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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文具多
明代謝肇淛《五雜俎》有言：
「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
箍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 技
術差的廚師、工匠、官僚，靠大把
的佐料、箍釘、文告來掩蓋 「本領
恐慌」 。如今，可再加上一句 「學
之拙者則文具多」 。
網絡流行的原話是： 「學霸兩
支筆，差生文具多。」 這實在戳中
了很多 「學渣」 ──不愛學習，或
是學習難以專心，反而往往喜歡購
買囤積各種五花八門的文具，每每
發誓要認真學習時，桌上擺滿成堆
的筆記本、鉛筆、圓珠筆、橡皮、
修正液，琳琅滿目如同小賣部，結
果是寫了幾行字，思緒便又周遊列
國。
這樣的 「差生」 其實生活中十
分常見。比如 「買書如山倒，讀書
如抽絲」 。去次書店，不惜重金，
一買就是二三十本，大部頭的經典
名著排滿書架。結果翻了寥寥幾
頁，就束之高閣，有些書從始至終
就是全新的。
筆者有個朋友，突然立下雄心
壯志，要跑步減肥，便制定了波瀾
壯闊的計劃。首先最重要的是購買

在抖音買書

裝備，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 嘛。結果前前後後花了近一個
月，買齊了最好的跑步鞋、運動
服、護膝、護踝、頭箍、藍牙耳
機。一切就位，跑了一次後，累個
半死，全套行頭便扔到箱底了。其
實，真有心跑步的話，他原本的衣
褲鞋襪完全夠用。先行動起來，等
到培養其興趣和習慣後，再適時升
級裝備又何妨。學習、讀書同樣如
此， 「量出為入」 來購物就好。
有人說，這是消費主義的喧鬧
浮躁，愛慕虛榮，附庸風雅。但也
不可一概而論。所謂 「差生文具
多」 ，儀式感倒是拉滿了，實則是
填補自己的空虛與焦慮，甚至自我
麻醉、自欺欺人。用力用錯了方
向，結果消解了主要精力。喧賓奪
主，捨本逐末。工具變成了目的，
目的本身反而被弱化了。

瓜園 蓬 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雄獅少年》
「獅舞騰騰 乾坤動 祈福祥
瑞 天地興 起獅」 ，抑揚頓挫幾
句廣東話，拉開電影《雄獅少年》
的帷幕。這部由北京精彩時間文化
傳媒公司出品的電影，以動畫為形
式，現實主義為背景，講述留守少
年阿娟和好友阿貓、阿狗在退役舞
獅師傅王鹹魚的帶領下參加舞獅比
賽，從 「病貓」 變成 「雄獅」 的故
事。
電影首先吸引筆者的，是它的
題材──醒獅文化。中國的舞獅文
化分南獅和北獅，其中南獅又叫醒
獅，是兩廣及港澳地區的傳統文
化。廣東醒獅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如何保育、傳承，是兩地
文化工作者長久以來都在思考的問
題。今次電影《雄獅少年》給到一
個很好的回答：高水準的電影工業
製作水平，風格化的動畫表現形
式，熱血鼓舞的故事內容。
電影採用荷里活超級英雄式的
敘述結構，主角從無名小卒到成為
英雄，到英雄失落，再到最後重新
振作成為超級英雄，製作相當成
熟；最後一段醒獅比拼，節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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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激動人心，反映當前內地電影
工業水準已達到一定水平。更加難
能可貴的是，作品中，創作者對滋
養了醒獅文化的嶺南風土入木三分
地細緻描繪，無論是開頭和結尾兩
首來自廣東的樂隊五條人和九連真
人的配樂，還是充滿粵地味道的台
詞，抑或畫面中出現的嶺南山水風
土，甚至是充滿周星馳風格的無厘
頭情節，都讓人充分感受到，這是
廣東，這是嶺南，醒獅文化生長於
這樣的文化風土。
如此將醒獅文化講得令人熱血
沸騰的電影作品出現在大銀幕上，
無疑是令人激動非常的；雖然這部
作品在上映過程中也面臨諸多困難
和爭議，但無論如何，都是對非遺
傳承和保育提供了一次寶貴的經驗
和借鑒。

