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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絳唇 ‧ 戴口罩》
                       世紀瘟災，疫情四海流行慘。
                       社交傳染，嘴沫橫飛泛。

                       領袖全民，施政須同感。
                       拒口罩，衛生門檻，風範功能黯。

拱手禮值 得推行
從新聞及短片看到近日出席

人大會議的人見面時，捨棄互相
握手及擁抱，以彎腰鞠躬和拱手
取代。

拱 手 的 動 作 易 於 完 成 ， 左
手、右手十指相靠，對著面對或
周圍的人拱手，即全程完成，祇

要臉有感情，拱一下也是好禮素。拱多幾下，相
當於親切問候。

歷代拱手都有各自的規矩，比如某些幫會有
一邊手拇指屈向手心，另一邊手握拳，然後左右
手合攏，有來自五湖四海之意。現代人就祇是見
面禮而已，無須拘束太多形態，會意便是。

人大的的會場見到很多人鞠躬近乎九十度，
然後拱手，用去很多時間，有人說「禮多人不
怪」，也有人認為動作重複，雖然「禮多人不
怪」，但完成所有動作，不如祇拱手，彎腰鞠躬
省去。

友人見面時，眼睛注視著對方，已是一種禮
貌，同時拱手，亦是友誼的表示，省時又有禮。

現代日本人、韓國人和中式酒樓的招待員，
他們都以彎腰鞠躬表示歡迎，他們不會拱手，我
贊同他們的禮貌舉動，既能表達禮儀，又能節省
重複的禮節。

有人說，拱手已可表達問候及敬意，彎腰是
畫蛇添足!

也有人說，拱手及彎腰都是中國人古代的禮
儀，不是劃蛇添足。

更有人附和，他的理據是「禮多人不怪，中
華兒女奉行的禮儀」。

一項禮儀的推行和得到眾人的奉行，除了禮
儀的內涵是否有意義，還要看它會不會給人添麻
煩。古人晚輩見長輩時是要跪拜的，現代人已沒
人奉行，偶而見到行跪拜大禮的場合，是剛入門
的新娘跪拜家翁、家婆，或宗教場所膜拜神明。
何以如此呢？原因是跪拜禮過於繁瑣，現代人覺
得「費神失事」，一項予人麻煩的形式漸漸從風
俗中消失，所謂移風易俗也。

拱手加彎腰鞠躬在偶而見面時可行，在人多
聚眾的場合不易做到，你遇到一個人或一群人拱
手、彎腰一次，如果會場見到數十個朋友，數十
群熟人，你將如何應對，會場中的其他人又如何
應對?

我還是認為，肢體不接觸，又具友好示意的
拱手值得推行，禮做足了，又不會散佈病菌及污
物，天下無比此更簡便及表達深情的形式。

彎腰鞠躬禮不是不好，它也可在某些特定場
合表達敬意，拱手禮和彎腰禮可以依據場合作出
選擇，拱手禮除了拱手外，還有一個動作是注視
著對方，也是禮素的表達，一邊拱手，眼睛遊走
他方，禮素祗做半套。

拱手禮確值得推行!

謝如意

氣人和人氣
氣 人 的 事 是 經 常 發 生 的 。

在氣人中就有被人氣的，在氣與
被氣之中必有氣之相搏的事情發
生。一旦發生了，這由氣人惹氣
的事端中，就纏繞著反氣人的人
氣與之相搏。

現在氣人的事多著呢。首先
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氣得暴跳如雷，甚至歇斯底
里，他正想在氣人中把遭受疫情侵襲的「鍋」甩
給中國，對於特朗普這種以「莫須有」的罪名
「甩鍋」法的自我表演的氣人中，也引發正常的
人氣：那就是世衛組織並不是像曾經的聯合國被
美國架空，對美國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侵略
伊拉克熟視無睹一樣，而是頂住了特朗普的蠻橫
「甩鍋」的壓力，回復給世界對中國抗疫的正確
評價和待遇。這也導致美國特朗普在「甩鍋」中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本想氣人以擾亂乾坤
禍害人類，結果卻欺人自欺暴露了自己的狼子野
心和「黔驢技窮」，甚至於惱羞成怒氣了他們自
己，宣佈要退出世衛組織。

