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是哪些國家奪冠？

早間的各種「好」
狸老竇最近有個新感
悟：很多人會在微信裏
每天清晨和親朋道一句

「早上好」。狸老竇認為，在疫情期
間，這種網絡守望也是另一種心靈「特
效藥」。對此，小狸觀察了一下，發
現這種「微信早上好」大多存在於正能
量滿滿的中老年家族群，而年輕人的朋
友群相對鮮見——畢竟，狐朋狗友們
混在一起就是為了吹水擺爛的，若有哪
個天天鬥志昂揚吹響起床號，那風格確
是有些違和。
但狸老竇的感悟卻引發了小狸另一
個興趣：都是華人，問早的語言卻各有
不同，頗有趣味。比如，普通話的標準
問候是「早上好」，這不僅出現在微信
群，還出現在電台、電視台等公眾媒體
上。從新聞播音員到都市電視劇，都經
常會聽到這3個字，同樣衍生出的還有
「下午好」、「晚上好」等。
與「早上好」結構和語義都頗為相近
的便是「早安」，這也是台灣人民最常
用的晨間問候語。同樣，還有「午安」
和「晚安」，但就沒有「晚上安」，且
「晚安」的意思亦和「晚上好」略有不
同了——「晚上好」常為開場白，「晚
安」卻多為結束語；「晚上好」一般用
於官方，「晚安」則適用普羅大眾。
而「早安」和「早上好」最大的區
別大概還是在雅俗之分和文化趨近上。
「早安」本已算舶來語，「早上好」更
是新話。傳統漢語中沒有「早安」，也
沒有「早上好」，就是連「早上」這個
詞的表述都不盡相同。例如唐代常建在
《題破山寺後禪院》一詩中所謂「清晨
入古寺」中的「清晨」二字，雖與「早
上」庶幾近之，但起碼還是有文白之
分。實際上，古人對「早上」的雅稱還

有很多，包括寅時、平旦、黎明、日旦
等等。至於晨間問候，古人似無常見的
專有用語，但見面道「安」卻是古禮，
包括問安、請安等。以此所見，「早
安」雖不是地道中文，但卻保留了古漢
語的文雅，而「早上好」就更口語和現
代一些了。
說到古漢語，就必須要提及粵語。

這個被北方人常年戲稱為「鳥語」的語
言，實際上卻傳承了最多正宗的古漢
語——所以到底誰是鳥還真不一定。
而粵語的早間問候實在是很妙——直
接叫「早晨」，據說是「晨」通
「辰」，古代辰時指早上7點到9點，
同時省略了「安好」二字，完整應為
「早辰安好」（不可考）。至於為何會
省略後面二字，而不是簡稱為「早
安」，有一說是因為粵語發音連讀這二
字會非常吃力。至於又為何會省略，又
一說是因為粵語以古語為基礎，習慣簡
潔文雅。這讓小狸想起經典的粵語俚語
「得閒飲茶」，不說引申義為何，只說
字面意思，翻譯成普通話就是「有空一
起出來吃飯聊天」。這其中，「得閒」
和「飲」都是古漢語，唐寅的《桃花庵
歌》中就曾提到「若將富貴比貧賤，一
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
驅馳我得閒」。至於「飲」字在古文中
就更加常見了。其他的粵語常用古語還
包括「食」（吃）、「企」（站）、
「睇」（看）、「頸」（脖子）、
「翼」（翅膀）等等。這又讓小狸想起
了乾隆爺的貓，叫飛睇。
早間N種好，各有各好，不用爭高
下，重點是多元才能豐富有趣。就好
比，飛睇很帥，咪咪也不錯，但如果
10隻貓裏10隻都叫咪咪，那就既不帥
又很錯了。

