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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是我國傳統節日之一，農曆五月
初五是端午節。古稱「重五」，又謂「端
午」、「端陽」。它與春節和中秋節，並
稱我國民間傳統的三大節日，受到全國各
地的普遍重視。顧名思義，「端」是開始
的意思。《風土記》裡說：「仲夏端午，
端者，初也。」每月有三個五日（初五、
十五、二十五），頭一個五日就是「端午」。

農曆的正月開始為寅月，按地支「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順序推算，第五
個月正是「午月」。故人常把「五日」寫成「午
日」，所以，「端五」可以寫成「端午」。據
說，到了唐代，因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
五，為避「五」字諱，由當時的宰相宋璟
提議，將「端五」正式改為「端午」。

有些地區又將五月十五稱為端午節。為
了區分，便將五月初五定為小端午，五月
十五定為大端午。端午節又叫端五節、重
五節、端陽節、蒲節、天長節、五月節、
龍船節、糭包節、女媧節。古人於這天以
蘭草湯沐浴，又稱蘭草節；道教又稱此日
為「地臘節」。唐宋時此日午時為中天
節。在古代，又是持龍圖騰崇拜民族祖先
的祭祀活動日。抗戰時曾被稱為詩人節。

端午節的由來，歷來眾說紛紜，說法不
一，其起源就有十種說法：一說源於五代
的蘭浴。所以周代以來，有朱索桃印飾
門，艾入懸戶、繫五綵縷、掛赤靈符等禳
災避邪風俗，至今民間尚在流行。二說源
於春秋越國，勾踐在這天操練水軍。三說
是紀念介子推。四說是紀念愛國詩人屈
原。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五月初五投汨
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
貯米投水祭之，並命舟楫拯之。後來前者
演變為吃糭子，後者演變為龍舟競渡。五
說為紀念伍子胥。伍子胥盡忠於吳國，後
被吳王夫差所殺，拋屍於江，化為濤神。

在民間傳說中伍子胥死於五月初五，所
以江浙一帶至今仍有「迎濤神」之俗。六
說為紀念曹娥。女子曹娥，是浙江會稽上
虞人。其父能絃歌為巫，於漢安帝二年五
月五日，在江沂迎神溺死，不得屍骸。曹
娥沿江號哭，七個晝夜不絕聲，遂投江而
死，所以浙江一帶有五月五日紀念曹娥之
事。七說是祭「地臘」。八說五月五日是
藥王菩薩生日，故稱藥王節。九說我國北
方將五月五日視為惡日。十說是有文字可

考的端午始於夏至。
家喻戶曉的歷史傳說，端午節是與紀念

屈原有關。屈原是戰國時代的楚國人，官
居左徒、三閭大夫，輔佐楚懷王。因為楚
懷王很器重他，導致他遭到了貴族子蘭和
奸臣靳尚等人的進讒陷害。楚懷王沒有接
受屈原關於聯齊抗秦的主張，結果被說客
張儀騙至秦國軟禁起來，逼他割地，不久
便客死秦國。

消息傳到楚國，屈原即以悲痛欲絕之心
上書，請求頃襄王為懷王報仇。但寵信奸
佞的頃襄王卻不思報復，而將屈原削職放
逐江南。秦國遂出兵攻佔了楚國的郢都。
屈原在極度憂憤悲慟的心境下，於公元前
278年的農曆五月五日，縱身投入波濤洶湧
的汨羅江，時年62歲。

當時的楚國人民捨不得這樣一位賢吏，
大家聞訊，紛紛划船去追他，在追至洞庭
湖時，已不見蹤影。之後便有了每年此日
競賽龍舟的習俗。南朝時吳均在《續齊諧
記》中說自屈原五月五日投江後，人們每
年在這個時日，把米撒入江中來祭祀他。
據說東漢初年，長沙有個名叫區曲的人，
夢見屈原對他說：「多年來人們祭我的米，都
讓蛟龍吃了，今後你們要把楝葉和米塞在竹
筒裡，或用蘆葉包裹好，再用五彩線捆
好，因為蛟龍是害怕楝葉、蘆葉和五彩線
的。」後來，人們依此包裹糭子，並逐漸
演變成端午節的習俗。
吃端午糭，古代的糭子，從詩人的筆下

