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戲式「革命」造成「大過」

便利後的責任
又是一年雙十一，
但今年不想談成績，
而想談點責任——享

受了便利之後的責任：環保。
每年的雙十一感覺就像奧運會，總能
「更高、更快、更強」。今年依然如此，
以淘寶天貓為例，全日成交額高達2,684
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增加了25.7%。其
中，完成首個百億元銷售額僅用了1分36
秒，而2018年是2分05秒，2017年是3
分01秒，2016年則是6分58秒，是不是
像奧運？
然而不幸的是，除了買買買的舒爽像
奧運，背後的垃圾製造速度也像奧運，甚
至是超越奧運。來自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
平的最新報告數據顯示，2000年時，中
國年人均快遞包裹量僅為 0.01 件，到
2018年時已增長到年人均36件；來自菜
鳥網的數據顯示，僅僅是天貓，2012年
全年單量為56.9億件，而2018年就已經
超過了500億件，2019年預計將超過600
億件，剛剛過去的雙十一天貓2,684億元
成交量的另一面，就是12.92億件訂單。
包裹包裹，就是得包着裹着。仍然是
綠色和平組織的數據顯示，2000年時，
中國的年快遞包裝材料消耗為2萬噸；
2018年時，這一數字已經猛增到941萬
噸。在中國的大城市及特大城市中，快遞
包裝的垃圾增量，已佔到生活垃圾增量的
85%至93%。如果不盡快得到有效控制，
到2025年時，快遞包裝消耗將達到4,127
萬噸。另一個來自國家郵政局2017年的
報告數據似乎更觸目驚心：2016年，全
國快遞共消耗編織袋32億條、塑料袋147
億個、包裝箱86億個及膠帶3.3億卷，其
中僅1年消耗的瓦楞紙箱原紙就達4,600

萬噸，相當於7,200萬棵樹。
生產這些材料所消耗的樹木已然夠

多，但還遠不止於此。綠色和平報告稱，
中國每年所需的這些包裝材料，其生產、
使用和處置的過程中會排放1,303萬噸二
氧化碳，即需要種植7.1億棵樹才能中
和。包裝垃圾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紙類
和塑料，其中紙箱類廢棄物的重複使用率
不足5%，塑料類就更慘，由於其利潤
低、回收難以及再生成本高，導致多達
99%的廢塑料會混入生活垃圾一起焚燒或
掩埋。綠色和平估計，目前中國每年用於
焚燒和填埋快遞包裝垃圾的社會管理成本
接近14億人民幣，2025年時，處理費用
預計會達到42.9億元。
快遞垃圾這件事其實並不是個新話

題，小狸幾年前就已經寫過，但如今回頭
檢視，很明顯並沒有什麼明顯改善。歸納
一下原因，也仍然逃不出四方面責任：
一、因為不方便所以用戶不願意配合回
收；二、因為價格貴商家不願意使用環保
材料；三、因為利潤低回收者也不願意回
收；四、因為運輸過程「豪邁」，所以無
論是商家、平台還是快遞公司本身都傾向
過度包裝。
諸多的現實困難說明「呼籲、倡導」

定會收效甚微，解題的關鍵也許應該落在
「強制」二字。比如有國外電商就要求退
換貨必須用原快遞盒，亞馬遜已推出嚴格
的統一環保包裝政策，並將對過大過空的
「低效包裝」商家進行罰款，台灣電商攜
手7-11改用環保包裝等等，另外，在國
家層面，也許可以強制干預把環保包裝的
成本降下來。
強制的，自然不會那麼舒爽，但每項
權利背後，總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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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非法佔
中、雨傘革命」，是一
場失敗的「顏色革命」

