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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將逝，雞年又到，雞便成為人們感興
趣的話題。尤其那些天真的孩子們，對雞年
更是充滿好奇。這不，我那上小學二年級的
小孫女，一打開新年年曆，便指着上面的大
公雞問我：「爺爺，為什麼明年是雞年？」
我想了想，隨口應道：「因為在禽鳥中，雞
的品德好，貢獻大，深孚眾望，古人便把十
二生肖中的『酉』給了牠。明年是農曆酉
年，輪到雞來『當家做主』了，所以明年就
是雞年。」
我這樣說，並非信口杜撰。因為不管史書

記載，還是民間傳說，都對雞給予很高評
價。就拿反映動物崇拜的十二生肖來說，萬
千動物中，只有十二種動物被選中，而雞又
是其中唯一的禽類，確乎出類拔萃。不僅如
此，人們還把牠跟道德掛鈎，稱牠為「德
禽」，說牠有「五德」，這更提升了牠的聲
譽和價值。
那麼，雞有哪五德呢？漢代韓嬰在《韓詩

外傳》中寫道：「（雞）頭戴冠者，文也；
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
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
也……」書中說的「文、武、勇、仁、信」
這五德，前兩德源於雞的形象和身體構造，
後三德則取自雞的習性。具體而言，文德原
指禮樂教化，多用在文質彬彬的君子身上。
雞頭上有肉冠，彷彿是人戴冠冕；雞身披美
麗的羽毛，如穿錦衣，顯得文雅端莊，氣質
不凡，故有文德；武德即武道、武力。雄雞
雙腿後有一個突出如腳趾的部分，稱
「距」，為戰鬥的有力武器；而且身體矯捷
健壯，孔武有力，故有武德；勇德即勇敢與
勇猛的品德。雄雞好鬥，進攻性強，故有勇
德；仁德即仁愛精神。雞見到食物不獨自佔
有，而是呼引同類，一同啄食，故有仁德；
信德即守信用，誠實無欺。雄雞守夜不失
時，及時報曉，風雨無阻，故有信德。

正因為雞具有這麼多美德，所以在古人生
活中佔有重要位置，也為人類作出很大貢
獻；同時，古人對牠也寄予厚望，並賦予牠
重要使命。在古人看來，雞是吉祥之鳥，象
徵吉祥如意，能給人帶來福祉。這是因為，
雞跟鳳凰有着不解之緣。古書《山海經》上
說，鳳凰「其狀如雞」；《列子新論》稱「楚

之鳳凰，乃是山雞」；而《太平御覽》則說
「黃帝之時，以鳳為雞」。
由此可見，雞跟鳳凰不但形貌相似，同根

同族，有時還是鳳凰的化身。既然鳳凰是鳥
中之王，被譽為吉祥之鳥，雞當然也不例
外。有了如此身份，牠也便有了賜福於人的
資本。因此在我國許多地方，春節都貼畫有
雞的年畫，以求大吉大利。清代周亮工在
《書影》中說：「正月初一，貼畫雞。
今都門剪以插首，中州畫以懸堂。尤好畫大
雞於石，元旦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為雞，俗
云室上大吉也。」在陝西神木，還流行《大
吉有餘》的傳統年畫，畫一對馱着搖錢樹的
大公雞，預示着雞能給帶來滾滾財源。還有
些地方，流傳以雞為飾物的習俗。如在陝
西、魯西南和魯北一帶，年輕的母親常用彩
色的碎布縫製成「春公雞」等小玩具，佩戴
在孩子身上，象徵吉祥如意。

雞的另一重要使命，就是驅妖辟邪，守衛
家園。大約魏晉之時，雞開始成為守門辟邪
的神物。晉代《拾遺記》上說，雞能辟邪，
「使妖災群惡不能為害」，「魑魅丑類，自
然伏退」；記當時風俗︰「今人每歲元旦，
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置於門窗上」。
晉代郭璞在《玄中記》中寫得更為具體：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
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初出，光照此
木，天雞則鳴，群雞皆隨之鳴。下有二神，
左名隆，右名突，並執葦索，伺不樣之鬼，
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
雞毛置索中，蓋遺像也。」在這裡，「天
雞」代替了原來的老虎，成了新的驅鬼的
「門神」。
雞何以能辟邪？民間認為雞能逐陰導陽，

