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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的「門檻」，比喻界限、關口、條
件、要求等。比如：「這所學校不好考，門
檻太高了。」「期貨市場入市門檻逐漸走
低。」「老爺爺是跨過了百歲門檻兒的
人。」等等。
本文所說的「門檻」是看得見摸得着、客

觀存在的實物，即門框底下與地面相接處的
橫木條、石條或石料和木料聯合製成的石木
條。清鄭燮《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有
五言絕句四首，小兒順口好讀，令吾兒且讀
且唱，月下坐門檻上……」
冰心《往事．六一姊》：「我偶然走過菩

提家的廚房，看見一個八、九歲的姑娘，坐
在門檻上。」不少作品都有坐門檻的寫實。
中國傳統住宅的門口都有門檻，門檻是住

宅內外的界限，是一道關卡，有穩固門底的
作用，進出時可以緩衝步伐阻擋外力，既可
擋風防塵又能擋住水流和爬蟲。
此外，門檻還被賦予很多文化內涵。
佛教認為寺廟的門檻是釋迦牟尼的肩膀，

所以不能踩踏，否則被視為對佛的不敬，為
避免不小心被踩踏，所以設置得很高。
民居的門檻被視為主人的脖子或脊樑，門

檻高低與人家的貧富門第有關，寓意主人的
身份，也象徵着主人的財運，所以有的地方
通常忌諱踩踏和倚坐，特別是不能坐在中
間，否則財運不得翻身。
《禮記》中有「大夫士出入君門不踐閾」

的記載。有人說，只有青樓女子傍晚攬客時
才依欄踩門，所以特別忌諱女子踩門檻。
俗話說：「男踩門檻沒出息，女踩門檻要

難產。」從風水角度，門檻如同一堵牆，有
聚氣、防止財運外洩、阻擋陰風外邪浸入的
功能，特別是把妖魔鬼怪擋在門外，對家起

到保護作用。
其他國家的住宅有門檻嗎？當然是有的。
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一八七八年的散文詩

《門檻——夢》：「我看見一座大樓，正面
一道窄門敞開，門裡充斥着陰森黑暗。高高
的門檻前站着一位姑娘……啊，你要跨進這
道門檻來，想做什麼？」這段文字直接作出
了回答，可見門檻並非中國所獨有。
那麼，門檻是怎樣產生的？
有資料說，古代人如果死在外鄉也要落葉

歸根，有專門從事「喚屍」的職業人，會把
屍體帶回死者的家，為防止殭屍夜間跑出
去，所以發明了門檻，寓意是一堵牆將其擋
在屋裡。
至於職業喚屍人和門檻究竟起自什麼年代，

筆者翻閱了大量文獻亦未找到明確答案。
今年三、四月間，筆者拜訪位於海口市的

海瑞故居（海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海南省
廉政教育基地、海南省歷史傳統教育基地）
和邱濬故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海南
省廉政教育基地、海南省歷史傳統教育基
地），並大致測量了海瑞故居「正堂」和邱
濬故居「可繼堂」及其通往側室的門檻。門
檻由下部的石料和上部的木料製造，總高約
四十五厘米、厚達十餘厘米，而普通人家的
門檻大多只有四、五厘米高及二厘米左右
厚。
海瑞，鄉試入都恩賜進士，明代著名政治

家、清官，曾任福建南平縣教諭、浙江淳安
縣和江西興國縣知縣、戶部雲南司主事、應
天巡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等，最高官位
二品。邱濬，明代著名文史學家、教育學和
經濟學家，曾以禮部侍郎掌管國子監、以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事，最後加封少保兼武英殿

