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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小豬的故事

我的兒子洪鈞，今年九歲，十分聰明，對醫學、電

子、機械等知識特別有興趣。每次到圖書館，他對這類書

籍都愛不惜手，這可能是自少受到爸爸媽媽的相同背景和

興趣所熏陶。我們都是在醫院工作，也懂得中醫，喜愛研

究中西醫結合治療。其實我們也是刻意培養兒女在這方面

的興趣，因為希望我們的研究能後繼有人。但想不到因而

令他變成「問題少年」：因求知欲過強，每事問。有時候

為了要應付他的另類問題，我用盡多年從書本上得來的知

識還不夠，加上工作及人生經驗，仍感到左支右絀，差點

吃不消。唉！唯有當這是為他將來的「通識教育」做好準

備吧。

這是難得的星期天，因為答應了帶洪洪到住在粉嶺的

大舅父家去踏單車，一大清早便被他吵醒了。匆匆吃過早

餐，坐巴士轉火車，下車後還要步行15分鐘才到。我帶

着沒精打采及睡眠不足的黑眼圈，拖着興高采烈一跑一跳

的小洪洪經過河邊，早上的空氣非常清新，涼風吹送着淡

淡的草香，令我感到精神為之一振，便建議在河邊的長椅

上坐下來欣賞風景。

洪洪說：「媽媽，為什麼不見母雞和小雞在河邊散

步，小鴨子也沒有出來玩耍，牠們去了哪况呢？」細看之

下，不但四野無人，連小動物也沒有。

「洪洪，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因為近來禽流感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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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發生，大家都提高了警覺，很多家况有養雞鴨的，也

盡快把牠們賣掉或吃掉。小雞和小鴨可能害怕，躲起來

了。」

「媽媽，牠們真的很可憐呀！有病已經很不幸，生病

也不是牠們希望的。為什麼人們還要殺死牠們，連沒有病

的也不放過呢？」他緊張得差點哭出來了，在為小雞和小

鴨抱不平。

「洪洪，這是迫不得已的。因為怕牠們的流感會傳染

我們，所以便斬腳趾避沙蟲，如果演變成人傳人，便會有

很多人死亡。」

「媽媽，若禽流感真的會人傳人的話，你和我是否都

會死？死了便見不到爸爸媽媽，我不想死呀！」小孩子急

得哭了起來。

撫着兒子的頭，其實我也很擔心，唯有安慰他說：

「傻孩子，不用害怕。現在還未有人傳人的個案出現，或

許不會人傳人呢。又可能到人傳人的時候，我們已經發明

了治療的方法。說不定禽流感的病毒不如我們估計的厲

害，人類感染了，也只會像一般流感病一樣，不但不會死

亡，還很快康復呢。一切還未出現，不要只向壞處想，自

己嚇自己。」

洪洪聽了媽媽的話，便不哭了，可是小小的心靈還是

很擔心，因為近來報章、電視對禽流感的廣泛報道，實在

令人心徨徨，莫說小孩，所有市民無不談禽色變，整個城

市籠罩在一片恐懼之中。

看見兒子仍然愁眉不展，希望能令他放鬆心情，便

說：「洪洪，不如媽媽講一個故事給你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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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什麼故事？」每個小孩子也愛聽故事，知道

有故事聽，洪洪便立刻高興起來。

「是三隻小豬的故事。」

「三隻小豬的故事？我讀幼稚園的時候，老師也說過

給我聽，是說三隻小豬建房子。教導我們要勤力，不要懶

惰。我已經聽過了，不如你說別的故事給我聽，好嗎？」

他有點失望。

「洪洪，媽媽今次說這三隻小豬的故事，和你聽過的

不同。雖然今次也是關於建房子，但那房子不是用來住

的，是用來保護身體健康的。你要好好用心聽着，看看你

明不明白故事的含意。」

「好，媽媽你說吧！」說罷，他便安靜的伏在我的大

腿上。

「從前有三隻小豬，一天，豬媽媽對小豬們說：『孩

子，你們三個都長大了，要離開媽媽，學習獨立生活了。

首先你們要為自己身體建一所房子，來保護健康，因為媽

媽不能再照顧你們了，以後一切也得靠自己，有好的身

體，才可抵抗疾病，快樂地生活下去，知道嗎？』

三隻小豬答應了豬媽媽，便各自離家了。大豬比較懶

惰，他為自己的健康所建的房子，是有病便去藥房買藥

吃，嚴重一點便去看醫生，完全是倚賴醫藥。一天，有一

隻沙士病毒來了，大豬的身體沒有抵抗力，一下子便病倒

了，雖然他立刻去看醫生，可能因為這是一種新的病毒，

醫生也沒有針對性的特效藥，所以病情變得十分嚴重，幾

經辛苦，才能逃過鬼門關。

與此同時，沙士也攻擊二豬，由於二豬為自己健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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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房子，除了依賴醫藥外，平日也十分注重家居和個人

