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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比非如武比同

朋友圈的變遷（二之二）
上期說到「七年
之癢」的微信朋友

圈，正在經歷使用者們的大逃亡。那
麼，人們為什麼要逃離它呢？對於這
個問題，大概可以說出一百個具體的
理由，但最核心的原因其實只有一
條：朋友圈裡沒朋友。
早期的微信，「圈裡人」十有八九
都是家人和朋友——而且是挺熟的朋
友，發朋友圈時的隱私和人設包袱都
相對小，「我的底細你一早清楚」，
甚至「大家彼此都認識」的情況也很
普遍，那時發朋友圈更像是早些年間
的BBS聊天室，一個帖子下面大家七
嘴八舌能聊上好幾十條；後來慢慢
地，新認識的人甚至是飯局上只有
「一面之緣」的人開始流行「加個微
信」，朋友圈裡的信任度和安全度開
始直線下降，直到連門口理髮店的
Tony老師和小區管片的快遞小哥都彼
此互加了微信後，「隱私」這件事顯
得愈來愈重要——而且，相較於微博
所面對的那些完全陌生的受眾，這些
半生不熟的、僅見過一兩面的、點頭
之交的、你不了解他但他想要時偏偏
又能找到你的「半熟人」似乎更危險
也更恐怖。
在此並沒有妄自揣測別人的意思，
因為在對方眼裡，你也一樣是危險和
恐怖的半熟人，屬於麻杆打狼兩頭
怕。這種情形下，很多人都選擇不再
發佈涉及隱私的帖子，很多更謹慎者
連頭像、名字都換成了假的。
再後來，一個特殊群體在微信中的
加入和壯大成為壓垮朋友圈最重要的

一股力量——那就是工作關係的同
事、上司和客戶。當本來只屬於私領
域的微信朋友圈摻和上了工作和人際
關係，那真是災難。涉及隱私的帖子
自然是不適合隨心所欲地發了——別
提什麼分組，很多時候分組並不好使，
尤其是當人一多或有新人加入時，忘了
分是常有的事。而當有人得知別人看到
了你的帖子而她沒看到時的後果，真是
想想都要抓狂。原創不發了，轉帖最好
也別了，因為一轉就暴露了你的思想、
主張、喜好、傾向、情緒……而這一
切，未必就和領導、同事、客戶合拍，
畢竟，人的三觀差異真是太大了，更不
能保證對方就是個冷靜客觀的「不愛貼
標籤者」。
英國牛津大學心理學家 Robin
Dunbar提出過一個著名的「鄧巴數
字」：150定律。即受腦容量和時間
限制，一個人有能力維繫的穩定社交
人數不超過150人——交情大概是可
以邀請他們參加大型聚會，其中能達
到約飯交情的約50人，再當中達到
「可信賴」交情的15人，再再當中最
親密信任的不超過5人。而我們的微
信「朋友圈」裡通常都有多少人？二
三百的算「孤僻沒朋友」，逼近5,000
上限的大有人在。這些數字減去
150，剩下的都是什麼？
如今，那真正的5個人、15個人、50

個人、150個人都已經移去了各種專屬
的群，人們真正的表達也遊走在這些
群和完全開放但又可以完全隱藏自己
的微博之間。至於尷尬的半生不熟朋
友圈，就留給工作宣傳貼和微商吧。