可見一斑。唐代元稹的「彩縷碧筠糭，香
粳白玉團」，寫出了糭子的味道和形式；
唐代溫庭筠的「盤鬥九子糭，甌擎五雲
漿」，描繪了糭子的大小和質量；而唐代
鄭谷的「渚鬧漁歌響，風和角糭香」，就
表明了糭子在那時已成為民間端午節的普
及食品。

如今，包糭子過端午節這一習俗已盛行
全國，而且種類形式各異，別有風味。古
今詩人雅士為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都在
端午節這天舉行集會，並擊缽吟詩，頗有
情趣。

我國民間有的地方把雄黃研成末和酒，
為雄黃酒，具有消毒作用。在端午清晨，
把雄黃酒或雄黃水灑在屋子外，塗在小孩
耳、鼻頭、額和面頰上，以避蚊蠅，驅散
疫毒。也有飲雄黃酒，祈雨，以求得風調

雨順，五穀豐登。還有人們採集艾蒿、菖
蒲等中草藥熬水洗澡，「沐浴蘭湯，除病
健康」。還有用金銀花等藥物煮豆或煮
蛋，食後有利清熱解毒和去風濕。

關於端午節龍舟競渡的習俗，在《穆天
子傳》和《楚辭．九歌》等古籍中，均有
描述。而《九歌》正是屈原本人的作品，
它是龍舟存在於屈原殉難以前的明證。龍
舟競渡最早記載的是南北朝的《荊楚歲時
記》。據說原始人用獨木製成「小舟」，
代替了神話中的「龍」，到了戰國時期，
《穆天子傳》和屈原的《東君》，才將
「小舟」正名為「龍舟」。從這種傳說中
可以看出，龍舟也是與屈原有關的。

但聞一多先生曾對端午節作過詳盡而精
闢的考證，他認為端午節的龍舟競賽是四
五千年前古代南方吳越民族奉行圖騰祭祀
的一個節日，東漢以後這一風俗才逐漸向
北方傳播。今日的龍舟競渡，又由紀念娛
樂的習俗，發展為體育活動了。

有關屈原的死因，青年學者朱大可推出
了一個有趣的新說法。他推斷屈原之死並
非自殺，而是被政敵謀害。在屈原生活的
年代，許多人有謀殺他的嫌疑，如他的政
敵令尹子蘭、佞臣靳尚等。朱大可認為，
屈原是為一場秘密愛情而殉難。屈原是一
個充滿愛情色彩的人物，他寫過大量情
詩，並多以「女神」之名代之，其中《湘
夫人》最受人關注。湘夫人是楚懷王的寵
妃，因無法與屈原公開見面，只能在荒郊
野地幽會。屈原的政敵把這一事添油加醋
地報告給了楚懷王，促使其以政治上的名
義放逐屈原。

耐人尋味的是，十幾年後，楚懷王駕
崩，為防止屈原與鄭袖的曖昧關係捲土重
來，其政敵便派出刺客追殺屈原，並將其
投入江心。之後，政敵們偽造和散發了屈
原的自殺遺書《懷沙》，以掩其罪惡行徑。此
一趣說，推斷似乎成理，但史實是否如此？今
已難以查考。

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國文藝界曾一致決
議將五月五日這一天定為「詩人節」。
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還把大詩人屈原
列為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世界上沒有任何
一位詩人，歷經兩千多年，還受到全國和
世界百姓如此隆重的祭奠。屈原，不僅是
中國人民的驕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驕傲。

四年大學變三年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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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近日訪港，閒聊

