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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雞說鴨

葵花雞被稱為廣州
名雞，沒吃過的不能算
“食家”。那次去南沙“百萬葵園”，
因為帶我去的朋友和老闆是舊相識，老
闆出來親自接待，不但吃了幾種特別菜
式，還每人送兩隻。我自作聰明，覺得
雞過夜不會好吃，當即把另一隻送人，
回來才後悔，原來這神仙雞放在雪櫃中
兩天，仍舊好吃。
好吃的原因主要和食料有關。吃向
日葵花花盤、花籽，連喝的水都是葵花
瓣搾出的汁，天然配天然，就是可以久
存不變味的道理，可見動物和食物有多
大關連。由此想到人也是一樣，吃什麼
東西與長成什麼樣子，能有多少年壽命
是大有關係的。
葵花雞被稱為廣東第一貴雞，在百
萬葵園的酒家吃已是三百多元（人民
幣，下同）一隻，廣州市的白天鵝酒家
要四百多元一隻，這還是幾年前的價
碼。禽流感最受累的是雞，一旦發現，
成幾萬隻的撲殺，不知道葵花雞是否也
難逃厄運，受此牽連，天祐給人們帶來
美味的葵花雞和牠的老闆。
除了日常吃的雞，雞的同類也很受
中國人喜歡，那就是鵝、鴨、山雞、鴿
子、鵪鶉。據知，葵花雞已有了新同類
“葵花鵝”、“葵花鴨”。中國菜有南
甜、北鹹、東辣、西酸的說法，本人最
喜歡南甜，吃餃子的醋都要加糖，到了

何冀平

國

了一圈，我好心疼。不知不覺間，我們又回到
當初最美好的時光中，我溫柔，他豁達。
人到中年，最壞的時光無疑是父母生病
吧。母親生病的時候，我剛剛接了一個遠超我
能力的大項目，壓力大得要命，母親卻偏偏這
時候住院，我只能辭掉項目組的工作，一心陪
母親。母親的病疼在身上，也疼在我心上，背
地裡我哭得那麼痛，鼻涕眼淚混作一團，一轉
身面對母親的時候，依然要笑靨如花。我深知
“病去如抽絲”的道理，當我和母親及家人一
起挨過那些糟糕的時光後，才可以快樂地和遠
方的親人通電話：“放心吧，母親好那，吃
得好睡得香哦！”
今生難忘父母恩，報答不完的養育情，我
感謝父母在我最“醜陋”的青春期裡沒把我
“扔掉”，任我“作”，依然堅持養我。記
得當年母親總是和人說我：“長大就懂事
了”，如今幾度蛻變，才有了豁達與自信的
我。
看淡人生，但不要看破紅塵，人的一生不
可能一帆風順，好時光是生活裡錦上添花般的
美，那些令人討厭的壞時光，其實是來加速成
長的，它折磨你，打擊你，刁難你，如金匠，
只為把痛楚雕琢成薄如蟬翼的金飾品，日後的
我們，才能把這些壞時光轉化成絲滑的語句留
待回憶。

網上圖片

而在西方的古希臘時代，馬戲最初
也是一個人雙腳分別踏在兩匹馬上表演
騎技而已，但發展到後來，羅馬人卻在
馬戲表演的圓形競技場上，除了馬術展
覽之外，還增加了兩輪馬車的競技以及
人與人之間的鬥劍和鬥獸了。這個圓形
的競技場，便成為英文指的馬戲團。
美國著名的玲玲馬戲團，成立於十
九世紀後半葉，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光輝
歲月之後，到了二十一世紀，由於娛樂
事業朝多樣性發展，加上愛護動物組織
時不時指責動物表演是對動物的虐待，
在觀眾逐漸流失下，也於今年的五月結
束了。
咱們中國自從西漢時代的桓寬在
《鹽鐵論》中記有“馬戲鬥虎”的文字
記錄之後，馬戲兩字一直延續至今。但
由於時代不同，同樣是馬戲兩字，所指
的內容便有所不同。會不會到了本世紀
後期，馬戲兩個字指的，變成只剩下運
動項目的馬術比賽？

