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政治宣傳

最貴的海底撈
某日，一位港人朋友
和小狸聊起有人在大快
活吃小火鍋時自帶食

材，並表現出一臉不屑。小狸啥也沒
說，只是默默打開了當日的微博熱
搜：「27元吃海底撈」。
朋友，你怕是沒見過真正的薅社會
主義羊毛。薅羊毛，是近年很火的一個
社會現象，概指消費者利用商家的規則
漏洞而佔便宜的行為。在各大社交媒
體上，活躍着不少薅羊毛群組和薅羊
毛攻略，羊毛黨們會興奮地交換情報和
心得，各路「大神」會騷晒炫自己的
輝煌成果，還有更多沒頭腦的跟風者，
成為薅垮一家是一家的重要力量。一個
豐富多彩的羊圈生態已然形成。
而以送的比買的多、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們做不到的好服務著稱的海底
撈，用膝蓋想也知道會成為薅羊毛重
災區。以至於，在微博上甚至存在着
一個名為「海底撈迷惑行為大賞」的
話題，閱讀已達2.8億。
在這個話題下，最火爆的系列就是
「XX元吃垮海底撈」，其中就包括
至今無人超越的「8塊錢吃海底撈」
案例。只見一位打扮時髦的姑娘和朋
友兩人在海底撈點了一份0元的清水
鍋，一個2塊錢的生雞蛋，一碗5塊錢
的米飯和一份10元的自助調料，總共
花費17元，人均8塊半。之後，姑娘
拿了幾根免費黃瓜，大力按碎後加上
各種調料，做成了一盤拍黃瓜。緊接
着又拿了一些免費小番茄，碾碎後放
入鍋裏，做成了一道番茄湯。第三步
從免費小料區拿了牛肉粒和芹菜沫，
放到米飯上再澆幾勺剛才煮的番茄
湯，一碗番茄牛肉蓋飯就完成了。第
四步，生雞蛋打進湯裏，番茄蛋花湯

搞定。還沒完，姑娘又熟練地找服務
員要了一份免費蒸蛋和寶寶麵條，麵
煮熟後加芝麻醬、蒜泥、豆花醬和葱
花，做成了一道熱乾麵。至於蒸蛋，
加滑丸味碟、牛肉粒和芝麻粒，做成
了肉沫蒸蛋。人均8塊半，靠着薅羊
毛活生生搞齊了一桌子。
順便緬懷一下薅羊毛中的重要角

色——牛肉粒，網上一早就有「海底撈
牛肉粒的一百種吃法」。羊毛黨興奮地
發現，靠海底撈的免費牛肉粒可以重現
當年到必勝客壘黃瓜的輝煌——當年必
勝客的自助沙律吧曾催生了一大批黃瓜
建築師。其結果就是，牛肉粒已經和自
助沙律吧一樣陣亡了。
最新的熱搜新聞是，一個當媽的因

為看到不少「幾塊錢十幾塊吃海底
撈」的，所以「忍不住帶兩個孩子來
試驗了一把」。這位母親點了４個清水
鍋底，半份粉絲，一個生雞蛋，一碗米
飯，總共花費27元。之後海底撈送了
老油條、西紅柿、兩份蒸蛋、三份水
果，幫孩子拌了番茄飯、給孩子拿了玩
具、帶孩子去了遊樂園，幫這位媽調了
辣粉小料、幫她做了手部護理以及美
甲。結果，這位母親評論說：服務態
度不積極。所以薅羊毛惹人憎，其本
質不是因為薅，而是因為賤。並不是
剛需，只是有便宜不佔就難受。所以
哪怕並不需要，也必須要染指，哪怕
扔掉浪費，也絕不能放過。
只是，做一件事的成本，真的只有

埋單時掃走的支付寶數字嗎？就比如
上文中的母親，人均花費9元確實太
便宜，但卻要再花多少錢才能把兩個
孩子對沖回有愛心、容他人、知分
寸、懂感恩的正常心態呢？
這其實是最貴的一頓海底撈啊！