喚來太陽，帶來光明。那些只能在夜間活動
的鬼怪一見到光明，便逃之夭夭了。

雞還有啄食蠍子、蟲蛇，不畏劇毒的本
領，由此又演化出用雞鎮宅的習俗。如在陝
西一帶，每年榖雨前後，家家都貼雞王鎮宅
圖。這鎮宅圖的畫法很不一般：榖雨這天，
人們一早起來收集露水，再用露水研成墨
汁，在紙上畫一紅冠公雞，嘴叼一毒蠍，毒
蠍身上塗上紅色，表示被殺得斑斑血跡。在
牆上貼此圖，據說可以驅鬼鎮惡辟邪毒，保

佑一家平安。
雞對人類的貢獻，還表現在公雞的打鳴報

曉上。公雞有信德，打鳴報曉及時準確，盡
職盡責，從不延誤，從不失信。這對沒有鐘
錶報時的古人來說，非常重要。牠不但使人
們能夠較好地掌握時間，按時勞作、休息，
還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這方
面例子不勝枚舉。如《詩經》裡的「風雨如
晦，雞鳴不已」一語，就比喻在漫漫黑夜
中，君子以雞鳴勵志，不改變自己的氣節，
為爭取美好的明天而奮鬥。此語廣為流傳，
已成為天下仁人志士恪盡職守、鞠躬盡瘁的
精神寫照。而雞的這種精神，也被歷代文人
墨客詠讚。如唐代詩人李頻詩云：「不為風
雨變，雞德一何貞」；另一位唐代詩人徐寅
詩云：「守信催朝日，能鳴送曉陰」，都是
對雞鳴的高度讚美。
雞鳴的鼓舞作用，還被寫進成語，「聞雞

起舞」就是很好的範例。據《晉書·祖逖
傳》記載：晉代范陽人祖逖年輕時就有大
志。他和好友劉琨同為司州主簿，住在一個
寢室，經常在一起談論時局，慷慨激昂，立
志報國。每當夜半聽到雞鳴時，祖逖就踢醒
劉琨說：「這雞啼聲多麼振奮人心！咱們趕
快起來舞劍吧！」於是趕忙披衣起床，拔劍
起舞，刻苦練功。這一故事後世廣為流傳，
成為人們發奮圖強的楷模。後世許多大家、
名人，也將這一成語寫進詩詞裡，自勵和勵
人。如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菩薩蠻》中寫
道：「功名君自許，少日聞雞舞」。老革命
家董必武的「未因愛石心隨轉，每值聞雞夢
輒醒」；魯迅的「竦聽荒雞偏闃寂，起看星
斗正闌干」，都深化了「聞雞起舞」的內
涵，將其提高到憂國憂民的更高思想境界。

一人多職
偶然看到電視訪
問香港青年協會，

說全港於二零一五年共有523,700
名彈性就業者，佔三百七十八萬總
就業人口的13.9%強，而據政府二
零零九至二零一二年統計數字，當
時十五至三十九歲的彈性就業者佔
約133,600人，估計過去幾年又已
有增長。
青協在二零一六年底也進行了電
話調查，訪問五百二十八名十五至
三十四歲的在職青年，結果顯示彈
性就業，竟佔在職青年的51.1%，
遠高於政府估算！其中可能是由於
對彈性就業有不同定義所致，但這
百分比，即使打個七折也是頗高。
港人一般仍以有份全職工作為正
路，但數字顯示年輕人無論自願與
否，職場生涯變化已很大，問題是
主流社會有否正視他們的處境，和
怎樣善用這寶貴的人力資源。
彈性工作已非新話題，我身邊就
有很多這類年輕人，正迅速發展出
一套獨有生活模式和工作倫理。不
過那訪問最有趣的，是原來他們叫
slash workers。slash即斜線號，指
一人同時有多個事業，像「漫畫
師/瑜伽教練」、「麵包師/演員/設

計師」等，據說是美國一個叫
Marci Alboher的專欄作家用過這
名詞而流行起來。其實西方七十年
代起已出現一人兼多職和漸多自由
工作者的現象，只是香港經濟轉型
較遲，加上全球化和科技急速發
展，幾乎什麼工種都可外判，「全
職長工供不應求」這問題才在這一
代來個總爆發。
青協建議為這類人士提供法律保

障、培訓和支援平台等，這些固然
該做，但最重要是改變社會對「一
身多工」人士的歧視，才可讓雙方
有健康的心態去協作。比如必須摒
棄一個人到某年紀必須當管理層、
必須賺某個薪金的想法。
不是人人都有能力或興趣做管

理，薪水更是當事人覺得可以便
成，干他人底事？另外是當事人也
必須知道自己當slash worker的原
因，別貪一時舒服，或以為會很自
由便倉卒決定。
有清晰的離場策略 (exit strategy)

