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節氣

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
又在兇猛疫情裡
熬過一周的你，還

好嗎？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消息不
斷湧來，生氣的、震驚的、不解的、
感動的、心疼的，所有正面負面的情
緒輪番襲擾，各式想到想不到的戲碼
依次登台。而一切就像色盲測試紙，
繽紛的細碎色塊最終都會沉降成底色，
只留下一個凸顯的字符——「人」。
是的，如果「是人」和「非人」是
一條數軸的兩極，那麼近期發生的所
有事幾乎都可以詮釋成分佈在這條線
上不同位置的點。
比如，那些披着垃圾袋戰鬥在一線

的醫護人員；那些別人急着往外逃，
他們卻慷慨往裡走的記者、軍警、建
築工和志願者，他們冒着生命危險，
他們逆風而行，因為他們必須捨身取
義才能幫人們對沖掉「非人」方向對
應位置的惡。他們定是站在「是人」
方向的最前端，他們不僅是人，他們
是英雄。但是，比起歌頌英雄，我更
希望根本不需要英雄。
又比如，武漢告急，很多人竭盡全
力地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有人捐錢
有人捐物有人捐蔬菜；有明星親自當
起司機跑長途或各國採買後機場刷臉
請人帶貨；還有很多普通人甚至是並
不富裕的人，乾脆直接扔下一盒口罩
或一包錢就頭也不回地跑掉……他們
無名無姓，面目模糊，只是芸芸眾生
中的一分子，但他們每一個都是大寫
的人。
而與之相對的，有人爭分奪秒把物
資送到武漢，就有人讓這些物資在倉
庫長久滯留；有人捐贈，就有人揩
油；有人千方百計買口罩，就有人晝

夜不停地製假販假；有物業在電梯裡
提供隔離紙巾保護大家，就有人把紙
巾偷揣回家或者乾脆故意向按鈕咳
嗽；有農民捐蔬菜，就有人敢把蔬菜
賣了……這些所謂的人，到底其實是
個什麼東西？
另外還有一些人，自覺什麼也沒

做，是個理所應當的人甚至好人，但
殊不知並非如此。比如，有多少人嬉
笑着轉發過橘皮口罩老人、內衣口罩
大叔的照片？有多少人鍵盤俠過高鐵
上那個唯一不戴口罩的婆婆？有多少
人秀摳草莓籽、瓜子拚神獸的照片並
配以「無聊啊、憋瘋了」的牢騷？有
多少人在受害者微博下面大喇喇問東
問西甚至科普圈粉？又有多少人熱衷
地圖炮、視湖北人和外地人為洪水猛
獸？如果買得到口罩，誰會戴着橘皮
和文胸出門？若還有點辦法，誰會冒
險「裸奔」並在高鐵上急出眼淚？你
百無聊賴地生活，正是與死神作鬥爭
的人們和前線戰士最夢寐以求的東
西。而你那好奇心和表達慾的滿足則
是建立在病者逝者的痛苦之上。至於
武漢人，他們也是人。
上周有個熱點，日本兩個組織日前

捐贈給中國的物資箱上分別寫了兩句
話，一句是「山川異域，風月同
天」，一句是「豈曰無衣，與子同
裳」，分別出自鑒真東渡時的偈語和
《詩經》中的戰歌。十六字一出，無
數人震撼淚奔，不光是因為有文化，
更因為那份同理心和共情力。
是的，無論在數軸上的哪一個位

