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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關於紫荊山莊的故事，卻從一條鐵
路講起。黔張常鐵路，是連接重慶市黔江
區經張家界到湖南省常德市的快速鐵路。
2019年12月26日正式開通，之後不到一
個月就是庚子年春節。今年在黔江老家過
年，回來便走了這條路。
其實，也是陰差陽錯。原本返程訂的是
從黔江到長沙的飛機，再從長沙轉高鐵直
達香港西九龍。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迅速
擴散，西九龍站臨時關閉，所訂航班也取
消了。只好改乘火車從黔江到東莞，再坐
汽車赴港。此次乘車的經歷有些特別，從
車站候車，到上車安頓下來，整個氣氛都
顯得十分安靜。過往印象中，中國人無論
在哪裡，似乎都不會靜下來的，尤其是過
春節。我們一向以嗓門大、愛扎堆聞名於
世，春節更像是歡客消遣的夜場，水手尋
樂的碼頭，焉能不鬧騰。一場瘟疫，卻把
今年春節變得出奇的靜。不串門，不聚
會，不打牌，一家人餐桌上的話也很少。
一種小心翼翼的忌憚，瀰漫在空氣中。
打從十幾歲開始與火車打交道，從來沒

坐過這麼安靜的火車。全程十多個小時，
基本上沒有與人說話。乘務員送來盒飯，
也是放在車廂的小桌上，點頭示意。乘客
不似平常那麼多，也坐滿了七八成，但神
侃與喧嘩沒有了，吵鬧和爭執更沒有。偶
爾聽到車乘人員交接工作和發佈行程通
知，聲音也是輕輕的，近乎溫柔。
列車經過的張家界，是一片喀斯特地貌
發育充分的地區，風光自然是極美的。看
着窗外移動的風景，從搖曳的樹枝感覺到
風輕輕吹過，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麼
都沒有想。我若有所思地靜坐着，傾聽火
車滑過鐵軌的摩擦聲，在鐵軌銜接處輕微
顫動引發的咔嚓聲，如鋼鐵巨龍鑽進隧洞
的轟鳴聲……
黔張常鐵路是典型的山區鐵路，全線共

有橋樑190座，隧道100條，橋隧比高達
78.1%。可以說是剛出隧洞又上橋樑，橋
樑盡頭便是隧道起點。最高的阿蓬江特大
橋，橋墩高120米；最長的武陵山隧道，
全長 9,044 米。在這樣的地質結構中穿
行，天光晦明交替，我竟產生了一種穴居
的錯覺。腦子裡便胡思亂想起來。今年是
生肖鼠年，乃十二生肖之首，開年就遭逢
這麼大一場疫情，其間有什麼寓意嗎？
鼠年素來不大太平。特別是庚子鼠年，

遠的不說，近幾次如1840年鴉片戰爭，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1960年大饑荒，
無不是驚天動地的事件。在十二地支中，

鼠對應的「子」，既為歲之首，月之首，
亦為日之首。鼠是典型的夜行穴居動物，
在生肖文化中受到推崇，或許隱藏着古人
的某種神秘信仰。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代表生命本源的陽

