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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中夭亡。後來回濟後 1939 年又生了五弟武曾，仍為
哥兒們 4 個。

 在濟寧坐吃山空，1938 年夏，我們又回到了濟
南。父親與古董界的老朋友們幹起了古董這一行，混
了一陣子掙錢不夠養家， 後經鄰居也是親戚郭表老爺
介紹，又進了財政廳第三科，任科員，幹會計老本行。
不過這時已是日本人天下，微薄薪金也難糊口，仍去
靠鑑定古文物、字畫從古玩商那裡賺點佣金；也賣字
畫，但皆悉父親多年收集的原是供自己欣賞的書法、
字畫。

  父親與王六爺及郭表老爺，再早還有陶九爺，常
在對門郭家小套間聊抗日戰事，特別是滇西及緬甸戰
事，當談到打敗日本人時，大家眉飛色舞。有時我也
擠了進去，常被說： “小孩子不要聽這些”。但我們
小孩子的幼小心靈也有一片愛國心及熱忱。

 從日本投降之前，父親就已開始賣畫這一行，並
接識了苗海南紗廠經理，苗他愛字畫（49 年後他還當
過副省長）。1948 年父親参加了山東文管會工作，亦
即参加了革命。後轉山東博物館任研究員直至去世，
三十年如一日，他常往返於濟南、曲阜、北京故宮、
上海等地，有一次應邀要去莫斯科参訪，但母親看父
親年歲大了，就是不同意，造成遺憾。

  父親是一個考古學家，由於其對文物及字畫鑑定
頗有研究。山東文物界有許多他的老朋友。如早年的
王獻唐、辛鑄九、茹古齋的錢老板（人稱錢眼子），

後來又有路大荒、王鶴才（六爺）及博物館秦館長等。
 父親對三孔以及老畫家高鳳翰、王士楨，書法家

項文彥等人很有研究，曾寫過 “高鳳翰”等書。現代
書法家鄭作楨（幹臣）是他多年的老朋友。父親還任
省政協委員及省人大代表三屆，直至去世。他是單縣
代表，但他原籍濟寧，又一直定居濟南。但代表單縣。
該縣離濟寧國內網站上多有對我父親的介紹，我遺憾
過去沒有更多留意父親生平，僅以此憑記憶寫出的短
文，為父親前半生就我的記憶所及，做一點父親生平
的補充。年代及事情也可能有誤，希見諒。

附記：在濟南的我的小弟武曾，在我母親去世之

前，已在濟南東郊龍洞山買好一塊墓地，1991 年我母

親去世後，武曾弟將父親骨灰盒自英雄山遷來龍洞墓

地，與母親合葬於此。2002 年我夫婦二人自美歸來，

與武曾弟一起，曾來到龍洞祭掃。

1972 年父母與三姐家之二外甥一甥女

1984 年母親與我的貽讓表哥及我的珂女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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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能想到嗎？在壹檔有關美國總統競選的政論

節目裏，壹位華裔神色自信地侃侃而談，而他的競

選計劃更是“驚世駭俗”——當選以後，他將給每

個美國成年人每月無條件發放 1000 美元。

4 月 14 日，50 年來首位參加美國總統競選的華
裔 楊 安 澤（Andrew Yang） 在 參 加 CNN 政 論 節 目
時表示，如果自己當選美國總統，就將給 18-64 歲
的民眾發放“自由分紅”，以應對人工智能發展，
工作崗位日漸流失的現象。

在節目中，代表民主黨的楊安澤認為，讓特朗
普在 2016 年當選總統的壹個重要原因是自動化技術
的發展。在這些州內，由於自動化技術的普及，很
多人失去了工作，轉而支持特朗普，而正是這些來
自搖擺州的重要選票將特朗普送進了白宮。

而楊安澤對抗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方式就是“自
由分紅”（Freedom Dividend），即為每個 18-64
歲的美國人每月發 1000 美元，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以保證他們的生活穩定。

楊安澤解釋了他提出這壹計劃的背景：“在人
工智能時代，真正的贏家只有亞馬遜、臉書和谷歌
這樣的大公司，而美國民眾很少能從這些創新中獲
利。”

因此，楊安澤提出：“（自由分紅）能為美國
經濟創造 200 萬個工作崗位，它將讓美國的孩子和
家庭變得更為健康，幫助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成功
度過歷史上經濟和技術變革最大的時代。”

此前，有人曾質疑過楊安澤的“自由分紅”計
劃，將其與北歐國家的福利體系進行對比。而楊安
澤認為，這些錢只是用來保障美國人的生活，讓他
們有機會來發展自己，而不會讓他們人變懶。

那麽，這筆錢從哪裏出呢？

楊安澤表示，第壹，美國政府每年要花費巨資
來維持官僚體系的運作，如果能夠削減這部分資金，
那麽就完全能夠負擔“自由分紅”。

其次，科技企業從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科技發
展中獲利頗豐，導致大批美國人失業，那麽它們就
有義務多繳稅，比如可以用 10% 的增值稅（Value 
Added Tax）來承擔這部分費用。

競選口號：“人性至上”

楊安澤提出的“自由分紅”，與他“人性至上”
（Humanity First）競選口號息息相關。

楊 安 澤 1975 年 生 於 紐 約 州 斯 克 內 克 塔 迪 市
（Schenectady），從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學取得政治
學學士和經濟學碩士以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

了法學博士學位，成為了壹名企業律師。
2000 年，他辭去律師，加入到互聯網創業的大

潮之中，經過反復的嘗試，2006 年他終於挖到了第
壹桶金，幫助壹家小型教育企業取得了成功，並最
終被行業領頭羊開普蘭（Kaplan）收購。

此後，楊安澤開辦了非營利機構為“美國創業”
（Venture for America），致力於幫助剛走上社會
想創業的年輕人。這段經歷，也幫助他認識到了科
技對於美國各行各業的沖擊，並最終決定參加 2020
年美國總統競選，提出“人性至上”的口號。

在楊安澤看來，未來人工智能對美國經濟的影
響還將更大。由於自動駕駛技術的出現，美國上百
萬的卡車司機將會受到牽連。同時，大批零售業工
人、呼叫中心服務人員、快餐店店員，甚至保險公
司和會計師事務所也不能幸免於難。如果他們都失
去工作，美國社會將難以穩定。

除了“自由分紅”計劃以外，楊安澤還提出了
包括監管惡意言論、全民醫保、關註氣候變化以及
改善美國政府系統等競選計劃。

競選之路仍艱巨

雖然楊安澤的競選計劃“看起來很美”，但他
要走的路其實還很遠。

2018 年底，楊安澤所在的民主黨修改了 2020 年
大選規則，競選人必須在 2019 年 6 月的第壹輪初選

辯論前，收到來自全國至少 20 個州的 65000 名不同
捐款人的捐款，或至少在三個全國性名調中取得 1%
的支持率。

2018 年 1 月，楊安澤正式宣布有意代表民主黨
參加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此後，由於其亞裔的身
份，以及“自由分紅”等計劃的提出，讓他迅速在
社交網站上收獲了極高的人氣。

不過，經過 1 年多的時間，楊安澤的捐款人數
才最終在今年 3 月達到了 67069 人，獲得了登上全
國初選辯論的舞臺。同時，他在初選辯論的舞臺上
將面對前美國副總統拜登、總統候選人桑德斯和資
深參議員沃倫等人，對於以華裔身份參選的楊安澤
而言，這將又是壹場惡戰。

在諸如 Election Betting Odds 這樣的選舉預測
網站上，民主黨競選人排名前三位的依然是拜登、
桑德斯和哈裏斯等候選人，楊安澤的排名處在 6-10
位之中。

歷史上，在楊安澤之前，時任夏威夷州的華裔
參議員鄺友良曾於 1964 年代表共和黨參與總統大
選。對於楊安澤而言，在初選辯論以外，他還必須
在民主黨內通過兩輪提名競選。而離最終參選美國
總統大選，楊安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文學城 )

華裔總統競選人上節目：
當選後每月每人發 1000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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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閉路電視」的時代，能監視人的
唯有神，如是就有「頭上三尺有神明」、「人在
做神在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之
類警示人的俚語。