筆者讀《金庸小說
集》（共十五部武俠小

說）多年，主要翻閱上世紀七十年代
開始刊行的「修訂二版」，稔熟程度
可以說到了神級。至於二十一世紀的
「新三版」就沒有深入研讀，所以我
在「金庸學研究」的領域，以及作為
一個普通讀者，可以說都是較為屬於
「二版」的人。查良鏞先生對於世事
觀察入微，以極巧妙的筆觸和過人的
睿智，去經營他筆下的故事情節和人
物言行，每一書、每一回、每一小節
都有許多材料可以借鏡來審視我們身
處的時空。
常以《天龍八部》的第一男主角段
譽自況，不過並不包括他的貴顯、英
俊、幸運和才華，相通之處，就只有
「性喜多管閒事、評論是非」十個
字。
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
二。」我這「多管閒事、評論是非」
與「小段皇爺」都屬於文比，當然他
有「六脈神劍」做後盾，文比比不
過，還可以武比，用內勁神功擺平紛
爭。潘某人就只能參加純粹文比的玩
意兒。體育競技也有文比武比之別。
球類比賽和武術比賽有勝負，屬武
比。體操、跳水倚靠評判評分，只能
算文比。武比難作弊，文比則只能寄
望評判公正。一九八八年漢城（即今
首爾，當時未改名）奧運有大量不公
正的判決，現在都成為歷史。武比怎
分勝負？《倚天屠龍記》峨嵋派的
「暴力師太」指出，站着的贏、躺着
的輸，倒也乾脆俐落。
潘某人「評論是非」是文比，卻
也向《倚天屠龍記》取經。張無忌
在光明頂與少林派空性神僧比試，
胸有成竹，立時可以取對方的性
命，但是為了叫少林派上上下下都

口服心服，卻要用即場學的「龍爪
手」取勝，以少林龍爪手破少林龍
爪手，技術擊倒。
「小段皇爺」段譽在書中經常有會
武功的美少女保護，潘某人則無。因
為先前有小朋友來到我在社交媒體的
地盤「踢館」，罵我只是「中文
好」、「學過術數」和「研究金
庸」，政治、社會科學的話題，就要
我閉嘴。偏偏潘某人就是用張教主的
辦法，你來少林派的龍爪手，我就用
龍爪手來破你。
為什麼「潘國森只是中文好」就不

能談政制、談法律？法理上，潘國森
的英文比中文還要好！這是英國當今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陛下認為我「英文
好」，我若太過謙退，就怕會對不起
我們香港人在九七回歸前的「事頭
婆」（廣府話口語的「女老闆」、
「老闆娘」）了！
《三國演義》有一虛構情節，寫周
瑜因為妒忌而要害死諸葛亮，命他去
劫曹操的糧道，後來諸葛亮用激將法
免禍，還明言曹操一生用兵好劫人糧
道，自家的糧道豈會不重兵保護？潘
國森也是這個意思，大半生為文，總
是挑剔人家的錯訛疏漏，自家的文字
又豈會隨口亂說？
此所以潘國森論文、論術數，甚至

論法、論政，全部論據都有出處，雖
不抄出原文，都轉述其大意。
可惜現實人生不比小說的虛構世
界。武比是站着的贏、躺下的輸。文
比則多取決於看官的議論。我寫雜文
論事，讀者普遍知得比我少。無怪有
小朋友說我只是「中文好」……不允
許也不相信，其實我於社會科學也有
涉獵。假若許多人信大法官、大律
師、大教授信口胡扯而不信潘國森，
雖然不幸，倒也是很能理解的。

童話是童年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著名的《安徒
生童話》、《格林童話》等作品，創作年代雖久

遠，但一直流傳至今，仍然為無數小讀者所喜愛，因這些童話充滿
想像力，它描寫了人類社會，還有天地萬物的想像世界，童話故事
把世間美好、幸福的一面展示出來，豐富童稚的心靈，令兒童對人
生充滿冀盼和信心。
近日潘金英和我，客串為社區廣播電台的《潮講格林童話》節目

