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是一種回聲，對別人好也是對自己好

生命是一種回聲，你以善良對待這個世

界，就會收穫這個世界回贈給你的善報；

你以邪惡對待這個世界，最終迎來的將是

這個世界對你的摒棄和厭惡。所謂「愛出

者愛返，福往者福來」，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對待這個世

界、對待他人所有的好，歸根結底，最終

收穫的都將是對自己的好。

陰子方因為事親至孝，常常行善積德，

感化灶神前來慶賀，自己由此暴富，家族

由此繁昌，子孫後代蔭此福澤，這便是種

善因得善果。

宋代詩人林同，寫了一首詩：「祀灶令

人富，相傳陰子方。安知由至孝，非在薦

黃羊。」意思是說：陰子方祭祀灶神一夜

暴富，人們紛紛效仿，都在臘日祭祀灶

神，但又有誰知道，陰子方真正暴富的原

因是他孝順父母，行善積德，並不是因為

他用黃羊祭祀了灶神。

《後漢書·陰識傳》中有則故事：西漢

宣帝時，南陽新野人陰子方，事親至孝，

寬厚仁慈，力行善事，常存善心，恭敬祭

祀神明，為時人所稱譽。某年臘日，他早

起為父母做飯，突然見到灶神顯形，向其

祝賀，因其行善積德，其家日後必將繁榮

昌盛。陰子方態度恭敬，再三拜謝灶神的

祝賀，正好家中有頭黃羊，陰子方便以黃

羊供奉祭祀灶神。自此之後，陰子方暴至

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車馬僕役，與當時

的諸侯國君不相上下。

其妹陰麗華，光武帝劉秀元配，性情寬

仁孝悌，憐憫慈愛，恭謹儉約，歷史上有

賢后之名。劉秀年少還只是沒落皇族、一

介布衣時，便曾發出「仕宦當作執金吾，

娶妻當得陰麗華」的人生志願。

人的禍福吉凶，福報惡報，都是來自於

自身的善惡行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

明世宗嘉靖年間，金陵考生湯旌三，品

德高尚，樂善好施，家中供奉關帝像，非

常虔誠。三十歲時，忽然暴斃身亡。屍體

停放了兩個晚上，臉頰上已出現屍斑的腐

爛痕迹。只是心窩處還有溫熱，他的妻子

堅持不肯入殮。到了第三天晚上，湯旌三

忽然醒來。湯旌三對妻子說，他初到地府

時，正遇關帝巡察，關帝因其常行善事，

賜其還陽。湯旌三從此更加積極行善，周

濟鄰里、窮人，後來考中第八名進士，並

著有《返魂篇》倡行於世。陰子方常對人說：「我的子孫必將強

大。」陰子方的三世孫陰識，東漢初年

名將，早年追隨光武帝劉秀之兄劉縯起

兵反抗王莽，擔任校尉，遷偏將軍，征

戰有功。光武帝劉秀封爵為陰鄉侯。永

平元年，漢明帝劉莊拜執金吾，加特

進。

陰識之弟，陰興、陰就等並皆封侯。陰

識曾孫女成為漢和帝劉肇的第一任皇

后。史書記載，東漢一代，陰氏家族，

一門四侯，牧守數十，家運繁昌，既富

且貴，從南陽富戶，一躍成為南陽名門

望族，顯赫一時。以事實驗證了陰子方

常對他人所說「我的子孫必將強大」的

祈願。 清代《敬灶全書》稱，灶君受一家香

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惡，奏一家功

過。每奉庚申日，上奏玉帝，終月則算。

功多者，三年之後，天必降之福壽；過多

者，三年之後，天必降之災殃。

《論語·八佾》中：春秋時衛國大夫王

孫賈對孔子說：「與其討好奧神，不如討

好灶神，這是什麼意思？」奧神，指家宅

中居於西南方位的最尊貴之神。孔子回

答：「不是這樣，存心不正，獲罪於天，

祈禱誰也沒有用。」

陰氏後代子孫此後便在每年臘日祭祀灶

神，供奉黃羊。人們見到陰子方「黃羊祭

灶」，交上好運，大富大貴，便紛紛效

仿，在臘日宰牲祭灶，漸成習俗。如今民

間各地的臘月二十四日祭灶習俗，就是從

臘日祭灶流變而來。

有位詩人說，世界是一個山谷，生命是

一種回聲，你發出什麼樣的聲音，就會收

到什麼樣的回應。

在民間傳統習俗中，灶神是玉帝派駐各

家考察民情、監察一家大小善惡功過的

司命之神，每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

灶神上天，報告人間功過，定人禍福。

民間習俗，家家戶戶都要「送灶神」，

奉祀灶君多以糖元寶、麥芽糖、花生

糖、芝麻糖之類，希望灶神多說人間好

話，不講人間罪惡，世稱「上天言好

事，下界保平安」，或「上天言好事，

回宮降吉祥」。

弘揚關帝慈善基金會  彭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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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市民交出1倉鼠驗出陽性