氣，始萌於夜半陰陽交替之際。而所謂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在氣化宇宙觀中，洞
穴乃蘊藏活力之所。人生於穴，長於穴
（經絡穴位），死亦歸穴。墓地即為地
穴，風水術講究地脈走向，地穴方位尤被
看重。這大約與上古初民的穴居生活方式
有關。穴居生活在今天的語言中還留有痕
跡，人們常把自己的家稱作「窩」，而婚
房則叫「洞房」，很多洞窟也因之成為人
們的崇拜對象。佛教傳入後，人們開鑿石
窟以供佛像。如此看來，在十二生肖中，
夜行穴居的鼠是最有文化意蘊和宗教感的
圖騰符號。
一路上胡思亂想，時間過得很快。出於
防疫需要，全程戴着口罩，也不與人交
流。去了兩趟廁所，此外就沒有其他任何
走動。或臥或坐，恬然獨處，並不覺得
累。在火車上接到一個通知，要去深圳紫
荊山莊參加會議，佈置開年有關工作。於
是，東莞下車後，沒有直接返回香港，轉
而去了紫荊山莊。
位於西麗湖畔的紫荊山莊，在外人眼裡
有些神秘，我卻覺得親切。說起來，自己
與山莊是有些緣分的。紫荊山莊從破土動
工到剪綵啟用，正是我擔任辦公廳主任不
久的事，由於工作關係，整個過程都有所
參與。對山莊的地形佈局，亭台樓閣，一
草一木，都是熟悉的。我一直以為，紫荊
山莊就是一個開會的地方。無論作為辦公
廳主任辦會，還是作為部門負責人參會，
來山莊開會是常事。這些會，大多與香港
有關，出席會議的人則來自四面八方。我
曾就此寫過一首絕句，名《紫荊山莊》：

華樓半隱入山莊
煙水蔭亭棧道旁
一樹紫荊千百朵
迎來遠客話香江

當天會議結束後，並沒有立即回港，而
是按防疫規定，就地留居觀察幾天。適逢
周末，雖然也處理了一些公務，但總體上
還是隨心所欲地閒住。只因這一閒住，住
出了山莊的另一番味道。偌大一個山莊，
幾乎沒有什麼人。沐浴着朝暉夕陰，獨自
漫步在廊橋步道上，極目處西麗湖波光瀲
灩，麒麟山蒼翠欲滴，置身花蔭樹叢中，
百鳥婉轉，心情甚是安寧。

入夜，在起伏蜿蜒的小路上散步。寒空
中一彎新月，與朦朧的路燈光相互映襯。
時令剛過四九，南國的風仍有些涼，但不
冷。此情此景，不由人不聯想到與山莊相
關的一些人和事。十餘年來，這裡不只是
開會，也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人事翻
新，故園依舊，多少「當時只道是尋常」
的事，讓人浮想聯翩。時過境遷，對這多
姿多彩的世界，唯餘感恩。詩情畫意漫上
心頭，得一絕一令，錄於此：

（一）七絕
去歲樓堂去歲風
故園小徑故人蹤
閒來把盞吟哦處
煙水寒亭月色濃
（二）天淨沙

寒空冷月如鈎，
虯松曲徑幽幽，
一片煙波翠岫。

夜闌時候，
滄桑欲說還休。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撲面而來，對人類的
教育是深刻的。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提醒
我們，要懂得謙卑，學會節制，更好地與
他人、與自然界相處。早在2003年非典
肆虐時，我就在《南方周末》讀到過這樣
精彩的議論：對生命本身的留戀，使得我
們褪去了張揚的慾望，關注手邊凡俗的幸
福。正如張愛玲筆下的傾城之戀，那對勾
心鬥角的情侶，因為香港的陷落而得到了
成全。疫病是暫時的，平常生活才是基本
形態。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期望也許是，在
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城市對自己付
出愛意的記憶，可以同對危機的記憶一樣
長久。對於物慾的再評價，對於異化的新
審視，對於古老人情的再考量，應該屬於
建設的範疇，而不應止於偶然的「重現的
時光」。
數日山莊小住，雖說是留居觀察，卻如
好友孟樹森博士所說，防疫隔離亦成能量
源泉，我彷彿獲得了一次心靈的淨化。在
疫情的陰影下，脫離了平常的社交生活，
更多地體味自己的內心，一種自適的感覺
來得如此清晰而強烈，宛如禪心頓悟。

冷月如鈎照紫荊
一彎小路伴寒燈
誰人闌夜徘徊處
養得禪心好賦能

再一次，想起了羅曼羅蘭那句名言：世
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
認識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

