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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天人感應」

驗測的反面效果
上次提及一個患血
癌的小孩，幸好沒有

接受化療，看中醫後逐漸好轉。後
來有網友分享，發現近年愈來愈多
孩子患上血癌。
其實上次說的其中一個個案，就
是因為血色素低，所以要孩子去做
一堆測試，包括驗血、照器官，逐
一去找是否地中海貧血、還是缺
鐵、還是血癌、還是器官失血等
等。
西醫的驗測有很多名目，但是除
了過程非常累人外，有時候說出肉
眼看不到的東西，也未必是好事。
一是驗測太看指數，例如白血球或
肝酵素一過一個標準，就會被斷定
為癌症，但輕微未過，就不符合化
療標準，沒事能做。但其實人人指
標不同，人體千樣變化，能用劃一
的標準去看嗎？在有關健康的討論
板上，就有人說了一個真人真事。
話說一個八十多歲的農夫，身體

健壯，有一次陪不適的太太去醫
院，小兒子說不如老爹也驗驗身。
怎知一量度血壓，便發現過低，於
是又查心臟，然後做手術搭橋，手
術感染後肺炎，康復後語言不精，
不太認得人，折折騰騰。嚴重感冒
過後，在醫院躺了大半年，然後去
世。
後來小兒子很內疚，不只是驗身
後帶來一堆檢驗與手術的問題，而
是即使真的因為不驗身，爸爸出現
心臟問題而突發過身，也不至於這

樣痛苦。我想起看過一篇西醫寫的
文章，說身體有自己的退場機制，
功能衰退會令人自然去世，如血裡
某化學含量會慢慢提高，然後昏
去。但如今過度的治療，令很多病
人卡在痛苦邊緣，吃不到就用胃
喉，呼吸不了就用人工肺，煎熬一
段時間才去世。
以上例子也與過度檢測的第二點

有關係，就是人是否有必要巨細無
遺知悉指數。人的身體隨時也在變
化，不少親戚就試過驗身後發現某
器官癌指數高，嚇得不知所措，結
果再做較「精準」的驗測，發現沒
事。這是我聽過不止一次的情況，
但聽上去猶如騙局。
其實所謂癌指數，是指檢測到垃
圾，但身體究竟是夠能量清除垃
圾，還是垃圾多得不可收拾？很多
個案在吃中藥後癌指數更高，但幾
個月後就回落了，那正是如排毒反
應的必經階段。
個人認為，自己的感受比檢測重
要，吃得睡得，大小便通暢，不用
追指數，或體溫。

也正因《春秋．公
羊傳》渲染了孔子

「大一統」思想傾向，若合了統治
者的心計，成為後來權勢者們的興
趣所在。
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更在八萬
字的《春秋繁露》中為之拔高，認
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從而形成了中國皇
權社會一套完整的統治體系。
周老說：「所以，自漢武帝後的
『尊孔』，尊的是《春秋．公羊
傳》和董仲舒加工過的、將『大一
統』精神發揚光大的『孔學』。」
周老以歷史眼光，評價儒學在中

國歷朝中的地位時說：
──漢初重黃老，無為而治，休

養生息；
──漢武帝積極建國，採取董仲
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先秦多國相爭，百家爭鳴；
──漢代統一天下，統一官學。
周老說：「法家殘暴，道家虛
無，墨家偏激，儒家中庸。」
儒家是太平時期的選擇。儒家也
需要法律，儒家和法家的分別，不
在要不要法律，而在儒家以法律輔
助仁政，法家以法律施行暴政。
周老對董仲舒的學說，也不盡贊

同。他說，「董仲舒認為天人同
類、相互感應」，提出「天人感應
說，把天看作人格天，並且引進陰
陽五行說，萬事分陰陽以合於五行
（金木水火土），使儒學蒙上神秘

化的面紗，甚至提倡巫術（算
命），建立一套神乎其神的神
學。」
周老進一步地解說道，董仲舒之
「陰陽五行」說，份屬牽強附會，
死搬硬套。比如「春夏秋冬」明明
是四季，偏要加上一個「長夏」以
符合「金木水火土」，春為木、夏
為火、秋為金、冬為水、長夏為土
的五行。又比如「東南西北」明明
是四個方向，偏要加上一個「中」
以符合「西為金、東為木、北為
水、南為火、中為土」的五行。
所謂溫故知新，周老熟讀孔孟之
書，對世局看得透徹，「孟子講，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現在雖然很
多人沒有了是非之心，有些知識分
子雖然知道是非，但也不怎麼說
話。」
周老認為，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很
大改變，下一步，其他領域也一定
會隨着改變，這樣方能適應文化的
發展要求。「自然規律是進化的，
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進化，
就淘汰。」
談到董仲舒強調「天人感應」，
周老說：「董仲舒認為，天和人同
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
事，人亦能感應上天。董仲舒把天
視為至上的人格神，認為天子違背
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
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是政通人
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