【香港商報訊】記
者戴合聲報道：漁農
自然護理署（漁護

署）公布，1隻由市民交出的倉鼠，對新冠肺炎病毒測
試呈陽性反應。漁護署發言人再次強烈呼籲市民，盡
快將去年12月22日或之後於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
予該署作人道處理。截至1月22日，漁護署共對2512
隻小動物進行人道處理，當中包括2229隻倉鼠。

2512隻小動物經已人道處理

兒童注射1/3劑復必泰安全有效

多間大專院校改網上授課年關後料逾500間餐廳結業

【香港商報訊】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昨日發表網誌指出，落實《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
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下稱《執行判決安排》），是律
政司今年的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律
政司擬備了相關的條例草案，並正
進行公眾諮詢。

鄭若驊表示，律政司與最高人民
法院於 2019 年 1 月簽訂了《執行判
決安排》，為兩個不同司法管轄區
在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民商事案件
判決建立更全面的機制，並且與2月
15 日開始生效的相互認可和執行婚
姻及家庭事宜判決的安排相輔相
成。落實《執行判決安排》後，將
大大減少在執行判決的司法管轄區
重新提出訴訟的需要，避免債權人
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追討其判定債務
時需要面對的複雜訴訟程序。它提
供了一個簡單的執行機制，同時確
保正當程序在審判的地方獲得遵
從。

涵蓋合同及侵權爭議判決
她續指，在擬定《執行判決安

排》時，律政司參考了《海牙承認
與 執 行 外 國 民 商 事 判 決 公 約 》
（《海牙判決公約》）的草稿，
《海牙判決公約》已於 2019 年 7 月
簽訂但仍未生效，而《執行判決安
排》則考慮了內地和香港的實際需
要及情況，亦利用 「一國兩制」的
特點擴大《執行判決安排》的適用
範圍，廣泛涵蓋就合同及侵權爭議
作出的判決，比《海牙判決公約》
更為廣闊，因為其明確涵蓋了有關
知識產權糾紛的判決，這項重要突
破令香港成為首個司法管轄區，與
內地就相互認可及強制執行判決簽
訂適用範圍時，作出了如此廣泛的
安排，充分體現 「一國兩制」的獨
特優勢。

她說，除落實《執行判決安排》
外，律政司還提出了不同措施，以
提升香港作為提供國際法律、爭議
解決和促成交易服務的中心地位。

為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律
政司將於4月4日及5月28日分別舉
辦《基本法》法律高峰論壇——本

固枝榮和《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興邦定
國。在新的一年，她希望香港法律界聚焦法律事
務，共同維護法治，保障司法獨立，實現國家政
策和 「一國兩制」給香港帶來的利益和機遇。把
香港所長和國家所需有機結合，進一步提升固有
優勢，讓香港邁向昌盛的同時更為國家的發展作
出貢獻。

漁護署已收市民77隻倉鼠
在1月17日至22日期間，漁護署共抽取1793個動

物樣本進行新冠病毒測試，當中包括市民交出的倉
鼠，及在全港所有可售賣倉鼠的寵物店和1個位於大
埔的倉庫內所檢取的倉鼠和細小動物。所有測試已完
成，結果顯示，在113個抽取自市民交出倉鼠的樣本
中，有2個抽取自同1隻在1月19日收到的倉鼠的樣
本對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漁護署已將有關結果通報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作跟進。截至1月22日，市民將
共77隻倉鼠交給漁護署，已對當中71隻進行病毒測
試，漁護署會繼續對其他交出的倉鼠進行病毒測試。

另外，漁護署日前從 I Love Rabbit 集團旗下位於

銅鑼灣的Little Boss寵物店
抽取的 125 個動物樣本當
中，共計有7個抽取自7隻
倉鼠的樣本對新冠病毒測
試呈陽性反應。從該集團
位於銅鑼灣的另一間寵物店所採集的 49 個倉鼠樣本
中，則有2個抽取自兩隻倉鼠的樣本對病毒測試呈陽
性反應。至於在該集團位於大埔的貨倉內抽取的511
個動物樣本中，同樣有1個倉鼠樣本對病毒測試呈陽
性反應。漁護署亦已將上述結果通報衛生防護中心作
跟進。

多間寵物店環境樣本呈陽性

此外，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從該集團旗下3間旺角分
店、3間銅鑼灣分店、1間大埔分店、1間元朗分店、
1間位於銅鑼灣的動物寄養所，及大埔倉庫所抽取的
34個環境樣本，亦對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

漁護署已禁止所有細小哺乳類動物（包括倉鼠）進
口，並正檢視這類動物日後進口香港的檢疫要求，包
括考慮要求出口國家或地區為相關動物進行出口前新
冠病毒測試及在抵港後再次進行同樣測試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農曆新年是食
肆生意全年最旺的時候，疫情惡化令政府收緊社交
距離措施，禁晚市堂食，多位專家認為年初四能放
寬措施的機會近乎零。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估
算業界會損失四成生意額約 40 億元，預計 3 月會有
逾 500 間餐廳結業，建議政府放寬晚市堂食至晚上 8
時。