大學士戶部尚書，官位一品。
清顧燮《丹午筆記．門檻稅》：「明萬曆

年間，凡家中有大廳者即加『門檻稅』。」
海瑞家的正堂和邱濬家的可繼堂即為廳

堂，據此說法，海瑞和邱濬的孫代是要繳納
門檻稅的，通常被稱為「有門檻人家」。

再到文昌仰拜著名的宋氏祖居，看到的門
檻則與普通百姓家無異。

據考證，宋氏的遠祖為北宋名相、政治家
韓琦，相州安陽（現河南）人氏。
韓琦第六代孫韓顯卿曾任廉州（現廣西北

海）知州（官位四品），金兵南侵時遷居廣
東雷州，南宋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年）帶宗
譜舉家渡海到海南文昌縣古路園村定居，成
為海南韓氏一世始祖。
海南韓氏第二十三代孫韓教准，是中國傳

奇的宋氏三姐妹的父親，其祖父韓錦彝是文
昌城的教書先生（有人說是平民百姓），父
親韓鴻翼是沒落的儒商，韓教准於清同治二
年（一八六三年）出生在這拮据之家。

因生活所迫，九歲的韓教准隨其兄到印尼
爪哇當學徒，十二歲（有說十四歲）時過繼
給宋姓嬸母之弟易姓為宋，更名耀如，並隨
繼父到美國學行商（可見宋氏祖居實為韓氏
祖居），雖然後來成為世界名人，但其出生
在陳設十分簡陋的地方，不可能成為「有門
檻人家」。
如此看來，門檻的文化寓意不言而喻。
海南有一種樹，一部分樹根係猶如木板突

出於地面生長，故稱「板根樹」，據說板根
為做門檻的常用木料。門檻是豪門大戶互相
攀比的臉面，高低要隨人的地位陞遷而更
換，雖然更換門檻是件麻煩事，但對主人來
說則是樂此不疲的，此乃人生之共性吧！

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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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中環
今日廣義上的中
環（包括東至金鐘

和西至上環），不但是香港最具象
徵意義的中心商業區，也是政商權
力的象徵，在近年的保育熱潮下，
其歷史悠久的建築群也充分發揮
「剩餘價值」，一些逾百年樓齡的
建築物經過活化後，變身為文化創
意基地乃至地標，像四年前開始運
作的「PMQ元創方」和今年中開幕
的「大館」。
在這些蘊含歷史價值的新文化地
標及其附設的視聽藝術活動，加上
原有的文化熱點如畫廊、古董店、
酒吧等帶動下，給這個充滿銅臭味
的金融中心賦予新的意涵，豐富了
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增添了遊客的
意慾。
所以，近年有人把中環包裝成
「藝術中環」。此話不虛。那天到
中環，甫走出港鐵站，就在 IFC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空地，巧遇
多位「熟悉」的面孔──那是由兩
位中國七十後畫家鄒操和任震宇將
十三位名人「臉譜化」後呈現的新
藝術傑作。
鄒操以指紋油畫聞名，他以指紋
覆蓋黑白肖像，讓觀者透過放大了
的鮮艷指紋去窺探演藝界名人的世
界，包括柯德莉夏萍、鄧麗君、李
小龍、張國榮、梅艷芳等；任震宇
則聚焦於政商界名人和藝術家，他
不用畫筆，只用刮刀及油畫刀，
「刮」出李光耀、林肯、德蘭修女
和畢加索等面貌，畫風別樹一格。
那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

會主辦的「以愛點亮慈善之光」藝
術展（展至今日），不但展示藝術
家風格獨特的畫作，也是嘉許這些
慈善名人對社會的貢獻。所以，在
每張畫旁邊都簡介他們的善行，並
附其經典語錄。主辦方希望以藝術
喚起人們對孩子和下一代的關愛。
為了引起共鳴，更邀請觀者挑選喜
愛的名人肖像，他們會給你寄出一
張電子明信片，展覽創作夥伴AFG
則為每張寄出的明信片捐出港幣五
元，以支持聯合國的兒童工作。
當我拾級而上，走上荷李活道及

位於其上的大館，迎來的是另一道
兼具古色古香和科幻想像的藝術
風，感覺清新。只是，當我站在昔
日的監獄操場（現闢作公共藝術空
間）上，環視一間間結構堅實的監
倉，再仰望周遭毗連的高廈，突發
奇想：原來百多年前監犯的居住環
境比今日當了「世界公民」的劏房
戶還好！
古蹟、藝術、名人包圍下的新中

