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一詞之義界

海灣明珠的高光時刻
就在小狸寫這篇文章的
時候，2022年世界盃的主
辦國卡塔爾隊以0：2負

於荷蘭隊慘遭淘汰。雖然小組賽3場皆
敗提前回家——並不太準確，他們家就
在這；雖然甚至終結了世界盃有史以來
東道主首場不敗的神話；雖然被全球群
嘲為「最弱東道主」……但是，這顆
近期大熱的「海灣明珠」顯然還能繼
續吸引全世界人民的流量。
畢竟，誰不愛看「壕無人性」的故
事呢。
其實就在短短50年前，卡塔爾都還
不是一個獨立國家，也沒發現天賦的寶
藏，那時的卡塔爾人還是以部落形式靠
潛水採珠和捕魚為生。1971年，卡塔
爾獨立，同時發現了豐富的石油天然氣
資源，尤其是天然氣，其與伊朗共享的
北方氣田擁有全世界已知天然氣儲量的
10%。憑着這畝黃金氣，頭一天還在撈
魚的卡塔爾人第二天直接坐進了保時
捷。據美國知名金融雜誌《環球金融》
統計，2022年卡塔爾的人均GDP將超
過10萬美元，全球排名第四，同時富
甲中東。
在此背景下，雖然踢得不怎麼樣，
但「壕氣沖天」的卡塔爾人一手打造出
了史上最貴的一屆世界盃。從2010年
拿下主辦權開始，這個國家共投入了
2,200億歐元的資金，包括興建地鐵、
機場、酒店以及改造了8座堪稱藝術品
的美輪美奐的體育場，同時將沙漠中的
一個村莊直接升級改造為全國第二大城
市。不僅如此，卡塔爾自己說得很清
楚，自己「地小人少」，之後用不上8

座超豪華球場，故會在賽後拆掉部分座
椅捐贈，甚至是改變球場用途。翻譯過
來就是：8大球場美嗎？「壕」嗎？貴
嗎？無所謂，一次性的。
光說數字感受還不明顯，不妨直接

來個對比：卡塔爾本屆世界盃的投資是
巴西2014年世界盃的14倍、俄羅斯
2018年世界盃的19倍，以及過往7屆
世界盃總投入的5倍。
再不妨看看此次世界盃的獎金：冠

軍4,200萬美元創紀錄，亞軍3,000萬
美元，季軍2,700萬美元。此外，32支
參賽隊伍每隊還都將獲得150萬美元
的參賽費，以補貼他們在卡塔爾期間的
各種開銷。以上各項費用總計4.4億美
元，史無前例，項項分計也都是創世紀
的大手筆。
除了巨額基建和獎金，卡塔爾的

「壕氣」還體現在長達10幾年的精心
布局上：自2010年12月2日四輪投票
後，國際足聯執委會終於宣布卡塔爾戰
勝美國、韓國、日本以及澳洲四大申辦
對手，成功獲得2022年世界盃的主辦
權。卡塔爾馬上斥巨資建立了一所體育
學院，不僅廣聘歐洲名宿任教，而且7
年間反覆在非洲考察了多達350萬球
員——是的，350萬，並沒有多加一個
「0」，這個數字比卡塔爾本國人口還
要多出近30%。隨後，卡塔爾「優中
選優」，每年按計劃歸化24人入籍，
慢慢打造出一支實力不俗的專業球隊。
雖然本屆世界盃，卡塔爾小組賽三
戰皆負被淘汰出局，但這顆「海灣明
珠」的高光時刻卻實在讓人印象深刻。
雖輸了場內，卻贏了場外。

