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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審美意味看，裙子與褲子各有韻致，
各有所長。身為女人，不分時令季節，着
意於依照心中的喜好選擇穿裙子或選擇穿
褲子，大抵都是緣於心中那份不懈不怠的
美麗。有一些女子，即使在冬日，依舊穿
着裙子在大庭廣眾之中飄逸招搖；而另有
一些女子，即便在炎炎夏日，也情願穿着
心儀的長褲子出門閒逛。

由此看來，着裙與穿褲，對展現女子婀
娜多姿的身材，是各有千秋的。

裙子是古代男權思想驅使下的產物，目
的就是將女人們玲瓏搶眼的身段裹個嚴嚴
實實，肥瘦難辨，這在一定程度上，抵禦
了浪蕩子弟不安分的目光。在世俗的進步
中，滿清有了旗袍，作為裙子的一類，它既勾
勒出了臀部以上的曲線，又在若隱若現之
間，展示出臀部以下的美麗。

隨着超短裙的出現，女性性感時尚步入
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生活中，總有那麼一
些不穿褲子的女人，無論春夏秋冬，始終
穿着裙子，慢聲細語地說話，眼眸含笑，
曼妙多姿地移步，真個是，怎一個優雅了
得。

在一定程度上，穿褲子更能襯托出女人
的性感特質。上世紀80年代初，人們擺
脫一度的壓抑，在服飾打扮上矯枉過正，
高腰裹臀的褲型大行其道，女人們將薄薄
的布料做成西方牛仔褲的形態，把持着露
曲線與隱羞處的尺度，公開大膽地追求着
性感和美麗。從性感美學的角度來看，長
褲之美遠勝於裙子之美。法國女作家喬治
．桑就是個只穿褲子的女人，在她所處的
年代，她總是以這種特立獨行的穿戴方
式，在一群穿裙子的女人當中，以男人的
方式別開生面地活着。

從傳統禮儀的角度看，裙子與褲子有不
同的內涵。中國人全面穿連襠褲是從東漢
開始的，《漢書．上官皇后傳》記載：

「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褲，多其帶。」所謂
「窮褲」，便是開襠褲。在中國人穿「窮
褲」時候，希臘人和羅馬人還只是用一塊
布裹在腿上，而中國已經有了世界上最先
進的紡織技術和服飾文化。但在那個時
代，中國貴族階層認為只有需要野外勞作
的「低等人」才穿連襠褲，對於生活悠閒
安逸的貴族來說沒有這種需要，事實也是
這樣，最早穿連襠褲的民族，大抵都是在
馬背上勞作的民族。

所以中國貴族階層一開始對穿連襠褲是
牴觸的。在西方人看來，開襠褲是合乎人
性的發明，因為在沒有清潔用品甚至沒有
紙張的年代，開襠褲至少防止了細菌的滋
生。直到今天，蘇格蘭男子穿他們的民族
服裝方格裙時，也是絕對不穿底褲的。

在中國，禮儀的本質是相對的、溫和
的、中庸的，講究做任何事情不要太過。
裙子與褲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禮儀之邦
來說，是一種特定的符號，成為守禮和失
禮的分水嶺。古代女子，包括底層的勞動
婦女，若要在家中待客，一定要把為了勞
作方便而穿的褲子換成裙子。她可能不識
字，也可能不知道褲子與裙子的歷史，但
是對於禮節的虔誠信念，讓她堅守着這個
規矩。

當然，在女主人換了裙子出來接待客人
的時候，男主人也一定要束好髮、戴好
冠，然後才可以出門見客，否則就是衣冠
不整，是對客人極大的怠慢。在現代社
會，一個人的素質修養，與穿裙子還是穿
褲子沒有必然關聯，因而現代女子不受裙
子與褲子的約束也就順理成章了。

放在時尚流行的社會生活中來看，穿裙
子與穿褲子，已失去了探討的價值。隨着
社會的進步，人們更願意關注的，似乎是
「內褲」這一章節的內容。據說麥當娜讀
書時，甚至成了女人不穿內褲的時尚代