置，衡量一個人到底「是人」還是
「非人」的關鍵點其實只有一個——
看他能不能明白別人也是一個人。

庚子年起，本欄還
是多談文化、少評政
治為宜。

筆者很喜歡已故教育家、語言學家
季羨林大師（一九一一至二零零九）
提倡的「三貫通」，他老人家指出二
十一世紀的中國小孩都應該做到古今
貫通、中西貫通和文理貫通。當代中
國讀書人應要懂一點中國曆法，本欄
就談一下干支紀年月日時和二十四節
氣基礎常識。
古人用天干地支紀年、月、日、時，
相傳是黃帝時代的大撓作「甲子」。十
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
地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一干配一支，甲子是第一組干支，依次
輪換，到癸亥是第六十組，然後回到甲
子，「六十甲子」是一個循環。
二零二零年按中國干支紀年對應庚
子年。二零二零年在公曆一月一日開
始，庚子年在何時開始則起碼有兩
說，一是夏曆大年初一，一是立春之
後。筆者認為民間用前說，然後才要
寫這一系列文字，希望年輕讀者都長
點見識。
現在全世界主流社會都用公曆，正
式名稱是「格里曆」，拉丁語Calen-
darium Gregorianum，英語 Gregori-
an calendar，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命
名。中文名有歧異是因為天主教沿用
舊譯。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在南京議決，官方改用公曆，民間仍
用「農曆」。民國時代還有所謂民國
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就
真正純用公曆。用公曆最大的好處是
方便計算。舊日中國讀書人都要熟知
干支紀年。干支以甲子序號為一，今
年是庚子年，干支序號是三十七，兩

年相隔三十六年。上一次甲子是一九
八四年，到了二零二零年，剛好也是
第三十七年了。
今年是中國預期實現小康的一年，
所謂有危即有機，武漢疫情其實是個
考驗，國家的應變力、組織力和執行
力都舉世矚目。上一次庚子是一九六零
年，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遇上了重
大困難。再上一次庚子是一九零零
年，是年有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可算
國不成國。再上一次是一八四零年，
鴉片戰爭爆發，然後英佔香港。這一
年普遍被認為是揭開中國近代史的一
年。今年庚子，筆者預期「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這事開始有點苗頭了。
干支還可以紀月、日、時。我們出生

的年月日時，都可以用干支來表示。許
多人都知道的「八字」算命，就是用四
組干支來推算人的一生吉凶順逆，這派
術數家以立春為一年的開始。
中國傳統曆法俗稱農曆、陰曆，其
實今天我們用的是「陰陽合曆」，較
正式的稱呼是「夏曆」。前文提過
「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
子」，就是歷代制度不同的「歲
首」。此下我們要先談二十四節氣，
然後才可以逐步明白為什麼「交春大
過年初一」和「冬大過年」等等民
俗。二十四節氣是：立春，雨水，驚
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
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
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
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
寒，大寒。春夏秋冬四時，各佔六個
節氣。有一口訣可幫助記憶：「春雨
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
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寒更寒。」

〈淺談中國曆法〉之二

童年時跟家人回鄉，祖母人前人後最讚賞一個叫
阿柳的女孩，說她勤快，力氣大，小小個子卻天天
給我們挑來兩大桶井水。阿柳年紀跟我相若，當時

都只是十多歲。祖母說，她父早逝，身為大姐已當家了，那時生活條
件差，她不但要照顧弟弟，又要砍柴煮飯、打理家務等，能幹得很。
晚上，阿柳陪我在池塘旁的大榕樹下聊天、看星星，我這個城市孩

子，見繁星滿空，內心震撼極了；阿柳眼睛明亮，遙指天邊告訴我哪
顆星最亮，又說盼望將來能到遠方去。
多年過去了，家鄉變化很大，而阿柳真的嫁到外國去，而且還和華

僑丈夫合力開了一間中國餐外賣店。這次我和姐姐到英國，媽媽叮囑
我們去探阿柳和她母親，我便和阿柳通了微信，她請我們去她家在修
咸頓的金廚外賣店吃海鮮！她說，修咸頓有海港，海鮮很美味呢！我
姐的兒子甚喜歡吃海鮮，他樂意駕車載我們到修咸頓。能和童年友伴
見面，知道她生活好，是我最期盼的！在英國，華人親友各自居處都
有頗遠距離，但過年過節時仍會找機會共聚吃吃中國餐，餐聚在我國
文化歷史悠久，那是人們為了相互聯繫情誼呢。
我們駕兩小時車到達金廚店時，剛巧有個金髮客人落單，阿柳忙完

