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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哈」的生意經
有人說，互聯網的
誕生給了人類最大的

自由。雖然小狸一早知道沒有絕對的
自由，但看到最近「三打哈」的新聞
之後，仍然驚愕——原來有這麼多人
在「算計」今天看似自由的網絡世界。
說「三打哈」之前，不妨先喚醒一
下「共同記憶」。比如，你有沒有碰
到過在不良商家那裡吃了虧後，怒而
上網曝光、抱怨、尋求幫助、找尋難
友，但沒過幾天卻發現自己的帖子莫
名「哎呀主頁君丟失了」，有時在刪
帖前還會收到莫名黃色小廣告的回
覆？……嗯，總覺得哪裡不對勁，但
你知道哪裡不對勁嗎？
現在可以讓一個叫「三打哈」的網

站解答你。這個有着怪裡怪氣名字的
網站，是警方最新破獲的「重犯」，
來頭很大，因為它是公安部部署打擊
的首起「網絡水軍」平台案件。
再賣一個關子，說「三打哈」前，
先說說你的那些正義而真實的帖子是
被誰封的。答案是：網站網管……裡
的內鬼。這些內鬼「得人錢財與人消
災」，你這邊恨不得幾萬字聲淚控訴
無良奸商，他那邊偷偷塞給內鬼們
300-1,000元不等，就可以把負面影響
消除於無聲。內鬼們甚至會和「老常
客」們達成「熟客價」，刪得多的可
以打折。
至於「黃色小廣告」的情節，那是

內鬼們的慣用伎倆，在合法的帖子下
面灌上非法的水，就可以藉機把合法
的主帖也刪掉。除此以外，更加惡劣
的是，有些曝光了私人信息的帖子本
身屬於非法，理當刪除，但內鬼們看
準被曝光者會更焦急，所以故意拖慢
動作，這時反而不刪了，直到「孝敬
金」打入支付寶，才把帖子刪掉。總

之他們幹的活兒就是一句話：不刪該
刪的帖，刪不該刪的帖。
在常理之下，各方金主們是沒空也

沒資源去結交各大網站的內鬼們的。
所以就如同租房，買賣雙方旺盛的需
求之下，「網絡中介」應運而生，而
「三打哈」就是互聯網思維下時髦且
最大的「網絡水軍資源共享平台」。
他們的「生意經」是這樣的：任何

網絡客戶都可以在「三打哈」網上註
冊為「僱主」並發佈刪帖、灌水等廣
告需求；大量水軍則註冊為「推廣服
務商」，可以在這裡隨時領取任務，
賺取費用。「三打哈」網則於中間抽
取20%的「服務費」。這裡的「推廣
服務商」，除了真正可以操作的網站
內鬼，還有大量的二道販子，即他們
領了任務，再去找實操人員。而除了
「三大哈」，有類似任務集散功能
的，還有各個QQ群、微信群等。
據悉，日前這個非法經營的「三打

哈」網站已經被廣州警方偵破，除挖
出有償刪帖的「網絡中介」66人外，
還查獲了在「三打哈」上註冊的「網
絡水軍」賬號近百萬。更嚴重的是，
為了「有效推廣」，「三打哈」還非
法掌握了一大批公民個人信息，包括
近500萬條手機信息，覆蓋全國各大
省市，且有職業、性別、年齡等細
分。除了「三打哈」，去年5月以
來，內地警方已破獲「網絡水軍」案
件40餘起，涉案金額上億元，關閉違
法違規網站上千萬個，涉及網上惡意
炒作信息數千萬條。
最後提一句值得玩味的，據內鬼透

