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有悔其少作？

「國潮」的故事
剛剛過去的這個「雙
11」，是屬於「國潮」的。
啥也不說，先來一組

數據：天貓的官方統計顯示，「雙
11」當晚開始僅1小時內，以鴻星爾
克、太平鳥等為代表的20家新銳國潮
服飾品牌的銷售額同比增長了100%，
其中，傳奇的鴻星爾克更在這1小時內
便完成了去年整天的銷售額。而來自百
度的數據顯示，今年「雙11」期間，
人們對國貨相關產品的搜索熱度增長了
42%，創下3年來的最高位，其中搜索
最熱門的是華為和小米，其次是安踏。
除了電子產品和服飾，其它類型的國貨
也在走強，比如「雙11」開售首日，
博物館文創產品的銷量同比增加約4
倍；「雙11」前一晚，京東老字號跨
界商品銷量同比增長105%……
國潮，最早的意思是指「國產潮
牌」，但到了如今，其意義邊界早已經擴
展，更像是指「國貨潮流」。而「國潮」
的故事，早在「雙11」之前便已開始。
比如據日媒報道，一位在加拿大留學
的中國女生日前在網上給她爸買了件李
寧牌運動衫。在她看來，和歐美品牌
相比，這個由昔日的「體操王子」創建
的國產品牌更有新鮮感，也更符合其
心境，她說︰「就是喜歡把『中國』兩
個字印在衣服上的設計……」
日媒講的這個故事，言簡意賅地說出
了「國潮」的幾個精髓所在：第一個，
「國潮」的粉絲主體是年輕人，或者更
準確地說，是出生在1995年至2009年之
間的這波「Z世代」。有法國的諮詢公
司此前做過調查，顯示有高達80%的Z
世代消費者聽說過「國潮」。
第二個，與七十後、八十後更偏愛
美國耐克和德國阿迪達斯等歐美品牌

完全不同，這撥Z世代的真愛是國貨。
七十後、八十後喜愛歐美品牌的相當一
部分原因在於「品質信賴」，而Z世代
熱衷國潮，更重要的是看重「滿足情緒
表達」。
第三個，對於國潮服飾，「愛國」元

素很重要。相關例子一抓一大把，比如
上文故事中「體操王子」李寧的同名品
牌，創建於1990年，早年間曾巨額虧
損，直到2018年出現真正轉機。那一
年，李寧採用了以漢字書寫的「中國李
寧」4個大字作為全新品牌標識，同時
推出了帶有漢字Slogan的鞋、印着中國
山水畫的衣服、用「中國」兩個字做大
型花紋的服飾等，馬上受到了很多年輕
人的歡迎。僅今年上半年，李寧品牌的
銷售額已同比增長60%，高達101億元
人民幣。李寧的雙胞胎還有個安踏，作
為多次的奧運指定品牌，安踏有着王
牌——「國旗圖案設計」，而這個王牌
設計讓它們今年上半年銷售額同比增長
了105億元，也在六成左右。
至於故事中女生提到的「就喜歡把

『中國』兩個字印在衣服上的設計」，
這個意向一出就不得不提到吳京，以及
他的「中國」運動服。前一陣，吳京穿
着一件胸前印有「中國」二字的綠色運
動服的照片爆紅於網絡，被改成了數不
清的「愛國表情包」，同時那款梅花牌
的老牌國產運動服也成了淘寶爆款，單
店銷售過5,000件沒壓力。
很多年前，在「國潮」還只是「國
產潮牌」的時候，小狸也曾是愛好
者，更曾把很多本土小眾獨立設計師的
品牌推薦給朋友，但近些年卻有些惶恐
得不太敢愛了。無他，一件衣服而已，
若意義承載得太多，概念消費得太烈，
又怎麼能放鬆舒適呢？

