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方急暴譎 中國寬仁忠

三年四象限
伴隨深夜的一個決
定，內地疫情防控措
施做出重大調整，變化

之快，快到人們來不及調整姿勢，快到
整整3年的時間忽然變得不那麼真實。
唯有那些明顯長大的孩子和再也見不到
的人，像盜夢空間的陀螺，佐證暫停
的人生是真的存在過。那麼，期末總
結，過去的3年，你有什麼收穫？
可能有些人會一臉錯愕，3年停擺，
不「擺爛」已屬不易，哪有收穫？可也
有些人卻真的就在糟糕的歲月裏收穫了
寶貴的人生財富——比如小狸的一個
朋友說，疫情3年讓他終於看清了「4
個象限」。
朋友口中的「四象限」，就是著名
管理學家史蒂芬．柯維提出的時間管理
理論。按照柯維的理論，人每天面對的
所有事情，都可以分為4類，並以「重
要」為橫軸、「緊急」為縱軸，分別放
入4個象限，即：重要又緊急（第一象
限）、重要但不緊急（第二象限）、緊
急但不重要（第三象限）及不緊急也不
重要（第四象限）。柯維認為，對於不
同象限的事情要有不同的處理原則，這
樣才能高效管理時間。而不同的處理原
則包括：第一象限緊急又重要的事要
「立即做」；第二象限重要但不緊急的
事要「有計劃地去做」；第三象限緊急
但不重要的事需要「授權別人去做或委
婉拒絕」；至於第四象限不緊急也不重
要的事，則乾脆「不要去做」。
朋友話，與其說疫情3年教會他看清四
象限，倒不如說讓他重新看清四象限。
比如，疫情之前，他第一象限裏的
事基本都和工作有關，其中尤以「甲方
爸爸」位居最高。不要說「甲爸」有什

麼突發需求，就是歲月靜好時，朋友也
忍不住要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上身「揣摩
一下客戶需求」，沒話找個話，聯絡聯
絡感情，王總你多照應。
比如，疫情之前，他的第二象限裏擠
滿了家人和保健，地位崇高卻落滿了
灰，永遠也沒個行動力。「重要卻不緊
急」明顯執行得更好的是「不緊急」，
「來日方長」是這個象限的另一個名字。
比如，疫情之前，他的第三象限裏充滿
了含金量不高的會議、無聊的應酬、不
熟人的委託和廉價的友誼，儘管疲累，
但一想到「人脈」二字就咬咬牙堅持下
去。萬一能發展成下一個王總呢？
比如，疫情之前，他的第四象限裏
藏滿了愛好和夢想。
3年疫情，冷暖自知。當死神凝視過第

二象限，他才發現來日可能並不方長。
身體健康才是最大的財富，「真爸」比
「甲爸」重要太多，而他更願意用100
個王總換高燒的女兒一夜清涼。3年疫
情，冷暖自知。當精神備受折磨時，他
發現幫他克服焦慮，甚至讓生活滋味起
來的，不是所謂的「人脈」，而是拿起
畫筆、打開音樂和閱讀書籍。朋友說，
他終於明白了生活的真相：原來，在關
鍵時刻能撐住他、幫他肉身重披鎧甲精
神重建堤壩的，正是所謂的「二四象
限」啊；原來，那些不重要的才是最重
要的，那些不緊急的才是最緊急的。
隨「疫情」戛然而止，堅持沒有
倒閉的王總可能很快又能重回朋友的生
活。但朋友說，人可以回來，但位置不
會再有——他已經把「二四象限」和
「一三象限」直接調了個兒。
利用疫情3年想清4個象限，可能是

最佳的止損。

新年伊始，正宜展望
往後「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走向。與朋友閒
聊，感覺對美國和西方

