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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人名的影射
作家劉震雲的小說《手機》，
主人公是電視主持人嚴守一。央視
主持人崔永元認為該角色是影射自
己，（道家有 「抱元守一」 之
說），後與劉震雲反目。
這種做法本是小說家們樂此不
疲的技藝，既可借名發揮，一抒胸
臆，又打擦邊球，可進可退。諷刺
譴責小說無疑是最拿手的。吳敬梓
《儒林外史》裏的 「馬二先生」
「馬純上」 ，影射同鄉馮粹中。純
粹，中上， 「馬二」 與 「馮」 ，淵
源很簡潔。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以
「武香樓」 影射文芸閣（文廷
式）， 「溫月江」 影射梁星海（梁
鼎芬），也是類似筆法。《孽海
花》裏的影射之多，近乎於氾濫，
多以諧音、字形，如 「唐常肅」 即
康長素（康有為）， 「聞韻高」 即
文芸閣，這就有點流於表面了，不
如 「武香樓」 含蓄。
魯迅小說《藥》，用 「夏瑜」
隱喻秋瑾；《理水》挖苦鑽研考據
的 「鳥頭先生」 （《說文解字》：
「雇」 ，鳥名； 「頁」 本義為
頭）。惹得顧頡剛大怒，致函魯迅

新年Flag

聲稱要 「提起訴訟，聽候法律解
決」 。
新文化運動時期，林紓發表文
言小說《荊生》，痛毆田其美、金
心異、狄莫三位新派青年。其實就
是影射陳獨秀、錢玄同、胡適。
「田」 「陳」 為同一姓氏， 「胡」
「狄」 都是對北方少數民族的稱
呼。 「適」 「莫」 用指厚此薄彼，
「心之所主為適，心之所否為
莫」 。秀美、金錢、異同，無需多
言。不過三人未像顧頡剛那樣發
急，錢玄同一度故意用 「金心異」
做筆名，魯迅等人也曾用此稱呼
他。
劉震雲另一部小說《我叫劉躍
進》，連影射、暗喻都省了，而是
直接拿來主義。書中，工地專門負
責買菜的女工，名叫葉靚穎；髮廊
女楊玉環，先後改名楊冰冰、楊靜
雯、楊宇春。稍了解娛樂圈者，一
望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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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音毛不易
臨近過年，第五波疫情愈演愈
烈。筆者於家中觀看了內地綜藝節
目《中國潮音》，其中擔任導師團
「樂府令」 的毛不易，是這次專欄
很想談到的一位內地唱作音樂人。
初聽毛不易，覺得他的詞曲有
一種與其本身年紀不相符的歲月
感，字字句句都砸在 「社畜」 心
頭。在他的詞中，縱使無名，卻能
頂天立地；也可以是走進歡樂場，
卻背上夢想的打工人；日子雖然平
淡，卻也開始於每天自然醒的清
晨， 「風鈴響起又是一天雲很
輕」 ……
毛不易的歌彷彿總能號準失憶
人的脈搏，從而引起人的共情。譬
如《像我這樣的人》，短短幾句
「像我這樣優秀的人，本該燦爛過
一生。怎麼二十多年到頭來，還在
人海裏浮沉……」 怎不令人想到那
些年那個年少輕狂、卻最終被磨平
了棱角的自己？
毛不易曾經在醫院工作，見多
悲歡離合的他，寫出了《借》，
「借一盞午夜街頭昏黃燈光，照亮

那坎坷路上人影一雙。借一寸三九
天裏冽冽暖陽，融這茫茫人間刺骨
涼。」 詞中意象，結合生活的澀，
生老病死的無奈循環，關照聽者自
身，盡展無餘。
熟悉毛不易的歌詞，都能體會
到他對於國風的堅守，但傳統只是
他的媒介，他唱的依然是這片土地
上的人與事。《東北民謠》主要講
述苦等愛人歸家的女子，卻能借此
述說東北大地的蒼涼── 「塞北殘
陽是她的紅妝，一山松柏做伴
娘。」 她很美，但遊子還是如流水
般一去不回頭。
曾聽到一種說法，毛不易之所
以寫出好歌，是源自他對於生活的
敏銳觸覺。不論是在ICU做護士的經
歷，抑或是作為一名歌手，一點一
滴的平凡，配合深入人心的曲調，
被他唱出了錦繡。