環令人嚮往，但願那些掌控中環命
脈的人們除了給遊客們帶來新景觀
外，如何透過實施新政，也為寄託
於中環的市民帶來新希望。

傳說中國農曆七
月是鬼節，長輩們

都提醒晚輩切勿在農曆七月晚上在
街上逛，更不要打傘，免得在街上
惹上閒魂野鬼，一身不吉利。料不
到在世界另一邊，西方國家也有鬼
節傳說，就是剛過去的10月31日
萬聖節（Halloween），又稱西方鬼
節。這萬聖節期間，青年人都喜聚
在一起扮鬼扮馬，化了有趣的鬼
妝，互相取笑，不亦樂乎。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城市，
七月鬼節，十月萬聖節，大家都
在熱鬧地度過。最熱鬧的地方是
中環的蘭桂坊，身處其中的人，不
論中西男女，扮鬼扮馬，熱鬧得
很。蘭桂坊畢竟地方有限，在另一
處海洋公園，地方則大得很。有
心人為「鬼地方」加上科技元
素，實在有趣。
說句不好聽的話，在這個十月相
當多災難，添上新鬼。聽老人家常
警告，「行船跑馬三分險」，其實
要說「行船跑馬坐飛機十分險」。
本周印尼獅子航空一客機在起飛後
不久墜海，機上 189人據稱全罹
難，令舉世震驚。而在本周日，內
地重慶市萬州區一輛公交車因交通
意外墜入長江，據報逾二十人傷亡
及失蹤。這些交通意外，都令人悲
痛不已，添新愁。
執筆之時，天文台預報颱風「玉
兔」可能將在日內經港。颱風「玉
兔」風力不下於早前襲港的颱風

「山竹」，幸而「玉兔」所經過行
程有一段日子，相信就算有可能掠
過香港，風力亦已減弱，期望對香
港不會構成又一大災難。天災可
防，但不可滅，而今天氣預測更科
學化，各國各地都加強防禦，減少
天災的破壞。
縱觀世界環境複雜多變，從政

治、經濟及社會發展中，有很多是
因人為而釀成的災難，期望各國領
袖能夠以民為本，不要以本國私利
而禍及他國。尤其是大國一定要有
大國風範，以大局為重。就以中國
為例，進入新時代的我國，在習近
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等國家領導人
領導下，進行大國外交，到處與各
國為善，以世界命運共同體倡導多
邊貿易主義，反對單邊保護主義，
以和平發展為主導思想，使世界發
展不受戰爭的傷害。
最近，習近平主席高度肯定我國

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永不停步！其
實，今年正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
年，世界都稱讚這40年的中國的確
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輝煌
的成就。
而今我國已進入又一個改革開放

新開始，配合現代化創新科技的新
時代。雖然世界各國正處於複雜多
變，矛盾重重的年代，我國的經濟
發展面對外部勢力的興風作浪，我
們不會怕，有信心有能力去應付和
控制。最重要是我國上下一心，團
結一致，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記得初玩社交平台時用了
一張遠景有樣貌的照片作標

籤，生性愛正能量的言論，所以留言支持心目
中正義的帖子，結果立即被無品的人惡言攻
擊，為怕影響工作，只好改用風景照，這樣卻
令朋友未必找到自己，少些點讚都沒辦法。因
此對「網絡欺凌」極度討厭，特別是發現那些
口口聲聲說支持爭取民主的人，卻最愛「網絡欺
凌」不同意見的人，簡直低水平。近期知道連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和天王劉德華都成為網絡欺
凌目標。面對欺凌，特首都只能以勸告方式，
林鄭批評︰光有科技知識卻缺乏品德的人，會
與網絡黑客一樣對社會構成危險。
劉德華因為幫團結基金宣傳片旁白傳遞

「值得做的事馬上做 香港有希望」訊息就被
人任意攻擊，成為網絡欺凌目標，那些口口聲
聲維護香港言論自由的人，卻不容許劉德華做
自己願意做的事。身為民主社會的一分子，竟
容不下不同聲音，要求是一言堂，豈不是自打
嘴巴。
還好也有些正氣人敢網上應戰，讚揚華