接應那客人後，才瞇瞇嘴笑說：「快來吃龍蝦和薑葱蟹，都是大廚剛
上碟的呀！」她捧出一大盤盛滿油香四溢的龍蝦和蟹，真令人食指大
動！阿柳拳拳盛意，她母親老而健壯，我們開懷，當然不客氣了。我
先吃了一球龍蝦肉，嘩！在英國吃了多天麵包薯條後，這口龍蝦，確
讓我真正『品嚐』到海鮮美食，口腔內的味蕾彷彿都跳起舞來！
這時又有客人推門進來，阿柳忙叫兒子收銀，她又到後面的廚房把

青菜食材交給大廚炒，忙個不停。
我讚揚她像少女時那樣勤快，她說華人在

英國做餐館，都是靠勤勞才賺到錢，開始時
甚艱辛，遇過排華被人欺負，也有食霸不付
錢，只有嘆倒霉；我想起爺爺上一代越洋到
外國打工的中國人，有些受不住壓力，客死
他鄉，慘況不忍卒睹。阿柳說她的店現總算
多了熟客，生意好起來，我真為她高興。
阿柳教子有方，孝母敬業，她說兒子會幫

手做樓面，也會點中文，她希望有機會帶他
回鄉，認識中華文化。我佩服她不忘本，希
望她很快捱出頭啊！

英倫華僑 童年友伴
庚子金鼠年立

春日已至，意味
着春天已到了。

春暖花開的日子是人們最歡喜的
季節，尤其是今之庚子年，是雙
春兼閏月，最受才子佳人歡迎的
結婚好日子。
又迎來一年一度的元宵花燈

節，這也是有情人相會好時光。
古時候，男女授受不親，很喜歡
在元宵佳節逛燈市、猜燈謎。其
實有一個願望，是期待遇上有緣
人終成眷屬。從古至今，最受歡
迎的一首詩是：「眾裡尋他千百
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
處」。遺憾的是，庚子鼠年迎來
的不是金鼠而是黑天鵝。源於湖
北武漢的「新冠肺炎」疫症來勢
洶洶，傳遍全國各地包括港澳台
以及世界多國。驟然間，烏雲遍
天，陰霾密佈，新春期間，本來
聽到的多是幸福祝福語，殊不知
如今聽到的都是忐忑不安，憂心
忡忡，為了健康平安的祈福語。
幸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下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等領導人的部署
策劃下，以人民利益、人民健康
為首的精神，致令自發生疫症以
來，舉國上下，團結一起投入沒
有硝煙的戰爭中，迎難而上，發
揮了高度團結一致的精神，盡顯
愛在春天的大愛精神。令人感動
的是，全國各地學者專家、醫護

人員、各行各業的黨員和老百
姓，都在抗戰疫情中，自動挺身
而出站在第一線上，不少感人的
英勇故事，令人感嘆。
武漢市分別在十天期間建立了

兩座能容納千張病床的醫院，只
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特別是
黨員帶頭努力下，才能創造這驚
人的奇跡。中央更顧及各行各
業，特別是對中小企和基層老百
姓紓難解困方面，種種有效部署
政策措施，甚至有關中外貿易關
稅，將美國商品入口稅予以寬減，
令中美雙方都有利。事實上，中央
作出的種種舉措，確令中國經濟
穩定下來，特別是金融股票市場，
得以止跌為升。人民身心快樂，必
有助加強免疫能力，增強身體健
康。
香港為了抗控疫情，也作了不

同的強制檢疫措施。二月八日
起，自內地抵港者，實行強制檢
疫隔離十四天。應對回港返工
潮，減少人流，為免疫情擴散是
合理而應該的。敏感的港人，繼
日前搶購口罩之外，又在搶購廁
紙等日常用品，令各地傳媒作一
大新聞報道。香港應留口岸供貨
物通關不受影響，近日居然有某
些醫護人員要求政府全面封關要
挾罷工行動，此乃不合情不合
理，埋沒天職良心。看到內地那
些偉大勇敢的醫務人員所作出的
大愛精神，無私奉獻，對此是否
有人為此而汗顏呢？