任主持，以現今生活角度來討論這些久遠年代流傳下來的《格林童
話》作品。在每一集節目中，我們都分享格林名著如《青蛙王
子》、《四個聰明的兄弟》、《美女與野獸》、《漁夫和他的妻
子》等，邀請一些學生來，先聆聽生動的童話廣播劇，然後由學生
們即時互相討論，談談相關的角色和主題內涵，表達己見，或該童
話對他們有什麼啓悟等；學生們小小年紀，皆是頭一次當播音員，
大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呢。相信是因為好童話激發起他們對內容有
所感受、有所想像，從而有話要說呢！
這天錄音，我們便討論青蛙王子複雜的內心世界，他渴望和公主
交朋友，但醜陋的外表令他自卑、怕得不到認可，我問小朋友意
見，青蛙應該改了自己性格上什麼缺點，才能比較容易交朋友呢？
我請小主持給青蛙一些好提議。另一方面，我們又討論公主怎樣對
待青蛙，她討厭青蛙外表、罵青蛙，語言無禮，並要挾青蛙為她取
回金球，但她後來答允青蛙要求做他朋友，卻不守承諾；同學們都
覺得那不是真正朋友所為。對於故事結局，他們也有意見，甚至想
寫新的續集呢！
著名作家薛濤說過︰「人類當初絕不是為了簡單的好玩才去觸碰文
學，兒童文學更不是在單薄的土壤上結出的乾癟小果。它應該立足於
深厚的現實土壤，讓作品『自然生長』，讓它含有各種人生的滋味，
甜的、酸的、苦的、澀的……」《格林童話》有深刻的內涵，一直深
植人心；但也有批評說灰姑娘、白雪公主、青蛙王子等故事的最初版
本，並非只有童話般的美好想像，其中
實牽涉了暴力、侵害、誘惑、背叛等現
實殘酷情節。但這些元素不正好反映各
種人生滋味？格林童話有這樣的深層底
蘊，才足以成為兒童文學經典，適宜讓
少年人來研討，並從中探尋要義，獲取
心靈的力量。

格林童話人生滋味
當下正值全球政
治經濟環境複雜多

變之時，人們在金融市場打滾都戰
戰兢兢地進行，不能稍有怠慢，以
免招致損失。
正所謂「六絕」？投資者更是

如履薄冰，況且打從六月初，中、
美、歐以及港股都挑起風高浪急的
波動，投資者心中有數。淡友變本
加厲空之哉，十分過癮。殊不知，
淡友也有打敗仗的時候。
上周初，習近平主席應美國特
朗普總統的邀約，中美兩國領袖通
了一個電話。令全球投資者對中美
會談將出現曙光，有所憧憬，再加
上美國聯儲局傳來將把加息之門關
閉，重開減息。這兩個看似不經意
的消息，在金融市場投下了正能量
的炸彈，結果全球金融市場中的股
市、債市、匯市，都起死回生，掀
起大升浪。就以香港股市而言，
三、四日之間就升了千餘點，重返
樂觀氣氛。
其實，港股日前之所以起風
浪，還涉及本港政局有關《逃犯
條例》修訂出現爭議，引起示威
遊行，幸而，特首林鄭月娥緊急
應變，向市民再三解釋並暫緩把
《逃犯條例》的修訂交往立法會
通過。雖然，此修例原意是為香
港好，可惜令部分市民有所誤
解，社會有所撕裂。但是有責
任、有擔當的林鄭向市民真誠道
歉，期望社會裂痕盡快修補，香
港社會重返穩定。香港政府將繼

續努力，令香港經濟民生得以發
展進步。林鄭及眾多有擔當、負
責任的政府官員，包括保安局李
家超局長的致歉，人們都表示理
解，繼續支持他們為香港服務。
事實上，在此多事之秋，複雜多
變的局勢下，作為當家實在責任重
大，爭議事件多多，也感辛苦。如
非當事者對國家、對人民一片忠誠
和丹心，實在是難以想像的。澳門
特首即將換屆，傳來澳門政商界名
流賀一誠將參選澳門特首的消息。
被澳門人昵稱為「一哥」的賀一
誠，是一位著名企業家，也是一名
活躍於人大政協的愛國人士，2013
年起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深得國家
和市民的點讚和支持。期待「一
哥」能在邁進新時代的澳門，領導
澳門進入多元化的社會，再創輝
煌。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國是我們

的祖國。我和我的祖國心連心，一
刻也不可以分離。這次修例釀成風
波，純屬有外部勢力的干擾，令某
些人士產生誤會而反對之。不應讓
是次風波打亂安定的香港，環顧當前
世界局勢，官與民、國與國之間都要
抱着團結、包容的精神，互諒互讓，
相得益彰，才能達至雙贏。
六月底在日本大阪將召開G20
峰會，全球聚焦於此，衷心期待中
美領袖能實現良好溝通，達至互相
都認為有利於兩國的協議。如此一
來，不但兩國皆有利，更使全球經
濟更上一層樓。