義界，是語言學的術
語，指一個詞語的定
義。中國一詞的定義，
可詳細亦可簡約。日前

有朋友問：「中國」兩字連用最早可以
追溯到什麼年代，遂草本文。
1963年在陝西寶雞出土的青銅器文
物「何尊」，是「中國」兩字連用的最
早物證。何尊鑄造於約三千年前西周初
期周成王時，是現時國家規定第一批禁
止離開國境展覽的一級國家文物。
國學大師王國維（1877年-1927年）
提出「二重證據法」，主旨是以「地下
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相印
證。出土文物來自地下屬前者，也就是
考古證；傳世經典都在紙上屬後者，也
就是文獻證。何尊描述的中國，就是今
天中國人都熟知的「天下的中心」。
中國一詞的定義，無論在古代漢語
還是現代漢語，都可以分為三重概念。
第一是地域的中國。在今天指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全部領土，東至東三省，西至
新疆西藏，北至黑龍江內蒙古，南至海
南省三沙市。但是在夏商時期，中國的
範圍只限於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主要
是今天河南河北、山東山西四省。到了
周代，陝西地區也算是中國了。不過近
數十年的重大考古發現，刷新了我們讀
史者的認知，夏商周三代的「中國」，
諒來起碼還得要加入長江流域地區，也
就是古書有談及的「蠻夷之地」。中國
也有些地方在古時不屬中國，後來才加
入中國大家庭，較遲的有新疆、西藏等
省區。
此外，還有古時屬於中國，因為歷
史發展的因素成為我們鄰國的國土。如
朝鮮、韓國和越南等主權國。樂浪、玄
菟、真番、臨屯合稱「漢四郡」，在漢

武帝時納入中國版圖；今天朝鮮的首都
平壤原屬樂浪郡、韓國的首都首爾原屬
真番郡。還有越南首都河內原屬漢之交
趾郡，漢廷南端的九真郡、日南郡都在
今天越南北部。
中國的第二重意義是政治的中國、

法理的中國，以中國的合法政府為代
表。在今天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中國的
外交事務，當然由中國政府代表人民執
行了。
中國的第三重意義是文化的中國。

一國族之文化是該國族所有成員生活方
方面面的總和。除了種族血緣之外，還
體現在語言文字、學術思想、典章制
度、風俗習慣，以至衣食住行等等。
近二三十年，香港和台灣兩地的中

國小孩受到大規模「去中國化」的謊言
鬼話連綿「洗腦」。我們不再吃教育這
行飯的人，實在不可能長時間嚴密關注
我們的基礎教育。現在兩地有些無知小
孩，祖上都是中國人，日常在說中國
話、寫中國字、吃中國菜、過中國節，
卻不認祖宗，說自己不是中國人。數十
年來外部勢力搞的「和平演變」，終於
在特定範圍內見效了。
如前述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

之類的常識，過去也寫過些，今時還
得要再多寫。金庸小說《笑傲江湖》
寫衡山派掌門莫大先生勸恆山派門
人，要趕緊找到令狐沖，否則給「魔
教」先找上了，令狐沖就要加入「魔
教」了。今天受「台獨」、「港獨」洗
腦的中國小孩，當然及不上令狐沖對
恆山派那麼重要，不過每一個迷失了
的中國小孩，還該盡力讓他們回頭是
岸，莫入魔教。
朋友問起「中國」一詞的來源，這
就借題發揮一二吧！

這晚，老媽主廚炒了一鍋有味飯，像韓式石頭飯，有
飯焦，飯中混了許多菜、肉和醬汁，媽媽給我一個金色
的圓頭匙羹，說：「就這樣和着吃，美味！」
我們就一邊吃、一邊看韓劇《匙來勝利組》，友人介

紹說，這是像童話般的奇幻故事，果然好看！故事大橋段由一個在路
邊擺攤位出售舊物的神秘老婆婆引起，話說土湯匙出身的窮少年李承
天受盡委屈，偶然經過這路邊攤，向老婆婆買下一個奇異的金湯匙，
婆婆叮囑，只要用這金湯匙到出身富裕的同齡好友黃泰勇家中吃3次
飯，就可與其交換了身份和父母，把自己變身成為有錢少爺！故事情
節由交換身份後漸開展和變得曲折，主角李承天取得金湯匙的貴氣人
生，卻並非可安享榮華富貴，因他也要像許多富人之家一樣，面臨繼
承權爭奪戰……
此劇的大橋段令人聯想到童話名著《乞丐王子》，但當中個性迥異