庚子春節前夕，筆者前往有「中國蘭花第一
鎮」之譽的廣西荔浦市雙江鎮，走進遐邇馳名的
桂林蘭花示範基地「壯錦蘭園」，經受一場清新
酣暢的蘭花文化洗禮，印象極深，銘記於心。
蘭花是中國傳統名花，已有兩千餘年栽培
史，它有春蘭、惠蘭、建蘭、墨蘭、寒蘭等多個
品種，統稱「中國蘭」。蘭花並無嬌艷奪目的花
葉，卻有幽雅高潔的氣質，所以古賢將它與梅、
竹、菊並稱「四君子」。以「蘭章」形容詩書之
美、以「蘭交」比喻友誼之真和愛情之純，享有
「尋得幽蘭報知己，一枝聊贈夢瀟湘」、「氣如
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之譽。
雙江鎮在荔浦市北十餘公里。雙江鎮黨委書
記覃朝陽，是我六年前結識的青年才俊，思路清
晰、敬業幹練。他約我在桂林蘭花核心示範基
地——雙江鎮「壯錦蘭園」見面，還在電話中
說：「保你不虛此行，大開眼界！」
汽車在青山綠水間穿行，不到半小時就抵達
一個美麗幽靜的所在，門頭赫然寫着「壯錦蘭
園」四字。覃朝陽和一位面色黝黑、兩眼閃光的
漢子迎上前，覃書記一邊與我握手問好，一邊
道：「這位就是『壯錦蘭園』大掌櫃、雙江鎮蘭
花協會聯合黨支部書記韋從剛！」覃朝陽介紹，
近年來荔浦市蘭花協會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
帶領村民因地制宜闖出「以蘭致富」、「以展促
銷」的蘭花發展新路子。「我們雙江鎮以『三聯
三創』強化基層黨建，走上興蘭花產業、促鄉鎮
振興康莊大道，韋從剛功不可沒啊，他還當上廣
西蘭花協會副會長！」
韋從剛憨厚一笑，將我迎進「壯錦蘭園」展

示大廳。這個大廳堪稱中華傳統文化大課堂，醒
目的導語和一幅幅圖片、詩詞，集中凸顯了蘭花
的輝煌歷史和深厚內涵，豐富展示令人刮目，讓
我重溫古賢經典教誨：儒學宗師孔子見山中蘭
花，感歎「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
伍」，於是作《漪蘭婦》、譜《幽蘭操》，云
「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頌蘭花之美。愛
國詩人屈原種蘭、佩蘭，「以蘭自比」，其名著
《離騷》多次提到蘭花，使「蘭」成為君子佳人
之的代稱。王維酷愛養蘭，且積累豐富經驗。陶
淵明也愛蘭，並棄官回鄉，採菊養蘭，寫下「幽
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佳句。
李白詩云：「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

秋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豐
茸」，作草就要作蘭草，作樹就要作松樹。蘭草
幽香隨風遠，松樹遇寒不改容，松樹與蘭草都是

高貴的象徵。大文豪蘇軾作有多首詠蘭詩，「春
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
見」，說蘭花如美人，散發陣陣清香。大學者朱
熹也多有詠蘭詩，「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
最享盛名。
韋從剛說，鄭板橋寫過一首《高山幽蘭》：

「千古幽貞是此花，不求聞達只煙霞。採樵或恐
通來路，更取高山一片遮」，說千百年來數蘭花
最為幽然高潔，它不求出人頭地而只願做一片煙
霞，藏在高山後面，連上山砍柴的樵夫也不注意
它啊。朱德元帥也愛蘭，他在廣州還寫過一首
《詠蘭》詩——「越秀公園花木林，百花齊放
各爭春。惟有蘭花香正好，一時名貴五羊城。」
老韋說，由於蘭花高雅幽美，自古受人追捧。
古人還發明了「蘭心蕙質」的成語，形容女子人
品像蘭花高雅純美。
我驀然想起，「民族魂」魯迅先生全家幾代