（「周有光的奇觀」之七）

早年在黃昏時分，走過「鵝頸」地區的天橋底下，總會見到
不少婦女在那兒「打小人」。

所謂「打小人」，就是口中唸唸有詞，並把一個稻草組成的「小人」，用
一塊木板敲打，說道︰「打你個死人頭，打到你日日變豬頭；打你個死人
頭，打到你左手變右手……」這些打小人的婦女，大多相信通過「打小人」
保會全家平安。也有些因為丈夫有外遇，用「打小人」來咒罵奪人丈夫的女
人不得好死。不過近年很少走過這個鵝頸地區，相信這個習俗還存在着。
「打小人」已經被列入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見這種習俗的地位
已被提升，並被認為具有心理治療的功能。讓一般知識較低下的婦女有一個
清理心中悶氣的去處。宣洩不滿情緒，有減壓和平衡心理作用。聽說現在鵝
頸橋下的「打小人」已經「國際化」，不少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來客，都
有預約來香港「打小人」。而最近廣州也有人組團在「驚蟄」時分前來。因
而「打小人」變成一盤生意，每次收費五十大元，還必須預約。過去「打小
人」大多是一些知識水平較低的婦女，因為丈夫包養二奶，於是要來一次
「打小人」，把二奶、小三打掉。
按中國曆法，廿四節氣中的「驚蟄」，是冬眠的動物甦醒覓食。而可惡的
「白虎」也在此時四出覓食，所以便要把「祭白虎」變成「打小人」，而且
流傳至今。現在的「打小人」，大都是用紙紮或稻草紮的一個人形的「小
人」，再用木屣或拖鞋來打。加上口中唸唸有詞，才形成一道著名的「風
景」。據說城中名女人黃夏蕙也是鵝頸打小
人的常客。她說今年是本命年犯太歲，更要
前來大打特打。廣州也有人組團前來香港
「打小人」。至於為什麼不在廣州覓地大打
特打，也許是當地破除迷信，不方便留下這
樣的習俗罷。「打你個小人手，打到你有錢
唔識收……」不收錢，打你的小人幹乜呢？

打小人

4月1日是哥哥張
國榮(Leslie)去世 14

周年忌辰，在未成名時獲哥哥提攜
的古巨基，特地提前於3月16日舉
行「Salute To Dear Leslie」演唱會。
古巨基演唱會屬義演，向哥哥致
敬外，主要目的是籌款，古巨基說
因由：「去年哥哥60歲生忌時，他
的粉絲請我出席了幾場活動，發現
很多哥哥的珍貴物品如專輯和作
品，需要保留和修復，需要人力和
物力。所以自己盡一份綿力，今晚
演唱會及出碟所有收益都會捐給哥
哥歌迷會。」
古巨基一直表現輕鬆，又發揮搞
笑本色，可是感性的他，到了尾聲
時，終於淚崩。因他重溫了哥哥多
部經典電影，此時他情緒開始波
動，未唱已感觸大哭。他說本來不
想令氣氛太沉重：「不好意思！我
知道Leslie喜歡熱鬧，想不到自己忍
不住。」
哥哥的老拍檔黎小田於現場為古
巨基鋼琴伴奏《不怕寂寞》及《儂
本多情》， 古巨基憶述哥哥舊日很
滋陰（粵語︰解作很會享受），仲
話錄歌時會啖杯紅酒：「Leslie收到
歌詞後很快背熟，入錄音室只需試
唱一次，替他作些微調便可正式錄
音。」他也難忘跟哥哥去沙巴登
台，二人在酒店泳池游水：「Leslie
穿着性感小泳褲，一直跟在我後面
游，我知他在讓我！」這就是張國

