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蝙蝠是圓毛非扁毛

苦中收穫
眾所周知的原因，內
地朋友們最近的生活很
是「雞飛狗跳」。作為

橋頭堡的北京，雞狗自然鬧得更兇些，
滿屏不是「陽了」就是「搶藥」。搶得
多了，吃得多了，有些人新冠沒事反倒
藥物中毒，搞得一眾媒體專家趕緊大規
模科普：如何吃藥。
是的，這麼多年了，很多民眾並不
會正確用藥。
最常見就是濫用抗生素。直到落筆的
上一個小時，小狸某個內地群裏還在閒
聊「中招後嗓子疼怎麼辦？」A隨口就
說：「吃兩片頭孢。」B問：「頭孢得吃
好幾天吧？」C說：「我一般都吃3
天。」……如果是個沒有內地生活經驗
的港人，很可能看不太懂上面這段對話，
但一旦明白，又大概會驚出一身白毛汗。
頭孢，即頭孢菌素，是一系列屬於
β內酰胺類的抗生素，在香港是處方
藥，醫生選擇使用前會反覆和病患確
認，彷彿開出的是鶴頂紅。但它在內地
有「國民神藥」之稱，不僅不用醫生處
方就可在藥店輕鬆買到，而且「自主用
藥」的習慣深得一代代人心：「頭疼腦
熱沒關係，吃兩片頭孢，打個吊水就好
了。」於是，無論是感冒、牙痛、外傷
紅腫乃至尿路感染，大家都會先「自我
診斷」然後用頭孢「自行治療」。至於
吃幾天？完全看心情。
但事實上，使用抗生素是一件非常
嚴肅、謹慎且專業的事情，因為濫用
抗生素很容易造成病菌抗藥性，使人
在之後真正需要抗菌時起不到作用，
即傳說中的「超級病菌」。前世衞總
幹事陳馮富珍就曾在聯合國大會上疾
呼：「世界正在走向後抗生素時代，普
普通通的感染將再次可以置人於死地。

當前趨勢如果持續下去，包括器官移
植、更換關節、癌症化療、早產兒康護
等將會變得愈發困難甚至危險，甚至可
能會導致現代醫學的終結。」
可惜的是，抗生素濫用的情況一直
嚴峻，內地尤其是重災區。如中科院
2013年的研究顯示，內地每年抗生素
的使用量是全世界的一半。而浙江大學
2016年的報告顯示，高達96%的受訪
大學生會在無處方情況下自行購買抗
生素，換句話說，即便是新一代知識
分子在對使用抗生素的認知上也存在
巨大盲區。
除了抗生素，另一個問題則來自中

成藥的濫用。開放伊始，乍見高燒，很
多人病急亂投醫，撲熱息痛和布洛芬
（兩種最常見的退燒藥）混吃，或者
吃了西藥退燒藥又忍不住再來幾包中
成感冒藥 「上個雙保險」。然而，這
種胡亂疊加及過量用藥的後果非常危
險，可導致嚴重後果。12月9日，人民
日報健康客戶端發布文章，題目直指
「吃×花清瘟就別吃布洛芬了！退燒藥
與感冒藥別疊加使用」，內文更明確指
出，「常見感冒藥、部分中成感冒藥中
多含有對乙酰氨基酚（即撲熱息
痛）」，換句話說，你以為「只是吃了
點中藥」，其實很可能是「吃了兩遍西
藥」。而關於撲熱息痛及布洛芬的每日
攝入量是有嚴格要求的，過量會導致急
性肝衰竭。西藥的劑量標註清晰，好測
算，但很多中成藥則表述模糊，難以控
量，所以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大量
媒體都在反覆叮囑：服藥前一定要仔細
查看說明書，同時避免重複用藥。
疫情席捲，雞飛狗跳，苦中不多的
慰藉之一大概就是強行科普了一輪用藥
常識，勉強算個正向收穫吧。