互諒互讓為香港好

月前我看中醫調理
身體，醫師十分盡責

為我細心驗查，花很長時間與我詳談
身體情況，離開前給了我一張表格，
要求每天仔細填下任何吃過的食物和
飲料，幾周下來，我深深體會病從口
入的道理。
我久不久便在飯後產生胃氣，隨之
而來是心跳不正常。西醫要求我做了
兩次頗大型的心臟手術，但未能根治
很是氣餒。在朋友介紹下看中醫。有
西醫根底的年輕中醫師為我從調理脾
胃入手。他也是一位營養師，除開中
藥和教我在不適時按穴位外，還要做
仔細的日常飲食記錄，給我資料認清
食物的寒涼性。
首次覆診時，醫師拿着我的單子逐
項看，在許多食物上打交叉，認為我
不宜進食免傷脾胃。看到我最愛的食
物名字都打着了個叉，我很是氣餒，
問：「有什麼可吃的？」他微笑道：
「清茶淡飯吧！」
說實的有時真想犯規滿足嘴饞，但
想到醫師是為我治病，別白費了他的

心思，於是努力守規矩。其實他的要
求並不過分，煎炸辛辣生冷食物吃不
得，濃味食物要戒，例湯是味精水勿
喝、老火湯脂肪多……事實上味精是
我一大致命傷，在外國有很多人吃過
中國館子便感不適，出現中國餐館症
候群，這就是過量味精和千年油闖的
禍。
另一方面，要把病發不適前所吃的
食物和食肆名稱也詳列。反省哪一食
肆是逢吃必出事的，因為有些麵包店
和食肆會用上質劣的食材和味精、萬
年油，我這類敏感人士便易受傷害。
所以我常選擇到一些較有保證的連鎖
店食肆和麵包店，尤其是說明不放味
精的。
醫師這樣地每周替我查看一次飲食
清單，刪除了食物和食肆剋星，加上
飲中藥、喝陳皮水化胃氣，我發病的
次數大大減少。心臟問題竟與飲食習
慣有關，也是意想不到的。大家身體
出毛病，不妨也為自己列一張飲食清
單，檢視問題所在。生病常錯不在身
體，而在於我們吃下了什麼。

清茶淡飯百病消

差不多兩年前，馮唐寫過
一篇《如何避免成為一個油

膩的中年猥瑣男》。這篇文章瞬間紅得發紫。
儘管對於一個敢把《飛鳥集》譯成「大千世
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的作家來說，任
何文風都是才華的體現。但《油膩的中年猥瑣
男》並非因為才華而聞名，這文章的描述太中
年人了。在這篇文章裡，我們似乎看到端着一
杯枸杞坐在辦公桌後面的中年人。他剛剛悟出
點人生，正準備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卻
發現時間的不可逆，人生像白駒過隙一樣短
暫。於是他停下來，自暴自棄地任由身體腫
脹，思想停滯。馮唐白描了這樣的人生，並在
標題裡表達了他的不認命。
像馮唐一樣，韓寒也不認命。他專門拍了部
半自傳的《飛馳人生》。電影講述一個中年胖
子如何自吹，結果重拾夢想的時候發現一切都
有些勉強，為此還送了命。但韓寒把這份人生
體驗拍成了喜劇片，用的是喜劇明星沈騰。在
各種插科打諢中，歷盡世事的愁苦被沖淡了。
對韓寒來說，這份愁苦屬於事實當中的中年

