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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變天
跟在北京生活多年
的港漂聊天，言談間

頗不屑港人仍用現鈔、不用手機付
款，又堅持親自去超市、捧大包小包
食物廁紙瓶裝水回家而不網購，言下
之意是港人追不上時代，聽着也覺得
有道理。只是各有前因莫羨人，港人
不普遍擁抱手機金融服務和網購日用
雜貨，我想是對風險管理的態度不
同和客觀配套未成熟而已，並不表示
港人頑固守舊。
美國食品零售業，特別是零售食品
運送業，近期的大事是亞馬遜以一百
三十七億美元收購以優質高價食品打
出名堂的Whole Foods Market 零售
商，全美食品業界如敲響喪鐘。亞馬
遜數年間已完全顛覆了零售書業，更
極速滲入服裝影音產品的網購業，徹
底改變各年齡層消費者的購物行為。
今次收購Whole Foods，論者認為

亞馬遜必先大幅提升Whole Foods的
營運效率，或會調整定價策略（坊間
謔 稱 Whole Foods 為 Whole
Pay-cheque，因東西貴得要了人的全
部薪金！），但最重要的是Whole
Foods遍佈全美的四百六十多家零售

店，馬上可成為亞馬遜的迷你實體收
發點，大大提升其全力進軍網購食品
業的實力。
網購食品並非新事物，很多網上店

實體店都在做，難的是新鮮食品如蔬
果奶蛋各種肉魚等，在運送過程中的
食安和保鮮問題如何妥善處理。亞馬
遜挾其大數據與資訊科技優勢，加上
豐富的倉務物流經驗，究竟能否克服
網購新鮮食品的挑戰，會是今次收購
是否物有所值的指標之一。
網購是新生代必然的生活方式，假

以時日，實體店和網購的市場份額必
此消彼長，如FMI/Hartman Group
在今年二月，就美國二千一百多名消
費者做的網上調查，百分之八十三的
人表示通常會去一般超市購買食品，
去年則是百分之八十五，微跌兩個百
分點；而百分之十一則表示通常會網
購食品，去年則只是百分之五，升幅
超過一倍！後者的實數雖仍不大，但
增長潛力絕不可低估。
亞馬遜有的是錢，也有耐性長年虧

本去試行一些全新的營運模式，然後
一網打盡，蝕頭賺尾。美國食品零售
業變天，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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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很多先賢也常
提出天下為公，或世

界大同等口號。其實都是引用出自
《禮記禮運大同篇》的。
現將《禮記禮運大同篇》列下，供
各位參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
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
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
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簡單的一百零七個字，卻描述了一
個極其美好的社會縮影；而且是二千
多年之前已寫了出來的。使人覺得我
國古時的聖賢，真是對社會和人與人
的關係及做人的態度等，已經提供了
一個非常完美的規範！雖然，可能又
有人覺得，提出建議當然容易，但要
實踐起來卻可能是困難重重呢！世上
無難事，同樣，世上也是無易事的！
首先，什麼是「大道」呢？姑且解釋

為「最正確的做人方法」吧！但要反
駁也不難的。例如，這個正確的方法
是由誰人定的？為什麼只能為他人着
想，而不為自己打算呢？假如我沒有
飯吃的時候，或遇上困難時，有誰會
可憐或協助我呢？天下為公！這四個
字真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了！什麼是「天
下為公」呢？根據這個《大同篇》，
「天下為公」就是這個《大同篇》中，
天下為公這四個字之後的九十二個字
了！之後，便是總結︰是謂大同！
要外戶不必關閉，先決條件是沒有
人去做賊，沒有賊人去偷東西，當然
可以不需關閉門戶啦！再深一個層