演習，擾亂了香港才七十九天，前任行政
長官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也沒有被推
翻。
五年後的二零一九年「小孩暴動、蟑
螂革命」是一場外國勢力全力施為的「顏
色革命」，這一兩代香港人生於安樂，半
年暴動未見有平息跡象。許多守法良民固
然是吃不消，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暴徒也不好過，可以說兩家都在精
神崩潰的邊緣。香港時局錯綜複雜，全賴
警察盡忠職守保護我城，警隊飽受內部外
部力量的瘋狂攻擊和抹黑，因為得到內地
官民和香港良民支持，雖然既疲且傷，士
氣仍然高昂。
有小朋友告知某大學碩士課程的作業
是易卦斷占，囑我談一下意見。從基本資
料分析，這一場動亂必然以失敗告終，香
港良民關心的只是平亂之後香港的傷勢有
多重，以及能否康復。而過程將會曠日持
久，不妨「不問蒼生問鬼神」一回。那份
作業說有人筮香港這回反對《逃犯條例》
之事結果如何，得澤火革卦的初九、六二
兩爻變，變卦為澤風大過（見附圖）。
所謂「占卦容易斷卦難」，潘老曰：

「當前局勢，是有人由反對修例，筆鋒一
轉、腔調猛改，唱出「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豪歌！筮得革卦，真是天造地設！
變出大過卦，『泰筮之神』給的指示至為
明顯！有人要搞革命，因而犯了大過。這
在支持革命的一方，當然是凶
象；負責平亂的一方，應得最終
勝利！」
小朋友曰：「潘老言重，今時
中學生在學校犯事，給記了大
過，誰也不當一回事。革卦『元
亨利貞』，大過卦『利有有
攸』，革六二又有『征吉』，卦
爻詞都是吉多凶少，潘老因何有
此斷？」

潘老：「其實易象義深而易辭易淺，
斷占重視卦德卦象多於卦爻辭句。現時許
多人學易，書看過一大堆，占卦之後，只
是拿卦辭爻辭來說故事，讓易占變為到廟
裡求籤那樣，拿了籤詩穿鑿附會一番就算
交差。前賢說：『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
王家用之大吉。』香港只是地方政府，與
王家相差太遠，是以搞革命為凶。」
小朋友曰：「這是潘老的發明？」
潘老：「非也！這是北周時名家趙輔

和的說法。話說東魏權臣高歡逝世，長
子高澄繼承父業，命弟弟高洋擇地葬
父。高洋帶同一批大師到漳水邊覓地，
找了好幾處都不吉。後來有一地形勢甚
佳，命首席風水師吳遵世占了一卦，就得
到革卦。同行者差不多網羅了鄴城風水界
精英，幾十人都說不好。趙輔和年少而未
成名，就說了剛才那番話。高家是比天子
低一級的王者，造反爭天下而得革卦，方
才可以大吉。」
小朋友曰：「潘老這說法聞所未聞，

易經全書入面都沒有這樣講呀！」
潘老：「易經易傳，只總結晚周西漢的
一部分易學發展，漢易許多基礎都要再深
造呀！吳遵世等幾十人都說那處地方凶，
證明當時『大師』都知道『革卦於天下人
皆凶』，畢竟造反是要抄家殺頭的。不過
有條件的權臣筮遇革卦，反而是革命成功
之兆。香港蟑螂小孩，把暴動造反當為一
場遊戲，還有這麼一大票的成年人起哄附
和，真不知天高地厚！香港必於這一頁中
國歷史記一大過矣！」

有詩歌伴着
成長的小朋友
是快樂的，帶

動着小朋友們讀詩，寫詩的大人
也是快樂的；我們聽詩、說詩，
與詩歌同行，這真是可喜可賀的
樂事！
同來聽聽一個可愛的萌娃，她

朗讀著名詩人王宜振的《時
間》，令人驚喜！
有個淘氣包 把時間切了一刀
切成白天和黑夜
像黑白兩個大蛋糕
太陽是這個白蛋糕的蛋黃
我猜想它的營養價值一定很高
月亮是這個黑蛋糕的果仁
我猜想它的味道會又香又好
今年10月27日下午，陝西西安

