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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愛情故事

現代許仙與 的浪漫邂逅

外形不討好 郵票難炒賣
廣東人什麼也吃下肚，蛇

當然也不例外，更被視為補品
，不單可強身補氣、驅風祛濕
，還能治療頑疾。以廣東人為
主體的香港亦保留這種文化，
雖然2003年沙士疫潮後內地一
度禁止輸出蛇類，但頭腦靈活
的香港蛇業人士即改道從東南
亞入口，迄今每年仍吃掉逾1
噸活蛇。

深水老字號蛇店 「蛇王
協」，如今由女承父業的周嘉
玲打理，她表示雖然近年香港
蛇業生意已較八十年代差，但
其店秋冬時節仍能一天沽售千
多碗蛇羹，證明蛇仍然受香港
食客追捧。

吃蛇膽要有方法
香港蛇業過往90%貨源由

內地供應，產地包括廣東、廣
西、湖南等地，當中湖南蛇以
肉質肥厚見稱，廣東和廣西梧

州的蛇膽夠大而聞名。但經沙
士疫潮後，內地減少輸港食用
蛇數量，令本港蛇業大受打擊
，業界惟有轉往東南亞另謀蛇
源市場。

周嘉玲承認，東南亞蛇始
終不及中國蛇的質量好，肉質
還相差不遠，但蛇膽膽汁的濃
重程度仍以中國蛇為佳，因為
吃蛇最重要是吃蛇膽；各種蛇
膽對人體不同部位的風痛或痰
多等疾病能起不同的療效，而
三蛇膽和五蛇膽就有驅風、祛
濕、除痰、健胃等多種強身功
用。

周續謂，吃蛇膽要有方法
，不能隨意服食，通常以酒或
白開水伴服，必須每日三膽或
五膽一口氣連續吃下；至於服
食蛇膽的種類成人和小孩也有
分別，小孩宜服銀腳帶蛇膽，
藥性較溫和；成人則宜服眼鏡
蛇蛇膽，療效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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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系列郵票一直深受收藏家歡
迎，但有集郵專家表示，因蛇的外形
不討好，因此多年來生肖郵票炒賣中
，蛇郵票均未能炒起，即使內地1980
年首次發行的生肖郵票炒得鑊氣十足
，當中的猴年票如今每枚作價逾萬元
，但蛇年票卻只值數元。

金輝錢幣郵票公司負責人陳榮輝
表示，連同現時正在發行的系列，香
港郵政先後發行過4套生肖郵票，分別
在1967年、1987年、2000年，以及由
2012年開始發行的最新一套。

陳榮輝直言，香港郵票發行不設
限額，因此難以炒起，且1997年或以
前出售的郵票更因不再通用，形同 「
廢紙」，歷年生肖郵票炒賣毫無起色
，大部分收購價只等同面額，甚至低
於面值。即使上月26日剛出售的 「歲
次癸巳（蛇年）」郵票，首次以銀箔
燙壓、並以22K鍍金金片印製，但至今
收購價只比面值高20元。

香港生肖郵票難炒起，但內地郵
票卻 「有價有市」，陳榮輝表示由於
內地郵票限量發行，且每張均有編號
，更見矜貴，因此價值比香港同類紀
念郵票高。

不過因蛇的外形不討好，因此在
生肖系列中，蛇郵票均未能被炒成最
高價郵票，如內地在1980年首次發行
的生肖郵票，當中面值8分錢的猴年郵
票至今每枚收購價逾萬元，但同面值
的蛇年郵票收購價卻只值數元。但內
地今年發售的蛇年郵票炒賣價卻不俗，
面額1.2元人民幣的蛇郵票，至今已炒
賣至收購價達29元一枚，但仍比同系
列的猴年郵票每枚收購價低約50元。

「蛇年到！我會讓牠纏在我的頸上，一起曬太
陽。」阿新道出與其 「情人」蟒蛇的度歲節目，侃
侃而論，蛇是冷血動物十分怕凍，故每逢冬天最喜
歡讓其飼養的大蟒蛇纏其脖子來取溫，天氣好的
話更會走上天台曬太陽。

對阿新與其蟒蛇而言，簡單的曬太陽也不是喜
歡做就做的事，皆因其豢養的是緬甸蟒在香港屬受
保護瀕危物種，如被人發現報警，他肯定遭棒打鴛
鴦。

阿新少年時便對蛇情有獨鍾，喜歡牠的冷傲神
秘，更愛其迷人斑紋，六年前他重金購買一條球蟒
飼養，豈料家人難以接受，偷偷待其外出時把蛇丟
棄，令他非常傷心。不過他與蛇的緣分卻並未因此
完結，三年前他往郊外行山，在草叢中看到有蛇遊
動，一時衝動便將之捉住。