談文論藝 嘉 妍
逢周五見報

後人編撰這個時代的閱讀史時，不能
忽略電商的影響。在媒介即信息的時代，
銷售渠道對生產的影響，不局限於數量和
質量，還決定着內容。按說，圖書是內容
穩定的商品，但在電商社交化環境下，渠
道的決定意義同樣很明顯。
我看到《2021抖音電商圖書消費報
告》中說，二○二一年，抖音圖書帶貨直
播總時長為五百八十一點九萬小時，換算
一下，也就是二十四萬多天、六百多年。
假設有一個精力無限的抖音主播，把一年
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賣書，那他也應該保持
職業危機感，因為這樣瘋狂敬業的同行還
有六百多位。在這群 「賣書狂」 的努力
下，每天通過抖音電商售出的圖書超過了

四十五萬本。很慚愧，我也對此作了點微
小的貢獻，曾在抖音上買過幾本書。
人們常說，孤獨的時候就去看書。其
實，看書也是免於孤獨的好辦法。閱讀是
一種社交屬性很強的活動。讀書特別讀知
識性或暢銷書多的人，總是更能找到一些
閒談的話題。記得清代《京都竹枝詞》中
有 「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
然」 ，反映了閱讀作為社交貨幣所具有的
強大功能。當然，就像所有貨幣都有通用
範圍一樣，閱讀獲得的話題也得講究用對
地方。我看過一期相親節目，某相親的男
士上來就問女生是否讀過黑格爾的《歷史
哲學》，瞬間 「社死」 ，真是大煞風景。
在建立社交關係的同時，閱讀本身也

常被社交方式的改變所改變。如今的朋友
圈肩負着買書指南的功能。而一則活色生
香的短視頻，相比於書腰封上真假莫辨的
「推薦」 ，書店裏冷冰冰的本月銷售榜，
或者購書網站有時文不對題的 「評價」
「點評」 ，引流的效果自然更要好得多
了。
就像街區內精品店老闆娘的眼光，往
往影響着周邊趕時髦居民的審美。抖音圖
書主播的選擇，或許也在塑造着一代人的
閱讀趣味。這麼說來，我倒希望更多的學
有所長者，進駐抖音，做一個圖書推薦
官。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在香港問路
據說女性方向感較男性弱，我在女性
中屬更弱的那類。對住地附近的方位，也
常迷迷登登。旅行時已走過幾次的路，卻
如陌生初見。家人常擔心我出門回不了
家，我也就趁機耍賴讓他們多加關照。
但我從不怕獨自上街，在香港尤其不
怕。因為香港熱心人居多，不論男女老
少，問上對的人，問題就能解決，有的人
還恨不得領你前去。
這是我喜歡香港的理由之一。
多年前出差來港，就領略過港人助人
的熱情。有時在向甲問路，路過的乙竟會
駐腳插上兩句。稍嫌他攬事，又不由得感
動。也有人指示跟他或她走，說自己恰好
同路，但到目的地後他或她卻掉轉了方

向，分明只是為領我走上一段。那刻說
「謝謝」 不足以表達心意，只想鞠上一躬
了。
時移世易，港人助人態度有了些微改
變，但在問路時，還是能屢屢感受到好
意。在不熟的地頭找不到北時，找個看似
「地頭蛇」 的阿叔阿伯，經他連說帶比畫
的，一定能得到一條準確便捷的路徑。就
是問錯了人，對方也決不讓問路人難堪，
先就覺得對你不起，道上兩聲 「不好意
思」 ，消除你騷擾了他的不安。
我特別愛向三三兩兩聚聊的男性群組
問路，他們會即時搶着指路。幾人分述一
遍後，還有人會最後高聲總結：直去就
是……拐個彎就見到……那一刻真給問路

人長了成功感。查什麼手機地圖，路分明
就在嘴邊！
問路成功或因我的母語與港人同聲同
氣。北方朋友盡可用普通話去問年輕人或
中年人，他們或許是結結巴巴、但一定是
準確地為你指路，用英語發問就更不需擔
心了。遇上蹦不出普通話和英語的人，也
可能會回你一聲嘟囔，那多是怪自己幫不
上忙。那就再去物色下一位，也考考自己
對人的觀察和判斷。別忘了開頭要說：請
問……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學龍蝦做人
如果要找一個人作你人生的仿效對
象？他會是誰呢？一位偉人？還是你的前
輩呢？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喬登．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卻提議說：人們應
該跟龍蝦學做人。
在《生存的十二條法則》一書，彼得
森從龍蝦 「爭地盤」 的情景說起，娓娓道
來人們在當下世界的生存之道，他寫道：
「根據統計，當戰敗的龍蝦重新鼓起勇氣
再次出戰，再到敗北的可能性高於你根據
牠先前的戰績所做的預估。相對的，勝方
則更可能再度獲勝。」 為什麼呢？
因為當兩隻龍蝦在爭地盤時，除了體
型決定優勢外，另一個關鍵是牠們體內血
清素的濃度。血清素越高的龍蝦越有自
信，戰鬥時身體也會張開得越大，獲勝的