「政教法學媒」五棍
亂港十年，香港社會頗
見分化。守法老人罵違
法小孩「廢青」，違法

小孩罵守法老人「廢老」。於是老與
少皆廢，香港如何可以擺脫無休止紛
爭的泥沼、再次回到早已遠遠落後的
發展之路？
老同學越洋傳來美國新近法案，值
得在本欄介紹一下。那麼建議「廢
老」與「廢青」之間的世代和解只好
讓一讓路，容後再談了。
英 語 「Propaganda」 舊 譯 「 宣
傳」，今譯「政治宣傳」，已只剩貶
義。中文「宣傳」改與英語「Publici-
ty」對應。現在看看美國公開的文
件，一窺他們對「政治宣傳」的資源
投放和巧妙手段。其實美國諸般法
案，早有中國政府各外事部門嚴密關
切和鄭重應對，不勞我們小民擔憂，
但是開一開眼界亦無妨。
美國《2021 年戰略競爭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的草案，已提交到第117屆國
會，這屆國會相當於拜登總統任期的
頭兩年。讀者拿法案的英文名到互聯
網搜尋，就可以閱讀英語全文。在此
選譯部分內容助談。
當中第301款「授權撥款促進香港
民主」，具體是「於2022年財政年
度，撥款1,000萬美元予美國國務院
轄下民主、人權及勞工局，促進香港
的民主。」香港民主什麼的，真是
「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這是
明目張膽、毫不掩飾地干涉中國內政
了。2019年的動亂，已將香港市面打

個稀巴爛，還不肯罷手？
美國財政年度由每年10月 1日開

始，2022年度實指2021年10月1日至
2022年9月30日。香港財政年度在4
月1日開始，2021年4月1日至2022
年 3月31日的官方提法是「2021-22
年度」。
再有第136款「支持獨立媒體及反制

虛假信息」，內容有「授權2022至
2026年度撥款合共1億美元予美國全球
媒體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用在現有及新的項
目，支持本地媒體、創建獨立媒體、打
擊中國在國內國外發放的虛假信息，投
資在破壞審查制度的科技，以及監控和
評估上述各類項目。」這真是「來說是
非者，便是是非人！」鉅額美元支持全
球「反中亂港」的媒體抹黑中國政府和
香港特區政府，造謠者竟然假扮起闢謠
人！此總署的署理行政長是來自台灣省
的趙克露，此姝曾任職「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近40年，看其履
歷，可以知其「好事多為」。
這份草案勢必通過，不如看看去年

6月已通過的《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
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20）。第7款「在180
天內報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侵害人
權」；第8款「在90天內報告保護美
國公民及居民免受恐嚇及壓迫」和第
9款「在180天內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鎮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引起安全
及經濟的可能後果」。
美國的「Propaganda」部門效率真

高，雖無真憑實據，早已向全世界發
放各種生安白造的謠言！

點解我們穿衣服，動物卻不穿？
點解肥豬不戴口罩？
點解爸爸有大耳珠，但我沒有？
小朋友在好奇心萌芽的成長期間，常常好問，更會

問一些大人也覺得很「傻」的問題，但無論孩子所問的有多傻，大
人都應認真對待他們這種勇於探索的精神，並適當作答，以資鼓勵
和引導，才能滿足其好奇心及求知慾，讓他們繼續勇於發問，敢於
探索而不會失去愛提問的本質。
香港戲劇工程的蔡錫昌總監，在舞台上屢屢有新作，而他監製之

兒童劇，常環繞童真和初心的主題，令我難忘。他之前有多次重演
及好評的《小王子》，讓小觀眾領悟用心來感受所愛的一切。近月
他推出新兒童劇系列「點解兒戲」：《點解問點解？》（見圖）及
《聽心的孩子》兩劇，選材獨到，能把思考、想法、心思這些抽象
概念，以動態、形象，具體於舞台上呈現，把很多我們平常看來感
到平平無奇的生活細節，以劇場活動手法，在舞台上及互動中為親
子帶來新鮮感，重新勾起大家對生活的熱情，提醒大小朋友重拾與
生俱來的好奇心，又可培養小孩敏銳的觀察和愛發問的習慣。
例如其中一場，故事的主角，藉着一個面具，變出想像人物，和

新朋友一起玩捉迷藏，玩多樣遊戲，而從中探索身邊的事物，這個
過程可打開小朋友的想像空間，即使沒對白，觀眾都投入；而在此
劇中亦穿插了互動的答問，讓家長即場鼓勵小朋友，放膽向爸爸媽
媽發問，並嘗試去找尋答案。重要的是親子都要認知到，有時候並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可一齊看書找答案，有
些事情我們還要一起去探尋和發現呢！
故事尾段出現大道具，就是一本大的百科