已故著名作家柏楊先
生的遺孀張香華女士公
開宣布，柏老其中一部
代表作《醜陋的中國

人》將永遠停止發行，「江湖」上議論
紛紛，或會寫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史
「別開生面」一頁。看來張女士此舉是
為了防止某些政治勢力借此書名來政治
炒作。
這可就有點困難了！
書的本身在刊行之後就有了屬於自
己的生命，不加印只能夠限制流通。書
仍在耶！不發新書，與作者本人宣布或
內容過時、或觀點已變而回收作廢，是
兩碼子的事。作者遺孀也只能按法律拒
絕授權任何重印與轉載。版權期限過後
任誰都可以自由出版，所以永久之說恐
怕不大靠得住。作家遺屬作為版權新主
人只可以決定書的「經濟活動」，不能
單方面廢除書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故此，筆者認為「永久停發」很難
滿足張女士要的效果。你只可以不准教
科書商節錄重印《醜陋的中國人》書內
的章節，卻不可以阻止教育部門鼓勵學
校講授此書的內容，並按他們的私意作
政治詮釋。
回到《醜陋的中國人》，如果用較
為嚴謹的邏輯；或近於食古不化、過度
咬文嚼字的心態去看這書名，可以理解
為作者講的是「全部中國人都醜陋」！
但是用常情常理的話，則只是「很多中
國人都醜陋」或「有相當可觀的一部分
中國人醜陋」；若要量化，則前者可以
超過半數，後者可以低到一成至三成不
等。在此只是提個約數幫助讀者諸君深
切了解這件「怪事」的深度與廣度。
你用到「醜陋」這個詞語去形容一

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籍貫、一
個階層、一個專業，都無可避免引起這
個群體成員的重視和反彈。《醜陋的中
國人》這個書名，筆者認為當中或有宣
傳推廣的深遠考量，假如曾有一絲一毫
的濫情誇張或投機取巧，作者當然要承
擔任何可能的後果。讀者有時可以十分
的冷酷無情，不論是有人惡意歪曲，或
者作者行文未夠清楚明白而讓人誤解，
最終有什麼不公平的不良後果，都得要
作者自己承當。
文責自負呀！
杜甫說「文章千古事」，曹丕說「文

章……不朽之盛事」，文字由「風行一
時」，到「流傳一代」，再「永垂不
朽」都有可能。誰能未卜先知？
你以中國人自居，卻去罵別的中國
人醜陋，那麼你就是個「不醜陋的中國
人」嗎？抑或是「美麗的中國人」？如
果乘早就叫「醜陋的中國某黨人」、
「醜陋的中國人張三李四」……不就
省事了嗎？
柏老當年起這個書名，想必有市務
考量，書名過長就不能有效「搶眼吸
睛」；也許作者對數字、對邏輯不夠敏
感。於是留下一個「爛攤子」給後人去
「補過」。筆者認為書名有譁眾取寵的
成分，先生若泉下有知，會否悔其少作
呢？誰能預知將來事？才高如柏老都無
法預見後世別有用心的人群，怎樣拿你
的大作去「大做文章」！
文人一輩子高談闊論而不得世人理

會，有時可能反而是件好事！萬一真有
什麼差池，也不至於給後代讀者找霉
氣。修辭立其誠，豈可有一絲一毫的輕
忽？為免老來悔其少作，一字一句都非
得慎重不可！

「種福得福如此報，愧我當初贈木桃。」這周日
我觀賞了高志森導演的粵劇《鎖麟囊》載譽重演，
精彩的演出，婉轉動人的歌聲，唱出戲中跌宕起伏
的人生，也頌唱了感恩的快樂。

《鎖麟囊》這齣戲改自京劇，劇情吸引，峰迴路轉，現以粵曲
加小曲演唱，同樣曲詞優美，幽幽動人。故事講述兩對照人物富
家女薛湘靈和貧女趙守貞的人生起跌，二人於同一天結婚當日，
薛之大紅花轎，與趙之破舊花轎在中途遇雨，大家皆於春秋亭暫
避，貧女因感世態炎涼而啼哭，薛心生憐憫，把自己的鎖麟囊贈
送給她。按當地習俗母親於女兒出嫁相贈鎖麟囊，內裝滿珠寶，
以求天賜麟兒。
此劇多場戲以對照手法呈現，如嫁前選妝，春秋亭相遇，令兩女