黃家和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早前餐飲業的失業率
一度回落至5.9%的水平，但隨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預計1月份行業的失業率將回升，整體介乎8%至
9%的水平，食肆的整體生意在2月份有四成損失共約
40億元，而1至2月份合共高達80億元。

他強調，農曆新年是飲食業的關鍵時期，因為3、4
月是業界的傳統淡季，一旦2月無生意，3月便會開始

出現結業潮，估計1個月內有500間以上餐廳結業，尤
其是做宴會的大型食肆。他解釋，餐廳即使午市生意
爆滿，亦只佔整體生意額三成，大型及高級食肆也不
能單靠外賣支持營運，例如酒樓的龍蝦便很少人會買
外賣。

建議預算案推新輪保就業計劃
黃家和對大年初四能放寬限聚人數早已打定輸

數，希望政府可以考慮容許食肆晚食堂食至晚上 8
時，讓食肆能挽回約兩成生意，這樣政府也不必動
用大量資源為業界提供資助。他又建議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推出新一輪保就業計劃，以及其他支援業界
的措施包括融資擔保計劃，將還款期延長6個月或以
上。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5至11歲兒童下
月9日起可以預約接種復必泰疫苗。香港醫院藥劑師
學會表示， 「標示外使用」成人復必泰疫苗是安全、
有效，為5至11歲兒童提供多一個選擇，建議抽取每
劑成人復必泰疫苗10微克（成人1/3劑量）為兒童接
種。 「標示外使用」是指藥物使用在未經核准的適應
症、年齡層、劑量或給藥途徑。

醫院藥劑師學會詳細分析
衛生防護中心聯席科學委員會與政府專家顧問團更

新暫擬共識，准許5至11歲小童接種科興及復必泰疫
苗，聯席科學委員會促請政府加快批准用成人復必泰
作 「標示外使用」為兒童接種。為此，香港醫院藥劑
師學會就復必泰成人和兒童劑型作詳細分析，研究

「標示外使用」成人復必泰的可行性。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目前兒童復

必泰供應不足，估計今年7至8月才能供港，惟目前
疫情嚴峻，為5至11歲兒童接種尤其重要。他指，兒
童 「標示外使用」藥物並不罕見，新藥在臨床試驗
時，大多數研究對象為成人，小童的研究甚少，所以
很多時需要用成人劑型的藥物或 「標示外使用」藥
物。

崔俊明指，成人及兒童劑型復必泰主要成分沒有分
別，成人及兒童劑型復必泰疫苗的主要成分均為
COVID-19病毒刺突蛋白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
藏於脂質納米粒子內，接種後身體細胞製造新冠病毒
刺突蛋白，這些刺突蛋白會顯現於人體細胞表面，從
而引起免疫反應，製造中和抗體和T細胞。兩種劑型

的主要成分完全沒有分別。

認為「標示外使用」可行
學會為成人及兒童劑型作詳細分析後，認為 「標示

外使用」成人復必泰是安全、有效，為5至11歲兒童
提供多一個選擇。崔俊明建議抽取每劑成人復必泰疫
苗10微克（成人1/3劑量）為兒童接種。

崔俊明引用今年 1 月在自然免疫學期刊（Nature
Immunology）刊登英國研究報告指出，3至11歲兒童
接種疫苗，所產生的中和抗體和T細胞水平和成人相
若，兒童中和抗體和 T 細胞水平更可維持最少 12 個
月，而成人在接種後 6 個月免疫細胞水平則漸漸減
低，5至11歲兒童沒有免疫系統不全，可能毋須接種
第3劑復必泰疫苗。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本港疫情惡化，
多間大專院校宣布改為網上授課。香港大學表示，因
應疫情惡化，今日起至31日，所有本科及修課式碩士
課程，將改為網上授課，只有需要親身參與的課堂才
可豁免。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則在社交平台發貼稱，疫
情之下，希望同學在家學習之餘，也要保持健康體
魄。

香港科技大學公布，周一起至農曆新年假期前，教
職員在家工作，學生上網課。香港教育大學由周一起
至2月12日期間，除個別因教學需要而要面授的科目
外，其餘課堂均以網上授課，所有考試亦會改以網上
進行，同時實施特別工作安排，除提供必要服務的員
工外，所有僱員可留家工作，為期兩周。

另外，香港理工大學向教職員和學生發電郵，要求

在葵涌居住的職員在家工作，在內居住的學生就
網上學習，並強烈建議他們暫時避免外出。校方表
示，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再向教職員和學生交代農
曆新年前的教學安排。

浸會大學去信全體師生，公布本月24日至30日期
間，全面改上網課，期間實習及實驗室課堂亦須暫
停，如情況許可，恢復面授課堂後將安排補課，校方
將密切監察情況，並在2月6日農曆年假完結前公布
最新安排。

嶺南大學向全體教職員及師生發電郵宣布，周一起
至2月5日採取混合教學模式，學生可選擇參與面授
或實時網上課堂。校方指，從下月7日起，若情況允
許，校方將恢復面對面教學模式，詳情會於稍後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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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ove Rabbit集團旗下多間寵物店環境樣本驗出陽性反應。圖為該集團元朗分
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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