全書，讓小朋友明白很多事情我們要親身從
書本中尋找。我曾推介過《十萬個為什麼》
這套歷久常新的好書（近有配合現代新科技
的兒童新版、新視野版），我想，親子通過
這共同學習、富教育意義的劇場後，不妨讓小朋友去探索及閱覽
《十萬個為什麼》這類知識性的叢書，必能加深閱歷和體會。
新版本有一些問題緊貼世界時事，例如日本福島核電站為什麼會

爆炸？為什麼海嘯會帶來巨大而慘重的災難？為什麼「永不沉沒」
的「鐵達尼號」會沉沒？世界新奇事多籮籮，未來仍有許多個為什
麼？我們一起來發掘吧！

好奇萌芽 發問探索
「五一國際勞動

節」在內地有4天假
期，被稱之為「黃
金假期」。欣逢今

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
念，海內外華人及同胞都舉行不
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值此黃金假
期，大家最熱門的活動一定是扶
老攜幼舉行親子紅色之旅。耄耋
之年的芬姐，自覺人已老了，不
便外遊，惟回憶起年輕時與夫婿
「泰哥」難忘的紅色之旅足跡，
一幕幕浮現在眼前。她興奮地細
訴當年的紅色故事，真令人感動
不已。
為人所熟悉的歌仔「東方紅，

太 陽 升 ， 中 國 出 了 個 毛 澤
東……」中國人傳統習俗講風水
命理，當年芬姐夫婦曾親到湖南
韶山毛澤東故居參觀，古舊的農
屋，陳列相當簡陋，不過此居所
卻是相當有靈氣，難怪出了一個
國家主席哩！毗鄰此舊居後來卻
建築了一座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
館，園林形式，建築莊嚴華麗，
紀念館門前還建造了一座毛澤東
主席的銅像，吸引了無數崇拜毛
主席的老百姓前往行致敬禮！
江西井岡山被稱之為「中國革
命的搖籃」，是紅色之旅必到的
地方。上世紀八十年代又是一個
黃金假期，芬姐夫婦乘車沿着迂
迴的山路上井岡山去。沿途正是
杜鵑花開時，十里杜鵑，蔚為奇
觀。秋收起義失敗後，1927年10

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井岡
山上，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
據地的鬥爭。毛澤東在井岡山提
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
奪取政權」等革命思想，並將馬
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雙結
合，走出一條適合中國革命的新
路。當年毛澤東和朱德會師在井
岡山，當時還有陳毅、彭德懷等
同志和紅軍在這裏開展了革命活
動重要場地，並多次部署戰鬥，
粉碎湘贛敵軍的多次進剿。原籍
江西之賀子珍，是毛澤東的第二
任夫人，當年賀子珍是井岡山第
一位女共產黨員，是傑出的婦女
先驅。在井岡山最值得紀念的是
黃洋界保衛戰。為紀念黃洋界保
衛戰的勝利而建於1960年的黃洋
界保衛戰勝利紀念碑，正面由朱
德題字，背面是毛澤東手寫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並寫
下了《西江月．井岡山》這首
詞。
遊客還喜歡到井岡山風景區的井

岡山革命烈士陵園內的「井岡山碑
林」。「井岡山碑林」上的碑文有
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老紅軍的題
詞、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手書等，芬
姐依稀還記得也有賀子珍的題字。
至於毛澤東在井岡山探索中國革命
道路的轉折地，可以說他對井岡山
情有獨鍾。滿懷豪情與文思的毛澤
東在井岡山寫下了三首詩詞，除了
令人學習革命思想之外，亦上了一
堂中國詩詞課。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報紙標題大字：單日
36萬人確診，印度「新
冠煉獄」。內文是累計

總死亡人數突破20萬……變種病毒已
在17個國家或地區出現……當地實際
確診人數或多達5億……看到這些報
道，着實令人心痛。想起印度就深感
這是一個別國不知從何幫忙，幫無可
幫的國家。
看到新聞，印度醫院病床爆滿，無
數確診者睡在街上無人救治，國民
到處搶購氧氣；火葬場排滿須火化的
新冠死者遺體，好些屍體放在空地，
柴枝在屍體上砌成三角形，就如此一
團火一團火地化成輕煙，煙火沒中斷
過……
上億計的確診者，是許多國家的幾