露，刪的帖中，「60%左右都是投訴
無痛人流、不孕不育等專科醫院亂收
費、亂治病的。」醫事乃大，人命關
天，這種缺德事還是少做吧。

二零一四年「非法
佔中」是香港社會風

氣急劇墮落的分水嶺！
三年多過後，香港的法治和道德都
大受摧傷。筆者常認為，香港兩大傳
統反對派正正是敗壞香港社會風氣的
元兇首惡！最老資格的一黨多教師，
大中小學幼稚園都有，這黨專門摧殘
香港道德；後出的一黨多法律界「精
英」，這黨最會踐踏法治。我們的社
會多了一批目無法紀、言行傖俗的年
輕人，不光是霸路的學生，還有他們
的老師、教牧以及反對派的「意見領
袖」，即是源出於此。
所謂一葉知秋，早在二零一三年，
發生了「小學教員林慧思辱警事
件」，筆者已經感受到妖氛邪氣籠罩
香爐山下！如果讀者諸君不是善忘，
當記得當日這位「林老師」換了一身
裝扮，穿着成一個「大媽」的模樣，
跑到旺角鬧事「阻差辦公」！一個路
過的市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當
值執勤的警務人員，要求他們解釋執
法的理據。每當警長先生以非常友善
和忍耐的態度解說，話還沒說到半
句，「爛口林老師」就立即打斷警長
的話，又拿別的事情囉哩囉嗦。千方
百計無法激怒警長，就開始辱罵，先
是「八公」、「八婆」，然後出到意
含性暴力的中英雙語粗口！
警方沒有當場以阻差辦公的理由拘
捕「爛口林老師」已是一奇，後來「爛口
林老師」任教學校背後的宗教團體也
沒有處分她的惡行，甚至有最高層的
傳教士跳出來為她撐腰！還呼籲其信
眾用粗口責罵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原用詞是廣府話：鬧佢粗口）！

更「有趣」的是整個反對派陣營都
空群而出，為「爛口林」辯護！有自
稱曾經長居英美等英語國家的人，說
講英語粗口沒有什麼大不了。反對派
大黨操控的「教師公會」也毫不含糊地
「師師相衛」，更不要說此後許多假
冒研究粵方言的無行文人騙小孩，將
粗言穢語強說成廣東話的精華。
為此，筆者當年就撰就六千餘字的

長文，解釋廣東讀書人傳統上對於
「講粗口」的態度。不是完全不講，
卻要分場合。成年友朋間嬉笑地少量
「粗言穢語」，則於飽讀詩書之人亦
在所不禁；有侮辱、攻擊和欺凌弱小
成分的粗口，則一律禁止。現時香港
的粗口大學生，都是受了他們的粗口
教師和反對派的專業人士教唆，他們
深信只要自己在「行公義」或受到
「有權勢的人打壓」（這就必然包括
學校入面他們不喜歡的老師和校長，
以及任何公職人員），那麼侮辱對方
的女性尊親，也是「理直氣壯」了！
今時今日，甲大學的校長批評了自

家的學生，又或者略施懲戒；乙大
學、丙大學的「民主牆」就會出現大
學生張貼出要「強暴甲大學校長之
母」的大字報。然後，這乙丙兩大學
的學生會會長還可以厚顏無恥地說，
保留這樣傖俗下流的文字，是在維護
「言論自由」。各大學的校長都噤若
寒蟬！
推源禍始，不正正是「林慧

思×××粗口鬧事」的後遺症嗎？這
位「×××」在天上地下的勢力比香
港法官還大，開罪了他老人家的後
果，怕會比「藐視法庭」更重。潘國
森膽小怕事，只好姑諱其名了。

天氣奇冷，不僅肉體畏縮不願活動，連思
路也閉塞起來。舉筆不知如何下筆，遲遲未

能為一篇短文完篇。記得年輕時可以寫兩三個專欄，難道今
天腦筋也已經「結起冰」來？
早年在抗戰時期，由於廣州淪陷於日寇之手，我隨當年就

讀的國立中山大學播遷到粵北坪石。當年的氣候要冷至零度
以下，但還能晨早從木板建成的臨時宿舍出外早操。當年還
傳說坪石山區常有猛虎出沒，木板宿舍晚上「擦擦」有聲，
有說是老虎擦木壁止癢。是耶非耶，沒有人親眼看見。但粵
北有猛虎出沒，卻是事實。
今天已屆風燭殘年，如再遇粵北那樣的天氣，肯定早被凍

死了。
一九四四年，日寇侵華還作垂死掙扎。為打通湘粵鐵路，

部分侵略軍由長沙南下，與侵粵北的日寇會合。由於戰火燒
近，我們由坪石向東轉移，準備步行至粵東梅縣中山大學臨
時總部報到。
朝行晚宿，極盡艱辛。如果一如今天風燭殘年，早已餓