中國男足長期缺席世
界盃決賽周，有球迷促
狹地自問自答：「中國
在哪一組？」（32隊分

成8組每組4隊爭取出線16強。）對
曰：「在施工組！」雖然男足表現欠
佳，中國仍是體育運動強國。世界上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所有運動項目都
穩佔世界前列。
近年中國內地有「網紅」發明了一
個新名詞叫「恨國黨」，意指那些整日
惡意詆毀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傢伙。
這些人每天用中國語言罵中國，吃中國
菜還流遺傳自父母那中國人的血，實
在不知道該不該把「恨國黨」當為正常
的中國人看待。國足踢不出好成績，
「恨國黨」就藉機會來否定中國現行的
政經制度、社會風俗和生活習慣……
等等等等。
其實，贏過世界盃的都是哪些國家
呢？
「世界冠軍俱樂部」現有8家成員。

南美有巴西、烏拉圭和阿根廷；歐洲則
是意大利、德國（包括前西德）、英格
蘭、法國和西班牙。因為歷史遺留下來
的問題，英國有4個參賽名額，即英格
蘭、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冠軍
是「英格蘭」而不是「英國」（這裏說
的是「聯合王國」，United King-
dom，因為此國向來由英格蘭主導，中
國人仍然沿用舊習稱之為「英國」）。
南美足球三強都是歐洲殖民者粗暴
侵略這片新大陸、殘酷摧傷原有文明之
後，先淪為殖民地，然後艱辛立國。巴
西曾受葡萄牙殖民統治；阿烏兩國則被
西班牙人蹂躪。歐洲五強當中，英（姑
且以英格蘭代表「聯合王國」）、德、

法、意都屬「七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Seven，簡稱G7），其他
美國、加拿大和日本三國都不是足球強
國。「恨國黨」會不會認為這4家世界
盃冠軍都是歐洲發達國家，都是什麼
「民主大國」？不過南美三強的政治制
度也是近似「三權分立」。當然，能不
能拿得世界盃，與政治是否清明穩定、
經濟是否發達進步，人民是否安居樂
業，都完全不沾邊！烏拉圭向來是小
國，巴西和阿根廷空有豐富資源，政治
長期沒上軌道。有阿根廷人甚至說，倒
不如請球王美斯來當總統算了！而今天
的西班牙也不是政經強國呀！
若問歐洲足球五強有什麼共通

點，那就剛好與南美三強相反！那邊
都曾受過殖民者剝削的受害人，這邊
卻清一色有過黑暗而醜惡殖民罪孽的
加害者！
西班牙是第一個「日不落帝國」，
英國才是第二個。倒是法國到了今天仍
有「日不落國」的架勢，太平洋、大西
洋和印度洋仍有不少島嶼由過去法國殖
民地，變為「法國海外屬地」（Over-
seas France）。德國和意大利的殖民歷
史較短，畢竟兩國在十九世紀才完成統
一運動。這兩強趕不上什麼「地理大發
現」（Age of Discovery，又譯「大航
海時代」），只能到非洲搶掠，美洲早
給人家搶個精光了。如此看來，葡萄牙
和尼德蘭（荷蘭Holland已不存在，該
國官方已正名為Netherland）這兩個曾
是殖民強國的歐洲小國都未贏過世界
盃，還算很不爭氣呢！
殖民與被殖民，與世界盃冠軍扯不

上關係，只是剛好分成兩組，隔在大西
洋遙遙相望而已。

走在土瓜灣的舊建築和公園附近的路上，你曾見過
一個瘦小的婆婆，頭髮灰白，披圍巾，蹣跚地經過
嗎？她外表年老平凡，也許你從不為意，自己竟曾與
大作家西西擦身而過呢！

西西和她父親一樣愛足球，想不到竟選了今屆世界盃冠軍爭勝
日，唱起天堂之歌，飄雲而去呢！
她一生重視文學，摘取過國際上重要的文學獎，兩岸布滿了欣賞

她作品的粉絲，我姐妹倆就是其中的仰慕者。我們知道西西不喜受
打擾，不宜像一般粉絲對偶像般貼近，我們愛和她文字相知，心意
互通；靜心埋頭閱讀她的佳作；英明敬佩她在80多高齡，仍力寫
長篇《欽天監》，新著極具分量及魅力。以前我初讀西西自傳體小
說《候鳥》（見圖）就喜歡她了，今再讀又深受感動。小說內容架
構和文字功力獨特，在時間、空間與回憶中，讓我們認識人對遷徙
到另一座城市的深刻感受，震動讀者心弦！
內容以女孩素素第一人稱「我」敘事，以自傳憶舊之筆抒寫抗日