撲滅白紋伊蚊的秘訣

白紋伊蚊，也就是
有花紋的蚊子。體型
大，一旦叮咬嬰兒，患處立即會腫大成
為一個小包包。白紋伊蚊會傳播登革
熱，導致日本腦炎，也會傳播寨卡病
毒，懷孕的婦女會懷上了腦部發育不良
的白癡兒童，又叫做小頭症兒童。
地球暖化，這些本來生活在赤道一
帶的白紋伊蚊，迅速向溫帶的中國大地
蔓延。再加上近年乘飛機旅遊的人群特
別多，登革熱立即迅速向着中國沿海的
城市區域蔓延。怎樣消滅白紋伊蚊？成
為了中國防疫部門急需解決的一個問
題。
一般來說，白紋伊蚊的密度指數在
5 以下，傳染病爆發的風險很低。如果
指數達到了 20，就必須展開大規模的滅
蚊運動，撲滅蚊患。第一個要求，城鎮
裡面的下水道，不能有明渠，應該採用
有蓋的暗渠。道路不能有坑坑窪窪的地
方，小區要解決“沒有積水”的問題。
家家戶戶要清理可能有積水的花盆底座
和閒置的水桶。近年接近居民區的地
方，多種細葉桉樹，達到了驅除蚊螆的
的效果。
近年來，不少富貴人家，喜歡種植
羅漢松，這是非常喜歡水分的植物，一
定要淋很多水，這樣就容易惹來了白紋
伊蚊。也有人喜歡種上白蘭花，桂花，
比利時杜鵑，也是惹蚊的植物。
白紋伊蚊在冬季的時候，會把蚊的
卵子，生產在枯葉或者泥土中，每年的
6、7、８月，因為溫度上升、降雨量增
加，卵子就會孵化出了孑蟲，中國溫帶
的大地，就迅速增加了白紋伊蚊，傳播
傳染疾病。根據統計，殺人最多的就是
白紋伊蚊。以蚊子為媒介傳播的疾病每
年造成數百萬人喪生。
一般來說，噴灑殺蟲劑，滅蚊的效
果並不大。科學家開始想到轉基因蚊

范 舉

■見到醬鴨都流晒口水。

給壞時光一點時間

朋友都說我樂觀，一天天
嘻嘻哈哈的彷彿沒有煩心事，
從而喜歡和我在一起。其實我並不完全像朋友
眼裡的那樣任何困難打不倒，什麼也不在乎。
我心裡清楚，我比誰都脆弱，別人一句不經意
的話就能刺傷我的心，更會因為別人的一個小
舉動而心懷感恩，只是我善於把它們隱藏起來
罷了。
當我遇到煩心事兒或者心緒不佳的時候，
我會暗暗告訴自己：別急，給自己和他人一點
時間。當然了，這樣的悟性是要經過時間的發
酵才能具備，要歷經很多的不如意之後才能感
知的。
最壞的時光裡，往往有最好的人。失戀了
每天無精打采，一副生無可戀的樣子，同事小
汪知道了，就時常陪我聊天，帶我出遊，陪我
吃飯。我們原本交集不多，卻在短短的時間裡
認識了彼此，發現三觀吻合，至此成為無敵閨
蜜，如今回頭看那些壞時光，都成了見證我們
友情的美時光。
陰霾不會久遮雲，愛神再一次光顧我，沒
想到這一次走入了婚姻。可是婚後，偶爾吸煙
的他變得煙不離手，才發覺此前有諸多的偽
裝，於是吵吵鬧鬧便成為日子裡的常態。於是
我勸他戒煙，再不戒煙就離婚，他就表示：一
定戒煙！熬過了最艱難的半個月，他人整整瘦