各行各業齊抗疫

行文之時內心最不
安之事當然是席捲全

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祈求早日發現
可治癒的藥物，讓疫情陰霾盡早散
去，還我國民及全球患病者健康。
這段時間最令人不滿的是香港名
為「醫管局員工陣線」組織所發起
的罷工，在疫情剛開始之時，便不
顧後果地發出「全面封關」的政治
訴求，以最需要照顧，最無反抗能
力的病人作為籌碼、作為要挾工
具，由於他們的罷工，緊急服務受
到嚴重影響、眾多手術需改期等
等。他們以怕受傳染為理由，但連
初生兒緊急病房也出現人手不足的
情況，有些醫院只得一個人照顧二
十二個初生兒，剛出生的孩子會傳
染病毒嗎？人性的醜陋盡顯無遺。
電台的節目主持問該會的發言人，
每天有幾萬香港人來回香港與內地，
若果政府滿足他們的訴求全面封關，
那如何隔離那幾萬人，對方啞了回答
不上，可見他們只為反而反，為了罷

而罷，毫不顧後果。
全面封關，有人猜測是推香港於死

路的陰謀，這將引發大恐慌，足以配
合大鱷狙擊香港金融市場，掠奪香港
財富。而且香港根本在物資上，包括
食物和水皆不能自給自足，封關後糧
油食品醫療物資如何運送來港？十多
天前已有人在搶購食物，超市的食品
都被搶購一空，真若全面封關，香港
人不打至你死我活才怪，無異自取滅
亡！
想不到接受過高深教育、受過專業

訓練、一直享受高薪厚職的罷工者毫
無感恩、報恩、惜福之心，他們當初
入行並不是本着醫者父母心，救急扶
危，原來只貪圖高薪和良好的名聲。
期望他們靜下來，撫心自問，自己的

訴求是否合理，是否真的為香港好，自
己離開崗位，對上班的同事和病人是
否公平？相信好一大班人都是受朋輩
影響而罷工，希望他們能本着良心做
正確的事別被人利用，別把自己的職業
操守與別人的政治陰謀掛鈎。

趁你病攞你命的罷工

每一次大的災難，總意味
着問題的暴露與解決。就像

這次新冠肺炎，慈善是一個問題。先是湖北省
紅十字會被反覆嘲諷，後來這個機構就徹底激
起了公憤。這其中最重要的轉折點是央視直播
被湖北紅會保安粗暴關閉的那一刻。當時直播
間有一千多萬觀眾，面對瞬間被掐斷的視頻，
大家先是一愣，又等了好一會兒，才意識到直
播是真的斷了。在明白了這個事實以後，觀眾
就像燒開的水，忽然就沸騰起來。作為結果，
湖北紅會受到了行政問責，被國務院暫停了它
統籌捐贈物資的權利，相關負責人也因此遭到
處罰。在肺炎期間的諸多輿論裡，這一個最有
始有終。
這場手機直播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可以在

一瞬間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讓前期紛亂不斷的
紅會討論一錘定音？是依賴於央視的影響力，
還是紅會對真相的掩蓋激怒了觀眾？似乎兩者
兼而有之。所以這場勝利來自於兩者的結合，
代表了人本與聲望的力量。不過，在這場勝利
當中，更重要的是手機直播這項技術。正是因
為它的存在，使大眾的視覺得以延伸到紅會的
倉庫，並親身感受到視覺受阻的痛苦。這種痛