戰爭殘酷無情，家人為逃避戰禍而遷徙等種種可喜可悲的經歷及看
法，真切動人，當中隱隱流露出對童年的留戀，和寄望將來的積極
樂觀態度。
《候鳥》各章以短詩開始，交代出人有如候鳥一樣，從一地遷徙

到另一地，她由北到南，從稚齡到成長，筆觸跨越了隔代的歷史感
情，文字平淡卻情懷真摯，語言收放自如而可細味。
西西寫出了她（素素）南移香港的強烈印象，素素熱愛生活，對

身邊事物好奇、關懷，自奉儉約、勤誠，對人寬容諒解，完全反映
出西西的品性；閱讀此書，使人對生活有美好的企盼和自足之樂。
《候鳥》所寫反映出香港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之現實生活，充

滿了作者對小城日常生活的觀察，顯現了她對人事萬物的驚訝，有
情和憶念，深具真情實感。書內貫穿了西西樸實地快樂生活的主
題，反映出她對生活的正面態度：她遇過不
少困難、挫折；但她不怕，還勇敢地去解決
它們。這正是西西作品對我們的啓示！
回顧西西一生生活環境一般，卻疾病纏

身，但她對生活的要求很踏實樸素，她仍
努力繼續寫作，而且寫出精彩巨著；她一生
自求多福，活得知足常樂，無悔無怨，令人
欽佩！
兔年將臨，願我效法她邁開健步，不怕障

礙困難，勇闖前路抗逆境！互勉！

邁步前進 生活啓示
說到嘉年華，總
會讓人想到娛樂、
想到狂歡、想到一
切與純粹的開心有

關之事。殊不知，它的起源，是
一個結結實實的勵志故事：相
傳，耶穌被一個魔鬼困在曠野
裏，40天滴水未進，飢腸轆轆，
受盡折磨。魔鬼想盡一切辦法誘
惑耶穌，企圖令他放棄自己的信
仰和信念，但耶穌給予了堅決的
回擊——他忍受住飢餓，利用漫
長的40個日夜思考人性，以及如
何讓世間更加美好和光明。最
終，耶穌打敗了魔鬼，成就了自
己。後來，為了紀念耶穌在這40
天中的荒野禁食，信徒們把每年
復活節前的40天作為齋戒和懺悔
的日子。這40天，人們不能食
肉，也不能娛樂，生活肅穆、氣
氛沉悶。所以，在齋戒開始前的
一周之內，人們會專門舉行宴
會、舞會等，縱情歡樂。所以，
嘉年華最初的含義其實是「告別
肉食」，這個狂歡的傳統代代相
傳，就成了如今的嘉年華。
英語Carnival的發音，很難恰

如其分地用漢語表達，所以使用
了「狂歡節」這個意譯，比較直
觀好理解。後來狂歡節傳到香
港，香港人將它改譯為「嘉年
華」。這個譯名，是懂外文又深
諳中文的知識分子的傑作，具有
音與義的雙關之妙。上個星期，
有慈善團體在九龍灣舉辦「慈善
嘉年華」。我有幸得到友人贈
票。入場券印製得十分精美，卻

只有時間、地點，以及一串串如
蚊子般大小的贊助商標誌。遍尋
其間，也不知道這個「慈善嘉年
華」到底是什麼主題，有什麼項
目，樂趣究竟在何處。
我將這些疑惑講給朋友聽，朋

