兒老是問我：
「我想離開，去哪裡好，什麼地方
可以平靜些快樂些？」我說：「返
鄉下吧！」

回鄉吧！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
倘若父母不止一子，又該如何分

配所擁資源，為所有的孩子做公平長遠的打算
呢？偏大愛小，是天下父母慣常的做法。家中最
大的孩子，包含了初為人父母的諸多驚喜和寄
望，多偏愛一些是人之常情。家中最小的孩子，
凝聚了為人父母經驗充分歷練後的所有精髓，更
討人喜歡也是天經地義的事。那中間生的孩子，
難道就應該委曲求全湊合着長大？
之所以發出這樣的感慨，是因為聽到了兩個朋

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已嫁為人妻，兩個孩子，一
家四口其樂融融。朋友的父親忽然突發中風入
院。作為家中長女，她放下小家和工作，出錢出
力晝夜不息侍奉在父親的病榻之側。三個月後，
父親終於得以康復。出院當日，她打趣父親，看
在我這麼孝順的份上，你是不是會把最小那套公
寓轉在我名下。令她頗為難堪的是，父親不僅斷
然拒絕，且異常嚴厲地譴責她，嫁出去的女兒潑
出去的水，家裡的所有財產將來都只會留給她的
弟弟。
「我真的只是一句玩笑話，不曾想竟試出了父

親的真心話。」電話那端，朋友傷心至極。雖
然，自小到大，父母都更疼愛弟弟，但她說沒有

想到父母偏疼弟弟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
另外一個朋友的故事有些相似。她和弟弟都已

出來工作，弟弟不但不需要交家用，父母還常常
暗地裡幫補弟弟。她每月要交的家用，稍遲一
日，母親都會跟她追數。朋友的人工並不高，除
去家用和自己的必要開支，所剩無幾。她一直都
想存一筆錢，去日本進修。也因此，她曾同母親
商量，可否暫不交或少交家用。母親一句話便將
她噎住了：再進修人工也高不了多少，還不如安
心踏實工作。
「可我一轉頭，就聽母親問弟弟，要不要再去

英國唸個學位。」一語未了，朋友的眼圈已紅了
半邊。
這兩個朋友年紀相仿，不同的是一個長居澳
洲，一個家在香港。父母的區別對待，成為她們
最難言的傷心事。
汶川地震過去十一年了，有一對夫妻的話，時常

會不經意間在我耳邊回響。這是一對我在地震之後
採訪過的夫妻。他們唯一的女兒十二歲了，就讀映
秀小學。映秀是震中，地震時傷亡慘重，他們的女
兒也不幸遇難。我是地震剛剛發生時認識他們的，
地震一周年，地震二周年，都有繼續去回訪。震後
重組的家庭很多，震後的新生兒也很多。重組家庭

和新生的孩子，通常被認為是災後重建災區重生最
打動人心的事情。但是這對當時只有三十多歲的夫
妻，卻約定不再生育。
他們告訴我的理由很樸素也很真誠。不幸遇難

的女兒在他們眼中是最優秀的，學習、繪畫、唱
歌、跳舞，都是最好的。倘若為了彌補膝下寂
寞，再生下一個孩子，不管這個孩子將來如何，
從小就一定會被拿來跟早逝的姐姐比。
「我們都是普通人，都有分別心，但是對這個

孩子來說，太不公平了。」
這對夫妻的話，讓我立刻肅然起敬。
佛說眾生平等。學佛的朋友跟我說，學佛最難

的就是消除分別心。高顏值的人、財富多的人、
才華出眾的人，即便是在佛門中或是學佛弟子之
中，也往往會受到更多的關注和青睞。更何況是
普通人。大部分普通人為人父母後，血脈相連，
情感所致，對子女的疼愛之心甚至會不顧個人安
危榮辱。但對孩子區別對待的心，始終都存在。
我想，去問問非獨生子女家庭成長的孩子，答案
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
有位著名的動物學教授說，要老二是為了保險

起見。如果老大健康，老二就可有可無。
這句話很殘酷，但直視人心。

父母的分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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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七月，無處不在
的熱浪好似流火，人在室
內，如同罩進一個悶熱的
蒸籠，走向室外，又被熱
辣辣的太陽烤炙着，非樹

