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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小時候在課堂上，同學們用圓規練習
畫圓。老師說︰「平面上，一條線段繞它的
一端旋轉360度，留下的軌跡就叫圓。」那
是我第一次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圓的定義。之
後，隨着時間的推移，我慢慢了解了圓與人
類生活的密切關係，更多地理解了它的深刻
含義。
鐘錶一秒又一秒地走動着，時針分針一圈

又一圈地變換着，時間在不停地勾畫着一個
又一個圓。日曆從元旦翻起，一頁又一頁過
去，365天的時間不緊不慢地就翻到了最
後，一年又畫了一個圓。
一個人從出生開始，慢慢長大，走南闖

北，艱苦奮鬥，風雨無阻，成就事業，可謂
燦爛輝煌，最後老去，畫了個人生之圓。
圓，世界因你而美麗，生活有你而精彩。

圓，是人類生活中最美麗最神奇的圖形。一
提到「圓」，我們就會想到太陽、月亮、地
球、水珠、微塵……自然萬物中，很多物質
都是圓形的，抑或最終會融匯成圓，而圓本
身又是一個放射性的圖形，給我們團結、完
美、圓滿、和諧統一的感覺。
太陽是圓的，所以能普灑光亮；月亮是圓

的，所以能恩澤四方；地球是圓的，所以能
孕育寶藏；車輪是圓的，所以能行走無疆；
植物的根莖是圓的，有利於更好地吸收水
分，茁壯成長。

圓和的基本精神，是規而不折，強而不
硬，軟而不弱……這是圓的特性。在工作中
我們也需要這種圓和的精神，整個集體是一
個大圓，每個人又都是集體中的小圓，不卑
不亢、不屈不撓、踏踏實實，一個一個腳印
地拓展自己的事業。分散的力量是不會形成
圓的，只有所有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才能
形成一個拳頭，形成一個圓，達到完整飽滿
的狀態。只有大家圓融在一起，才會釋放出
更大的力量，才會接近完美。

圓融環境、圓融社會、圓融世界︰這應該
是事業最終所追求的目標。圓具有均勻對
稱、不偏不倚、公正客觀的品質。
天圓地方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然界和人

們的生產、生活中，有圓必有方、有方必有
圓、內圓外方、外圓內方、上圓下方等現象
比比皆是。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凡事都有規範，在
法律框架內，人們才能參與各種社會事務活
動。建章立制，才能安邦治國。

方形象徵着本性正直、剛正不阿的人。內
方外圓的做人準則，表達一種對自己嚴格，
對他人寬容的風範，並且以禮相待，以理服
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面對現實中
的一切。
方圓結合所形成的品質和能力，是難能可

貴的。表面上為人善變、處世圓滑，但其心
中卻是剛直不阿，這正是適應未來所應具備
的品德。圓方之意念還寓意其以高科技立
業，汲取世界最先進技術的精華扎根於中國
國情的土壤，東西互融，步步進取。圓，有
柔和圓滿之美，是中國道家通變、趨時的學
問；方，有工整方正之美，是中國儒家人格
修養的最高理想境界。圓方結合，取長補
短，體現了剛與柔的完美境界；圓方互容，
儒道互補，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精
神。
圓與缺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人世間的許

多事物，總是會有悲歡離合，聚聚散散，一
如明月的陰晴圓缺一般。圓，代表着無瑕的
美好；缺，即代表着缺憾。不只是在人的聚
散離合，反映在做人處世上，人們也力求自
己有如圓一般的美好，而不容許有絲毫的缺
失發生。
固然，圓滿是每個人在行事時所期望的目

標，人們當然希望自己能夠把事情做得盡善
盡美，最好能夠事事順心，一帆風順，討厭
有任何受挫折的事情發生。
然而，在前進的道路上，出現一些困難、

問題和挫折，是在所難免的，這些正好可以
讓我們認真總結對錯得失，汲取經驗教訓，
從什麼地方跌倒了，就從什麼地方爬起來，
繼續努力，不斷前進。
由此可知，圓與缺是相輔相成的，不必把

兩者看得太極端，有如天壤之別。人非聖
賢，不可能盡善盡美，只有把達成圓之前的
缺拋諸腦後，進而把它當作一種前進的動
力，才能使腳下的路走得更加踏實，才能取
得更大的成功。

