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登孝廉進士世宴鳴鹿瓊林

「人臉識別」向何處去
不久前的3月15日這
一天，很多人都對來自
「外蒙古」的沙塵暴遮

天蔽日了大北京的印象深刻。但其實更
不應該忘記的，還是這一天晚上央視沉
痛播出的「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集中曝光行動。
這難忘的一晚，很多人都對着央視
屏幕看得目瞪口呆。科勒、寶馬、
MaxMara 濫用人臉識別；智聯、獵
聘、前程無憂簡歷流向黑市；手機清
理類軟件表面清理垃圾而背地裏偷信
息；360搜索、UC瀏覽器推薦虛擬產
品的廣告；河北青縣瘦肉精羊逃過監
管流向多地；上萬噸以舊翻新鋼筋流
入工地；名錶維修貓膩多，小病大修成
通病；福特變速箱生銹屬設計缺陷坑
害消費者；英菲尼迪故障頻發，讓車
主簽不平等協議……這九大黑幕，一
經央視曝光，可謂各方炸鍋。
據悉，當天深夜，涉事公司紛紛回
應，各地監管部門也火速回訪調查。其
中，小狸注意到，科勒（中國）投資有
限公司除向廣大消費者表示誠摯的歉意
外，還第一時間安排相關門店連夜拆
除所有攝像設備，個別無法連夜拆除
的「人臉識別」設備先做斷電下線處
理，並對所有設備曾採集的信息不做
保存、分析及轉移，而僅僅作到店人數
統計用等等。
科勒的反應、危機公關和處理方法
都算不錯，小狸對此並無異議，但又不
僅憂從中來，因為跳出科勒這一家的視
野來看，這一切又能管多大用呢？古有

「法不責眾」之說，今天內地各地濫用
「人臉識別」已蔚然成風，又豈止是一
個「科勒」就能「改過」的呢？
早在去年中，很多媒體就曾尖銳指

出，內地的人臉識別技術正在野蠻生
長，造成了廣大民眾愈來愈明顯的不安
和不滿，極需制定相關的「個人信息保
護法」以應對。正式在這種共識的凝聚
下，有關部門於去年10月公布了個人
信息保護法（草案），明確規定企業等
機構有義務在獲取個人信息時告知當事
人且取得同意。但這規定又能「責眾」
嗎？能起到關鍵作用嗎？
因為剛剛「過猶未過」的「科勒」
就是一個切近的「回答」。
但其實，去年11月，即在有關部門
公布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不久，
還有一個案例更應該被我們提及，它
同樣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甚至是我
們更不應該忘記的，就是「中國人臉
識別第一案」。當時，浙江省杭州市
某動物園規定，入園者必須通過人臉
識別才能進入。而該市某大學教授因
拒絕接受人臉識別而無法使用年票入
園。於是這位教授一怒之下將動物園
告上法庭，判決結果是，杭州市富陽
區人民法院支持教授一方的主張。這
個判決結果當時在互聯網上也獲得了
廣泛支持。
因此，「人臉識別」向何處去？不
僅應該是一個「草案」的律己問題，
也不僅應該是一個「3．15」的揭弊問
題，而更應該是一個能上升到「法
庭」、落實到結果的執行問題。