主角處境及性格更凸顯，人物塑造更立體。春秋亭遇雨這場戲，頗
具象徵意義，暗喻人生有雨霧籠罩的陰影，但也有燦爛溫暖的陽
光。人生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難關，人的際遇，如天有不測之風
雲，禍福變故，都是難以預料的，主角薛氏後因夫家未能守家業，
致家道中落，薛歸鄉遇洪水，頓失依靠，輾轉受僱於盧家大戶當
保姆……薛家小姐的大方饋贈，大喜大悲遭遇固然牽動觀眾情緒，
但我對貧家女的性格及感恩圖報的精神，感悟尤深。
「得人恩果千年記」誰容易做到？一朝發達而忘本者多，為感恩

人施恩而永誌不忘，品德高而令人敬重。貧家女唱「不汲汲於富
貴，不戚戚於貧賤。」可見她樂天知命，即使欠嫁妝、沒大鑼鼓或
富麗的花轎，也咬緊牙關出嫁去，不埋怨父母或命運。她的境況及
風骨，引得富家女憐憫又欣賞，即矢志送贈寶囊。
貧家女不忘問恩人姓名，希望日後報答。她懂感恩、懂慈悲、努

力，才會有所奮進，自強不息，改寫命運。
觀眾很易猜想到，日後的富戶盧家夫人就是從前的貧家女。在神

壇三讓座一幕，盧夫人把重遇恩人的喜悅、興奮，演得淋漓盡致，
她得人因果千年記，把鎖麟囊奉作紀念，多年不忘恩惠，知恩圖
報，是個心靈美麗和值得敬佩的人。
幸福非理所當然，貧女趙守貞的幸福，是她感恩和奮鬥得來的。

其實，我們看待生活中所發生的很多事時，經歷好事喜悅時，勿忘
真誠待人，自我也許瞬間樂極生悲；人在體驗悲痛後，或會喜從天
降。一個會知足、從容、樂觀感恩的人，即便遭遇各種困苦，卻依
然因心靈強大而能渡過難關。

得鎖麟囊 知恩圖報
「知識改變命

運」這金句，已經
成為大家的至理名
言。當下中國已經

成為世界經濟、政治、軍事和外
交的前列大國，人民生活脫貧致
富，過着幸福的生活。眾所周
知，其中因素是1977年恢復高考
的良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政府，重視發展教育、培育人才
的治國良政所得的成就。
環顧今天的香港，特區政府和
眾多家長對下一代的教育亦同樣
重視，家長們尤為重視兒女能贏
在起跑線上，而作出種種的幫
助，在往常名校少，入學競爭相
當激烈，家長們甚至如「孟母三
遷」，為了兒女能入讀名校而搬
家到所屬校網地區。今年在移民
潮與出生人口下跌影響下，適齡
學童入讀名校的機會增多了。
然而，也有出現學生不足，導

致部分學校有剩額因此面臨縮班
的情況，甚至要合併而被殺校。
中學適齡人口也下跌了，最近教
育局宣布由明年起，把具有51年
歷史的龍翔官立中學與九龍工業
學校合併，並於2024學年停止營
辦。消息傳來，令社會各界人士
震撼，尤其是教育界與學生、家
長們都感到可惜與難過。
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反對，

認為不該以「殺校」方式應對學
齡人口下跌。其實可以開小班教
學來應付之。不但可以把握機會

加強教師與學生的溝通，而學
生亦可有更多資源學習，多讀
課程，提升教學質素，亦可維
護教師的權益不至於失去教
職。
香港大專院校眾多，其中可頒

發學位的院校逾20間以上。歷史
悠久的香港中文大學，共有9所
書院，其中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
教授與校董會及師生舉行聯合書
院65周年慶祝活動，其中推出
「伴你同行——聯合書院65周年
紀念品義賣活動」，目的為書院
的學生心靈健康項目籌款，以
「預防性」及「發展性」為導
向，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讓同學正視情緒健康，這是相當
窩心而有意義的事。
香港回歸祖國24年以來，大

家都知道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
部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
創了「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及高度自治，在此24年風
雨兼程路，經歷了不少挑戰和社
會問題。反思起來，香港青少年
對國家認識及愛國情懷似乎並不
足夠。歸根究底，各界香港人士
都要加強對國家的認識和進行愛
國主義教育。衷心期望教育當局
加強學校包括老師和學生的中國
歷史、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等，培養老師
和學生們都成為愛國愛港的良好
公民，積極學習知識，為國家和
香港社會作出貢獻。