陌陌

子，作為切斷“蚊疫”的良方。雌蚊一
生只交配一次就可以快速生產大量的
卵，並繁衍出成千上萬的後代。據介
紹，雌蚊飽吸一次血能產一次卵，一生
可產卵 6 至 8 次，每次 200 至 300 粒。這
種強大的生存和繁衍能力對全球蚊媒疾
病的防治工作構成嚴重威脅。只有雌蚊
會叮咬人，雄性的蚊不會叮人。
英國牛津昆蟲技術公司擬投放的轉
基因蚊子是一種改造後的埃及伊蚊，其
體內會產生一種毒素。在實驗室裡，這
種毒素被四環素所抑制，所以它對蚊子
沒有影響。一旦把轉基因蚊子釋放到自
然環境中，脫離了四環素的抑制，毒素
就被激活了，這種雄蚊與自然環境中的
雌蚊交配，產生的後代體內就會含有這
種毒素，在蚊子幼蟲發育早期，有活性
的毒素會殺死牠們。
中山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熱帶病
蟲媒控制聯合研究中心奚志勇教授團
隊，採用了沃爾巴克氏體抗登革熱基本
原理，讓帶不同型別沃爾巴克氏體的雌
雄昆蟲交配後產生的卵不發育。
無論如何，滅蚊首先要培養千萬計
的帶有沃爾巴克氏體的雄蚊，然後再放
飛他們。要等大半年之後，才可能收到
下一代的蚊子絕育的效果。可以說是，
遠水救不了近火。能不能培植一些較大
型的，專門吃蚊子的鳥類或者昆蟲？專
門吃蚊子的孓蟲的魚類？達到一物治一
物的效果？

■白紋伊蚊會傳播登革熱。網上圖片

張愛玲

廣州動物園日前宣
佈正式關閉已經有二十
四年歷史的“動物行為展示館”，將之
改為科普展館，廣州市民有讚好的，亦
有表示依依不捨。 據《南方都市報》報
道，廣州動物園的猴子走鋼絲、黑猩猩
打鼓和鸚鵡踩單車，都是廣州市民的集
體回憶。不過野生動物保護組織的人員
卻表示：“強迫動物表演取悅人類，已
經不符合現代文明趨勢。”
所謂動物行為展示館，其實就是俗
稱的馬戲團。馬戲，原是中國古代的一
種技藝，在唐代和宋代，只要說馬戲，
就表示是馴馬和馬術的表演，是騎在馬
上的人，在上面作出跳躍奔騰的動作。
時至近代，馬戲已經變成不止是馬術表
演，而是各種動物的馴訓和雜技的表
演。記得以前看過一部講馬戲團的電
影，最逗兒童開心的是小丑表演，最令
觀眾緊張到不得了，是空中飛人的特
技。

談

南方蘇州菜最合口味，因為喜甜，最喜
歡杭州醬鴨。
醬鴨，不是我們想的開火就醬，先
醃後曬是訣竅，醃要用好醬油，曬要日
光曬，最後才是在“醬”上下功夫。鴨
子養人不燥熱，可以陰補，所含複合維
生素較其他禽類多，鴨肉中含的煙酸，
是構成人體內重要輔酶的成分，宣傳醬
鴨的說詞是，對心肌梗死等心臟疾病有
保護作用。紫禁城裡的慈禧，老年最喜
歡吃的就是鴨子。蒸、燉、烤、燜怎麼
做都好吃，宮裡的皇族一天就要用掉幾
百隻鴨。北京老字號豐澤園的“酒蒸鴨
子”是一道看家名菜，就是一位從宮裡
出來的御廚，帶出來的大內食譜。
醬鴨，中國內地網上就有得賣，朋
友說寫劇本到夜半時，一個電話馬上送
來正宗杭州醬鴨，香港可沒這福氣了。
真想去試試“葵花鴨”，廣東菜不做醬
鴨，但只要人們喜愛，就可以叫老闆添
上這一道吧！

談談馬戲

興 國

古今

遊走

百家廊

隨想

大地

蝶影

小 蝶

加明叔叔走了。
知道這個消息的當晚，我半夜醒
來也想起了他。三個月前還與他見了兩次面，他仍然
可以連續談上個多小時的話，又表演布偶給我們看。
七月底，我寄了一張生日賀卡給他，但沒有收到他的
回覆。到再收到關於他的消息時，他已於八月二十八
日返了天家。
一九五七年，香港首間電視台麗的映聲開台。加
明叔叔本是一位中學老師，卻是玩音樂、木偶、魔術
的天才，應“麗的”負責人潘朝彥之邀表演木偶。加
明叔叔本名王義存，又名王曦，潘朝彥替他取了洋名
Calvin，他的節目名為 Calvin's Corner，他則將 Calvin
譯作加明，因為他很喜歡聖詩《趕快工作夜來臨》，
遂從詩中一句“陽光漸加明亮”取名。在節目中，他
藉着表演手偶向小孩介紹交通安全知識，又表演大鬧
天宮，“馬騮仔”、“尖鼻仔”等布偶都是無數香港
人的集體回憶。那些年，涼茶舖都坐滿了人，為的是
看加明叔叔的演出。
“麗的”在六三年增設英文台，加明叔叔一邊教
學，一邊主持長壽節目《快樂生辰》，直至上世紀七
十年代末，為“麗的”共服務十八年，每個周末帶給

