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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碗碟與抹地板

那時節，盛夏，家傭返鄉，下班後「代其勞」，洗碗碟、

抹地板、抹窗戶一腳踢（全包）。

幾天「辛勞」下來，忽發懶人奇想：如果家中有一個有

蓋子的大水桶，先預多一些餐具，然後把每次用過的碗、筷、

杯、碟全數放進去，每週放假時才一次過清洗，省時省力，

不亦快哉？

要實現這個「理想」，得先來個試驗：用現成的一個四

加侖（約十八公升）有蓋子膠（塑料）水桶，把兩天來用過

的餐具都放進去。第三天下班後，想動手清洗，當打開蓋子，

一陣酸臭味攻將上來，中人欲嘔；餐具表面還黏著一些黃黃

綠綠，像菌藻又像傷口的濃液，結果，所花的清洗時間更長，

更費力，耗水更多。心想，如果儲存了一星期才清洗的話，

會否發生沼氣爆炸？

最近，因新冠肺炎疫情擾攘多月，於是「黎明即起，灑

掃庭除。」1 每天早上都用 1（漂白水）比 99（清水）來清潔

地板，比較起三幾天才用水清潔一次地板，來得更輕鬆，消

毒效果也更好。

1 引自：明末清初，朱用純（柏廬）先生的《治家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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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洗碗碟、抹地板「推敲」，其實個人心靈上也須要每

天清潔、維護，不能只靠每個禮拜一兩個小時的宗教活動便

可以洗滌得乾淨。

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有「毒素」侵擾心靈：或來自工作

場所、或來自社會新聞、或來自不良娛樂、或來自電視劇集、

或來自儕輩影響等等。當內心積聚了惱恨、苦毒，便會「言

為心聲」，吐出的盡是一些骯髒、苦毒話語，這就有如佛家

所說的：傷了口業、減了福報、添了罪孽。

心靈「器皿」上的污垢，積累多了，是很難洗清的。真

心想要清除「毒素」，除了經書，平日或可挑選一些適合自

己而又滿有正能量的書本作為「補充劑」，每天去自我潔淨

一下心靈，這類書本，要找的話，一定可以找得到。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為甚麼有些作家喜歡寫一些情色

小說、散文？有些還寫得相當露骨。另有一些作家喜歡寫一

些商場中的謀詐，索財害命，橋段狠辣。當然你會說是為了

要吸引讀者，為了「五斗米」。但當深入考量，以上誨淫誨

盜的作品，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也許「不為所動」；但未成年

者，或意志、心智都薄弱的人看了這類作品，又將帶來甚麼

後果？

或許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作者本身……

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先生的《史記》，現代的文學批評

說他的寫作動機是「發憤著書」，是因為他為戰敗投降匈奴

的李陵將軍說話而被漢武帝懲處，受了腐刑（宮刑），所以

他在《史記》的列傳中盡情發洩不平。

史遷（《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簡稱）在《史記．伯夷列

傳》中引述《老子》的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意

譯：上天沒有偏心眼兒，是專門幫助好人的。）但他懷疑這

句話的可信性。他在《伯夷列傳》中舉了幾個善人的例證：

許由 2、卞隨、務光 3、伯夷、叔齊 4、顏回等。

最出名的是伯夷、叔齊兩兄弟，因父親孤竹君死後兩人

互讓君位都「離家出走」，投靠了西伯姬昌。姬昌的兒子姬

發（武王）伐商建立了周朝，兄弟二人認為這是不義之舉，

於是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說「伯夷、叔齊積言

潔行，如此而餓死。」是上天的不公。（曹植的詩《贈白馬

王彪》：「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就是諷刺兄長曹丕

不顧兄弟骨肉之情去逼迫他。）

另一個例證是顏回：「且七十子之徒，仲尼（孔子）獨

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經常處於貧困狀態），糟糠不

厭（不得飽足），而卒蚤夭（早夭）。天之報之善人，其何

如哉？」他的「結論」，似乎是：好人未必有好報，反映自

己的經歷。

2 《莊子．讓王》，許由乃莊周為闡述道學所捏造的故事。

3 《莊子．讓王》中的虛構人物。

4 據學者考證，伯、叔二人，不知何許人，無法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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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香格里拉

曾聽過一首舊歌：「啊美麗的香格里拉，啊美麗的香格

里拉，我深深的愛上了她，我愛上了她……」

「香格里拉」，原名「香巴拉」，是西藏語，意即「人

間淨土」。她位於雲南省的西北部，有一條著名河流流經，

本名金沙江，現稱為麗江，是「美麗的金沙江」的簡稱。它

的上游是沱沱河，再往下流去，就匯入了長江。「長江第一

灣」就在這裡，已成為了名勝，加上虎跳峽，成為了聯合國

世界自然遺產之一。

這區的杜鵑花有五十多個品種。假如在農曆端午節前後

來遊覽，那時開得漫山遍野！

這 裡 屬 高 原 地 帶， 是 雲 貴 高 原 的 一 部 分， 海 拔 平 均

三千二百米，可遙望到玉龍雪山山頂終年的積雪。區內日夜

溫差較大，空氣稀薄，不適宜作跑步等劇烈運動，這對我這

個生活於近海平面的南方佬來說頗不適應。在這高原地帶，

氣壓低，水的沸點約攝氏八十五度，如要燒熟一鍋白米飯，

只有借助壓力鍋，否則吃將起來「粒粒皆辛苦」！

這地區的行政屬於迪慶藏族自治州的管理區域。位處農

牧混合的生產狀態：畜牧以犛牛、黃牛、羊、馬、豬等為主；

農產則以冬蟲草、藏紅花、松茸、木耳、青稞為主要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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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氣溫低，生產期長，一般農民收入並不豐厚。當地政府