談文論藝 嘉 妍
逢周五見報

一月一號是新年第一天。但在我們的
習慣裏，農曆的大年初一，才是新年真的
開端。於是，從公曆的一月一號到農曆的
大年初一，就成了自去歲到今年的長長緩
衝期。
這段時間裏，朋友圈裏最常見的事，
是晒Flag。一面面寫滿了痛心疾首的 「旗
幟」 高高飄揚，一條條洋溢着錚錚誓言的
目標清單熠熠生輝。俗話說，得不到的才
是好的。又說，人以群分。兩相結合，朋
友圈裏的Flag，真實地映照你的人生。插
在我的朋友圈裏的Flag上，寫得最多的大
概是 「減肥」 「健身」 。這麼看來，我必
須加強鍛煉了，但要不要把它當作Flag，
插在朋友圈裏，我舉棋不定。
心理學上有個詞，叫 「印象管理」 。

把自己美好的一面展示出來，給人留個好
印象，就是印象管理的常用策略。在朋友
圈裏列出心願清單，立幾個Flag，也是這
種策略的運用。心理學又告訴我們，人都
有惰性，適度的外在壓力，對於刺激人保
持鬥志，克服困難，完成目標，會有幫
助。一旦把目標公之於眾，相當於給自己
找了一群監督者。如果碰巧還找到志同道
合的人，那就更好了。比如，跑步，一個
人獨自堅持需要很強的意志，加入跑團，
在跑友們督促下，就更容易養成習慣。
有時也適得其反，為了和群體 「合
拍」 ，向別人 「看齊」 ，反而偏離了本意
和初衷，消磨了堅持的意志。網上有項統
計，百分之二十七點四的人在開年第一周
就放棄了他們的新年目標。我想，這些人

除了被 「帶偏」 外，或許還和 「晒了」 等
於 「做了」 的心理陷阱有關。網絡社交讓
人容易沉溺於 「打卡正義」 。拍了照發了
圈，沒做的事如同已經做了，沒讀的書似
乎已經讀了，沒學完的課程好比已經學
了。 「打卡」 成了萬事終結器。只要打過
卡，就心滿意足，萬事大吉。
想來想去，我還是決定把新年Flag立
在心裏，其實是立了兩個，一個是Flag本
身，另一個是自己督促自己。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中國人的年節

過幾天就是農曆新年了。香港最近
Omicron疫情吃緊，政府也加強加嚴了防
疫措施，但市面上年味還是一日濃似一
日。
到銀行提取新幣封 「利是」 的人早排
成了 「龍」 ，家附近的攤舖也擺出了瓜
子、花生、糖果等過年小吃。這些內地產
品價錢不貴，二十元就能買一盒味道不錯
的綠豆餅或栗蓉餅，其他如芝麻糖、花生
糖等獨立包裝的糖果，也就賣二十八元一
磅。
有些賣菜、賣中藥、賣衣服的攤檔，
一改生意賣起了年花。政府因疫情取消了
維園的花市，年花變得難求。這些攤檔搖
身一變，改賣蘭花、水仙、柑橘等應節花

果，真佩服港人的腦子夠靈，轉身夠快。
中國人歷史上常受到戰爭、天災、動
亂的裹脅，但不論時勢如何險惡，都無阻
人間年節的喜慶：過節禮儀該有的還有，
過節食物也盡可能備齊。想起年輕時曾在
內地農村工作，那時農民生活貧苦，但逢
年過節，都必殺雞宰魚。就是二十四個節
令，也要做些糯米糍祈求風調雨順。糯米
糍只是用蕉葉承托一砣拌了砂糖的糯米粉
蒸熟，但大人小孩都吃得高高興興、津津
有味。他們說，不趁年節時令吃些好的沖
喜，日子的苦累就看不到頭了。這種苦中
作樂、自我調整的過節概念，體現了中國
人從不放棄生活的韌性與耐心，反映出國
人樂觀的性格，也表現了嚮往、追求美好