死、凍死於粵北途中。不知當年與我輩同行的學友，仍有幾
人會回憶當年這段艱辛的行程？
到了梅縣，實際上並未上課。不久抗戰勝利，我們在歡呼

聲當中復員至廣州復課。潮汕籍的校友，一部分希望回潮汕
家鄉探親後再回廣州，我等在汕頭沒有親人的，便直接乘車
經海陸豐、惠陽至廣州。部分潮汕籍的校友，在回到汕頭探
親後，分別乘兩艘小電船回廣州。不料兩艘小電船在大海途
中遇風沉沒。當年潮汕籍的校友大部分都因此罹難。今天想
念起當年同窗好友，仍不免心懷悲愴。
世事的確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個人的經歷，都帶有若干

偶然。當年如果我有親人在潮汕，肯定會回去探親以後與同
學乘船去廣州，可是先父當年是與黃琪翔部隊遠在湖北。兩
個哥哥分別在粵北、潮汕參加革命戰爭。我在汕頭並無至
親，因而逃過一劫。
往事不須回憶。戰爭時期，什麼事都會發生，未知當年同

窗好友，仍有多少人在世？

記往事(上)
吳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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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我們中國
人一直也相信風水命

理，雖然這些也只是作參考，但只看
風水這一環，現在連很多外國人及外
國的大公司也會邀請風水大師來看
看，希望可以增加運勢。當然我自己
也覺得，這些可以參考，但不要「迷
信」。
其實自己都算是一個幾喜歡把這些

掌相命理的東西作參考，但只會在每
個農曆新年前特別留意。可能有很多
人也跟我一樣，每逢到了這個日子，
不期然就會「迷信」起來，因為始終
要迎接新一年的來臨，舊的總是覺得
不如意及不滿足。所以總會期待新的
一年為自己帶來好運，這種好運未必
一定是在賭博上，而是生活及工作
上，如果可以比較順𣈱 也是一件好
事，做任何事都可以事半功倍，你覺
得是不是很好呢？
而我每一年在電台節目當中，也會
邀請一些風水命理的專家訪問，邀請
他們說說來年的風水要怎樣注意，不
同生肖又會有什麼遭遇，總希望這些
專家可以給些意見，趨吉避凶。說到
這裡，好像也仍然是「迷信」，但話
說回頭，其實我國的風水命理歷史悠
久，幾千年前已經有些命理學家能夠
洞悉先機，慢慢流傳到今天，也可以
給人們作參考，何樂而不為。
早前便約了兩位風水命理大師給聽

眾們一些來年的提示，在這裡也可以
跟你們作小小的分享，但要注意一

點，今年立春會較農曆年初一早，在
二月四日，但農曆年初一是二月十六
日，即是「狗年」其實在二月四日便
開始，所以要擺放風水的東西也應該
在二月四日開始。
如果希望新一年可以桃花暢旺，結

識到新良緣的話，在「狗年」大家便
要特別注意「西北位」，因為來年的
桃花位是西北，如果你真的想多點桃
花，記着在這個方位放些鮮艷顏色的
掛畫或擺設，便能夠趨旺自己的姻
緣。
但桃花這兩個字不只是用作姻緣，

其實在生活上，人緣也很重要，人緣
好，任何事情也會變得暢順。至於想
財運亨通的話，大家就要注意「東南
位」，因為來年的東南是財位，如果
可以的話，放一些流水擺設便可以財
運亨通。說到這裡，覺得自己有點八
卦，但我沒有說完，如果求學要學業
進步，就留意「南位」，因為文昌星
來年會在南位，可以放四支富貴竹或
綠色的鉛筆也可以。
因為我相信，人總是希望有改變；

人總是希望會更好；人總是希望可以
預知未來，所以「迷信」總會離不開
我們，希望藉着這些參考，算是給大
家一點希望及方向；當然什麼事情也
要靠自己的努力，我更加相信「世界
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你明白這個道
理，就算「迷信」，也沒有大不了，
大家繼續努力，預祝大家來年一切安
好。