蔭下無處藏躲。不知生長在室外的花們，是
怎樣度過一個個酷夏的，何況它們還那麼嬌
弱。前些天，有位朋友發來一個鏈接，那是
他自己做的美篇。點擊這個鏈接的時候，我
的目光還是慵懶的，眼角是午後醒來的微
倦，當頁面打開，十餘幅照片從含羞待放的
花苞，到花朵逐漸舒展，整個過程在鏡頭下
逐一定格，逐一展現時，我眼前頓時一亮，
不禁驚呼，呀！韋陀花！
韋陀花，其實就是曇花。在我的印象裡，

那是一場美麗的遇見，是竭盡氣力也要一展
花容的生命的勃發，所以，它潔白的花朵，
才在真實的記錄下熠熠生輝。當攝像機的快
門按下去的剎那，它也恰好花蕾初綻。等快
門聲了，它已將整朵花託於世人面前，給世
界一次難得的機緣。傳說中的韋陀花，就是
以這樣的姿態，以不可侵犯的聖潔，開放給
心目中的愛人看的。它應該知道，人們眸子
裡露出怎樣的驚訝，知道每一句話都是對它
的讚美，每一道目光都是給它的安慰，當攝
像機對準它的那一刻，無論是巧合，還是蓄
意的等待，都與它命運同在。
這不是一般的花，而是世界上僅此一種可

以瞬間開放、瞬間重又閉合的花。說它瞬
間，其實也有一段漫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便
是在沒有開放之前的等待。盛夏的早上，汲
水而溉，竟然發現寬大的葉片上生長出幾個
小小的花苞，這給種植者帶來全新的期待。
就這麼每天反覆查看着這幾枚花蕾，看它們
一點點飽滿，愈來愈像一種含苞待放的情
態，露出黃白。終於，到了剎那開放的時
刻，於是擺凳，洗杯，泡茶，邀約親人、至
交，前來看花。夜空中恰好一輪皎潔的月
亮，於是把月下當作仙境，把小院當作賞花
的觀台。在褒獎與感歎中，曇花閉合，茶味
淡了，而賞花的人，卻意猶未盡。
曇花，一般在夏天夜晚八九點鐘的時候開

放。古人有詩云：「一莖數蕊盡叢生，粉暈
檀心畫不成。靜態雪花堪比潔，幽香蓮葉與
同清。」大意是曇花一根莖上生長着數朵花
蕊，靜態的樣子跟雪花一樣潔白，香氣和蓮
葉一樣清新，是無法用畫描繪出來的。把一
株花養育到開花極不容易，它需要精心的照

管，施肥、澆水，注意乾濕、溫度等等。我
有一個朋友，她種的一棵蘭花養了十年才開
出花來，於是以「十年」命名為之紀念，養
育蘭花尚且如此不易，更何況花開短暫的曇
花呢。當一株曇花在你面前幽幽綻放的時
候，你怎麼也不願相信，它並不是專為你
開，而是自然現象，你總是默默地認為，它
是因你的期許才開放於人間，就像下凡而來
的花神，心有靈犀，讓你有所念想和準備。
曇花屬於仙人掌目仙人掌科，葉多肉而寬

厚，但沒有仙人掌的刺。它沒有花苞，不開花
的時候，有人常將它與令箭荷花混淆。我所居
住的院裡，很多人喜歡養花，幾乎家家都栽種
一些，但幾乎都有所重複，什麼長壽花、君子
蘭，許是因為花名好聽的緣故，綠葉花卉也多
有類似。它們春天被搬到樓下院中，深秋再搬
回樓上室內，已然形成規律。有年夏天，有戶
人家把一盆曇花搬了下來，葉片數支，高約兩
尺，四散着，用幾根竹籤插進土裡撐在下面，
使它不致倒伏。儘管這樣，看去還是葉片沉沉
的，大有把竹籤壓歪壓倒的感覺。
據說這花，是主人去上海看望女兒家時，