表，她「常不穿內褲，聳立在人牆的頂
層，來製造男孩子們的哄堂大亂」。如
今，前衛時尚的女性愈來愈多，穿着三根
線縫合起來的內褲在台上昂首闊步的女
人，已毋須言說，不足為道了。

冗長的歷史淵源裡，穿開襠褲的目的是
為了起居方便，不穿內褲，便也順理成
章。如此情形，延續到唐朝，日本人仿唐
裝製成和服，日本女子着和服時也沿襲了
不穿內褲這一點。王小波在《紅拂夜奔》
裡寫過：「洛陽大街上的妓女對紅拂（公
差別稱）是最不客氣的了，動不動就轉過
身去，撩起裙子來，給她看光溜溜的屁
股。見到了這些屁股後，紅拂才知道這些
人原來不穿內褲。」

內褲的入局，一來保護了性器官，二來
維護了體面，於是內褲成了文明的產物。
時光流轉，用以護體的內褲一不經心就成
了身體的束縛，或以三角緊繃於大腿內
側，或以三線縫合，絲絲入肉。保護的功
能既失，私處是否一定得遮擋，似乎也無
關緊要。一當內褲成為累贅，那麼，不穿
內褲也就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了。所以，慣
於前衛時尚的女性認為，女人穿不穿內
褲，與文明無涉，與大局無關，不過是製
造了「春光乍洩」的「意境」罷了。「逝
者如斯夫」，在觀念開放的今天，有情人
捫蝨夜話，內褲難說不是恩愛的障礙，放
棄束縛，內褲出局，也許最能滋長返璞歸
真的快意。

由此看來，服飾的作用，不僅可以用以
審美，用以保護身體，還可以讓身體從束
縛走向自由。不能否認，在人類歷史長河
中，服飾，有過施加於女人身心上的壓
迫。但同樣也不能否認，過度的放縱和放
棄，也使我們所處的大千世界失去了含蓄
和雅致，造成了許許多多的不安定、不和
諧。

性道德的科學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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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非洲的玫瑰
最近在北京，小狸和
一位「花癡」朋友閒聊

時，聊出了一方遙遠而新奇的「花
園」，很有點意思。
這方花園在遙遠的非洲——現如今，

來自非洲的玫瑰在中國很是走俏。有多
走俏？僅就肯尼亞，每天向中國出口的
鮮花達到36,000噸，而中國對肯尼亞生
產的鮮花需求更在以每年25%的增幅迅
速增長。
「花癡」之所以對花成癡，很大一個

原因是「愛屋及烏」——因為她有一個
正是在非洲做鮮花生意的男朋友。「花
癡」透露，男友公司去年從肯尼亞進口
了250萬朵鮮花，今年則一舉翻倍要進
口超過500萬朵。
「他們那邊的花有不少優勢，比如花

期特別長，有個術語叫『瓶插』，就是
剪下花莖插到花瓶裡後能保持的開花時
間。肯尼亞玫瑰的瓶插壽命能高達14到
21天，確實非常討喜。而與其他地區的玫
瑰相比，非洲玫瑰的顏色很大膽，艷
紅、嫩黃甚至亮粉都有，喜慶得厲害。
更有一些別的地區沒有的品種。」面對
「花癡」的侃侃而談，小狸確實對這方遙
遠的花園產生了濃厚興趣，回家後繼續
做起了「功課」。
不得不說，相對於歐美，國人對於非洲的

了解確實少得可憐。普通老百姓的認知
大都超不出「窮、疾病、落後」這三個
詞，文藝女青年會多個「動物大遷
徙」，直男會多個「索馬里海盜」，僅
此而已。但事實上，非洲還有很多獨特
的優勢，拋開豐厚的自然資源不說，僅
就今天的鮮花主題，比如肯尼亞就擁有
先進的繁育和種植技術以及冷鏈儲存和
運輸技術，而這些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鮮花消費的習慣最早是來源於歐美，但從
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起，歐美國家的花卉
生產成本不斷提高，於是發達國家將鮮
花種植產業轉向了資源豐富、氣候適