又是迷信的時候
商台DJ 余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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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和台灣
最近有不少人忽然一

窩蜂地瘋狂愛上日本的應用程式遊戲
《旅行青蛙》，話說這熱愛旅行的青
蛙甚為隨性，玩家不知牠往哪裡去，
什麼時候回家，只偶爾收到寄回的名
信片以慰思念，養牠的人要幫忙收拾
行裝，招待朋友，想牠早日歸家，就
得收割多點三葉草和準備多些美食，
其餘時間只是漫長地等待牠回來，深
深地牽掛。
看到這樣的遊戲內容我便沒興趣下
載，因為現實生活已經如此了。子女
上班、應酬、會友經常不知何時回
家，等門至深宵並不好過。他們也愛
旅遊，甚至單獨去落後地區，這擔憂
最是磨人，最是牽腸掛肚。何苦去玩
這類遊戲再自我折磨？
誰知玩的人說：「令那麼多人迷上
的原因是對小青蛙的掛念！」真是玩
掛念！難道一如內地的流行曲名《我
的快樂就是想你》？是否玩的人都是
無牽無掛，生活得太乏味的人？

另一令人費解的是《旅行青蛙》在
全球的總下載量已達一千萬次，當中
95%是中華地區的玩家，而發源地日
本僅佔1％！海峽兩岸暨香港不少玩家
都把這虛擬青蛙視作兒子般養育。不
過近日該遊戲設計師上村真裕子接受
內地媒體訪問時表示，由於青蛙的日文發
音和「歸家」相似，故取名《旅行青蛙》。
更稱：「在日本玩家是妻子身份，青蛙就
像經常出門的丈夫，偶爾帶回名產……有
不少日本玩家會將青蛙取其丈夫的名
字……青蛙在日本寓意着平安歸家，
遊戲是祈望親人早日歸來。」
當玩家一直以為自己是慈父慈母，

原來只是個怨婦，守着的並非愛自由
的子女，而是浪子一個，知道遊戲真
相後，還會覺得有趣嗎？

等着青蛙歸家的怨婦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上大學時，魯迅是熱門，於
是他小說中的人物也就變相成

了取綽號的物件。比方《阿Q正傳》裡的王胡
變成王國光的外號等等，而趙太爺不知怎麼
的，就降在趙繼剛的頭上。我跟他交情甚深，
外號緣由也弄不清楚，大概他姓趙，動作又慢
條斯理，於是大家就叫他趙太爺，之後就簡化
成「阿太」了。
阿太是滿族，但都漢化了，他曾對我表示，
高鼻樑、單眼皮、厚嘴唇大概就是滿族的標誌
了。他是老北京，說一口標準北京腔，雖是滿
族，但那時從沒有到過關外。我去過他家無數
次，當時他住在前門外的南蘆草園22號，是一
座比較規整的四合院，他們家佔其中的兩間
房。那胡同拐來拐去的，還有分岔，一不小
心，就會拐錯方向。我離開北京後，那一帶房
子拆遷，讓我又懷念起那些歡樂的日子。
接觸中，他並沒有什麼脾氣，或者說是與人

為善。我跟他家裡人，父母、弟弟妹妹都熟，
無家可歸，便經常上他家吃他父母做的水餃。

爸爸在北京曲藝團供職，他從小就對北京地方
曲藝比較熟悉，如相聲、單弦、大鼓等。他喜
歡看電影，意氣與我相投，有時便一起去看
戲。印象最深的，是阿聯電影周在北京舉行，
那時極少公映外國片，我們兩個以當時的高價，
一塊五人民幣買票，在首都電影院觀賞寬銀幕彩
色歷史故事片《薩拉丁》，中文同步翻譯。
畢業分配，他分到河北徐水縣，和我還有書
信來往。後來調回北京，先是在電車公司職工
學校任教成人教育，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上北
京，住在他三里河北街的高樓上，夜聊中他曾
告訴我，報紙上面有北京電台向社會公開招聘
編播人員，他悄悄報名，經初試、複試、面
試，得以被錄取。他說，能夠到電台工作，上
夜班，很辛苦，但樂在其中，因為能幹自己喜
歡的工作，是此生最幸運的事了。他告訴我，
從小就喜歡聽廣播，收音機是他的最愛。他
說：「你記得嗎？上大學時，我還向你借四十
七元買一台電子管收音機？每月攤還五元。」
是嗎是嗎？這我一點印象都沒有。

