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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到春季到BrenhamBrenham去看野花去看野花

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很多休斯敦人便會一家大小、呼朋喚友開車沿著290公路，到休斯敦西邊一小時車程的Brenham及周
邊看野花。途中可以見識到德克薩斯的遼闊牧場、白柵欄與鄉村別墅、一卷卷乾草、龐大的拖拉機、牛馬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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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時節，正是萵筍大量上市的季節，萵筍
又名春菜，是春季最適合吃的蔬菜之一，它的
質地脆嫩，清香可口，色澤淡綠，如同碧玉一
般，也稱“碧玉鳳尾”，制作成菜肴時可葷可
素，可涼可熱，所以也是人們餐桌上最常見的
綠色蔬菜之一，之所以萵筍十分受人青睞的
另一個原因就是萵筍的營養保健價值很高，
被譽為素食中的保健高手，不信的話，請繼續
往下看。

萵筍與防癌抗癌
之所以說萵筍能防癌抗癌，除了萵筍含

有多種維生素和礦物質, 具有調節神經系統
功能的作用外，還含有以下兩種物質：

萵苣苦素：有研究發現萵筍中具有重要
的萵苣苦素，它能夠分解食物中致癌物質，防
止癌細胞生成，對於肝癌、胃癌等有一定防治
作用，還可減緩癌癥患者放療或化療的不適
反應。

芳烴羥化酯：近年來有研究發現，萵筍的
莖葉中含有芳烴羥化酯，它能分解引起細胞
突變的強致癌物質亞硝胺，對於消化系統癌
癥有一定的預防作用。

萵筍與改善血糖水平
萵筍的糖和脂肪的含量相當低，每一百

克中只含糖2.2克，脂肪僅0.1克，而無機鹽、
維生素等的含量較為豐富，尤其是含有較豐
富的煙酸, 煙酸是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重要組
成成分，有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及促進葡萄糖
轉化為脂肪的作用，所以糖尿病患者適當食
用，有助於改善糖代謝功能，有效改善血糖水
平。

萵筍與幫助睡眠
萵筍中含有一種乳白色漿液，具有安神

鎮靜作用，且沒有毒性，最適宜神經衰弱失眠
者。做法也很簡單，在使用時，要把萵筍帶皮
切片煮熟喝湯，特別是睡前服用，更具有助眠

功效。另外萵筍葉中含較多的菊糖類物質，有
鎮靜、安眠的功效。

萵筍與提高食欲
萵筍的味道清新且略帶苦味, 可刺激消化

酶分泌, 增進食欲。其乳狀漿液可增強胃液和
消化酶的分泌，也可增加膽汁分泌，從而刺激
消化道各器官的蠕動，促進消化。對消化功能
減弱、消化道中酸性降低和便秘的病人尤其
有利。

萵筍與心腦血管疾病
萵筍中含鉀豐富而鈉含量低，其中鉀含

量是鈉的五倍之多, 高血壓、心臟病患者常吃
萵筍有利於體內的水電解質平衡、促進排尿、
降低血壓, 預防心率紊亂，減少心臟的壓力。

萵筍與貧血
萵筍中含有多種維生素和無機鹽，其中以

鐵的含量較豐富，萵筍中的鐵在有機酸和酶
的作用下，易為人體吸收，故有利於防治缺鐵
性貧血。

萵筍與抗過敏性鼻炎
有研究發現，萵筍中的某種物質可以抵抗

春季因過敏而引發的鼻炎，可以有效改善過
敏性鼻炎的癥狀，能夠緩解過敏病人的痛苦，
但是要治療過敏性鼻炎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畢竟過敏性鼻炎的主要原因是人們的體質和
抵抗力下降引起的，除了積極正規治療外，還
應要做好預防，減少過敏源的接觸，同時大家
在平時還應多註意鍛煉身體增強自己的抵抗
能力才是關鍵。

綜上所述，萵筍不愧為素食中的保健高
手，不過還是要溫馨提示：萵筍雖然對人體有
那麼多的好處，但是也不宜過多的或經常大
量的食用，以免發生頭昏嗜睡的反應，嚴重者
甚至會導致夜盲癥或誘發其它眼疾病。所以，
吃萵苣的時候一定要註意適量，要做到適可
而止。