世界苦新冠肺炎疫情
久矣！
由疫情開始，經數年
間的反反覆覆，西方發

達國家主導的輿論至今沒有停過抹黑
中國、甩鍋中國。過去中國嚴厲封
控，西方罵我們害苦了全球經濟；今
時調整放寬，西方又罵我們封控不
力。就是說不論中國做什麼，西方都說
成是中國的錯。
香港人號稱「善忘」，其實是香港
社會的主流意識向來親近英語世界的政
治宣傳，遠多於嘗試去北望神州、了解
新中國的發展。
疫情初期，全世界的醫療專家對這
個新出的肺炎認識尚淺，國際上「反共
仇中」的勢力就將肺炎與武漢直接掛
鈎，借機污名中國。當時還有人武斷地
認為是中國人吃蝙蝠吃出這場災禍來。
那時有人在互聯網揪出一條「中國女郎
喝蝙蝠湯」的視頻，香港有醫療專家
（此君後來成為指導香港抗疫的重要人
物之一）立馬跳出來「罵娘」，狠批中
國人喜吃「野味」的陋習。
當時筆者一眼便看出這「蝙蝠清

湯」不可能是來自中國的食制！我們廣
東人最重視湯水，哪有「連蝙蝠帶毛」
入饌的可能？雖然不熟悉中國八大名菜
的其它菜系，卻也不大相信中國人吃蝙
蝠會不先去毛。後來證實了「中國女郎
喝蝙蝠湯」的視頻原來是中國台灣地區
的人，跑到太平洋帛琉去品嘗當地特色
美食的紀錄。然後再有人挖出近年來弄
得台灣地區民不聊生的蔡英文也吃過這
「蝙蝠清湯」！至於流行以蝙蝠入饌的
國度，則是東南亞某國。
香港人確是「善忘」！幾年下來，

當日抗疫專家的「專業判斷」出了大
錯，卻忘記了向中國和中國人道歉。新
冠疫情一不是中國武漢人害的（反而極
大可能是某國運動員輸入），二不是中
國人濫吃「野味」害的，教授閣下憑什
麼草率武斷地罵中國、罵中國人？
筆者能夠看得出「蝙蝠清湯」不可
能是中國食制，只是吃粵菜數十年學會
的小常識。蝙蝠雖然會飛，但牠屬哺乳
類而不是鳥類。民間稱哺乳類的毛為
「圓毛」，不能吃；禽鳥類的毛是羽
毛，民間慣稱為「扁毛」，偶然吃進胃
類亦無妨。所以中國人吃豬牛羊等主要
肉食，都要將毛刮淨燒光；吃雞鴨鵝而
偶有三數莖羽毛未清也不妨事。蝙蝠屬
圓毛而非扁毛，若以之入饌，必得如豬
牛羊那樣除毛才是。
第一次知有「扁毛」一說，是讀金

庸的《神鵰俠侶》，寫周伯通與神鵰交
手，老頑童就罵了神鵰為「扁毛畜
生」，當年也未知為什麼叫「扁毛」。
後來倒是家母詳解了扁毛吃不壞，圓
毛不可進肚子的民間智慧。家母幼逢
戰亂而失學，識字不多，但是傳統家
庭主婦卻也傳承了許多老祖宗的智
慧。看來「專家」大老爺雖然書讀得
多，但與潘某人小時候未聆母教時，是
同一個水平。結果專家一見「中國女郎
喝蝙蝠湯」，就跟着社會上的愚夫愚
婦瞎起鬨，少見多怪而自以為是，當
為識者笑了。
香港人苦西方謊言洗腦久矣！
近十年間的所見所聞，讓筆者深刻
反省，過去半世紀接觸過涉中涉外的新
聞、資料、學說等等，凡是褒美西方
的、凡是踐踏中國的，都要重頭審視，
看看要不要修正調整呀！

聽聞「中華文化」，你們腦海會聯想什麼？
在「樂寫中華文化生活寫作坊」的首堂，我這樣問學
生們，得到許多不同的回應。
有人想到中華美食如餃子、湯圓；有人想到特別的節

日和習俗，如過農曆年、舞獅等；也有人想到中國書法、剪紙、粵劇
等。堂上大家以腦激盪，分享討論，不難發現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涵
蓋面廣，多姿多彩！身為中國人，我鼓勵學生們對中華文化宜深入認
知，把自己的觀察和學習感想寫下來，這就是本寫作坊的大目標。
由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盛大開幕了，我和潘金英都想讓寫作坊