宜、勞動力便宜、土地成本低廉的發展
中國家，形成了新一代「花園」，非洲
的肯尼亞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之前，肯尼亞90%的鮮花是出

口到荷蘭、法國、英國以及瑞典等西歐
和北歐國家，豪佔歐洲市場超過30%的
份額，是名副其實的「歐洲後花園」。
2014年，歐盟對肯尼亞農產品的徵稅讓
肯尼亞花卉產業蒙受損失，該事件讓肯
尼亞人警醒，將目光開始轉向其他市
場。而2013年的直航廣州和香港，成為
了非洲鮮花踏足中國市場的契機。從2013
年到2018年，肯尼亞鮮花的市場規模已經
擴大了5倍，去年的產業規模達到了8億
美元。這當中，離不開中國大規模地投
資非洲基建，以及中國花卉市場的巨大
需求。
有消息指，從2000年到2016年，中

國向非洲提供了1,250億美元的貸款。
就在肯尼亞，中國出巨資幫其修建了一
條從港口城市蒙巴薩通往烏干達邊境的
鐵路。與此同時，中國往返非洲各國的
直飛航班愈來愈多，這成為鮮花出口中
重要的支撐點。另一方面，隨着鮮花消
費文化的普及，媒體報道，根據鮮花產
業荷蘭花卉拍賣市場2015年的調研報告
顯示，中國每年實際流入市場的鮮切花
已經高達70億枝，實際年銷售規模達到
415億人民幣。這一數字相當於中國電
影的年度總票房。這也就難怪對非洲鮮
花的需求看漲。
而更令人興奮的是，儘管中國花卉消
費猛增，但數據顯示中國的鮮花仍然主
要是消費在節假日裡，日常性鮮花消費
比例不足5%，與同期美國的40%、荷
蘭的60%、日本的30%都還有相當大的
增長空間。有機構預測，2018至2020年
間中國生活鮮花市場的規模料會達到
800億元。這確實是非洲花園最好的機
遇。未來，來自非洲的玫瑰定會更加芬
芳。

剛過去的十一國慶長
假期到北京學習，因為

還要開個會，打算順道拜訪朱琪教授。
於是發了個電郵問候，回覆的卻是朱老
師的千金，卻原來朱老師已在去年十月
辭世！小妹妹回郵言道，朱老師臨終前
「握筆顫顫巍巍」地完成最後遺作，於
過身前數日在日記本上寫下：「生命的
歷史使命在於為後來的生命生存得更
好，也就是為後代創造更好的生存環
境。」
朱老師是前衛生部性病艾滋病預防研
究室主任（艾滋病，港譯︰愛滋病）、
前中國性學會秘書長、前《中國性科
學》主編，畢生從事內科臨床、衛生防
疫和醫學教育工作。朱老師比筆者年長
二十多歲，能夠相識，真是有緣千里能
相會了。
千禧年在美國紐約一次文化交流活
動，將我們倆從北京和香港兩地帶到新
大陸相見。朱老師是學醫行醫的專業性
教育工作者，潘國森則是學工學文的業
餘門外人。朱老師曾為拙著《透視同性
戀：異常行為研究》寫序，這是兩部
《同性性愛行為探討》系列的下冊。當
代中國讀書人當中，恐怕就只有我二人
反對將「homosexuality」譯為「同性
戀」。「sexuality」原本就不
光是只有戀愛，應該涵蓋了
「性交」行為和「戀愛」情
感，所以我譯之為「性愛行
為」，若前面加了「homo」
的詞頭，那就要譯為「同性
性愛行為」了。朱老師卻選
用「同性愛慾」，也是既有
「戀愛」、也有「肉慾」，

那就不怕讓人誤會以為「有愛無性」
了。我們這是英雄所見略同，不是標奇
立異地咬文嚼字，是做學問必須的謹
嚴。
在北京初會朱老師的獨生愛女，翻閱
朱老師遺作，題為《傳統性道德的自然
科學本質》（圖），大哉斯言！
在香港較常遇到鼓吹性濫交的「性亂
派」言論，多出自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
教師（教師是統稱，並無貶義，包括教
授、講師等不同職級），此輩就是容易
缺少了自然科學的常識。性亂派亦有執
業醫生，不過多見精神科專家而不見婦
科聖手，當中弊病不言而喻。
一位女教師揚言，與人性交猶如打一