素食中的保健高手—萵筍



專 欄專 欄 3

伯利茲語言中心〈Berlitz Language Center〉

是德國人伯利茲先生創辦的語言學校，教世界各

國語言，並編製，出版各種語言的教材，肖云在

上海念同濟大學讀德文的課本就是伯利茲出版

的，所以對伯利茲畧有印象‧後來伯利茲向世界

各地發展，在各大城市設立語言中心，總數達到

數千，總部也從德國搬到美國了‧ 隨着美，中

關係的開展，伯利茲也增加了中文教學，從紐

約，舊金山開始‧ 1985年肖云進伯利茲開中文

課，是休士頓伯利茲第一個中文老師，也是該中

心漢語教學的開始‧伯利茲是國際應性的學校，

教學也國際化‧ 譬如一位英國保險公司的推銷

員來往於歐，亞，美洲各大城市，就在各地的伯

利茲上課，他每次來休士頓停留一個星期，就每

晚到伯利茲跟肖云上兩節中文課，下一站也一樣

‧ 著名的太陽馬戲團在那裏演出，就由當地的

伯利茲派教師去馬戲團教工作人員外文，以便與

來自各國的演員溝通‧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要求每位探員除英語外，至

少通一種外語‧ 在他們開始工作前，先進國防

語言學院修習外語，工作後，在當地伯利茲繼續

加強，每年再回國防學院進修兩個禮拜，在國防

學院不許說英文，全部使用外語，以達到聽，說

流利，並具相當水平的閱讀能力‧

肖云進伯利茲教學，第一個學生就是一個

年輕的聯調局探員艾力克，結婚不久，新婚太太

是他同行，中央情報局探員，兩位探員經過調查

研究，新房買在西大學區(West University) ，這

一區就在萊斯大學和醫學中心各大醫院旁邊，住

著很多大學教授和醫務人員的高尚住宅區，房價

雖然較高，但容易脫手，聯調局探員一般是三年

調一次，在全國各大城市間調來調去‧ 果然不

滿三年他的上司，休士頓聯調局主任調往華盛頓

特區做主任，調艾力克去特區幫他，艾力克很快

地把房子售出，準備去特區再買住房‧ 而他的

上司在休士頓郊區的大宅院卻難以脫手，房子得

按月付貸款，在華盛頓租的房子又得付房租，負

担沉重，經濟拮据‧

教了艾力克後，接二連三她又教了幾個探員

學生‧ 這期間，聯調局一位華裔工作人員出了

事，他將一些秘密情報免費提供給中華民國住休

士頓總領事館，被發現後，因為是免費提供，未

被當間諜處置，送法院判刑入獄‧這位先生是肖

云丈夫鉄生的朋友，學生時代曾在上海參加三民

主義青年團，和鉄生一起工作，他做這事完全基

於愛國心，愛祖國的心‧ 做為美國公民是應該

愛祖國？還是愛美國？肖云不知道她自己是否已

被調查過，不過在教課時她盡可能不介入政治問

題，避免惹麻煩‧

有 一次艾力克又帶來 一份中文報紙做教

材，讀到紐約一座著名的高樓建築被日本商人買

去了的報導，他用手拍着報紙，說：「日本人把

美國大樓都買走了！」 肖云笑着問他；「大

樓有沒有搬到日本去？」他瞪大眼睛在想，肖云

又問：「買樓的錢是不是匯到美國來了？」他這

才放心地笑了‧

一天，他走進教室，對肖云說：「對不起，

上個星期我沒來上課，我去洛杉磯出差了」‧

坐下後又說：「我在洛杉磯看到不少中國學生，

和他們一起開會，那些中國人真可憐，不會中

文」‧ 肖云忍不住問：「他們是生在美國還是

從中國來的？」他畧想了一下說：「多半是美國

生的˙」肖云立刻接着說：「他們是真的可憐！

他們生長在美國自以為是美國人，你們美國人卻

把他們當中國人看待！」

2015年4月5日 專 欄專 欄

笑裡藏道
吳玲瑤專欄

【【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

(吳玲瑤女士，西洋文學碩士，原海外華文女作
家會會長，美國暢銷幽默作家，著有【美國孩
子中國娘】、【女人的幽默】等四十九本書。

【原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長】

寫小說的人都知道，編故事時衝突性越大越

有可看性，[哭泣的橄欖樹]一書的作者深深瞭解

這一點，在以巴戰爭中安排了這樣一個故事，

1948年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鐵騎踏平了清

真寺與村莊，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在自己的家

園被驅趕。一個左眼下方有傷疤的猶太青年大

衛，他的父母逃離納粹屠殺來到以色列，母親因

納粹軍人一些殘暴不堪的舉動，喪失生育能力。

一天，大衛的父親抱回一名嬰兒給母親，母親別

無他想，這個左眼下方有傷疤的嬰兒，是他全部

的生命，這本書最原始出版時書名就是《The

Scar of David》。

一直到大衛成年在軍隊服役時，他和他的同

袍們，親眼見到一名長相和大衛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臉上沒有傷疤的巴勒斯坦人。疑惑開始在大

衛心裡生根。書中，留著巴勒斯坦人血液的嬰

兒，被猶太人收養之後，就變成了猶太人？之後

在父親的告解懺悔之下，又變回了巴勒斯坦人?