時，先生無意中提起，說此次在港的
住宿訂得很遲，是臨飛前頭一晚才在
網上訂的。但奇怪的是，當時同樣酒
店的同樣房間，他從手機上看到的房
價卻和妻子從她手機中看到的房價完
全不同，他的要貴出一兩百塊，後來
是妻子下的單。他本當軼事來講，小
狸卻忽然想起什麼，問：「機票可是
你訂的？」答曰：「沒錯！……啊！」
是了，聰明的朋友瞬間懂了，這就
是傳說中的數字腳印啊。因為訂了機
票，所以互聯網記錄下了你的行程，
知道你明天就飛了，今晚你十有八九
是必要訂房的，已沒有什麼「再看看
別家」的時間和心情，所以適當地抬
抬高價，商家嘛。而甚至，說是通過
訂機票的行為讓「敵人」窺探到了你
的動向，都屬於太低估對方實力。
如今的互聯網大數據玩法，是讓你
無所遁形的。根本不用你訂機票，你
的搜索記錄、地圖使用記錄、視頻網
站觀看記錄、社交媒體通訊記錄、郵
件內容、購物記錄都已經分分鐘讓你
變成了透明人，對方只要想知道，就
可以知道你要去哪、打算怎麼去、和
誰去、待多久、為什麼去、你的經濟實力
如何、消費習慣如何、可以承受什麼
的房價、是不是個愛挑剔和愛投訴的
客戶……拋開這次行程，對方還可以
知道你是誰、你叫什麼、在哪工作、
家裡有誰、長什麼樣、結婚了沒有、
是不是正懷孕、有幾個娃、興趣愛
好、閨蜜幾個……甚至，你是不是抑
鬱、暴力等傾向，以及連你自己都可

能不知道的引發這些傾向的原因。
大數據下的透明人已經不稀奇了，
現在大家爭議和爭取的，是如何不濫
用這種強大力量以及如何制約。今年3
月，Facebook（FB）捲入了8,700萬用
戶的洩密事件，指這些資料被第三方
諮詢機構用於總統大選的助選。之後
FB不斷再有新料被爆出，最新的消
息，《紐約時報》指FB和華為、聯想
等至少四家中國電子產品生產商有數據
分享協議。
另一邊的內地，問題更加嚴重，除
了各種App和小程序接口可以輕易獲
取用戶資料外，個人信息的非法買賣
已經到了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去年
底，《南方都市報》記者曾暗訪黑市
產業鏈條，僅僅用3.8元人民幣，就
買到了自己多達33頁的個人資料報
告，包括身份信息、通話記錄、消費
賬單、人脈關係、門牌號碼等等。
不僅如此，報告還進行了深度分析
和評分，比如通過前30名常用聯繫人
的通話規律來得出關係網，通過支付
寶往來記錄、餘額來觀測經濟情況，
通過定位、地圖、信息搜集等得出家
庭住址、行動軌跡，而綜合以上就完
成了一幅完整的用戶畫像。
而信息收集的下一步，就是運用，
從精準投放廣告而導致的隱私洩露；
到旅行軟件的「趁人之危」；再到各
大App的「殺熟」——君不見App的
打開率愈低，報價愈低、優惠券愈多
愈給力，而忠實用戶嘛，呵呵噠；最
後再到電信詐騙……愈說愈覺得脊背
發涼，在這片尚需法律更規範監管的
雪原上，如何才能不留爪印？

今天折騰全香港中
學生的「通識教育」

（Liberal Studies），顯然在抄美國的
「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
tion），這個好聽的中文名是香港嶺
南大學官方的叫法。美國開辦「博雅
教育」的院校不叫「大學」，叫
「Liberal Arts College」，中文又稱
為「文理學院」。
「博雅教育」是一個四年制大學本
科的課程，學生要在人文學科、社會
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個範疇都要修讀一
定數量的學分，畢業後獲頒文學士或
理學士的學位。因為美國學制不允許
剛中學畢業的大學新生直接修讀醫
學、工程學或法律等專業學位，所以
上大學只能這樣。香港過去抄英式三
年制大學，高中學生可以直接入讀醫
學、工程學和法律等專科。
「港式通識」抄「博雅教育」，三

年高中的一個學科要兼顧人文學科、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自然要「將貨
就價」，把課綱剪裁得支離破碎。因
為人家四年大學幾十個學分是學三門
大科，你香港高中生是三年中學其中
一科來涵蓋三門大科，如何能夠成
功？又因為傳統上的文科生、理科生
都是讀同一個「港式通識」，你不能
再多教多考物理、化學、生物和數學
的內容，此所以「港式通識」只能退
化為一科「吹水科」，也就是拿些胡
吹瞎扯的廢話來回答公開試的考題！
所謂「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