出盡全力圍堵和打壓帶來的不安。商
業機構的長遠戰略規劃每每強調「致
勝關鍵」（Key Factory of Success）之
有無與多寡，《道德經》有謂「治大
國若烹小鮮」，治國與經商還是有些共
通處。事實證明中國向無爭霸之心，中
央人民政府只是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後
推己及人，要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已。美方以己度人，認定中國要取代
其國際霸主的地位，由是無所不用其極
地留難中國和中國人。
中國有何「致勝關鍵」？由是想起
劉備談自己與曹操事事相反的「戰略分
析」。《三國演義》第六十回〈龐士元
議取西蜀〉，寫龐統勸劉備及早攻取蜀
中劉璋的地盤。劉備起初不願意，並
分析與曹操的作風有如水火：「操以
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
耳。」此說原出於司馬彪的《九州春
秋》，司馬彪是司馬懿的侄孫。這裏就
引用《九州春秋》的原話而不是《三國
演義》的修改版。
劉備認為曹操言行急躁、待人暴

虐、謀事詭譎，自己則以寬厚、仁恕、
忠信為先，事事與曹操相反。那是劉家
企業的「致勝關鍵」了！亦正正因為有
這個「思想包袱」，劉備怕攻佔劉璋的
地盤有失信義。龐統勸以大義，直指這
是「權變之時」，「事定之後，封以大
國，何負於信？」後來劉璋歸降，劉備
將他移駐荊州，以富貴終老。
今天看中美兩國的長遠國策和外交

作風，豈不是「美方急暴譎、中國寬仁
忠」？歷史經常重複，但也不會完全重
複。劉曹相爭的結果是曹家企業的「市
值」勝過劉家。《三國志》評之曰：
「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
狹。」那是說劉備的經營手段未到曹操
（史稱魏武帝）的水平，國土就小得多
了。這中間最主要是軍事才能，曹操一
生勝多敗少，劉備則敗多勝少。
儒家思想講究仁義，但是歷史上不

乏同樣行仁義而有成有敗的先例。《韓
非子．五蠹》：「古者（周）文王……
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
王……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
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
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
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
也。」據史家考證，徐偃王曾舉兵攻伐
周穆王，因楚國幫助周天子而戰敗。荊
即是楚，韓非的說法亦可以參考。他的
重點在於「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
美國未經深思熟慮而不斷推出刁難

中國的政策是「急」，立國二百年連番
對外發動戰爭是「暴」，還拿人權什麼的
說事是「譎」。中國重新開發「一帶一
路」是「寬」，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是
「仁」，堅持不干涉別國內政是「忠」。
周文王之成、徐偃王之敗，分別在

於有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護國家政治
經濟發展的成果。《論語．顏淵》：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
信之矣』。」發展經濟則「足食」，建
設國防則「足兵」，行仁義（寬仁忠）
則「民信之」。
新年展望，對於國家抵抗美歐發達
國家的圍堵、攻擊、迫害，還是相當的
樂觀。

小方微信來，說她每天為一件美麗的事開心。我就想
到，是呀，每天也為一件倒霉的事慶幸！順逆，都又過關
了！此時此地，誰說不能快樂呀？快樂的能力，源自樂天
思維，從幼兒身上，我學得了。嬰幼兒好奇，對世界事物

有興趣，自得其樂……快樂就無處不在！
新曆1月了，即農曆歲末已臨，還有19天，是虎年三十晚了，頓感虎

去兔來，世事未知變好定變差？
1月22日眨眼就到，是兔年大年初一了。總以為疫情快散退，怎知反

後裹滯留，現疫情反彈，似死灰復燃般，但抱怨何用？人生順逆難料，
非凡人可操控，遇上倒霉的壞事，人只得迎難奮戰。只有奮鬥至最後關
頭，才會意識到人須自救，因天助自助者哩！
人已慣得無奈地和疫境共同生活，情緒若持續躁煩不安，豈非自我增

加負能量嗎？我們身體既已被現實中疫情束縛，思想還得退讓嗎？放
棄自由嗎？為什麼不可在自家腦海自由飛翔和想像呢？
我看小孫女和小廚具玩家家酒，弄出一大桌有魚有肉又有湯的美味大

餐，她扮煮又佯裝吃，樂趣無窮好美味，簡直快活似小神仙！一碟碟
子虛烏有的美食，在大人眼中看不見，孫女看見了。
從她身上，我悟得該怎樣迎接兔年了。
痛苦本就是生命的本質，生活遭逢蹇遇，遇運滯受壞事重創，總得跌
倒爬起來，挺起胸膛寫個勇字呀！想像長腿健步的兔啊，奔跑起來吧，
跑過現實的荊棘，跑出生命的活力，深感努力會有回報！福有果報！
現看小孫女的生活點滴，多活潑精彩！小不點笑口常開無時停，時時