也都喜愛蘭花。1933年11月魯迅在《致山本初
枝》函中曾言「我曾祖父曾栽培過許多蘭花，還
特地為此蓋了三間房子」。魯迅的爺爺和父親也
都養過蘭花，魯迅也從小喜愛花、曾跟隨父親在
天井和百草園裡廣植花草，還常帶着弟弟周作
人、周建人到城內的府山、塔山採蘭，每年新春
蘭花開放時，他們弟兄仨更常去會稽山、蘭渚山
春遊、採蘭，其《辛亥遊錄》一文曾記述此事。
展示大廳緊挨着韋從剛的蘭花示範園。走進

示範園，但見一片綠綠葱葱望不到邊，一株株蘭
花在遮陽大棚下生機盎然，風吹來，滿園是淡淡
幽香，大有王勃「山中蘭葉徑，城外李桃園。豈
知人事靜，不覺鳥啼喧」之感。俯首看去，蘭花
小巧秀麗，修長的葉子高高伸展，顏色呈墨綠或
淡綠，兩邊被一條莖均勻分開，含苞欲放的花骨
朵猶如一個個學舞蹈的靦腆小姑娘。總狀、花序
各不相同，花色多樣，有乳白、純白、白綠、黃
綠、淡黃、黃褐、醬紅、青紫，可謂姹紫嫣紅、
繽紛多姿。
韋從剛一邊引導我們瀏覽壯錦蘭園，一邊給

我們普及蘭花知識。他說，蘭花又稱佩蘭、蘭
草，屬蘭科，是單子葉、多年生草本植物。葉自
莖部簇生，它終年常綠、姿態端秀。根莖橫走，
淡紅褐色。莖直立，綠色或紅紫色，分枝少或僅
在莖頂有傘房花序分枝。花色由黃褐至淺黃，以
純顏色為貴異。蘭花有解熱清暑、健胃止嘔功
能。他說：「隨着國內外蘭花需求量的激增，蘭
花的市場日趨廣闊、非常看好，其精品、珍品、
絕品更攀升至天價嘍！」覃書記介紹，長年的種

蘭經驗，使韋從剛成為一名遠近聞名的蘭花專
家。他除了外出開會、傳經送寶外，每天都忙碌
在「壯錦蘭園」，給村民和訪客傳授蘭花種植技
術是他的「家常飯」。20年前他與蘭花一結
緣，就看準了蘭花獨有的文化底蘊和潛在的市場
價值，他上山採集蘭花，在自家房前屋後試種蘭
花，發憤研究蘭花種植和鑒賞技藝。經過幾年學
習摸索，終於積累了豐富的種蘭、品蘭經驗，還
研發培育出蘭花精品——「壯錦牡丹」、「荔
江牡丹」等，對蘭花的習性、品種、品質、市場
也了如指掌，更多次贏得內地蘭花博覽會大獎，
結識了許多海內外著名蘭花界權威。
韋從剛在黨委政府支持下，在家鄉建起40餘

畝的蘭花種植示範基地「壯錦蘭園」，迄今他的
「蘭園」種有墨蘭、春蘭、寒蘭等十餘大類、上
百個品種、30餘萬盆。既有面向尋常百姓的普
通蘭花，也有專為「蘭花迷」們特供的精品、珍
品。「我的『壯錦蘭園』每年出園5萬盆蘭花，
產品遠銷上海、重慶、廣東、雲南、四川、福
建、台灣等十多個省市和東南亞地區，產值上百
萬元。示範基地建立至今計開創就業崗位40多
個，使從業者增收10多萬元。他不忘初心牢記
使命，樂於為村民提供種苗、技術、銷售等全方
位支持與幫助。雙江鎮官相村村民廖雲傑，見韋
從剛種蘭花致富，便開始向他學習種蘭花，當時
廖家是貧困戶，他就免費提供場地和種苗，如今
廖雲傑已靠蘭花脫貧，年收入好幾萬。為了做大
蘭花產業，韋從剛還成立了荔浦宏陽蘭花專業合
作社，使蘭花成為當地主打產業。
覃書記說，韋從剛還非常注重蘭花文化。他