✽當一種法律管不了天下事，就會製訂
多幾種法律，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任何法律都有漏洞，法律越多，漏洞越多，律
師事務所也越多，最後一定是「法律多如牛毛
(法令滋彰)，犯罪案件也越多(盜賊多有)，總
是達不到滅絕犯罪的效果，這就不得不假手
「道德」了；

✽當單一的道德(四維八德)管不了所有
的人時，或道德的約束力，日趨式微的時候，
新的道德條目也就與日俱增了，譬如：尊重女
性、男女平等、職業平等、關注弱勢族群，這些
都是古代沒有的…

與法律一樣，道德條目越來越多，犯罪的
花樣也千奇百怪，法律總是跟在犯罪行為之
後疲於奔命…

✽當單一的神管了全天下事的時候，何
妨多幾個神，採取群神共治，應該不是甚麼天
大的「不敬」行為？也不該是甚麼不道德的事？
一個神管不了的事，又不准別的神插手，這也
太過「惡霸」了吧？這也不該是任何「真神」的
心胸吧？

東方之所以「多神」，說不定就是出於「多
神共管、共治」的需求！

中國文化是一個，自孔子以來，一直是崇
尚「不知生，焉知死」，與「敬鬼神遠之」務實主
義的民族。

✽ ✽ ✽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這是孔子學生顏淵對孔子的看法。

將神捧的過分崇高，人民想學，大有「高
攀不上」的「乏力感」。像多神的國家社會，神
雖多，各有專長，各有專責，就像專業老師、專
業醫生一樣，往往能產生因才施教，對症下葯
效果。

多神信仰的國度，人民比較少發生亂殺
「別的教徒」(在教堂大開殺戒)的暴力事件。是
耶？非耶？

中國人自己說：「中國人信的是『天人合
一』的『人本文化』。」

老子說的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法地、法天，其實就是法自然，法自然就
是向自然學習，也就是「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就是《物理學》，物理學不是創造理論，而是利
用萬物既有之理，順理成章的加以利用；譬如
「萬有引力」的運用、「蒸氣壓力」的應用、「磁
力」的運用、光的運用，都是學習領悟天然的
物理，加以運用…

法就是敬畏、效法的意思；法就是學習的
意思；中國人說的「天、地、自然」，是甚麼？就
是西方人說的「神、天父」…

中華民族除了「敬天、畏地、法自然」之外
，更沒有忘了「人自己」；敬天也好，敬地、敬神
也好，如果忘了自己，究竟是「所為可來」呢？
人們謙誠的跪在神的面前，難道不是求神的
「保護」與「寬恕」嗎？敬神而忘了自己，豈不成
了「捨本逐末」嗎？

✽ ✽ ✽
「天地君親師」的君，不只是君王、帝王，

更要緊的是：君主、帝王所代表的國家，尊敬
君王，就是愛國，國是保護人體的皮，人民是
生長在皮上的毛髮。愛國運動場所常喊的一
句口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中國雖然非
常重視「孝道」，但是若逢國家有難，常有「移
孝作忠」的作法，這就是「愛國重於愛家」，忠
君重於盡孝。現代的民主國家，動不動就將
「國家安全」的大帽子搬出來，作為增加軍費
支出，或限制人民自由的藉口，徵兵的時候，
若不按時報到，就是違反《兵役法》，治罪是很
重的。這也是「國重於家」的古今中外的共識。

「君」是國家全民的領袖，是大於家的領
袖；家有家長，部落有酋長，國家的一國之長，
就是君，就是民選的國家領袖，也享有異於一
般人的特別權利，與特別的榮耀，這也是古今
的世界通例。對君王的敬愛，在中國文化裡，
稱之為「忠」，忠君就是愛國，這也是世界古今
的共識。

「天地君親師」的親，是指養育我們的長
者，父親、母親、親兄弟、親姐妹、親戚，都是應
該敬重、愛護的；父母對子女之愛叫慈，子女
對父母的愛叫孝，兄弟、姐妹間的相處之道是

兄友弟恭，一個親字全包括在內；
親就是「孝道」，這是中華民族格外

重視的德目之一，講求的是：「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慎終追遠，就是要「上
對得起祖先(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下要以身作則，為後輩建立有樣學
樣的楷模，就是「垂範百世」。」

孝是中國淵遠流長的「德目」之
首，古人說：「百善孝為先」：

早在《詩經》時代，就已經開始
謳歌孝道了，如：《詩經．蓼莪》篇：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父

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复(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這是3,000多年前，中國人才初有文字不
久的時代，人民對父母的謳歌，並由此心態，
衍生出「孝道文化」。

「天地君親師」的師，常與「友」相提並論，
人與人之間，常有「亦師亦友」的情分。孔子說
：「三人行必有我師。」《論語》中有：「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的話，「思齊」是學習，
「內自省」也是學習。這樣一來，可以說「人人
都是值得人們學習的「師」。孔子又說：「益者
三友：友直，友諒(誠信)，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投機取巧)，友善柔(逢迎)，友便佞(巧言令色)
，損矣。」

不論是益友或損友，只要自己能分辨清
楚，都可作為自己「思齊」，或「內省」的對象，
也都是師(學習)。這應該是「三人行必有我師」
的正解！

華夏民族尊而敬之的，與學習的對象有
五，曰：「天地君親師」，人占其三(君親師)。

神人共治的概念，早已隨著「天地君親師
」五個楷模，早在走進千家萬戶正堂之前，就
深入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

師不一定授業的老師，凡是「聞道」在我
之先的，不論年長幼、地位高下，都是值得向
他請教，就是古人說的「不恥下問」…

前些日子看電視評論節目，字幕上接連
出現「魯蛇」二字，趙之楚不解，恰好榮榮前往
廚房取水，經過客廳；

「魯蛇長甚麼？」趙之楚隨意的問了一聲。
「就是loser…」榮榮隨口一說。
趙之楚就這麼隨口一問，毫不費力(不必

查網站)就學到了。在中文來說，魯蛇一詞，是
前無古人的「新生詞彙」，如能持之以久的使
用，流傳一廣，勢必會收入《中華詞典》，成為
一個新的「外來語詞」。

中國人對「師」的態度是如此，對「神」的
態度也是這般，並不要求其「全能」。沒有全能
的師，也不應該有全能的神！

文化的交流，是來自彼此
的接觸，現代中國人言談之間，
常夾雜些外來語，特別
是英文(在英、美)，這類
或以音代義，或以義代
音的新詞，必然會
與日俱增，文化的
內容也隨
之 擴 大，

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沒有別的，就是
「有容乃大」而已…

別說外來語，就是海峽兩岸，相隔才3、40
年，許多用詞就有相當的「差異」：譬如：台灣
叫「高架橋」，大陸叫「立交橋」；軟件、軟體；信
息、訊息；概率、機率；芯片、晶片…

人們一般的印象是，凡是稱為「萬能」的，
通常都是一般般，譬如說誰是「萬能博士」，通
常是帶有「貶義」的。萬能就是沒有一樣是「精
通」的，神也一樣，總以各有專司為好；譬如：
憲兵只管軍人，而不能管百姓；警察只能管百
性，而不能管軍人；再說同是警察也有民事、
刑事、交通、司法之分，各有其管轄專責，與對
象。

法官、律師也不是甚麼案件都接，甚麼案
件審的，一個「神」能管天下事嗎？就是能，「能
管不好嗎？」如果能管好，今天的世界就不可
能是現今這個德性！

人間事(政治制度)以民主、分權為好，神
的世界為甚麼要集權、獨裁呢？
(待續)

趙之楚_190406_ 天地君親師 2-4 專欄

天地君親師 2-4 趙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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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终归日落西山，近

