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門三鼎甲，殿閣四師生

學習是健康之母
現如今，誰不把健康
視為人生第一要義？更
有很多人，每天鍛煉身

體以期達此目的。
這當然沒錯，就連世衞組織最近都
發布了一個《關於身體活動和久坐行
為指南》強調，如果人類加強鍛煉，
每年可以有400萬至500萬人免於死
亡。這是因為規律運動有助於預防心
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和各種類型的
癌症。與此同時，規律運動也對心理
健康有益，有助於防止認知能力下降
以及抑鬱和焦慮症狀，這在當前的新
冠大流行背景下尤為重要。
但小狸在「學習」這則說法的時
候，忽然想到，如果沒有「看到」或
「聽到」這則說法或其他關於健康與
鍛煉的種種「說法」時，那會怎樣？
由此一悟，小狸忽然發現，「學習才
是健康之母」。而這個「說法」，才
應該是更根本的人生健康法則之一。
試想，「道理」再對，你根本無知
無識，那又與你有什麼關係？
例如，吃蘋果的時候，吃不吃蘋果
核？和許多人一樣，小狸以前每次都
把它扔了，但其實這種做法很可能錯
了。據奧地利一些科學家們的最新研
究顯示，蘋果中90%的營養成分其實
都集中在果核裏，因此建議人們吃蘋
果的時候應該「連核一起吃才健
康」。
但當然，地球上也一定還有另一批
科學家持相反意見，專家嘛，各說各
有理本來就是其安身立命之常態。而
作為受眾的我們，卻需要更強大的
「學習」能力和「學習」基礎，才能
擁有一雙慧眼去看清霧中花。

有句話叫「你的樣子就是你吃進去
東西的樣子」，意思是「吃」和人體
健康息息相關。關於「吃」的種種，
太值得我們好好「學習」了。例如，
你在意喝牛奶這件事嗎？牛奶是富含
「色氨酸」的食物，許多人睡覺前習
慣喝一杯牛奶並非偶然，因為它所含
的色氨酸可作為睡眠誘導劑並放鬆神
經系統。
此外，它還富含鈣和鎂，這些元素

具有鎮定作用，是維持神經系統平衡
所必須的。至於什麼是「色氨酸」或
「鈣和鎂」，你當然不必知之甚詳，
但它們作用於你身體的道理，以及改
善你心情的能力，確有「學習」甚至
「學而時習之」的必要。
中華民族是個講究學習也善於學習

的聰明民族，早在孔子時代就有「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甚至餘音繞
樑。是的，不學習，無以健；重學
習，方可康。
小狸又忽然想到，「餘音繞樑」還

真是跟人的健康特別是人的「情緒健
康」息息相關。據西班牙一些科學家
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音樂產生的情
感可以在我們第一次聽到一首歌曲時
就被激活。隨着重複次數增多、關鍵
經歷和情感回憶的影響，這種情感還
會愈來愈強烈。因此，音樂，特別是
浪漫音樂可以改變人的體溫，這是不
言而喻的。但你確知這一點嗎？
說到底，不僅是吃蘋果，不僅是喝

牛奶，也不僅僅是聽音樂，人生要義
是學習，處處關心皆健康。尤其是在
這「全面抗疫」的當下，我們尚須
「功夫在『抗』外」，學習，學習，
再學習。

如果我們今天隨便訪
問一個中國人，問一下
以他所知中國千年科舉
史上，有哪一家出過很

多進士翰林。筆者相信，絕大部分人
都會引用清康熙朝海寧查家的「一門
七進士，叔侄五翰林」。
大家都知這個美談，是因為二十世
紀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家查良鏞（筆名
金庸）正正是查家後人，他在壓卷之
作《鹿鼎記》選用清初大詩人查慎行
詩作中的七言聯句作為回目。書中第
一回的註介紹祖上的七進士、五翰
林。五翰林是一叔四侄，查昇、查嗣
韓、查嗣璉（即查慎行）、查嗣瑮、
查嗣庭。後3人是同胞三兄弟，查昇
雖然是叔父，卻與查慎行同年，還少
了幾個月。查嗣韓則是查慎行的族兄
（今天我們一般叫堂兄）。
七進士則橫跨三代，查慎行另一個
族弟查嗣珣和兒子查克建都是中了進
士而未點翰林。後來查嗣庭成為了雍
正朝一場文字獄的主角，家族受到牽
連，七進士、五翰林就無以為繼了。
原來金庸系出查昇而不是查慎行，筆
者在拙著《金庸詩詞學之四：鹿鼎回
目 附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介
紹了查昇和查嗣瑮的詩。
卻原來我們潘家的科名更為鼎盛！
就是本欄介紹過清代福澤最厚的大臣
潘世恩（1770-1854年，國森按：潘
世恩雖然生於乾隆三十四年12月，但
是已過了公曆元旦，所以不是1769年
生）。潘世恩中狀元，族兄潘世璜
（1764-1829 年 ） 和 孫 兒 潘 祖 蔭
（1830-1890年）都是探花。筆者也
寫了一副對聯，未嘗公開獻醜。曰：

