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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的內心世界既純真又完美，對世
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滿美好的遐想。孩子
們手持一根小木棍，形同行走江湖的俠
士。拿着兩顆小石子，幻想自己是少林
武俠。紙飛機是一種簡單易做的玩具，
同時也伴隨了一代人的成長。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的物資都

比較匱乏，那時的小朋友根本沒有什麼
像樣的玩具。但這並不影響小孩子喜愛
玩樂的天性，他們會想着法子給自己找
一些好玩的遊戲。比如摺紙飛機、摔紙
包、丟小石子、玩瓦片、打陀螺、推圓
圈、製造木頭小車、用小竹管做手推紙
槍、老鷹捉小雞等許許多多有趣好玩的
遊戲。過年期間還有一種較特別的遊戲
「跌毫子」，因為此遊戲存在賭博成
分，這裏不作細述。
兒童對未來的生活充滿着各種各樣

的奇思妙想，對接觸到的任何事物都
能產生豐富的想像力。
有一段時間，學校裏流行摺紙飛

機，好像是在突然間，變得人人都在
摺紙飛機，並向着天空扔。在學校裏
的操場上、在放學回家的道路上，只
要是孩子多的地方，空中的紙飛機，
就會像一隻隻來回飛舞的蜻蜓一樣，
滿天飛翔。孩子們在比賽誰的飛機飛
得更高更遠時間最長，勝利者充滿着
無比的自豪感。
紙飛機是成本最低、容易製作的手工

玩具，只要有紙就能馬上摺來玩，而且

增添孩子樂趣的效益高。紙飛機在高高
的空中慢慢飛翔，有的剛扔出去就掉了
下來，有的正向前飛着，有的突然轉個
彎又飛了回來，孩子們手中拿的款式也
奇多，他們玩得興致盎然。
摺疊紙飛機的材質是影響飛行的一

個重要因素。表面粗糙的紙張與空氣
摩擦阻力大，同時太重的紙張所需浮
力也更大。因此，這些紙張製作的紙
飛機都飛不遠。光滑的、質感較好的
紙張製作的紙飛機飛行效果更好。
小孩子都在研究，如何使自己的紙

飛機能飛得更高更遠時間更長，他們
會使用各種各樣的紙張來測試。
小孩子們憑着豐富的想像去摺，可

以將翅膀摺疊得寬大些，也可以將翅
膀摺疊瘦小些。
不同摺法也會影響紙飛機飛行的時

間及距離。為了保持機身平衡，在摺
飛機時，可將機翼向上微摺，尾部向
上翹一點，這樣在飛行過程中，空氣
對紙飛機就會有一個向下的推力，進
而能夠更加平穩地飛行。紙飛機的機
翼面積越大，在空中飛行的浮力也越
大，飛行的時間就更久。
紙張在孩子們的手下形成一條條摺

痕，他們盡可能將紙張的形變與不規
則降到最低。在摺疊的過程中，也可
以感受到製作的樂趣。
除了摺疊的技巧，紙飛機的拋射角

度也是影響其飛行距離的一個重要因

素。扔出飛機時，發力要快，角度要
準，讓飛機呈現出完美的飛行姿態。
孩子們為了使自己的飛機飛得更快，

把機頭位置摺得又長又尖。拋出飛機時
還會裝模作樣，將嘴巴對着飛機頭吹
氣，然後用力拋出去，讓它帶着自己的
夢想，飛向遠方、飛上藍天。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紙飛機，但它在

孩子們幼小的心靈中，承載着許許多
多的夢想，給予小孩無限的快樂，帶
着他們的遐想飛向遠方，飛向未來。
隨着科技的發展，現代的小孩不再

玩丟石子，也沒有人玩摔紙包了。當
年玩紙飛機的孩子們，一個個都已經
長大成家，有的已是爺爺奶奶級。如
今為了工作和生活，已分散在各個不
同的城市裏。生活讓我們學會了自
立，懂得了許多道理，一個人有很多
夢想，但要實現夢想就必須經過堅持
不懈的努力，向着自己心中的那個目
標不停地追求。這個世界上沒有隨隨
便便的成功，每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
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一次次失敗、
跌倒、掙扎，眼淚和痛苦的積累。
一個人隨波逐流地活着很容易，一