次，就是「謀閉而不興」，計謀不是
應該「不興」的，因為做什麼事也不
能沒有計劃策謀的，只是不應該有損
害他人的計謀吧！
在「天下為公世界大同」這個理想
的世界裡，必須有下列條件︰
1）「選賢與能」︰開個玩笑吧，
原來中國古時已經有了「選舉」這些
先進的方法了嗎？好像沒有吧！但過
去中國比較其他國家可能較為先進；
因為我國自古以來便有「科舉」這回
事，雖然不是由群眾選舉出來的；而
是由學者自己十年苦讀，一舉成名，
榜上有名！其實也不只是一舉，更不
只是十年，而是先經鄉試，再經市
試，然後是國試，才可成為狀元、探
花、榜眼等名位，才由朝廷委任官
職；沒有官職的也可以去當教師等等
的工作。2）「講信修睦」是做人的
原則。重信守承諾，重和睦，這個比
較簡單和容易實行；雖然未必人人也
採用這個方法去對待他人的。3）
「親其親，子其子」是比較容易受人
接納的。4）「老有所終，壯有所
用，幼有所長」是正常社會的現象。
5）「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是今天社會工作者的服務目標。6）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
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本山
人做人的目的！本山人也希望很多人
也能接受這種做人的態度和心願。當
然要能夠物盡其用，人盡其才也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情，但也應該不是一些
太困難的事情吧！
以上六項，如能成功實行，便是天
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了。但願天下為公
的大同世界早日能獲得更多人接受及
在世界各地實現出來，是所至願也！

果然，港人期望國家
主席習近平來港送大

禮，「債券通」首日開門紅，單日成交
七十億元。
香港市場一般投資者對「債券通」雖

然仍未那麼熱衷，但是機構投資者視之
為一個新的投資產品，內地證券市場增
長空間巨大，假以時日，香港一般投資
者對內地債券市場將感興趣。
現時「債券通」是北向通，但開通向
南業務只是時間問題而已。首位女特首
林鄭月娥在宣誓時發表宣言，雖然她的
施政首要任務是抓起香港經濟，「債券
通」的開幕式當然少不了主禮，林鄭在
致詞時語重心長地指出，「債券通」是
內地與香港重要共贏。看來特首首次在
財金方面的見證大禮，正是意義重大的
「債券通」。兩地市場由此互聯互通，
掀開新篇章。擁護她的香港市民期待她善
用「一國兩制」，以發展經濟尤其是金融
事務為重中之重。
據選委芬姐透露，7月1日當林鄭月
娥上任新特首時，雖然非常的繁忙，但
謙卑的林鄭不忘初心，抽空向支持她的
選委發出短訊，再三致謝並期望日後有
什麼活動可以多聯絡。收到林鄭短訊的
選委，感動得熱淚盈眶。
習主席在主持政府就職禮時，寄語林

鄭月娥和新班子「一寸丹心為報國」，此金
句相當鏗鏘有力，令我不期然想起文天
祥的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同樣表示
一片赤誠的心，報效祖國。我相信，林
鄭和她的新班子都有一片赤子之心。
新一屆政府首個工作日，碰上美國股

市進入鞏固期，香港亦跟隨，單日跌幅
為近日之最。事關外圍股市正處調整
期，再加上地緣政治再起風波，種種不
利因素，沖斷了香港的股市升浪。朝鮮
半島政治形勢反覆，朝鮮再次試射導
彈，今次是成功了。另一方面，我國與
印度因邊境問題起衝突，其實是印度邊
防部隊越界而起。地緣政治不穩定，當
然對金融市場影響其穩定性，再加上長
勝股「騰訊」被媒介批評其遊戲《王者
榮耀》有負面影響，引起股價大震動，
大失「定海神針」之功效，影響香港好
友入市的信心，內地大叔大媽也信心動
搖。看來，港股好友要恢復信心，仍需
要一段時間。
其實，香港股市五不窮，六不絕，七