的兩個主角，對富與貧之家及家人有不同態度和反應，致令他們產生
不一樣的發展和結局；全劇深刻地對於金錢、貧與富、勝和敗、尊與
卑、親情與冷漠等種種思考，隱藏於複雜交錯的故事中，吸引人反思
並追看下去。
此劇名為《匙來勝利組》，暗示且稍為側重了「有金湯匙便可以歸

屬於人生勝利組」這種先入為主的想法，反而削弱了此劇鋪陳出由貧
富對照產生之戲劇張力和人物互動產生的火花。在前半部，窮小子
（但學習成績好）變成了富家公子泰勇之後，他在富爸爸面前展現了
經營投資才幹，當然好像如魚得水，勝券在握，符合了「勝利組」之
說法；但另一方面，流落貧民家的「承天」，雖然生活條件差，但與
父母相處融洽，深感從未有過之親情和幸福，心中富有，安貧樂道，
誰又可以說他是「失敗組」呢？其實有錢
不一定等於成功；當這「承天」有機會可
用金湯匙重返自己原來的富人身份時，他
竟毅然放棄，寧願留在貧窮卻滿載親情之
家。在此家庭，有愛他的父母鼓勵他，可
自由做自己喜愛的事，後來他還憑自己努
力成為漫畫家呢！
看如此奇幻的戲，觀眾太投入當中變幻

了，反不會去想如此交換父母和身份的方
法是否合理，當我與年輕人分享時，大家
最投入思考的是，在兩者對照下，孰輕孰
重、孰好孰壞，該如何選擇，才能成就更
好的自己？

匙來勝利 貧富逆轉
我是在一次課外

活動中認識小裕
的。他臉上連成片
的痘痕，即便戴着

口罩，也遮不住。這反倒讓我一
下子記住了他。那日的活動，是
我和另一間學校的老師，帶各自
學校的幾名同學一路行去山頂。
顯然，那名老師對小裕談不上喜
歡：「學習嘛，不肯動腦筋；打
籃球，又不知道怎麼，和隊友搞
不好關係，前幾天又被校隊的
教練勸退了。」我抬眼看看不
遠處的小裕，生怕他聽到這些。
還好，此刻的小裕正在和我帶來
的幾個同學聊着「世界盃」，小
裕是日本隊的球迷：「反敗為
勝！日本隊好勁喔！」我莞爾一
笑——舉手投足大咧咧的小裕至
少是個積極思考的孩子。
路上，天空忽然飄起了雨。兩

個學校的孩子們各自想到了避雨
的辦法。小裕和另一名男同學想
出的主意老套但實用：一個人把
外套脫下來，用於兩個人遮住頭
部，然後兩個人互相攬住肩
膀，抱團取暖。小裕毫不猶豫地
脫下外衣，裏面只有一件很薄的
打底衫，與他結對的同學趕緊和
他把肩膀搭起來。到了山頂，我
對小裕說：「趕緊把衣服穿好，
山上風大，更涼，當心感冒。」
小裕大大方方地說：「老師，別
擔心，我體質很好，你看，我的
腹肌和胸肌，很結實的！」
那天活動結束後，我搭港鐵

回家。到站出閘，我竟在人群裏

看到了小裕。他也看見了我，便
趕過來和我打招呼。原來，他住
的屋邨就在我家附近。我和他聊
了一陣，才知道，小裕有兩個姐
姐，母親是做工程的，整日忙
着維持全家的生計。
「父親呢？」我試探着溫和地

問。小裕遲疑了一陣，告訴
我：「父親在內地，湛江。基本
上不『下』來。」「那你會回去
看他嗎？」我隱約猜到了什麼。
「疫情之前，我每年回去一次，
疫情之後，我回去不方便了，他
就每年回到香港一次，我也想
他，他也想我呀。」他還告訴
我，退出籃球隊，是他自己主動
提出來的，因為隊裏面有兩個不
友善的同學，總是取笑他是
「冇老豆嘅仔」。「我不想惹
事，也想用多點精力在學業，就
退出了。」分別時，我提出第二
天一早送他去上學，他竟然有些
靦腆地點點頭。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起了早，