「牠只是不足一呎的小蛇，但身上黑白斑駁的
花紋已令我迷。」阿新憶述當時心境，在野生環境
中一窩蛇蛋孵化出來，99%會成為其他蛇類或猛禽
的大餐，他頓起惻隱之心，毅然決定飼養牠，且為
免被家人再次丟棄，他向家住新界村屋的朋友情商
，借出地方寄養小蛇，從此展開一段人蛇地下情。

馴服半年 終成知己
收養小蟒蛇後，阿新每隔一、兩天便前往探望

，但小蛇並非《白蛇傳》的白素素般善解人意，即
使阿新變身許仙，卻是每次探望牠都咧嘴相迎。

「初時每次伸手撫摸牠，牠就本能地發動攻擊
，迅速纏我的手臂，繼而張嘴就噬，咬得我好痛
。」阿新表示，查過相關蛇書，知道小蛇屬緬甸蟒
蛇，並無毒，但會纏目標、勒死獵物後再吞食，
「因此要馴服牠，首先是令牠知道我這個龐然大物

是牠無法吃下的。」
「方法好簡單，每次牠用身體從左到右地纏我

的手臂時，我就大力地從右向左反方向地打轉，令
牠無法纏緊。」如此訓練大半年，小蟒終於明白阿
新是 「不能吃的」，反而這個主人每次都會帶來美
味的老鼠讓牠吃，惡意攻擊便漸次減少，最終雙方
更成為知己。

不像時下年輕人愛為寵物起一個別致的名稱，
阿新只會叫蟒蛇 「阿喂」， 「佢好有靈性，拍牠的
頭，牠會吱吱聲表示不滿，伸手給他並叫 『喂』，
牠就會爬上我條頸，把我當成大樹，我就當佢係頸
巾。感覺係點？好親切囉。」

如今蟒蛇已長大成1.6米長，但以緬甸蟒而言
，這還僅是小孩時代，因為這類蛇會終生不斷長大
，有紀錄顯示最大的緬甸蟒長逾七米，重達200磅
，這亦是一直以來纏擾阿新的老大難題，「終有一

天我再無法抱起牠，那便是我們分手的時候了。」
「得快樂時、且快樂。」是刻下阿新與蟒蛇相

處的心態，而另一位愛蛇之人周嘉玲，卻因為職業
關係，不能把愛與每一條蛇分享。

親手手刃 卻是蛇痴
深水女蛇王周嘉玲的名字，相信不少讀者並

不陌生，她70年代便跟從父親從事蛇業，雖然死在
其手下的蛇數目 「罄竹難書」，但原來她也是對蛇
情有獨鍾的 「蛇痴」；訪問當日，她拿一條球蟒
把玩，彼此皮膚相貼，透過每一個細胞、每一道神
經相互交流，無限纏綿。

「牠很乖，很好玩，不會咬人，望牠的眼睛
，便感到牠在說話。」周嘉玲陶醉地說，但甫提
及她店裡其他待剖的蛇，卻激起其充滿矛盾的感情
， 「如果要殺的蛇，便不要投放感情，否則真的下
不了手。」

人和蛇的關係已有數千年，但卻是說不清、弄
不明，神秘莫測的關係，相信還會一直延續下去。

蛇是肉食動物，雖經馴化為寵物，但依
舊無肉不歡，主人需以白老鼠、倉鼠，甚至
活雞來餵飼。養緬甸蟒蛇約三年的阿新表示
，平常主要以活倉鼠餵飼，而倉鼠則購自寵
物店。他解釋，倉鼠是好鬥的動物，經常打
至 「損手爛腳」，賣相不佳而沒人買，寵物
店便會平價出售，每隻只需8至10元。

現時阿新的緬甸蟒身長1.6米，如果要吃
飽，一餐要食十多隻倉鼠，但由於太貴，主
人每次只會餵二至三隻，不過會每隔兩三天
便餵一次。另外，阿新試過購買活雞給牠吃
，但一則太貴，二則買活雞相當麻煩，故並
不經常讓蟒蛇吃此大餐。