生活的人類共性。
我父母作風新派，但農曆新年也過得
認真。小時母親會着保姆領着我們兄妹大
掃除，年三十也會率我們鋪開陣勢炸些油
角蛋散。在忙碌中大家吵吵鬧鬧，實是一
種家庭團聚的快樂。現在生活質素提高，
要吃好的未必要擠在新年那幾天。但我還
是決定效法父母備些年貨，封些 「利
是」 ，按傳統為香港和家人祈福求安，延
續中國人對幸福美好的嚮往。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人性不是弱點
在 「自我完善計劃」 的書單上，有一
本經典之中的經典，也是一本我認為是史
上書名翻譯得最離譜的一本書，即戴爾．
卡內基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此書之中譯名一直令我耿耿於懷，其
英文原名明明白白是 「如何贏取友誼與影
響他人」 ，相對中性與技術取向，譯成中
文卻得到了一個令人容易誤解的書名《人
性的弱點》（加上中文版的全黑色骷髏頭
封面之視覺效果），彷彿讀畢此書就能了
解，甚至操控他人的弱點一般。
其實，卡內基的立論相當正面：想要
學會與人建立關係，就要發自內心地對他
人感興趣，而想要保持一段良好關係，就

要明白人是感情的動物。
先談前者。卡耐基以一個問題打開這
課： 「當你看到一張有你在內的團體相片
時，你先看的是誰？」
有了這個答案，我們都明白多點人
性：人始終是對自己最有興趣。因此，請
不要誤會，他或她不是對你沒有興趣，而
是他們 「對任何人也不會發生興趣，他們
早午晚上所關心的只是他們自己」 。
那麼，我們還有辦法讓他人對自己產
生興趣嗎？卡內基說，可以，只要你讓他
知道、感受及相信你對他真心有興趣。
在此，不少人都捉錯用神，以為不斷
問對方問題，問對方在哪一區住、什麼時
候生日、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云云，就是

向對方表示好感。錯了！真正的交往，講
究聆聽對方，同時，分享自己。這裏沒有
多少魔術一般的技巧，到頭來都是基本的
人性原則：讓彼此感受到真誠。
所以，這算是人性的弱點嗎？在我看
來，這是人性的純真，而我們不可以視純
真為弱點。我只能說，改《人性的弱點》
為中文書名的人，的確熟讀了書中要訣，
並抓到了買書人的人性弱點。

自我完善 米 哈
逢周五見報

展望新年


又到農曆年底，不很太平的牛年即將
過去，讓人心懷忐忑的虎年就要到來。元
旦那日微信朋友圈裏大家紛紛發貼表達自
我期許。春節在望，是時候想想我的新年
誓願了。
二○二一年的特別之處大概是大希望
後的大失望。如今新冠疫情已進入第三
年。從二○二○年疫情爆發之初的驚慌無
措，到二○二一年疫苗上市後的滿懷希
望，再到二○二二年經歷了阿爾法、貝
塔、德爾塔、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後的疲憊
與認命，各國民眾都被病毒折騰得不輕。
有冷笑話說大家都快能背誦希臘字母表了。
疫情爆發時我在國內，二○二○年夏季回到美
國。二○二一年夏季回國探親，經過四周隔離終於見
到父母。當下奧密克戎肆虐，內地防疫措施再次收
緊，歸國的檢疫規定再次升級，從之前的提前兩天到
指定機構進行雙檢測發展到提前七天開始自我健康管
理，出發前七天和兩天根據疫苗接種情況分別到指定
機構至少連做兩次檢測，讓人感到歸國路漫漫，尚未
歷盡九九八十一難。
生活中當然不只、也不該只有疫情。在暫時無法
回家的日子裏，我在美國還有工作、朋友，和柴米油
鹽的日常生活。我想，安身立命的根基還是健康。二
○二○年開始的疫情凸顯了生命的可貴和脆弱。但二
○二一年忙碌，有時難免忘記這個最基本的道理。虎
年還要回到根本，不忘初心，要追求工作、生活間的
平衡。每天跑步、做瑜伽，注意膳食適量、營養均
衡。下班後不辦公事，辦公時間外不回覆公務電郵。
周末至少休息一天。每月至少安排休閒活動一次。每
月至少讀一本與專業、公務無關的書籍。
希望春暖花開之際，我們真的送走了疫情的最後
一個寒冬。