搭乘港鐵陪他到天后站，然後又
把他送上了去學校的小巴。臨分
別，我把溫熱的早餐遞給他，並
叮囑他要勤力。晚上，小裕發來
了一張相片，是我和他一起搭電
梯的樣子。「請原諒我偷偷地影
你，上一次有人送我上學，還是
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父母分手
之後，就再沒人這樣待我了。所
以，我早上忍不住想影下來。」
那夜，我很久無法睡去。我決

定每個月都會找一天送他上學，
給他多一點溫暖的盼望的清晨。

盼望的清晨

傳統藝術能放開束縛
接受新題材、新嘗試、
新科技，實在難能可

貴，這才能讓新一代接受，使之傳承
和發揚光大。
我是粵劇的門外漢，最近有機會欣

賞由羅家英先生在粵曲中心小劇場主
演的獨腳戲《修羅殿》，給我帶來了
無限的意外和驚喜，原來傳統粵劇可
以是這樣的！想不到竟在舞台上看到先
進的科技、電影剪接技巧、多媒體元
素，蒙太奇手法和燈光變化帶出的山
野、寺廟、審庭和眾多人物相聚的效
果；也想不到粵劇故事可以如此懸疑
曲折、諷刺人性、善惡無定，帶出因
果、思想德道、考驗信任，充滿哲理；
想不到看劇要不斷動腦筋，散場後大家
仍在滔滔不絕地討論劇情，誰是誰非，
如此傷神……
這故事是由羅家英先生大膽創作，
改編自日本黑澤明電影《羅生門》，這
是他十分喜愛的故事。搬上古裝的傳統
舞台，內容竟涉及強姦，也就是一個極
大膽的嘗試。他挑戰粵劇少有的一個人
擔綱演出，同時飾演書生（武士）、強
盜、婦人、和尚、商人、樵夫，更要反

串。令人意外的是，每個人物打扮都如
此分明突出，每個人物的性格表達和內
心掙扎都如此絲絲入扣，他一個人的獨
腳戲會如此熱鬧精彩毫無冷場。人物
服飾替換不斷，卻都一絲不苟。
今年76歲的大佬倌可有如此開放思
維，接收新科技和創意實在難得，讓我
佩服的是他還有這樣的魄力去演劇長
90分鐘的戲，歌詞對白造手全背唸下
來，也驚嘆他如何做得了！
我們常說傳統粵劇和各地戲曲難以

吸引新一代接班，羅家英先生的《修羅
殿》正是個好例子向年輕人表達，不一
定要大鑼大鼓，傳統藝術是包容的，海
納百川，接受任何新的意念、技術和任
何人！

粵劇舞台上的創新思維

我不知道哪裏來的印象，唐
吉訶德是一個怪人，喜歡騎着
馬假裝是騎士，對着稻草人開

戰。唐璜是個花花公子，到處留情。在我還年
輕的時候，我可是大大地嘲笑了一下唐吉訶
德，狠狠地鄙視了一下唐璜。不過等到有朝一
日，我真的開始看《唐璜》這部長詩，才真的
知道了什麼叫做純粹的愛的魅力。他那樣英
俊，在少不更事的時候就吸引了一眾貴婦。還
像《畢業生》那樣有了一段忘年戀。而後，是
在海難中死裏逃生，又遇到了單純的海黛。再
後來，當他不得不離開海島，他遇到了新的
人。我記得在我看《唐璜》的時候，這部書顛
覆了我對愛的認知。以前，我常會不由自主
地就把愛看成是有條件的。自打看了這一
部，我才知道原來愛擁有一個本體。並且，
它比劉蘭芝的死亡還好，拜倫筆下的唐璜不
絕望。
過不了多久，我又看《葉普蓋尼．奧涅
金》，久久地沉浸在連斯基喪生的悲痛當中。
這個清冷的俄羅斯文學，讓我一下子把俄羅斯
的印象定格在冬天，清冷、沉默，並且空曠。

於是，俄羅斯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甚好。以至
於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轉機的時候，有一個俄羅
斯大漢一言不發地坐在我旁邊。過後，又一言
不發地幫我從置物架上搬出行李，之後又一言
不發地坐下。我因為這長詩的緣故，居然覺得
他很是符合我關於俄國的印象。
我想說的是，我們向來對於各種名著太熟