潘世恩家族源出安徽
歙縣，祖上移居江蘇吳
縣，歙縣大阜村有潘氏
宗祠，此家族就是「大

阜潘氏」。據沈慧瑛《貴潘家族傳奇》
（2020年）統計，潘家於清代出過9進
士、36舉人、21貢生、142生員。潘世恩
官居正一品的大學生，其孫潘祖蔭也是
軍機大臣，官至尚書，與大學士只差兩
步。若天假以年，或許可與祖父看齊。
筆者祖籍廣東南海，2012年跟隨黃
仲鳴教授到廣州拜會李育中教授
（1911-2013年），李老問及眼前「小孩」
的籍貫，然後說南海潘氏和番禺潘氏不
同源。當時也不在意，沒有即時請教，
真是失諸交臂！因為過訪是為了澄清
「時間」一詞曾否讀作「時艱」。李老
說從來沒有聽過！有詩為記：「嶺南大
老白鬚翁，百歲鴻儒李育中。鐵證如錘
爭議息，珠江『時諫』九旬同。」我們
南海潘氏的來歷，就不知怎生查考了。
潘冕（1718-1780 年）的兩兒、兩
孫、兩曾孫、兩玄孫，每代出兩位進
士。潘世恩即是其孫。
潘冕有三子，奕雋（1740-1830
年）、奕藻（1744-1815年）都是進士，
奕基（1745-1824年）自己考不上進士，
後代卻有4位進士。潘奕雋原本殿試考
在前十名，有機會「挑戰」三鼎甲，可
是「引見遲誤」，降為三甲第97名，
是這 榜 的 倒 數 第二。名 相 劉 墉
（1719-1805年）引杜甫《飲中八仙歌》
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來開他的玩笑。
見皇帝遲到而功名蹭蹬。時耶？命耶？
奕雋之子世璜高中探花，補父之

憾。世璜之子遵祈（1808-1892年）也
是進士。
奕藻的後代再沒有進士。
奕基之子世恩是狀元。世恩次子曾
瑩（1808-1878 年），曾瑩之子祖同
（1829-1902年）是三代進士。世恩三
子曾綬（1810-1883年）之子祖蔭則是
探花。

以上8位進士，只潘奕雋不是翰林。
世恩與祖同、祖蔭是祖孫翰林。
世璜、遵祈一對；世恩、曾瑩一

對；曾瑩、祖同又是一對；共三對父子
翰林。
奕藻與世璜是叔侄翰林，與世恩則

是伯侄翰林。世璜與曾綬是伯侄，世恩
與遵祈是叔侄。遵祈、曾綬兩人與祖蔭
是伯侄。遵祈曾綬二人同年，於是不知
遵祈與祖同是伯侄還是叔侄了。
至於兄弟，奕雋奕藻是親兄弟；世璜

世恩、遵祈曾綬、祖同祖蔭都是堂兄弟。
四代八進士七翰林，其間的關係還

不易說得清呢！
李鴻章（1823-1902年）為潘世恩第
四子潘曾瑋（1818-1886年）的住宅題
匾，就寫了：「祖孫父子叔姪兄弟翰林
之家」！
第9位進士是潘冕這一支的疏屬。據

《貴潘家族傳奇》介紹，潘冕的祖父潘
兆鼎（1658-1724年）有一弟兆臣，兆臣
的後人潘尚志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
中三甲第184名進士。這時潘冕後代中
的進士還有人健在。當中潘遵祈就是慧
眼識英雄之人，特意栽培潘尚志成才。
潘門九進士的關係複雜，礙於才

疏，只好草一六言聯以誌其盛：
代登孝廉進士，世宴鳴鹿瓊林。
「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下

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老媽的第四代︰大哥的小
孫快4歲了。年假裏，明珠和我陪老媽，為侄孫講
飛的故事，說小飛豬，向男孩小東說：「我們豬類
本來是有翅膀的，後來因為人類把我們關起來，只

給我們東西吃，不讓我們工作，只管把我們養得肥肥白白，所以
翅膀就退化了，不曉飛了。但是我一定要恢復祖先的光榮！」
小飛豬就向左右伸開牠的翅膀，撲撲地飛了起來，一面飛一面

哈哈地大笑着，飛啊，飛啊，不一會就不見了。
侄孫超愛聽小飛豬，嚷着：「我想飛，飛！」
於是，我化身做隻大鵬鳥，讓小侄孫騎伏在我背面上，我伸張

雙臂，仿雙翼翔飛，用急步高低盤旋式技術，進入飛上天空的情
景；我馱着小小的孩兒，經歷了翼手翔飛、來回盤旋的辛累；一
瞬間又像一架飛機，載着一個小不點在騰飛喔，明珠微笑地咔嚓
一聲，拍攝了難得一飛的瞬間動態——想飛的願望，心想事成了？
其實，我也想飛！想起徐志摩的《想飛》︰啊！飛！要飛就得