宗門三鼎甲，殿閣四師生。
殿試頭3名分別是狀元、榜眼和探
花，名列一甲，得到「進士及第」的
資格，合稱的「三鼎甲」。狀元的官
方叫法，是「一甲第一名進士」。然
後還有二甲（叫「進士出身」）和三
甲（叫「同進士出身」）。所以「三
甲」這個詞有兩種意義，既是「三鼎
甲」的簡稱，又可以是考得第三組的
「同進士出身」。一甲3名直接入翰
林院，二三甲則要在翰林院學習3
年，3年後又再考試，合格可以留在
翰林院的才是翰林。查嗣珣和查克建
只是進士，不是翰林。
清代沒有正式的宰相，民間敬稱大

學士為宰相。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共有4位大學士，分別是文華殿
大學士穆彰阿（1782-1856年）、武
英殿大學士潘世恩、文淵閣大學士寶
興（1777-1848年）和體仁閣大學士
卓秉恬（1782-1855年）。當中穆彰
阿和潘世恩更是軍機大臣。雍正以
後，軍機處代替內閣成為政事中心，
假如沒有當上軍機大臣，則大學士亦
不能預聞軍國大事。大學士名額是滿
漢各二人，滿大學士的權位總是高過
漢大學士。三殿三閣還有保和殿和東
閣，乾隆中葉以後再沒有授保和殿大
學士，於是文華殿大學士長期是首席
大學士。穆彰阿不論在軍機處和內
閣，排名都在潘世恩之上，算是「首
輔大臣」、首席宰相了。潘世恩則是
「二把手」。清制，士人不論考取進
士抑或舉人的功名，都視考官為老
師。所謂「殿閣四師生」，是指潘世
恩是其餘3位大學士的「老師」。

「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上

人生中許多事情複雜，禍福常變，好壞俱有，壞事如
何能變好事？
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事情好壞難料，

常出現逆轉、變動，讀《淮南子》「塞翁失馬」的成
語，就悟到禍福同門，好事不一定全好，壞事不一定全壞，也能變成
好事！雖受到一時損失，也許反而因此能得到好處。疫情宅家，無法
過以前般自由出入之生活；疫情學習，無法像以前般自由面授及群體
討論，但多了個人空間。宅家留下讀書時光，沉思內省，寫作增值；
更能親親家人，強身健心。我們要正視壞事（疫情），正確對待——
重視抗疫，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要用艱苦奮鬥精神實幹，戰勝壞事
所帶來的困境、難關，挽回壞事造成的損失。
疫情持續嚴峻，莘莘學子要網上電子學習，要讓青少年戰勝疫情日

常宅家這表面是壞事所帶來的困難；我推薦大家親親「悅讀」，寫作
為樂，讓孩子在疫情中學習自主，燃亮孩子對學習的熱誠和興趣，向
更高的目標努力！
勵進教育中心同齡同心學歷史計劃，今年再為小學生舉辦「2021

閱讀悅寫學歷史，穿梭時空來創作」徵文賽，旨在推動青少年加深對
中國歷史的興趣及認知，鼓勵小學生熱衷了解、學習中國歷史，培養
他們通過閱讀自主學習，提升寫作能力。
徵文賽期盼青少年多讀中國歷史書，可從閱讀成語中，學會一些中

國歷史事件，如火燒連環船、荊軻刺秦王、圖窮匕現、望梅止渴等，
從而知道相關的歷史及人物如孔明、曹操等；青少年可通過讀史來自
省、自我提問，代入中國歷史人物的領域，體現人物心情、經歷，下
筆反思；藉着讀寫結合，樂於提筆，勾勒要點發揮，揮筆寫出自己的
感悟，對人物之看法，電子投稿參賽，宅家創作
從「悅讀」中得益，仍活出充實快樂的好時光。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少年，平日較少接觸中國