悉了。久而久之，經常就會把聽說過當成是
知道，而後再以訛傳訛地抓住某個驚世駭俗
的故事片段，就開始老氣橫秋地拿着這些印
象去評價這些從沒看過的名著。其實，很多
隻言片語的描述都會把一個故事曲解掉。
據我的經驗，但凡名著，內容的第一要義是

純粹和單純。作者往往心胸十分寬廣，且絕大
多數太會描述人了。對於那些我們日常在嘴裏
說出的八卦，到了作家的眼中，他往往是本着
單純的心去感覺。於是，一段戀愛，只要發生
了，主角必定是動了真情。作家會描述這愛情
的情愫如何具有激動人心的美感。那是愛自然
產生的美感。可傳言只說一句話：他愛錯了對
象。甚至一對恩愛夫妻，我們也因為他們展示
出了婚姻功能關係之外的東西，比如當街親

吻，一談及此就先自己不好意思了。覺得這夫
妻都結了婚，還管這麼膩歪着，可見這二人不
正經。以至於用這樣的眼光傳出來的各種小說
的剪影，就那樣三言兩語地為主角定了罪。
他們無一例外，全都荒唐！
其實，說到底，我們的評判基本不是基於愛

或純粹，而是基於道德感。一種道德捍衛支配
着我們的行為，令一切都被道德化了。這倒不
是說，道德是不好的。只是，談論道德必須先
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還原道德成其為所是的
根源，得先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條準則。比如
談論唐吉訶德，得先知道騎士精神是什麼、精
神為什麼好。就像尼采，他不談道德本身，但
他會寫一本書來挖掘道德的起源和誕生條件，
這書叫《論道德的譜系》。惟其如此，當新的
時代到來的時候，我們才會去建立新的行為標
準，談論道德的譜系可以快速打破舊的，以適
應新的。而我對這個世界是相當樂觀的，我
一直將技術看成是解放個體的條件。而且，技
術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實現那些好的文學當中
的純粹、單純的愛和感知。好的文學是關於人
的預言。

人的預言

一滴水珠的姿態
我以一滴水珠的姿態，行走河

流。河流容納了我赤裸渺小的身
體，在水裏我能感知河流的脈搏和
心跳。一條河裏藏着整個村莊的秘
密和過往，大水漫過以後，河近岸
的蘆葦又掙扎着挺直了腰身，河床

上深深淺淺的水窪是我尋寶的去處，水窪
的礫石下常常可以撿到銅錢和銅板。
我眼前的這條河一定見證過村莊的歷史

和興衰，博爾赫斯說：「一個人活着的時
候就像水存在於水中；一個人死去的時
候，又像水消失在水中。」在河流的兩岸
有多少人來過，又有多少人悄無聲息地走
了，來與走構築了村莊的永恒，村莊在時
間的流逝中延續，而河流像一個見慣不驚
的智者，它不動聲色地記下了這一切。
河流是一個人情感的源頭，水裏藏着一

個人的鄉音，藏着一個人的方言。方言是
一個地方的人文密碼，深藏於水土之中。
我舅舅所住的村莊名叫黃莊，在鄉人「滑
莊」的發音中，使我的整個童年對村莊的
認知存在一種誤區。豫北平原齒硬，直接
念「hua」，力度的拿捏中自然地把
「ng」省去了。在我的家鄉，牛不唸
「niu」卻念「ou」二聲，這個發音的變
遷卻不得而知。仔細追溯，這些與故鄉血
脈相融的方言，就是家鄉這條河水的滋養
而形成的。
河流在時間的流淌中匯成了一條哲學之

水，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河流因孔子
的這句表達具備了文化意味，河流與不捨
晝夜聯繫在一起，呈現的是時間的線性流
動，而非空間上的區域流動。孔子站在河
邊，面對清澈的河水發出的感嘆，時間如
水，透明的液體中藏着如此深奧的哲理，
孔子捨不得它白白流逝。我常常想假如孔