重視人才與教育發展

我工作時經常坐着，
平常運動不多，盆骨常
感酸痛，久不久便得按

摩通氣血，又或請中醫針刺放血，也明
白長遠之道還是多做運動。我愛走路，
但習慣了行走時身體筆直「正正經經」
的，盆骨活動範圍不大，跑步又怕關節
負荷大易受傷。
直至一天在網上重溫前國家隊競走
冠軍王麗萍的比賽片段，見她以左右扭
動髖骨的姿態急步前行，髖骨活動度
大，身放輕而不令膝受壓，姿勢美妙，
我即時喜歡了這運動，認為適合自己。
在尋找競步（又稱競走）資料時，
幸運地得朋友介紹到全港最大型的競走
組織「神行太保」學習。導師十分專
業，很用心和仔細地教導我和隊友正確
的姿勢和動作。傍晚時分和一大群老中
青隊員在偌大的運動場上練習，大家都
活力十足，不徐不疾地在跑步徑上以優
美的扭動姿態前行，身體「沉睡」的細
胞都活躍起來，加上涼風送爽，實在是
一大享受。學競走後，我平常走路也改

變了姿勢，盆骨的酸痛竟消失了。
競走規則有兩大方向，行走時不得
腳掌「騰空」與「膝蓋彎曲」，即兩腳
不能同時離地，前腳着地時膝蓋必須伸
直不得彎曲。在比賽時，這兩點要求極
為嚴格，輕微犯規會收到黃牌，累積3
張黃牌便成紅牌，嚴重犯規則會收紅
牌，3張紅牌便失去比賽資格。
上述的王麗萍，她的奧運金牌歷史

也是個遺憾故事。這發生在2000年的
悉尼奧運，女子20公里競走項目中，
教練等人都把希望寄託在向來表現出色
的好手劉宏宇身上，更向另一健康不佳
的隊員王麗萍暗示她只是陪賽的。
比賽時劉宏宇可能求勝心切，連連
犯規，中途被罰離場，教練等人全都
收拾物品陪她離去，忽略了王麗萍仍
在賽道上拚搏。最終首個衝線的竟是
王麗萍！她興奮地向在場的人揮手，
但找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沒有人為
她歡呼，沒能拿面國旗披身為國增
光，她只孤單地高舉雙手一面難受地
自行繞場！

競走之樂

還有一種歷史題材叫穿越
劇，借助一個無名氏，使他附
身於某位古代的王公貴族

（《步步驚心》）。或者，直接穿越回一個
時代，通過一系列的奇遇成為某個歷史人物
的幫手（《尋秦記》）。在這個過程當中，
穿越者擁有先知般的覺悟，會有意識地利用
自己的歷史知識和先進的思想去影響周遭的
人。年輕人很喜歡這類題材，時空穿越令他
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反差，極其新鮮。
但早期的穿越劇依然是傳統的，即它不可

以改變歷史的走向。很多時候，主人公明明
知道某個正直的人物即將面臨滅頂之災，卻
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
式穿越劇情帶有某種明顯的宿命觀念。這種
宿命觀念在整個東南亞文化當中都存在。泰
國前兩年有一部《天生一對》，講述一個歷
史系大二女生穿越到古代，並親歷了許多歷
史事件，但是她無法避免各種災難，只是作
為歷史的旁觀者了解一些具體細節。
這一點與西方的穿越劇不同。西方的穿越
劇情經常作為科幻電影的一部分出現，比如

《哈利波特》和《變種特攻》，需要穿越回災
難的前一刻，以避免導致結局的某個關鍵事
件的發生。並且，這種穿越很有用。當穿越者
成功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後，一覺醒來，他便發
現周圍一片祥和，再也不是先前的末日景象
了。換言之，西方式穿越劇情對未來抱有一種
樂觀，主人公的行動以改變歷史作為訴求。
科技作為穿越的工具，也間接地被肯定的。
這並不是說東方式穿越籠罩在完全的悲觀

