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謠言三權分立應受再培訓！

98.75%和朋克養生
最近有一個熱搜又火
了——上海白領體檢異
常率接近99%。之所以

說「又」，是因為它並不是新聞，在
2019年它真是個新聞時已經火過一
遍，今次再被翻熱，是因為又有大牌
IT 公司年僅 23 歲的年輕員工在
「996」後猝死。說花兒一樣的年紀
都嫌老，根本就還是個花骨朵，震驚
是必然的，更多的是社畜們同病相憐
的唏噓。
說回那個熱搜。上海外服聯合《大
眾醫學》在2019年9月時發布了一份
《2019上海白領健康指數報告》，當
中顯示2018年上海白領體檢的異常比
率高達98.75%。換句話說，每100個
人裏，完全健康的不足兩。而這個比
率，在2014年時顯示為94.6%，之後
便穩定地逐年遞增，直到98.75%。這
個數字甚至讓不少網友在引頸以待新
數據，看最後的倖存者們是否能堅
守，有種怪異的魔幻感。
根據數據顯示，男性白領體檢異常
項中排名前五的分別為：體重超重、
脂肪肝或脂肪肝浸潤、血黏度升高、
甘油三酯血症和血尿酸偏高。脂肪肝
的危害不用多說，另外四項則是心腦
血管疾病元兇。而這五項，無一例外
都與不健康的飲食和生活習慣有關。
而從2014年到2018年這4年間，增長
最快的3大異常項依次為慢性咽炎、
甲狀腺異常和血黏度升高。其中慢性
咽炎與煙酒及不健康飲食有關，甲狀
腺異常與生氣壓力有關，血黏度升高
與吃得油膩運動少有關。放眼一望，
都是深具社畜生活特色的職業病。
至於女性白領體檢異常項排名前五
的分別為：雙乳小葉增生、外痔、體

重超重、慢性宮頸炎和骨質疏鬆，除
了三項和生理特性有關外，另兩項也
是妥妥的生活飲食不健康的結果。至
於4年間增長最快的異常項前三為慢
性宮頸炎、骨質疏鬆和幽門螺旋桿菌
陽性，其中慢性宮頸炎在4年裏增長了
16倍，檢出率由1.2%猛增至20.4%。
該報告還調查了白領們的生活習

慣，和體檢結果顯示的基本一致：有
七成白領生活習慣不健康。其中熬夜勇
奪第一，佔比超過45%，常吃垃圾食品
佔第二，其CP——常喝「肥宅快樂
水」（可樂等含糖碳酸飲料）列第三。
那這屆白領不知道自己身體差嗎？

當然知道。那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健康
的生活方式嗎？當然更知道。那為什
麼不選擇呢？當然是壓力山大啊。
九成的白領受訪者表示正承受着來

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包括工作、經濟
狀況、子女、婚姻、人際關係和疾病
等，誰都知道吃草飼牛肉配有機蔬菜
沙律再到健身房找私教舉個鐵會換來
健康身體，但不爭氣的荷包和996不
大允許，誰也都知道幹半年歇半年是
理想工作生活比，但作為一枚社畜甚
至連想一想都覺得會被扣工資。
說到底，是這個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告訴他們，沒有什麼比錢更重要，沒
有什麼比錢更能帶來安全感。
也所以，權衡左右之後，這屆年輕

人呈現出了這樣一個奇觀：他們熱愛
購買各種保健品，然後用炸雞可樂的
快感頂住996和各方壓力，用日日熬
夜換來一點點自己的時間，所有不健
康的行為過後，再用各種保健產品對
沖，人稱「朋克養生」。
其實，若從心理健康的角度看，那