人們通過千辛萬苦的努力，總是希望做人
做事達到最理想的境地，那就是精彩之極，

圓圓滿滿。其實，人世間最難畫的圓就是人
生這個大圓。為人生畫圓，應是每個人心中
的聖境。君不見，少年時，青葱歲月，有多
少人徜徉在無涯的學海中，以苦作舟，以樂
作舟，謀求學業豐收；君不見，青年時，人
生錦年，有多少人沉醉在愛情的大花園裡，
尋尋覓覓，迷途不知歸路，企求愛情能甜甜
蜜蜜；君不見，壯年時，豪情在天，有多少
人攀登在事業的山路上，披荊斬棘，歷盡艱
險，只為登頂時那一刻的風光無限，成就事
業輝煌一片；君不見，垂老之際，人生暮
年，白髮蓋頭，仍奔走在家與家的路上，親
人與親人之間，為愛獻策，為愛勸言，以求
家庭美滿。
但人生的圓，有幾人能畫得好？一位老師

給學生講畫圓的「秘訣」︰一定要將鋼針深
深扎進紙裡，牢牢固定，這叫作「圓心確定
圓的位置」；二是控制住半徑的長度不變，
這叫作「半徑決定圓的大小」。做好這兩
點，沒有畫不好的圓。 細想，人生畫圓，也
當如此。人生是由一個又一個圓形組成，為
人生畫圓最重要的是選擇定位，找好基點，
確定圓心的位置，控制半徑的長度，因為半
徑決定圓的大小，只有這樣，才能畫好標準
的圓形。
那些懂得為人生畫圓的人，一定是明白之

人︰知道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旦確定了
人生的方向，就不會再左右搖擺，更不會跳
來跳去；他們清楚自己的能力有多大，本領
有多高，明白凡事盡力而為，而不可強求，
更不會輕易「越雷池半步」。

那些懂得為人生畫圓的人，一定是執着之
人︰圖紙上的人生，圓好畫；現實中的人
生，圓難成。所以，為人生畫圓，貴在堅
守，要堅守，堅守，再堅守，哪怕所走的路
永遠是一條曲線，也不為之改變。
那些懂得為人生畫圓的人，一定是堅毅之

人︰人生是一條漫長的旅途，有平坦的大
道，也有崎嶇的小路；有燦爛的鮮花，也有
密佈的荊棘。一旦出發，路再遙遠，也要歷
盡艱險，千山萬水，歸於原點。
人生的圓是自己畫的，你要想畫好這個

圓，就得自己掌控好自己。只有這樣，你的
人生才會精彩圓滿。

創新科技 團結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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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
老人政治，被視
為是落伍的代名

詞，但上周馬來西亞大選，卻選出
了當今世上最老的總理馬哈蒂爾，
而且，國內外輿論一片叫好。這應
「歸功」於其前任納吉布及其政黨
「國民陣線」的腐敗。
馬哈蒂爾雖為經驗豐富的前總
理，但畢竟已經九十二歲，當政府
首腦，肩負重任，體力和腦力能否
應付得來，難免令人生疑。然而，
既然是人民的選擇，也就無話可
說。跟幾位馬來西亞居港朋友聊
起，他們都認為，在此時此刻，的
確只有「老馬」才有這樣的威望，
他們也滿意結果。
馬哈蒂爾擔任總理期間，曾因為
跟他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安華意見
不和而解僱他，安華先後被當局控
以貪污、雞姦等罪成，兩度入獄。
這一次，兩位前師徒和政敵面對更
大的敵人納吉布時，終於放下個人
恩怨，聯手擊敗執政逾四十年的國
民陣線。
在這之前，馬哈蒂爾為自己當年
的決策錯誤公開致歉，安華亦放下
前嫌呼籲群眾支持馬哈蒂爾，展示
出和解的力量。可見，政壇沒有永
遠的敵人！不過，即使馬哈蒂爾答
應會在一兩年內讓位給安華，後者
也已是「七十後」的長者了，同樣

是「老人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聯網和社交

媒體主導輿情之下，很多人都以為
今日是年輕人的天下，尤其是奧巴
馬二零零八年憑網絡新勢力成為黑
馬，先後擊敗六十一歲的希拉里和
年逾七十的凱恩斯時，予人青春力
量在望。
「奧巴馬效應」也的確曾在多個

歐美國家選舉產生作用，陸續出現
多位最年輕或次年輕的政府首腦或
國家元首，為老朽的政壇注入青春
氣息。但到了去年，鐘擺效應又發
揮作用，美國和菲律賓都出人意表
地選出該國歷來年紀最大的總統，
加上這次的馬來西亞選舉結果，似
乎，「老人政治」有抬頭之勢。
「老人政治」無論是從前或現

在，都備受批評，用年輕人的話是
「阻住地球轉」。但它針對的應該
是那些尸位素餐者，長期霸佔權
位，更借機打壓異見者，乃至自己
及其利益集團貪污腐敗，損害人民
利益。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最重要的