個人隨隨便便地生活也很容易。但要
完成自己心中的理想和目標，就要有
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堅持不懈的努力。
當遇到挫折、失敗、跌倒的打擊時，
要沉住氣，堅信自己，永不氣餒，就
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再過幾天，是我57歲生日。思及平生所
好，不過「隨性讀閒書」。幾十年下來，讀的
書也不少了，各種類型都涉獵。而印象最深，
或者說對人生有深刻影響的，卻是三本小書。
一本是當代學者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

的轉折點上》。接觸到這本書是1986年夏秋
之際，中國社會正處於思想解放、意氣風發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黃金時期。而我剛從武陵山區
一個偏僻小鎮去成都求學不久，年紀輕輕，無
所掛礙，求知慾旺盛。此書在「上帝死了」、
「重估一切價值」的吶喊中，對尼采的酒神精
神、強力意志、自我發現等思想作了詩意化解
讀。一些振聾發聵的詞彙，如精神、人生、死
亡等，帶着全新意象和巨大撞擊力湧入腦海，
引發我去思考那些看似抽象實則對個人生命旅
程有着重要意義的東西。而且，該書的哲理性
散文文風也讓我感到新奇，終篇讀得酣暢淋
漓，有一種如飢似渴的閱讀快感。
另一本是美國暢銷書作家傑里米里夫金、特

德霍華德合著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記
得當時我剛到北京念研究生，閱讀外國翻譯著
作是一種時尚，而該書正是那幾年十分暢銷的
「當代學術思潮譯叢」之一。整本書基於自然
科學研究可以改變社會科學乃至人類社會的認
知，圍繞熵增定律的不可逆性，運用社會學、
經濟學原理闡釋了「從熵的角度看，如果不改
變發展模式，人類無法繼續發展」這一核心命
題。書中大量引用身邊的例子，很接地氣，讀
起來很輕鬆，雖然貌似科學著作，但更像環保
類普及讀物。這對於像我這樣沒有經過系統教
育、主要靠自學建立自己知識體系的文科生來
說，思考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有一種醍醐灌
頂的作用。
還有一本是由深圳市委宣傳部策劃，署名陳

秉安、胡戈、梁兆松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
謎》。這本書問世時，中國改革開放正處於
「八九風波」與「九二南巡」之間的迷茫時
期。我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研究生，學術興趣
已開始從一些宏大領域轉向具體社會問題。該
書採用報告文學手法，以翔實的資料和生動的

敘述，沿着工程改革、供給改革、物價改革、
金融改革的逐步推進，生動地還原了深圳經濟
特區從設想、奠基、創業到初步繁榮的歷史過
程。從書中可以看出，舉世矚目的深圳傳奇，
遠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高瞻遠矚、頂層設計，
而是問題和矛盾倒逼改革，摸着石頭過河，順
勢而為的結果。特區之特，主要不在政策優
惠，而在制度創新。
三本書如同甘霖注入乾涸的田野，在我知識

體系形成的關鍵幾年裏，為自己的精神成長輸
入了豐富營養。尼采學說告訴我，不要迷信權
威，自由源於堅強的意志力，人生即便是悲
劇，也要把它演得轟轟烈烈。熵增定律讓我明
白，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損害是不可逆的，
環保意識應成為每個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促使
我養成了崇尚簡單、儉樸生活的習慣。深圳故
事通過對「變革」的生動演繹，啟發我自覺擁
抱變化，勇於迎接挑戰，大膽嘗試未知，讓生
命呈現無限可能。
除了精彩的內容，三本小書在寫作風格上還

有一個共同點：文筆簡潔，邏輯明快，思想未
必那麼深刻卻有很強的針對性，具備暢銷書的
特質而不譁眾取寵。回想起來，這些年喜歡讀
的書，大抵都是這類讀物，說明自己並不是一
個追求深邃思想的人，而對常識有一種本能的
親近。
人與書的緣分，就這樣結下了。把它們稱作

小書，只是就篇幅而言，價值可不小。過了天
命之年，經歷幾次大的轉折，才知道它們對自
己的世界觀形成和人生道路選擇有着多麼深刻
的影響。今天之所以想起這幾本書，正是因為
回望自己57年人生軌跡，意識到一路上風景甚
多，思想積累卻屈指可數，似乎都是它們留下
的。當年從三本小書中獲得的精神養料長期滋
養着自己的內在生命，愈久彌新。其中要者，
我概括為三個方面：不迷信權威；根深蒂固的
環保觀念和命運共同體意識；熱情擁抱變化。
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年四季，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的風景，而各人季節轉換的年齡是不一
樣的。於我而言，21歲離開家鄉小鎮之前算