學員去參觀遊學，親近當中珍貴的文物，引發寫作興趣。我們籌備並
4次出訪香港故宮文博館，拍攝及錄製視頻，並安排學員於線上觀
影，跟着主持的步伐，參觀這所建得典雅並具現代感的香港故宮館！
由於他們的家長仍未有機會帶他們去參觀，他們趁着這機會先宏觀展
館，觀賞館中一些重點文物，初識及親近，愈發好奇後，如他日可實
地再參觀時，就能更深入細緻探究那些珍貴的文物了。
學生們通過遊學觀察香港故宮館的珍藏，感知宮廷文化、皇帝衣

飾及各種時鐘、寶塔、食具，文房用品之精巧，讚嘆古代工匠之巧手
設計和才藝，學生們恍似穿越時空，走進清宮去過皇帝生活哩。
學生們一入該展廳門口，就深受吸引，屏幕展示太陽升到宏偉的宮

殿之上，映照着飛檐上的各種神獸，令人彷彿走進古代現場，看皇帝
上朝前如何穿龍袍，工作後寫書法、喝茶，或聽戲曲；皇帝的餐桌會
有什麼呢？原來皇帝對飲食很講究，不時不吃，配合季節，又喜吃火
鍋呢！
我於寫作活動環節，讓學生們沉浸於傳統歷史文化的氛圍中，選取

其特別感興趣的題材來寫。我鼓勵他們以活潑的故事，發掘及傳達中
國文化獨特的智慧和氣質。有學生用擬人法書寫皇帝印章的煩惱，因
皇帝看奏摺後每次蓋章前，均要細思考量，才作決定。又有學生寫四
象時鐘的自述故事，它是外國
獻贈皇室，作文表達了文物背
後的歷史深意。更有寫古瓷器
經歷戰火的洗禮，後得文物復
修者補救，才能再展光輝，見
證中國文化的力量。
相信青少年積極參與這創作

坊，以文字及繪圖發揮，能帶
給他們有趣豐富的收穫及文化
自信哩。

遊學故宮 文化自信
再有幾天，就
是冬至了。您走
後的這些年，每
到這天，我都會

去後山看您，在您的墓碑旁坐
一陣，陪您說說話。我知道您
一定一邊聽着，一邊笑着，您
會緊緊地牽着我的手，像兒時
那樣，生怕我走丟了。倘若有
風，您鬢角的白髮就會不經意
地露出來，被陽光暖暖地曬
着，既燦爛又讓人心酸。
母親，我其實一直都非常內

疚，您走得太早，我長大得太
遲，以至於當我大學畢業、找到
第一份工作時，沒有機會如其他
同齡人那樣，將第一個月的薪
水歡天喜地地交給您，或是為
您買點什麼，表達我的孝心。記
得那天，我將自己一個人關在屋
子裏，默默地哭了整晚，「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一種心如刀割的
疼痛，更是生命中一種深刻的孤
獨。雖然，後來我用了很多年，
漸漸地明白，這種孤獨是每個
人都必然經歷的，但我仍然會不
甘心地詰問，為什麼要讓我那樣
早地承受？我多麼希望上蒼可以
給我哪怕一次的機會，讓此刻的
自己，仍然有您無盡的「嘮叨」
陪伴，仍然讓我在疲憊和無助
的時候，可以在您的懷抱裏，恣
意地躺一陣、休息一下，仍然可
以在這寒冷的冬日喝一口您用心
煲好的暖湯，聽您輕聲地喚我：
「回來啦，累壞了吧。」可是，
母親，您怎麼就那樣早地走了

呢？
母親，您給予我生命，更影

響着我的生命。您走後的這些
年，我必須獨立面對很多人生
的選擇和挑戰。從您的身上，
我學會了如何微笑着回擊命運
惡意的嘲諷。我自出生就沒見
過外公外婆，他們在您還是孩
子的時候就已去世。您讀書、
工作，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
重任，撫養小舅父、小姨母，
然後您結婚了，哺育我長大成
人。每當我遇到生活的難題
時，我總會想：您當年遇到的
難處一定百倍於此，您又是如
何度過？每每想到這，我就會
一點一滴地振作，讓自己變得
更加堅韌和頑強。
母親，您一直出現在我的寫