女兒的鄰居贈送的，當時只一片無根的葉
子，她揣進包裡帶回家來，經過幾年精心的
養育，才長成這麼大的一棵。因為不識此
花，於是讓鄰居們鑒別。有人說是曇花，有
人說不像。花搬出來的時候，是在三四月
間，春光明媚，陽光送暖，兩個月後生出花
箭，主人大喜，以為終於能夠看花，沒辜負
精心培植的心血。一天早上，我們一齊下
樓，看那花時才發現花已枯萎，花瓣無力地
垂在葉上，就像帶了一場歡喜過後的憂傷，
大家甚為遺憾。花的主人沉默良久，或許，
養了數年，她更想看到花開的模樣，無奈曇
花一現，一不留神，已然錯過。
我認識曇花，但我忘記曇花開放在夜晚，

結果也是錯過了花期。對於曇花，我有過多
次觀賞的經歷，大咋小呼的，歡欣跳躍的都
有。寧願不睡，等待半夜也要看曇花盛開的場
景，歷歷在目。喜歡種花的是我的父親，曇
花、倒掛金鐘、茉莉，在我家院子裡應有盡
有，四季花開不同。父親喜歡種花，他退休後
將大把的時間用來花卉養植，他能將一盆胭紅
的令箭荷花養到半人多高，寶劍一般厚重的葉
子被他用鐵絲、繩索、木棍架起，花開的時候
層層疊疊，如同寶塔，很是壯觀。
曇花開放的夜晚，父親肯定不會睡去，他

坐着一把搖椅，在佈滿星光的夜色裡等候，

一旦曇花開放，馬上叫我們起床看花。花擺
放在室外，用一把手電筒照着，微弱的光柱
下，更增添了些神秘的色彩。曇花從漸漸開
放，到慢慢枯萎，整個過程僅四個小時，人
們用「曇花一現」來比喻美好事物的難以持
久，再恰當不過。十幾年的曇花種養史，也
叫我們習慣了享受曇花一現的精彩，忽略了
它拚盡全力的一搏，有時也讓它在我們睡夢
正酣的時候寂寥地閉合，現在想想非常可
惜。美，又美得僅此一瞬，不可復得，辜負
了賦予世間的這份難得的美。生活中有許多
的瞬間的美，比如一滴露珠的晶瑩，一枚葉
片的顫動，細細體味時，美得令人感動。就
如曇花留給我們的花語：「剎那間的美麗，
一瞬間的永恒。」
傳說，曇花原是上天的一位花神，她每天

都開放着，天真爛漫，無拘無束，從沒有凋
謝過。只因愛上了為她澆水除草的年輕人，
違反了天規，被玉帝貶為每年只能開一瞬間
的花，以此作為懲罰，並把那個年輕人送到
靈鷲山上出家，賜名韋陀。遭遇愛情挫折的
人，最知道自己怎樣修行，耿耿秋燈下，總
能化解心底的相思。多年之後，韋陀潛心習
佛，漸有所成，果然忘記前塵，把曾經相愛
的花神忘了，而花神卻怎麼也忘不了那個曾
經對她關懷備至的人。
韋陀自此虔誠向佛，曇花卻對他念念不忘。

她知道，兩人唯一見面的機會，就是韋陀每年
下山為佛祖煎茶採集朝露的時候。曇花掐算好
時間，在韋陀下山的路上等待，看他遠遠地走
來，就把集聚了一年的精氣綻放於那一瞬間，
她希望韋陀能夠在她開放的時候看她一眼。但
每一次韋陀都擦身而過，他不知道哪朵花是花
神專門為他開放。千百年過去了，韋陀一年年
下山採集朝露，曇花一年年綻放，韋陀卻始終
沒有記起她。至今天，曇花仍然默默地開着，
在月下寧靜的夜晚，月圓月缺，年復一年。因
了曇花執着的愛，世人又把它叫作「韋陀
花」。它守護着人們對愛堅貞不渝的信念，以
短暫的綻放，詮釋出即便只有剎那的美麗，也
是永恒的理想境界。

瞬間的美

■韋陀花，又叫曇花。 網上圖片
■我要平靜的生活。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