是春季；之後在成都和北京的生活是夏季；40
歲派駐香港後是收穫滿滿的秋季；57歲調往
深圳開始進入冬季。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大致吻合了我與

社會互動的四個階段。家鄉小鎮作為人生初始
舞台，打下了青葱勃鬱的生命底色。成都和北
京時期主要從事研究工作，在大量消化思想理
論中成長。香港工作把平生所學運用於社會實
踐，進入生命的高光時刻。剛剛開始的深圳歲
月將是一個更長的人生階段，要在自己全部學
問和經驗基礎上兼容並蓄，有所為有所不為，
呈現生命的終極價值和意義。
冬季，一個「藏」字，反映了它的深沉特質

和豐厚內涵。人生進入冬季，已然曾經滄海，
歷盡千帆，要以「千秋邈矣獨留我，百戰歸來
再讀書」的豁達，把生活過得雲淡風輕，自得
其樂。享受這種境界並不是件容易事，需要確
立「三不」心態：一是不辯白，別輕易向人證
明什麼，相信清濁自辨；二是不吃老本，別動
輒對現狀不滿，避免自我代入；三是不妄念，
別奢求不該有的東西，一切順其自然。
要知道，這樣的生命狀態不是消極無為，而

是積極轉段。所謂「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
山夕照明」，轉段後的人生更需要用心經營。
以我現在就職的政協來說，於公是一個協商平
台，於己是職業生涯的尾聲。身處其間，要以
更大的彈性對待工作，同時以更寬廣的胸懷處
理人際關係，更濃郁的好奇心嘗試新事物，實
現與社會的同頻共振。面向未來，活在當下，
見步行步，讓人生迎來新的開掛。

五十七年彈指銷 倚欄回望自逍遙
書生意氣江湖路 道德文章仁義橋
往事哪能無缺憾 鉛華盡洗更妖嬈
初心大夢依然在 誰說老夫不射鵰

那年，應該是2000年左右，夏天，
下午，有雨。我撐着一柄小傘，走在廣
州越秀區。好不容易才找到黃花崗劇
院、先烈中路。天灑着豆雨，我身上仍
淌着汗。楊奇在電話說，你一直沿着那
條路走過來，我在樓下等你。
在此之前，沒有見過楊奇，只和住在

他樓上的曾敏之較為熟絡。當年，我仍
在報界工作，心中有個疑問，在一次和
曾敏之一班內地文界中人，在暨南大學
旁邊的酒樓吃晚飯飲烈酒時，我將久藏
的問題，向曾老提出。他說：「你去找
楊奇吧，他住在我樓下。」
於是，取了楊老的電話。事隔一年，

我就來到越秀。雨仍沒止，路的盡頭轉
了個彎，就見到楊奇在大樓門口的屋簷
下。一個健碩的老漢，一個聽說心臟有
支架支撐的老人家，一個拚搏一生的老
報人。我當時工作的報紙，和楊奇曾工
作過的報紙，大家都有明顯的立場，尤
其是引領我入報界，被我視為師傅的周
鼎，一直以來，我心中便有個疑問：他
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是右？是左？周鼎
是鐵人，從來不言休，報界盛傳在上世
紀八九十年代，他曾秘赴深圳多次，早

去晚返，再回報社工作。
楊奇那時已近八十了，記憶仍然十分

清晰，他和周鼎的交往，一一說來，我
心中頓感釋然。那是個歡快的下午，楊
老款我靚茶，呷之爽然。曾敏之亦下樓
相聚。除此之外，我還問了許多有關報
業的問題，如《正報》、《華商報》。
對《正報》這份小報，我在大學圖書館
影印了很多份，主要是研究抗戰勝利之
後，在華南地區掀起的方言運動。楊奇
說：「那是1945年，創辦《正報》的
條件十分困難，一無資金，二無地方，
三無設備。這三無，後來都逐漸解決
了，費力不少呀。」
他說：「籌了1,000元，購買了必需