當中。恰恰相反，儘管穿越者無法改變歷
史，卻並非毫無作為。很多時候，穿越者都
以協助者的身份干預歷史，甚至多數時候，
他們都會去幫助弱者。儘管他們明明知道這
個被他們協助的人最終必將失敗，然而，這
種劇情正好彰顯了穿越者的正義。換言之，
正是命運的不可改變，才突出了個人犧牲的
必要性。而這時，人的精神主動性最強。
當然，在穿越劇當中，也有穿越者一開始
就在襄助勝利者。勝利者因為聽從了穿越者
的意見從而避免了各種災難。但這也不意味
否定了結構穩定性，因為作為歷史的結局未
變，命運也就未變。

以往的穿越劇都是以這樣的邏輯在行動。
看似新潮，實際上卻與傳統的歷史劇如出一
轍，都承認了結構穩定性和個人奮鬥的二元
一體。若要說它們有什麼不同，就只是在觀
眾觀看時的代入感程度不同。在傳統歷史劇
當中，觀眾往往將主人公的恣意當成自己逃
離現實的一個入口，滿足於借助一部影視劇
暫時逃避開現實。但是他畢竟不在劇情當
中，看劇難免帶着與己無關的心態。穿越者
不一樣，他身處迷局，必然強烈地感受到命
運所受的牽連。這種代入感就成了行為和心
理的一種考驗，使他的態度更有價值。
不過當前的一種新的穿越劇發生了根本性

的改變。《慶餘年》當中的主角雖然穿越
了，卻並非穿越回真實的歷史，因而作為命
運的結局就都消失了，結構的穩定性因此被
打破。主人公攜帶着現代的思想和千年積累
的文化，卻無需背負歷史的包袱，因而十分
輕鬆。這種樂觀主義情緒和目空一切的英雄
人設響應了個人作為絕對主體的心理。它的
成功，不再是宿命與個人並存的成功，是歷
史為我所用的成功。

古裝戲（三）

我與書香有個約會
許是缺少某些天賦，亦或是不感

興趣，我不會打麻將、不會玩撲
克，電腦遊戲也只是最簡單的連連
看、消消樂，朋友們都戲稱我為
「怪俠」。雖然迄今為止，我不曾
作過什麼俠義之舉，她們只是調侃
我的保守落後與偏執的不肯妥協。
我所喜歡的，是一書在手，無懼春
夏與秋冬。遊走在字裏行間，品人

間冷暖，看世事變遷，那散發着濃濃的油
墨香味或是淡淡的黴塵味道的書香，最是
讓我無法釋懷。
從小，我就是小叔最忠實的跟屁蟲。因

為他總是四處收羅廢舊紙品，絞成長紙條
作包裹鞭炮的材料。每當他收羅到一大筐
廢品，我都會黏在他身邊，歡天喜地淘
寶。而我的運氣總是很好，每每有驚喜出
現。民間文學、《山海經》、上海故事、
兒童文學……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都貪
心地挑了出來，不管新舊，殘破與否，然
後一臉期待地看着小叔，央着他讓我都留
下來。如果少數的幾本，小叔一般都會很
痛快地答應。但有時我的運氣實在是太好
了，挑出的寶貝多得足以讓小叔心疼，便
有些猶豫，不肯讓我都拿了去。在百般央
求仍是無濟於事的情況下，我便席地而
坐，一目十行爭分奪秒地把那些薄薄的小
本的書先看完。然後才心滿意足地抱着豁
免的寶貝回家細細欣賞。
有時時間實在倉促，小叔又等着那些紙

品下料，我只好忍痛割愛，在小叔的再三
催促下戀戀不捨地挑出幾本較破舊的書
本，眼睜睜地看着它們在小叔的大剪刀下
化成一條條的長紙片，心疼極了。它們會
被裝上黑硝（火藥）、引線，然後再層層
裹緊，最後被炸得粉身碎骨！想到這裏我
不禁打了個寒噤，趕緊抱着剩下的寶貝逃
也似地離開小叔。
也曾見獵心喜，纏着同學借閱好書不