一個半的倖存者應該也早不存在了。

香港終審法院馬道立
法官離任接受傳媒訪
問，拒談「三權分立」
（Separation of Pow-

ers）。剛好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又再重
申香港政制從來都是「行政主導」
（Executive Dominance），有似「隔
空」過招！
潘國森早在2014年「非法佔中、雨
傘革命」失敗之後，就著書講清楚香
港不是三權分立。現在由林太以行政
長官的身份領銜去澄清，為多年來斷
斷續續的爭論畫上句號，讓香港社會
可以重新上路，真是再好不過了！畢
竟謠言傳播既久，特區行政權已飽受
司法權侵害廿多年！
於是賦一七絕，題為《馬官拒評三
權分立》，詩曰：「道立遺言話帶
玄，拒評港例議三權。雙標兩口高官
慣，法院侵凌廿幾年！」（潘按：
「遺言」一語，用漢趙曄《吳越春秋
．勾踐陰謀外傳．勾踐十三年》：
「道要在斯，無有遺言。」原文解
作：「重要的道理都在這裏，沒有遺
漏未講的。」）
摧破謠言原本不難，可從以下思路
入手：
（一）香港在1997年回歸後，制

度不變。先得要 1997 年前港英是
「三權分立」，才可以「不變」而繼
續「三權分立」。
（二）港英若是「三權分立」，因

制度是抄當年「英國祖家」，就必先
要英國是「三權分立」。
潘國森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上過一門
「不列顛憲法學」（British Constitu-
tional Law），英國來的教授千叮萬

囑，英國政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
「三權分工」（Separation of Func-
tions）。回歸之後，大學不教「不列
顛憲法學」而改教《基本法》，年輕
的律師（甚至法官）不知有「三權分
工」也絕不稀奇！「三權分工」這個
憲法學概念似乎還未有公認的中譯，
此為潘國森所擬，歡迎各界高明君子
選用或指正。
英制是「行政主導」、「國會至上」

（Parliamentary Supremacy），最高
法院遲在2009年才脫離上議院樞密院
（Privy Council）獨立出來，其時香港
已回歸中國12年！「三權分立」的政體
必須行政、立法、司法三個部門之間互
相「制衡」（Check and Balance）。
英制行政權和立法權不可分割，幾曾
見過下議院「制衡」首相？
美國和法國才是「三權分立」！香

港怎麼可能棄英抄美？潘國森在上世
紀七十年代經常聽到「行政立法兩會
是港督顧問」！1984年不是「三權分
立」，1997年就不可能忽然「三權分
立」。這「三權分立」是末代港督彭
定康在任時開始「僭建」的！香港在
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究竟是「行政
主導」還是「三權分立」，中間沒有
任何個人理解、演繹或詮釋的空間。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馬官七十年代在英國學法律，八十

年代在香港執業，有可能不知「三權
分工」和「行政立法兩會是港督顧
問」嗎？離任前的談話大有遺漏，居
然拒絕澄清「三權分立」的爭議，這
就有點兒不夠老實了！
看來香港的大中小學教員，甚至各

級法官、裁判官還該要「再培訓」呢！

新一年，青年人有沒有創業的夢想呢？
我最近看了一套韓劇《Start-Up：我的新創時代》

（見圖），以青年IT才俊創業遭遇為題的，劇情曲折，
有許多情節惹人深思，可對有志創業的青年帶來啓發。

此劇的大橋段恍似窈窕淑女，不過是以電子時代背景的少男版本，
科技大企業高層韓志平，把山寨小公司的青年南道山，打造成lT界
成功的才俊，以迎合女角達美夢中情人的期望。真實的道山，放棄讀
大學，未畢業就在社會打拚，他懷揣夢想，想藉創
業肯定自己，但經歷不順，頗為氣餒。
編劇巧妙地把許多有關創業及商界的專有名詞，

貫穿在16集劇中，例如危機處理、電腦病毒、營
運預設資金、備胎、重置等，其實是一語相關，同
時反映這二男一女間的情感角力。
韓志平要南道山暫代他出見達美，詎料兜兜轉

轉；達美真的戀上道山，變成他的女朋友了；這時志平才醒覺自己原
來很在意達美，只是一直猶豫。快人一步，理想達到的道山，此時在
lT界做出成績，更想開發利潤少，但可助盲人生活的軟件，盼在lT
界有自己的發明，得到達美的理解與支持，努力籌集資金開發。
謊言愈講愈久愈變真，志平不能開口揭示真相，內心又難以接受現