「博雅教育」落戶香江，也在名稱上
出了個大誤會！「博雅教育」這個中
文譯名不壞，但是英文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就闖禍了！結果大學教育資
助委員會（簡稱教資會）就一再拒絕
了嶺南大學申請開辦理學院的呈請。
背後的原因，恐怕會是教資會的負責
人反問：「你們明明辦Liberal Arts
Education，開理學院幹啥？」於是到
了今天嶺南大學只有文學院、社會科
學學院和商學院。
其實許多美式「文理學院」是設
文、社、理三學院，商學院也是只收
已有大學學位的學生。如果當初嶺南
大學以「Liberal Arts College」作為
定位，結果可能也是不能開理學院，
除非用最常用的中名譯名「文理學
院」，那樣還有點指望。嶺南大學今
天的窘態算是個題外話，我們還是回
到「港式通識」偽冒假扮「博雅教
育」衍生的其他難題吧。
「博雅教育」也好，「文理學院」
也好，都有文、社、理三大範疇的專
業教師團隊。學生自行選修三個學院
的課程，每邊都有稱職的教師授課。
「港式通識」就出事了！因為將四年
大學本科課程，一下子絞碎混合成一
門高中的課程，根本就沒有足夠有能
力教這門課的中學教師滿足市場需
求！結果是怎樣？初期有些學校決定
由三位教師各教各的，一個懂人文學
科，一個學社會科學，一個會自然科
學，這樣教師自己的心也踏實一些！
另外有些學校沒有這樣的條件，教師
隊伍不夠多元化，只好一個人獨力去
教。不論原本學文、學社還是學理，
都只好臨陣磨槍，隨便讀幾個教育當
局的短期速成班，對付着使用好了！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二）

我在兒童的時候，有一個四月四日的兒童
節。解放後，說四月四日是國民黨定的兒童

節，於是改為六月一日兒童節。近年來，六一兒童節也已
「淡化」，左派、右派，都不談兒童節了，難道兒童已不值
得關心和照顧？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有一個兒童節，提醒社會上關心兒

童，本來是應該的。也許有人說，兒童已經在社會上得到足
夠的關心，不必再設一個兒童節來倡導關心兒童了。
在發達社會，應該說，兒童已經獲得必要的照顧，況且社

會上提倡節育，兒童都是「寶貝」，虐待兒童的事例甚少。
只是在落後的地區，如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才有兒童挨打
受餓的事兒發生。愛護兒童，應該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口號。
每每在報刊上看到救助兒童的呼籲和圖片，難免產生惻隱

之心。我們都是曾經歷童年的時代，所幸生長在一個幸福的
家庭之中，沒受寒挨餓，我也曾經在遊覽非洲的時候，看到
不少貧困的少年兒童。但是光靠救濟，並非治本之道，問題
在於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才是正途。
社會上不僅有兒童節，還有婦女節，大概認為兒童和婦女

都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一個節日來提起社會上的重視和關
心。不過，實際上這些節日，只不過是商人們推銷婦女、兒
童商品的藉口，其商業性質往往超過其他。
現在社會上年老化，由於壽命的延長，是不是要設立老人

節呢？大概不久的將來，老人節便會設立了。不過老人沒有
收入，大概消費能力不強，但是子女孝順父母，為老人節買
點禮物送給雙親，這個節日也應該有點生意經吧。
總之，什麼節日的名堂，都帶有若干商業性質，既然有兒

童節、婦女節，再來個老人節或者雙親節等等名堂，在可見
的將來都會有人主張設立的。也許不久，天天都有節日，令
人應接不暇，購買禮物的絡繹於途，商人們笑逐顏開。

天天過節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擾攘經年的高鐵香
港段，終於在本港立

法會「一地兩檢」三讀通過了。相信
刊憲後今秋將啟行。無論如何，這是
大多數香港人所渴望的，能夠多一個
出行、就業、生活更加便捷的選擇，
令人相當興奮。
其實，本來「一地兩檢」是非常合