友笑我太認真：「嘉年華，就是
玩樂嘛，帶點神秘感去，會更有
驚喜的。」我揶揄他：「就怕是
有驚無喜。之前，在中環海邊的
某大型機構搞的嘉年華，票價不
便宜，什麼高空滑梯，什麼黑洞
迷途，項目名字一個比一個花
哨，適合年輕人的強大心臟，像
我這樣恐高的，去了就是花錢買罪
受。」朋友亮出底牌：「哎呀呀，
這次的入場券都是贈送的，慈善嘉
年華，就是要把好事做到底嘛。去
了會有很多東西可以領取，獎品很
豐富，都是實用的年貨，比如八珍
醬園的玫瑰年糕。」不得不說，玫
瑰年糕擊中了我的軟肋，於是周末
一大早我就趕去嘉年華。
其實，這個「慈善嘉年華」的
整體策劃不俗：家長和孩子們一
起參加中華傳統文化的猜謎等，
在古詩詞和文化常識中共同體驗
「新春」來臨的喜氣和樂趣，知
識性、互動性都很強。看大人
孩子滿載而歸的幸福感溢於言
表，我真心為這個嘉年華點讚。
不過遺憾的是，這麼有文化品味
的活動，第二天在媒體上看到的
宣傳，竟然沒有「現場感」的影
子，又是長長的贊助機構出來月
台的人員名單和各類政治人物的
圖片，真是可惜！

嘉年華小記

如果你的子女在學業
上不順意，我提議讓他
們放下書本，拿起畫

筆，給他們顏色，讓他們自由繪畫，試
試看，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成效！
很多老師或家長，往往強迫孩子花
大量時間並埋首在他們的弱項裏，例如
不斷要他們補習英文、計數等。大家都
知道壓迫愈大，心理愈不好受，容易形
成抗拒、反叛或抑鬱。學習是條漫長
路，安撫孩子的心靈，讓他們有信心和找
到內心的寄託，他們才能輕易往前走。
有人說：「畫畫的好處是毫無副作
用！」的確，畫畫從來沒有懂得和不懂
得，沒有人不曉畫，為什麼？因為畫派
眾多：寫實、抽象、印象、寫意，甚至
有所謂的野獸派；還有不同的畫種如漫
畫、設計、曼陀羅；內容有風景、人
像、實物、動物……又有許多的工
具、鉛筆、炭枝、粉彩、油畫、水彩、
廣告彩、水墨、酒精彩、塑膠彩……
總有一款適合自己。我手畫我心，無人
可以批評別人的畫是好或是不好。繪畫

是個人享受當中的過程，只要自己欣賞
所畫的便是成功。很多畫派就不是追求
「像」與「不像」，要畫得像，就由照
相機去解決。
畫畫，沒有做運動要跑到終點或入

球的目標，也沒有學音樂要求的音準拍
子準。畫畫什麼標準和規則都沒有，沒
有對錯和好壞，沒有成功與失敗，有些
價值連城的畫不就是那幾筆而已？看
懂的就懂，像畢加索的畫，自信就這
樣建成。
想孩子快樂給他們顏料，讓他們自

由發揮，畫他們所想，用他們認為最美
的顏色配搭。色彩的世界是最美的，是
最沒有重力的，是最能帶領人全程投入
的。很自然地他們會把自己的內心世界
釋放到畫裏，一張畫紙可以滿載他們盼
望的藍天白雲、花朵、恐龍……色彩
總會帶給人喜悅和輕鬆的心情，是最佳
的減壓工具。當他們心情放鬆了，自然
容易再投入學習。
有一種新的醫學專業名「藝術醫

學」，以藝術治療心靈和精神困惑！

繪畫對孩子的療癒

這個新年我收到了一份「電
影與音樂」主題的新年禮物。
分別是坂本龍一的音樂傳記

《音樂即自由》，一本《布達佩斯大飯店》
主題的採訪錄和一套2023年電影海報明信片
日曆。其他兩樣我僅僅是喜歡，不過，這套
明信片讓我的內心產生了矛盾。一邊，我很
喜歡電影海報這個主題，也喜歡明信片這種
形式。它讓我想起了各種旅行的間歇，我總
會隨手轉動明信片架子，並挑選一張自己喜
歡的，把它郵寄給遠方的朋友。這套海報明
信片更好，因為是日曆，它竟然有365頁，可
以鋪滿一整面牆。每一頁都是一部經典電
影，正面邊角處寫一句台詞，後面寫電
影的名字和年份。
而後，我就有些遺憾了。一想到過了今年

這套日曆將不能再用，一種永恒就變得不再
永恒。尤其是當這種永恒是那些被你和所有
人都承認為好的東西的時候，它在日期上的
過時就顯得尤為可惜。
我現在終於理解了王家衛關於鳳梨罐頭