自得其樂；不論牙牙學語，蹣跚學步，穿大人拖鞋，看電視表演，不時
模仿效法，又跳又哼唱，快樂無憂……
歲月轉眼過去一年，歲半多的小娃兒，多麼
令人詫異她的快高長大，我看到這粉嘟嘟的小
孫女，真想不到她已長出了15顆小牙，還學
人刷牙呢。我老了，總想返老還童，回到以前
溫馨好奇的童年，一切是那麼美好快活啊！多
麽想自己仍是個少女呀！……但人必會老去，
生活必有起落，想通開悟了，就明白接受會帶
來更多的正氣力量，笑迎變化，自求多福。
人力勝天，相信今天的耕耘，明天有回報，讓

我們共同擁有雙面想像，為每天的美好或不測風
雲，皆不怨天不尤人，以勇氣面對，盼藉矯健
靈兔，跨大步走過好和壞，向幸福出發！

好壞事迎兔年感悟
不知是誰，把一

個紅蘋果放在了自
修室最前面的講桌
上。我來到教室

時，聽見幾名同學正在起哄：「分
掉它！看就很好吃！」「這會不
會是誰給老師的禮物？」有人急急
反駁：「後面是自修時間，誰也不
知道會是哪個老師來上課，怎麼可
能是留給老師的禮物？」
這時，有同學發現了我，便大聲

說：「老師，這個蘋果是有人留給
你的嗎？」我搖搖頭：「我只是來
自修室，看看有沒有同學溫書時需
要問問題，可以順路解答一下。」
或許是因為我的出現，大家安靜了
下來，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捧起書讀了起來。那個紅蘋果就那
樣誘人地立在講桌上，讓從窗子透
射進來的陽光盡情地灑在自己的身
上，為這自修室添了幾分生動的色
彩。
我忽然心血來潮，想看看這些中

五的同學們，到底打算如何處置這
個沒有主人的蘋果。「相信大家都
注意到了這個漂亮的紅蘋果。也可
能是有人不小心落下的，比如之前
用這間教室學習的其他班級的同
學；也可能是有人故意留給大家的
禮物。那麼，剛才有沒有人不想理
睬這個紅蘋果？」同學們面面相
覷。大概是覺得不會有人連這點好
奇心都沒有吧。這時，有兩位同學
同時舉起手來，一個是小李，一個
是小飛。的確，我剛進教室時，這
兩個同學都在溫書，並沒有湊到講

桌邊去。
我讓他們說說自己的想法。家境

優渥的小李朗聲說：「看起來這麼
誘人的蘋果，被精心地放在桌子
上，不像是無心之失。那就是有人
存心故意了。既然是存心故意，這
蘋果說不定就有問題，比如，看
很漂亮，實則吃起來很酸；或者根
本就是要整蠱饞嘴的人。所以，我
不會湊這個熱鬧，沒必要浪費時間
呀。」此言一出，大家都佩服小李
頭頭是道的分析。
我又轉向小飛，示意他也講一講

自己的想法——我其實蠻好奇的，
因為在我的印象裏，小飛是一個比
較頑皮的男生，喜歡熱鬧。他為什
麼能做到心如止水？或許只是一次
偶然？同學們也把目光聚焦在小飛
身上。不料小飛的回答十分簡潔：
「這蘋果不是我的，我就不能動。
不論是誰的，都與我無關呀。」
同學們愣了一下，繼而有人竊竊

私語：「扮清高咯。」我思考片
刻，給同學們講了一個故事：元代
的許衡，一次暑熱口渴，眾人見路
邊有梨樹，爭先恐後摘梨吃，許衡
坐在樹下安然如常。有人問他為何
不食，許衡說：「不是自己的不可
以摘取。」那人說：「梨樹並沒有
主人。」許衡答：「梨無主，吾心
獨無主乎？」面對誘惑，有自己的
誘惑，而不是關心甜不甜、好不
好。
令我欣慰的是，教室裏爆發出熱