作裏，因為正是您，在我啟蒙
的年紀就教誨我：一個人，必
須懂得探索新知，就如同一輩
子生活在海邊的人，倘若一直
沒有去海的另一邊跑一遭，就
永遠不會知道海的那邊有什
麼，那景致能不能足以改變自
己的心。這些年，我之所以能
夠堅持一邊工作、一邊寫作，
正是因為您的這些教誨，讓我
始終保持生命的覺醒、靈魂的
鮮活，讓我在努力開拓視野、
豐富人生旅程的同時，做一個
有感情的真實的人。這注定令
我終身受用。我把這些，也同
樣教授給我的學生們。
母親，我始終知道，您從未
走遠，您，就在我身邊。

一封家書

最近有一位在中國居
住多年的西方網紅，批
評多國制裁中國，壓制

中國發展和富強的做法是愚蠢和野蠻
的行為，這只會適得其反，令中國發奮
圖強，變得更強大。因為西方不明白中
國人的性格是遇強愈強，中國人遇到問
題總會去想辦法解決，而不是去侵佔
或打擊別人。這種想辦法的性格，最終
都會令他們被制裁和剝削的項目成為自
身的優勢。
從這位西方網紅的言論，令我佩服
他對中國民族性的了解，對中國歷史認
識的透徹。想想我們一代又一代自小接
受的教導就是自強不息，這也是我小學
的校訓。遇到困境，遇到外侮，並非侵
略打倒別人，是躬身自省，去想辦
法，去保護自己，即如築起萬里長城這
麼艱辛！
這個築長城的民族，給孩子講的是
什麼故事？是愚公移山、鑿壁偷光、懸
樑刺股、三折其肱、破釜沉舟、臥冰求
鯉、臥薪嘗膽、牛頭掛書……教孩子

要像司馬光破缸救友那樣危急智生，要
剛毅與睿智並重。
故此我們自小便知道要力爭上游，

勤能補拙，人定勝天，有志者事竟成。
有沒有讀過書的，嬤嬤公公也會說人要
心強，樹要皮硬；山是一步一步登上來
的，船是一櫓一櫓搖出去的；連拜佛的
也會說人爭氣，火爭焰，佛爭一炷香。
這些掛在口邊，成為日常對話的哲理，
就是努力不放棄，總有辦法。
我孩子年幼時，很流行腦筋急轉彎

的書，就是教導兒童想辦法去解決問
題，我當時就因應他們的程度自行設計
一些困境，讓他們去思考各種不同的解
決辦法，這動腦筋遊戲他們很受落。
他們長大後深感這個訓練讓他們不怕
面對困難，懂得想辦法去解決問題。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明白國家被欺壓

制裁不打緊，我們總會想到辦法，正如
我們曾在航天科技落後被排斥，今天我
們的航天工程領先世界。深信有天我們
也可以創造出更超越的晶片、擁有更出
色的科技……

中國人的想辦法

這兩天在看《國王的兩個身
體》。這是一部關於中世紀的
歷史巨著，把國王區分為政治

身份和肉身，然後來討論肉身和精神性之間
的差別。為了清楚表達這個主題，作者康托
洛維茨組織了很多有趣的材料。
其中一則，是說愛德華六世在未成年時就

定了一份租約，如果按照常理，這份租約是
無效的，可是王室律師團和高級律師公會一
致裁定租約有效，因為國王有兩個身份，作
為精神性代表的國王身份因其擁有超越時間
的永恒性就應當被看作高於肉身。所以，判
案應當遵守第一重身份而不是第二重。作者
說，這個案件在當時家喻戶曉。
這本書目前我還沒有看完，不過依照這兩

種劃分，作者顯然採用的是主題敘事，而非
編年敘事。因為編年體不可能產生出一個什
麼主題來。歷史在被回顧的時候多數顯得雜
亂無章。以二十四史來說，假如你懷着某種
美好的宏願準備一睹為快，很快你將會放下
這套書。因為它當中按照編年所記錄的事一
件接着一件，且同等重要，又同等簡略，以

至於對那些沒有豐富史實功底的人來說，這
書便因書中人物早已作古而喪失了對「我」
的重要性，因之，書讀起來便形同嚼蠟。
所以，編年體最大的問題看起來似乎是缺少
邏輯。除非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從編史者的意
圖去看他的構思，編年史就顯現出了結構主義
的特徵，它依靠分類，把當時的諸多史實歸為
帝王篇、后妃篇、重臣篇等等。這些人於是就
像上了封神榜，就此有次序的位列仙班了。
這種官方歷史有某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影