的隱喻。他在《重慶森林》當中讓年輕的金
城武反思了一種都市工業文化，這種文化的

主要症候之一就是愛給任何事物都打上一個
標籤，以宣告它的有效性。這種做法何其武
斷，就好像連愛、人性都可以成為某種可以
瞬間切斷的非生命存在。一切生發出的都成
了規定期限之內的，過了期限便不獲承認。
但人生哪有這樣簡單，真正的人生總是拖泥
帶水不灑脫的。
所以，這套明信片一下子就成了一個矛盾

體。在好的永恒和破壞性的瞬間當中成了可
被保留又不得不捨棄的一種存在。
倘若我有收集Souvenir的愛好，就像魯迅
收藏自己的日記那樣，把點點滴滴自己的過
往都保留下來，我就不用這樣苦惱。可我和
絕大多數一般人一樣，總是丟三落四。對於
自己的過往我並沒有特別珍惜過。我想，也
許每一個生活在社會裏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
離開自己並成為一個芸芸眾生。在一切現代
社會當中，過度關心自己因為不符合一種社
會倫理而成了有些羞恥的事。於是，這套明
信片終於成了即將過去的我的一部分，在現
在還沒有成為過去的時候就預示它將失去
價值。這也許是作為一個經常性回顧自我的
人的一種矛盾吧。

我們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即便獨處的時
候，即便行動的時候，也都關注時間性的這
個我，忘記了將過去當作當前自我的註腳。
所以我們的生活就好像這一套永恒經典的明
信片被打上了叫做日期的標籤。擁有了有用
和無用作為複雜混合情感的激發作用。
不過謝天謝地，這套明信片終於成了完全

完美而令人幸福的禮物。因為設計者似乎意
識到了經典電影海報與時間性的衝突。於
是，每一頁明信片的日期欄都被設置到最右
邊，窄窄一條，在明信片和日期中間插入了
一條便捷撕掉的分割線。於是，當這一日過
去，我便可以輕鬆地將右邊顯示日期的那一
整個豎條撕掉，明信片就此成了真正永恒
的。它在每日以新鮮的一頁到來，又在明天
以永恒的方式被保存。這似乎預示生命本
身，一個既是今天，又是永恒的存在是共在
的。而作為經典的電影，它作為永恒的部分
代表值得留下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真正
精緻、美好而不過時的、被認為有價值的東
西。謝謝這套明信片日曆的設計者，他至少
是敏銳而善解人意的。這讓這套明信片擁有
了與眾不同且人性閃耀的光輝。

一套明信片

春節憶舊話拜年
拜年又叫賀年、賀歲、叩節等，

是農曆新正頭的一項傳統習俗活
動，也是人們辭舊迎新、相互表達
美好祝願的重要方式。它的起源，
可追溯到遠古時期。傳說當時有一
種叫「年」的怪獸，異常兇猛。每

逢臘月三十晚上，牠便出來吃人。人們為
防止被「年」吃掉，便把肉食放在門外，
再把大門關上，躲在家裏守歲。直到大年
初一早上，人們開門見了面，得知對方未
被「年」吃掉，便相互作揖拜賀，慶祝平
安無事，從此便出現了拜年的習俗。
有文字記載的拜年習俗，始於秦漢。東
漢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記載：「正月之
朔，是謂正旦……官府僚屬亦往來拜
賀。」至宋代，此風更為普遍。宋人孟元
老在《東京夢華錄》裏說：「正月一日年
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
賀。」至明清，拜年之風更加興盛。明人
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說：「享師元旦
日，上自朝官，下至庶民，往來交錯道路
者連日，謂之『拜年』。」一直到近現
代，拜年仍是春節的一項重要內容。
拜年有多種。其一就是本家族內拜年。

通常是小輩先在家中拜長輩。過去小輩給
長輩拜年，必須磕頭，磕頭時要高呼被拜
人的稱呼：「爺爺，給你磕頭啦！」
「娘，給你磕頭！」 ……磕頭還必須一
個一個磕，不能同時給兩位或多位長者磕
頭。磕完頭，長輩會把備好的「壓歲錢」
分給晚輩。平輩之間拜年，只拱手作揖，
說些祝福吉利的話就行。在家中拜過後，
再出門給本族的其他長輩拜年。
其二是給本家族外和鄰居家的長輩拜