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
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但大多
數人是忘了飛的，有的翅膀上掉毛不長再也飛不起來，有的翅膀
被膠水給膠住了拉不開，有的羽毛叫人給修短了只會在地上跳，
有的拿背上一對翅膀上當舖去典錢使，過了期再也贖不回……真
的，我們一過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飛的本領。
是呀，人們一長大就掉了飛的本領！想像如果我有一雙翅膀，

我真想飛到首都北京，飛到宏偉的國家大劇院裏看一場演出；我
想飛到黃山看雲海，看奇松、怪石，領略日出日落之壯美。我想
飛到天涯海角的三亞，在金黃的沙灘上奔跑，在波瀾壯闊的大海
裏游泳。我想飛，飛遍神州大地，飛去見證中國科技突飛猛進的
發展，人們美好幸福的小康生活……我把故事說完︰小東很佩服
這隻小豬的志氣，心想，將來自己一定做一個飛機師，那時，即
使沒有翅膀，也會飛了，而且比小飛豬飛得更高、更遠。
侄孫說︰我也想做飛機師！
我願下一代有飛的志氣、信心，飛遍世界，看看天地；奮進少

年是否立志，有造福世界的夢想？
我勉勵孩子要插上一對強勁的翅膀：知識和毅力；努力奮進，

必真正可實現飛翔的心願了。

飛的願望 飛的本領
自1997年香港回

歸祖國前後以來，
有關中央關心香港
的聲音，就我所領

悟，以近一年以來是為之最。去
年 7月《香港國安法》實施以
來，接着便是今年3月全國人大
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以及多位國家領導等分別對
有關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改革作
的重要的指示，令港人深感鼓
舞。
「人大311」決定中，有關香

港立法會議席由 70 席改為 90
席，行政長官選委新增第五個界
別，議席由原有的1,200人增至
1,500人，並取消117個區議員特
首選委席位等。新議席由選委會
產生，取消超區議席。其中最重
要的是堅定支持落實「愛國者治
港」。眾所周知，近年來香港發
生之「黑暴」和「港獨」社會活
動，嚴重破壞了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從總結中吸取教訓，香港選
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出完善
改革，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
障。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
職權。
中央為了更誠摯聽香港人的聲

音，特別派出港澳辦常務副主任
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副主任張勇從北京專程來港並和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港分別
主持座談會，邀請各界人士出
席，1,000人參與，並在座談會上
提出意見和建議。其實，自「人
大311」決定公布以來，引起香
港各界人士熱烈的反應，紛紛用
各種形式包括落區簽名及在各大
報章刊物、網上媒體等表達支持
並作出一些建議，充分表現新時
代的香港的新民主精神。總括各
方意見，都認為新選舉辦法將會
令香港煥然一新，東方之珠的美
譽將再度響起來。大家都認為在
整個過程中，港人包括特區官員
在內都上了一堂愛國主義課。
的確，區議會選舉及區議會議

席在立法會的佔比都不正常。近
年的區議會政治化已失去了區議
會原先的諮詢效用，某些區議員
並沒有盡職盡責為市民服務。其
實，立法會亦然。某些泛民主派
的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行為不
正，搗亂秩序，影響了正常的施
政，如此亂象，已經令很多市民
反感了。完善選舉制度是眾人的
要求，合情、合法、合理。當
然，要確保能選出真正的愛國者
治港，就必須要縝密甄選出選舉
委員，特別是審查委會員成員的
產生。
期望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出的治

港者一定要是堅持的愛國者和有
能力、有才幹、有愛心的人士！

新時代 新民主精神

我們常埋怨不夠資
源，發揮不了，但生活
體驗令我發覺，資源從

來沒有不足，只在於我們能否適當地運
用所擁有的。
最近從學習色彩學中，讓我對資源
運用有一番體會。我曾跟隨不同的老師
學習繪畫，同是油畫，不同的老師便有
相異的理論，有鼓勵我們盡量多用顏色
盒內所有不同色彩的顏料；有要求我們
逐一把手上不同的顏色互相以不同比例
去混合，填出色彩變化表，作為日後繪
畫時參考，這是基本功，學畫者必須經
過的階段。做了這一層功夫後，你會發
覺色彩不同比例的混合造成千變萬化的
顏色，有些組合出來的色也夠令人驚訝
的。諸如黑加黃加白，可以是皮膚顏
色，因為這黑色中有藍紅色。
有一位畫畫老師就要求我們只許用
三原色加上白色來繪畫，三原色即紅、
藍、黃。所有色彩都是由這三種顏色組
合而成，如紅藍成紫、黃藍為綠、黃紅