遂，而在放學後家也不回，左右徘徊，待
到學校人去樓空，便偷偷跑回教室，從門
檻底下匍匐而進（那時的教室門比較短，
可容小孩鑽進），迫不及待地找出同學課
桌裏珍藏的小人書，躲在學校的角落，膽
戰心驚卻又興奮莫名地一口氣看完，然後
心驚肉跳卻又強裝鎮定地回到教室，準備
物歸原主。
離上課時間還早，一些勤奮好學的同學

早早就到了教室，或伏在課桌上打盹，或
在全神貫注地做作業。此時被我緊緊地攥
在手心捲成圓筒的小人書就像一個定時炸
彈，嚇得我小腿直打顫心裏直哆嗦，生怕
被人發現自己做了壞事。在驚怕與惶恐中
飽受煎熬的我，輕手輕腳走進教室，瞅準
一個機會，小心翼翼又眼疾手快地把書往
同學的課桌一塞，若無其事走了一圈，趕
緊走出教室。直到無人處，我才如釋重負
地鬆了口氣，活動活動僵直的四肢，飛奔
着回家，一邊承受着大哥的數落與責罰，
一邊狼吞虎嚥，填着早已餓得咕咕直叫的
肚子！再趕緊衝回學校上課。
也曾在上學途中一頭扎進新華書店，或

倚在書架上，或者坐在地上，如飢似渴地
翻閱自己喜歡的書籍，對身邊熱鬧漸至安
靜的人群充耳不聞，直到好心的營業員阿
姨一再提醒，才知道自己快要遲到了！這
才心慌意亂百米衝刺一樣衝向學校，然後
在嗔怒的老師和幸災樂禍的同學們面前面
紅耳赤垂首斂眉地走進教室。
小學老師也曾因為我的不務正業總是看

課外書而向父親告狀。通情達理的父親並
未因此責備我，只叮囑我萬萬不可因此荒
廢了學業。老師顯然沒有想到父親如此抗
命而為，失望地從此對我再不聞不問。我
卻不願辜負父親的厚望，自強不息，終於
如願以償進了一中。
一中圖書館裏豐富的藏書讓我如獲至寶，

我一頭扎進小說的海洋流連忘返。有段時

間，對小說的迷戀漸至瘋狂。上課時偷看被
老師沒收、走路時看書而撞到路燈、吃飯時
看書而食不知味、甚至如廁也要帶上一本小
說，成績一路下降。直到初三，一次上課偷
看小說被老師當場抓獲。我至今仍記得那本
小說是梁羽生先生的《七劍下天山》。老師
只用嚴厲的眼神批評我，課後又找我單獨談
話。說我不該在這種時候放任自己，辜負青
春、辜負家人的期望。一語驚醒夢中人！十
年寒窗苦讀，為的就是鯉躍龍門，金榜題
名。我若為此而辜負了母親的期望，又如何
向九泉下的父親交代？！從此收斂了許多，
在上課時再不看小說，只埋頭苦讀，臨近畢
業，成績居然一飛沖天，被保送上一中高
中。然而，彼時家境貧寒，尚有兩個妹妹、
兩個侄兒要供養。母親無力支撐，只得讓我
去讀小中專。說沒有遺憾是假的，大學夢是
我執着一生的夢想，奈何敗於現實，只能屈
服。
在中專讀書時，再不必為升學擔心的我

從此沉迷於書香中一發不可收拾！古今中
外、文學巨著、小小說、科幻、紀實、武
打、言情……每次在圖書館裏我都猶豫再
三難以取捨，然後廢寢忘食以最快的速度
看完，又趕緊去還上再借。如此4年下
來，幾乎把圖書館裏的書都看了個遍。雖
然涉獵廣泛，但都是博而不精，並沒能真
正汲取書中的精華，只累積了連珠妙語，
不時脫口而出。
這幾年，網文的火爆也曾讓我一頭栽了

進去，沉醉不知歸路。飄渺之旅、神墓、
完美世界、盜墓筆記……幾乎所有火爆的
網文我都看過。看着幾乎千篇一律的套路
文，我感到了一種疲倦。我開始懷念一本
書一個世界的從前。我翻出曾經束之高閣
的最愛，小心吹拂去淺淺的塵埃，聞着那
淡淡的故紙堆味，泡一杯香茗，在充滿暖
陽的午後，斜倚在老舊的藤椅上，享受着
舊時光，最是書香能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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