子面前是一條污濁的河流，他一定說不出
內涵如此深刻的話。
站在這條河的面前，我望見了自己赤裸

的童年。在那個撒歡尥蹶子的年齡，我和
夥伴們都無法抗拒水的誘惑，每到夏季我
們總是相約去河裏游泳，游累了便在淺水
處摸魚、逮蝦。整個上午我們都在水裏泡
着，不願意上岸，一直到該吃中午飯的時
候，誰家祖母或是母親最先走上堤坡，呼
喚孩子吃飯的聲音一聲聲傳來，我們才極
不情願地從水裏出來，踩着岸邊鋪了一層
細沙的小路折回家中。
中午和夜間是不能下河的。按照村裏人

的傳說，水裏面藏有水鬼，水鬼躲貓貓一
樣在河流、池塘各處等着，等着抓到一個
溺水的人來頂替他，然後他自己才能去投
胎。祖母不止一次給我講述這個傳說，並
一再叮囑我正午和夜間千萬不能下河。
我童年時期的某個夏天，咆哮的哭喊聲
從我們經常下河游泳的入口處傳來，我循
着聲音跑去，河坡處圍了一圈人，隱隱看
見有一個人躺在地上，因為人群遮擋了視
線，我未看清他的臉。人群中有人小聲嘀
咕，這個人就是鄰村經常來河裏捉鱉的那
個人。我眼前浮現了他的身影，他經常穿
一身水衩，在傍晚時分出現在河邊，但是
昨天晚上他在水中遭遇了什麼，只有河水
明曉。河水不動聲色，一如當年它肆虐時
吞食下岸邊的莊稼。
這時候我想到了自己村莊的明升，明升

原本是農技站的技術員，負責麥種的選
用、農田施肥和農作物病蟲害的防止。包
產到戶後，他技術員的身份也逐漸被忽
略，後來大家慢慢發現他還是一位捉鱉能
手。每年農閒時，常見他一手提着袋子，
一手握特製的鐵叉，穿一身皮製的水衩行
走在家鄉的河灣。後來他突然收手了，據

他自己說：「別提了，以後真的不幹了，
想起來都有些後怕。」某天傍晚河面吹來
溫潤的風，河畔蘆葦搖蕩，他沿着河岸蹓
躂，已經叉住了一隻放進了手提的袋子
裏，回頭一望滿河川都是鱉，似乎在歡迎
他下河去捉。他頭皮一陣發麻，頭髮根冒
起了陣陣寒意，趕緊把捉住的那隻也放回
了河裏，並發誓今後絕不再幹這個營生。
現實的驚懼和神秘的傳說是否來自某種

超自然的啟示，我不得而知，但是人與自
然本應該和諧共生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我們確實需要帶着萬物有靈的敬畏心行走
江河和大地。記得蕾切爾．卡遜在《寂靜
的春天》中說：「在自然界不存在任何孤
立的事物，控制自然就是一個妄自尊大的
詞語。」我童年時期十里八鄉的水域河道
很常見，除了小河還有許多溪塘溝渠，如
今這些原有的水域也愈來愈少，河流、湖
汊、溝渠、瀑潭、水灣、溪塘，有的斷
流，有的乾涸，有的一轉身隱於時間的背
後，不見了蹤影。
家鄉的小河也在歲月流逝中改變了原有

的模樣，清澈的河水不見了，密匝匝的蘆
葦蕩消逝了，岸邊的紅蓼、碎葉蓮也絕跡
了，水裏的魚蝦蟹都逃走了。這些生靈後
來的去向我不得而知，牠們要逃向哪一片
水域才能夠橫渡永恒的動盪和艱澀？如果
魚也有記憶，那條曾啄食我腳丫子的小魚
會不會記住我的容顏和良善，而那些不堪
忍受人類將污濁垃圾隨意拋進河流破壞家
園的魚，會不會記住一次又一次的傷害？
我並不是一個善於表達的人，但是在我

返鄉的時刻，面對着逐漸消逝的河流，我
特別想和腳下的小河說說話，可是白沙不
見了，蘆葦蕩消逝了，魚蝦逃走了，小河
快要乾涸了，那些曾經和河流有關記憶和
故事，我又能說給誰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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