於二十多年前積極發展旅遊業。居民一半以上是藏民，曾抱

怨為甚麼不大力發展採礦業，因這區藏有金、銀、鎢等礦物。

但政府認為採礦業並不能維持長久，經三幾代人開採後礦源

便會枯竭。而旅遊業卻可以持續發展，「生生不息」。所以

採礦只是小規模地進行著。

這區居住了百分之二十多的納西族人。很多建築物除了

標示了藏文、漢文外，還有納西族的象形文字（或稱東巴象

形文字），它是全世界唯一仍在使用中的象形文字，並被聯

合國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最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他們門前的

春聯兒也用上象形文字。

在這裡學到了一句藏語：Za(4) xi(1) da(4) le(4)，是一句

招呼語：「吉祥」……

雲南．麗江古城

「麗江」，是「美麗的金沙江」的簡稱，依其旁興建的，

就是麗江古城。她前後有超過八百年的歷史。一九九七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麗江古城內，大道兩旁，柳綠成蔭；遇上花期，這裡

更是櫻花處處。在大道旁邊，貫穿著一條古引水道，活流蕩

漾其中。古城中心，小橋、流水、人家。登上位處較高地勢

的觀星台茶水亭，享用茶點，環迴送目，古城風貌一覽無遺。

心中盤想：這龐大的古代屋群，飛簷枓栱，維修保養費應該

不菲吧。

所謂「以戰養戰」（其實世界上所有發展成熟的旅遊區

又哪裡會沒有商業活動的情態呢？）大部分的古代民房，已

成為商業店鋪的店面：有賣銀器的、有賣書畫的、有人像繪

畫的、紙藝的、服裝的、糖果的、茶道的……一些古代民居

已成為現代「客棧」，有些來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自由

行」客，都喜歡入住其中。好奇心驅使下，「投石問『價』」，

也不算昂貴，經濟房只需百多元一天。不過是「海鮮價」，

當旅遊旺季，在供不應求情況下，當然另當別論了。

說到商業化，麗江古城在唐代已是一個西南部的商業城

市。這裡是「茶馬古道」的起點。在唐初，中原曾與當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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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談忠臣多招禍的因由

自有信史以來，見於歷史書上的忠臣、賢臣不少，但很

多是不得善終的。比干、關龍逢、五員、文種、屈原等，隨

手可數。為甚麼這些一心為國的忠臣，似乎都沒有好下場呢？

《莊子》一書中有些篇章也談論過這個問題。莊周在《莊

子》一書中的其中一種表達手法是假托聖人之言去闡釋一些

社會、政治現象（或說明一些道理）；同時引出他要說的道

家真義。

《莊子》在內篇《人間世》說了一個故事（筆者將之簡

譯為近意的白話文）。

某次，顏回（以下稱：回）向他的老師孔子（以下稱：孔）

辭行。

孔子問：「你要去哪裡？」

顏回答：「去衛國。」

孔：「去幹甚麼呢？」

回：「我聽到衛國的國君，正值壯年，但處事獨斷獨行。

草率地耗用民力，而不知道自己犯下了錯誤。而且他濫於用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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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征戰，因之而死的將士不可計量，人民流離失所無可依歸。