衛生。因此沙士的攻擊，未能對二豬造成傷害，經此一役，

二豬認為自己的健康房子是最堅固的。過了不久，又有一

隻新病毒來了，牠的名字叫禽流感。雖然還未開始攻擊，

可是牠的殺傷力早已給人廣泛地報道了。二豬十分害怕，

開始對自己的房子失去信心，於是便去找三豬討論一下。

二豬對三豬說：『禽流感快來了，你為自己健康所建

的房子可以抵抗嗎？』

三豬說：『不知道，平日除了有病看醫生外，我也保

持家居和個人衛生，每天還做運動來鍛鍊身體，早睡早

起，不良的生活習慣從不沾染，對日常的飲食更為注重，

把這所健康的房子，保持在最堅固的狀態，我想應該會有

一定的保護力。可以做的我也全做了，如果這樣也不行，

便只有無奈的接受。但我深信，這房子是最堅固的。禽流

感你儘管來吧！』

聽了三豬的說話，二豬才感覺到，原來自己所建的房

子，有這麼多不足之處，牠慶幸還未遇上禽流感，於是立

刻向三豬學習，把自己的健康房子從新的再建立起來。說

到這况故事亦完結了，洪洪，你認為如果禽流感來攻擊的

時候，二豬三豬可不可以抵抗呢？」

「媽媽，我認為一定可以，二豬三豬所建的健康房子

這麼堅固，牠們又這麼努力，身體的健康一定比別人強，

抵抗力也會特別高。就是受到病毒入侵，也會比別人快康

復，病情也較輕。」

「洪洪，答得好。這樣你應該知道如何面對禽流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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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知道了。我要向三豬學習，除了保持衛

生，還要注意日常生活習慣和飲食健康，築起自己堅固的

健康房子。」看一看手錶，時間不早了，要趕快起程到大

舅父家去，小孩子又可以多做運動來提高抵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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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子畢之道‧富家子的故事

近來傳媒對禽流感的報道零星而持續，似乎病菌已經

隨着候鳥的遷移由東南亞向西北各地以至全世界擴散開

來。首先只是禽鳥之間的感染及死亡，漸慚在越南發現與

牠們有頻密接觸的人開始病倒，有報道指出土耳其有兩姊

弟證實死於H5N1。因為這病毒死亡的人已越來越多了，

醫院及學校已經亮起「黃色戒備」，即香港鄰近地區發現

個案，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止感染措施，保持個人衛生。而

洪洪的學校亦加強衛生教育，舉行有關禽流感的討論及壁

報比賽，因為他是參賽者，所以非常積極的搜集資料。

這天晚上，正在準備教材的時候，他給我看了一則報

道，內容是：「自盤尼西林發明後，全世界都驚嘆它的殺

菌力，加上疫苗的誕生，醫生像得了兩件法寶似的，能對

抗一切病毒。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布：傳染病相

繼受到控制，天花更在全球絕跡。令人相信傳染病已經不

能對人類產生威脅了，可是事實卻不是如此，隨着新的病

症相繼出現，如愛滋病、依波拉病毒、拉沙熱等，使人們

懷疑先前的想法是否過於樂觀。還有記憶猶新的沙士事

件，和就在身邊的禽流感，加上其他一直活躍的瘧疾、霍

亂、登革熱、乙型腦炎等，在發展中國家亦有變本加厲的

趨勢。至此人類才如夢初醒，無情的事實，狠狠地打破了

科學家的幻夢，把他們那件國王的新衣撕了下來，一瞬間

像赤條條的光着身子。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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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人類自大的心和一時的成功，把其他聲音遮蓋

了，令他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因而導致失敗。其實他們

只是凡人，既不是神仙，亦不是先知，所以絕對沒有未卜

先知的能力。而疫苗的產生，是首先有了細菌，繼而從牠

身上加以提煉稀釋，做成疫苗，注射入人體內，讓免疫系

統得到認識和練習對抗這種病菌的機會，產生抗體，從而

減低病毒對身體的損害。所以疫苗對已知的病毒真的很有

效，但對未知或容易變種的卻無能為力了。」

剛想稱讚這則報道精采的時候，又看見他有點苦惱的

樣子，便問道：「是否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媽媽，每一年我的好朋友林林都有打流感針的，但