年来狂减国防预算，直接影响到三

军装备的正常服役，既然没钱养自

然就得提前退了（有点当年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的即视感）。当地时间

3月 14日，英国皇家空军在马勒姆

空军基地为36架“狂风”GR4战斗

机退役举行了隆重仪式，自此，这

款服役了40年的老兵彻底退出英国

空军，为F-35B隐形战斗机让位。

"狂风"战斗机是上世纪 70年代

，由英、德、意三国合作研制的双

座双发超音速变后掠翼战斗机。主

要执行近距空中支援、战场遮断、

截击、防空、对海攻击等，准确定

义应该是战斗轰炸机，大家看下图

这粗壮的身材就可以理解。

二战后随着新式防空武器遍地

开花，突击敌方战役战术纵深目标

，以普通轰炸机临空投弹方式相当

于自杀，于是世界潮流走向高速低

空突防为主，如美苏先后研制的

F-111和苏-24变后掠翼机型、欧洲

狂风等。同期，由于西沙海战中暴

露出来的轰-5突防速度慢、强-5腿

短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国开始正

式启动歼轰-7“飞豹”的研制（早

期叫轰-7）。

此时中西方关系很铁，英国、

德国向中方推荐“逛风”战斗机，

主要是缺钱没买成，后期就认真开

始研发歼轰-7，不过用的发动机还

是英国斯贝。两款战斗机定位类似

、性能相近。

“狂风”战斗机在冷战期看似

无敌的低空突防战术，在海湾战争

中的表现却让人大趺眼镜。从1991

年 1月 17日到 2月 24日，英国空军

共计被击落 6架“狂风”GR.1，都

是在中低空被地空导弹和高炮击落

，而队友意大利也有一架被高炮击

落，于是“狂风”成为联军中损失

最惨重的机型。

在弹调多用途性、防区外远

程攻击的情况下，性能还不如狂

风的飞豹已显落伍的性能是否还

要继续保留。在国产歼 -16 多用

途战斗机已经开始服役的情况下

，是一步到位直接大批量装备

歼 -16，还是和歼 -16 高低搭配再

逐步淘汰。结合近年来飞豹的多

次事故情况，还是尽早过渡到

歼-16 更加合适。

狂风战斗机正式退役
飞豹未来命运如何

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偏流”自行

高射炮系统（Derivatsiya-PVO）的开发工

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将在今年11月份

完成国家试验。“偏流”自行高射炮系统

未来将装备俄罗斯地面部队的战术防空部

队，在2017年俄罗斯陆军国际军事技术论

坛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火箭炮兵局在其

展台上展示了一辆代号2S38配备有57毫米

无人炮塔的装甲战车。在2018年俄罗斯国

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中央研究所展示了采

用BMP-3步兵战车底盘、57毫米无人炮塔

的“偏流”自行高炮系统。

“偏流”自行高炮系统与当今主流自

行式高炮最大的区别是采用了一门ZAK-57

型57毫米的高炮，该炮是前苏联广泛使用

的S-60高炮的现代化改进型，因为有了更

大的口径，就可以发射更大口径的弹药，

射程更远、威力更大！ZAK-57型高炮可以

发射高炮弹、装甲弹、激光制导炮弹在内

的五种炮弹，其最大射速达到每分钟120

发，无人炮塔内携带148发炮弹，火炮仰

俯角-5度/+75度，可以拦截最大速度为500

米/秒的目标，相比30毫米高炮，在打击地

面目标时也更加有效。常规炮弹在现代防

空作战中日渐乏力，尤其是ZAK-57型高炮

这样有老旧高炮改进而来的火炮，所以俄

罗斯为其开发了57毫米制导炮弹，这也是

其能真正作为现代化防空火炮的依据。该

制导炮弹采用鸭式气动布局，头部有四个

弹出式翼面，弹头尾部有激光制导传感器

，炮弹的装载和射击的方式与常规炮弹相

同，该炮弹弹头重达2公斤，装填了400克

高爆炸药，炸药重量与常规的76毫米相同

，对有人驾驶飞机有效拦截距离200米至

6-8公里，对无人机拦截距离3-5公里。另

外，ZAK-57高炮还配备了一种近炸引信的

多功能炮弹。

“偏流”自行高炮左侧是一部小型火

控雷达系统，主要使用的是光电探测和瞄

准系统，配备的OES OP电视/红外光电搜

索和瞄准系统，由白俄罗斯JSC“佩伦”公

司研制，具备全天候进行间360度全景观

察能力，具有自动跟踪目标和锁定功能，

还配备有激光测距仪和激光制导系统，用

于激光制导炮弹的制导。在宽视场搜索模

式中电视路径对无人机的搜索范围是700

米，在窄视场模式中达到4900米，对A-10

攻击机一类的目标将在第一种模式下可见

距离为6400米，第二种模式在12300米。

红外成像仪可以有效搜索尺寸为 2.3 x

2.3 米的目标，对10公里距离处目标发现

概率为80％，并能在距离目标4千米处识

别。

“偏流”自行高炮系统使用BMP-3步

兵战车底盘，战斗全重刚超过20吨，具有

很高的机动性，越野能力，速度和水上浮

度能力。车组人员3名，高炮战斗模块采

用无人驾驶，具备全自动射击能力。在战

斗期间，车组人员将在车内通过车载计算

机控制向目标射击，操作员可以通过控制

面板选择不同类型的弹药，以打击不同类

型的目标。整个完整的“偏流”自行高炮

系统包括57毫米自行高炮、弹药车、转运

装置和维护车辆。“偏流”自行高炮可以

有效拦截、摧毁空中目标，如无人机，巡

航导弹，空对地导弹，战术飞机和武装直

升机，并打击3公里范围内的轻型装甲地

面车辆，据称还能击落火箭弹。

面对日益增加的无人机等低成本目

标，以及对火箭弹等非常规目标的拦截

需求，所以中小口径高炮是非常具有性

价比的装备，让长期依赖各种导弹的俄

罗斯也不得不推出新的自行高炮。长期

以来，苏联/俄罗斯高炮的射击精度、炮

弹威力不如西方的同类产品，所以作战

性能相对与同时代的欧洲中小口径高炮

性能要落后。现代高炮的防空作战性能

越来越依赖制导炮弹，但是，“偏流”

自行高炮无论是火炮性能还是激光制导

的制导炮弹，与厄利孔 35 毫米转膛炮

（配 3-P智能弹药）、博福斯 40毫米高

炮（配“阿海德”智能弹药）相比较都

是比较落后的，其防空作战性能未必能

超过后两者，所以能不能成为真正的低

空卫士还有待商榷！

俄军防空家族又添新成员
“偏流”自行高射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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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马

来西亚霹雳州的胶工在过去喜欢这样自

嘲:“割胶哦，是一行吃不饱，饿不死的

工作，但就是因为有胶可割，才让每家

每户的胶工家庭养大了一群群的孩子，

而且还有许多胶工子弟，成龙成凤的例

子呢！”

王珠清：十多岁就学割胶

在爱大华这个当年靠橡胶业支撑的

乡区小镇里，就有许多人靠著一把胶刀

养大孩子，让孩子们都上大学念书，进

而改变了家庭生活面貌的活生生故事。

58岁的王珠清，就是靠着一把胶刀

，把 4名孩子养大的“胶工妈妈”王珠

清。她从十多岁起就拿起胶刀，直到嫁

人成为妻子、母亲，再成为祖母，依旧

是每天凌晨就摸黑前往胶园劳作，用了

半辈子的辛劳，换来如今幸福的生活。

王珠清回忆说，她生长于一户家境

贫困，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10多岁起

就拿起胶刀到胶园协助父母割胶，到了

20岁那一年，嫁进了夫家后，还是每天

凌晨起床，穿上“割胶衣”，戴著“头

火”(当年没有头灯)，踩着单车，迎着

冷风摸黑往胶园赶去。

“当年，这里的人无论男女都是这

样，小小年纪就要去胶园工作的，所以

也不觉得辛苦，只不过割胶的收入真的

不多，赚不了钱，所以在经济上还是属

于贫困，日子是过得比较辛苦的。”

询及割胶每月可赚取多少收入，她

说，当年一般都是公公“当家”，所以

赚的钱也是公公收着，由公公负担整个

家庭，而公公每月也会发给零用钱的。

凌晨割胶后再回家照料儿女

“到了我与丈夫搬出来自组家庭居

住后，才自己当家，而当时都是割别人

的树胶，分法一般是三七或四六对分(

胶工得三或四成，园主得六或七成的收

入)，所以收入不高，也就是每月一两

百令吉，或数百令吉。”