月是否創新高可能性甚大。習主席來港
送大禮，還有是「粵港澳大灣區框架協
議」的簽署，更重要的是齊挺香港五中
心地位。推進基礎設施，加強互聯互
通，發揮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優
勢。共同推進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
高鐵等區域重點項目建設，打造便捷區
域內交通圈。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不斷提高科研成果轉化水平和效率。同
樣重要的是，以改善民生為重點，推進
區域旅遊發展，完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
護合作機制，建設綠色低碳灣區。支持
重大合作平台，建設進一步提升市場一
體化水平，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
系，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深化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多領域合作。
期望香港能以此抓緊機遇，再創輝

煌！

日前電視新聞報道一個泰國青年，買
了一頭賣方說只會長到三斤重的小豬回

家，當成寵物來飼養，除了時時餵食之外，還替牠洗
澡，更抱着牠一起睡覺，騎着牠去玩耍。這頭豬因此而
長到一百斤以上，模樣非常可愛。
豬被當寵物來飼養已不是新聞，但看到寵物豬時，人

們會不會對豬的形象產生改觀？相信還是停留在一直以
來的印象居多吧？已故散文大師梁實秋寫過一篇《豬》
的散文。說不應對任何事物都只看外貌，因為外貌的美
醜不是事物本身能自主的。雖然如此，但他接着說：
「可惱的是豬兒除了那不招人愛的模樣之外，牠的舉止
動作也全沒有一點風度。牠好睡，睡無睡相……而且很
快地就鼾聲雷動……打牠一棒牠能翻過身再睡，除非是
一桶豬食嘩啦一聲倒在食槽裡。這時牠會連爬帶滾地爭
先恐後地奔向食槽……吃得嘴臉狼藉，可以說沒有一點
『新生活』。」
好一句「新生活」，豬之所以令梁實秋有如此印象，

那才是豬的「新生活」導致的吧？想想看，野豬本來是
草食動物，不是人類把野豬培育成家豬，過着「新生
活」，豬的吃相睡相會是那樣嗎？就算是家豬吧，我在
內地和台灣，都見過豬隻乾乾淨淨地在山地和海灘上奔
跑的形象，活潑得很哩。
而且豬之所以喜歡在泥漿中打滾，讓人感覺很髒，真

實的情形卻是，豬是沒有汗腺的，為了保持身體涼爽才
會在泥漿中滾動，因為泥漿的水蒸發速度是比清潔的水
慢很多。而且，動物學家的研究指出，身上有泥漿，不
但可以防止被猛烈的陽光曬
傷，更可作為防止蚊蟲叮咬的
泥液，而且黏在豬身上的泥
巴，更有去除蝨子和寄生蟲的
功效。況且，人不也是為了美
容而去泡泥漿澡嗎？
豬，到底是真笨？還是真聰

明？

威而有信的國家主席

香港回歸後第一任民政事務
局局長藍爺藍鴻震回想廿年前

特區政府上場一刻，他正在日本出任駐東京經
濟貿易處首席代表，並沒有回港與新班子一起
宣誓，「那是個特殊情況，政策下來，身處外
地的官員全部不能有任何變動，以讓全世界見
證香港順利平穩過渡。」
當時藍爺在日本沒有休息，一直留守辦事

處，透過人造衛星將所有回歸的重要鏡頭錄影
下來，再配上日文字幕，方便翌日晚上在酒店
舉行慶回歸的大儀式上，讓千多位被邀的貿易
好友觀賞。這五星級酒店總裁跟藍爺已是六年
的好友， 為支持香港給予藍爺一個特別優惠
價，皆大歡喜！
別以為藍爺這樣吃得開一定是位日本通，其

實他在1991年被香港政府派駐日本作首席代表
並不情願，但他還是接受了任務，「我51歲要
學新語言很困難，我還是努力學習，不過最困
難的莫如我帶着港督衛奕信給我的親筆信，要
我親自交與外交部的任務。因香港在國際間頗
有地位，港府希望能夠與日本作進一步的經濟
交流；可惜我等了又等，每星期一個電話一封
信，對方還是當我透明，一直沒回音……三個
月下來，還是不得要領，我惟有致電老朋友日