則橙，三色共存便黑，加白組不同色調
或成灰。總之這四種顏色的調合，大致
都能組成我們所要的色彩。老師說：
「就用這四色去繪畫，從原色中去學習
調校出眾多的顏色和色調。」
起初真不容易，常因分量比例不合

而做不到想要的效果，尤其是白色的運
用，但練習久了，掌握了當中的技巧，
每次上課或外出繪畫也懶得多帶顏色，
就輕鬆地拿着四支顏色已足夠。
這理論有點像烹飪，限聚令下，許多
人也像我一樣，從不怎麼懂燒菜，到稍
為得心應手。以前生手時會緊張買來什
麼煮食材料，食譜內缺了一項也感束手
無策。久而久之，雪櫃內有什麼材料，
簡簡單單的，如幾隻雞蛋，一點肉，幾
條菜，也可以做出不同的美味菜式，熟
則能變通。最近搬家，我把泰半衣服送
人，現在打開衣櫃反而很快便找到要穿
着的，配搭也輕鬆直接，省時利落。
簡單原來可以化成豐富，減輕負累

與壓力。回歸原色，卻創出萬紫千紅！

回歸原色創出萬紫千紅

我跑步時聽音樂是一陣一陣
的。前一陣子聽HipHop，最近
則是音樂劇。那一天，我正好聽
到了《羅密歐與茱麗葉》。在這

部劇的第四幕第三場，茱麗葉向神父要了一
瓶假死的藥水，準備趁着旁人不注意，就瞞
天過海的與羅密歐私奔。
我想她在喝下這藥水的時候肯定也有點心

慌。畢竟沒有嘗試過，也不知道喝了以後還
能不能醒過來。但一想到失去愛人的痛苦，
真正的死亡似乎也沒那麼可怕了。所以當所
有人都在外面忙碌的時候，茱麗葉獨自一人
在臥室裏偷偷喝下了整瓶毒藥。
她的乳母第一個發現了她的死亡。立刻驚

慌失措地大叫着：「Juliette est morte（茱麗
葉死了）！」這時音樂變得急促起來，這部
劇的第一個真正的高潮到來了。在所有人的
慌亂當中，茱麗葉成了愛情的犧牲者。但觀
眾不難過，因為是局外人，我們早就知道了
整個內情，所以心裏十分歡喜。想着羅密歐
馬上就會到指定的地點和時間救走剛好醒過
來的茱麗葉，兩個人從此歸隱山林，遠離仇
怨。所以這次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悲劇，反而

是一個喜劇，預示着一次重生，代表着苦盡
甘來的可能性。它雖說依然是終結性質的，
不過終結的卻是苦難。就好像《倚天屠龍
記》當中的張翠山和殷素素，在機緣巧合之
下流落荒島。這十多年，就變成了他們一生
當中最幸福平靜的時光。
茱麗葉的這場假死，讓死亡變成了一場饋

贈。男女主人公的浪漫愛情在這個死亡的假
象當中迎來了這個高潮，誕生了一個勇敢
的、擁有慷慨赴死決心的、戀愛當中的16歲
少女形象。連帶着，還引導出另一個同樣甘
願為愛赴死的英俊少年羅密歐。這真是浪漫
極了。儘管故事的結尾，兩個陰差陽錯的少
年喪了命。但這種體驗並不真的很壞。假如
瘋狂一點，我們把死亡看成一種永恒，這個
因愛而痛苦的瞬間就會因為死亡的戛然而止
留在最高潮，這愛在此處定格，沒有比這更
完美的事。
一場假死，後面再接着一場真死。通過對