榮，很為別人着想，不要人尷尬。
古巨基強調今次義唱一元也沒袋
落袋，翻唱哥哥歌曲推出專輯及致
敬演唱會的收益，百分百撥捐哥哥
的「哥迷會」，作為儲存、修復哥
哥珍品的資源，對於哥哥點名讚賞
他，古巨基至今仍銘記在心，他
說：「當年未向Leslie講多謝，我覺
得有遺憾，希望今次出點力，將來
他的歌迷會有活動需要，我也樂意
長遠支持。」
去年是哥哥60歲冥壽，古巨基為
哥哥準備的生日禮物是邀請了古天
樂合唱了《當年情》，「雙古合
體」既是致敬也是一份懷念。因為
當年哥哥點讚古巨基的同時，亦點
讚了古天樂，果然別具慧眼，雙古
分別在樂壇和影壇，各領風騷。

古巨基為修復張國榮遺物義唱

這一屆中央政府，最愛誇獎記
者的中國部長，應該非外交部長

王毅莫屬。自從他升任部長，從2014年起，每
年全國兩會期間，他都有一場專門的記者會。
很巧，連續四年來，他的記者會都安排在3月8
日。除了每次開場白，對所有的記者表示感謝
之外，他無一例外會對所有女記者表達節日祝
福。
我也已經連續四次參加了他的記者會，今年
的記者會上，他在回答全場21個問題時，現場
就表揚提問記者多達9次。而且每次的表揚角
度都不同，都讓提問者十分受用。譬如，新華
社記者問「一帶一路」論壇的具體情況時，他
回答時第一句話就是：「這是一個好問題，恰
好是我第一個想回答的問題。」譬如，美國全
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拋出了中美關係的問題之
後，他脫口便說：「這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重
要問題。」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再
度拋出事關中美關係的敏感問題時，他回答
說：「你剛才提的問題角度很多。」
王外長不僅善於對記者提出的問題給予讚
賞，他也會利用這個機會，對記者所在的媒體
示好。譬如，中國國際電視台記者提問之後，
王毅不着急回答問題，而是很誠懇地對提問的
記者說：「我幾乎每天都看你們的節目，我希
望國際電視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能夠取得更

快和更好的發展。」再譬如，當澎湃新聞的記
者問中國外交如何適應新媒體時，他馬上就給
澎湃新聞送上一頂「高帽子」，稱對方是網絡
媒體的代表。緊接着，他又開始趁機表揚了外
交部自己的官微「外交小靈通」，說已經擁有
了1,200多萬「通心粉」，而且外交部以及駐外
使領館開通了130多個新媒體賬戶，其中就包
括人氣很高的「領事直通車」微信平台。
遇到有外國記者用中文提問，王外長就會直
接表揚對方的中文說得很好。不過，誇獎歸誇
獎，話鋒卻依舊犀利。譬如，他剛誇獎了韓國
記者中文說得好，歡迎更多韓國年輕人來中國
學習中文。並語態誠摯地說，今年是中韓建交
25周年，中方珍惜25年來兩國人民共同努力得
來的這份成果，但是「目前影響中韓關係的最
大問題，就是美韓執意要在韓國部署充滿爭議
的『薩德』反導系統。奉勸韓國國內某些勢力
不要再一意孤行，否則結果只能是損人又害
己。中方敦促韓方懸崖勒馬、終止部署，不要
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前總理周恩來有個觀點，外交無小事。外交
官尤其是一國外長的言行舉止，更是事關國家
對外立場和形象。中國官方一向組織紀律嚴
明，通過對政要個人細微行為的觀察，解讀重
大事件和政策變化，常常是外媒分析中國慣用
的切入角度。雖然，劍拔弩張針鋒相對的記者

會，對於要獲取更多精彩訊息的各國記者，和
在電視機前看直播的觀眾來說，更為刺激和過
癮，但提出的問題總是被政要懟得體無完膚，
總歸不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
王外長在嚴格執行國家對外大政方針的同

時，頻頻在對外直播的記者會上誇獎記者，既
展示出個人平和儒雅作風，又將中國對外廣泛
示好的態度悉數釋出，值得讚賞。畢竟，讚美
別人就是成全自己。
我粗粗盤點了一下，從2014年迄今為止的4