如果有一天，不共戴天世仇的人，其實是自己的

血親兄長？將如何面對？

被仇人養大的孩子，這樣的故事中國歷史上

也有，趙氏孤兒最有名，再就是《說唐三傳》中

的尉遲寶林也是一例，父親尉遲恭離家投軍，太

太梅秀英正懷身孕，尉遲恭將孩子起名寶林，後

來梅秀英被北國總兵劉國楨所擄，為了保護腹中

孩兒，忍辱答應嫁給劉國楨，尉遲寶林出生後，

便成為劉國楨的兒子。唐軍掃北，尉遲恭為先

鋒，母親告知父子相認，尉遲寶林倒反白良關，

殺死劉國楨，尉遲寶林都跟隨父親，衝鋒陷陣，

屢建功勛，是大唐新一代的中流砥柱之一。

《說岳全傳》中的陸文龍，嶽飛手下猛將，

為潞安州節度使陸登之子，潞安州被金兵攻破後

成為金兀術的義子，後來得知自己身世後返回宋

朝，並成為岳家軍中的一員猛將，傳統京劇《八

大錘》中唱著:[ 往事辛酸，怨蒼天，恨那凶胡入

侵中原，害我爹娘慘遭變，父母血仇要清算，此

仇誓報，要把仇人碎屍萬段。]