她说，第一个孩子(儿子)出世后，

因丈夫是做着其他的工作，有一段时期

还是在外地，因此她每天凌晨前往割胶

，儿子就交由婆婆照顾。

“到了儿子大一些，长女及次女接

连出世后，我还是凌晨去割胶，3名儿

女就留在家睡觉，到了早上我会赶回家

，安排孩子上学的去上学，没有上学的

就安排早餐，再赶回胶园收胶汁，一直

到上午 10时至 11时才回家，接着就是

做午餐了。”

她说，以前的孩子特别乖巧，不用

特别的看护，而且以前的治安也好，加

上邻里也会帮忙照看，因此都是大人去

割胶，孩子放在家里。

“我记得当年在割完胶回来，吃午

餐后，会午睡一个小时，接着到芭地去

工作，直到傍晚才回来；当年每家每户

都是这样的，因为家贫，孩子们就像天

生天养一样，没有像现在这样，每时每

刻都要看着。”

舍不得孩子，不愿到新加坡打工

“割胶的工作，真的是吃不饱，饿

不死的，尤其是当遇上胶价格低时，真

的是连家都养不起，更别说供孩子读书

了。”

她说，为了赚多点钱养家供学，她

在 80及 90年代也跟随“潮流”到新加

坡去做“马劳”，曾做过洗碗工、车衣

工等，但每次只去几个月就回来了。

“我去新加坡做工几个月就回来，

不是赚不到钱，也不是吃不了苦，而是

太想念孩子了。每次想到孩子，都忍不

住偷偷躲起来哭，结果去了几次新加坡

，没有一次可以做得久，最终还是回来

继续割胶。”

照顾孙子比割胶辛苦

5年前，因要照顾孙女的关系，已

转做“业余割胶工”(协助丈夫割胶)的

王珠清笑着说：“现在回来起来，虽然

当年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割胶，但其

实割胶蛮好的，工作时间自由，而且凌

晨去割胶，天气又凉爽，若当年不是割

胶，是做其他工作，孩子都不知道怎样

安排呢！”

她笑言：“其实照顾孙子比割胶还

辛苦，时间被绑死了，若不是照顾孙子

，我应该还会继续割胶的。”

“如今想想，我割胶都割了有40年

，虽然日子苦些，还是很快乐的，而且

靠这割胶，养大 4名孩子，还让孩子都

上了大学，所以说起来，还得感恩有胶

可割呢！”

她说，胶工家庭的孩子不会学坏，

而且还非常懂事哦！

“我们夫妇俩没有受太多的教育，

4名儿女知道父母割胶辛苦，因此都非

常懂事，长子陈德励今年 38 岁，是化

学工程师，长女陈素琴 33 岁，是学院

讲师，次女陈诗惠是会计师，今年 22

岁的幼女陈佳欣还在北方大学读书。

马来西亚华裔妈妈：
割胶40年 培养出四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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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忠是个聪

明人，这两年在林

场边办了一家猪场

，还研究了一种新

式养猪法，日子算

过得去，就是他五

岁的儿子小宝，这

几个月小病不断，

搞得他心神不宁。

这天，小宝眼

睛发炎了。妻子不

在家，蒋大忠一人

走不开，只好打电

话叫来了村医孙叔

。孙叔年轻时在林

场当医生，退休后

回村发挥余热，很

受大家敬重。孙叔

对蒋大忠说：“小

宝这眼疾可能是受

了寄生虫感染，他

最近总有各种不舒

服，怕是多有关联

，你还是带他去城

里大医院瞧瞧。”

蒋大忠一听，

苦了脸，老话说

“家财万贯，带毛

的不算”，意思是说养殖业风险大。而眼

下，他有批生猪急着出栏，稍有闪失，可

就亏大了。想到这儿，他只好央求孙叔：

“您先开点药应付着，容我忙过这阵子再

说。”

孙叔走后，安顿好小宝，蒋大忠坐不

住了：近来生猪行情起伏不定，买家不好

找。前阵子他好容易联系了收猪老客户李

哥，同意这两天来看看，可到今天还没见

人影，而这批新法养的猪已不能再等了。

蒋大忠正心乱如麻，就听场内传来一

阵犬吠。一看，是几条护场犬把一只小动

物逼进了一截废钢管内。蒋大忠忙找了个

铁笼子，将钢管一头竖起，将小动物倒进

笼内关好。细一瞅，他眼睛都看直了：是

紫貂!

没想到紫貂销声匿迹多年，现在随封

山育林生态好转，它又回来了。准是这两

天大雪封山找不着吃的，它才偷猪食来了

。该怎么处置它呢?蒋大忠正思量，小宝

从屋里出来，问：“爸，你啥时带我去城

里看病呢?”蒋大忠闻言心一酸，不经意

望了一眼笼内的紫貂……

蒋大忠记得曾听孙叔说过，林场以前

就产貂。这貂皮可是一宝，传说蒙古族牧

民会在袍子袖口上缝貂皮。一旦风沙进了

眼，撩起袍袖，用柔顺的貂毛一擦，就会

把入眼的沙尘全带出，比水洗还方便。

“老天开眼了。”蒋大忠越想越激动

，“儿子，咱们试试!”回屋，他找来个

钢丝网，洗净后卷成筒状，再把紫貂强塞

进去封好两端，这样长长的貂毛就从网眼

钻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小宝刚

俯身在貂毛上擦了会儿眼睛，就叫开了：

“爸，眼睛又清又凉，好舒服啊!”

父子俩正欣喜若狂，就听场外几声车

喇叭响，李哥来了。寒暄后，蒋大忠将李

哥带到栏边。望着栏内，李哥连连称赞：

“老弟这猪喂得好，体态匀称、毛稀肤红

，美人似的。不过全收，我怕消化不了，

只能收一半。”

蒋大忠略一沉吟：“您要全收，价我

还能让。”李哥听了，没松口，蒋大忠只

好回屋沏上茶陪对方拉拉家常，好再热络

一下感情。

一拉家常，李哥皱起了眉：“我本该

早到你这儿来，可你嫂子正怀二胎，体虚

，老毛病犯了，常觉得脑门冰凉彻骨，暖

水袋都焐不热，我是忙着照顾她走不开啊

!”

见李哥说得唉声叹气，蒋大忠眼珠一

转，说道：“哥，偏方治大病。搁早先，

这点毛病根本不算啥，只要找个貂皮帽子

戴上，焐一冬准好。尤其紫貂皮，最保暖

，咱们这儿冬天这么冷，但如果用紫貂皮

包碗水在屋外放一夜，第二天打开，水还

冒热气呢!”

李哥一咧嘴：“倒是听说过，可哪儿

找去啊?”

蒋大忠二话不说出了屋，不多会儿回

来，把一个笼子往李哥面前一放：“拿去

!不掺假的紫貂!咱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知

道。”李哥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感动得

不知说什么好。他伸手提笼，蒋大忠却不

放手。李哥明白了：“兄弟!我说话从来

吐口唾沫砸个钉。明天我就带钱来，你的

猪我全收了!”

李哥提貂走了，蒋大忠到隔壁屋劝开

了伏桌痛哭的小宝：“别哭啦，不就是只

貂吗?那可是国家保护动物，杀不得、养

不得，还不如送出去换些好处。你要舍不

得貂，咱家这批猪可就全完了。爸保证，

猪一出手，就带你去城里治病。”

好容易哄得不哭了，可小宝一抬头，

眼睛又肿了，而且脸色也不大好。蒋大忠

急得又叫来孙叔，交代病情时，他说了紫

貂的事，但有意隐瞒了紫貂的下落。

孙叔听罢，说：“记得古医书上好像

有记载，说貂毛有毒。紫貂爱拿毒蛇当零

食，吃前还要戏弄一番，蛇毒多少会沾在

皮毛上。林牧区一带，人们有时会感染一

种眼疾，而貂毛上的毒正好能减轻眼疾的

症状，小宝擦眼后感到好受多了，也许就

是这个原因。不过治标不治本，孩子最近

身体常有不适，还是找到病因要緊!”