此外寵物店還有冰鮮白老鼠肉和活白老
鼠出售，活白老鼠每隻約12元，一般寵物蛇
夏天每周吃5至6隻，冬天因蛇的新陳代謝減
慢，每兩周只吃兩至三隻，十分「慳家」。

蛇，是12生肖之一
，與人類關係非比尋常
，雖然大多數人對牠敬
而遠之，但喜歡牠的人
卻是愛不釋手；據估計
全港有近600名蛇痴，當
中包括職業司機 「阿新
（化名）」 ，他與身長

1.6米的野生蟒蛇的情緣更仿如現代版 「
白蛇傳」 ，一段難捨難離的纏綿故事，
沿於三年前他行山時的一次偶遇。

本報記者 林曉晴 譚月兒

全球蛇類共有3000個品種，香港擁有當中的50
多種，包括6種海蛇和46種陸棲類蛇，至於最特別
的品種，則香港獨有的 「香港盲蛇」。

香港的盲蛇科類共有3種， 「香港盲蛇」屬於
其中一種，是香港獨有的品種，其餘是白頭盲蛇和
盲蛇。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資料， 「香港盲蛇（
Typhlops Lazelli）」一直無香港人見過，卻由美國
和比利時學者分別於1988年在西高山及1992年在香
港大學校園收集到兩條 「香港盲蛇」標本，經形態

對比分析後，於2004年正式定為新種。
香港最常見的毒蛇有8種，主要是眼鏡王蛇（

過山烏）、眼鏡蛇（飯鏟頭）、麗紋蛇、金腳帶、
銀腳帶、越南烙鐵頭、烙鐵頭和紅脖游蛇，一旦被
牠們咬到，可令人致命。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主任張家盛表示，以
毒素強烈而論，銀腳帶的毒素最毒；但以毒液量而
言，過山烏的毒液數量可多達幾十毫升，則排
首位。

香港盲蛇香江獨有

香港兩棲及爬蟲協會會長楊嘉文指
出，養蛇文化源於西方，外國人養蛇是
從欣賞的角度出發，為了繁殖不同品種
，特別將紋彩美麗的蛇互相配種，繁殖
出更美艷珍貴的品種，從而吸引更多人
喜愛養蛇；蛇身的圖紋和色彩愈複雜，
代表其品種愈罕見，其價值愈貴，可達
50、60萬元一條。

近年香港也流行養寵物蛇，養蛇人
數估計有近600名。香港兩棲及爬行動
物保育基金行政總裁段國樑表示，養寵
物蛇的人分為兩類，一是由於不少年輕
夫婦偏向不生孩子，轉向飼養寵物，初
時養貓狗，漸漸追求新鮮感，改養兩棲
及爬蟲類等奇異動物，如蜥蜴、蛇。同
時，相對飼養貓狗，寵物蛇較易打理，
只需數天餵飼一餐便可，又可把寵物蛇
放在手上觸摸，令人獲得一種介乎親暱
貓狗與觀賞金魚之間的感覺。

另一批是具備專業級數的寵物蛇養
家，他們會專門租一個地方養蛇，嚴格
控制室內的濕度和溫度，目的是繁殖一
些稀有的品種，或作出售，或作觀賞。

專家不鼓勵飼養
隨蛇年到來，楊嘉文相信養蛇的

人數會增加，估計升幅達10%以上。但
與此同時，估計市民新鮮感過後而掉棄
蛇的情況亦會增加，該會去年共收到遺
棄蛇12條，今年估會增加約5%。對於養
蛇文化，楊嘉文直言不值得鼓勵，因為
蛇本身就是天然動物，若當寵物飼養的
話，與人經常接觸，反而對蛇的健康構
成傷害。再者，香港冬天的氣溫低至10
度以下，影響蛇的活躍程度，亦不適宜
飼養蛇。

無肉不歡
以倉鼠餵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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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溫馴，易於飼養，可混養
於同一飼養箱，加上顏色和圖案多
變，因此較受香港養蛇人士歡迎

粟米蛇粟米蛇
（體型約12至20厘米）

表面光滑，斑紋主要三色（紅
、黑、黃）交替，也有些品種是有
紅色大斑點

牛奶蛇牛奶蛇
（體型約60厘米）

擁有豐富多變的斑紋，會捕食
響尾蛇等其他蛇類，故被冠以 「皇
帝蛇」 的美譽

皇帝蛇皇帝蛇
（體型約60至80厘米）

以黑色為基調，背部有許多圓
形斑紋，腹部呈白色或奶油色，有
時會出現細碎的黑紋

球球 蟒蟒
（體型約90至120厘米）

秋冬時節 日沽千碗蛇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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