是，有健全的制衡力量，人民有選
擇權和罷免權。這一次，因為兩位
政敵有下台，乃至下獄的經驗，或
有機會反思，結果，選擇了和解。
這樣的歲月沉澱和人生體悟，可能
是個性自我的年輕政客做不到的。

香港回歸祖國快
將廿一周年了。在

此之前，香港已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購物中心
等等。而在國家支持下，香港將成
為國際創科中心。國家主席習近平
最近對在港兩院院士來信，作了重
要指示，國家發佈新規撐香港科創
發展，香港可直接向中央申請資金
作創新發展之用。
港人對此深受鼓舞，尤其是香港
科技界，抓住這機遇，創新科技氛
圍的形成，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之下，可以與國家並肩同行。
中共十九大會議以來，國家已邁
向新時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創新
科技為主導，官民同心努力創造強
國強軍的新時代。最近，美國挑起
貿易戰，並以正在崛起的中國為箭
靶。對「中芯」、「華為」等高端科
技作制裁及威脅。國人們已汲取教
訓，更加重視高端科技的研發，以
免重蹈覆轍。
此所謂貿易戰，由四月開始至
今，風風雨雨，談談停停，引起金
融市場及經濟前途的不確定性，惹
來金融市場的大波動。股市、匯
市、債市都掀風浪，尤其是新興市
場，幾乎產生金融危機之類。
最近，我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
團赴美，與美國談貿易糾紛事宜，
現正在華盛頓商談中。無疑，主觀
願望對此談判是寄予厚望，然而征
途漫漫，對方詭計多端，未必在短
期內能得雙方共識。世界各國政府

當局及投資者都虎視眈眈，並暗作
祈禱。
港匯最近經常處於臨界點。金管

局總裁陳德霖最近成為媒體焦點人
物，盼從他的言行中獲得「貼
士」。不過陳Sir在風浪中卻能處之
泰然，並給予港人十足信心。當
然，港人及在港的投資者都明白並
相信，香港有強大的祖國作後盾，
不斷惠予政策支持之，所以港元仍
有相當的穩定性，這真是港人之福
矣。
香港股市雖然也在風浪中，然

而，大家對所謂「五窮」似乎有
忐忑，有戒心。大都以靜制動，
在投資市場搵食。但直至執筆之
時，五月已過了一半，在此期
間，香港仍然有過千點的升幅，
穩在31,000點之上。希望往後的
日子仍然能夠在穩中前行，打破
「五窮」的魔咒。
打從六月一日起，A股納入MS-

CI指數。投資者都明白A股將邁向
國際指數中，漸漸地國際化。投資
者心中自有預算，將有不少基金及
巨資投入A股。最受惠的當然是內
地金融市場，流動資金大增，不但
金融市場大獲利，推動各行各業的
經濟及社會互促發展。
我國在邁向新時代中前行，繼續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指引下，穩中求進，團結和
諧，締造和平氣氛，以發展經濟為
先，發展創新科技為主，必能創造
幸福和平的生活。

香港人工作生活壓力
大，有假期也用來休息

玩樂放鬆一下，沒有太多閒暇閱讀書
本，確是現實環境逼成；所以對坐車搭
船仍捧住本書，堅持晚上睡覺前仍看書
的人很佩服。在台灣火車上常見手捧一
書的文青也特別欣賞。知道每年的 4月
23日為「世界閱讀日」，但也不甚關注
為何定「閱讀日」。
今年因為有個關於「港人閱讀風氣調

查」公佈，其結果一直令筆者很困惑，
究竟現代人能從哪方面渠道吸收到文化
素養？若人愈來愈沒文化素養社會風氣
會走向什麼境況？
看該調查顯示，在這個電子產品氾濫

的年代，市民大多使用智能電話發短
訊、打機或上社交網站，很少會靜下心
來，翻開書本閱讀。18歲或以上人士四
成人（40.3%）沒有閱讀習慣，每星期
閱讀3小時或以上的市民只有約一成。
心想，以為電子化年代人人講看電子
書，不拿本書在手不奇怪；可是調查又
顯示「電子書未成主流」，康文署近年
一直推廣電子書，新增「HyRead」和
「Suep」兩大熱門中文電子書庫，分別
提供台灣和香港出版的中文書籍，但調
查發現大部分市民不知道公共圖書館有
電子書借閱服務。證明不熱衷，沒閱讀
需求，才沒有去關注有沒有這項服務。
這豈不是閱讀電子書未成氣候，紙質書
又少人讀，「兩頭唔到岸」之下，文化
素養如何補充？