蒋大忠突然心一揪：糟了，那只貂要

是真有毒，自个儿把貂送给李哥，可不害

了有孕在身的李大嫂?可要是说了真相，

李哥变卦不肯把猪全收了，咋办?

蒋大忠心里正七上八下，就听小宝难

受地“哼”了声，霎时他心头一震。他一

咬牙掏出手机，正要向李哥说明实情，就

听门外车响，李哥又来了。李哥一进屋，

就将貂笼放在了桌上：“兄弟，怪我一时

昏头，将它拎了回去，结果你嫂子眼尖，

一眼就看出这貂怀着幼崽呢!她将我一顿

臭骂，说，先不说貂是保护动物，就冲它

现在怀着孕，咱们就不能害它，会遭报应

。这不，你嫂子赶我来还貂了，不过你别

担心，咱们说定的事不变，明天我就来车

拉猪。”

遭报应?蒋大忠听了李哥的一番话，

不禁打了个寒噤：“李哥，猪我不卖了!

”刚才，蒋大忠细想小宝得病的事，总觉

得跟猪场、跟他的新式养猪法有什么因果

关联。似乎只要这批猪长势一旺，吃得多

拉得多，小宝就会得场病。难道真是人财

两难全，自己遭报应了?

面对李哥和孙叔惊异的目光，蒋大忠

颤声说：“小宝万一有个好歹，我就是挣

再多的钱，也没意义。所以我宁肯这次生

意不做，也不敢再让小宝受罪了。”

一番话听得李哥有点蒙，孙叔却从蒋

大忠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想了半晌

，开了腔：“过去，捕貂人有种说法，说

以前貂喜欢在硫黄温泉一带出没，硫黄伴

生砷化物，能帮助貂消灭寄生虫，增加抵

抗力……大忠，你说实话，貂到这儿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你心里没点数?我问你

，你的猪场……”

“唉，都怪我财迷了心窍。”没等孙

叔问完话，蒋大忠已经羞愧地捂住了脸

……

蒋大忠的这批出栏猪确实有猫腻，就

是饲料中加了砷化物。猪吃后呈微中毒状

态，皮肤红润卖相好，加上腹内如火不停

走动，身材苗条，瘦肉率高，还不易得寄

生虫病。但这却是个险招，因为如果到了

时间还不出栏宰杀，猪就会因为体内蓄积

的毒素超标而死亡。

“是毒饲料引来了貂!”孙叔说，

“我明白小宝的病因了!”

其实蒋大忠也知道砷化物有毒，所以

配料处理上极为小心，可百密一疏，他偏

忘了猪要屙屎撒尿，结果排泄物污染了环

境。孙叔说，小宝有可能就是不小心接触

到了猪排泄物中的毒物，而引发了不适。

“大忠，你好造孽!”孙叔余愤未消

，说，“不过现在明确了小宝的病因，也

就好治了。大忠，你该谢谢貂，要不是它

引出这段事，后果不堪设想!”

蒋大忠听罢，只觉脸上火辣辣的，他

低着头，说：“这貂我立马去放生，这猪

我也不卖了，我带孩子好好看病去!孙叔

、李哥，你们作证，以后我蒋大忠再做亏

心事，天打雷劈!”

孙叔微微颔首，又转向李哥：“你媳

妇那症状，可用针灸试试。要不，等会儿

我随你去看看?”

李哥喜出望外，一边道谢一边感慨：

“嘿，老话说十分聪明七分用，须留三分

与子孙，这话还真玄!”

猪
场
里
的
貂 本文改编自英国小说家斯坦

利· 阿博特(1906-1976)的短篇小说

。

沃尔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

作了八年，在大家眼中，他是个

勤恳老实的人。但实际上，最近

两年他一直在偷偷挪用事务所的

资金，到现在共攒了五千英镑。

这天，沃尔特在一家高级服

装店试穿了一件西服，这件昂贵

的格子呢西服让他神采奕奕，充

满自信。想到一名成熟的绅士还

需要漂亮的胡子，他灵机一动，

又去专营舞台道具的商店找到了

一副完美的假胡子。这下，那个

软弱胆怯的沃尔特不见了，出现

在镜子里的仿佛是另一个人。

在他租住的科森街上，有一

家黑天鹅酒馆，装扮一新的沃尔

特头一遭走进这家酒馆，点了杯

酒。酒馆女招待和沃尔特打招呼

：“先生，您刚从船上下来吗?”

“不，我就住在这条街上。

”沃尔特答道。

“哦，对不起。”女招待微

笑地说，“我以前没见您来过这

儿，还以为您是位海军军官。”

“八九不离十，”沃尔特撒

了个谎，“我在商船队工作，刚

刚才搬到这儿。”

女招待钦佩地说：“那才是

男人该过的生活。”

两杯烈酒下肚，沃尔特向女

招待讲述起他在海上的奇遇，当

然，那些奇闻逸事都来自他读过

的书。

吧台旁的一对男女也被沃尔

特绘声绘色的讲述吸引，坐了过

来，津津有味地听着。在沃尔特

看来，那个名叫诺琳的女人虽说

年纪比他大，但颇有姿色，漂亮

的眼眸一直盯着他。而她的男伴

科利身材魁梧，一副不好惹的样

子。

在这对男女离去后，女招待

对沃尔特说：“我看，你今晚打

动了诺琳的芳心。”

“科利是她的丈夫吗?”沃尔

特问道。

女招待笑道：“不，但科利

想要成为诺琳的丈夫。诺琳是个

幸运儿，她有好多钱，一辈子都

不用愁。”

在走回住所的路上，沃尔

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骗人

真容易啊 !再给自己起一个有

绅士派头的名字，就完美无

缺了。

沃尔特走上楼梯时，女房

东琼斯太太恰好从地下室里

出来，她并未认出沃尔特，

问道：“你是什么人，来这

儿做什么 ?”

沃尔特降低声调，说出了一

个假名：“我叫马歇尔，是沃尔

特的好朋友。他在不在?”

“他晚上从不出门，所以肯

定在家。”琼斯太太说完，转身

离开。

沃尔特走进阁楼，摘下假

胡子，笑出了声。假如他能骗

过琼斯太太，那么他就能骗过

任何人。琼斯太太可不是个容

易骗的人。

身
份
圈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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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和一个朋友去吃烧烤，一顿烧

烤下来，嗜酒的哥们滴酒未沾。这次，

他竟喝起了凉茶，一根串一口凉茶。

他说：“夜深了还吃烧烤，喝点凉

茶败败火。还有，下次这么夜，不要叫

我出来吃烧烤了，我最近养生。”

说完，扒拉地又风卷残云般吃了一

根油光闪闪羊肉串，一脸满足相。

跟我朋友一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在

威士忌里加党参，啤酒里泡枸杞；只吃

红枣口味的雪糕和黄瓜味的薯片；抽完

烟来一颗西瓜霜含片。抗拒爸妈转发的

养生文，身体却诚实地点开：《喝水时

加上它，能让你多活 20年》《震惊！女

人吃了这种东西，50岁像少女！》。

他们该吃的吃，该玩的玩，想起要

养生了就做，反正都行，可以，没关系

。

其实养生无非是养身养心。从来就

在生活中，在一粥一饭里，在一行一动

里。

而最高级的养生，是回家吃饭。家

里永远有最可口健康的饭菜，能随节气

而吃，择良茶而饮，可以养身；家里永

远有家人的陪伴，欢声笑语能驱逐焦虑

，可以养心。

选择什么样的食材

就有什么样的生活

记得以前看过一句话：“选择什么

样的食材，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人如

其食，爱吃辣的人往往热情，爱吃甜的

人大多温和。病从口入是至理，中国饮

食是“不时不食”，讲究的是时令食材

的鲜。

养生要讲究的是吃什么，然后活成

什么样。家里食材，远比外面的健康，

即便是粗茶淡饭，也能吃出一肚子的满

足。

文中开头的朋友，最近体检说他尿

酸高。他之前尽日奔波，没一顿饭能在

家吃的，三餐除了外卖就是应酬，酒肉

从没少过，啤酒、烧烤、牛杂、猪杂都

是他的最爱。他说：“大酒大肉，那是

对待生活的态度”，我觉得那不仅是态

度，也是他的生活方式。

长此以往，他慢慢地关节开始疼痛

，走路都有点难受，有点痛风的迹象。

上衣的纽扣已快扣不上发福的肚子，谁

能想到他曾经在校运会的时候拿过男子

400米冠军呢？

现在他开始养生，吃顿烧烤也会坚

持喝着凉茶，慢慢学着做菜，买了一顿

锅碗瓢盆回家捣鼓。最近他还说：“最

近新学了网红菜一颗番茄饭，过来帮我

尝尝。”