感是手機直播切斷時帶來的。
所以對技術革新的稱讚不應被貶低為唯技術

論。假如我們回顧圖像的歷史，從手繪到照
片，再到圖像，就會看到一個技術還原現實的
歷史。儘管每一項新的技術被發明出來以後，
它的真實性總在由強轉弱。比如繪畫，先是寫
實主義，後來發展成了摒棄透視的印象派，再
後來更成了畢加索的立體主義、達利的超現實
主義。然後我們就發現，在繪畫的世界裡，鐘
也不再是鐘了，成了融化掉的那個意象世界裡
的道具。錄影也不例外，最初的紀實風格早就
成了小眾的表達，現在的故事片是邏輯的世
界。它對應着一種叫做剪輯的技術，通過剪
輯，視頻不再反映連續的現實，成為夾雜着立
場和觀點的縫縫補補。但是，無論視覺技術曾
經多麼偏離現實，當更新的技術到來的時候，
新技術總能在第一時間回歸到反映現實的屬性
上來。
就像手機直播，比之可以剪輯的傳統視頻，

自然再真實不過了。它最讓人稱道的好處，在
於尊重了時間的連續性。不像以往的視覺技
術，時間都是工具性的。依靠時間，我們期待
事物展現出秩序，具有邏輯順暢、主次分明，

且易於理解的特點。但是真正的時間，它的延
續性不是繼承式的延續，而是雜亂無章式的延
續。表面看來亂七八糟，絲毫不精彩，但事物
卻會最真實地存在於各種關係當中，人與人、
人與物、物與物都是最真實的自然聯繫，一切
都那麼一目了然。智力在這裡顯然要遜色於大
眾所看到的一切。不間斷地觀看，讓我們不必
依靠推理就能得出結論。事實成了一直以來我
們所追求的那個最真實的還原狀態，因此無法
被推翻。
在視頻直播的時間延續性當中，以前那些難

以原諒的，好些都可以原諒了。以前那些看似
正常的，卻開始顯得有點不太正常。這是技術
革新帶來的新世界，推翻了一種舊的敘事方
式，帶來了人人都可理解的真實。這種真實像
是一種標準，所有人都可以應用它。因此，大
眾在這種平等裡擺脫了被動的地位，成為判定
事件的主角。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技術於人而
言，乃是一種延伸。在這種延伸裡，艾柯早在
十七世紀作出的那個預言變成了現實。他說︰
「人類經歷了三個時代，一個是神的時代，一
個是英雄的時代。現在，我們進入了大眾的時
代。」

手機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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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非萬能

A17 采風副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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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已經成為危害
市民生活的「恐怖分
子」，讓人們處於恐慌之
中。口罩則「順應潮流」

一躍成為全球的最熱名詞，人們對它寄予
比「阿們」更多期望。
近日我到樹林中登山，只見登山路上市

民嚴嚴實實戴上口罩，以便做到絕對防毒
入侵。早上則見到一對父子在操場練習羽
毛球，兩人將嘴裹得十分緊密，兒子感到
喘不過氣來，要求除去口罩，卻受到爸爸
的訓斥。更為荒唐的是，有老太太為了做
到「萬無一失」和孫兒一齊在晚上睡覺時
間也戴着口罩。戴着口罩睡覺極不科學，
亦不應該提倡，這似乎有點過分緊張吧！
事實上，樹林山中空氣極佳，行人完全

不會擁擠，大可不必如臨大敵。晚上睡覺
時間也戴着口罩則更加不必。戴口罩的作
用是避免在人多擁擠時被帶毒者吐出的污
染物傳染，無論在樹林中登山、或者是在
球場練習羽毛球、在自己居室內睡覺；被
傳染病毒的概率都非常小。
對付傳染病需要注意三個環節，即避開

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提高自身的免疫
力。傳染源是「火種」，絕對靠近不得，就
目前來說，「火種」即是明確和不明確的帶
毒者；傳播途徑則指病毒進入人體的「通
道」，包括手接觸到病毒後，沒有及時有效
地洗手，以致讓病毒進入體內，吸入含有病
毒的氣體等。無論是什麼「火種」，有的人
很快就被擊倒，有的人卻可以安然無事；
凸顯提升個人免疫力的重要性。
提升免疫力，可根據自身的情況，包括
休息好、睡眠充足，使自己的精神狀態處
於最佳水平，而不是相反。無論是何種病
毒，只要注意其傳播途徑和關鍵節點，即
可有效防止被感染，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主要通過飛沫和