有一個時期，我上北京，都要他代為租住，
常常就訂在靠近電台的酒店，方便偷空聊天。
有一次，他建議住在鼓樓附近胡同裡的「竹園
賓館」，說，那裡好呀！平房，接地氣，難
得！原來那裡之前是康生的官邸，如今改建成
賓館，我們住客可以在偌大的後花園庭院散
步。前幾年，我經北京轉動車去山東蒼山開
會，也請他代訂，他特意給我安排在北池子的
「皇家驛站」，這精品酒店藏在胡同裡，的士
司機大概是外地人，而且那一帶夜晚街燈暗
淡，黑乎乎的，看不清。
後來跟阿太一說，他笑道：「你怎麼不說在
婦產醫院旁邊呢？婦產醫院沒人不知道！呵
呵！」我哪裡清楚？到了才知道，酒店緊靠故
宮後牆，房間都以歷代皇帝命名，而且贈送房
間皇帝圖章。可惜只住一晚，便匆匆趕路，但
早餐安排在頂樓餐廳，從那裡望過去，故宮又
是另一番景象。問他如何精心安排，他笑笑
說，他也沒住過呀！憑直覺啦！不愧是老北京
啦他。

阿 太

要學會自找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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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們！大家要學會如何活得開心！
中國有句俗話︰「不要恃老賣老」，但
是，當你活到像我這把年紀的時候，你會自
然而然的倚老賣老起來。譬如，我現在和生
人接觸，一般是「看人看臉，聽話聽音」。
我現在的朋友大多是有年頭的，互相了解，
不遮不蓋，有話直說，不會被人看不起。有
這樣的真誠友誼，好開心啊！
想當年，內地文革各派系互相往死裡

鬥，我生怕被惹上麻煩，隻身偷渡，來到歐
洲大地。當時在漢堡的大陸和台灣同胞，政
治都很敏感，對我這陌生人，抱着懷疑的眼
光，是很正常的。但我沒時間去想它，一心
到飯店、碼頭去打工，每到想家傷心時，控
制自己最長不得超過十分鐘。上天有眼，很
快就被聘到漢堡大學教學。閒時一猛子扎到
德國的大學生堆裡，又拉小提琴又唱歌，久
而久之，同胞對我逐漸消除顧慮，開始和我
交友，過得還挺開心。
我這輩子，說句老實話，在最受折磨的
時代，都是自找開心過來的。主要是我是個
樂天派，小時候就很皮實，好表現，心胸開
朗，很少哭過。記得1960年、61年，內地
餓死人，我被發配到青海改造，曾經一個人
在日月山腳下樹林裡去打柴，與狼為伍，我
就高聲唱少年時在學生禮拜堂裡唱過的「哈
利路亞」聖歌，給自己壯膽，自得其樂，還
真起作用。我現在得出的人生結論是：想得
開，吃得香，睡得着，只要不做虧心事，半
夜敲門不吃驚，你會活得很愉快，當然，人
的性格各有不同，說起來容易，不是每個人
能做到的。

人生的確就像一場夢
對交朋友來說，我這輩子接觸的人，三
教九流，東西混雜。我一開始接觸的人，是
好是壞，當然吃不準，但久而久之，真誠與
否會顯現出來的，好人居多。神奇的是，到
晚年，我回國發現，那些整我的人，一一向
我抱歉，把我弄得很不好意思，心想，我真
得感謝你們，如果我當時不被整，不會有今
天。這就是命。總之，做人一定要正派。如

果一個人一直只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自
欺欺人，活得也不會舒暢，也很容易受他人
之騙，被人利用，做些對不起別人的事。現
在回想起來，人生的確就像一場夢，問題
是，是開心的夢，還是噩夢。總之，一個
人，真想開心過一輩子，這與你本人的心態
有關。像我這輩子酸甜苦辣都嚐過，還活得
蠻開心。我認為，人生往事，豐富多彩，你
還沒來得及細細品味，就告辭世界，豈不是
最大的遺憾。
所以我現在還活着，有很多事，一有時