人，這份喜劇色調才屬於他自己。在電影的最
後三分鐘，韓寒甚至用漫畫手法給觀眾一個幻
想中的世界。在幻想裡，一切都可成真。所
以，在韓寒看來，中年男人不可悲，沒有想像
力的中年男人才可悲。
這樣的文學作品總給人溫暖，讓人生出絕處
逢生的希望。雖然悲壯着，卻總像白天裡的烏
雲，後面是太陽。所以，大眾願意接近他們，
就像願意接近喜劇一樣。但生活不是悲喜劇，
真正年歲漸長的人，做不了馮唐和韓寒，他們
貌似麻木、緩慢，很像馮唐筆下倒霉的中年猥
瑣男。但他們畢竟不是文學裡的人，生活本身
也不是烏托邦。於是，中年人更務實，並看重
生活，試圖在可見的眼前探尋恒久的真諦。為
此，他們關注日常生活的每一次實踐，並感動
於那些難以察覺的激情。但表面看起來，他們
是波瀾不驚的。
這是戀物的開始。我們看到癡迷茶道的中年
人，仔細觀察杯盞，並津津樂道於這些物之間
最細微的差別。他們也有可能送給別人一餅普
洱，代表生活裡對身體的重視，普洱是最養胃

的。到了逢年過節，他們會按照禮儀準備禮
物，代表世故當中的溫情。這種溫情有時延續
為對時間的任意揮霍，他們可以在喝茶侃大山
中過完一個下午，說話時不再小心翼翼。相對
來說，這種行為具有一種反功利的光環，帶着
超然物外的氣度與瀟灑。正如普魯斯特所說：
「這樣歲數的人生哲學是實證的，幾乎是醫學
的哲學。」也許實證當中有些許自滿，但這種
自滿夾雜着某些對人生透徹的領悟，那是他用
半生的時間和閱歷換來的。一種叫做緩慢的生
活，是從容的表現。不急躁，是含蓄地表達對
人生的了解。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曾把這種狀態總結
為一種叫做個人節奏感的東西，以自我為中心
的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哲學，是屬於中年人的
人生領悟。作為巴特60年人生的總結，他把這
種經驗寫在他《如何共同居住》的法蘭西學院
講座筆記裡。中年人，代表人生的中間狀態，
既不再有年輕人的衝動，也還沒有老到開始悲
觀，他們不是簡單的一個叫做「油膩的中年男
人」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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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童話廣播室 作者提供

星期天到養老院探望
兩位老友：一位是與我
同單位的編輯老王，另
一位是某基層單位的領
導老孫。他倆都八十多

歲，身板硬朗，神志清醒，在院裡「同命
運共呼吸」，待遇、條件完全相同。老王
一見面，就誇這裡吃得好，朋友多，醫療
服務周到，生活很開心。老孫卻皺着眉
頭，抱怨這裡飯菜不可口，服務不到位，
行動不自由，生活不如意。我聽後很納
悶：為什麼同樣的處境，同樣的生活條
件，二人的感受卻如此不同？我將我的疑
問提出來向老王請教，老王笑而不答。他
略加思索，便給我講了下面的故事。
從前有個老人，養了兩個兒子。有一天

他問兒子：「昨夜睡得怎麼樣？」老大
說：「睡得很好，而且我還做了一個夢，
夢見進了天堂。天堂很美好，就跟咱家一
樣。」老二卻說：「昨夜我也做了一個
夢，夢見下了地獄，地獄就跟咱家一樣糟
糕。」老人聽了又吃驚又不解，便向一位
智者請教。智者說：「佛家有『一水四
見』之說，即同樣一池清水，在常人看來
是水，在魚蝦看來是房子，在餓鬼看來是
膿血，在天神看來是水晶宮。之所以會這
樣，是因為見者心識不同，所持觀點也各
異。你的兩個兒子雖同居一屋，同食共
眠，但由於心態不同，對家的感受也不一
樣。老大心態好，心中充滿陽光和愛，因
而感到家很美好；而老二心態差，胸中裝
的是怨恨不滿，所以就感到這家很黑
暗。」由此看來，生活好不好，心態很重
要。保持好的心態，才能贏得快樂的生
活。
聽了老王的故事，我茅塞頓開，不但解

開了養老院的心結，也進一步認識到心態
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是，如何才能有
好的心態？老王沒有說。在他的啟發下，
我又進行了一番學習探索，從前人的生活