墟 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令人驚訝的戰國器
公元前四七六年，本來處於一
個長期戰亂、禮崩樂壞的情況下，
民不聊生；但在文化藝術和工藝技
術上出奇地進步，猶如百花齊放；
尤其是在玉藝方面，可說逐漸到達
頂峰，影響後來首屈一指的漢代玉
藝至深。
試舉一些典型例子。像附圖，
是戰國早期青白玉四節珮（掛
飾），乃一九七八年在湖北省隨州
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放墓主腹
部；是用一整塊玉料雕琢成三環四
節。中間一環可以活動，上下兩環
皆不能自由摺捲。三環首尾相接，
且成龍紋。各節以鏤空透雕為主，
工藝卓絕。第一節雕雙鳳對首；第

二節刻雙龍蟠繞，尾端則化為鳳；
第三節有雙龍捲體；第四節為相對
的兩小龍。玉珮上端中部鑽一小
孔，可穿綬繫佩。龍鳳的細部用細
線刻出。這件三環四節珮造型特
別，着實獨一無二。現藏湖北省博
物館。
從來用同一塊玉料造出活環，
難度極高，要純熟運用掐環、打
眼、搜環、找圓等技巧，絲毫不偏
差。況且，在戰國時代，只有簡單
的治玉工具，如勾鉈、細尖頭棒、
圓口打鉈和搜弓子等。加上全塊玉
布滿虬曲不同龍形和紋飾，雕製着
實不易及需時。
戰國玉器繼春秋時代後，紋飾

更為豐富，有些充滿寓意及內涵；
那時已懂得運用金屬薄管鑽，而且
表面可以琢磨出玻璃光澤，有一種
特殊的閃爍效果，成為戰國器一大
特色。如同在一九七八年曾侯乙墓
出土的玉多節龍鳳紋珮，由五大塊
玉料製成，分廿六節。其中四個活
環利用金屬榫插接，可以拆開；但
是另外八個活環可以自由捲摺，但
不能拆卸。所琢龍鳳紋、獸面紋、
綯素紋、蠶紋、雲紋等，縱橫交
錯，豐縟無比，可說是其他時代所
難造到的。
在戰亂頻繁時代，玉藝反而這
麼進步，發展多元化，着實令人費
解；但其特殊成就卻無可否認。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閒性閒情
閒性閒情」」 今起告別讀者



動物疫苗
香港地方狹窄，近年時興養倉
鼠，相信已是繼貓、狗之後第三大
寵物群體。最近，很多飼主都很傷
心，事緣有倉鼠被驗到帶有新冠病
毒，禍及近二千隻倉鼠迅速被 「人
道毀滅」 。政府專家顧問強調，由
於新冠病毒有潛伏期，目前沒有適
當措施為動物反覆測試，面對人畜
傳播風險，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實，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呢？除
了倉鼠，偶爾也聽到貓、狗等寵物感
染新冠病毒的新聞，部分國家已展

開特定動物接種新冠疫苗工作。
在智利，有間動物園就開始替
動物打疫苗，其中包括瀕臨絕種的
孟加拉虎和婆羅洲猩猩等，共八隻
染疫高風險動物，打疫苗其實也想
測試疫苗是否能在這些容易感染的
動物身上產生免疫力。美國已經有
許多動物園開始替動物進行群體接
種疫苗的行動，作為發展中國家的
智利是南美唯一一個國家有這遠
見。
現時，美國、俄羅斯都已經在

全力生產動物疫苗，很多國家都希
望盡快得到所需的劑量。美國的公
司承諾向十四個國家約一百個動物
園和二十個溫室、保護區和其他動
物組織，額外捐贈一點五萬劑疫
苗，不過仍然是僧多粥少。
除了動物園的動物外，其實與
人類有緊密接觸的哺乳類動物，如
貓貓、狗狗、倉鼠、兔仔……也可
能出現人寵互相感染，病毒因不斷
轉換宿主而產生變異。
以今次的倉鼠為例，即使動物

的病毒檢測呈陰性，也不代表不帶
病毒，況且在資源上無可能為動物
進行反覆測試。最好的方法，當然
是動物疫苗普及化，所有愛寵都可
以打疫苗來保護自己，避免今次倉
鼠的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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