的名詩人王宜振，和台灣的名詩
人林煥彰，相聚在浙江杭州新書
發佈會直播現場，我和潘明珠有
幸在場觀看兩人新書揭彩儀式，
還親睹了小讀者為詩人和觀眾帶
來的精彩朗誦、分享繪製貓詩插
圖，以及聆聽著名學者孫建江老
師，與兩位大詩人的交流盛宴，
三人討論妙語如珠，碰撞出藝術
火花，給當場的文學盛宴，增添
了不少魅力。
西安詩人王宜振40餘年

創作的300餘首童詩，收入
在《王宜振童詩精選》1套
4本：《我是一座會移動的
山》、《夏天裡的蘋果
夢》、《西瓜的詩》、《星
星的腳印》；4本新書富文
學的魅力，展示了王宜振不
同時期高妙的藝術追求，有
助於培養孩子的觀察力、激
發想像力、提高表達力、培

育創造力。
而林煥彰所著《貓家族的詩》

繪本系列，集結了60餘首精彩之
貓童詩，和70餘幅兒童的童趣插
畫，大詩人和小朋友共同的創
作，釀造出一個變化萬端、奇妙
異彩的貓詩天地來。
孫建江認為童詩有其獨特性，好

詩具有想像力，能表達微妙的情
感；可使孩子們得到審美的熏陶和
文學的滋養，對成長和人生的發展
很有幫助。相較於歐美童詩，他認
為兩岸雖有幾十年的分隔，存在着
些差異，但在童詩創作上，兩岸俱
為中華文化滋養，兩岸差異隨着相
互交流而展開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融合趨勢，能互取所長，
各展優勢，共匯聚成中華詩潮，他
說得真對！
我深深地感受到詩歌是文學中

的明珠，與詩同行是人間最好之
禮物 ！我們擁有這麼好的兩套好
詩集，要常回味咀嚼；既可以孕
育和陶冶兒童的情感，發現詩中
意境和蘊含的哲理；更可以呵護
孩子童年的夢想，提高孩子的語
文素養；但願兩岸孩子們喜常讀
詩歌，快樂成長，長大成為心靈
富真善美之可愛的未來主人翁！

與詩同行 最好禮物
感恩節雖然說是西方傳來的節日，但是尊
重倫理大愛的中華兒女，每逢感恩節也如同
聖誕節一樣視為重要的節日。我的母親是一

位善良和藹樂於助人的中國婦女典範。常記得我的母親在我
幼時候教導我們要「常懷感恩心」，做一個好人。下周四便
是感恩節的到來，執筆之時，我不禁想起了先父母養育之
恩，我的家人、親朋戚友對我的幫助和施恩，成就了我今日
的幸福。此時此刻，不由得我向我的恩人釋出感恩之心。每
逢感恩節，我每多感慨。
我的好朋友、全國政協委員江胡葆琳女士是一位好媽媽，

她的兒子江山在她的教育下成長至今已是一位金融奇才。青
年俊傑江山先生在十年前創辦了匯勤集團，一家專注投資於
中國成長期企業的專業投資機構。十年間投資了十三家高速
增長的新經濟企業，所管轄的資產逾一百億元人民幣之巨。
江山行政總裁具愛國愛港及富有國際視野，事母至孝，對人
對事皆充滿愛心和感恩之心，他的奮鬥努力精神，實是當今
青年人的好榜樣，值得學習。上周，江山行政總裁為匯勤集
團慶祝十周年紀念，獲得財經界同業、親朋戚友等的衷心祝
賀和點讚！
我們都愛護和重視青年一代，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每個

人的成長皆由家開始，父母的養育不離教導，學校和社會的
責任同樣重要。每個青年人必須要具有「風物長宜放眼量」
的眼光和胸懷，要有容人和寬恕人的愛心，才能成為社會的
人才和國家的棟樑。若然常常怨天尤人，只顧眼前私人利
益，就談不上具有家國情懷，更談不上是一個有用的人。
當下發生在香港歷經五個多月的社會活動，誰也不會否定