子。因為說到底，它或許有些評論，但都較
為克制。尤其是每一代的歷史實際上是由後
代編撰而成，它受限於書中人權威的可能性
就不大了。而且這種基於社會職能所進行的
區分，並不能稱之為是完全的建構，它的劃
分標準是跟權力關係相關，而權力關係並非
我們在批判之時所展示的那樣是一種純粹建
構，它的存在或多或少是某種自然導致的。
在中文的語境下，我們常常喜歡將力量和
權力分開來看，然後再把前一種與自然之力
（力氣等）結合起來，把後一種和文明結合
起來。可如果去看西文，會發現有一個詞同

時指代這兩者，這個詞在英語裏是Power，法
語叫Pouvoir。這種不區分反倒更清楚，因為
它將自然和建構放在一起去看，你可以承認
自然同時去承認建構，但也意味着你可以在
反思自然的同時反思建構。
然而官方史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部分。真

正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給出一種可能性，即回到
某一個在此之前的時代，而且，這種回到是
全方位真實的。甚至可以說，歷史唯物主義
是歷史學存在的最終和最基本的依傍。沒有
了依託時間可以到達一種過往的真實，歷史
就與文學重疊了。即便是思想史，也是依託
於某一個思想發展和演變的，並且，要真正
了解一個思想的演變，你只好回到當時的情
境當中。否則，思想史又與哲學重疊了。
所以，歷史唯物主義有點像一個文件夾，所

有東西都被記錄下來，每個文件有一個自然
的名字，而且他們沒有被歸類。因為隨着認
知變化，文件常常會被歸錯類，到最後你什
麼也找不到。反倒是不歸類，按照時間，當
你回溯的時候，翻到一個文件，那一時期的所
有文件就都出來了，而唯物正是一個生態。

歷史唯物主義意味着什麼？

豬仔媒人
豬仔媒人在閩西這地方曾是一種

職業，並且這媒人都是清一色的男
人，每逢墟天，在生豬市場上，就一
定會出現這樣一群人，不需任何工
具，靠着一張嘴討生計的豬仔媒人。
上世紀七十年代，全社會大力推

廣養豬，農村提倡一畝一豬、一
人一豬，街道也宣導居民養豬，母親了
解情況後便蠢蠢欲動，即叫父親將一張
破舊的八仙桌三面用木板釘上，留一面開
個門，桌子上方釘上雨毛氈遮蓋防水，桌
子下的4個腿還安了4個軲轆，便於推出
清掃豬糞，就這樣，一個既新潮又新式的
豬圈就落成了。
大墟那天，母親起了個大早，提個長

籃，籃裏放進些稻草後便拉上我一道去東
市場抓豬。東市場豬牛交易場裏熙熙攘
攘，人聲夾雜着豬牛聲沸沸揚揚，場地內
遍地都是牛屎豬糞，臭氣熏天，我跟在母親
後面低着頭小心翼翼左躲右閃怕踩到屎。
「當兵不怕死，作田不怕屎，怕屎養什

麼豬。」一位蹲在低矮的拴牛繩欄杆上、
滿臉鬍子拉碴拿根煙桿抽着旱煙的中年男
子，看也不看我便甩來一句。
母親見狀走了過來說：「這大哥，我們

雖說是居民戶，但我家是個大家庭，每天
的潲水不少，再買些地瓜、麥皮糠，抓頭
小豬養沒問題的。」
「這麼說是我小瞧你們了，對不起，鄙

人姓吳，人稱豬媒老吳，是這裏的生豬交
易員。走吧，我幫你們去相一頭好豬。」
當老吳了解到母親想抓頭黑豬女時，他竟
然幽默詼諧地唱了起來：「高老莊，高翠
蘭，二師兄娶你入洞房，找到好人家，不
愁吃來不愁穿。」
一會，老吳帶我們走到一個豬簍前，一