养生，从来就需要亲力亲为。去一

趟菜市场，在满目琳琅的食材中，在菜

贩吆喝声中，挑几根排骨，买两条鱼，

再让老板送两根葱，告诉他：你要做清

蒸鱼。

这才是真正的烟火气和健康的生活

方式，当你一直吃着山珍海味、精美小

炒，快餐外卖，味蕾慢慢会失去感受烟

火的知觉，只有家中那一口粗茶淡饭，

能让它再度活跃。

山珍海味，也许是一种精致的生活

，但家常菜，才是健康生活的本真。

记得小时候，临近日暮，空气弥漫

着柴火味，饭菜香；炊烟袅袅，母喊儿

归。万家灯火，一家人一起吃饭，是人

间烟火最美的场景。

外面条条框框，家是放松的地方，

不需要迎合奉承。外面多纷复，家里很

简单，没有觥筹交错。当我们奔波一天

回到家后，坐到饭桌上，看到家人的笑

脸，心便安下来了。

最极致的养生是养心，当一个人心

安时，容颜也往往发生变化，相由心生

。

我认识一个师姐跟朋友合作创业，

她负责推广，项目最近有个线下活动，

各方的意见与不配合让她焦虑万分，为

此，单是赶方案就连续熬了2个通宵。

后来她说，当时身体差到只有坐在

电脑前，地上才是稳的。一站起来，天

旋地转。

她妈妈察觉到不对，给她打了个电

话："给你做了红烧狮子头，今晚回来吃

饭吧"。

回到家后，师姐脑子都是工作，一

言不发，只是急匆匆地扒饭。她妈妈看

到后，轻轻敲了她的碗：“吃那么快干

嘛，又不是赶着去投胎。”

师姐突然楞了一下，她妈妈夹了个

狮子头放到她碗里，说：“吃饭就好好

吃，一顿饭有一顿饭的滋味，既然已经

坐下了，就慢慢品尝它的滋味。”

她觉得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融化了

一下，多日积攒的压力和焦虑一下子释

放了出来，便哭了出来。

后来她告诉我，那顿饭整整吃了快

两个小时，她吐槽完了那段时间所有糟

心的人和事。

欲望酿造了烦恼，七情六欲总是伤

身。所谓的养生，是情绪能及时宣泄，

能感受到爱与被爱。有些话不方便在外

面讲，但在家里的饭桌可以。那里没有

虚情假意，只有温暖和心安。

人活半辈子，才明

白：人生不过一句心安

。

偌大的城市中，家

里饭桌那盏灯永远为我

们所亮。那是我们的归

途，是我们休养生息之

处，也是我们生命活力

的导归之地。

养生不止自己杯中的枸

杞

还有为爸妈做的一顿饭

中国有句古话：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人，最怕突然听懂这句话。因为，所

有人世间所有的遗憾，都是归因于自己

的忽视。

养生，从来也不是自己的事，也是

父母的大事。我们降临人世，第一顿饭

，就是母亲给予的；家里饭菜，也是我

们的味蕾基因。年迈的父母们，都在等

着当一回孩子，吃上一顿我们做的饭。

网上曾报道过一个宁波男子，连续

700多天里，每天给 88岁的母亲做饭，

不重样。

在把母亲接来宁波之前，他是一个

没动过厨具的人。后来，每天晚上下班

后，洗菜，切菜，做饭无比熟练，黑胡

椒牛排、牛肉虾皮蒸鸭蛋、清蒸鳗鱼、

油爆虾之类的，更是手到擒来。

他说：“当年父亲去世，没来及见

一面，现在想把母亲接过来，不留遗憾

。老人家怕她水土不服，只能自己下厨

做饭，有家乡的味道，吃得又健康。”

这两年里，老人家基本没有感冒过

，甚至返老还童，银丝中长出了些黑发

。

一次，他给母亲盛饭时，老人突然

郑重地拱手说：“谢谢你啊。”

他有些心酸：“老娘，我是你儿子

，谢什么啊！”

对于他来说，父亲已经走了，母亲

在，还有来处；哪一天母亲也走了，就

只有归途了。

所以，“尽孝要趁早，像养我长大

一样陪她渐老”

爸妈最好的养生，并非保健品，而

是陪他们吃顿饭，为他们下个厨。一家

人，一顿饭，一盏灯，就是一生。

所以，不妨走进厨房，为自己做顿

饭，为家人做顿饭。

真正高级的养生，是回家好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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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鹦鹉也叫做情侣鹦鹉或

者是爱情鸟，它产于非洲，体型

较小，在我国常见的就是黑头牡

丹鹦鹉和棕头牡丹鹦鹉。牡丹鹦

鹉的样子十分漂亮，许多饲养它

的主人都想知道它会不会说话。

那么牡丹鹦鹉到底会不会说话呢

?