也很重要，比如將來要創業？還是
為了用散工支援藝術創作？抑或真
樂意一生不斷嘗試各類短期工作，
也甘冒種種長遠風險？這些都要仔
細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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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腦筋敏捷，
反應迅速！三十多

年前已表現出色！
本山人有幸，上世紀八十年代
時，曾任十八區議會中之一區議會
主席，當時有一新政，是由區議會
定期接見市民，加強居民與區議會
之聯繫，亦可協助政府及市民之間
加深相互之共識。
在一次會見市民時，本山人不幸
遇上一位「惡爺」，一見面即破口
大罵本山人，無故封閉了他的新屋
與清水灣道之通路，語中夾雜英
語，又稱在英國擁有生意，並與很
多英國國會議員熟絡，如本山人不
馬上解封，他即馬上聯繫英國議
員，並將致函港督投訴等等。本山
人當然了解該宗案件簡況，正想奉
勸這位「惡爺」按照程序，依法依
理處理之際，而當時陪伴本山人接
見市民之官員正是當時位居民政處
副民政專員之鄭月娥小姐（當時之
正式官銜是副理民府）。（附註：
當時新界地區之民政處之正式名稱
是「理民府」，最高的官員職銜也
是「理民府」，當時之副理民府即
今天之副民政專員。）
首先，她以堅定之粵語告訴該
「惡爺」：「你不應該罵議員，你
可以罵政府，因為這次封路行動是
由政府主動處理的，並非區議會負
責的！」之後，她又以不亢不卑的
堅定語音繼續陳詞，使這位「惡
爺」頓感錯愕而暫停了噪音。而鄭
副民政專員繼續將該案件之來龍去
脈熟練地向這位「投訴人」簡述詳
細過程，並即時提醒該「投訴
人」，假如政府不即時採取封路行
動，又如因突然增加了一個非法交

匯處而引起嚴重之交通事故，「投
訴人」的責任很大，引發之賠償數
額亦可能是很巨額之數字。
隨後，她又再告訴該「投訴人」

在他的建築物與主要交通要道之間
的臨時汽車通道也是非法建設。因
為那些土地全屬政府官地，而且政
府亦從未收到任何要求使用該官地
之申請，已屬犯法。政府一定快將
採取行動，要求觸犯未經政府批准
而興建之任何工程，必須恢復原
狀。同時，政府（當時新界之地政
亦包括在新界民政處之內）亦懷疑
該民居亦可能是非法建築物，因該
處之地皮均屬農地，日後查得真相
亦將採取適當行動清拆該屋宇。
這位「惡爺」，來時威風凜凜，

聽了鄭副民政專員一番話後，已威
風盡失，慌忙急急離去。
這件「小事」，給本山人之印象

甚深，亦對日後很多對林鄭之好評
不感意外！
本來現在正屬非常敏感時刻，也

曾想過應否發表本文，但又覺得這
正是大好時機，對一位豐功偉績者
的好人好事，不吐不快！
同時本山人亦希望，她能順利當

選，之後改組目前政府之疊床架屋
組織，各部門之間嚴重欠缺溝通。
說得直接一些，是各部門只顧自己
工作，舉凡任何政府決定，各部門
均各有自己意見，再加上眾多議員
之「高見」，更加是議而不決，決
而不行，行也未必一定恰當，便成
了一隻大白象！
本山人衷心期望林鄭可以帶領港

府成為一個既「打得」而又精明能
幹的「頂尖」香港特區政府！是所
厚望焉！

中國有句古語：「男
兒有淚不輕彈」，看美國

總統奧巴馬告別演說，情深款款的他，
流露感性的一面，他感謝太太做第一夫
人很稱職。稱讚她是他的好太太，更是
他的親密摯友，令人相當動容。
當然，奧巴馬告別演說最重要的還有

充滿哲理及感情的內容。還記得八年前
他的競選口號是「Yes We Can」，八
年後的今天改成「Yes We Did」。他
說美國比八年前更強大。可以說音容並
茂的告別演說，堪稱世界領袖的風範，
值得一讚。
在場聆聽夫君的稱讚：「承擔一個並非

自己所要求的角色，並優雅、質樸及愉快地
將角色扮演得恰如其分。妳讓我感到驕傲，
也令國家感到驕傲。」第一夫人心內當然
激動，但表情卻非常鎮靜，這個角色的
確相當稱職。
奧巴馬在告別演說呼籲國民團結包