實，常想從中作梗拆散二人。達美創業，曾從期望到失望，又恢復希
望，戀愛、求職、銷售、籌資金，也常受挫，曾一次次信心爆棚，也
一次次鎩羽而歸，又一次次重拾心情，再度啓動……這部好戲集希
望、浪漫、樂觀為一體，傳遞出失敗乃成功之母的青春本色，給年輕
人的創業注入正能量，也讓年輕人充分地認識社會，對失敗有充足的
心理準備，跌倒再起，拚搏不服輸，催人奮進。
創業絕不簡易，但青春當自強！劇中人的創業經驗值得青年深思：

韓志平輔導創業，對初創業者做生意的意見，甚或惡評，雖然令人不
好受，或會打擊信心，但要認真聆聽分析。導師陣上經驗豐富，始終
現實殘酷，像劇中志平的話，多次都應驗。但聆聽意見同時，也要了
解自己的價值，想好了便擇善固執，無悔青春地前進，努力過，即使
失敗了，就從中學習，再捲土重來！自己做老闆，表面很自由，但沒
有大樹可依靠，純靠自己工作，就要有不斷戰鬥和創新的精神，過程
中遇上難題，都須努力解決，勿拖延不理。
不要後悔啓動夢想，以樂觀信心迎向創業未來吧！

啓動創業 不怕夢碎
2021年元旦，在

晨曦中，我推開
「希望之窗」，想
起了除夕晚上在電

視上看到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全國
同胞發表的新年賀詞，其中最令
我激勵和興奮的是︰習主席表揚
我們的同胞都是了不起的人，平
凡鑄就偉大，英雄來自人民。驟
然之間，我自覺成了英雄、成為
了不起的人。在生活中要努力奮
鬥，人民攜手同行，創造美好的
將來。
事實上，雖然面對世界複雜的

局勢，然而我國在世界上卻創造
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間奇跡。正
如習主席所回顧去年我國的成就
中，無論在外交、經濟、民生方
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這
極不尋常的年份，能創造極不尋
常的輝煌。作為一個中國人，是
多麼驕傲啊！我國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
標，而面對新一年，正開啟新的
征程，建設全面現代化的國家、
現代化的社會、現代化的人民！
習近平主席倡議「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又曾鼓勵大家「大道
不孤，天下一家。經歷了一年來
的風雨，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更加
深切體會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
義。」習主席這一番話，給大家
帶來了自信自強的正能量。在外
交上，經歷了多年的談判，東盟

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
洲、新西蘭在2020年11月，終於
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是全球最大自貿區的
成功面世，對中國而言是取得偉
大的成就。而在迎接新的一年開
始時，又帶來新的好消息：在新
年裏，習主席分別與歐盟各國領
袖作視像賀年，相談甚歡。令人
興奮的是，傳來了談判多年的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已告成功，
顯然中國與歐盟各國的關係有了良
好發展，令人想起《三國演義》魏
蜀吳的複雜博弈，因為美國在此同
時正在爭取與歐盟的貿易協定。看
來，中國已佔先在前，勝了一
仗。不過，政經風雲複雜多變，
中國還需慎重應對之。
中國在中共中央及國家領導人

的帶領下，集思廣益定良策，最
重要的是，積極深化改革，廣開
投資大門，提供投資機會予世界
各國投資者。我國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提出八大重點任務，不但是
解決內地的問題，同時提出科技
創新與產業鏈安全及節能減排的
新目標等，其實是非常有利於環
球投資者來華之吸金投資機會。
其實，同樣有利於港澳投資者的
機遇，特別是香港在國際融資方
面，人民幣國際化方面不但對國
家作出重大貢獻，同時亦令香港
地位提升，經濟繁榮，堪稱互利
共贏，皆大歡喜！