歷史，牛年舉行此徵文比賽，可鼓勵小學生多閱
讀、多思考、多寫作，在對中國歷史人物的加多
認知後，在寫作、「悅讀」旅程中穿梭時空，和
古人心靈溝通，見賢思齊，潛移默化中以不少傑
出人物的事跡和品德情操作借鏡；成長後尋找自
我價值，對社會有所貢獻，意義殊深，值得支
持。（詳情瀏覽香港教育城及中外文化推廣協會
網站︰https://hkispc.blogspot.com）

禍福變動 讀史啓悟
春天正是百花齊

放的大好日子。一
年一度的全國兩會
已經圓滿閉幕。兩

會會議議程一如既往，總結及審
議政府工作報告，審議「十四
五」規劃，提出意見及建議。
「兩會」會議期間及所公布之內
容，成為舉世矚目之焦點，特別
是我國在去年所取得的輝煌成
就，2021年是「十四五」規劃開
局之年，未來中國將成為世界復
甦的引擎。中國亮麗的答卷，將
與各國共享發展成果。
香港人有幸能參與國家發展大

計，我們細心學習領悟到今年國
家將重點在高質量發展這個主題
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堅定
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創造高
品質生活，堅定不移增進民生福
祉。務實的「兩會」會議期間，
彰顯了團結、和諧、努力、奮鬥
的氛圍，一切以人民至上，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
位置。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思想指引復興偉業！
新中國最大優勢是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而在複雜多變的大局，執政黨中
共提出「六穩」、「六保」，非
常有力有效。習主席提倡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將堅持對外
開放改革，和平發展，因而在外
交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中國堅持民主、法治、文明、

包容的治國理政，兩會期間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親自舉行新聞發布
會，國務院中央各部委分別在「通
道」向新聞界朋友交流溝通、介
紹國策，這是相當開明的做法。
其中外交部長王毅在兩會記者會
上談及台灣問題時，指中國政府
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妥協餘地及退
讓空間」，並警告美國勿作「越
線」、「玩火」的危險做法。
全國兩會圓滿閉幕，展現國
家發展的美好前景。團結匯聚官
民、軍民一切力量，奮進踏上時代
新征程。面對當前世界百變大局，
支持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建設。
強化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實施糧
食安全戰略，實施能源資源安全
戰略，實施金融安全戰略。我們
支持國家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
化，以戰備建，實現富國和強軍雙
統一。為此，優化國防科技工業布
局，加快標準化通用化進程，推進
武器裝備市場准入，加強應急應
戰協同，健全強邊國防機制等。
支持國策，堅持「一國兩

制」，推進祖國統一，共創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十三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勝利閉幕
了。最令香港人關心的是在會中
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我們支持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乃及時、必要、合
憲、合法，亦是利國、利港、利
民的。

堅定不移走高質量發展之路

在黑暴與疫情肆虐的
兩年多時間，絕大部分
香港行業備受打擊，能

勒緊褲帶捱過來的算夠幸運，好些行
業瀕臨破產只得結業，更多人是失
業。這時是考驗個人的運氣與生存能
力的時候，但可以肯定的是天無絕人
之路，逆境總會過去，縱是困難重
重，機會還是存在的。
一朋友開古董店，是有錢人有閒錢
有心情時的玩意，在這經濟氣候，縱
然仍家財豐厚的人也沒動力去買古董
玩，朋友的店門熟客都沒出現，租金
壓力令他吃不消。他再三思量，把寄
賣品交回客人，其餘貨物存倉，改以
網上出售。他大學時是讀藝術史的，
遂寫自薦信到校外進修中心，幸運地
獲得網上授課一職。
有開餐廳的朋友，限聚令使他結業
了。為了生活和供樓，他和餐廳夥計
合組清潔公司，晚上替辦公室當清
潔，深夜到停車場為人洗車，居然殺
出了一條生路，生意頗佳，收入不
高，但較餐廳穩定。

有一年輕人在廣告公司任職，在大
環境下公司沒生意，被裁退了。他憑
藉對拍攝的愛好，做上自由身攝影
師，音樂錄影的攝製、專題的拍攝都
接，又兼職寫電腦程式，周日當網球
教練，他給我的名片，名字下的身份
是「專業撰稿員/攝影師/監製/電腦
程式創作人/網球教練」，好個「斜
槓」一族。最近見他，之前的不展愁
眉已經消失，換上的是自信滿滿的寛
容。他對我說：「當初被裁真的如天
掉下來那麼令人發愁，後來想總要為
自己尋出路，再好好探索個人有什麼
謀生技能，感謝父母自小對我的栽
培，讓我打機，給我上興趣班，我也
堅持好好學習，想不到今日成為了自
己的救生索。」
幾位空中服務員舊同事，憑藉在工