情、合理、合法的，何以有一小撮為
反對而反對的所謂議員，不斷拉布，
阻礙議案通過？幸而立法會有眾多愛
國愛港的議員，堅持為人民利益着
想，努力成就此事，市民深表讚賞及
感謝。作為為人民服務的領袖，理應
行正道，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看到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以及運輸及房屋局
陳帆局長，葉劉淑儀、李慧琼議員等
在立法會理直氣壯有理有據，合法、
合情、合理的講話，實在令聽者折
服。相信港人眼睛是雪亮的，為人民
服務的政治領袖，市民一定會擁護。
反之，那些專搞破壞，無理取鬧，搞
事的小丑，我們一定會唾罵之。
上周四是一個值得慶祝的好日子。

我認真地在電視前關注立法會直播節
目，從而好好向那些正直有為發言的
議員學習他們的政治智慧及風度。另
一方面，那些胡說八道的小丑亦可作
為借鏡，以作警惕。直到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宣佈「一地兩檢」三讀通過
後，才鬆了一口氣，情緒高漲轉台收
看世界盃開幕戰。百萬球迷雲集俄羅
斯，全球數十億人分享熱鬧的開幕式
嘉年華派對。年近七十的老人也忘情
吶喊，為俄羅斯舉辦這次世界盃成
功，場內外氣氛高漲，實在驚嘆一
句，俄羅斯你係得嘅！
看到世界各地以及來自中國的球迷

狂歡的喜悅，老實說，普京領導下舉
辦的俄羅斯世界盃熱爆全球，昔日俄
羅斯的形象與今天的備受熱捧，實有
天淵之別。體育無國界！世界盃無國
界！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分歧，可以說
世界盃融入了全球化，好教那些企圖
單邊化搞貿易戰的所謂世界領袖，好
好反思。或許是俄羅斯佔地利之優
勢，又或許是俄足練就一身好功夫，
在開幕的首場俄羅斯對沙特阿拉伯，
請了對方吃五「蛋」，令人有點意外。
中俄友誼萬歲，對於俄羅斯舉辦世

界盃，中國球迷出錢又出力，除了數
萬人赴俄觀戰，中國企業大舉廣告贊
助。據稱，中國的贊助廣告費，比主
辦方所出的舉辦球賽費用還要高！作
為中國人，實在感到可惜的是，在球
場上未有看到國足的身影。期望中國
體育界能在足球項目發展更加努力拚搏，
像中國女排一樣，爭取更輝煌成績！

世界盃熱爆全球

入住醫院，除非是
生育，否則大都令人

沉悶、擔心、緊張、憂慮，醫院當局
自然也明白，尤其是繁忙和責任重的
醫護人員，他們的工作心情同樣需要
關心。多年來不同的醫院都致力在多
方面改善住院的環境和增加不同元
素，以助到院的人放鬆心情。
我最近入住聖德肋撒醫院，在等候
入手術室的沉悶時間小睡了一會，醒
來見床前放有一張祝福卡和一本名為
《勵志精品》的小書，是牧靈部送來
的。我翻閱小書，首頁是德蘭修女
（聖德肋撒是德蘭修女的聖名）在加
爾各答兒童之家牆上的標示，鼓勵大
家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不管怎樣總是
要去愛、行善、建設、誠實、坦率、
幫忙、成功、將自己所擁有最好的東
西獻給世界。這醫院是天主教的，書
中收錄了一些《聖經》的章節，但大
部分都是取自網絡上的激勵短文，雖
然有些道理是老生常談，有些也曾讀
過，但在這時細讀，卻感到莫名的安
慰和支持，心情轉煩為樂，由急轉
靜，想不到一本勵志小書成了心靈良
藥，心存感謝。
早前老同學在社交媒體傳來他兒子