所見所聞，那些暴徒所作所為，訴求示威變成暴動暴亂行為
了。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眼見暴亂分子竟然大多是青
年人，我們的下一代怎麼了？更甚的是，校園變為戰場、變
成兵工廠，全港各區遍地開花的暴亂狀態令人痛心疾首。老
實說，我今年實在沒有產生感恩之心，看見我們的孩子誤入
歧途，看見我們的同胞在正常生活、甚至人身財物安全都受
到威脅時，我的心實在痛，無法感恩了。
想深一層，由於社會發展，貧富懸殊，產生很多矛盾和怨

恨，雖然可以理解，但不能老是發出怨恨和怨言，特別是青
年人埋怨難以向上流，結果眼中所看到的、耳朵所聽到的，
常感不公平而發出怨恨和作出不文明的甚至違法的行為，最
後不但不能令自己向上流反而將自己前途盡喪，令親人痛心
難過。我們大家都應為此而唞一唞，想一想，好好反思是否
大家都有作出檢討的空間？

感恩之心

最近到了日本京都的嵐
山溫泉區，沿途遇到不少

穿着和服的男女，甜蜜地在橋上或公園拍
照，又或乘坐人力車穿梭於竹林間，頓時
有種「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迷失。
嵐山位於京都市西京區的高山上，溫泉
處處，與對岸的小倉山中間隔着大堰川，
是賞春櫻和秋葉的勝地，經常遊人如鯽。
該區最出名的名勝是渡月橋，原是遠自平
安時代承和年間（834-848）興建的木橋，
有說龜山上皇渡橋時見橋身與倒影接合，
一輪明月在其中，人在橋上行，恍如走過
皎月，遂取名「渡月橋」。年年代代過
去，此橋已發展為可行車的現代石橋。
嵐山竹林高聳，景致優雅。區內有許
多年輕男子拉人力車，載着遊客飽覽美
景。大家也可乘坐觀光小火車，遊走河川
和山谷之間。在這優雅環境下，嵐山成為
年輕情侶約會勝地，聞說京都女大學生常
說：「區內的渡月區、嵐山公園和竹林，
是最浪漫的約會地點，但若對方最後帶你
到大堰川搖曳輕舟，則是暗示兩情不合，

到達彼岸便是和平分手之時！」把約會與
分手安排在同一區，也未免太刺激了吧！
日本人的愛情觀委實有其獨特性。
在去程的飛機上剛好看到一齣以少年戀

情為主題的日本片。講述日本少女多主動
追求學長或同級男同學，她們會找機會問
心儀的男孩：「學長，我可以和你交往
嗎？」這「交往」一詞就如同拍拖談戀
愛，如果對方不拒絕，兩人便約會，但
三、兩次約會後，對方覺得不合適，說
句：「我們不要再交往了！」來得清清楚
楚，當然泛舟堰江會教人更斷腸！

日本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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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嵐山的大堰川有說是情侶
分手之地。 作者提供

這個時節的南方有點
冷，但還沒到冷到發抖的

地步，所以最適合穿衛衣。軟軟的，稍有厚
度。行動間，衛衣特有的襯墊紗線絨面會摩
擦着皮膚，造成一種麻麻的觸感。
起風時，人能夠明顯感覺到衣服正在擠壓着
皮膚和衣料之間的空氣。這是入秋以來第一件
秋裝衣服，既是貼身的，又是外部的。但它不
同於夏裝的似有還無，作為秋裝的衛衣是要在
與皮膚的格格不入之中提醒着自己的存在，以
向身體傳達一種來自於物的安全感。
所以衛衣最大的功用，在於將全部的關注