年。在農村，通常是本族的晚輩在本族拜

過後，便聚在一起，成群結隊，走街串戶
的去給本家族以外的長輩拜年。拜年大軍
每到一戶，就一批或分成幾批，在堂前一
字兒排開，同時給長者磕頭。而受拜的長
者也常以糖果、瓜子等招待。此時的村莊
裏，大街小巷，拜年的隊伍川流不息，祝
福聲此起彼伏，整個村莊都籠罩在一片歡
聲笑語之中，煞是熱鬧。
其三是給親戚拜年。除了家族、鄰里間
拜年，還要給親戚家拜年。給親戚家拜年
一般是過了初一，通常有一個時間順序，
即「初二姥娘初三姑，初四初五看丈
母。」但全國各地走親戚的時間也不盡一
致。如山東各地是在初二、初三給丈人家
拜年，而濟南是在初二。給親戚拜年在鄉
間尤為重視。每到這一天，鄉間道路上，
夫妻雙雙，攜兒帶女，大包小籃，花花綠
綠，車載馬馱，絡繹不絕。給親戚拜年一
般要帶禮物。未婚或新婚的女婿去岳丈
家，禮物特別豐厚。如山東沂蒙山區一般
是一刀肉（6斤或8斤），兩條白鱗魚，
還有酒、煙、糕點、饅頭、粉皮等。岳丈
也把新女婿當做貴客，設盛宴招待，吃飯
時還請有名望的長者作陪。女婿走時，還
要送他「押子錢」和大饃饃等回禮。
其四是送拜年帖和設門簿、代僮等拜

年。過去一些相交不深、不常往來的人相
互拜年，有時本人並不登門，而是送拜年
帖。許多大戶人家常派僕人持紅單名刺
（相當於現代的名片），到別人府上投
送，受拜者也如此答拜。還有些人不想親
自接待，也不派僮僕在門口接待，便在門
口設「門簿」和「代僮」收帖。所謂「門
簿」，指放在門口專供來拜者登記的簿
冊。拜賀者上門，不必見到主人，只在這

登記簿上寫下「某某拜賀」之類的話，就
算拜過年了。所謂「代僮」，就是黏在門
上的紅紙袋，類似臨時信箱，專門接受人
們投來的拜年帖。因為它代替了僮僕，所
以稱作「代僮」。拜賀者只要把拜年帖投
進「代僮」裏，也就完成了拜年任務。
另外還有一種拜年形式，就是團拜。所
謂團拜，顧名思義，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互相拜賀。此俗大約始於清代。清人藝蘭
主在《側帽餘譚》中說：「京師於歲首，
例行團拜，以聯年誼，以敦鄉情。」至民
國，地方政府機關也進行團拜。《大名縣
志》（民國二十三年）載：「自改行陽曆
以來，城內每逢年節，縣暑知會各機關人
員及士紳，屆時於指定地點行團拜禮，較
之詣門互拜，頗稱簡便。」現在，一些黨
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等部門，
在新春佳節到來之際也常舉行團拜活動。
大家歡聚一堂，在相互祝賀的同時，也交
流了思想，聯絡了感情，增強了團結，這
對提高群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都很有益。
拜年的時間，一般從正月初一早上開

始。何時結束，沒有明確規定，一般在正
月以內都可以拜年。正月初十以後拜年，
叫「拜燈節」；晚上出去拜年，叫「拜夜
節」；如果因故未能循例及時拜年，日後
補拜的，謂之「拜晚年」。清人還有「有
心拜年，寒食未遲」的謔語，那只能算是
特例了。當下，隨方便、快捷的電話拜
年、電信拜年等新的形式出現，傳統的拜
年方式已受到很大挑戰。但由於傳統拜年
的真實性、親和性和實用性都難以替代，
它對增強年味、活躍節日氣氛的貢獻也非
其他拜年形式所能比，因此作為年俗的重
要組成部分，它仍然很受人們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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