機率就越高。相反，輸的龍蝦會將身體蜷
起來，血清素也會跟着下降。
更重要的是， 「龍蝦的世界是贏家通
吃的世界，和人類社會一樣，金字塔頂端
百分之一人口拿到的戰利品與底層百分之
五十拿到的一樣多，而且最富有的八十五
個人擁有的財富，相當於三百五十個低端
人口的資產。」 在龍蝦的世界，這是如何
達到的呢？
彼得森解釋說，經過數百萬年演化的
龍蝦發展出優勝劣敗的生長模式，一方面
戰勝的龍蝦會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另一方
面，戰敗的龍蝦會長出 「劣勢者的腦」 ，
並分泌較低的血清素和較高的章魚胺，以
「適應劣勢者地位」 ，即變得膽怯、垂頭
喪氣、躲躲藏藏，並會受到少量刺激就觸

發逃跑反應，就像人類的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
龍蝦的演化，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人的身體也有血清素，它會影響人
是否感受到安全、幸福，以及信心。彼得
森以龍蝦為喻，認為成功是有生物性條件
的，我們要習慣向大腦傳達正向情緒的提
示，而此提示包括正向的姿勢。因此，彼
得森提出十二條生存法則之首： 「站直，
抬頭挺胸」 。
當我們 「站直、肩膀往下壓、抬頭挺
胸」 ，是叫周圍的人看見我們的自信，也
是叫自己迎接勝利的第一個動作。

自我完善 米 哈
逢周五見報



共事之誼

美國 「友誼」 專家、職場關係指導
Shasta Nelson指出，大多數人一生的大
部分清醒時間都花在工作上。誰不希望在
工作中得到支持，獲得賞識，感到事業有
意義，每天都充滿期待地去上班？研究證
明，孤獨感對健康的影響相當於每天吸煙
十五支或終身酗酒，比不運動更有害，比
肥胖症致命兩倍。
共事之誼有助於提升士氣，提高產
能，促進健康。Nelson說，儘管無法改變
別人，我們可以主動鑄造以下 「鐵三角」
改善工作關係：正面交流，行為可靠，適
當示弱。積極的口頭交流是三角形的底邊
和基礎，可靠行為與適當分享個人信息組成三角形的
兩邊。如何正面交流？舉止友善，微笑問候，表示好
奇；認可對方能力，感恩他人幫助；表達同理心、同
情心。許多交情始於同處一地的巧合。朝夕相處，確
立固定節奏，交流的頻度、深度、長度增加，有利於
建立相互信任。以上兩點順理成章，但 「示弱」 聽來
有風險。專家說，示弱是為促進相互了解，不等於自
曝隱私，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中循序漸進，與正面交流
掛鈎。初次見面，可閒聊瑣事，比如上周末做了什
麼？熟悉後，可傾訴自己的需求。更深入一步，可分
享個人生活的低谷、高峰。
有人背後說壞話怎麼辦？首先，持身要正，不信
謠，不傳謠。其次，與傳謠者正面接觸，把話說清
楚，也將與此人的關係降為最低等。和同事吵架怎麼
辦？堅持工作第一，等冷靜下來後再談。浪漫情感如
何處理？想清楚後果，偶有綺思也不必行動。
以上建議都有道理。但在同事關係上下那麼大功
夫，豈非更易造成工作與生活關係失衡？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中國古代體育
珍郵雖然可以 「保值」 ，但是
集郵並非為了 「炒賣」 牟利，主要
還是為了興趣和增長知識。若深究
每一枚郵票的主題和內容，實大有
學問。例如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
國人民郵政發行四枚全的 「中國古
代體育」 郵票（見附圖），分別展
示射箭、下圍棋、蹴鞠和捶丸四種
不同的古代運動。
射箭比賽在我國歷史悠久。在
四川省博物院，曾見一件戰國銅
壺，壺身環布華麗的金屬嵌厝圖
像，分成兩層，為宴樂習射場面，
清楚顯示兩名射手並立，向箭靶瞄
準，靶前側有一公證人（ 「唱獲
者」 ）持旌示意。下方中部有幾名
參賽者，用繫了絲繩的箭射向天空