鹦鹉有很多品种，一般能学

会人说话或者是动物叫的鹦鹉有

金刚鹦鹉、灰鹦鹉、葵花鹦鹉、

鹩哥、八哥等，而牡丹鹦鹉属于

小鹦鹉的品种，一般来说是不能

学舌的。当然也有个别的牡丹鹦

鹉可以学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都

是发音很不标准，可以说牡丹鹦

鹉基本上就是不会说话的。

虽然说牡丹鹦鹉不能学舌，

但我们还是要精心饲养它们的。

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我们主人在平

日的喂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1、牡丹鹦鹉一般都是成对或

者是成群饲养，因此应该先根据

所饲养的牡丹鹦鹉的数量和大小

来选择合适的笼子，同时要保证

所选择的笼子足够牢固，这样才

可以防止牡丹鹦鹉钻出来飞走。

2、 一般从五月份开始，饲

养者就可以每周给牡丹鹦鹉洗一

次澡，洗澡的方法很简单，只要

把它们装粮食的盘子里换成清水

它们自己就会去洗的，也可以使

用小型的喷壶轻轻的喷它们。洗

完澡之后要将它们放在太阳底下

晒晒并且给他们梳理一下羽毛。

到 10 月份之后天气转凉就要少给

它们洗澡了，或者是在室内温度

适宜的情况下洗，不然会让它们

生病的。

3、在了解了如何给牡丹鹦鹉

洗澡之后接下来就是要给它们准

备丰盛的食物了。牡丹鹦鹉可以

吃的食物有很多，比如稻谷、米

粒、栗子、葵花籽、牡蛎粉、青

菜、水果等都可以，同时也可以

选择一些专门的营养饲料来喂养

它们。牡丹鹦鹉所吃的食物应该

是多样化的，这样才可以保证足

够的营养，所以以上的这些食物

饲养者应该合理的搭配之后再给

它们吃。

牡丹鹦鹉会说话吗

玻璃猫是一种鱼不是猫咪哦，它们长相

独特，有两根长长的触须会随着脑袋来回摆

动，并且身体透明，内脏及鱼刺清晰可见。

性情温和，对于水温和水质要求很高，那么

玻璃猫好养吗？玻璃猫怎么养？

玻璃猫好养吗？玻璃猫鱼喜欢弱酸性软

水、老水，最合适的水温是 22～28℃。在饲

养时，对于水质、水温一定要严格要求，饲

养中注意加入的水质要符合要求，利用 11天

15天的干燥处理，不采用化学试剂溶液氯化

处理，如水温变化等。它经常在水的中间活

动，经常会有尾巴下垂。选择不吃，像鱼，

虫子，等等。

玻璃猫好养吗？玻璃猫鱼是温和的，它

们喜欢在一起。害怕独自一人。如果一个人

离开，就很容易死去。适合于人口养殖，因

为人口较少，可以与温和、缓慢的鱼混在一

起。研究碱性水，有一定硬度，但不应超过

10度。适当的水温在 22。26。活诱饵，如水

蚯蚓、枝角、卤素，可达8厘米的天然水。

玻璃猫鱼很容易养，只要平时注重水质

保持亚硝酸盐的浓度，并提供营养的诱饵

，当然，其他的水质和水温的要求也不被

忽视。

(1)活性碳过滤水：将活性碳装入塑料或

搪瓷圆桶中，让自来水从底部的进水口流入

，从顶部的出水口流出。过滤后的水贮存在

水族箱或其他容器中，既可作日常饲养用水

，又可作普通热带鱼的繁殖用水。

(2)离子交换树脂过滤水：将离子交换树

脂作过滤材料，借助于阴阳离子交换树脂的

吸附能力，可将水中的钙离子、镁离子、亚

硝酸盐吸附。

(3) 去离子水：又名蒸馏水。一般采

用电渗析和电解法来获得，水质非常纯

净。去离子水的水质极软，水中含氧量

极低，不适宜作饲养用水。使用时，常

采用与清洁水兑掺的方法，来获得不同

硬度和酸碱度的水质，满足不同品种繁

殖用水的需要。

玻璃猫还可以和一些性情温和的小鱼混

养哦，这么独特的玻璃猫你想养一只吗？

玻
璃
猫
好
养
吗
？

玻
璃
猫
怎
么
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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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真相：

没有人能对一个人在情感上从

一而终

《我喜欢生命本来的样子》里

，周国平说了这样一段话：

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

。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

。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

。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同一

个异性身上把三者统一起来，不让

习以为常麻痹的诱惑和快乐，不让

琐碎现实损害爱的激情和理想。

婚姻的困难在于，婚姻是一种

社会组织，在本性上是要求稳定的

，可是作为它的自然基础的性爱却

天然地倾向于交易。

这里说出了为什么绝大多数婚

姻都是不快乐的愿意：因为一个人

不可能同时满足另外一个人的三个

人性追求，如果有，那也是极少的

。

如果一个人在 25岁的时候结婚

，80岁死亡，按照婚姻的道德约束

，这个人要压抑做人的天性55年。

基本不会有人能做到，所以基

本不会有人能在婚姻里不出轨，只

是看是精神还是肉体，视其情况的

恶劣程度而已。

有人问：不忠诚的伴侣，那我

要婚姻干嘛？

如果你想要婚姻，又想要舒服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婚姻本身就

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因为它需要

束缚和压抑人的本性。

如果说结婚之前你一定要做好

的准备是什么？那就是准备好以一

个特别不舒服的姿势开始生活。

除非你能看透人性。

当一个人能看透人性的时候，

在婚姻里就会轻松自在，人是身体

的群居动物，但是却有着是向往自

由的灵魂。

婚姻这种社会组织的行为，会

把一个人的躯壳困住，同时很多人

会认为：既是结婚，那么灵魂都是

需要忠诚的。

你能用很多方法困住一个人的

躯壳，但是永远无法绑住一个人的

灵魂。

现在对于小三，或者男人出轨

行为，很多人都会抱着一种愤恨的

态度去谩骂，或者去责备。

当你为这些行为找到说辞的时候

，所有人也会站过来把你也骂一顿。

我从不责备这些行为，因为知道

我也是人，对方也是人，同样拥有人

性，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的出轨，这

都是一个人会做出来的事情。

而那些应该被责备的，是自己

出轨还要伤害家庭稳定的人。

《奇葩说》曾经有过这样的一

个辩论：婚姻里开小差。

里面就说到了一个人性，没有

人能时刻把感情放在一个人身上，

哪怕对方是你丈夫，你也做不到。

不由自主你就会对某一个又帅

又有品又温柔又绅士的男人分心。

从情感出小差这些微小的细节

，你就能知道：出轨，不是这个人

，而是这个人作为人的一种本能追

求。

如果你娶（嫁）的是一个人，

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对方

不是人吧。

会有不出轨的人吗？

会有不出轨的人吗？

不会有绝对不出轨的人，但是

会有绝对不肉体出轨的人。

有一位男性朋友跟我说过：

“我就绝对不会出轨，因为太麻烦

了，因为一时的身体愉快，把自己

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在男人的认知里：精神出轨不

是出轨，肉体

出轨才是出轨

。

所以他们会

有很多次的精

神出轨，有婚

姻有家庭的男

人也会对某一

个女生心生爱

意，也会有各

种幻想（男人

的幻想多数是

性）。

不选择肉体

出轨并不是因

为他们有多爱

自己的妻子，

或者对婚姻有

多忠诚，而是

基于不想处理

可能发生的坏

结果带来的麻

烦事，所以选

择忍耐和放弃

。

《我喜欢生

命本来的样子

》在“宽松的

婚姻”这一篇

里，有一段话

是这样的：

有一种观念

认为，相爱的夫妇间必须绝对忠诚

，对各自的行为乃至思想不得有丝

毫隐瞒，否则便亵渎了纯洁的爱和

神圣的婚姻。

一个人在有了足够的阅历后便

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观念

。

出轨，不代表不爱。

如果因为偶尔的出轨就放弃一

个深爱你的人，是可惜的。

这时候肯定有人问：他出轨了

，还算是爱吗？

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而且抽象

的，所以无法用理性，或者器械测

试出来，但是最好的衡量工具就是

：感觉。

一个人爱不爱你，你自己最清

楚。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会告诉

你，对方是否真心待你。

如果一个人特别要求对方忠诚

，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是值得

被保护的，因为人一旦知道了人的

本性之后，就会对生活丧失热情。

单纯的可贵在于以为一切都是

单一而且简单的，可人偏偏不是，

人是复杂的，特别是情感。

人可以同时喜欢好几个人，而

且是真心的。

关于人性在婚姻和爱里面的矛

盾，周国平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是一个通晓人类天性的

智者，你又不会不对他（她）宽容

。这是带着嫉妒的宽容，和带着宽

容的嫉妒。二者互相约束，是的你

的嫉妒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嫉妒，你

的宽容也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宽容。

相爱者互补束缚对方，是他们

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

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

这才是真爱。

把婚姻里的人比喻成“英雄”

，丝毫没有嘲讽的意思，而是真正

出于一种敬佩。

从 1990年到 2017年，中国女性

的结婚年龄从21.4岁到了25.7岁，每

年的结婚率逐年降低。

中国女人特别有本事，能赚钱

、能养家、能照顾家庭、能生娃，

是个全能手，相对于那些对婚姻望

而却步，打死不愿入内的人，在婚

姻里的人明显是比他们要成熟和对

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

了现实却依然活下去。”

那些在婚姻里摸爬滚打多年的

“老人”们，谁不知道“人性”这

一点呢，都知道没有不出轨的伴侣

，但是他们依然坚守着这段婚姻，

依然为对方付出，依然关爱。

很多已婚多年的人，都会自嘲

：我有的不是爱人，而是亲人。

多年媳妇熬成亲。

有过增肌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

的痛苦，要控制饮食，要大量锻炼

，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极端，要重

塑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你成功

的时候，整个人就换了一个身体。

婚姻也如此，它击破你所有美

好的向往和憧憬，然后把最真实最

丑陋的那一面展示给你，当你跨过

去时，就能看到另一种别人看不到

的风景。

那是英雄才能到达的彼岸。

婚姻，是一个让你快速了解激

情、性爱、人性和生活的课堂，它

能让你快速成长，瞬间与普通人拉

开距离。

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英雄，我找

不到更好的词去认可他们的强大。

即使这一切可能都不是你自主

意愿想得到的，但是这里你收获的

，就是让你与常人不一样的强大内

心和看清生活本质的本事。

一切都不难，一切也不复杂，

当你了解了人心的所有套路、走

向和习惯以后，其实也就是这样

而已。

婚
姻
的
真
相
：
没
有
不
出
轨
的
伴
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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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1年创刊起，《知日》在国内