本駐香港的總領事，告訴他我的任務失敗了，
回港述職將無言以對……對方聞言大為緊張，
兩小時後，外交部來電邀請我到辦事處一談；
第二天我帶了一包一百元的茶葉到訪，也跟官
員合照了，這條路行通了，而且愈行愈順！」
接着下來，藍爺提出要有一輛名貴房車代

步，有別於之前的官員在外出時召計程車的習
慣，以免在日本人眼中香港被比下去；並且要
求入住一間有級數的好房子，結果他租了一間
二千多呎的豪宅，月租十一萬。六年內，他在
那裡招待了很多達官貴人，銀行大班、外國使
節，甚至日本首相級的官員；他更想到要日本
人品嚐到最優質的中國菜，他情商了香港某酒
家在日本的中國大廚在家宴中到會，並告知對
方他們並非為藍鴻震工作，而是為香港工作、
為香港作宣傳。
很快藍爺做出了成績，也引起了香港政府對

他的更高期望，下一步希望得到新任財相羽田
孜和香港議員李鵬飛、鄧蓮如等簽訂「港日議
員聯盟」，此事談何容易？藍爺等了幾個月，
機會終於來了，那是羽田孜舉行一年一度的宴
會，先生非常念舊，宴請的地點就在東京郊
區，他首次成功當選議員慶功的那間小小居酒
屋。

晚宴時間為黃昏六點，藍爺四時已到……當
天下着毛毛細雨，居酒屋內外站滿了客人，財
相未有露面，原來他在議會遇上了反對派在拉
布，他走不得！夜了，人客開始散了，藍爺愈
高興了，「我天光都等，那是我的機會，結果
財相至深夜11時45分才到達。當時只餘下數
十人，他見到大家仍然在等非常感動，我也非
常激動，我說明來意，他說很喜歡香港，我直
接指出很難找到財相，他立即遞上副手的名
片，承諾打電話給他將在四個小時內回覆。」
不用說港日議員聯盟成功簽署了，港日關係
深厚藍爺功勞不少！藍爺金句︰「只要不是犯
法的，我會去敲門，前門沒有反應，我會去敲
後門，甚至敲窗，在外面打鑼打鼓，直至對方
願意讓我入內為止，否則我絕不輕言放棄！」
這種鍥而不捨
的精神正是藍
爺的成功之
道！

藍鴻震成功之道

蟬趣

伍淑賢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兩地市場互聯互通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豬的隨想
思 旋

思旋思旋
天地天地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昂膛山人

尋夢尋夢
園園

以為經過非法「佔
中」事件，祖國對香

港心灰意冷，豈料在香港回歸二十周
年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臨香江祝
賀特區二十歲生日，習主席更表示對
港仍然很牽掛，這就是做領導人的氣
派和量度，是吾等小市民沒有的。可
能是母親的眼內最頑皮的也是兒子，
體諒你們「留洋」回家的兒子未適應
大家庭的家規、風俗是正常，而且這
是個見多識廣、聰明的孩子，值得繼
續愛惜。
細看習主席此行3天20場活動，出
現每一個場合的對答，發表的意見都
表現得很到位，用詞接地氣，說要畀
個讚予對香港有貢獻的人！對前特首
的評價，對香港的政治經濟問題講到
要害，連粵劇文化承傳都講到要點
上。某些政客別再說特首未如實向中
央反映情況，這是什麼年代，一國之
範圍有人可以隱瞞到事實性資訊咩？
中央怎會不了解香港狀況。
習主席向港人提出「三個相信」，
包括相信自己、相信香港及相信國
家，祖國日益繁榮昌盛，是香港抵禦
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在，開拓發
展新空間的機遇所在。反映他既是看
透某些港人抗拒中國強大，又知道愛
國愛港人士的憂慮，而作出的勉勵。
也直接講明，中央實行「一國兩制」
的初心不會改變，維護基本法決心不
會動搖；國家主權、中央權力不容挑
戰。難怪他贏得威而有信讚譽。
吾當然未接觸過習主席，沒有資格
評論其性格，然而從他的處事作風和
行為表現，感覺習主席是個內斂又感