仔︰今時今日輿論一面倒，很欣賞劉德華！因
為他敢站出來！因為這當中的後果是什麼人都
知道的，以他今日的地位，他根本犯不着這樣
做，看看某些紅星仍然在討好「黃絲」。就算
他真的支持填海，又有什麼問題？香港都是靠
填海才有今日。
同時，在內地雖未必去到「網絡欺凌」，

微博上也有網絡毒舌在攻擊人，例如中國女排
於世錦賽奪銅，隊中23歲的奧運冠軍張常寧
因表現未如人意而遭受不少指摘。張常寧爸爸
心疼之餘忍不住在微博發長文為女兒鳴不平。
寫道：「做人嘴上要積德，心上要積善，張常
寧此次能參加世錦賽，實為不易，過程中坎坷
有誰知道？膝蓋十字韌帶撕裂不足二月，帶着
厚重的護具訓練比賽；腎積水術後不足半年，
小組賽打完意大利尿血、複賽戰罷美國出現尿

血；比賽中又感冒發燒～這些傷、病、痛有誰
知道？家長的心疼只能放在心裡，運動員訓練
苦、累、傷、痛、病這一切常人是很難理解得
了的。在大賽來臨要忍着傷、病的折磨，咬着
牙為了自己的夢想、為了祖國的榮譽，去奮
鬥、去拚博！那些指摘謾罵運動員的人又有幾
多人能為之？？？心無善難為人、人無德枉為
人、行善積德方能為人。」
張爸爸反駁得好，那句︰「心無善難為人、

人無德枉為人、行善積德方能為人。」真有水
平！！網絡媒體帶給人類許多方便，令人不能
不喜愛，愛到上癮兼依賴的程度了，卻又帶來
許多令人討厭的「副作用」，包括網絡欺凌、
網上欺騙、愈來愈多人患自閉或者妄想症；這
已經不是一個文明社會應存在的現象。但目前
似乎又沒有人可以對付這惡霸，是「奈佢唔
何」。希望發明這個科技用途的人繼續研究如
何可以消除「副作用」，第一樣先要解決「網
絡欺凌」這個毒瘤，因為目前他們形同惡霸，
隨意出口傷害人，否則後遺無窮。
網絡欺凌雖然一撮人在做打手，但會引發

人云亦云的不理性議論給當事人壓力，其實是
帶來很大禍害。他們會令一些人怕影響職業不
敢表達真實意見，例如國家或特區政府一些政
策是不錯，社會上不少人支持的，但政府好像
沒有聽到太多和應的聲音，除了政治人物，知
識分子演藝界人士都不願發聲，因為怕了「網
絡惡霸、毒舌」攻擊令自己陷困擾，甚至打爛
飯碗，因為一些盲目崇拜網上反應的廣告商一
聽到網上話某人點點點……呀，結果就唔敢
找他了，所以許多藝人寧願不發聲了。「網絡
惡霸、毒舌」會令EQ低的人情緒受困擾繼而
出現情緒病，學生哥出現例子不少。
社交媒體資訊膨脹衝擊年輕人正向的價值觀已成
事實，所以要想法糾正，否則社會問題愈滾愈
大。訂出適當的網絡規矩，對下一代培養正面
價值觀及正向思維是目前唯一的改善辦法。

人無德枉為人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朋友圈活動消費，大數目還款
用支票或到銀行過數，圖個單據清

晰；但飲茶交通，小數目如夾錢吃飯交往等，一
百幾十，身上零錢不夠，很多時是忘記，也不能
計較太多。
有次途經市場，同行友人身上不夠現金，向我

借了一百元買魚，剛步出市場，手機就收到朋友
的還款通知了，原來還錢話咁易，對方是使用最
近推出的「轉數快」功能轉賬，濕濕碎的錢都能
一下子來到跟前。
銀行轉賬行之已久，快捷不用說，但現在推出