倍人口，還有十幾億印度國民的預防，
想來也令人心頭沉重，如何去幫？怎樣
幫？幫得了嗎？但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
所言，世界人類是共同體，看印度人
到處逃亡或移居，令當地的變種病毒
B.1.617全球散播，連香港也輸入了近
百宗，不幫忙能忍心見印度天天大批

人逝世嗎？幸好中國和美國，全球最
大的兩個經濟體都答允出手相助，希
望當地疫情能早受控制。
印度一直貧窮落後，這和他們傳統以

來的宗教、種族、階級矛盾與觀念有莫
大關係，加上政治和政制，管理失效，
人口愈來愈多，貧窮問題日益嚴重。我
曾到印度3幾次，貧民窟的環境簡直差
得無法想像是人類生存的地方。我們
到訪德蘭修女的修院，和好大一班來
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一起做義工，照
顧瀕死者，但每日從各地被人棄置在
火車站、身體長滿蛆蟲的人多得無法
接納。意大利的德蘭修女終身為這個
國家服務至回歸天父懷抱的一天，可
是這個國家絲毫沒有改善。我們工作
完回酒店時經過後巷，大群骯髒不堪
的小孩捉着我們求乞，把我們嚇怕，
我們看不到這個國家的未來。
當時我便想外人幫得了多少，必須

由這個國家的政府和國民決心從根本
改革做起。中國人口更多，但決心控
制人口和滅貧，才有今天的經濟環
境，印度，何時才醒？

印度——無從幫忙

《神雕俠侶》當中有個經常被
忽視的女俠——林朝英。打從小
說一開始，她就從未露過面。只

是慢慢地，我們發現她很重要。她是小龍女和
李莫愁的師父，一手創建古墓派。連全真教的
教主王重陽都曾與她有過一段情。後來王重陽
獻身道法，林朝英則隱居在鍾南山下。還修了
一座活死人墓，讓王重陽看到自己雖生猶死。
這座活死人墓，將她整個困在了王重陽的世

界。她不但要求自己的弟子都恨男人，還在這
暗無天日的洞穴創了一套玉女心經，專門克制
王重陽的先天功。這套心經估計十分厲害。小
龍女和李莫愁還沒學這功夫的時候，就已經所
向披靡了。後來楊過跟小龍女一起學習玉女心
經，其後數十年，楊過獨步武林，結交了許多
能人異士。而且，他還把這套心經加以變化，
讓柔美當中生出許多瀟灑氣度。
但是我們不知道玉女心經和先天功哪個更厲

害？金庸沒說。不過在另一部《笑傲江湖》當
中有個類似的情節，似乎可以部分地看到答
案。當時，日月神教十長老來到華山派奪取
《葵花寶典》。在第二次上華山的時候，被五

嶽劍派設計困於一個山洞。眼看就要死了，他
們為了證明自己比五嶽劍派的武功高明，就把
對方的招式都刻在石壁上，並寫下破解之法。
後來，機緣巧合，石壁被令狐沖看到，不禁大
為震驚。這幾乎摧毀了令狐沖之前信奉的一
切。首先是他引以為傲的五嶽劍派武功，其次
是名門正派的風範。從實力到精神，令狐沖着
實受了不小的打擊。幸虧這時華山派的隱世高
人風清揚現身，告訴令狐沖，刻在石壁上的功
夫雖然看似招招致勝，但武功之道，乃是千變
萬化。臨敵制勝，在於隨機應變。招式逐一被
破解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這個道理張三丰也懂。在《倚天屠龍記》
裏，晚年的張三丰創了一套得意的功夫——太
極拳。他在把這套功夫傳給徒孫無忌的時候，
要求無忌記住招式之後再忘掉。說這樣才算是
功德圓滿。像這些宗師級別的人，譬如風清
揚、張三丰，都懂得習武之道，在於心而不在
於招式。只要心不變，招式就萬變不離其宗。
就好比數字的排列。中國有14億人，手機號碼
也才11位。也就是說，這11位數字的排列組
合，可以滿足14億人同時使用。因而，一套幾