攜手同行 皆大歡喜

未婚者常以為婚姻是
兩個人的事，戀愛的感
覺最重要。過來人就會

告訴你婚姻根本是一個家庭，甚至是
一個家族，以至幾代人的事。找配
偶，無異為未來的子女選合適的父母，
他們的幸福聯繫着你找個什麼對象。
曾從不同途徑聽過或得悉有人對兒
女懺悔：「對不起，我嫁錯郎，要你
們受苦了！」又或：「我娶錯妻，令
你們沒家庭幸福！」是，天下不是的
父母多的是，他們的錯誤的行為害了
下一代，也影響子女當父母的心態，
禍延幾代人。常見的問題是一方有外
遇、好賭、吸毒、犯法、性格異常、
嗜酒、有暴力傾向等等，苦的除了自
己，就是下一代。我曾聽過為人子女
者怒問母親：「為何妳嫁這麼的一個
人！」也聽過哭啼的兒子埋怨父親：
「你怎麼選老婆的？我的日子好
苦！」現代破裂婚姻愈來愈多，源頭
相信都是選錯對象。
另，最常見的家庭問題是婆媳關

係，若媳婦與婆婆性格水火不相容，
又迫於一起生活或相處往還，加上兄
弟姐妹和其他妯娌關係，就是一個家
族的問題了。所以廣東人常說：「好
仔不如好新抱」，道盡賢媳的重要。
香港有名門望族曾傳出一個故事，兒
子離婚欲另娶，但婆婆鍾愛媳婦賢
良，一句「永遠的媳婦」一時成為佳
話。《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就說出一
個八面玲瓏的媳婦如何管治好一個家
族，處理好複雜的人際關係。此外，
多少人因婆媳交惡而斷送了婚姻，可
見婚姻絕不是兩個人的事。
多年前曾有世侄問我意見，他交了

幾個女友，有醫生但長相平庸；有迷
人妞子但學養不高；還有……已忘了
他女友們的條件，但記得我回答他：
「你要想為自己將來的子女找個什麼
樣的母親，媽媽的品格和對子女的教
養方式，對下一代的前途影響至
深。」對於一個身邊女伴無數的人，
我的說話是傻的吧，他緍後不久便離
婚了，再婚的對象又是另一類人。

為子女找錯了父母

我這兩天在看《南方的轉
折》，這是奈保爾唯一一部美國
遊記。書中，他描繪了很多美國
南部的風光，但不是以荷里活為

中心的那條路線，沿途既沒有娛樂明星，也沒
有海灘和陽光。他給出的是一個傳統意義上
的，以當前的黑人境遇去反推歷史的一種縱深
的時空交合，即一個帶着種族對抗與融合議題
的美國南部。於是，這些城市就遠離了觀光
客的期待，聚焦於亞特蘭大、查爾斯頓這些
地方，它們都彼此相鄰，又曾在英屬時期就
因種植園而聞名於世。
奈保爾去這些地方的時候，它們大多都變樣

了。那些冷酷的剝削與對抗，或者鮮血，都成
了一段讓人臉紅的歷史。但是既然主題已先行
給定，那麼這趟旅行便成了一個妙趣橫生的挖
掘之旅。奈保爾的筆，不僅僅會去關注那些建
築當中與種族有關的遺蹟，甚至於已經被掩飾
的、成為觀光的那一部分內容，他也會從歷史
傳承的角度給予重新的挖掘，這是這部書最有
意思的地方。
可以說，這些地方在他的描繪之下深刻起來

了。所以，出於情感和形象的需要，我就打開

抖音，去搜索他沿途經過的那幾個城市。這也
許是一個習慣。潛意識裏，我把抖音當成了一
個視覺容納的平台，覺得它應當會很快給我任
何想要的形象。
果不其然，有很多中國移民和留學生都或多

或少地拍了一些當地的風光，還有人在介紹他
們的生活。但對於一個正在讀《南方的轉折》
的人來說，這些內容一下子變得相當空洞。我
之前也會碰巧看到某一個旅行地的推薦視頻，
當時覺得視覺觀感很好。現在，當你集中地去
搜索一個城市，你才發現這些所有的題材都是
大量地重複。或者只是把鏡頭對準城市當中的
某一個角落，既不加解釋，也沒有評論，恨不
得讓一個獨一無二的城市成了千篇一律的「我
的城市」之外的任何地方。因為從這些視頻看
過去，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又或者，有些人在
討論當地的生活成本。這個看似關注日常生活
的話題，其實是同一個思路。它利用貨幣這個
通用語言所表達的生活，並不是生活本身。
我因為實在沒有獲得想看的任何東西，便又