性的人，很自信、很熱心腸、很懂照
顧人的大哥哥性格。感性是天生的，
自信來自早有準備，因知己知彼戰無
不勝；懂得照顧別人是敢於負起重任
有承擔才能做到。
在中央提出支援發展陝西、四川、

江西、東北等老革命根據地時，已經
很欣賞這政策。紅色根據地多抗日戰
爭、解放戰爭的戰場，生活在那裡的
人都經歷戰爭的苦難，他們的祖先為
新中國的成立付出很多。如今國家富
強了，讓打江山的人的鄉親過些好日
子是極具人性化的做法。習主席是革
命先輩習仲勳之後，某些地區曾親身
生活過，明白當地的需要，所以支援
目標十分準確。慢慢就會明白當中國
領導人的仕途都是要從管理不同省市
開始，其實是極科學的做法。
知道外界喜歡用「太子黨」形容某

些只會利用權力爭取個人利益的「官
二代」，這反映某些官員後代行為不
檢點，才給人這印象。習主席務實而
有遠見，敢於嚴抓貪腐。記得前總理
朱鎔基反貪時說過：「我準備了一百
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
自己。」可見多麼險峻。
習主席反貪更不論官職層次多高，

肯定得罪不少人，但他也沒有懼怕，
親自示範了革命家後人的風範。自他
上場後，內地官場作風嚴謹了許多，
目前一些場合公務應酬不會隨便飲名
酒了，不隨便大排筵席，甚至家有喜
事也不能隨便收大禮。這很好呀，令
官員、辦事者交往、處事方式輕鬆了
不少。習近平時代已經代表了樹立清
廉的風氣，歷史留名。

眼看又到了夏至，古人把夏至分為三候，
「一候鹿角解，二候蟬始鳴，三候半夏
生」。「夏至不過不熱」，天一熱，蟬吟人
靜，晚窗映疏竹，月下涼影動，就成了夏日
的迷人意境。這時，蟬鳴愈響亮，就預示了
次日會是個驕陽滿天的大熱天，如果夜鳴持
續太久，那麼一場涼爽的豪雨就會驟然降
臨。孩子們不必擔心一覺醒來，因為是雨天
而不能去捕蟬，因為夏雨雖然下得猛，但來
得突然，去得也突然。
自從有了透明塑料袋，捕蟬已經不必像
《莊子》中「痀僂承蜩」那樣「用志不分，
乃凝於神」了，所以因此而大失其趣。這就
像現代社會，傳統的家庭組織已經崩壞，再
拿以前的家訓家規來讀，很多內容就味同嚼
蠟了。捕蟬的道具也是自己做的才好，以前
最簡便的方法，是桿上做個碗口大的圈圈，
找幾個大蜘蛛網纏上就可以去黏了。這種多
層的蜘蛛網透明度不好，黏度也在退化，所
以是需要一點耐心和技巧的。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在螳螂之

後，螳螂又在蟬之後，黃雀和螳螂因為對獵
物過於用志不分，所以無暇顧及身後。而眼
睛是蟬的死穴，此時馬齒莧已經結籽，籽外
的軟殼正好可以套住蟬不會動的眼睛，於是
好惡作劇的頑童，就會採來套上後拋入空
中，看牠盲飛取樂。蟬也看不清身後發生的
事，所以如想證明有徒手抓蒼蠅的本領，必
須先悄悄接近，然後快速迎頭而上一把抓
住，捕蟬則必須從身後去接近它。
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大概就要像