為什麼仍然會生病呢？」唉！可能又要花一些時間作親子

討論了，便請他在我的身邊坐下來。

「誰說打防疫針後是不會生病的？報道亦提到疫苗是

把稀釋了的病菌注射在健康的人身上，讓免疫系統得到認

識和練習的機會，令他的身體自己產生抗體，這當然需要

病一次啦。」

「那麼全世界的人都去打禽流感疫苗便不用怕了，道

理很簡單，為什麼醫生哥哥不知道的？」他像發現了新大

陸似的。

「你真聰明！但我們一定要把先後次序的關係弄清

楚，要先有病毒後才有疫苗。雖然現在有禽畜類的

H5N1，但還沒有人類互傳的病毒，而且又沒有辦法預知

將如何變種，及其後的威力，所以你的建議暫時行不

通。」

「那麼預防流感疫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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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每年的預防流感疫苗？這只是根據以往的經驗

而估計，選出適用的疫苗。世界衛生組織每年都會按照過

往社會上流行的流感類型而作出建議，若病毒沒有變種的

話，當然非常有效，但如果變了種，便沒辦法了。因此每

年流感高峰期，有些人好像你的朋友一樣，就算打了疫

苗，也受到感染。打針只是賭一賭運氣。」

「媽媽，我覺得好像有些自己欺騙自己似的。」唔，

真的口齒伶俐。

「真不知是被自已還是別人欺騙了。哈哈！這使我想

起有一天從報章看到的文章說：『在沒有交通工具之前，

驢子被利用來運送物料，但又沒有足夠的工人去驅趕牠

們，於是聰明的人想出了一個很有效的辦法。便是利用驢

子貪吃的天性，只要用一根竹桿吊着一個紅蘿蔔徧在牠的

背上，紅蘿蔔在面前不遠處搖晃。驢子看見前面的紅蘿

蔔，便以為努力的往前跑便可以有東西吃，但結果當然是

吃不到啦。』」

這時候洪洪有點忍不住的笑出聲來說：「真是一場很

可笑的比賽！你是否在把疫苗比喻為驢子，病毒是紅蘿蔔

呢？」

「對，認為疫苗會贏的人們，便有點像驢子般給欺騙

了，是個大傻瓜！但若現代先進的科學和醫藥，也不能幫

助我們有把握地對抗傳染病，那麼我們還可以依靠什麼來

保護呢？莫非只能眼白白的等待病菌侵襲，就好像小雞和

鴨子一樣那麼被動？」我突然有些擔心了。

「媽媽，那麼就算我們採取了所有措施，包括：保持

家居和個人衛生、有病看醫生、避免接觸禽鳥。建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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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豬一般牢固的健康房子，也可能不足夠抵抗禽流感

呢？」

唉！一時間，我也無言以對了。心想不如請他早點睡

覺，讓我有一點時間到圖書館或上網看看有沒有相關資料

再作討論吧。又不想令他失望，便托詞說：「啊！你的問

題很有意義，依我看來好像還需要很深入的討論才能找到

答案。但現在時候不早了，你明天又要很早起床返學，媽

媽答應你明天放學後再討論，好嗎？現在乖乖的上床睡覺

吧！goodnight。」

「好啦，媽媽，goodnight。」等洪洪睡着了，我便急

不及待的上互聯網找答案。

到第二天吃晚飯的時候，電視報道山西又有數百隻雞

突然死亡，現在正準備撲殺附近農場的數萬頭雞鴨。

「唉！以前都有發雞瘟的，但好快便沒事了，亦不會

雞飛狗走，傷亡慘重，真不知是雞行衰運還是人類的不

幸。你說今次如果人傳人的話，我這個老人家都劫數難逃

了。」浛浛說罷眼角似乎隱含淚光。

整個飯廳的氣氛突然暗淡下來了，每個人都感到有些

難過，正想說些開心事情分散大家注意力的時候，洪洪突

然又說：「媽媽，我今天和林林討論過兩天前老師問的問

題，他也沒辦法回答，看看你會不會知道答案。是關於我

們能否更主動地去爭取保護，逃過禽流感這一場大災難呢？

她說1918年也爆發了一場流行性感冒疫症，非常恐怖，死

了很多人，總人數比戰死於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和

還要多，數以百萬計。但有些人卻神奇的活下來，科學家

到現在還找不到答案。」哈哈，今次媽媽早有準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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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討論如何主動之前，不如先說一個笑話給你