場記者會上，王毅總共回答了中外記者73個問
題，借問題表揚記者就多達22次。看來，最愛
表揚記者的中國部長這一稱號，他實至名歸。

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

托起「四世同堂」幸福的那雙手

說 起 跑 馬
地，大家可能

會馬上想到，這是一個像「聚
寶盆」一樣的意象，福氣財氣
兼備。從風水角度來看，若在
家中放眼就能望到跑馬地，確
實是聚財，但與此同時，也帶
有煞氣。
原因是什麼呢？原來，跑馬
是激烈且大型的競技活動，就
有如羅馬競技鬥獸場的氣氛一
般。如此緊張，爭個你輸我
贏，閘門一開，一場「廝殺」
展開序幕。這樣的場所，難免
容易有煞氣聚集。因此，如果
從住宅能直接望到跑馬地，則
會有孤獨、孤家寡人的意象，
例如家中容易一直有人搬走甚
至移民。而能夠相對容易躲過
「孤獨煞氣」的人，則是從事
律師、醫生、公務員等等行業
的人士，較少受煞氣影響。否
則，天命建議還是選擇視線範
圍內看不到馬場的住宅為妙！
然而，是否所有跟「體育競
技」有關的場合，都必須忌諱

呢？球場又算不算競技場呢？
近日，我有個朋友就搬去了維
多利亞公園附近，搬家前曾拜
託我幫忙看看風水。從他的家
中望出去，能看到許多球場。
這樣會有煞氣嗎？其實不然。
我們都知道，維多利亞公園
常常有學生打球，而「打球」
往往只是屬於大家休閒放鬆、
鍛煉身體的活動，不算是大型
競技，更不是涉及大量金額、
爭個你死我活的大型比賽。如
此一來，煞氣自然不及馬場
多。
而且維多利亞公園總是有許
多喜慶、開心的活動，例如年
宵花市等等，令此處人氣旺
盛，自然能遠離與「孤獨」有
關的煞氣。而這形形色色的商
業活動，絡繹不絕的人群，恰
恰就是旺財的特性，反而有利
無害。
所以說，跑馬場和球場雖然
同樣都跟體育競技有關，但周
邊的住宅風水，可以說是差天
共地！

競技場風水大不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體檢驗血是基本動作。網上圖片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曾說過：「寫作
的世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而是始終圍繞
着正在寫作的那隻手，這隻手就在寫作的地
方。」你的手在哪裡，你的世界就在哪裡。
一雙手，創造着世界，也托舉起幸福。

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第一
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饑
荒》（1~20）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投
降後，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
賬，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太婆，復仇的心理
爆發，圍住了她，她低下了頭。
此時，瑞宣趕過來，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

太婆之間，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然
後，對街坊們說，「她這個日本老太婆，是
咱們的朋友。」西城小羊圈胡同裡，祁老人
雙手托着妞子，「彷彿半死的中國，懷抱着
成千上萬死去的子孫」，這儼然是苦難中國
的悲愴側影。
戰爭中最無辜的還是孩子。孩子寓意着民

族的希望，也綿延出家庭的幸福、世界的和
平。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時隔65
年後，《四世同堂》三部終於「團圓」，即
《饑荒》原稿缺失的16章被譯成中文，與讀
者問世。回譯稿中，妞子、順子、小凱、錢
善（錢先生的孫子），成為作品的主線；抑
或說，通過對孩子的描述，巧妙地反映出人
性的醜惡。妞子拒絕共和麵，瘦成皮包帶
骨，與天祐太太一老一小，令祁老人痛心不
已，眼看生命一點一點逝去，卻束手無策。
當妞子奄奄一息，祁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

裡的日本人︰「我去讓三號的日本鬼子看
看，他們搶去咱們的糧食，他們的孩子有糧
食吃，可我們餓死了我的重孫女，我要讓他
們看看。」
——「他必須去告訴小日本，妞子的死，

是苦痛的最盡頭了。他，一輩子，一直安分
守己，喜愛和平，但是他不能再忍受下去。
他必須把這一切都清楚的告訴日本人。在有
危險的時候，他不願再用破缸頂街門，不願
再像蝸牛似的把頭藏起去。現在他必須走出
去，和敵人說說是非。假若有必要，他會把
自己的頭撞過去，用自己的腦漿濺到日本人
身上，隨小妞子一道死去。既然他不能維持
四世同堂的幸福與權利，他就不能不，自己
用雙手，拆毀四世同堂。」

拆毀不是無奈，而是深深自責，捶胸頓

足，回到內心。很多時候，生命比我們想像
的要頑強，一個家庭的生命力也是如此，正
如瑞宣的醒悟：「空心的蘿蔔也能長出鮮綠
的葉子。一切都在衰落，一切又都在復
活。」

所以，當傳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後，祁老
人重燃希望：「彷彿是在夢中，他看到了天
祐，瑞豐，和胖菊子。突然，他睜開眼睛。
不，他現在不能死。日本投降了，他應當帶
領全家多過幾天太平日子。韻梅還可以多生
幾個孩子，他必須等着看見新的重孫子或重
孫女——四世同堂！四世同堂！」
有些時候，維護不是強勢出擊，而是絕地