作上學會的溝通技巧和習慣的善解人
意，順利地轉職到酒店、銀行和高級
餐廳，事業發展較想像中順利。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上天關了一道

門，會打開一扇窗。遇挫折別灰心，
細心想，總有出路！

逆境迫人來

我已經許久不關注突發性網絡
熱點了。上一次關注具體事件，
還是新冠疫情初期的李文亮，那

時心情很差。再之後，我的世界就重歸平靜。
無論是出行者的不禮貌言行，或者老人跌倒的
訛詐事件，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
從根本上來說，在我心底裏，這些都是個別
事件。正確的關注方式，應當是把同類事件進
行統計，並分析一類事件背後產生的原因，以
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再得出關於這個時代
特徵的診斷性結論，以使我們在看到此類信息
之後，能夠不僅僅停留在知其然，還要知其所
以然。
這種針對事件的分析，實際上是在讓事件回

歸一般化。因為，當我們開始關注事件的起因
和推動力之時，事件本身就被重新拉回到它所
處在的環境當中，也就不顯得那麼驚世駭俗
了。這種視角的目的，顯然可以讓事件脫離特
異性，重歸於日常。
我想，像我一樣有這種期望的人一定不在少

數。歸根究底，是我們都厭倦了一種沒有意義
的喧囂，以及無始無終又永恒不斷的事端的出

現。這使人感到煩躁。更何況，在當前這種互
聯網的輿論生態當中，能夠被稱之為事件的，
都不是在正常社會當中的常規進程。就像《紐
約太陽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編輯主任約翰
．博加特所總結的，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
才是新聞。所以，即便再多老人被扶起來表達
了感謝，互聯網上的老人依然在訛詐。當前這
個時代，事件是依靠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存
在的。
在以往的傳統媒體時期，事件也有異常性，
但是相當克制。其原因在於有一種社會職責和
物質基礎共同支持着媒體人的職業理想。現在
的自媒體時期，流量所帶來的超人渴望鼓勵了
一種反情操的追求。它最直接的壞處在於，事
件本身是嚴重脫離日常的，既細碎又極端。而
一般民眾卻習慣於在接收信息的時候，把事件
當中總結經驗。甚至於，我們所獲得的絕大多
數經驗，也即絕大多數的鼓勵和禁忌都來源於
此。而當我們開始在日常生活中去運用這一套
經驗時，卻經常發現一種錯位，總覺得哪裏不
對頭。
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哲學家德里達一直反對

事件。因為一旦關注，事件就會引發一種延遲
的經驗，並進而演變為一種標準。事件就在這
種標準建立起來之後成了「非事件」的。它開
始變得永恒。但這種經驗本身是存疑的。就好
比每個家庭都裝了防盜網，最初僅是某一次事
件之後的杜絕被盜引起的行為。然而盜竊的根源
不在於防盜，而在於社會階層差異導致的一種絕
望，並由此引發的不穩定。所以從理論上來說，
裝不裝防盜網與防盜本身關係不大，只要未能
解決最根本的那個起因，盜竊就無法解決。正
像佛洛伊德所說，罪行沒有開啟任何東西。因為
在犯罪之前，懺悔和道德已經在那裏了。
不過要想使民眾不關注事件，這很難。民眾

之所以常被事件所吸引，在於事件的戲劇性往
往引人入勝。身處其中，我們可以短暫脫離日
常的平庸生活。並且，事件最令人興奮之處，
在於新事件有時看似與舊事件相似，但它總是
新的，包含新的內容。這種新來源於時代的變
化，因而就指向了未來。正像德里達所說：沒
有新來者的獨異性，事件名字或身份不會存
在。這麼說起來，喜好事件的民眾總是積極的。
而反對者，比如我，卻有那麼一點點消極。

事件

「熱廚房」在降溫有利精英治港
如今城中最熱話題當然是對第十

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2,895票贊
成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關係到香港未來的經濟前
景、關係到想從政人士的前途、關
係到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管治的方式

較量。
全國人大代表一致認為香港回歸祖國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選舉制度，包
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應
當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確保愛國愛港
者治港，才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要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才有機會發
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
按目前香港狀況若不變就難以確保不走

歪路，過去廿年是經驗教訓。
當國家出手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和

政治體制，除了建制派議員表態支持外，
政府主要官員、商界人士都紛紛表態支
持，相信確保香港的管治權掌握在堅定的
愛國者手中，香港才不被人肆意破壞。
「愛國者治港」可減少政治亂象，社會