的出版市场上就是最受欢迎的 MOOK

（杂志书）之一。9年来，《知日》特

集持续不断地向国内介绍日本文化的方

方面面，从制服、铁道、猫，到禅、断

舍离、萌，再到明治维新、山口组、太

宰治，每期一个话题，无论是物质的还

是观念的，历史的还是当下的，《知日

》总能从细微处入手，谈出一片天地。

毛丹青是《知日》的创办人之一，

在长达 5年的时间里，他还作为主笔，

在每期《知日》的“虫眼虫语”专栏上

撰写文章，介绍

日本文化。长居

日本三十余年，

现任日本神户国

际大学教授、专

研日本文化论的

他，对日本的认

识却不局限于书

斋之中。他曾在

日本做过鱼虾生

意，当过商人，

对日本社会有着

广泛而切身的接

触和了解。

近日，由毛

丹青主编的《在

日本 · 自由北海

道》出版。这是

《在日本》书系

的第六册。同为

MOOK，《在日

本》与《知日》

有什么不同？3

月12日，在爱琴

海单向空间举行

的“日本文化与

我们的认识——

《自由北海道》

新书分享会”上

，毛丹青和我们

分享了他关于

《在日本》的创

作理念，“丧”

文化，以及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

从“知”到“在”的视角转换

谈及《在日本》书系的编辑理念，

毛丹青表示，《知日》的“知”字意味

着从外部去认识作为对象的日本，而

《在日本》系列则与此不同，“在”强

调的是置身于日本之中，从内部去体验

和观看日本。“在”含有哲学意味，毛

丹青说，从“知”到“在”，完成了从

外部视角到内部视角的转变，对日本的

观察更加切近了。

在内容的创作方法上，毛丹青要求

主创团队——他在神户国际大学的学生

——去采风，做田野工作，亲自去看、

去听、去体验，而不要待在书房里读资

料。“要做到‘脚下生风’。”毛丹青

说。

不参考文字资料的采风不会浮泛无

根吗？毛丹青认为，他不让学生查资料

是为了不让学生对于田野工作有任何预

期。他举例说，自己曾带着三个学生去

另一所日本大学参加论坛。论坛另一方

的日本学生做了充分的准备，而自己带

的中国学生，连论坛的主题都是他临到

现场才告诉他们的，“为了不让他们有

任何的束缚”。结果日本方面的学生都

是按照预先准备的 PPT照本宣科，而自

己的学生却大放异彩。“教育就是要没

有预设。”毛丹青说。

也许《自由北海道》书中的例子可

以更好地帮我们理解毛丹青所推崇的不

做预设而亲临现场的采风方法。北海道

东部的知床半岛栖息着 200多头棕熊，

是世界上棕熊栖息密度最高的地区。在

知床观光中心厕所墙壁上，采编团队看

到了一则用日、英、中三语写的“投食

给熊，等于杀熊”的故事。

为什么不能投食野外栖息的棕熊呢

？故事讲述了一头编号为 97-B的棕熊，

因为被游客投食了香肠，从此行为开始

变得和其他熊不一样。看到汽车和人，

它不是感到害怕，而是联想到香肠的美

味；尽管工作人员极力想要将它驱赶回

森林，但它仍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国

立公园的停车场和其他人类活动的场所

。北美国立公园曾发生被投喂过的熊袭

击游客抢夺食物致人伤亡的案例，所以

最终当一天早上人们发现 97-B在一所小

学旁吃一头死鹿而上学的时间就要临近

时，他们不得不开枪射杀了它。

而在生产别具一格的札幌拉面的西

山制面厂，采编团队看到一册札幌市小

学三年级的社会课本。课本中写到北海

道食物的历史，巨细靡遗地介绍了拉面

生产的流程、工人制面的辛劳和技艺，

以及拉面的运输和销售，让札幌的孩子

可以从小了解自己本土的饮食文化。这

些内容还会纳入社会课的考核内容。

“我当年考试的时候，也没能完全答对

呢！”西山制面厂的社长笑着说。

观光中心的厕所墙上会有什么，札

幌小学会教孩子哪些内容，也许这些都

是查阅一般资料不容易发现的事实吧。

此外，亲自体会一个地方的风土，可以

更好地理解一个地方的人。毛丹青说他

曾采访山田洋次。山田洋次在拍《幸福

的黄手帕》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直到

去了北海道，看着广阔的大地，道路笔

直、连通天际，才终于为电影的创作找

到感觉。“北海道与日本其他地方给人

的感受是很不同的，高仓健饰演的人物

也是一到了北海道就变得很奔放。”毛

丹青说。

毛丹青近年由于为国内翻译日本绘

本的缘故，对于日本的绘本多有留心。

他发现日本的绘本和中国的绘本很不一

样。中国绘本总是很阳光，很向上的；

日本的绘本有时就很丧。比如一个绘本

，书名叫《好无聊，好无聊》，说的是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觉得世界很没有意

思，不知为什么妈妈要把他生下来。这

种对于存在的怀疑和质问让这个绘本在

老人院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因为它抚

慰了老人的心。而放眼日本整个出版市

场，过去十年实体出版都处在衰落期，

独有绘本的销量却以 50%的速度在增长

，一个原因正是因为日本的绘本不是简

单的阳光、快乐。

“日本思想里有四个字叫做‘否中

有信’”，毛丹青说，“否定可以给你

带来信念，否定越多、信念越强。”毛

丹青说自己在大学中面试学生，问到中

国学生将来要做什么，十个有九个都说

要当老板，问到日本学生，通常的回答

是：“老师，您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但直到最后也说不出想要做什么。上课

时，日本学生一般都溜边坐，中国学生

则坐到老师的跟前。但是这种“丧”，

有时却能忽然一变而为巨大的能量，毛

丹青说。

毛丹青说他有一个学生，家里是种

茄子的，他毕业了要去东京投身 IT产业

，毛丹青知道后，请他吃中餐践行。席

间他点了一道地三鲜，学生吃过，说：

“原来茄子这样好吃！我要回家乡种茄

子！”于是他真的就放弃了东京的 IT工

作，回到家乡，投身茄子的种植和销售

，直到现在还常给毛丹青送自己种的茄

子。

也许这种由“丧”到“正能量”的

忽然间的转变，是因为“丧”意味着置

身于主流价值体系之外，不接受或不在

意主流价值的评判，而这也就为坚持自

己的主张，追寻自己的目标奠定了基础

吧。

《知日》在中国做到第四年的时候

，毛丹青开始筹划出版《知日》的日文

版。《知日》是向中国介绍日本，而选

择《知日》的部分内容，译为日文在日

本出版，则是让日本人知道我们是怎么

看日本的。2015年，《知日》的日文版

出版，市场反响很好，毛丹青说，而他

目前正在做的《在日本》系列也有日文

版。

毛丹青认为，对任何文化的认识

，都应该采用不同的视角。从《知日

》到《在日本》，有一个外部视角到

内部视角的转变，而仅仅如此仍然不

够。“我们还应该去看第三方是怎么

看的。”他表示自己今年在神户国际

大学开设了一门用英语教授日本文化

论的课程，采用英国人克里斯托弗•

戈托－琼斯所著《现代日本》（Mod-

ern Japan）为教材。这本书是牛津通

识读本系列中的一本，其中译本请了

毛丹青作序推荐，毛丹青在序中提到

，我们之所以要读一个英国人笔下的

日本，是因为“在很多场景下，非日

本式的叙述反而更能让读者认清日本

”。

“过去是中国看世界，现在是世

界看中国。”毛丹青说，我们应该让

世界了解我们是如何看世界的。当年

在策划《知日》的时候，毛丹青曾设

想，还应推出《知美》、《知德》、

《知法》、《知韩》等等，请各领域

的专家学者来做；现在他则想着还应

有对应的“在”系列，《在美国》、

《在德国》等等，这样才能以更多元

的视角突破文化的边界。

毛丹青：《知日》之后
我为何要做《在日本》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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