死亡的重複強調，讓一對戀人奮不顧身的形
象鮮明閃爍。這符合我們對於主角的認知。
經常看電影、電視和小說，我們會發現主角
都是自帶光環的，他們永遠不死。我們經常

會半嘲諷地說：「這些人因為是主角，他們
都無往而不利。連子彈都要繞着他們走。」
這與日常生活完全不同。在真實的世界
裏，死亡是無法被忽視的。作為一個永遠也
無法被人類越過的障礙，甚至可以說，在人
類的大多數痛苦當中，死亡是一種終極結
果。它左右了我們的行為與命運。
然而，這個作為終結的死亡在文學作品當
中完全不同。羅密歐和茱麗葉死了。但他們
的死亡絕不草率。為了他們的死亡，莎士比
亞費上了大量的筆墨對這個作為終點的情節
進行鋪墊。有了這些筆墨，在他們死的時
候，死亡就成了一種儀式。儘管在我們眼
裏，死亡是一個事實。但我們並不是真的關
注它。在這個死亡的背後，我們看到了主人
公用死亡所換取的東西。它一直若隱若現，
直到這個死亡到來，這重價值就被推高了。
並且，間接地，為了這個價值犧牲自我的這
位主人公，也因為自我貢獻，顯得極為高
大。所以，文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它不倡導
禁忌和邊界，哪怕再庸俗的文學，也是光明
的。因為，它總有一股超然忘我的氣質，我
們將之稱為不俗。

作為獎賞的死亡

山野自得趣
曾經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要是

生活在省城就好了，好進一步施展
你的才華，可惜你居住在縣城。我
笑笑，話中意蘊，心下明瞭。因為
身居小城，就同蝸居一樣，無論怎
麼努力，都難以離開窄小的天地，
地方太小，將你的才華埋沒了。事
實上，我是一個極喜安靜的人，沒

有多大的貪念和慾望，沒有人際和物慾的
干擾，安於小城，寫自己的文章。我也真
的喜歡離群索居，不喜人間喧囂，不願踏
進城市裏的人山車海，追波逐浪。
楊絳說，讀書不是為了拿文憑或者發
財，而是成為一個有溫度懂情緒會思考的
人。讀書是，寫作也如是。有句話說得
好，不圖虛名，譏諷隨之消失，多幹實
事，榮譽不期而至。不管你在城市與否，
壓抑自己沒必要，奉承巴結別人也沒有必
要，必要的是一筆一畫地大寫出你的人
格，堅守生命的坐標，人生需要踏踏實實
地度過，才能把每天都抓在手上。
城市，也曾是我的嚮往之地，然而多年

後，我對城市的恐懼大於對它的欣賞。
我跟不上那樣的緊張節奏。都市裏的洪流
簇擁着你，身影匆匆，腳步不能停下，只
有向前走，無論你心裏掀起多少揮之不去
的鄉愁。比起城市，我更喜歡山野鄉村，
阡陌小巷，喜歡它們攜着大地的氣息，比
如野菜，比如飛鳥，它們就是大自然派來
的天使。我經常在個人空間上傳兩種遠足
的照片，一種是山水，另一種是山村，前
者安詳寧靜，後者婉約清麗。
曲流澗，就是那一帶山區的名字，這個

坐落在大山腳下的村莊，溝壑相連，怪石
嶙峋，路邊見不着幾戶人家，來此一遊的
多是喜歡奇石的收藏者。一隻帆布旅行包
背在背上，在乾涸的河道裏彎腰尋找着什
麼，一路走走停停，甚至不惜攀岩涉水，
懂行的人都知道，這裏地質獨特，盛產奇

石。原始古樸的山村，以完整的生態面貌
示人，褪去面紗，沉靜得猶如深閨。除
此，這裏多水，到處澗水潺潺，更像是它
的名字。一股細水從大山上涓涓流下，時
寬時窄的順着山溝自由自在地流動，它舒
展着身軀，不久便和其它細流匯合，幾條
這樣的小溪最終聚集在了一起，然後被一
條更大的溝壑收納。它們來自於山上的山
泉，以這樣的方式延續且生生不息，無私
地供養着附近的村民和土地。
細水經了寒冬，便變成了冰，從懸掛的