簿

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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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錯難返

不知是否受到全球暖化或者什麼厄
爾尼諾影響，今年吹到香港的颱風特別
多，而且製造了不少如吊船打爛窗戶等令人咋舌的驚險場
面。萬幸我們的防風措施及救援人員相當給力，總算沒有
太大的人命傷亡。
雖然香港的“防風硬件”非常了得，但也需要軟件的
配合。遺憾地，每次打風時總有些“不怕死”的人去與死
神賭博，風高浪急時去登山游泳，接受訪問時還一副“I
got this”的樣子，表示：“游了幾十年都是這樣游，更何
況有大風呢”，令人無奈。
到真的出事的時候，麻煩的不又是我們的警察和消防
人員？也許他們抱着的心態，就像那個想在惡劣天氣下登
山但被警察阻擋的港女一樣，“上山是我的權利，救人是
你們的義務”。
今次颱風，又有兩位內地人士登山被困，連累大批救
援人員通宵野外守候。恨錯已經難返，不過令我十分欣賞
的，是那位被困的男士登了一篇千字文，去向所有救援人
員作出感謝以及道歉，作出深刻反省。但似乎網民不是好
buy，很多人留言說：“道歉有什麼用”、“虛偽”、
“是不是請槍手寫的呀”等等。
回想起之前因颱風登山被困的人，基本上都是銷聲匿
跡了，又何苦再對一個肯公開道歉的人冷嘲熱諷呢？似乎
“內地”兩個字十分觸動神經，對很多人來說這基本上是
原罪。這些“香港人”總覺得自己比內地同胞高人一等。
對，也許教育程度、生活品味等的確稍勝一籌，但人的基
本內涵品德，我完全看不出他們有什麼值得自豪的地方。