打開YouTube。然而結果也是一樣。除了觀光
片，便是枯燥的歷史。於是我只好不斷更換關
鍵詞，比如先是Charleston，再是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slave history，內容確實在隨着這
些詞的變化產生差異。但是同樣不是系統的。
奈保爾的這本書是系統的。他會講他遇到了

什麼人，參加了什麼活動，住在什麼旅館，去
了誰家吃飯。然後，對話和環境都原封不動地
穿插在情節當中。在一個明確的主題下，是一
段生動而豐富的歷史，但也是當代史，同時又
是個人史。
德勒茲曾經有過一篇文章叫做《逃逸的文

學》，收錄在《文字即垃圾》這本文論合集當
中。他說文學就是一種逃逸，從現實的空間裏
離開，並進入一個烏托邦，這地方的一草一木
都需要作者的構築，因而也就成了作者的理想
國。奈保爾構築了這一切，讓一個地方因為他
而深刻起來。就和他所有其他的遊記一樣。當
他講述印度的時候，是在展示一個歐洲人離開
之後充滿矛盾的爛攤子。當他描述非洲的時
候，也基於同樣的理由。現在，他又在以同樣
的邏輯談論美國南部。這種對掠奪者的掠奪行
為的深刻反思貫穿於他的一切作品。正像他的
身份，一個印度裔的英國人。他用自己曾面臨
過的痛苦和困惑構築了一個關於種族的問題，
並完美地展現了它。

夾敘夾議的歷史

舌尖上的大葱
大葱，是一種蔬菜，同時，也是

調味品。切碎的大葱，叫葱末，也
叫葱花，用來增香，堪稱百搭。在
北方，葱花之於廚房，那是神一般
地存在。煮婦們每炒一道菜，都要
用葱花下鍋，一經油爆，香氣繚
繞。今年冬天，大葱價格奇高，往
年整捆購買大葱的市民們，今年只

捨得買一根或者兩根啦。據有關人員分
析，去年冬天大葱太廉價，1斤賣不到1塊
錢，導致部分葱農改種了別的菜蔬。物以
稀為貴，大葱們蹬鼻子上臉，「葱葱」漲
價，也是情理之中。
前天中午炒菜，用盡了家裏僅有的一點

葱花。午飯後，我下樓來到家門口的生鮮
超市，看了下大葱價格，又漲了，居然8
元1斤。我是常客，賣菜的大姐認識我。
我跟她抱怨道，姐呀，大葱怎麼賣這麼
貴，還讓不讓人活了？大姐說，我這裏有
幾根折斷了的大葱，半價處理，你要是不
嫌孬，我給你半價的基礎上再半價，怎麼
樣？作為一名精打細算的家庭主婦，我怎
會拒絕人家的一番好意？我隨着大姐來到
處理專櫃，一眼瞥見櫃枱旁邊的竹筐裏有
些青碧碧、鮮嫩嫩的大葱葉子。我問，大
姐，這些葱葉子也賣嗎？大姐說，那是些
廢料，正準備扔掉。我說，別呀，給我拿
點，我回家餵兔子。大姐給我找了個方便
袋子，讓我隨便挑。我毫不客氣，在葱葉
子堆裏優中選優，挑完自己掂了掂，還挺
沉。花錢不多，滿載而歸。回到家，老公
接過菜，掃了一眼，問我，怎麼沒有一棵
好葱？我坦然回答，好葱很貴呀！說完，
我拿了一把葱葉子去餵我家的兩隻兔子。
兩隻兔子趴上去聞了聞，許是不合口味，
迅速把脖子縮了回去。
昨天，我起了個大早，把所有的葱葉洗
淨切碎，和進麵裏，用電餅鐺烙了幾張葱
花油餅。老公吃了一張，讚不絕口。我

說，本來是餵兔子的葱葉，餵了咱倆了。
老公日常掛在嘴邊的話，再次脫口而出：
節約光榮，浪費可恥。到了中午，我切好
葱絲，準備涼拌白菜心，我和老公都愛吃
這一口。葱絲、辣椒油、香菜段、醬油、
香油、味精、鹽、醋，攪在一起拌一拌，
那叫一個香！我在廚房忙着整這道涼菜，
老公過來看了看，嫌我切的葱絲太少，自
己下手又切了一段。我逗他說，兄弟，今
年大葱太貴，咱悠着點吃，想開胃，多放
點紅辣椒也行。老公說，山東人就是愛吃
大葱，不愛吃那就不是正宗山東人，再貴
咱也要使勁吃。老公說的話十分在理，無
可反駁。
山東人吃大葱，尤其愛生食。梁實秋在