間就把它們記錄下來。真的，那些過去酸甜
苦辣的往事，現在回憶，還挺有滋有味。
譬如，我在青海當攝影記者時，領導要我去
採訪一個山村的藏族姑娘安卓瑪吉。我要獨
身翻過一座高山峻嶺。

差點，幸好沒給狼咬死！
我曾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太陽消失在
山那頭，我緊張起來， 我一陣手忙腳亂地
摸着石頭向上爬。拐過一個山腳，忽然我看
到遠處有兩個亮點，有燈必有人家，我想。
我就加快腳步，忽然一聲嗥叫，聲音淒慘陰
森，嚇得我差點滾下山坡。
這是什麼燈光呀？這明明是狼的兩隻眼
睛，我一動也不動地站着，那隻狼也不動聲
色地觀察着我。一個青海打獵朋友對我說
過，「見到狼千萬不能回頭就跑，那樣，狼
肯定從你後面撲上來」。我也知道，狼怕
火。對了！我忽然想到脖子上掛的拍照的閃
光燈。我慢慢將手一按開關，閃光燈一閃，
我發現在我的周圍，不只是一隻狼，而是一
群狼。 牠們「刷」地一下，頓時跑得無影
無蹤。
於是，我每隔一段時間，就閃一下閃光

燈， 我感覺，這些狼並沒有完全散去，牠
們也不敢接近我的身邊。我最後終於爬上山
頂，看到東方已經發白，緊張的心才逐漸放
了下來。遠處，我看到一個村莊，屋頂在冒
着炊煙。可是我的腳旁是一個山谷，深不見
底，它隔斷了我的去路。如果我要去那個村
莊，必須先下山，然後再上山，再找村莊，

十有八九又會迷失方向。

沒墜死山谷是我命大
我的氣力已經耗盡，乾糧也吃完了，飢

寒交迫。也許不用下山還能找到其他的出路
吧！果然，我發現一座浮橋，橫跨兩個山
頭，太高興了。急急前去走近一看，大失所
望。原來它不是橋，而是一條用木頭架的水
槽。裡面只有一點水緩緩地向東流着。我觀
察了一下，發現這水槽是兩座山之間最近的
距離。今天就豁出去了，這條命反正是撿來
的。水槽滿的時候一定很重，我這一百來斤
它應該可以承受。我於是把閃光燈放回皮
箱，把皮箱套在脖子上，旋着腳坐在水槽的
邊沿，用屁股一點一點地向前挪動。當我逐
漸接近水槽中間部分時，水槽上下顛抖得特
別厲害，我好像已聽到木頭斷裂之聲。
水槽下面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深淵，如果

水槽一旦折斷，我將粉身碎骨。我開始祈禱
上帝，祂是一種有效的安慰，也會增加我的
勇氣。我繼續一點一點地往前蹭，真的，我
來到了彼岸，冷靜救了自己的命。諸位讀
者，回憶起這段故事，是一種享受。其實，
每一個人都有一段或幾段難以想像的驚險或
悲傷的往事，就看你以後如何去看待它。它
會否變悲傷為快樂，就要看你的人生觀了。

讀者朋友，你最近笑過嗎？
朋友，你最近笑過嗎？你如果感覺生活

壓力很大，心裡不舒坦。很多時候，不是別
人的事，社會的事，而是你自己的事，你必
須自己找原因。什麼事情會惹你不開心？想
個辦法去解決。因為，目前這個世界，沒戰
爭，沒有經濟危機，國家欣欣向榮，對我們
中國人來說，還是很不錯的。你要學會笑，
而且不是假笑，要笑到心裡去。笑容不是一
種奢求，而是內心的反射！
朋友！笑一笑吧。真心的笑能讓你健

康，改變性情，多交朋友，使你年輕！笑一
笑吧！你笑能改變周圍的環境，你笑會容易
讓你找到理想的工作，你笑能改變你的一
生。相信我吧！

■日本程式遊戲
《旅行青蛙》原
來構思是指妻子
思念浪子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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