逢生，在看不到光亮的時候，依然苦苦掙
扎，於黯淡無光的世界中慣性向前。祁老人
是這樣的人，含淚理家的韻梅是這樣的人，
打鼓的程長順、表演相聲的黑毛方六、行俠
仗義的李四爺、被撤職的白巡長、地下工作
者錢先生等也是這樣的人。

日軍下命令，窗戶上要罩上黑布或報紙，
7號的住戶家中沒有遵照行令，原來孩子飢
餓難耐把糊報紙的糨糊吃了。李四爺義無反
顧，擋在前面，被日本兵打死。與之形成強
烈反差的是錢太太的弟弟陳野求，同為讀書
人，他懦弱叛國，沒有像姐夫錢先生那樣
「迷途知返」，他給日本人做事，吸食鴉片
麻醉自己，用出賣靈魂換來全家人的性命，
到頭來他走向墮落，孩子們離他而去。

還有代理校長藍東陽、會計主任胖菊子、
女學監招娣。對這三個人物的生動刻畫，可
謂爐火純青：「招娣不僅釘所有美國和英國
人的梢，而且她利用自己的肉體，把德國
人，意大利人，法國人，與俄國人，一網打
盡，她的肉體成了國際的。」

他們三人的群體畫像，也是一針見血：學
校來了「一個綠臉黃牙的新校長，與他的像
一桶肥油的沒脖子老婆，還有一個像妓女似
的女生學監，讓大家都難以控制自己，可是
誰也不敢笑出聲來。所以，他們必須把笑封
存在心裡，把它化成仇恨。他們在綠臉、肥
臉，與紅得像廟門似的臉上，看到自己老師
和同學的獻血。」

瑞宣殺死招娣，以威脅藍冬陽，見形勢不
妙，他關在家裡休病假，躺在病床上高喊天
皇萬歲，後被送到日本，喪命，胖菊子則流
落在街頭妓院。

孩子，說到底，是「戰爭圖書館一個書籍
的索引」，此種比喻堪稱經典。比如，錢先
生給孩子起名，從「錢仇」到「錢善」，一
字之差，卻折射出迥異的價值觀，即從「報
仇吧」過渡到更加理性的認知。由於親家金
三爺的跟蹤洩密，錢先生再次入獄，小孫子
也被日本人搶走，以當做人質欲供出他口中
的機密。

在獄中，想方設法拖延時間，最終等來好
消息。當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
時，一個鞭炮聲也聽不到，當錢先生回來的
時候，方六點了一掛小爆竹，握手的優先權
大家不約而同地讓給了祁老人，這不僅是
「小羊圈所有人當中，從年紀、品德、身
高，錢先生最像天祐」，更多的是因為祁老
人代表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困境中的尊
嚴，他托着妞子的雙手，也是托起中華民族
希望的雙手！

錢善不只是錢家傳宗接代的香火，孩子屬
於國家和世界。錢先生在悔過書中的深刻獨
白，也是面向世界寫給每個人的：「我厭惡
相片。我從不照相。我沒有自己父母的相
片，更沒有偉人和英雄的。假若必須掛一張
像片，我想應當掛我孫子的——一張孩子的
照片，而不是聖人，英雄，也不是軍閥，或
任何要人的相片，應當掛一個天真和成長的
象徵。只要看見我的孫子的相片，我就會想
到，他很快就會成長一個人，一個能為自己
思索，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的人。假若拿掉
你們的天皇和將軍的相片，換上你們自己的
孩子的相片，也許你們會多一些人性，少一
些嚴格的管束。少去嚴格的管束，會使你們
的軍隊不太有效，可是那很重要嗎？難道人
類最高的成就，不應當表現在精神和福利方
面，而是要表現在戰鬥上嗎？」

這段話包蘊着生命的哲學，說的是孩子，
指向的是世界的路。讓我不禁想到央視主持
人白岩松在書中的話：「日本怎麼做，中國
才會滿意，一日本老者問道。我們都知道德
國面對歷史的態度，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
人墓前真誠的一跪，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
因此，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人真誠的反省
歷史，雙方才能向前進步。」

是的，需要的是反省、懺悔，唯有真誠懺
悔，才能走向和平。當然，不僅是對日本，
其他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

■古巨基獻唱張國榮名曲，
向哥哥致敬。

■外交部長王毅早前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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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人是香港人驅除霉
運的習俗。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