場球賽！廣府話口語稱球為「波」，而
男女隨便濫交，亦可戲稱為「打一場友
誼波」。此姝任教大學，還得過「最佳
教師獎」。嗚呼！其荒唐若此！其缺乏
生理衛生常識若此！羽毛球、網球等運
動有一網之隔，運動員的肢體接觸，惟
有握手或擁抱而已，絕不似性交涉及體
液交換，如果對方不潔，有可能傳播致
命絕症！
另一男教師笑言，與人性交如握手！

那是傖俗男人自誇性能力超凡的謊言
了！誰都有能力接連與幾十，甚至幾百

人握手而不現疲態。問君日
能御女子幾何？不畏「精盡
人亡」哉？
朱老師在書中提到當前社
會上有一流行論調，曰：「我
的生命，我的身體是我自己
的。我的一切我做主！」
此話是不是似曾相識？

（憶朱琪教授．上）

個人認為
特首林鄭月

娥今年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其
實是非常務實、有承擔的，
令人感受到她真正是想盡辦
法令香港人有希望，新一份
施政報告有二百五十項新措
施，涵蓋土地房屋、醫療、
福利等，房屋政策依然是
「重中之重」這是沒有錯
的，梁振英名句：「民生無
小事」，市民生活事項處理
好，社會自然政通人和。
然而，大家都清楚人口不

斷地增長，問題就會永遠解
決不完，所以房屋、醫療、
福利幾十年後可能仍舊是政
府首要任務，東大嶼填海造
地的「明日大嶼」計劃就算
林鄭不做、下任再下任特首
都要做。可是實在看不過特
首對文藝界、旅遊界的訴求
和聲音的忽略程度低得如
此。
記得施政報告發表後，特

首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面對
議員提問，筆者看足全程見
到文化演藝界旅遊界議員溫
和斯文地提出要求，得到的
是沒有任何希望的答案，實
在令人要抱不平。
立法會體文界議員馬逢國

問特首究竟幾時開文化局？
今屆政府任期內可唔可以開
到？得到的回覆係唔可以承
諾到任何東西。也沒有意圖

給一個專職對口單位去處理
業界發展的問題，這兩個都
是為香港製造賺錢機會賺形
象、賺聲譽的行業，非要你
花大錢增添煩惱，怎可如此
冷落他們，難道真的是會喊
的孩子才有糖食？那你便是
沒眼光沒智慧的父母哩！難
道你在鼓勵人做壞孩子？乖
孩子不值得愛惜？
結果馬逢國議員被媒體形

容︰設文化局無期，馬逢國
簡直係食個大檸檬，仲要食
足五年呀！試想想馬逢國會
否給業界人罵？他自己在社
交網站貼文無奈地解釋︰對
呢件事好遺憾，估計依家咁
樣的政治局勢，政府的諗法
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睇怕
佢要無了期咁等？！
難怪有人笑政府，原本話

因為工作量太重，政府有意
分拆運輸及房屋局，因範疇
緊密相連難拆局，咁開局又
點複雜呢？不就是將康樂文
化分開，前者是服務市民康
樂生活的，後者是為文化藝
術界專業發展而設，簡直就
是必須做的事，當你們需要
宣傳就記起演藝人，為他們
完善一些政策就怕煩，似乎
非常不合理。就因文藝界人
不嘈？你叫代表業界的議員
如何面對選民？面對這行業
內許多激進年輕選民，別忽
略這行業的影響力。

真的要喊才有糖食？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一年四季，氣候天象各不同，宇宙之大各有異象。時至
深秋，地大物博的我國西北部竟下起了暴雪，實為奇景。