林作

心靜自然涼

前天，我頂着 38 度滾滾熱浪的天氣去一家出
版社找一位閨蜜談事，好傢伙，一走進擺滿綠植
的寫字樓，就感到絲絲涼意。進入閨蜜辦公室，
更覺得一股刺骨寒風迎面颳來，猶如進入冰天雪
地，令人渾身打顫！閨蜜卻愜意地坐在大空調
前，對我說：“愛玲快來，趕緊享受一下現代文
明！”還從小冰箱裡取出兩瓶冷飲，讓我解暑。
我一看空調機上刻度，天呀——鎖定在攝氏 17 度
耶！
我忙說：“你也太離譜了！現在室外氣溫
38、9度，你這裡17度，如此冰火兩重天，怎麼得
了啊？”她卻笑道：“冷風機就是為人服務、讓
人享受的，不吹白不吹！”恰好她的同事、一位
年輕姑娘進來向她請假，說頭昏腦脹很不舒服，
要去醫院看病。我心想：這準是得了“空調
病”，忽冷忽熱反差如此強烈，怎能不傷身子
呢？
今年夏天確實特別熱，剛入仲夏，廣袤的神
州大地就頻現“桑拿天”，華北尤甚，動輒高溫
37、8度甚至突破40度大關，害得廣大工薪族怨聲
載道：“這鬼天氣，讓人怎麼活！”而上年紀的
人會說：“別急躁，別抱怨，心靜自然涼！”
的確，這五個字，我從小就聽慣了。過去三
伏天之夜，我們全家就在小院裡納涼，但只見熱
風迎面而來，哪有涼意啊！我每每熱得滿頭大
汗，就沉不住氣大呼小叫，要姐姐趕緊去買冰鎮
汽水、冰淇淋。奶奶卻輕輕搖着大蒲扇對我說︰
“小妞不要急，心靜自然涼！”我當然不理解這
句話內涵，她愈說我愈急，真想找個陰涼的地縫
鑽進去！
父親愛讀史書，他一邊拿來熱毛巾讓我擦
汗，一邊給我們姐妹講起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軼事
來。說有一年三伏天，白樂天去拜訪恒寂禪師，
那天天氣奇熱，白詩人熱得汗流浹背，恒寂禪師
卻很安靜地坐在禪房裡唸經。白居易就問：“禪
師啊，這裡好熱，您怎不換個清涼之地呢？”豈
料恒寂禪師竟道：“咦，我覺得這裡挺涼快
呀！”
白居易大為茫然，法師一邊品茶一邊緩聲對
他說：“你們心太急躁，當然會覺得熱不可耐；
只要心裡平靜了，身上就會慢慢涼快起來。”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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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又道，其實又何啻天氣呢，世間萬物萬事錯綜
複雜，人人都會遇到一些麻煩、困難、挫折和變
故，此時就應該放平心態，以一顆平常心去應對
生活中的艱難困苦。人的主觀感覺很重要，這就
是參禪修道的初衷。禪語裡就有“只緣心靜自然
涼”之說，正所謂“參禪何須山水地，滅卻心頭
火自涼”。白樂天受到感悟，當即來了靈感，作
了一首《苦熱題恒寂師禪室》的七絕：“人人避
暑走如狂，獨有禪師不出房。可是禪房無熱到，
但能心靜身即涼。”今天想來，我奶奶和恒寂禪
師所說的“心靜自然涼”真是不無道理、充滿哲
思，“心靜自然涼”是一種心境，更是一種修
養，有了這種心境和修養，就能安度盛夏了。
歷史常有相似之處，清朝的雍正皇帝根據乃
父康熙帝的教誨，編寫了一部《庭訓格言》，那
裡有一篇訓文就叫《心靜自然涼》，他寫道：
“盛暑不開窗、不納涼者，皆因自幼習慣，亦由
心靜，故身不熱。且夏月不貪風涼，於身亦大有
益。蓋夏月盛陰在內，倘取一時風涼之適意，反
將暑熱閉於腠理。彼時不覺其害，後來或致成
疾。每見人秋深多有肚腹不調者，皆因外貪風
涼，而內閉暑熱之所致辭也。”意思是說只要能
做到內心平靜，身上就不會感到熱；一味貪圖
“風涼適宜”，就會埋下後患、積涼成疾。
這與道家的哲學思想非常吻合。道家追求
“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生活態度，認為無論
做人處世、待人接物還是幽居獨處都要保持一種
自然、平和的心境。
《道藏·保生要錄·論衣服門》說：“是以暑
月不可全薄，寒時不可極溫。冬月棉衣莫令甚
厚，寒則頻添重數，如此則令人不驟寒驟熱
也。”它是說，衣服的厚薄要隨着節令的變化而
增減，夏季不能穿得過薄，冬季不能裹穿得太
暖，增減衣物要循序漸進，不可貪圖一時之快。
道家《保生要錄》云：“凡食，先熱食，次溫
食，方可少餐冷食也。凡食太熱則傷骨，太冷則
傷筋。雖熱不可灼唇，雖寒不可凍齒。”說過熱
過冷都不利健康，即使七月流火的大熱天，也不
可貪圖冷食。《千金要方·道林養性》更指出：
“故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
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