的「轉數快」更加方便。方便之處在於付款一
方，只需知道對方手機電話號碼，不用知悉對方
姓名及賬號，轉款通過手機號辨認進入對方的賬
戶。當然這個操作是有前設的，比如辨認收款人
的電話，必須是銀行賬號登記的電話；收款人在
同一銀行有兩個以上賬戶，必須選擇一個為指定
的收款賬號，否則「轉數快」便不能辨認。「轉
數快」除了手機號作辨認賬號轉賬外，當然也可
以用電郵和銀行賬號作辨認，但總不及用手機號
易記與快捷。
本港銀行金融服務一直走在世界前列，隨着網

絡與電子支付工具發展，近年也不斷推出新的交
易方式。早前推出的電子支票及網上存入支票服
務，當許多人還未有認識或嘗試習慣使用時，由
金管局牽頭的「轉數快」已悄然推出。業界人士
指出，金管局出手，能打破各銀行各自為政的電
子交易體系，加速各銀行與電子交易融合，將電
子結算體系固定於以銀行為主的局面。
近年，由於網絡支付功能快速發展，其各自發
展網上支付系統，伸延無疆界，直接挑戰銀行原
有交易與支付。「轉數快」把支付功能集中銀行
範疇，是回應了各方的挑戰。
當然這種「轉數快」未必適合長者，長者眼

矇矇，手指也不靈活，按錯電話號還錯錢，徒嘆
奈何，長者錢銀不急於一時交易，還是不一定要
趕潮流的。

還錢話咁易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問上鋼琴課的小
朋友最喜歡哪個音

樂家，他不加思索便答莫札特，而
且一副充滿遐想的陶醉表情。真
的，十八世紀的奧地利音樂天才，
小時候已是樂壇寵兒，六歲在維也
納宮廷表演後，如雷掌聲中跑到寶
座吻公主，至今還成為樂壇傳頌的
佳話，那年代，幾乎全國有子學習
音樂的父母，都無不渴望自己的兒
子成為另一個莫札特。
可是莫札特的風光隨他神童時代
結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哪知道天
才橫溢性格堅強不屈的莫札特，婚
後不久便開始進入他潦倒的下半生，當
時音樂家全都受僱於教廷，莫札特
只不過有次不肯遵從主教所定主題
編寫樂曲，給擁有封殺大權的主教
撤職後，從此便一蹶不振了。
陷入糧無隔宿的絕境，甚至還得
不到家人體諒，同是音樂家崇尚權
貴的父親怪他不服從主教，熱愛音
樂的姐妹也看不起他，往後日子夫
妻牛衣對泣，兒女夭亡，傾盡心血
編寫歌劇賣錢，又受劇團貶視，
《魔笛》海報中，他的名字細字壓
到最後；晚年為賺取薄酬為他人所
作《安魂曲》，也間接無形冥冥中
成為他自己的哀歌。

出殯日暴雨狂風，棺木屍骸亦不
知所終，可是今日樂迷欣賞他的名
作《魔笛》、《安魂曲》，可能還
幻想他執筆時還過着逍遙寫意的幸
福生活，怎想到他每個音符都在泣
血？晚年作品音符中的圓點，都是
他從心靈中凝固成的眼淚。畫家梵
高一生坎坷，生活再不如意，還有
一個關心他的弟弟，他一直只活在
個人瀟灑自由的天地中，享受着油
彩的燦爛，有顏回式一簞食一瓢飲
之樂，莫札特卻終生鬱鬱不得志於
受主教的打壓，精神上還得不到半
點親情的慰藉，就職期間不曾憑自
己心願寫他自己喜歡的主題作品，
能不有憾？
今日我們欣賞到傳世之作，為賣

錢而作《魔笛》和《安魂曲》，未
必是他自己最滿意的作品，只是仍
然掩蓋不了他的天才本質罷了。

莫札特悲慘歲月

秋天在中國是個頗受歡迎的
季節。

大抵是因為到了這個時候，春天辛勤播下的
種子都要開始收穫了，枝繁葉茂地綠了，春夏
兩季的植物到了秋天開始變色，金黃的，火紅
的，飽滿豐盈，昇華出屬於豐收的顏色。
到了秋天便有好些沉甸甸的節日，重陽節、