容、不歧視、捍衛民主。他提及過去八
年美國的成就包括經濟增長、失業率回
落等。也描述了未來挑戰及如何構建美
國夢，着墨很多。他形容辦公室文化
「你永遠不會真正了解一個人，直到你
從他的觀點考慮事情，直到你滲入他的
皮膚，走在他的周圍。」
言下之意就是說每個人思考時，你必
須從他的角度考慮，即可能會合理、和
諧一些，團結一些。此文見報時，還有

不到一周，美國一哥將由奧巴馬變成特
朗普。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將是正面抑
或負面？舉世將拭目以待。而世界焦點
將聚焦於美國的一哥，聽其言，觀其
行。想起不久以前，特朗普競選至當選
一段時間的表現，可以大膽說「不敢恭
維」。
不過，相信當一個人扮演之角色不

同，自然亦有所警惕而改變。一個世界
大國的領袖，所作的每一個決定，不可
能是獨斷獨行的。我們亦確要關注其內
閣人選，用人是否公正嚴明，還是用人
唯親？據觀察，表面看來這一團隊無疑
是精英，不過能否公平公正看待世界事
情，又當別論。
不幸的，似乎我們要面對世界新潮

流：本土化、民粹化和閉關保守。這對
世界和平，引起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
矛盾，將會有新的挑戰，實在令人擔
心。
事實上，世界數大國亦有矛盾紛爭，

美國與中國，美國與俄國的關係，特別
是貿易紛爭，真令人憂心忡忡。還有的
是今年歐洲政局並不平靜，數國將舉行
大選，選情和結果會否對世界掀起波
浪，甚或黑天鵝滿天飛？世界更難天下
太平了。
還是一句老話：世界和平、團結包
容、捍衛民主至為重要。讓全世界人都
共同努力！加油！

在一個聚會中，朋友對我說︰「知不
知道有人寫文章罵你？」我問朋友是不

是某人，朋友說是，我說，那個人罵了我很多年了。朋
友說︰「那我就不唸罵你那些話了。」我說謝謝。
最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寫胡適，其中有段話是胡適當

年寫給楊杏佛的信上說的：「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
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着
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
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
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楊杏佛，曾擔任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曾和郭沫若等

人成立「中國濟難會」，目的是籌款營救那些被逮捕關
押的政治犯，在一九三三年四十歲時，被國民黨軍統特
務人員暗殺，時年四十而已。這樣的人物，想想就知道
在生前受過多少的謾罵。
我當然沒有胡適先生的修養，別人罵我，我當然生

氣，起先也想反駁，但日子久了，就學會泰然處之。因
為我終於想通了，只要是人，就一定會遭到別人的罵
聲，連規規矩矩過日子的普通人，背後都會有人說他的
是非，更何況是寫文章的人？所以，我學會了罵就儘管
罵吧，反正有罵者，也必有讚者，這世界就是要靠這樣
來達致平衡的。
不過，看了胡適之先生這段話之後，我除了說聲佩服

之外，更將這些話銘記於心，並且對兒子重述了胡適先
生的話，還對他說，他在工作地方受到同事的指指點
點，千萬別往心裡放，如果批評得有道理，就欣然接
受，反省自己有無可以改進的地方。如果指指點點的，
只是出於嫉妒，那就一笑置之便了。至於替罵者感到焦
急和不安，那是要靠時間來累積的涵養，做不到也不必
洩氣，畢竟，世間只有一個胡適之。

香港人愈來愈懷
舊，凡是舊東西都

是好的，波音七四七客機掠過九龍
城樓頂，發出震耳欲聾巨響，也有
人在懷念。所以一代漫畫家、「陪
伴一代人成長」的王澤（王家禧）
高齡去世，引發一片集體回憶潮。
老夫子漫畫，畫家的兒子還在
畫，繼續有讀者，大家都看過，無
論老少都有共鳴。童年時代也買過
老夫子，王澤生財有道，月刊之
外，過年會出加厚特別版，賺了不
少小朋友的零用錢。
老夫子漫畫誕生於六十年代，那
時候香港還是黑白粵語片時代，包
租婆（陶三姑）與租客（新馬師
曾、鄧寄塵）正在鬥氣鬥智；惡家
婆（黃曼梨）總是欺凌好媳婦
（白燕、南紅）；而如來神掌
的曹達華與女俠于素秋在談情
說愛。
今非昔比，老夫子和他的跟
班大番薯，那身馬褂老土打
扮，五十年不變，與國際大都
會格格不入，讀者照樣受落，
的確出奇。
與王澤同期的另一位知名漫
畫家是王司馬（黃永興），代
表作牛仔，他以赤子之心畫父
子之情，風格迥異。
記得老夫子漫畫有這樣一個