的兩行雁，其中有六隻雁已中箭墜
落。此外，在山西大同雲岡石窟的
第六窟和第二窟，皆有北魏太子的
較射浮雕，左側為三名張弓欲射向
鐵鼓（作箭靶）的射手，凝神貫
注。甘肅敦煌莫高窟也有北周太子
的較射壁畫。上述文物皆可證明我
國射箭比賽，自古以來不稍衰，是
一項主要的體育。
圍棋，古代已成為 「國技」 之
一，古人視作一種體育活動。相傳
起源於商代以前，但已不可考。目
前發現最早的圍棋盤，是一九五二
年在河北望都出土的東漢石圍棋
局，呈正方形，盤面縱橫各十七
道；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唐代也
有弈圍棋的絹畫存世。

至於蹴鞠，本欄早有專文指出
就等於現今的踢足球。長沙馬王堆
出土的《古帛書》指是黃帝打敗蚩
尤時所創，實屬一種神話傳說。漢
代的蹴鞠比賽訓練軍隊；東漢畫像
石、浮雕，隋代壁畫，宋代銅鏡、
陶枕、牙雕筆筒，以及元、明兩代
皆遺有蹴鞠圖卷，可見始源於中
國，歷代盛行不衰。踢球的規則與

場地當然與現今足球不同。
捶丸，在我國元代和明代已十
分流行，是用棍打小毬（丸），從
唐代步打毬發展而來。棒端為桔瓣
形，亦稱 「杓棒」 ；比賽者向前面
的圓圈（毬窩）俯身擊毬。故宮博
物院所藏的明代《宣宗行樂圖》，
畫面見宣宗準備向旁邊插有小旗的
毬窩用棒打毬。其實捶丸近似現今
風行的高爾夫球；但是否 「過山
波」 的 「鼻祖」 ，難以考究。古代
唯一專著為明刻本《丸經》，對捶
丸的規則、競賽方式等，俱有詳盡
記述。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為什麼貓貓擁有超能力
很多人佩服貓貓的彈跳及反應
能力，為什麼牠們擁有這些特異功
能呢？不時有新聞報道，貓貓從高
處跳下，卻奇跡地安然無恙，甚至
在貓蛇大戰中，最後貓貓能取得壓
倒性的勝利。原來這些都與貓貓的
特殊身體構造有關。
俗語說，貓有九條命，首先貓
的體重一般都很輕，所以受到的衝
擊力比人小很多，從高處躍下一般
都能絲毫無損。此外，即使是四腳

朝天從高處落下時，牠們也能在最
短的時間內扭轉身體，以確保最終
四肢着地。貓的內耳中有一個器官
具有超強的平衡功能，使牠們能夠
迅速判斷出身體的位置，並幫助身
體即時調整姿態。此外，貓在着地
時，四條腿會適時彎曲進行緩衝，
這樣衝擊力就被分散到全身的肌肉
和關節，從而降低骨折機率。
至於為何貓貓有快速的反應
呢？科學家指出，蛇的速度比人快

上五倍，但是貓的反應更快，是蛇
的七倍，所以人類與貓比起來，根
本不是同一層次。貓和人一樣，視
網膜上分別有視桿細胞和視錐細
胞。視桿細胞是夜間感光細胞，能
讓動物的眼睛更靈敏；人類視網膜
上大約有一點二億視桿細胞，貓的
視桿細胞數量大概是人類的五倍，
也就是說貓的視覺處理速度是人類
的五倍。巨量的視桿細胞，讓貓在
黑暗中能夠接收到最微弱的光源。
此外，貓的視網膜外側還有一
層反光膜，反光膜會將射入視網膜
光線反射回視網膜，所以貓在昏暗

的光線下，比人類能看清六到八
倍，從而精準捕捉到黑暗中的獵
物，同時，巨量的視桿細胞令貓擁
有能夠捕捉和跟蹤快速移動物體的
「超能力」 。所以，在貓貓眼裏，
快速移動的物體都慢了下來，效果
就像慢動作鏡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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