的用品如紙張文具之類；在中環租了一
個房間，即是後來所謂的梗房、劏房做
編輯部；其後再接洽到製作的印務公
司。」
他說，當初他是用楊子清的名字登記

為社長兼總編輯。他問我：「你認識劉
逸生這人嗎？」我搖搖頭，說：「只看
過他寫有關唐詩的書。」楊奇說：「他
原名劉日波，《正報》出版一個月後，
我在路上遇到他，就邀他加入人手短缺
的《正報》，擔任副總編輯。他學問根
基厚，文字功力深，又曾在《星島日
報》工作多年，是編輯能手。有他加
盟，《正報》陣容是強大的。」
2012年，我已入了大學任教。得了

資助，與梁天偉計劃訪問一班老報人。
我立時想到楊奇。於是在那年的暑假，
頂着熱陽卻無雨，與攝影團隊走在先烈
中路，走進楊府，再走進曾府。一次廣
州之行，訪問了兩位老報人。
可惜，歲月如流，2015年，比楊奇

大5歲的曾老，以98歲的高齡先駕鶴西
歸。今年10月，楊奇也走了，卸下了
幾十年的心臟起搏器，仙遊去也。他傳
奇的一生，也是奇跡的一生。

某人買了件新衣，如有人搶着試，新衣主人
當然不悅。對這不得體的冒犯行為，有人說：

試人新，犯人憎
所謂「犯人憎」就是：

冒「犯」的行為使「人憎」厭
也作「犯眾憎」。
理論上，在「非洲」當「和尚」都是「黑

人」，所以我們可稱之為「黑人僧」。「黑」
與「乞」、「僧」與「憎」諧音，就有了以下
一個歇後語：

非洲和尚——乞人憎
「乞人憎」指「使人憎厭」；究竟「乞人」為
何有「使人」的意思，筆者有以下兩個理解。
小時候，母親不時提醒筆者：
口賤得人憎，力賤得人敬（宜「多做少說」）

筆者就此聯想到「乞人憎」可能出自「得人
憎」：

得/dak1；變聲母→黑/hak1；變韻母→乞/hat1
詞彙中有種特色，是謂「善惡同詞」，如：

可人愛/可人憐、可人憎
示例：

這初生嬰眼大唇紅，真「可人愛」/「可人憎」！

前者帶「善」性，後者帶「惡」性；可兩者具
相同意義——這初生嬰使人憐愛或又愛又恨。
文 讀 中 ， 「 可 」 有 二 音——其一是

「ho2」，其二是「黑/hak1」，適用於「可
汗」（讀「黑寒」，指古代西域和北方各國對
君王的稱呼）。雖然「可人憎」不解作「乞人
憎」，但人們始終覺得這是「負面詞」。為
此，筆者認為有人就用上「可」的不同讀音來
區分不同的意思——讀「ho2」時，解「使人
憐愛」；讀「黑」時，解「使人憎厭」，
「黑」再聲轉讀成「乞」。如是者，「乞人
憎」也可說成演化自「可人憎」了。
要晾乾衣物或曬乾蔬果，人們會將之放到

「有陽光」的地方。此方式叫「陽乾」，反之
則叫「陰乾」——使所含水分漸漸地消失。
「神台」是一個木製直身櫃或蓋搭在牆上的

「台」，用以供奉鬼神。「神台」上多會放置
一小盆桔，這些桔就叫「神台桔」。人們通常
不會拿「神台桔」來吃，且會由年頭放到年
尾，寓意「長年吉利」。就「神台」的布局，
廣東人創造了以下兩個歇後語：

神台貓屎——神憎鬼厭；神台桔——陰乾
舊時，很多家庭都有養貓。貓和老鼠一樣，喜
歡亂跳亂竄。不說不知，貓喜歡走到一些較隱
蔽的地方撒尿屙屎，「神台」就是其主要目標
之一。受供奉的鬼神當然會對貓到來屙屎的劣
行憎厭，亦即「神憎鬼厭」了。人們會用「神
台貓屎」來形容那些十分讓人憎恨討厭的人。
由於「神台」多設置在較陰暗的地方，即不

會接觸到陽光，所以「神台桔」在年尾時會出
現「陰乾」的情況。人們也會把財富、資產值
或一些優勢慢慢地消失的現象稱為「陰乾」。
香港在2019年下半年經歷了一場激烈的修例

風波。在幾近「市民不出」、「遊客不入」、
「外資不來」的形勢下，百業蕭條；猶幸動盪
於年底轉趨緩和；詎料在政府及各大中小企正
着手重建香港之際，一場世紀疫症——「新冠
肺炎」不動聲色地在全球大爆發，本土經濟在
有限度「通關」下無可避免地出現「斷崖式」
的下跌；正是：