點都放在保溫上。最早它被穿在紐約冷庫工
人的身上，隨後是運動員，再之後，就成了
一種流行。一件以溫度作為自己目標的衣
服，流行起來簡直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它
抓住了衣服的本質。既呼應了肉體，也呼應
了自然。
因此，非但在近百年的時間裡，它能夠留

存下來。而且，衛衣布的工藝還催生了新的
變種，叫做搖粒絨，也是極舒適又溫暖的。
在這幾個秋天裡，搖粒絨簡直已經與衛衣並
駕齊驅了。
按說這類衣服最大的功用在於禦寒，且要訣

是舒適的禦寒，它該是時尚所摒棄的。因為時

尚此事，代表一種文化，然則文化從本質上而
言，自視高之於物。即便不反對物的功用性，
至少對於這種功用性也持藐視態度。但或許正
因如此，受到時尚排擠的衛衣卻在1970年代
受到了Hip-Pop的追捧，成了反潮流的象徵。
一種不見容於潮流之物在反潮流中成為潮流，
這不得不說是對文化深深的諷刺。
在當時的情況下，穿上衛衣的人就好像立

即變成了一個鬥士，可以瞬間將他們眼中那
些西裝革履的衣冠禽獸打擊得體無完膚。這
種反潮流一直流行了20多年，直到1990年
代到達了高潮。無論是Tommy Hilfiger、
Ralph Lauren，還是屬於 High-Fashion 的
Gucci和Versace，細數過往，哪個品牌沒有
推出過幾款像樣的衛衣？
不過時過境遷，現在的衛衣已經喪失了這

種先鋒性。年輕人喜歡衛衣的款式和材質，
是因為舒適和無拘無束，而無拘無束也早就
成了現代性的一部分，於是也就成了文化的
主流。但在着裝的過程中，我們依然能夠隱
約察覺到衛衣作為服裝的功用性和文化性之
差別。
當一個在衛衣之下穿上襯衫，並且，襯衫

的領口還扣緊着最後一顆鈕扣的人出現時，
無論如何，這也不代表隨性與自然。就像有

節制地追趕流行，這是一種正裝的變種。為
了使嚴謹不會成為一種侷促，又避免使隨性
氾濫成任意。或者，還有一種情況，像Ber-
leti這兩年所做的嘗試，用高密色織太空棉
偽裝成衛衣的款式，但卻是質地細密的、一
絲不苟的和需要內搭襯衫的。
正如羅蘭巴特在《流行體系》當中所說，

服裝此物本就存在三種形式，一種存在於文
字的描述裡，叫書寫服裝；一種存在於圖像
裡，叫意象服裝；一種穿在人的身上，才是
真實服裝。當我們很興奮地從網上買回一件
衣服之後，打開包裝，有時卻大失所望。或
許就是受惑於圖片當中的意象和文字描述裡
的書寫，這兩樣東西雖然極其仿真，卻並不
真的能夠替代觸摸才能夠察覺到的質感，也
無法替代只有眼睛面對實物時才能夠辨別出
的色差。於是，我們便會時常受騙。
所以，衛衣在時尚界最初所受的那些排
擠，在上世紀70-90年代所代表的那些前
衛，或者現在被一種叫做高密色織的太空棉
所偷換去了的概念，都是一種書寫。在這個
叫做潮流史的大書寫當中，會有無數個小的
書寫和意象，但這些都不可替代真實的那件
放之於眼前的衛衣。因為只有這一件才是可
以觸摸的。

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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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閒暇的時
候，可如何度好這份
閒暇時間，卻彰顯着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
甚至於生命境界。