聽，好嗎？」大家都想放鬆一點，便異口同聲的說

好。

「從前有一個大將軍，他十分勇猛又威武，對國家非

常忠心，獲得皇上的器重。這天他正在邊境巡視，監察軍

情，以防有外敵入侵。一名探子向他回報：『報告將軍，

邊境有很多敵人，他們似乎是準備入侵我國。』

『豈有此理，什麼敵人，竟敢來犯！』

『報告將軍，不知道。』

『他們有多少人？』

『報告將軍，不知道。』

『離我們多遠？』

『報告將軍，不知道。』

『敵人是從那個國家來的？』

『報告將軍，不知道。』

『是海軍還是陸軍？』

『報告將軍，不知道。』

『他們用什麼武器？』

『報告將軍，不知道。』

『敵人準備從那條路線進攻？』

『報告將軍，不知道。』

『是男還是女？』

『報告將軍，不知道。』

『問你什麼都不知道，你是怎樣做探子的！你叫什麼

名字？』

『報告將軍，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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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大膽，我問你叫什麼名字，你竟敢戲弄我，你是

不是想殺頭？！』

『報告將軍，我真的叫畢之道呢！』

『畢之道，不知道，我給你氣死了。快滾吧！』」

「哈哈︙︙︙哈，真的很可笑！」浛浛、女兒和洪洪

都笑得差點嗆倒了，又咳又笑。唉！總算令大家都心情開

朗了。

「你們真是笑得很開心，小心吞錯喉嚨。但我就覺得

很擔心了，慶幸這只是一個笑話，若是在現實世界，這探

子早給將軍殺頭了。可是這個笑話在今天，卻正是我們要

面對的黑色幽默。面對禽流感這個將會到來的敵人，我們

對它的認識，就像那個探子回報一樣，一無所知。在這個

情況下，假若你是那個將軍，你們將如何應付？」

洪洪說：「媽媽，我不知道。」

「也許方法只得一個，加緊訓練自己的軍隊，提升作

戰能力，作好一切準備，這樣或許能使敵人知難而退。

對我們的身體來說，也是同一道理，增強我們的體質，

提升自己的抗病力，作好面對禽流感的準備。這個便是

我說的主動方法了。洪洪，我反問你一個問題。究竟世

界上有沒有一樣東西，給我們健康做保證，能永遠抵抗

病毒入侵，像中國的萬里長城一樣，給人民一份信心和

安全感呢？」

「媽媽，對不起。這個問題比剛剛的更難。我又要叫

不知道了。」他這樣回答，連姊姊和浛浛都捧腹大笑，吃

進口的𣆥菜都差點噴出來了。

「囡囡，你知道嗎？」洪洪的姊姊坤寧比他大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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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開始青春期，對一切漂亮的東西都感到興趣，一向較為

文靜，聰明和喜歡思考。

「媽媽，我也叫不知道。」她忍着笑來回答。

「答案是有的，只是被我們忽略了。有沒有聽過富家

子餓死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一個非常富有的商人，他

到很老的時候才生下一個兒子，所以對他十分鍾愛。自小

那孩子便過着豪華的生活，吃的用的皆是極品，他想要的

東西，商人都一定想辦法滿足。漸漸那孩子長大了，商人

亦老了。人老了自然容易生病，商人的身體一天天的衰

弱，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雖然他不怕死，但唯一放

心不下的便是這個兒子，眼看他每天只管吃喝玩樂，揮霍

金錢，其他的事便一竅不通。雖然請了很多老師來教導，

可是他本性懶惰，無心向學，還把老師氣走。心想兒子這

麼懶惰，自己死後還有誰來照顧他呢？雖然有百萬家財，

足夠他一輩子享用，但人心險惡，兒子又那麼笨，若給人

騙去家財，真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了。為了不想心愛的兒子

餓死街頭，商人想出了一條妙計：他把一半家財藏在一個

秘密的地方，繪下藏寶地圖，並把它縫在兒子的內衣况。

希望將來兒子沒錢用的時候，也可以利用藏寶圖尋回餘下

的家財，富足的活下去。不久商人去世了，臨死前他沒有

把這個秘密告訴任何人。他估計得非常正確，兒子承繼了

家產不過半年時間，便給人騙光了，最後只得流落街頭。

因為他十分懶惰，不願工作，寧願行乞度日，甚至連自己

的內衣也沒有洗過，當然不會發現那張藏寶圖，因此便一

直做乞丐，最後還餓死了。若然他發現那藏寶圖，便不至

於餓死街頭的。身懷如此財富卻結果連買東西吃的錢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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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是一個諷刺。你們知不知道自己的身體也擁有一個