美國特朗普的氣人惹出的世界的人氣，證
明了世界鎮壓邪惡的仍有正義。而美國人因為特
朗普的拙劣表演而成為了世界上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打擊最重的國家，如今死亡人數竟然超過十萬
人了。這種連累美國人遭災最嚴重的的「鍋」，
不知道表演「甩鍋」的特朗普有將怎樣「甩」給
誰了？

不過，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主持正
義的也不止有世衛組織，而且有冥冥之中的客觀
規律，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特朗普的
咎由自取是在所難免的了！

全世界要氣人的人何止一個特朗普？大凡
別有用心圖謀不軌的傢伙們，無論男女老少，
都是氣人的東西。在我們中國有張「酒色財氣
歌」，其中就把「氣」殿後而論之，那是在教導
人們怎樣善於應對氣人者的伎倆而保得自己平心
靜氣不為邪氣所左右的。

因為氣人的邪氣與反擊氣人的正氣之相
搏，是涉及人們德行和智慧的較量，「不是東風
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鬥爭的問
題上決沒有調和的餘地」。誰要是在原則的問題
上沒有信守正確的原則，誰就可能引狼入室與虎
謀皮，從而上了氣人者狡詐佈局設置陷阱受到傷
害，不僅被氣人者「謀財」，而且可能遭受「氣
人者「害命」。

因為，謀財還僅僅是淺層次上的較量，傷
害對手也在輕的。待到以氣人的事情作為「平
台」「發酵」，耍出瞬息萬變的陽奉陰違，出爾
反爾的陰招後，「新一輪」的「謀財」病就極可
能惡化「害命」，不把人「氣個半死」也要「磨
掉你好幾層皮」！

待到忠厚有餘、智慧不足的被氣人者發現
真相悔之已晚，已經跌入了氣人者狼狽為奸設置
的第二個乃至更多的陷阱了，直到把被氣者搞得
氣喘吁吁甚至奄奄一息的時候，他們就原形畢露
亮出底子，公開一槍把你最後擊斃，甚至還可能
在對方臨死前公開他們原來的陰謀與佈局而讓對
方「死個明白」。

這已經有好多歷史事實可以作為鐵證據
了！但願人們要注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不要重新犯上以前犯過的同樣的錯誤，任由包藏
禍心、草菅人命的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的陰謀得
逞！

忽然記起魯迅先生寫到的「哈巴狗」。
「哈巴狗」對其主人恭恭敬敬的樣子是不缺乏溫
柔的，但是「叭兒狗」比起「哈巴狗」來，其狗
相有些相似又有不同，不同的是貌似對人們都
「公允」，而其實是有很深很偏執的傾向性的。

當氣人者的壞人拚命欺負被氣的好人的時
候，「叭兒狗」十分看得慣而在默默「欣賞」著
這種氣人和被人氣的「景象」；而當被氣的人
「以牙還牙」要給氣人者「一點顏色看看」時，

「叭兒狗」立馬慌起來了，趕忙裝出一副悲天憫
人的樣子，勸告好人們不要「以牙還牙」，而要
「忠恕」、「仁愛」、「和平」啊，要「君子不
記小人過」，甚至給你一頂「宰相肚裡能撐船」
的高帽戴戴，以便把忠厚有餘，智慧不足的人們
忽悠了，讓氣人的壞人的「落水狗」藉以得到苟
延殘喘。然後，那些「落水狗」一旦爬上岸來，
至少聳身一搖，把那狗身上的水點濺得無辜的人
們一頭一臉。因此，魯迅先生主張痛打「落水
狗」，這種主張就像毛主席的「宜將剩勇追窮
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樣，對於許多被氣的人
來說詩歌很好的忠告，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
「聽得進去」？要知這「聽得進去」的人有多
少，就證明著人氣有多少。試著看看身邊和現
在，想想他人與未來吧！

面對國內外鬥爭風雲詭異，氣人者與被氣
者層出不窮的實況，每個人都不可能是生活的旁
觀者，因為社會是個共同體。所以啊，人都要有
公義之心、不忘做公益之事！這首先就要保證自
己不當特朗普或「趴兒狗」式的氣人者，同時要
廣結善緣急公好義，及時行善匡扶正義。不要
「各人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自私自
利，對別人的好事冷若冰霜袖手旁觀、更不要不
當人卻當「叭兒狗」、不要甘為虎作倀想與虎謀
皮「分一杯羹」搖尾乞憐寡廉鮮恥，要懂得知恩
答恩多做好事，才不會貽笑大方失道寡助。這樣
彼此注意做好了，社會才有正常的人氣而不是被
鬼氣交錯縱橫，好事也才不會半途而廢甚至於
「一賤破九貴」悔之無及！