高舉文化自信大旗，以壯錦蘭園為平台，建起
「愛蘭養廉」的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營造出「尚
蘭花之品，揚清廉之風」的濃厚氛圍，受到上級
領導高度評價。2010年韋從剛被評為自治區
「勞動模範」，2018年榮膺荔浦市「優秀共產
黨員」和「優秀農業致富帶頭人」等殊榮。
採訪結束，欣聞雙江鎮正依託壯錦蘭園，着

力打造「蘭花小鎮」，將荔浦蘭花產業推上「高
速路」。筆者大喜，賦詩贈予韋從剛——

壯錦蘭園呈大觀，
蘭心蕙質憶古賢。
小花開出致富路，
幽香入懷更養廉！

年前，買了一部程維鈞的《本
色古龍：古龍小說原貌探究》，
其中有專章述「代筆考證」，逕
指陸小鳳系列之《鳳舞九天》，
是由薛興國代筆續完的。這一
點，薛興國沒有否認：
「他（古龍）便告訴編輯找不
到他便找我代筆幾天。最厲害的
一次是他寫了《陸小鳳之鳳舞九
天》前面八千字，創造了一個武
功天下無敵的大壞蛋之後，後面
全交給我來續貂，要我想辦法把
殺不死的壞人給殺死。」
古龍名士風流，成名後飲宴酬
酢甚多，而邀稿甚眾，便找人代
筆。當年，薛興國在台灣報界工
作，古龍缺稿時，便由他操刀頂
上，古龍看了，甚為滿意，「為
了要我代筆代得順暢，他後來便
在構思故事時把我叫到他身邊，
把他的構想對我說了，以便他失
蹤時可以把故事發展下去。」
即是，除了《鳳舞九天》外，
還有什麼作品是代筆的？薛興國
自己也忘記了。記得年前書展找
他講古龍時，很不容易才能在圖
書館找到一部《鳳舞九天》，幾
經推敲，才勾出從那裡開始是他
經手的。換言之，他學古龍甚為
相似。程維鈞說：
「在眾多代筆者中，薛興國模

仿古龍文筆的相似度比司馬紫
煙、于志宏要高一點，所以能瞞

過一些初讀古龍的人。」
當然，能瞞過普通讀者，瞞不

過古龍研究大家，程維鈞句斟字
酌勾出薛興國文字的「形」和
「神」，和古龍尚有不少差距。
有何差距，這裡不談，大家找
《本色古龍》一看就知。
我認識薛興國雖已久，但鮮有

來往。直到他在報社退休後，來
到大學任兼職講師時，才相從過
密。有一屆學生，十之七八都是
饞嘴之人，常找我吃私房菜。我
便想起，何不找食家薛興國一同
大快朵碩！於是這個聚會便這樣
組成了。一直到那班學生畢業
後，仍相約一齊，吃喝江湖。
學生之中，不少人只知他是古

龍捉刀人，卻鮮知他是寫食經的
高手。他真正的著作，不是什麼
《鳳舞九天》，而是飲食文字。
他的食經有一個特點，就是從食
材中來考察，點出它的文化底
蘊，引經據典，另有一番味道。
且看這部《說文解食》，就可見
其功力。是書二〇〇七年由CUP
出版，圖文並茂，印刷精美；可
惜只出一刷，便絕版了。
在首篇《吃雞吃了七千年》