屋漏偏逢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
試想，「屋」頂是破「漏」的，卻偏「偏」遭
「逢」接「連」幾個「夜」晚都下着「雨」；
「行船」靠風，卻「又遇」上「頂頭風」——
反航行方向的風。這不就是「連番倒楣」嗎？
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衝擊下，當其時不少
「高人」預示香港多年來積聚的繁榮正「陰
乾」中；說法雖悲觀，卻是不爭事實。到了兩
年多後的今天，粵港澳三地的「疫情」大致受
控，相關部門亦已於日前務實商討恢復「通
關」的可能性。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通
關」尤其與內地，應是目下令香港經濟免於
「陰乾」的唯一途徑。

●黃仲鳴

楊奇三無辦《正報》

犯眾憎．非洲和尚—乞人憎．神台
貓屎—神憎鬼厭．神台桔—陰乾

童年的紙飛機

●江 鄰

●梁振輝香港資深出版人

●張武昌

粵語講呢啲

詩語背後

我與三本小書
●對作者人生道路產生深刻影響的三本小
書。 作者供圖

●這張小報，在方言運動中舉
足輕重。 作者供圖

字裏行間

生活點滴

豆棚閒話

近年很流行一句話：「時代拋棄你
的時候，連招呼都不會打一聲！」大
約蘊含有兩層意思，一是陳述當今的
技術發展日新月異，時刻都會有新的
發現和進步，對此缺乏敏感的人，就
很容易被淘汰。
二是現代人需要學習的東西越來越

多，「知識半衰期」越來越短，如果
安於現狀，總是守着舊的知識想要吃
老本，不跟着變化隨時更新，生存空
間就會越來越窄，最後只能從這個喧
鬧的大時代裏無聲無息地消逝。就像
美國專欄作家蕾切爾努維爾說的：
「在淪為歷史那一瞬並沒有留下巨
響，只是發出嗚咽。」
過去之人，恐怕會很難想到知識也

有着「半衰期」。昔日曾有口號「學
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
一種對知識是恒定不變、可用終生的
粗淺認識。但現在，有可能才學到的
東西，沒過多久就變得毫無用處了。
有報道稱，當今一個具有博士學歷的

人，只要脫離研究領域4至5年，知識
基本上就荒廢了。
用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的

「範式轉移」概念，可對此進行解釋：
當今學術領域出現新成果的時間越來越
快，只要某個新發現打破了原有的假設
或法則，相關人士就要及時對本學科的
許多基本理論做出根本性的修正，才能
與新理論相適配。若是脫離圈子的時間
太長，就再也跟不上了。
即使人文領域，一不小心也會被落

下。前幾年，有作家出版了一本小
說，以拐賣婦女的熱點事件為主題，
講述了一個被拐賣的婦女獲解救後，
無法融入原來的環境，又回到被賣到
的山村生活的故事，隱然表達出對與
法律相悖的一些行為的寬容和理解，
引發軒然大波。即因該作家的知識進
入了「半衰期」，價值觀仍然停留在
過去，沒有隨着社會文明的進步及時
更新，到事後才發覺，但為時已晚。
為何有些人進入「知識半衰期」也

不自知？懈怠、畫地自限的心態，是
重要原因。人隨着年齡增長，雄心和
期望出現收縮，會大幅削減學習新知
識的時間和努力，曾有的經歷、思
想、感情、行為選擇和回憶則被匯聚
到一起，構建形成一個自我的思維網
絡，很容易以常識取代知識。這也是
現實中，不少人會不自覺地展現出犬
儒思維，或行為舉止變得「油膩」的
近因——處在時代的新形勢下，原來
的常識就不夠用了。
當今的大數據技術，也導致很多人的

知識和見聞是被框定在一個極為狹窄的
範圍內，「知識半衰期」更是可以用天
或小時計，有時到第二天，之前從推送
的信息裏看到學到的東西就毫無價值
了。而應對這一狀況，只能反其道行
之，因為真正的知識都是要費些慢功夫
才能得來的。除了活到老學到老，網絡
也不是唯一的求知途徑，只有系統和沉
浸式的學習，才能避免自己的知識過早
進入「半衰期」。

知識半衰期
●青 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