還記得高中學過的《過秦論》和《六國
論》的雄文吧：「滅秦者，秦也，非六國也」：
大抵因秦國施暴政害民，逼得人民忍無可忍，由
陳勝吳廣之類只擁有簡單兵器的農民，都可能一
呼百應戰勝強秦推翻秦朝。

這和解放初期中國人民志願軍雪中送炭，
配合朝鮮人民軍，手執落後於敵人很多的兵器，
卻能戰勝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將軍帶領的十六國
聯軍一樣，是「吉人自有天相」「得道多助」的
最好詮釋。

「敗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因為六
國不聯合抗秦以自保，卻爭先賄賂秦國而被秦國
「各個擊破」而滅亡，誠然是「不賂者以賂者
喪」，不賄賂秦國的國家被孤立，不能獨力戰勝
秦國，雖然後來才亡，但畢竟最後也亡死於六國
間不互相支持前車可鑒！

這可和解放後的新中國雖然在經濟復甦的
艱難努力中，但是共產黨仁政風清氣正大得民
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一樣，都自然彰顯「正義必將戰勝邪惡」的人
氣。這與賄賂自滅形成對比，奏響了全國擰成一
股繩自強不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人氣的
凱歌！

記得我在初入廈門大學的新生代表座談會
上的發言說到：「一個人要有志氣、一支部隊要
有士氣，一個社會要有民氣」，這些志氣、士
氣、民氣，統統都是正能量的人氣啊，不怕邪惡
狼狽為奸頻頻氣人，就怕我們缺乏缺乏道德與智
慧整合的人氣！

氣人和人氣，簡說且此。未來的社會不是
屬於有錢人更不屬於沒錢人，而是屬於正能量的
人們的社會。

我們的一生都是在耗費能量中，不同的
是：有人耗費負能量禍害社會，有人耗費正能量
造福社會。

那些狠毒心腸的氣人者是耗費負能量的小
丑們，在當除或當改造之列；而懷有大愛之心、
厚德之行除暴安良的人是耗費正能量的志士仁
人，是我們當崇敬當學習的可貴之人。因為，只
有這些正能量的人代表著社會前進的方向光輝燦
爛，從容播放著民生福祉的福音綿綿不絕餘音繞
樑！

寫於2020年5月31日晨

靈子

反對「國安法」可笑與無知
5月28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以贊成2878票、反

對1票、棄權6票，高達99.7%的贊成票，高票表決通過《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消息一出，令到許多深受亂港暴亂困擾的香港市民及工商
企業擊節讚賞，認為落實「港區國安法」有助特區政府盡快止
暴制亂，使香港社會及經濟早日重返正軌。惟一眾反對派議員

及亂港暴力分子仍未肯善罷干休，一方面於議會內發動幹擾「國歌法」審議行
動，另一邊廂在全港多區聚眾鬧事、堵路，妄想製造混亂，阻撓「國歌法」及
「港區國安法」。可是這些唯恐天下不亂的政客及暴徒提出的所謂反對理由和
論調，實在令人感到可笑，亦反映出了他們的無知與不學無術。

例如有反對派政客稱，《基本法》23條列明，要由香港政府自行對危及國
家安全的行為立法，還指「特區政府不能放棄自行立法的權利」；亦有人稱，
23條立法受立法會三讀程式保障，是公開、透明的立法程式，因此人大應讓香
港自行立法。但可笑的是，特區政府在2003年嘗試為23條立法時，這些反對派
政客以「打壓人權」、「黑箱作業」、「損害港人自治」等莫須有的理由，
阻撓特區政府立法，導致香港回歸祖國快23年，至今仍未能就維護國家安全立
法。這也間接導致現在的「港獨」分子可以如此有恃無恐地煽動暴亂，以及
公然走到外國議會乞求外國政客幹預香港事務，挑戰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權
威，破壞「一國兩制」。