另一方面，在深秋日本則櫻花盛放，令人深感詫異，今年的天氣實在奇
怪，我們應該小心身體，珍惜健康。
古有名言「路通則財通」，香港剛迎來高鐵啟用，碰上國慶及重陽節假

期，數以萬計的內地與香港兩地遊客往來，使旅遊及零售業更加興旺。不
過，由於網絡與電子商貿日益發達與應用，人們的生活與商業習慣大有不
同，亦影響了各有關行業的營商環境，甚至全球經濟強國阿一哥美國，近
日竟然有著名百貨公司Sears申請破產，令人驚詫非常。
此事亦向現代經商者特別是百貨業經營者提醒要更警惕，必須與時並

進，多作改良，才能不被新時代淘汰。
回頭再說「路通則財通」，籌備與建造了將近十年的港珠澳大橋終將在

10月23日舉行開通儀式了。如此重大的基建項目通車儀式，在本欄執筆之
時很多傳言指出，認為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南下親臨主持，我們拭目以待。
港珠澳大橋據稱每日將有400巴士往返，票價仍未清楚。曾幾何時，香

港與澳門交通都靠水翼船，而今港珠澳大橋通車後，交通運輸工具多了選
擇和比較。摯友Joyce的香港寫字樓在信德中心，她因公事需常往澳門公
司，所謂過大海，搭船非常方便。她說決定不變，因坐橋巴需轉車接駁，
十分不妥。另一位朋友寫字樓在九龍太子道，他則希望試試搭橋巴或許會
更方便。很多時候預計與實際有落差，例如高鐵預計每日有八萬人次使
用，暫時來說還未達標。而港珠澳大橋私人開車使用的話，初時配套設施
可能未及完善，例如泊車位方面可能不足，還得日後慢慢改進。
無論如何，而今香港有了高鐵，也有了港珠澳大橋，肯定對香港的旅遊
業和零售商業以及物流業大有好處。此兩項大型交通基建效益，必將達數
以十億計。至於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佈施政報告中提到「明日大嶼」人工
島計劃，雖然引起了社會眾多爭議，然而若此計劃分期進行建設，地點也
可配合港珠澳大橋發
展，則對香港未來發
展有利。
其實，每個社會的

發展，掌舵者必須要
高瞻遠矚，站得高看
得遠，可以盤活聯繫
一切可用資源，則對
社會發展、人民安居
更有好處。

港珠澳大橋通車好處多

人的生命周期真的好
奇妙，循環至起點作為

終結。節目介紹，荷蘭電視的老人節目
和長者玩的遊戲中，包括許多我們會在
幼兒園和幼童玩耍的遊戲，如短時間內
默記多張圖片，然後將之反轉，憑記憶
找回相同圖片的位置。為幼兒，是開拓
他們的記憶力；為長者，是強固或尋回
他們的記憶力。有些老人中心會以撲克
牌去玩這類遊戲，無論什麼形式，延遲
或避免腦退化的出現，成為人口老化社
會的一大課題。
人類營養好了，健康更佳壽命更長，
但身體各器官未必全部受補可以同步繼
續順利運行。也不知上天創造我們時，
可讓腦袋應用多少年，保得了壽命，也
得要自行保養腦袋。好好「抹油」，不
讓其「當機」。開始衰退，就要像教小
孩子般，訓練腦袋繼續運作，重新學
習，重新調整。
每次和親友玩麻將牌，他們都感恩古

時的設計者想出這樣變化多端，耐人尋
味的遊戲，已證實對操練腦袋避免腦退
化有極佳效用。的確，玩麻將這集體遊
戲，有朋友便有社交，雙手需運動，頭
腦要轉動，還要眼看四面，耳聽八方，
心內盤算，最難得的是玩者不會覺得沉
悶，時間像過得特別快。在日本，安老
機構都鼓勵長者玩麻將了。
或許你不懂得或不喜歡麻將這玩意，
也不是容易找到玩伴，希望訓練腦袋，
不妨和家中幼童結伴，他們玩什麼遊
戲，便選擇合適的參與其中。事實上，
年紀愈大，便愈反其道而行，愈走向年
紀更小的體力和能力。我們可能要如幼
童般坐手推車、吃軟而易消化的食物、
用尿布、需人照顧，在完結人生旅程時
重行一遍來到世界時的道路。
雖然無奈，但這是事實，只能以輕鬆
的心情去接受。或許這是為了讓我們重
溫父母的照顧；提醒子女我們曾給他們
的愛，作為人生的完美句號！