中，指：「人類飼養的雞，是把
紅色原雞、灰原雞和綠原雞馴養
成功，而紅色原雞，又是中國家
雞的祖先。」
繼而引西安臨潼考古發現，有
大量的雞骨和雞糞化石，證明中
國人吃雞已有七千年的歷史了。
他還以雞字來考據，並指《新華
字典》的「雞」，增了「妓女」
一義，惹來非議，薛說：「與時
並進，何錯之有？」
這書輕鬆寫來，可談之處甚
多，這裡不作多說。寫此文目
的，不過是懷念一代大俠、食家
在豬年將逝之時， 遽然而去，令
我過了一個極不快樂的春節。尚
禱他「鳳舞九天」，與古龍同
醉，以消人間幾許愁。

「鬼祟」指人行事曖昧，不光明正大。
「祟」，讀「睡」，且「鼠」正正有着
「鬼祟」這種行為習性，廣東人就將
「祟」諧音化成「鼠」，衍生了以下兩個
形容「偷偷摸摸」的用詞：

鬼鼠；鬼鬼鼠鼠
舊時，如有人說他家中養鼠，一般心中
會泛起這樣的一個疑問：「不怕老鼠咬破
家中的東西嗎？」不說可能不知，老鼠在
出生的一刻，皮光肉滑、白裡透紅，煞是
可愛。相信是這個原因，有人就不忍下
「毒手」，還把牠「收養」下來。誰不

知，老鼠長大後露出了「本性」——開口
就咬。咬破一些雜物可能讓人只覺討厭，
最不可接受的還是咬破盛載稻穀的麻布
袋，因後續就是吃袋中物，亦即損害主人
家的「利益」；此時「養鼠人」才恍然大
悟，懊悔不已。人們就用以下一句來譏諷
這些「好心人」：

養鼠咬布袋
有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所以此話
除指麻煩自招來外，還帶有「養虎為患」
的意味。中國傳統，「養」是「恩」，那
此話也可視作「忘恩負義」、「恩將仇
報」，與以下幾句遙相呼應：

養狼狗咬心口；養狗咬春袋；養狗咬荔枝
心口（心臟）、春袋（陰囊）、荔枝（睾
丸）均為要害。
示例1：
嗰次李仔「穿櫃桶底」（虧空公款），我冇報
警仲留番佢響恕，諗住佢會改過，點知佢而家
變本加厲，夾埋外人返嚟「爆夾」（爆破夾
萬），咁就冇咗我成幾呀萬；呢次真係「養老
鼠咬布袋」，衰太心軟囉！
因「憐愛養鼠」，尚可理解；若然「捉

鼠來養」，這不就是主動去做些損害自己
利益的事嗎？現實生活中，人心不古，不
少「鼠輩」除很會掩飾外，還很會塑造個
人形象，就讓人難以識破其不軌意圖，且
逐漸獲得人們的取信。在機緣巧合下，這
群「老練鼠」取得了「登堂入室」的機
會，主人家所承擔的後果不說而知就是
「遭鼠蠶食」；以下一句正好描述「捉鼠
人」的行徑：

捉隻老鼠落米缸
如有人在不清楚或未摸清人家的底細下貿
然把他「招進門」，有人會這樣的告誡
道：

因住「捉隻老鼠落米缸」！
示例2：
老細：我之所以高薪挖李仔過嚟，就係欣賞佢
嘅市場觸覺，相信可以幫到我哋公司拓展外國
業務！
下屬：老細，我查到佢喺舊公司做咗好多唔見
得光嘅嘢，今次係「捉隻老鼠落米缸」都唔
定！
眾所周知，老鼠膽小，經常進出溝渠或

在垃圾堆中流竄且口不擇食；從另一角
度，這凸顯了其警覺性和抗逆力，而這些
亦是香港人素來的素質。「鼠」年伊始，
「新冠肺炎」肆虐，香港正面對比「沙
士」更為嚴峻的抗疫形勢，筆者在此祝願
香港可「秉承過往，擺脫困厄」。

■黃仲鳴

鳳舞九天薛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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