教師節，都是沉澱後的收穫，團團圓圓的中秋
節更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在秋天裡所過的最美好
的節日。西方人也不例外，他們用萬聖節來讚
美秋天，同樣在秋天過感恩節來感謝上帝賜予
的收成。
中國文人多矯情，尤其是古代文人，傷春悲
秋，亦十分地喜歡秋天，大抵是因為秋天好寫
詩。樹葉紅了，便可寫「停車坐愛楓林晚，霜
葉紅於二月花」；樹葉掉了，便能曰「無邊落
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颳個風，便能
感嘆「落葉西風時候，人共青山都瘦」；下個
雨，便能讚美「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還有
人，家裡房子被風颳了，便也要氣勢磅礡地作
一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傷感亦要有氣度。
如此種種，文筆不好不行，沒有想像力怕是更不行。
不然，春也無處可傷，秋也無從悲起。
我從小愛幻想，腦子裡總會生出許多奇奇怪

怪的想像，年紀小的時候，還沒有學會寫字，
亦不愛與人說，常喜歡在傍晚去看火燒雲，火
燒雲有各種各樣的奇怪形狀，我便把腦中的想
像揉進火燒雲裡，變幻出一個個奇妙的故事
來。後來大了一些，上學了，會寫作文了，大
多孩子寫的作文皆是有板有眼，偏我的作文是
無板無眼，只靠想像，天馬行空。
有一次寫故鄉，我沒有到過故鄉，不曾看過
故鄉的樣子，只憑天馬行空的想像，寫了一篇
故鄉的四季。我是吃貨，從小就「為食」，便
寫了未曾見過的故鄉在金秋時節田間地頭豐收
的糧食瓜果，寫了故鄉的虛無的親人、朋友，
甚至一群愛爬山愛打架的山羊。結果那篇作文
得了滿分，成了全年級的範文和我的語文老師
的驕傲。
女人大多想像力都比男人豐富。
英國女作家J.K.羅琳想像了一個可愛的小魔法

師哈利波特，創作了《哈利波特》系列小說，
並被改編成電影，從孩子到成人皆被其吸引，
她對魔法世界的想像滿足了孩子們的想像力，
為童心未泯的大人帶來了極大的樂趣。於是她
的小說和電影迅速風靡全世界，二十年來，J.K.
羅琳的想像力持續不斷，她的作品熱度亦持續
不斷。

據說J.K.羅琳當初才開始寫後來在全世界影響
巨大的《哈利波特》的時候是個貧窮的單身母
親，她把自己的想像力都放在了文字裡，才有
了自己後來的成就和讀者的精神食糧，如若不
是，便無法想像。
有的想像力豐富的女人，不是文人，卻也傷

春悲秋，多愁善感，把豐富的想像力用在了別
的地方。記得以前看過一個段子，說的是一個
妻子總是疑心自己的丈夫有外遇，丈夫每天下
班回家，她都要在他的外套上找頭髮，無論長
髮短髮，但凡丈夫的外套上黏得有頭髮，一概
認定是丈夫和別的女人親密接觸過。後來丈夫
為了避免麻煩，便把外套清理乾淨才回家，這
下妻子便認定丈夫「連光頭都不放過」。這般
一來，當然導致「家嘈屋閉」，想像力反倒成
了破壞家庭和諧的罪魁禍首。由此可知，想像
的天空很奇妙，若是想得不妙，便極容易受
傷，亦傷人。
在中國哲學家、思想家老子先生眼中的

「道」是既虛又無的事物，若用老子先生曰過
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來
展開想像，簡直無窮無盡。如此，何不聽老子
先生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莫
讓想像的利刃傷了自己。

想像力是把雙刃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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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譜光芒背後，隱藏着他
多少辛酸和淚水！ 作者提供

■展覽現場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