蟬一樣蛻變而飛了。長年孤獨生活於黑暗地
下的蟬蛹，一旦蛻變成了「垂緌飲清露，
流響出疏桐」的鳴蟬，也正如夏至後的天氣
一樣趨於巔峰狀態，隨之白晝就一步步短
了。王充的《論衡》說：「蟬之未蛻，為蝮
育；已蛻也，去蝮育之體，更為蟬之形。」
向高級形態轉變總是令人嚮往的，所以早在
良渚文化中的古玉器和商周時期的青銅器上

就有了蟬紋裝飾了，人死後口中設置蟬狀的
琀，也都是對於生命的寄託。只吃不飲的是
蠶，只飲不吃的是蟬，在古代文人眼裡，因
為蟬「棲於高枝，餐風露宿，不食人間煙
火」，又被視作品行高潔的象徵。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
泥而不滓者也。」陸機的《寒蟬賦》進一步
對蟬具體美化：「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
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
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
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
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
於是《漢書》載：「郎中侍從者着貂羽，黃
金附蟬，皆號侍中。」冠上裝飾的貂羽金
蟬，簡稱「貂蟬」，後來，四大美女之一中
也居然名為貂蟬了。晉崔豹《古今注》說：
「貂蟬，胡服也。」那是與趙武靈王的胡服
騎射有關的。問題是大臣加上侍中、中常侍
之號，是要入禁中受事的。
《史記》載：「周仁得幸景帝，帝入臥
內，於後宮密戲而仁常在旁。」所以戴了貂
蟬冠，是比較麻煩的。《後漢書》載：「中
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
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
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
貴無極」。後漢光武帝之後，正常人與閹人
在後宮雜處的狀況才改變，後宮清一色用宦
者了。到了漢殤帝時，宦者居然也用上了飾
有金蟬的貂璫！晉朝蟬的形象進一步不妙，
不僅「女尚書着貂蟬佩璽陪乘」，高官也多
到了「貂不足，狗尾續」。北魏孝文帝的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中，「辭蟬」還成了
辭官的代稱。最後《周書．宣帝紀》說：
「帝不欲令人同己，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
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
綬者，並令去之。」
蟬的冠飾，被北周皇帝壟斷以後，皇帝冠

上的金蟬到了隋唐又有發展，《新唐書》載

天子的通天冠有「二十四梁，附蟬十二」，
又在數量上勝出……
劉向的《說苑》中有個叫東郭子惠的人在

子貢面前質疑孔門之雜，子貢回答說：「夫
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並且借用《詩經》中的「苑彼柳斯，鳴凋嘒
嘒」說，「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子貢可
謂善辯。「菀彼柳斯，鳴凋嘒嘒；有漼者
淵，萑葦淠淠」，一片熱鬧、深廣、繁茂景
象，襯托的是詩人「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漂蕩無依的憂傷，此時的蟬鳴只能讓詩人心
煩。蟬在《莊子》中為蜩，蜩由泥裡的蟬蛹
蝮育蛻化而成；大鵬鳥由水裡的鯤蛻化而
成，雖然有大小之別，但牠們在各盡所能之
後，面對的是相同的謝幕。相比之下，在文
人學士們眼中，蟬給人情感觸動之豐富，並
不在鯤鵬之下。
駱賓王《在獄詠蟬》中感歎的是「無人信
高潔」；李商隱則以蟬自況說：「本以高難
飽，徒勞恨費聲……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
平」；虞世南為「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
風」似乎很有點自得；駱賓王則以蟬的「露
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而表示內心的不
滿。感受「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又是
一個境界，所以韓愈要「蟬嘒門長扃」；許
渾愛看「雨過前山日未斜，清蟬嘒嘒落槐
花」……
夏至，因為有蟬而有聲有色，豐富多彩，

如果沒了蟬，就難以稱之為夏天了。

■寵物豬 網上圖片

■蟬 網上圖片

■藍鴻震是香港
回歸後第一任民
政事務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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