烈的掌聲，為了小飛的「念」與
「行」。

一個紅蘋果

資訊科技的研發，原
意是想拉近人與人之間
的距離，讓天涯咫尺。

可是現代人很多都濫用通訊科技，使咫
尺距天涯。
最近一位名叫Daniel Barnett的墨西
哥網友，在漢堡包店看到令他感慨的情
景，有感而發在網上發布了幾張照片
和所想，讓網民也反思自己是否過度
投入手機世界。當時他看到兩祖孫在
店內進餐，年邁的爺爺高高興興地買來
包點和孫兒進食，並開開心心地跟他聊
天，可是十一二歲孫兒全程只顧低頭玩
手機沒理會他。當老人想跟孫兒多攀談
時，那孩子竟戴上耳機好專心玩遊戲。
老人面對這情景一面傷感，落寞地孤獨
進食。
Daniel在網上說自己在旁看到這情
景：「突然感到一陣鼻酸」。他寫道：
「孩子，雖然你沒有意識到，其實你快
要沒時間了……」大家都明白老爺爺
的生命正在倒數，當孫子猛然警覺之
時，可能已經永遠失去了那帶遺憾離
開的爺爺。

這些遺憾不只是這孫子還有無數
人，是你、我、他，是在車廂內、餐廳
裏、家庭中……不顧身旁人只埋首於
手機者。手機已侵佔了我們的時間、親
情、愛情、友情。
我曾在一餐廳見鄰桌有一家四口，

一對夫婦帶同兩個十多歲的女兒，男人
一直只顧看手機，完全沒和家人溝通。
後來聽到女人對丈夫說：「那些信息有
這麼重要須不停留意嗎？須即時閱讀
和回覆嗎？一家人平日都這麼忙碌了，
難得能同枱吃飯，好好珍惜吧！孩子很
快就會長大，有自己朋友甚至家庭，你
不重視他們，他們很快也不再需要你的
了。待將來人人都離開你時，可看手機
的時間多呢！」只見兩個女孩掩嘴而
笑，男人尷尬地放下手機。
專注於手機時，時間像分外流走得

快，我們埋首於手機資訊時，卻忘了身
旁的眾多事物正在飛逝而過，子女的成
長階段、家人需要關心和護佑、親人朋
友的感情、長輩的身體健康……失去
了的都回不了頭！手機，讓我們得了什
麼、失了什麼？

埋首手機的得失

中國民間有個故事「姜太公
直鈎釣魚」。結果姬發路過的
時候見此情景就大感意外，一

搭訕才發現此老者擁有大智慧。這是中國
傳統演義當中常常出現的橋段，智者都有
些許清高，他們甚至常常寄情於山水，單
等真正的賢者到來，這隱士才躬身上前，謙
讓數番之後，終於堪堪地接受了伯樂的邀
約，從此造就不世之功。而自始至終，他們
一直都相當淡然，就像姜太公釣魚，願者上
鈎罷了。
不過要較真起來，太公釣魚這個故事的關
鍵「直鈎釣魚」一直是個謎團。儘管按照某
種以訛傳訛，成功地把太公神化了。但其實
細想想，這故事倒不見得是故意在裝神弄
鬼。直鈎釣魚這種事，怎麼看都有些精神力
量在起作用。想必太公在決定直鈎釣魚那一
刻起，就對真的釣魚不感興趣了。他只是在
做一個釣魚的動作。釣魚，而不期待魚被釣
上來，行動就成了行動本身。這行動因之成
了精神的力量。就好像德里達在《好客論》
當中提到的俄狄浦斯。在他看來，真正令俄
狄浦斯挖去雙眼而後自我流放的，並非僅僅

出自於一個人的自責。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
說，他從此反倒再也不用看別人的眼色活
了。因為自從他殺父娶母的事兒傳開之後，
這污點就不可擺脫。這反倒讓他的行成了修
行。所做之事但憑己心，俄狄浦斯就此從英
雄變成修士。
直鈎釣魚的姜子牙也一樣。儘管他背負了