古代讀書人都奉行「書中自有黃金
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香港人其實也
相信，不過就狹義了些；否則不會出現
「增長生活、健康知識、提升工作、考
試技能工具」的書佔香港書店市場銷量
最大。哈哈！調查又指約五成半人認為
香港人的閱讀風氣非常差。但筆者覺得
香港人似乎又不在乎，不擔心後果。
本來，另一個間接增加閱讀的渠道應

是報章雜誌，我們父輩的香港人有個很
好習慣，上茶樓飲茶一定買份報紙慢慢
歎，一圍枱人互相傳閱，再借當天報道
內容談論國家大事，社會突發新聞，副
刊知識娛樂八卦。如今卻變成人人低頭
不語，剩得爸爸媽媽在睇報紙，氣氛差
很遠。
最要命還是這樣下來失去對書紙文字

的興趣，大家都知手機上打字不論正
確，但求快速讀音接近就算，談何文化
修養？大家從科技上獲得方便和高效
率，也造就了依賴工具和偷懶（抄襲）
的壞習慣。慶幸未出現學生考試也在網
上進行，否則更災難。
現實些來講閱讀習慣和興趣應該學生

時代培養，形成愛好，到出來社會，忙
碌極也會看看書。一門四傑高材生的陳
美齡曾講過，兒子幾歲就讓他摸書本揭
書本，讓他們愛閱讀，培養出喜歡讀書
的興趣習慣，求學期容易教導許多。希
望家長學校重視培養孩子閱讀，不管是
透過紙質書或電子書渠道，只有喜歡閱
讀才能做好學問研究。

不愛閱讀何來文化素養？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誰會想到步出家門會命喪升降機槽？升降
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習慣了幾十年升降

機代步，很難捨升降機而行樓梯，惟有自求多福，各安天
命。
我們少年時代，住銅鑼灣舊廈約十層八層，早有升降機配

備，拉門趟閘式的老爺升降機，有時停在兩樓層中間，當年
對升降機危險認知不足，很多時是爬出或跳出，其實危機四
伏，如果要出事，機率也很高。不過，當年的升降機是機械
操作，不動就是不動了；今天的升降機是智能電腦控制，有
些意外反而始料不及。
畢竟，住宅升降機意外還是少數，只是近年似乎較多。多

宗事故發生後，都說升降機電梯剛進行過例檢，好像今次意
外，還是事發兩天前才進行過維修，看來，維修也不是什麼
安全保證了。電梯業界探討出事原因，承辦商對升降機維修
保養合約，將貨就價；政府機電工程署又監管不力，承辦商
幾乎不須為事故上身，變相縱容承辦商犧牲維修質素。
醫療事故，醫生要停牌；美容院美出人命，院主要坐監；

承辦商維修後仍發生嚴重事故，為何不須為事故上身？如有
嚴格處罰機制，承辦商和維修員會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朋友笑說，以後搬家會選擇住矮層單位，方便行樓梯，不

用乘搭升降機。低層單位或許因為多次意外而升格，可能有
價有市，「低層無機」相信也是推銷口號之一。
話是這麼說，選擇住房，人望高處，海景難求。現在的樓

宇動輒五、六十層，如果經濟許可，誰不想住高一點？香港
樓宇密集，屏風式石屎森林，多高一層，景觀視野可能就不
一樣了。住房看高樓，高層樓宇比低層值錢，同一棟樓，動
輒高出一、二百萬。買樓選擇樓層時，考慮噪音、採光、空
氣、視野等因素，大家都鍾情「高層向海」，就是沒有人會
考慮升降機意外。
本人住的單位是四十樓以上，住宅練習走火警和講座，十

多年來都沒參加過一次，就是怕行四十多層的樓梯，即使向
下走也會轉到頭暈。住高層，也只能自求多福了。

低層有價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據說二百萬港人
精神出了問題，其

中不乏十五歲至二十四歲的青少
年，青春期不足為怪了，學習/戀
愛/就業等等的人生煩惱，誰不在
這段年紀有過，放在比舊日社會複
雜的今日，青少年承受的壓力肯定
更不少。
說到生活習慣，這一輩年輕人比
上一輩年輕人更不知養生為何物，
加以現代社會娛樂活動多了，打
機/煲碟已成主流興趣，而這類興
趣偏偏最耗時間，求學時期功課喘
不過氣，上班朝九晚十，要消遣就
得在課餘公餘解悶，試問問十五至
廿四歲的年輕人，有幾個不是三更
過後才入睡，加以夜眠少飲水/嫌
蔬菜乏味，缺乏基本有助情緒穩定
的維生素，精神怎會不受影響？
迷上打機才要命，最近新聞有個
二十一歲父親，就撇下半歲孿生兒
子，連日北上沉迷《絕地求生》那
個韓國「食雞遊戲」，年輕人染上
無不忘餐廢寢，可算精神健康的大
敵。
有人過了青春期，四十未必不
惑，也未必五十知命六十而耳順，
電視美食節目天天排山倒海湧來，
如今身閒錢多，愈上年紀者，愈受
不住誘惑，知命而不愛命，醫生的
話不耳順，消血糖治腸胃降血壓的
煩惱會令精神健康便近乎神話。