接觸傳播，戴口罩可阻止病毒進入人體，
接觸傳播只能靠洗手了。在疾病流行時
期，首先應該提高警惕、減少出門，不得
已出門並要到人流高的地方時，一定要戴
口罩。在人群密集的電梯內、巴士中，和
探視感染病人等環境下，口罩起到第一防
線的作用。當然，如果行山、行海濱，或
者自己的居室和專用汽車內，就不一定需
要戴口罩了。
戴口罩可將可能入侵的病毒拒之門外。

醫用外科口罩或N95口罩都是科學的選
擇。戴口罩前應該先洗手，以免戴上受到
污染的口罩，確認內外面後，讓鼻樑片緊
貼鼻樑，並注意定期更換可能被污染的口
罩。當發現自己可能受到感染，並出現發
熱、乏力、咳嗽時，應該負責任地立即戴
上口罩，迅速地去醫院發熱門診就診；避
免身邊的人受到感染。
戴口罩可以防止病毒進入體內，勤洗手

就能有效防止病毒的入侵，當出門時間越
長，手感染病毒的機會越大，回家後一定
要洗手。而乘搭電梯按壓數字鍵，通過手
而受到感染的機率比其它情況大得多。所
以戴口罩和勤洗手都是有效防止病毒進入
體內的最常用方法。正確的洗手方法是：
用肥皂或洗手液揉搓手的上、下及各個縫
溝，一切潛藏病毒的地方都進行徹底清
洗，時間不少於20秒，再用大量清水沖
手，這完全可以減少病毒進入了。
新冠肺炎病毒不耐高溫，在攝氏56度，

30分鐘就可以殺滅病毒；75%的酒精，84
消毒液，都可以有效殺滅病毒。如果你懷疑
有一些物品受到污染了，可以使用高溫消毒
的辦法；抹布、筷子、餐具等耐高溫的東
西，可以用煮沸的方法，來殺滅病毒。衣服
也可以使用高溫的水來清洗，消毒。
有人說，我喝60度以上的開水，就可殺

滅冠狀病毒，但如果說喝60度以上的開

水，可以殺死病毒顯然不是科學的。人是
恒溫動物，體溫一直穩定在37攝氏度左
右，身體內部的溫度，亦不會隨着外界的
溫度變化而變化，無論你喝熱水，還是洗
熱水澡，我們身體的溫度都穩定在37攝氏
度。如喝60度以上的熱水，那可導致口腔
和食管黏膜損害；洗澡水過熱的話，會燙
傷皮膚，造成身體新的損害。用高溫消毒
的辦法，殺滅環境中或者物品中的新型冠
狀病毒，但是不能用來殺滅人體內的冠狀
病毒，根本沒有治療效果。
兒童、嬰幼兒、老年人屬於最容易被感

染人群，應該通過飲食調節、加強營養和
養成良好習慣等來提高自身免疫力，以降
低感染風險。良好的營養狀況，可以使機
體的抵抗力處於最佳狀態，機體抵抗力處
於最佳狀態，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受感
染的機會。每天攝入足量優質蛋白，包括
魚、肉、蛋、奶、豆類和堅果，多吃新鮮
蔬菜和水果，拒絕用野生動物來「滋補身
體」等等，可有效提高人體的免疫力，以
及吃保健食品來改善身體的多項機能。
美國經常說自己是「最人權」、非常民

主的國家，但其警察局採用的「無痕跡逼
供」的方法卻是：不給犯人睡覺。一般說
來，連續超過40小時不睡覺的人，處於極
度疲勞狀態，此時已經無自由、民主要
求；在這個時候讓簽什麼字就會不由自主
地簽什麼字，凸顯睡覺的重要性。
在抗疫期間，充足的睡眠對提高人體免

疫力至關重要，每天保證睡眠時間不少於7
小時，可以使人的免疫系統處在最佳水
平。原來提升免疫力、切斷病毒入侵的途
徑、不要靠近「火種」，就可以有效拒病
毒於體外。

■油香四溢的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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