一個推翻暴君的責任，但他好像不甚在意。
只是撐起一尾釣竿，綁上一個不打彎的吊
鈎，便入定了。一直等到識破他意圖的那個
智者到來，姜子牙才放下釣竿。所以，這尾
直鈎反倒成了第一個測試，測試來人是否夠
得上資格。這麼說起來，直鈎釣魚簡直是比
《老人與海》古老許多的一個東方寓言。在
這兩個故事裏，主角均已年老，卻不約而同
幹起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
不過，太公釣魚終於從一個嚴肅的討論淪
為民間故事。大夥兒都拿它當熱鬧聽，沒有
人把它當回事。因為相對於寓意的不可理
解，太公被招安並大富大貴可容易理解得
多。至於這個不好理解的橋段，僅成了戲劇
性的一種修辭。
不過，關於塑造神話，英國人是這樣做

的。他們曾經拍過一套《新貴》。其中一
集，說的是莎士比亞和他的對頭格林鬥法。
一日，格林送來一套奇裝異服。接到禮物的
莎士比亞便想：「他明知我二人關係不好還
送這個，顯然居心叵測。這東西一定不能
穿。不過且慢，他明知與我不睦，卻還行此
舉？何也？定是他算準了我能猜出他的意
圖，不會穿此衫。我非要反其道而行之！」
於是，等到宴會當日，莎士比亞真的穿上這
衣服去赴約了。結果，自然是大大地被笑話
了一場。因為對方料到莎士比亞必定生疑，
並預想到莎士比亞會反向行動。聰明的莎士
比亞因此辦了蠢事。可這個蠢是與他的聰明
才智同源的，說明了他的思想複雜。高手較
量的樂趣就在於智力的鬥爭。於是，莎士比
亞的作品就與他的才智一體了。
我們古人創造的這個禪語「太公直鈎垂

釣」也一樣。不過，我們偏偏不在與太公智
慧相符的層面上去思考和理解他，卻白白地
把他拋給民眾，讓他在民眾的口中顛沛流
離，竟至連太公自己的面目都模糊了。而若
說這故事與當前有什麼關聯，或許我們該學
會聽懂真正專家的話，而非嘲笑之。

直鈎釣魚

不解之緣
在我懂事時，就知道生產隊每年

都養好幾頭豬，隊裏也有2至3
個飼養員。這些豬除了每年被抽調
的「支援豬」，其它的可以生產隊
殺了按人口分配給社員，每次殺豬
一個人口也就幾両，聽說廣東大壩

子的豬肉價比福建的高很多，生活貧困的
家庭捨不得吃，會拿到那裏賣高價。
「支援豬」是賣給公社食品站的，按照

規定食品站會補給生產隊糧票或穀子。
由於生產隊時期的豬隻吃秕穀糠配番薯

藤和其它野菜，飼養員又缺乏經驗，養到一
年的豬也只有100斤左右，嚴重影響供給，
為了人們有豬肉吃，農田不缺有機肥，年
年能豐收，國家就發動社員大力養豬，由
生產隊統一養發展為家家戶戶養，聽老人
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飼養生豬，是一項
家庭副業大興高潮時期，「大養豬」的號
召正式開啟後，養豬積肥的熱潮，以轟轟
烈烈之勢，在廣闊的農村大地渲染，這
個輝煌的養豬年代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記憶猶新，那年代的路邊土牆上，總能

看到「全民動員，大養其豬」、「養豬積
肥，支援國家建設」的標語。在老百姓眼
裏，豬是家中寶，能給家人帶來舌尖上的
享受，也能改變貧窮，而「豬糞是田裏
金」，豬養得多，農家肥就愈多，田裏有肥
料，收成也愈好，老百姓就不會餓肚子。所
以生產隊幹部經常發動大家積肥，路邊的
布青子被割了個精光，路上的牛屎、狗屎
被大家挾了秤好斤両堆放在生產隊的空草
寮裏，當然，在工分制時代，所有為了集
體利益的付出都是按照工分算的。
老百姓沒辦法按照上級「一人一豬，一