高處一點點垂落，變成冰掛，玲瓏剔透。
那水，清澈得不含雜質，彷彿一顆心那般
通透明亮，一看就知道它來自深山幽谷。
每隔幾天，我們就去山裏帶水，那裏的
水，是從山頂上一根橡膠管引下來的，泉
水旺盛，接起來如銀珠噴湧，喝起來格外
甘甜，用這樣的泉水燒水煎茶，無論是意
趣還是茶的本身，都別有一番滋味。
山路崎嶇，順着山勢繞來繞去，把車子

開到山頂。有時半路下車，兀自走上山去，
登得越高，越是發現天地浩渺，瓦一樣的
雲彩在藍天浮動，腳下的田園井然有序。
或許有霧氣繚繞的時候，雖然看不清山下
的景物，但是村裏的人語卻清晰傳來，一
問一答的對話，從山下清清楚楚地傳到山
上，彷彿語者就在跟前，簡直有種恍如隔
世之感。艷陽的天氣很好，陰雨霏霏，霧
霾鎖城的時候也無所謂。山裏人不怕雨，
人在山下，正好欣賞雨打岩石，一點點潤入
泥土的景象，打着圈的雨水從山上一洩而
下，流向澗底，發出生命的絕響。夏天能
在這裏遇見斑鳩、翠鳥、白頭翁、野雞
「咕咕」叫着，吸引着你的注意，牠們貼着
叢林飛翔，從這座山林飛到那座山林，避
開行人，乘山風振動着美麗的翅膀。
山上有一種果實，是我很小時候就見過

的，它的名字一直不知道，後來查識花軟
件，才知道它叫扁擔桿，果子圓圓小小，成

熟在葉子落光的時候，就像一顆顆玲瓏小巧
的山葡萄，我們小時候稱它為「娃娃拳」。
「娃娃拳」橙紅鮮麗，一簇一簇的，抱在
枝上，直到深冬也不離枝，生命似乎從不會
枯亡。它的植株多生長在渠邊、路邊，適宜
於各種氣候和土壤，果實藥用價值很高，根
或全株皆可入藥，是健脾益氣的佳品。
我在這裏的山上，還發現過幾次戴勝

鳥。第一次是在一片松樹與綠竹間，牠選
擇了一個草坪當作牠的餐桌，冬蟲作牠的
午餐。草已枯黃，淺伏在泥土的地面，牠在這
片匍匐着的草地上尋覓，不斷有冬蟲、草籽
進入視線，牠跳躍着，將這些獵物輸入口
中。我並不曾打擾，只是遠遠地觀察。牠
在草地上啄食草籽的動作，模樣有如舞蹈。
當牠安靜下來，奇妙的事情發生了，牠打開
了那撮原本豎在頭頂的羽毛，就像袖珍的
孔雀開屏，瞬間閉合，展示華麗。後來，我
在離這不遠的一個草坪上又發現了牠，距
離很近，我必須從這裏穿行，才能抵達前
面的目標，在我腳步踩響的十幾米的範圍
內，牠卻並沒有害怕，仍然安於覓食。戴勝
鳥，是國家保護的珍禽鳥類之一，被奉為
「莊稼的保護神」，有人形容牠「其羽華
麗，其爪如鈎，其美若鳳」，遇見的人幾乎
都會說，呀，這是一種多麼漂亮的鳥兒！
登山之樂，在於忘我。當被沉重的生活

壓得展不開笑容的時候，我就和朋友相約一
起登山，奔向山野。春天的泥土，夏天的流
水，秋天的野花，冬天的山果，都能一解相
思。疫情期間，當城市籠罩在陰霾之下的
時候，我們這裏的山野卻還是古道西風，
小橋流水，靜謐得只有風吹的草木，待化
的新雪。站在山巔，那種境界，那種心靈的
開闊，真的無法表達。山野易得，其間的趣
味還是需要自己去品。輕輕撫去名利的紛
擾，紅塵的喧囂，讓萬千煩惱得以釋放，
在四季裏享受生活，在鄉野間寄情山水，
這樣的地方，足可以安頓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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