十招的武功秘籍，只要知其所以然，那基本是
無往而不利的。
林朝英不懂得這個道理。她的玉女心經完全
是基於打敗王重陽的先天功而創。豈不知，正
是因為如此，她的每一招都要受制於先天功。
最終支離破碎，難以成為一套完整的體系。就
好像風清揚去使華山劍法，那些魔教十大長老
未必是對手，這是一個道理。所以，林朝英一
開始就輸了。
高手的境界，在於揮灑自如。一個招式的缺
點很容易被接下來的一招彌補，甚至有可能成
為誘敵深入的虛晃一招。像林朝英這樣的女
俠，怎麼會如此糊塗。其實，她之所以會在武
功上受制於人，是因為她不幸愛上了對方，並
讓這個男人整個佔據了自己。這是她徹底失去
自己的開始。因此，她的悲劇就不在於武學，
而在於性情。
在兵法上，有一招叫做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說的自然是要了解對方，但是更重要的是
懂得自己。惟其如此，自己才能立於不敗之
地。就像楊過成就了玉女心經，在於楊過的離
經叛道，他讓這套心經有了自己的靈魂。

被忽視的女俠林朝英

萬物繁茂迎立夏
一年四季，寒來暑往，每個季節

都是那樣「盡職盡責」。這不，爛
漫的春天還沒收尾，熱烈的夏天就趕
來接班了——今年5月5日，二十四
節氣的第七個節氣立夏如約而至。這
標誌着夏天正式開始，草木繁茂競
秀，萬物生機勃發，處處綠肥紅瘦。

立夏作為一個傳統節日，一般在每年公
曆5月5日前後。我國古代將立夏後的15天
分為三候：「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
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逸周
書．時訓解》）意思是說，立夏後，青蛙開
始鳴叫，蚯蚓開始鑽出地面，黃瓜的藤蔓
開始生長。不過我國幅員遼闊，南北溫差較
大，各地實際進入夏天的時間並不相同，
立夏後真正進入夏天的只有嶺南地區。而
江北許多地方，此時還處在「無限殘紅着
地飛，溪頭煙樹翠相圍」的暮春時節呢。
跟重視立春一樣，我國古代也很重視立

夏。據記載，遠在周代，每到立夏這天，天
子都要率三公九卿和眾大夫到京城南郊迎
夏，並舉行祭祀先帝祝融的儀式。同時指令司
徒等官員，到民間勉勵農民，珍惜農時，
抓緊耕作。後來歷代統治者也都重視此節，
每到立夏，君臣都穿着朱色禮服，佩戴朱色
玉珮，連馬匹、車旗都一律朱色，隆重地慶祝
這夏天的第一個節日，並以生肉、鮮果、五穀
與茗茶等祭祀古帝，以表達對豐收的企求和
美好的願望。民間也在這天祭祀神靈祖先，
向他們報告豐收喜訊，感謝他們的恩德。
立夏以後，天氣愈來愈熱，人們常出現

食欲不振、睡眠不佳、困乏疲倦、身體消瘦
等症狀，民間稱此為「疰夏」或「蛀夏」、
「苦夏」等。因此，立夏這天的許多食俗，
都與消除疰夏、祛病健身有關。
立夏的食俗豐富多彩，花樣繁多，主要

有如下一些：一是喝立夏粥、立夏飯、立夏
狗、立夏蛋等。過去老北京農村有喝立夏粥
的習俗。立夏節這天，村中長者挨家挨戶收

取各種米豆，煮成粥。然後全村老少都帶着
碗筷來盛粥喝，叫做「喝立夏粥」。在南方
一些地區，也有立夏這天用赤豆、黃豆、黑
豆、青豆、綠豆拌合粳米或糯米煮成五色
飯，或用蠶豆、春筍、臘肉、糯米煮成蠶豆飯
食用的風俗，俗稱「吃立夏飯」。民間認為
食用立夏的粥飯，能長力氣，耐暑熱。也有
的用糯米粉製成狗的形狀，蒸熟後食用，叫
做「吃立夏狗」。據說小孩吃了立夏狗，會
像狗一樣強壯，不生病。還有的在立夏時煮
雞蛋或鴨蛋、鵝蛋吃，叫「吃立夏蛋」。俗信
吃了立夏蛋，能使心氣更旺盛，身體更健康。
二是飲七家茶。舊時有些地方，有立夏