我常聽老師您的教言：『安定的國家可以離開，昏亂的國家

可以前往幫助，就像良醫的門前就有許多去看病的病人一

樣。』希望可以根據老師的說話去實行，或許可使這個國家

免於苦難吧！」

孔：「如果你去衛國，就會遭受殺害啊！所謂『道』是

不適宜喧雜的，喧雜了就會多事，多事了就會受到攪擾，攪

擾來時就會引起憂患，當憂患來到的時候，自己要自救恐怕

也來不及了。古時的至人，先求充實自己，然後才去扶助人

君。如果連自己都立腳不穩，怎樣去糾正兇殘者的所作所為

呢？你可知道『德』的所以失真而『智』的所以外露的原因

嗎？『德』的失真是由於好名聲，『智』的外露是由於爭強

好勝。『名』是令人們互相傾軋的原因，『智』是相互爭鬥

的工具；這兩者都是世間兇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上的。」

「雖然自己德行深厚踏實，但是還未達到受人了解的程

度；即使你不願和人爭奪名譽，但對方並不知情或願意去了

解。強行以仁義準則的說話，在殘暴的君主面前誇耀，他就

以為你故意地去揭露別人的惡去顯耀自己的美德，而把你歸

類為一個害人者。害人者，人必反過來害他，你恐怕要被人

害了。」

「如果說衛國君主喜歡賢才而討厭不肖之徒，又何須要

你去顯異於人前呢？除非你不去對他展開諫諍，否則衛君必

定會找著你說話的漏洞去展示他的辯才，到時你只會眼目眩

惑，面色平和，出於口中的說話只會顧得自救，而表現出的

聲音貌色都會去遷就他，內心無主見地依附他的主張了。（省

略）開始時依從他，以後就永遠依從下去了。如果他不相信

你的厚言諫諍，那就必定死於殘暴者的面前了。」

「以前夏桀殺關龍逢，商紂殺王子比干，都是皆因死者

生前修其自身的德行，卻以下屬臣子的身分去愛撫人君的人

民；以下屬臣子的身分違逆了在上君主的猜忌性。因此君主

因為他們的修身蓄德而加害他們，這就是好名聲的結果。」

「從前堯攻叢、枝和胥敖，禹攻有扈，使這些國家都變

為廢墟，人民死滅，國君被殺，這是因為被滅的國君以前就

不斷用兵、貪利不已、求名求利的結果，你就沒有聽說過嗎？

名利的心念，連聖人都不能克制，何況你呢？」

水寶評道：
上述篇章還有跟著來的顏回再三向孔子請教，而孔子也

答覆了用甚麼方法去應對暴君。篇幅所限，有機會再談。

文章中莊子想帶出的是：名、利使人迷失，甚至因之喪

命：「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以上所說，莊子在讚揚儒家嗎？也未必。莊子喜歡用寓

言的方式去說故事表達他「道」的思想。有趣的是他也喜歡

用儒家，尤其是孔子的說話去帶引他想要說的，他把這些言

論稱之為「重言」。把「重言」作為引子帶出他所尊崇的「道」

的思想、理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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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莊子》中所引述儒家言行的種種未必真有其事，

也許可以算是一種「假借」手法，有如《詩經》中用「比」

的寫作手法；情況也就仿如現代作家喜歡引用名人的說話去

加強、支持自己的文章中對事物的論點一樣。但矛盾的是，

莊子認為當時的各家各派（春秋戰國時代是諸子百家爭鳴的

時代）的思想理論都只是有如人體各個感應器官中的其中一

個部分，不能與「道」的全面性相提並論。

如上述這篇《人間世》篇中所引用孔子的說話，就與儒

家經典《論語》有頗大出入。《論語》中說的「四十五十（歲）

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亦有說及孔子把他

的門徒各自的才能、性格的優點，適宜去當一個甚麼等級的

官吏也有談及；他也沒有叫學生們去「歸隱」（學而優則仕）。

在儒家典籍中也有談及孝道的其中一個「標準」：「揚

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孝之終也。」如此說來，

豈不與莊子《人間世》篇之說南轅北轍？

《莊子》有些篇章的部分內容確與儒家有衝突、有矛盾，

他不主張才能外露，所謂「木秀於林而風必摧之。」他自言

他其中一種處世態度是：「周（莊子自稱）將處於材與不材

之間。」（《山木》）。似乎有他獨特的處世哲學。

或問：「究竟為人處世應該偏儒好還是偏道好？」想來

沒有絕對答案吧！「同檯吃飯，各自修行」，只有靠自己去

領悟、取捨了……

《史記．豫讓傳》與武俠

《豫讓傳》是《史記》刺客列傳的其中一篇。篇中所要

表達的，是一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被視為代表武俠精神

的先驅；從另一角度看，它又可以說是儒家文化的繼承與擴

大。

以下先略述《豫讓傳》的故事內容。為方便閱讀，用較

近意的白話文表述。

豫讓，春秋時晉國人，是一名武士。（在他所處時代的

晉國，國勢已經衰弱了，削分為韓、趙、魏。朝政由權臣把

持。）

豫讓曾任事於范氏與中行氏，待遇只是一般。他轉投到

智伯去，獲得智伯的禮遇，視他為國士，很尊重他。

其後智伯去攻打趙襄子（其時約在公元前四五八年至公

元前四五五年）。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擊敗了智伯，瓜分了

他的領地。襄子最為痛恨智伯的了，斬下了他的頭顱用來作

盛酒器（有史學家說是做了尿壺）。豫讓逃進了山中，慨嘆

地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智伯對我有知遇之

恩，我必將為他報仇而死。如果因此而死了，我的靈魂也無

愧於面對智伯了。」



1 7 0

筆景生情

1 7 1

呂卓君學姐的畫作一

呂卓君學姐的畫作二

珍珍學姐的畫作一

珍珍學姐的畫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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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景生情

1 7 3

美國紐約—女神像島

台北書店
—閱讀與咖啡

台灣十分
—天燈

美國華盛頓—華盛頓紀念碑
台灣台北
—故宮博物院

註：所有風景照片（包括封面、封底）皆由作者本人實地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