情節： 老夫子拿一個網兜捉蝴
蝶，花了很大力氣才捉到，他很生
氣，將蝴蝶撕得粉碎。記得牛仔漫
畫有一個情節，牛仔之父契爺，夢
中教子，出力扭牛仔的耳朵，不料
耳朵竟然脫落，一驚之下，夢也醒
了，馬上查看睡在身邊的牛仔耳
朵，確定完好才安心。四小格漫
畫，濃情洋溢，為人父母者不能不
感動。王司馬的溫情影響至遠，內
地出版的牛仔漫畫集，比香港的精
緻得多。
今天香港人情味淡薄，社會爭鬥

有暴戾之氣，可惜王司馬英年早
逝，否則活在今天，他的漫畫「心
靈雞湯」作用至大。

漫畫家

齊來享受這份雙贏的精神！

正是聞雞起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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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漫畫誕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
那時候香港還是黑白粵語片時代。

消息傳來，有中資集團成功奪
得麥當勞中港營業八成股份，並

於未來五年在內地和香港開設一千五百間新餐
廳。對於這個消息，身為該集團東南亞001號員
工Tammy（鍾譚英）有這樣的想法，相信這源
於公司的全球性策略，增加特許經營權的數目，
以求減低資金的成本，方便當地經營及發展，從
而增強股東的回報率！Tammy現居加拿大，在
麥當勞服務十年，是該集團在東南亞地區的開國
功臣，更贏得了Wonder Woman的美譽！
話說集團一九四零年在美國成立，七四年計

劃到東南亞發展業務，第一站來到了香港。當
年Tammy剛從美國大學畢業回港，見報章上登
載一則公司招聘策劃助理廣告，面試時才知道
是「麥記」，感覺到非常興奮和富挑戰性。當年
公司只有她和老闆二人，老闆常飛美國，她就
跑到街上做市場調查，發覺市面上並無有規格
的漢堡包出售，樓梯底的也要售一元三角，她
决定他日的漢堡包買一元六角應該會大受歡
迎。
實在當時公司請來了一批顧問對前景不太樂

觀，認為香港人只愛吃雲吞麵，如果要改口

味，可能要隨包附上辣椒油和小豉油。Tammy
不同意，認為三十多年前的香港都愛用美國
貨，來路最好的，她決定打正旗號緊跟總公司
的路線。七五年第一間漢堡包公司在銅鑼灣百
德新街開業之前，Tammy為了宣傳把嘉賓的邀
請卡都放在巨無霸漢堡包盒子裡，太大不能
寄，她就親自送上，就好像聖誕老人一樣四處
出動。還記得店舖新張那一天，即成為了全世
界開幕人次最多的分店，萬多二萬人，要勞動
政府幫忙將交通停頓兩小時，Tammy 打了一場
漂亮的仗！
「我們邀請的都是沒有經驗的員工，他們要

先接受一星期的訓練後，才進駐店舖裡服務，
這一點香港很多大公司也過來學習；我們要所
有員工學習到每一個崗位的工作，例如煎漢堡
包、炸薯條、收銀、洗廁所都要學會，實在連
文職同事也要受訓，可以隨時到店裡去幫手，
包括我自己在內。」
一九九零年麥當勞在深圳開設了第一間快餐

店，當年是怎樣衝出香港？「其實在港開設了
快餐店五、六年之後，我們已開始有這樣的打
算，首先落腳在廣東省，希望打好關係，我們

首先空運了一千多個漢堡包，讓他們嘗試箇中
滋味，可是當年的官員和市民都不捨得吃，但
我們勸喻不吃也讓家人去嘗試……後來我的同
事朱先生負責了這項艱巨的工作，當年很多舖
位都是『飲』回來的，殊不簡單！」
雖然八十年代中期Tammy要帶子女移民外

地，今天離開了集團數十年，她依然難忘當年
初生了孩子十多天，被公司派到芝加哥總部的
漢堡包大學學習的情況，課程包括管理技巧、
解決困難、建立一門小生意的竅門，最重要學
習到人與人之間、上司與下屬之間，一定要達
到「 You win I win」你輸我不算贏、你贏我才
算贏的雙贏精神。這也是她一生受用的金句！
難怪走進了漢
堡包店我總會
感覺到一份和
諧的氣氛，我
多麼希望我們
的政府和市民
也可以同樣享
受到這份雙贏
的精神！

■鍾譚英(左)與作者合影。
作者提供

■在古人看來，雞是吉祥之鳥，象徵吉祥
如意，能給人帶來福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