隻手從簍裏七八頭小黑豬中抓起一頭的後

蹄，另外一隻手抓起這隻小豬的前蹄，豬
頭對着自己道：「獅子頭，騾子身，竹兜
嘴，雙瞳亮，四腿壯，腰板硬，就這頭
好。」他還將小豬的肚子翻了過來道：
「諾，12個乳頭，以後會生養一大窩小豬
呢。」母親雖然沒有養過豬，但來抓豬之
前已向鄰居們請教過，抓豬主要看頭部、
頸部、軀幹、四肢和尾巴5個部分，母親
看了看，那「五要素」基本符合要求，就
由着老吳過磅，付了豬款，並與賣方各自
付了老吳5毛錢的豬媒錢。
這頭小黑豬買回來後，在母親的精心餵

養下，倒也如老吳所說，是頭好豬，日見
長大，到了後來每日可長膘斤餘，半年後這
小豬已長成一百來斤的豬條，腹大拖地，
背部凹陷，在那八仙桌做成的豬圈裏牠已
無法轉身了。母親本想把牠殺了，還些人
情賬，後來又想，人生第一次養豬應圖個完
整，還是賣個整頭吧。於是，便叫上我一
起將豬抬到東市場去賣。剛走進市場，眼
尖的豬仔媒人老吳一眼就認出我們，見我
們養的豬後，立即提高嗓門吹噓一通：
「看，我推舉的豬崽連居民戶養殖每日都可
大1斤多，我多有眼力見呀。」母親沒多回
應，只是請老吳做個豬媒把豬賣了。
第一次嘗到養豬的甜頭，母親還想繼續

養，於是，接下來的一個墟天，母親又拉
我去抓豬。這次，母親想也沒想，直接找
上老吳，請他做豬仔媒人，老吳也乾脆，
帶母親來到一豬簍前，抓起一頭小黑豬
說，這頭不錯。母親也沒有按前次那「五
要素」去觀察了，完全相信老吳的眼力
見，過秤後付了豬款豬媒款將豬崽放入長
籃直接提回家。母親依照上頭豬的飼養經
驗，每日精心餵養，可這豬就是長勢緩
慢，一個月下來也大不了幾斤。母親這才
對這豬細觀察，發現這豬撬食拱食甚至挑

食是嘴過長的原因，且四肢細，雙耳厚而
硬這些都不符合抓豬「五要素」，更可氣
的是，這細長的豬尾巴竟然還露出一節節
竹節般的白骨，買時可能被塗上墨水隱
蔽，如今全部顯露出來。母親氣得不行，
上市場找了老吳，老吳竟嬉皮笑臉狡黠
道：「大妹子，一頭豬媒錢才5毛，這頭豬
別人出了2元的媒錢，我只好給推銷，對不
起了。」母親聽後哭笑不得，想想也是自
己看豬看人走眼，無奈，只好自認倒楣。
母親自此以後買豬賣豬再也不找老吳做

媒了。
一天，母親與我又去賣了一頭豬，剛做

完交易，天空上淅淅瀝瀝下起了雨，因沒
帶雨具，母親與我一道呆在那等待雨停。
漸漸地生豬市場人已稀少了，但卻見一對
母女倆愁眉苦臉呆在那不走，一打聽，才
知這母女倆從大山裏抬出一頭豬來賣，豬
沒賣成，城裏又沒有親戚，且身無分文，
愁腸九轉，一時不知道怎辦才好。不料，
這時豬仔媒人老吳卻走了過來，問明情況
後猶豫一下竟然出主意讓這母女的豬抬到
他家他幫忙養幾天，待後墟這母女出來再
賣。母女倆聽後千恩萬謝，但卻依然未
動，老吳看後很火：難道還想我來幫你們
抬豬？那女兒只好猶猶豫豫紅着臉道出原
委：我們回山裏路還很遠，但現在連吃碗
點心的錢都沒。「人情做到底，送佛送上
天」，老吳一邊非常惱火說着，一邊極不
情願從口袋掏出一塊錢，猶豫一下走到母
親面前道：大妹子，換兩張5毛錢的來。
換完錢，用一種極其大方的手勢將一張5
毛錢的塞給那母女倆，另一張5毛錢的卻
小心翼翼地放回口袋。這情景不但讓我感
到驚訝，也讓我看到人性的另一面。我呆
呆地看着那母女倆戴上斗笠抬上豬，跟着
老吳消失在雨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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