穩定對營商有利。其實大家早已厭倦了劣
質民主、政治化的香港，不想香港繼續沉
淪落去。沒有人肯第一個開口反對，如今
國家支持下大家都夠膽講，可見香港的有
膽識管治人才何其缺。
一直以來都覺得香港人雖然是現實市

儈，其實不少是善良有愛心的，看看大型
的慈善捐款如《歡樂滿東華》、《仁
濟》、《博愛》醫院籌款活動都有許多商
業機構、善長仁翁支持捐助，大大小小的
扶助基層社區活動也有許多義工幫手，普
通市民都會出錢出力，現實市儈只是因為
香港真的是一落街就要花錢，無錢寸步難
行，你不可能由九龍游水過香港，不會有

條行人路可以讓你由新界行出市區。除非
你想依賴人施捨，個個都要為自己生存謀
出路，難免要講求實際，賺錢最重要。但
香港人都是中國人傳統思維，相信善有善
報，所以有善心良知肯做好事的人肯定比
無良心搞破壞的人多。
你會問那早前為什麼香港會持續出現「黑

暴事件」，那麼多黑衣人搞破壞，政府卻無
法控制？社會大多數包括商界幾乎無人敢公
開發聲。雖然也有聲音責怪過他們，但理性
去看，他們生意上與歐美國家有千絲萬縷的
關係，商人不可能不顧商業利益，畢竟是生
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只能說香港政府多年來
太忍讓滿口歪理的政客，甚至向他們示弱，
令他們愈來愈瘋狂，正常人感覺不到發聲後
受到保護不被襲。
無論回歸前或後，香港奉行行政主導的

管治政策，精英管治，可惜這廿年來行政
官員完全被立法會議員「食住」，無法彰
顯，自然喪失了主導權、話事權。行會一
直給外人感覺是完全發揮不到作用，港府
缺乏了敢扛起大任、強而有力的核心團
隊，才令政府處處陷入被動，變成了「熱
廚房」。
而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許許多多錯

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要處理及複雜的社會問
題要解決，要管治這樣一個大城市不容
易，也不可能只靠一個行政長官，有強而
有力的行政團隊幫助運籌帷幄就事半功
倍，這樣就需要社會精英加入，出謀獻
策。任何一個國家地區都如此。「熱廚
房」卻嚇走了不少社會精英。
如今國家出手協助強化行政管治團隊，那

些老是懷念英國管治年代的人就應該更加支
持香港回復行政主導和社會精英治港。
事實上國際上許多例子，若由草包或只顧

玩政治的人掌權的地方，人民哪會有好日子
過，因為他們根本沒能力管理好社會。
泛民有人批評香港今次的改革是民主倒

退！那麼是誰的責任？誰迫到國家忍不住
出手的？給了23年你摸索，你卻愈來愈失
控，走不出困局，拖國家後腿。而且中央
表明，他們不會將「反中亂港分子」同
「泛民主派」畫等號，沒有不容反對意
見。
到如今大家都開始明白不能靠外國，有

困難時只有祖國會伸出援手，唯一的生路
就係跟隨國家的發展步伐走。
特首林鄭也忍不住吐真情，她感謝中央

替特區政府搬開阻路的石頭。坦承選舉制
度中的一些缺陷，已經很明顯看到。例如
有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利用現時選舉制
度的漏洞，進入了立法會區議會的管治體
制內，但他們並不是協助特區施政或幫助
市民做實事，很多時候都在搞破壞、反對
中央、拖政府後腿；站在對立面鼓吹「港
獨、自決」。
「完善選舉制度後，給我們一個更加好

的空間和環境解決一些面對的問題。至少
給我們一些空間討論和凝聚共識，以解決
這些問題，不會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純
粹以泛政治化的角度看待，例如凡涉及內
地就不行。高鐵如是、『一地兩檢』如
是；凡有任何他們認為可以抹黑香港政府
的地方，例如所有土地發展就一定是官商
勾結、輸送利益，收窄了這些空間，令我
們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次完善選
舉制度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提升我們管治的
效能，正正是還一個理性的空間讓我們可
以與立法會有健康的互動，大家共同尋找
解決問題的方法。」
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是中央事權，無容
置疑。今次中央主動從國家層面為香港完
善我們的選舉制度，是要香港重回「一國
兩制」的初心和正確軌道，讓「一國兩
制」能行穩致遠，有利香港的長期繁榮和
穩定，作為良民無任歡迎。香港人不是羨
慕新加坡人生活安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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