返老還童終結人生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早知其詩名，那時，我在
北京上大學，讀過他的詩集

《在遠方》，也知道他曾被打成「右派分
子」，但對於其他，就一無所知了。後來他
獲平反，復出，在詩壇活躍起來。八零年四
月，我在《詩刊》主編鄒荻帆和詩人蔡其矯
陪同下，走訪當時還在虎坊橋的《詩刊》編
輯部，才第一次見到邵燕祥，他已是《詩
刊》副主編兼編輯部主任。他跟我想像中的
樣子吻合，一臉青春勃發的模樣，尤其一張
笑臉，溫和地甚有親和力。這印象一直維
持，到了後來《詩刊》舉辦「青春詩會」，有一
群頗有才華的年輕詩人與會，據說，身為導
師之一的邵燕祥甚為威嚴。原來邵燕祥還有
老師的派頭。當然，如果放任，就失去輔導
年輕詩人的意義，也就失去了詩會的作用。
後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吧，中國作家代

表團應香港中華文化中心之邀訪港，邵燕祥
也在名單內。最記得那年夏天，安排代表團
和香港作家往大嶼山度假村聯歡幾天，那天
上午，我和他坐在銀礦灣一座土丘上，笑得

很歡暢，猛然間給別人拍下鏡頭，留下可珍
貴的痕跡。但那時為何歡笑，卻完全沒有印
象了。大概是朋友久別重逢，那笑是發自內
心的喜悅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以周揚、馮牧為團長的

中國作家訪問團訪問深圳，與香港十二位作
家在銀湖中心會面，訪問團裡以著名詩人居
多，如艾青、馮至、袁鷹、田間、王辛笛、
嚴辰、嚴陣、魯藜、綠原等，而團內最年輕
的，就是五十一歲的邵燕祥了。當時氣氛熱
烈，三三兩兩交談，我好像也與邵燕祥聊了
一會，可惜時間太短，午餐過後，我們也就
匆匆打道回香港了。
後來，他跟烏熱爾圖應邀前往美國艾荷華

國際寫作坊，經香港時，當時銀都董事長蘇
辛群請他們晚宴，我也叨陪末座。記得烏熱
爾圖還送了一本他的小說集給我。至於那晚
都聊了些什麼，我都沒有記憶了。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住進河北飯店，

有一天和燕祥通電話，他請我到那時他的家
坐，當時交通不方便，我借了自行車，從東

城，穿過珠市口，往虎坊橋奔去，至今還有
印象。
他送過他的詩集，也送過他的雜文集。雖

然他以詩成名，但後來雜文似更為人稱道。
九十年代中，《邵燕祥隨筆》獲得第一屆
「魯迅文學獎」的雜文獎。後期，我曾為
《香港文學》邀他詩稿，他雖然也偶有詩作
支持，但更多時候都以沒有詩情回覆。他倒
寫過評論蔡其矯的文章，在他生前，也在他
身後。蔡其矯在世的時候，也就是晚年的時
候，曾寫信給我，提到，他晚年在北京最知
心的朋友，是牛漢和邵燕祥。蔡其矯曾對我
盛讚邵燕祥，說他的雜文愈寫愈好。
最近一次與邵燕祥見面，是前幾年，他訪

問香港。那晚，秦嶺雪設晚餐，歡迎應香港
教育局之請，來香港講座的孫紹振。飯後，
經灣仔，我靈機一動，何不就便去酒店探訪
正在應邀訪港的邵燕祥？這一晃，幾年又過
去了，記得那時他泡茶給我喝，至今，茶香
依然繚繞在鼻端，當時冷氣輕輕發出聲響，
那夏夜，實在已經很深了。

詩人邵燕祥

裙子．褲子

思旋

思旋思旋
天地天地

■港珠澳大橋明日舉行開通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