在瑪麗醫院大堂彈琴的短片，不少醫
院都設有鋼琴，鼓勵演奏，世侄久不
久便去彈奏柔和的樂章，為了讓工作
人員、病人和家屬能隨着音樂放鬆心
情，畫面所見，駐足聆聽者不少，他
的愛心必定溫暖了院內眾多心靈。
在香港新成立的心源畫會，早前送
了七十四張會員的水彩畫給東區醫
院，讓醫院安排展出，以供院內醫護
人員、病友、探訪者及公眾人士欣
賞，希望大家能從色彩繽紛的創作中
發現世界的美好，珍惜生命，紓緩醫
院緊張的氣氛。
有不少義工都定期到醫院去做探訪
或其他工作，為虛弱、孤獨、焦慮的
病人送上關懷，減輕醫護人員的工作
壓力。大部分醫院都設義工組織，歡
迎 有 心 人 協
助，你的一點
心意可能是靈
丹妙藥！

醫院的靈丹妙藥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已經幾乎不記得是怎麼認識
袁勇麟了。隱約似乎是二十世

紀在汕頭開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吧，會
議已經曲終人散了，在酒店等候出發前，我走
過北師大師弟李安東的房間，他那時開會一向
和袁勇麟同房，被他叫住了，於是便進去閒
聊。其實之前，應該早就相識了，只是較少接
觸。而他跟李安東是復旦大學潘旭瀾教授的同
門師兄弟，自然感情頗佳了。
那回，預定的汕頭－香港直通巴士，有點阻

滯，臨時要改票，勇麟和安東當機立斷，陪我
去換票。我還記得，巴士站在另一頭，我須乘
上小車駁巴士去，他們送我上車的情景。
此後，來往漸漸多了起來。才知道他們稱他

為「大帥」的緣由，只是因為他姓袁。附會之
下，他也就成了大帥了。其實，當時，他並沒
有什麼銜頭，後來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
教學委員會主任，再後來就任福建師範大學協
和學院院長，達八年之久。因任期長的關係，

去年又調任福建師範大學社會科學處處長。由
於他研究史料卓有成效，在被公認為文學評論
家之外，人們也一致認可他為史料專家。
的確，和他出遊，他必定關心文史舊書籍，

其鑽研精神，非一般學者所能及。我曾陪他去
北角一家舊書店，看到他非常認真地淘寶，也
看到他淘到珍貴書籍的欣喜情狀。不僅是在香
港，在檳城，在每個地方，只要有一點空，他
都會去尋找。當別人忙着去欣賞風土人情時，
他卻格外留意刻着的古蹟字眼。難怪他成就非
凡。勇麟比我年輕得多，當然也能幹得多。看
他指揮工作時那份從容就知道了。在他那院長
辦公室，我見過所掛的條幅：「海納百川有容
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是林則徐的名句，
也是他做人的準則。
當我們出行的時候，他總是牽着我的手，似

乎擔心我跌倒。當我有行李，他也總是搶着幫
我提，然後大步流星地往前趕。記得有一次在
檳城，他突然覺得不適，坐在一旁不說話。見

勢不好，主人安排他先回酒店。我一直擔心，
但晚宴他又生龍活虎起來，原來他回去，躺了
一會，吃了感冒藥，又平安無事了。畢竟年
輕，而且身體底子好，不會輕易被打敗。海明
威說過，人是不能被打敗的。正當盛年的袁勇
麟朝氣蓬勃，也是不能被打敗的。
我比較難於跟人一見如故，所以常給人以冷

漠的感覺。其實我是多麽期望有幾個可以交心
的知心朋友，比方勇麟，相交這麼多年，應該
是知根知底了，他常掛在嘴邊的，是「沒關
係」三個字。看來他愈來愈忙了，好幾次會議
他都來不了。但我永遠都會記得，那一回在福
建土樓「雲水謠」，他替我們擋酒，喝醉了，
醉意朦朧，他手持酒杯，指着我和朵拉，說，
我們三個，是好朋友！一輩子的好朋友！說
完，上車，他在車子上嘔吐。
這話是他平時絕不會說出口的，但酒醉三分

醒，我深信確是他心裡話，隨着醉意吐了出
來，讓我銘感五中，永誌不忘。

大 帥

趣說端午節

思旋

思旋思旋
天地天地

■醫院環境直接
影響病人和醫護
人員的心情（聖
德肋撒醫院大
堂）。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