與親友閒聊可消除精神困擾就更
天真，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十個
裡頭九個自顧不暇，閒聊起來反令
不良情緒交叉感染，所以還是自我
調整生活飲食習慣，有感抑鬱時自
行警覺驅「魔」才是上策。
英國已故諧星差利卓別靈可說是

精神病患者的心靈雞湯：有回他現
場表演時故意同一笑話說了三次，
第一次引得滿堂觀眾捧腹大笑；第
二次反應已沒有那麼熱烈；說到第
三次，台下鴉雀無聲，還聽到有人
打呵欠，差利於是一本正經對大家
說：「所以嘛，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說一次就夠了，何必多說幾次折磨
自己呢？」
真的，老是找人聊天，說一萬次

有什麼用，笑匠還真是個智者。

良醫不及自己醫

風雨過後，天仍舊陰着，花
園裡的黃花菜開了一半，金燦

燦的，給陰沉的天氣帶來了幾分明媚。作為一
枚素食多年的吃貨，我終究沒有經受住饞蟲的
引誘，把黃花菜們摘了洗淨、過水、清炒，於
花園的樹蔭下坐而食之，唇齒間便瀰漫了初夏
的清新。
黃花菜是從千里之外的父親的園子裡移植過

來的，種下後蔓延極快，蟬鳴的季節，花兒便
一片一片地盛開了。沒有把黃花菜當做食物的
時候，它自妖嬈地躋身花叢，美其名曰「萱
草」。《詩經》中《衛風．伯兮》云︰「焉得
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便我心痗。」這
樣的萱草，便詩意地帶着思念的味道。
村裡有家做梅州醃麵的小館子，麵條柔韌，

嚼起來不軟不硬，葱油濃香而不油膩，最美妙
的是配上一碗清香的枸杞葉湯，葉綠果紅，飲
之，腹中溫暖而清爽，身心都得到了既簡單又
充實的滿足。

不知古人是否以枸杞為食，但可以肯定他們
是有種植枸杞的。《詩經》中描寫宴飲的《小
雅．湛露》中在寫了「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後，接着就寫了「湛湛
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夜
露下的屋舍外遍植枸杞，微醺的君子們醉不失
態，風度優美，無論食不食枸杞，都是一幅令
人嚮往的美好畫面。
其實《詩經》裡提到的食物頗多，我最鍾意
的還有蘆蒿，《周南．漢廣》中稱之為
「蔞」，「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
言秣其駒。」詩中的蘆蒿大抵是癡情的青年用
來做柴火或者給他心愛的姑娘餵馬的，真的是
浪費了這香噴噴的好食材。若是換做我，「刈
其蔞」後，必定是要來一個清炒蘆蒿大快朵
頤。想想都要流口水。
廣東人愛煲湯，土茯苓是最常用的煲湯料，
排毒祛濕的功效明顯，因此是廣東師奶們的最
愛，土茯苓龜湯、土茯苓排骨湯是多數廣東餐

館的例湯。我不吃肉，也常常以茯苓為主料煲
祛濕湯，據說茯苓還有養顏美容的作用。這就
難怪在《邶風．簡兮》中有「山有榛，隰有
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的句子，此間
「西方美人」，大約是喝了不少茯苓湯的。
仔細讀來，《詩經》裡所寫的能夠食用的多
是花草和瓜果，譬如《周南．桃夭》中的「桃
之夭夭，灼灼其華。」《邶風．谷風》中的蒲
公英「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
如弟。」《大雅．抑》中的「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以及《唐風．葛生》中的「葛生蒙
楚，蘞蔓于野」等等。幾百篇的詩歌裡，除了
《頌》，《風》、《雅》篇中，信手拈來，幾
乎皆有可食之物。就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在戀
愛中應用最廣的那句「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其實也是來自《王風．采葛》中的「彼采蕭
兮，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兮。」
在吃貨眼中，《詩經》簡直是一部浪漫的食
譜。

浪漫食譜《詩經》

話「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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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利卓別靈是精神病患者治療
師（網上圖片）。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