《憶青島》中寫道：「一日，有客從遠道
來，止於寒舍，惟索烙餅大葱，他非所
欲。乃如命以大葱進，切成段段，如甘蔗
狀，堆滿大大一盤。客食之盡，謂乃生平
未有之滿足。」當我讀到這裏，我心裏就
猜想，這位貴客，一定是位山東人吧？記
得小時候，家裏改善生活，母親支起鏊
子，烙下厚厚一摞白麵餅。院子裏種了大
葱，隨手拔起一棵，清水一沖，掰去根
鬚，用以卷餅。餅短葱長，葱葉子在眼前
晃來晃去，那吃法真是彪悍極了。
有一年，我們一家三口登泰山，手握泰
安煎餅卷大葱，從一天門拾級而上，直衝
中天門而去。商業化的煎餅卷大葱，含蓄
內斂，不像我們老家的烙餅卷大葱那般個
性狂野。大葱截斷劈開，不粗不細，不長
不短，剛好被煎餅裹緊。黃豆醬，是最忠
誠的葱伴侶，炒熟的醬液抹在煎餅上，和
葱段黏在一起，恩恩愛愛，永不分離。食
客咬一口餅，那葱香，那醬香，入口橫衝
直撞。泰安煎餅是當地名吃，捲上大葱就
成了響噹噹的山東名吃。山東大葱知名度
高，早在1949年就名揚海外。當年毛澤東
主席去蘇聯訪問，帶去的國禮之一，就是

山東大葱。
孩子假期裏，我們一家人偶爾去下個館

子。濟南天橋區師範路有個山東菜館，京
醬肉絲做得香氣怡人，能讓食客念念不
忘。我們每次改善伙食，多是選擇這家餐
館。這家廚師烹飪水平絕對高，看看那個
肉絲吧，長短一致，粗細均勻，裹着一層
稀薄的甜麵醬，煞是好看。再看碟子裏那
些個小麵餅，圓潤光滑，晶瑩剔透，就像
掛在天邊的十五的月亮。和「月亮」作伴
的，是那身材苗條且脆生生的葱絲兒。迷
你型小麵餅捲上葱絲和肉絲，是我們全家
的摯愛。在別的飯店裏也吃過京醬肉絲，
隨着菜品一起端上桌的，是豆腐皮加葱
絲。豆腐皮捲着肉絲和葱絲，也能吃得有滋
有味。豆腐皮和葱絲本來就是良配，兩者涼
拌在一起，就是一道大眾化的爽口素菜。
生活中，人們還喜歡用小葱拌豆腐，那
個寓意真好，一清二白嘛！這些年，在濟
南吃的大葱，多是當地的章丘大葱。山東
大葱，美名遠揚，章丘大葱，世代改良。
章丘人民精心養護的大葱，「葱中龍
鳳」，層出不窮。就在前不久，有那麼一
棵卓爾不群的章丘大葱，以2.532米的身
高，成為「大葱王」，並一舉打破健力士
世界紀錄，給山東人民帶來了巨大榮耀。
章丘大葱長着長着，就成了樹的樣子，這
並不妨礙它的美味。章丘大葱味兒甜，辣
味不重，富含維生素C和多種礦物質。
濟南的集市上，章丘大葱的影子隨處可

見。那些高大挺拔，威武雄壯，捆在一
起，不分開賣的，必是章丘大葱無疑。今
年不同於往年，葱販子們，為了快點出
手，把大葱捆成了小捆。饒是如此，也不
暢銷。大葱受此冷落，筆者實在心有不
忍。春節前，我打算着買上那麼兩捆，豎
在陽台上，感受一下大葱們的豪邁情懷。
想吃就要多吃點，摀住錢袋子，如何歡樂
祥和過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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