十分寶貴的寶藏嗎？」

「我們也有藏寶圖？」聽了媽媽這樣說，全部人包括

浛浛也大吃一驚，心中記得每天也有更換內衣的，但好像

沒有什麼地圖。

「這個寶藏比藏寶圖更珍貴，因為它能保護我們的健

康，是與生俱來的，在我們呱呱着地的時候已一直存在，

從來也沒有離開過，只是多數人也都和富家子一樣，忽略

了它的存在，沒有好好的利用和珍惜它！」

「媽媽，快告訴我，這個寶藏究竟是什麼？」洪洪和

寧寧，異口同聲，急不及待的想知道答案。

「這便是我們身體內的免疫系統。它肩負起保護身

體，對抗病毒的責任，幫助我們在細菌滿佈的環境中，繼

續生存下去。不管病毒有多強，形勢有多險，身體有多虛

弱，就算科學和醫學都不能幫助，它都不曾離棄我們，像

一個勇敢而盡責的將軍默默地守護着。」

「它是守護天使嗎？」寧寧說的形容詞真的可愛。

「可以這麼說。你知道嗎？曾幾何時，我們的祖先也

十分信任這個守護天使，可是當人類在科學和醫學上有突

飛猛進的成就後，近代的人開始倚賴藥物。漸漸地，抗生

素便取代了免疫系統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不自覺地忘掉了

這個世世代代的守護神。被離棄了的祂只好默默地沉睡下

去，就像鋒利的寶劍給埋在泥土况，被空氣慢慢令它氧化

生𣁾。」

「媽媽，我好像覺得很不開心！」洪洪一向是感情豐

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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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洪，我覺得近幾年，人們的思想及信念開始改變

了。因為經歷了多種新病毒的出現，造成重大傷亡，如最

近的沙士，和快將到來的禽流感。傳染病毒的變種實在是

超出了科學家的想像，還有抗生素的濫用，導致細菌產生

抗藥力，這使科學家開始懷疑，單靠藥物是否能抵抗日新

月異的病毒？所以人們開始考慮整體的配合，如：個人、

環境衛生、生活習慣和健康意識等，才能有效地控制傳染

病，減少它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我們的守護天使再一次

受到重視。有些人更可能跨張的認為，增強免疫系統便能

百毒不侵。後來更因基因學的發展，對現今很多疾病作出

新的闡述，而發現它們的形成往往與免疫系統失衡有密切

的關係，故而引伸出與免疫系統有關的治療。他們發現很

多疾病，基本上只靠自己身體的免疫系統已經能應付自

如，若能加強免疫系統的功能，則大部份疾病也能預防，

包括減低患上癌症的機會。」

「嘩！好像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似的。」洪洪開心得拍

起手掌來。

「唉！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好消息。因為這個理論已

漸漸被醫學家及廣大市民接受了，精明的商人，當然不

會錯過這個商機，在大量的醫學報告支持下，提升免疫

能力便是最好的保健方法這個信念，已令大家深信不

疑。所以任何聲稱能提升免疫能力的食品、藥物和方法

都大受歡迎。但免疫能力真的能藉着這些東西得以提升

嗎？」

「媽媽，究竟免疫系統是什麼呢？其實在學校和常識

書况也讀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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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浛浛說：「洪洪，你一口氣的問，不如等媽媽

吃過飯，清洗碗碟後再說好嗎？」看時候也不早了，每次

討論都是停不下來的。

「好啦，寧寧、洪洪，盡快吃完飯再說吧，你們想不

想和我一起洗碗，一邊洗一邊討論！」

「媽媽，我幫手收拾但不洗碗了，明天要測驗，我要

趕快溫習。」

「囡囡，不打緊，你忙自己的溫習吧！」寧寧快要升

上中學了，功課十分繁忙。

「媽媽，我也要測驗，不如星期六去旅行的時候再繼

續，好嗎？」差點忘記了星期六的親子旅行團。

「洪洪，這樣也好，既然學校教了，不如就等你測驗

後，溫習了常識書，由你告訴我，好嗎？」哈哈，這樣便

有藉口叫你溫習，讓你了解到發問前應該先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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