「閒」有種種，最好的休「閒」方
式，似乎，應當是閒出一份「雅」來。
知堂老人周作人，一「閒」下來，就
「喫茶」。但他說：「我的所謂喝茶，
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
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
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可以
看出，周氏之閒喫茶，其要，不在於物
質享受，而在於精神獲得，所以，他在
「喫茶」消閒之時，就每每悟得一些人
生道理，最經典的表達就是：「得半日
之閒，可抵十年塵夢。」他是在「喫
茶」中，有所思；於消閒中，品得一番
人生滋味。基於此，他對日本的茶道，
也別有一解，他說：「茶道的意思，用
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裡偷閒，
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
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
茶道，於繁瑣的形式中，彰顯着一些形
而上的生活道理。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瀾，工作
之餘，則喜歡做一道美食。在蔡瀾看
來，享受美食，只是一種結果，更享受
的，還是做美食的那個過程。食材，不
必山珍海味；食器，亦不必金銀珠玉，
也許，一切愈簡單愈好。

他在《下酒》一文中，曾經這樣寫自
製一道佳餚的過程：「把一個小火爐放
在桌子上，上面架一片洗得乾乾淨淨的
破屋瓦，買一斤蚶子，用牙刷擦得雪
亮，再浸兩三小時鹽水讓牠們將老泥吐
出來。最後悠然擺上一顆，微火中烤
熟，『噗』的一聲，殼子打開，裡面鮮
肉肥甜，吃下，再來一口老酒，你我暢
談至天亮。」看，食材，僅一斤蚶子；
食器，一片破屋瓦而已，而蔡瀾卻把製
作美食的「過程」寫得如此詳細，乃至
繁瑣，何也？就是要表現那個享受美食
製作的「過程」。蔡瀾，是在享受美食
製作的過程中，享受一份「休閒」的樂
趣，並且，在這份樂趣中，他也同樣能
感悟人生。吃着自己親手做出的美食，
他說：「把孤獨變成一種享受，也是一
種哲學。」在享受美食中，哲學地解讀
人生，確然是一種高境界。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二十世紀公
認的傑出的小說家和文體家，其作品，
影響巨大。納博科夫，可以說是一生忙
於寫作，但他，也有自己獨特的休閒方
式，那就是「捕捉蝴蝶」。這一休閒方
式，亦可謂貫其一生。他在回憶錄《說
吧，記憶》中寫道：「我在各種氣候
區、在各種裝扮下捕捉蝴蝶：一個穿燈
籠褲戴水手帽的漂亮小男孩；一個穿法
蘭絨褲子戴貝雷帽的四海為家的瘦長僑
民；一個穿短褲戴帽子的胖老頭。」
最終，納博科夫把這種休閒方式，發

展成為一種業餘愛好——「蝴蝶之
愛」，進而達到一種研究者的高度。納
博科夫還為此寫出了多篇論文，甚至
於，有幾種蝴蝶，居然是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以至於後人說，研讀納博科夫必
得尋兩條線：一是他的作品，二是他的
愛好——蝴蝶之愛。否則，即不足完備
矣。你看，這就是「高雅的閒」——賦
予閒暇一些意義，在消閒中，做出一點
兒成績。
或許，有人要問「你列舉的都是一些
作家，一些名人，尋常人呢？」尋常人
如何？其實，尋常人，也能賦予消閒一
份風雅，或者一些意義。
最典型的，就是鄉下老人的冬日負

暄——曬太陽，是也。南牆根下，柴草
垛前，老人們拿一隻腳凳，倚牆而坐；
或者，撕一把柴草，席地而坐，如此簡
單，又如此安好。薄薄的冬陽，暖暖地
曬着，老人們負暄而談，或者閉目養
神，彷彿，無所思，面容是那樣的安靜
而祥和——沒有名利追逐的猙獰，沒有
驚心動魄的恐慌，有的，只是一派的寧
靜和舒適。
時間，彷彿在這兒停止下來，你從他
們臉上，懂得了什麼叫恬淡人生，懂得
了什麼叫知足常樂；他們，以實際的行
為告訴你：什麼是「自然之子」。
故爾，鄉下老人之「負暄」休閒，實
在就是一種「大俗中的大雅」——是
「雅在俗中」。

閒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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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筮得革之大過。 作者提供

■童詩發佈會現場。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