可以說香港社會今天出現的混亂局面，全是這些反對派議員一手造成的。
可是當人大打算正本清源，為香港立法堵塞在國家安全方面出現的漏洞時，曾
大呼23條立法「黑箱作業」的議員們竟以「破壞《基本法》」、「應讓香港自
行立法」和「二十三條立法公開透明」為理由，反對「港區國安法」，活生生
的上演了一齣「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大戲。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反對派議員們反覆無常的嘴臉，不但將小人之相表露無遺，亦透露了他
們的無知及凡事以利益為先的思維。因為只有與外國政客勾結，擾亂香港社會
秩序，他們才可以撈取更多的利益。

須知道，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從國家
層面為香港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完全合法、合理、
正當。《基本法》第18條第三款也早已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對基本法附
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制定港區國安法並列入附件三的
做法，符合《基本法》規定，何來破壞《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之說？
而且自《基本法》頒佈後，第18條便已存在，不但從來未有做出任何修改，美
英等所謂民主的國家早已知情，也從來沒有提出過反對和批評。為何直到今天
第18條才會被針對？人大為港立法被說成破壞「一國兩制」呢？其中原因，不
言而喻。

事實上，中央一直都有給予香港自行立法的機會，也相信特區政府可以解
決政治爭拗。可是在反對派議員及外國勢力勾結亂港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短時
間內難以就保障國家安全立法，才最終迫使中央出手，避免「一國兩制」受到
更深層次的破壞。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便指出，香港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暴，即使
在特首宣佈無限期擱置或撤回修例的情況下，社會動亂仍愈演愈烈，出現了各
種挑戰中央「底線」的言行，包括「港獨」、「黑暴」、「攬炒」等，「一國
兩制」遂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所以，中央迫不得已要出手，行使其關於國家
安全問題的事權。中央的目的不是改變或減損「一國兩制」，而是要保證「一
國兩制」的順利和準確實施，使它能夠「行穩致遠」。因為中央認為，建議為
港制定的國安法的目的，在於遏止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恐怖活動
和外國勢力對於香港事務的幹預，如能達到這些目的，「一國兩制」便能順利
地繼續推行，香港的繁榮和安定以至國際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才得以保障。

蘇麗莎

14點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
台灣大學針對台大校友在業界的工作表現，向企業界進行過廣泛性的意

見調查，結果發現台大畢業生最需要改進的地方包括：團隊精神、工作態度、
溝通協調、抗壓能力等，因此，台大校長特地寫信給全校應屆畢業生，信上列
出「十四點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供學生參考，希望藉此勉勵學生以務實，認
真，謙和，負責，樂群，積極向上，好學不倦，吃苦耐勞，創新求新的態度及
精神，展開職場工作生涯，相信對學生將來職場成功有所幫助。

這「14點給社會新鮮人的建議」為：
1. 保持熱情，別太在乎薪水、職位與陞遷
2. 不要太在意「準時上下班」
3. 盡量避免事後請假
4. 不要輕易說出「這不是我的工作或這太簡單了，找別人做」等推諉的話
5. 不要說出「沒辦法、我不會或太困難了」的洩氣話語
6. 從失敗中學習寶貴的經驗及功課
7. 對任何事抱持好奇心，並深入瞭解
8. 開會時別當木頭人，也別輕易丟出一個太過簡單的問題
9. 對同事及主管應具備同理心
10. 別把責任推給他人
11. 保持創新精神
12. 保持閱讀與學習、習慣對和工作相關的事務有反應，從中領悟道理，並

記錄心得
13. 善用時間、管理瑣碎時間、充分利用時間，提升工作效率
14. 留意任一環節的細節
其中，，校長在信上提醒畢業生找工作時「別太在乎薪水」、「不要太

在意準時上下班」的建議，引發部份學生批評是校方竟跟資方一起「奴化」員
工，也有人譏諷「台大因為李校長的用心漸漸轉為職校，可喜可賀」、「連台
大校長都發這種文章，難怪台灣勞工如此便宜又好操。」更有人痛批，此舉根
本就是校方與資方「勾結」，成為慣老闆的「幫兇」！

社會新鮮人沒有任何實質工作經驗，學校所學的理論與工作實務畢竟是
有一段差距，剛出社會的學生不
宜自恃高學歷，出自名校為由而
要求超出合理水平的起薪，斤斤
計較，唯我獨尊，獨斷獨行，唯
有腳踏實地，不斷認真學習新知
識，求進步，求革新，才能提昇
自已的能力，增加工作效率，藉
此持續累積自已工作實力，加上
保持工作熱忱，培養良好團隊合
作精神，持之以恆，相信假以時
日，前程是不可限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