實踐中，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要想心態好，慾望不能過高。正

當的慾望能使人心情愉快，生活美好。但
慾望無止境。慾望過高，難以滿足，心態
就容易失衡，反而會增加苦惱。著名作家
尤今在《共在人間》一文中形象地寫道：
「許多人，活着但不快樂，只因不滿足於
他所擁有的，只一心憧憬他所未知的。
『共在人間說天上，不知天上憶人間。』
往往坐這山、望那山，吃這碗、盼那碗，
任由慾望的樹在他心田裡無止境地長着。
長了一寸，他要一尺；長了一尺，他要一
丈。眼看那『樹』已經高入雲霄了，他還
是滿心焦灼地嫌那樹發育不良。天天在慾
望的無底深潭裡浮沉，彈指間，短短數十
個寒暑已成過眼雲煙，回首前塵，竟不知
『快樂』一詞如何詮釋。」現實生活中，
也不乏這樣的人，有車有房，衣食無憂，
卻整天哀嘆「生活太無聊」。儘管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慾望過高，不切實際，則是
很多人的通病。
其次，要會比。很多時候好心態是比出來
的。會比才能心安，會比才能快樂。但這
「比」不是盲目攀比，而是在生活上多向下
比，向境況不如自己的人比。你苦，有人比
你還苦；你難，有人比你更難。這樣一比，
你就能對生活感到滿足，對現狀少些抱
怨。正如清代學者倪元坦在一首詩中寫
道：「別人騎馬我騎驢，自覺無顏歎不
如；君試回頭一察看，道旁還有赤腳夫。」
這首小詩雖缺乏詩意，卻富含哲理：「我」
騎着毛驢趕路，別人騎着快馬很快超過了
「我」。如果只跟騎馬的人比，便覺心態黯
然，愧不如人。但回頭一看，再跟那些赤着
雙腳、挑着重擔、遠遠跟在後面的挑夫相
比，「我」則幸福快樂多了。這樣一比，心
態豁然開朗，幸福感油然而生，心中的灰
暗也一掃而光。短短四句小詩，就把「上
比」與「下比」所產生的不同心態、不同效
果，生動地表現出來。

再次，要懂得知足，知足才能常樂。古
聖老子說過：「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
於欲得。」好的心態，常常從知足中得
來。因為知足，才能卸下慾望的枷鎖，感
悟幸福快樂的真諦；懂得知足，才能心態
安然，快樂幸福。知足作為一種人生智
慧，它跟貧富無關，與地位高低貴賤無
關。那身處清貧或逆境中的知足，更能體
現出美好的心態，也更為難能可貴。古人
常把「布衣桑飯，可樂終身」當作知足常
樂的典範，這方面也湧現出不少感人的範
例，如明朝金溪人胡九韶就堪稱楷模。他
家境清貧，一面教書，一面耕作，所獲僅
可供衣食溫飽。但他很知足，每天黃昏
時，都要到門口焚香跪拜，感謝上天賜給
的「清福」。妻子不解，問他說：「我們
一日三餐都是淡粥疏食，這算什麼『清
福』？」他卻說：「首先慶幸我們生在太
平盛世，沒有戰爭兵禍；又慶幸我們全家
人有飯吃，有衣穿，不至於挨餓受凍；第
三慶幸我們家床上沒有病人，監牢中沒有
親人，這不是『清福』是什麼？」正因胡
九韶生活知足心態好，所以清貧的日子也
過得有滋有味，自得其樂。
以上所述，只是就日常生活而言。如果從廣
義上看，從心態決定成敗、決定命運、「你的
心態就是你的主人」（某哲學家語）等更高層
面上認識，改善心態還有更多渠道。如想得
開——碰到挫折、受了委屈和遇到種種不順心
的事都要想得開。想得開才能擺脫煩惱，柳暗
花明，心無羈絆；放得下——放下煩惱，放下
憂傷，放下不可挽回的損失，放下怯懦、自卑、
悲觀等不良情緒……使快樂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看得遠——不但看眼前，還要看長遠；不但看
到樹木，更要看到森林……而這一切，都不會
憑空而來，而是從生活實踐和讀書學習中得
來。因此，要擁有更為寬闊和持久的健康心態，
就應「學習、學習、再學習」，「活到老，學
到老」，把學習當作生活的常態和重要的事業，
像吃飯睡覺一樣終生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