惡，行此十二者，養性之都契也。”實踐證明：
道家這種養生觀念是符合現代科學理念的，自然
也被儒家和釋家接受。
昨天一早，閨蜜打來電話，說她的那位年輕
女同事的確得了“空調病”，因嚴重感冒住院
了。醫生說，長時間宅在空調環境下，強烈的溫
差會傷害肌體，加之門窗緊閉、空氣乾燥，引發
各種有害細菌滋生，就會出現頭昏、鼻塞、打噴
嚏、耳鳴、乏力、手足麻木、四肢痠痛、皮膚過
敏和月經不調等等症狀，嚴重的還會因呼吸衰竭
而死亡。“‘空調綜合症’的確不容小覷，從今
天起我已將空調溫度調高到 27 度，開一會停一
會，適可而止吧！”閨蜜說。
我說，這就對了！順便給她講了余秋雨的故
事來。我說，前些年一個盛夏，中國工程院院
長、上海市市長徐匡迪在“火爐”重慶作過一個
關於氣候問題的演講。徐匡迪說，上世紀 80 年代
他任上海市文教局長時搞過一次高校校長沙龍，
當時空調已在中國興起，但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余
秋雨卻說：“即使買得起空調也不會用，因為空
調讓人失去對自然的感受。人的一生，10 歲以下
80 歲以上不知寒暑，剩下的 70 年很寶貴。冬天滑
雪，夏天衝浪，不要讓空調奪去了這些樂趣。”
余秋雨還自爆猛料，說他家沒裝空調、也沒有電
熱器，無論十冬臘月還是“桑拿天”，他都堅持
伏案寫作，冷了加件棉襖、跺跺腳，熱了拿把扇
子搧一搧，從來不喝冷飲。徐院長接着說：“上
海中醫學院院長公開表態支持余秋雨，這位中醫
專家說：‘人要尊重自然規律，夏天在家一定要
流汗，赤膊穿短褲都行，流汗可以排毒；冬天在
家就多穿幾件衣服，稍微冷點有利進補、有助健
康。”
從徐匡迪的演講和余秋雨的掌故中，我們也
不難理解“心靜自然涼”的奧妙了！最近讀報，
得知美國和日本醫學家曾做過周密的科學實驗，
得出的結論是“安靜有利於散熱降溫，身體也就
涼爽起來”，美國人還把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在
《全美科學院學報》上。這個結論與“心靜自然
涼”的中國古訓可謂不謀而合！誠如古賢所言：
“避暑有妙法，不在泉石間，寧心無一事，便是
清涼山。”

我和加明叔叔有個秘密
香港小孩子無比歡樂。
之後，他一直為香港教育界耕耘，作育英才，在
音樂、藝術方面更培育了不少人才。他熱愛工作，精
力無窮，即使八十多歲時，仍然指導和統籌中小學生
參加音樂比賽。他的兒子王者匡，即大家熟悉的Harry 哥哥克紹箕裘，亦是音樂家、魔術師和兒童節目主
持人，是現時香港小孩的偶像。
我相信我與加明叔叔是有緣的。最近，我為某機
構做一項訪問多位電視前輩的工作，我建議必須訪問
加明叔叔。負責人本來不知道這位前輩的存在，聽到
我的推薦後立時驚為天人，迅即約我到加明叔叔的住
所拜訪他。
那個下午，加明叔叔、他的妻子 Mandy 與 Harry
哥哥熱情款待我們。我坐在加明叔叔身旁，聽他從兒
時談起，也看他父子二人一同表演布偶。九十四歲的
老人還可以一心多用，雙手各玩着一隻布偶，口中還
以第三者身份作旁述，難度甚高，而他卻應付自如，
一派大師風範。
我自小便知道加明叔叔。母親的同學唐阿姨是加
明叔叔的教友，母親也是一名勞美教師，年輕時曾陪
伴唐阿姨到教會幫忙做手工，所以認識他。我問加明

叔叔可記得唐阿姨，他
說“非常記得”，連
Harry 哥 哥 也 記 得 。 跟
着，我在他耳邊說了一
個故事，但告訴他這只
是我和他之間的秘密。
他聽後覺得非常奇妙，
興奮得哈哈大笑。
到訪問那天，他們
一家三口到錄影室。加 ■加明叔叔是個玩木偶、
明叔叔一口氣對着鏡頭 魔術的天才，曾在“麗
述說他從出生到近年的 的”表演木偶。 作者提供
生活，頭腦清晰和記性之佳令人驚歎。我送他上車
時，讚揚他已經可以位列“天字第一號”，哄得他開
心不已。沒想到他在車內跟我揮手，卻是我最後見他
的情景。
我還記得我在他的家臨走前，他一再叮囑我要再
探望他。我肯定地答應了，亦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得
到。可惜，他返天家的步履比我動身探望他為快，我
的諾言不能兌現了。我想起我和他之間的秘密，心頭
既暖還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