畝一豬」的要求大量養豬，但一家一豬或
一家二豬是有的，反正每家每戶都至少有

一個豬圈，圈裏從未斷過豬。印象中我家
的豬養大後準備殺時，父親和母親都要提
前去市場上扛一隻小豬回來，精明的母親
說，提前扛一隻小豬回來，大豬殺後，剩
菜剩飯和洗鍋水就不會浪費。在集體化時
代，有一種豬叫做「支援豬」，就是自己養
的豬也沒有自主權的，該支援的就得支
援，「支援豬」食品站會按照規定給予糧
票，不夠的由生產隊補足。當時的豬糞牛
糞也是按斤両計工分的，反正除了分到自己
手中的才算自己的，不然大家連拉出的大號
都不屬於自己，得去生產隊的糞坑裏拉，
不准自己挖個坑積肥施在自家的菜地裏。
當時的豬吃的都是秕穀糠和米糠、豬

草、豬乸菜、芋苗、野芋苗、番薯藤等
等。印象極深，母親和姐姐摘回那些豬吃
的草和菜，就拿出菜刀，把它們斬細，然
後放進大鍋裏，大鍋裏的水已經煮滾，豬
食放下去很快就能煮爛，小時候我們做得
最多的事就是坐在大灶前添柴，經常看到
這些豬食煮到差不多時，母親或姐姐就在
中間挖一個坑，把事先準備的糠倒進去，
把米糠覆蓋住，再煮一會兒，起鍋前攪拌
均勻，舀到豬食缽裏，一大缽頭的豬食也
能吃上幾天，快吃完時再準備，再忙，豬
食都要提前準備，母親說，人沒米落鍋，
可以去鄰居家借，但豬沒吃的，就不能去
借。大家就這樣循規往復地養豬。
分田到戶後有了自主權，養豬熱潮只漲

不減，旱田大量種植番薯，因為種植番薯
在大家看來是屙尿捉狗虱（跳蚤），一舉
二得的事，同時可以為人類和牲畜解決肚
子問題。即使在生產隊時期，每年冬天，
挖番薯時，番薯藤都要挑到穀坪裏，晚上
女人加班斬番薯藤，斬細的番薯藤曬乾
後，一麻袋一麻袋裝好，堆放在倉庫裏，

作為豬和牛的預備食材。
每次跟母親和姐姐去穀坪裏看她們斬

番薯藤，說實話心裏是挺佩服她們的，看
她們那游刃有餘、爐火純青的優美手勢，
真是蠢蠢欲動，但大人怕我們把手指斬斷，
斷然拒絕我們以手試險，還說長大了有你
們做的。後來，家裏種了不少番薯，把生產
隊時期的養豬經驗傳承下來，所有的番薯藤
都要挑回家，姐姐已經出嫁，母親一個人太
辛苦，於是要我接姐姐的「班」，我卻對此
項「工作」產生了恐懼心理。別以為那些女
人動作優美，手法嫺熟，就沒有任何危險，
其實她們中有幾個的左手沒有受傷過？我們
親眼看到過，那些受傷的女人血流一地，痛
得齜牙咧嘴呢，菜刀不磨利幹活辛苦，磨利
了危險太大，一不小心就會讓左手受重傷。
農村女孩，什麼都得學，母親說什麼都

不會以後怎麼嫁人？我大膽子懟了一句「嫁
不出去我就不嫁」。我就不明白了，難道人
家娶媳婦還會問清楚她會不會做這種事？
我討厭餵豬，更害怕斬豬草和番薯藤，特

別是冬天挖番薯的季節。番薯藤太多，這種
活一般都是利用晚上的時間去完成的，我就
非常排斥，就怕睡神附身，害左右手相殘，
但看到門口堆放那麼多的番薯藤，體諒
母親，自我激勵一番，還是硬頭皮學做，
剛開始，眼睛都不敢眨，左手抓番薯藤不
斷往後移，憑不服輸的精神，幾次後，動
作也不生澀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做得好，並
得到了母親的誇獎，心裏挺大得意的，原
來，這種看非常危險的事，只要掌握了竅
門，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
如今，隨社會的不斷發展，養豬這種

千年的傳承，已由現代化養豬企業取代了
散戶養豬，曾經的養豬積肥，成了社會前
行的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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