飲七家茶的習俗。所謂「七家茶」，即立夏
這天取隔歲撐門炭（即放置於門戶之側的
炭）烹的茶，茶葉則取自左右鄰舍。據說飲
七家茶有抗暑邪、防疰夏之效，誠如清人顧
祿在《清嘉錄》中所言：「凡以魘疰夏之
疾者，則於立夏日，取隔歲撐門炭烹茶以
飲，茶葉則索諸左右鄰舍，謂之七家茶。」
清人錢思元的《吳門補乘》中也說：「立夏
飲七家茶，免疰夏。」
三是立夏嘗新。在南方，立夏時過冬的
糧食作物已成熟，新鮮的瓜果蔬菜也很豐
富，於是立夏嘗新的習俗便應時而生。所謂
「嘗新」，就是吃應時的新鮮食品。雖然同
是嘗新，但各地嘗新的品種卻不盡相同。如
無錫民間素有「立夏嘗三鮮」的習俗。三鮮
分地三鮮、樹三鮮和水三鮮三類。地三鮮即
蠶豆、莧菜、黃瓜；樹三鮮即櫻桃、枇杷、
杏子；水三鮮即海螄、河豚、鰣魚。而常熟
的立夏嘗新尤為豐盛，有「九葷十三素」之
說。「九葷」即鰣魚、鱭魚、鹹蛋、海螄、
燻雞、醃鮮、滷蝦、櫻桃肉和鯧鯿魚。
「十三素」即櫻桃、梅子、麥蠶、像筍、蠶
豆、茅針、豌豆、黃瓜、苣筍、草頭、蘿
蔔、玫瑰、松花。有這樣多的新鮮食物供節
日享用，這對保健養生自然十分有益。
除了以上食俗，過去在南方一些地區，

還流行立夏稱人的習俗。據說此俗能解除
疰夏之患，保一年平安。
關於立夏稱人的來歷，民間有多種說

法。其一是說，三國時，蜀後主阿斗和母親
糜夫人被曹操當人質捉走。後趙子龍單槍
匹馬闖入曹軍，救出阿斗。而糜夫人為了不
連累趙子龍投井自盡。阿斗被救回後，劉備
覺得帶在身邊不方便，就想把他交給續絃
孫夫人撫養。因為此時孫夫人住在條件較
好的吳國，讓她帶阿斗既安全又放心。於
是，劉備準備了許多禮品，讓趙子龍護送
阿斗去吳國找孫夫人。趙子龍到達吳國
時，恰逢立夏。孫夫人一見阿斗，非常喜
歡。但考慮到自己是後娘，怕帶不好遭人非
議，於是想出一個辦法，當着趙子龍的面
將阿斗上秤稱一稱，記下重量。到第二年
立夏時再稱一稱，根據體重的增減就知道孩
子養得好不好了。後來，孫夫人在每年立夏
這天，都把阿斗稱一稱，然後向劉備報告。
此事傳至民間，便形成了立夏稱人的習俗。
立夏稱人也有很多講究。第一，秤錘不能向

內移，只能向外移，意即只能加重，不能減
輕。第二，稱的斤數若是九，必須再加上一
斤，因為九是盡頭數，不吉利。在浙江湖州等
地，給兒童稱重時，還要在兒童的口袋裏放一
塊石頭，一是增加重量，二是取長壽之意。
立夏稱人還分室內和室外兩種。室外用懸掛
在大樹上的大秤來稱，主要稱男人；而室內
懸秤於屋樑上，主要給婦女稱體重，檢驗她
們一年中是否長胖了。此時婦女們笑語喧
嘩，取笑逗樂，品肥論瘦，稱人變成一種有
趣的閨房遊戲。正如清代詩人蔡雲在《吳覦》
詩中所寫：「風開繡閣揚羅衣，認是鞦韆戲
卻非。為掛量才上官秤，評量燕瘦與環肥。」
立夏的習俗還有很多，如祭雹神、占
歲、辦夏等，都富有特色和情趣。這些習
俗，既豐富了節日的內容，增添了節日的風
采，也彰顯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一
些有益的習俗，一直傳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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