另外金庸《射雕英雄傳》也安排了這樣一個

人物，家族被仇家滅門，母親懷著他為保住夫家

血脈屈從仇家，孩子出世後不知情況認賊作父。

這種模式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並不少見，但結

局金庸先生卻來了個大逆轉。因為在其他作品中

孩子一旦知道自己身世後立刻反正手刃仇人，而

楊康卻不然，不但不報仇而且貪圖榮華富貴為虎

作倀、助紂為虐幫著金國打大宋。

仇家養大的孩子

天涯流浪 ‧常云

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那些中國人真可憐



這世上有些人是註定要見面的這世上有些人是註定要見面的。。那年在雲那年在雲

南南，，參加一個文學獎的盛典參加一個文學獎的盛典。。昆明的深秋一如暖昆明的深秋一如暖

春春，，電梯裏驀然相撞一位裹著毛茸茸冬裝的大電梯裏驀然相撞一位裹著毛茸茸冬裝的大

姐姐，，圓潤的臉上洋溢著毫無保留的笑容圓潤的臉上洋溢著毫無保留的笑容，，豐滿的豐滿的

手握過去就讓人身心溫熱手握過去就讓人身心溫熱，，原來她就是在美國寫原來她就是在美國寫

了很多年小說的余國英了很多年小說的余國英。。她早年在臺灣讀書的時她早年在臺灣讀書的時

候我剛剛在大陸幼苗初長候我剛剛在大陸幼苗初長，，如今卻是共同在他鄉如今卻是共同在他鄉

的家園用漢字筆耕的家園用漢字筆耕。。兩個忘年相逢的姐妹攜手在兩個忘年相逢的姐妹攜手在

昆明的小巷深處采購著唐朝的衣裝昆明的小巷深處采購著唐朝的衣裝，，見到路邊散見到路邊散

落著的朵朵絹花落著的朵朵絹花，，拾在手中不忍拾在手中不忍，，雙雙插在頭雙雙插在頭

上上，，那情景真儼若是回娘家的一對快樂媳婦那情景真儼若是回娘家的一對快樂媳婦。。

歲末前歲末前，，收到她從佛州寄來的兩本小說收到她從佛州寄來的兩本小說《《我我

愛棕櫚愛棕櫚、、我愛棕櫚我愛棕櫚》、《》、《移民家庭紐約洋過移民家庭紐約洋過

招招》，》，喜歡她筆下那些鮮活有趣的故事喜歡她筆下那些鮮活有趣的故事，，尤其向尤其向

往她如今安居的那個叫往她如今安居的那個叫““河漠沙沙河漠沙沙””的海邊小的海邊小

鎮鎮。。搖曳多情的棕櫚樹啊搖曳多情的棕櫚樹啊，，你掩映著一個怎樣婆你掩映著一個怎樣婆

娑綽約的世外桃源娑綽約的世外桃源？？國英姐召我前往國英姐召我前往，，於是於是，，趕趕

在聖誕前的一個日暮黃昏在聖誕前的一個日暮黃昏，，我們的車子殺進了我們的車子殺進了

““河漠沙沙河漠沙沙”。”。

這靠在佛州西海岸線上的這靠在佛州西海岸線上的““河漠沙沙河漠沙沙””小小

鎮鎮，，感覺就像一個婀娜多姿的八爪魚感覺就像一個婀娜多姿的八爪魚，，一條小小一條小小

的主街就是它的軀幹的主街就是它的軀幹，，然後將手足曲曲彎彎地恣然後將手足曲曲彎彎地恣

意伸向海邊意伸向海邊，，國英的家就在那曲曲彎彎的末梢國英的家就在那曲曲彎彎的末梢

上上。。尋找她家很需要些勇氣和毅力尋找她家很需要些勇氣和毅力，，小路崎嶇蜿小路崎嶇蜿

蜒蜒，，入夜看不見燈火入夜看不見燈火，，唯有野生的高大棕櫚樹聳唯有野生的高大棕櫚樹聳

入雲天迎風高歌入雲天迎風高歌。。找路一向充滿自信的找路一向充滿自信的““司機先司機先

生生””幾次驚看我踟躕不前幾次驚看我踟躕不前。。其實我也膽虛其實我也膽虛，，但已但已

誇下海口說絕不用人來接誇下海口說絕不用人來接，，就只好再揮手就只好再揮手：“：“繼繼

續向前續向前！”！”

終於終於，，幾乎聽得見潮水的回響幾乎聽得見潮水的回響，，右手邊出現右手邊出現

一個小小郵箱一個小小郵箱，，定睛一看號碼定睛一看號碼，，正是正是！！揚鞭策馬揚鞭策馬

拐進去拐進去，，樹影之中樹影之中，，一座兩層的樓宇散著幻覺之一座兩層的樓宇散著幻覺之

光出現在眼前光出現在眼前。。國英從樓上迎下來國英從樓上迎下來，，握著我早已握著我早已

冰涼的手冰涼的手，，高聲地說高聲地說：“：“真為你們自豪真為你們自豪！”！”

一覺酣睡醒來一覺酣睡醒來，，沿著扶梯上綴滿的九重閣花沿著扶梯上綴滿的九重閣花

香走進院子香走進院子，，森林裏特有的古木清新撲面而來森林裏特有的古木清新撲面而來。。

因為剛從迪斯尼樂園的聲光喧囂中逃出因為剛從迪斯尼樂園的聲光喧囂中逃出，，回歸到回歸到

大自然松針泥土的芬芳大自然松針泥土的芬芳，，身心的浮躁蕩然清爽身心的浮躁蕩然清爽。。

那被臺風刮倒的老樹還在悲壯地陳列那被臺風刮倒的老樹還在悲壯地陳列，，卻不影響卻不影響

後院裏的機帆船從水道駛向大海後院裏的機帆船從水道駛向大海。。當年國英夫婦當年國英夫婦

退休退休，，雲遊南部尋覓到此雲遊南部尋覓到此，，因為愛水而動心因為愛水而動心，，遂遂

買下靠海的幾畝地買下靠海的幾畝地，，說日後來造房子隱居說日後來造房子隱居。。如如

今今，，這房子真的造成了這房子真的造成了，，老先生終於能駕著自己老先生終於能駕著自己

心愛的船揚帆出海心愛的船揚帆出海，，女主人則隱在深閨擁著她鐘女主人則隱在深閨擁著她鐘

情的電腦寫小說情的電腦寫小說。。人生至樂莫過於做自己想做的人生至樂莫過於做自己想做的

事事，，此情此景讓我們這些正廝殺在中年戰場的人此情此景讓我們這些正廝殺在中年戰場的人

好生羨慕好生羨慕。。

國英姐對我們的到來興奮得有些手忙腳亂國英姐對我們的到來興奮得有些手忙腳亂，，

她好客的情懷可引證她好客的情懷可引證

她早期的一篇文字她早期的一篇文字，，

那故事寫的是一對自那故事寫的是一對自

稱是兒子朋友的年輕稱是兒子朋友的年輕

人旅遊到此在家裏住人旅遊到此在家裏住

了好多天了好多天，，最後才發最後才發

現兒子與他們根本不現兒子與他們根本不

相識相識。。

希望我們的此行能盡情盡興希望我們的此行能盡情盡興，，國英與她的先國英與她的先

生緊張地註視著天氣預報生緊張地註視著天氣預報，，可惜寒流襲來可惜寒流襲來，，船不船不

能出海能出海，，於是決定先帶我們去欣賞鎮子上獨有的於是決定先帶我們去欣賞鎮子上獨有的

海牛野生動物園海牛野生動物園。。

那公園連在一條幽秘的河上那公園連在一條幽秘的河上，，水上有飄然的水上有飄然的

白霧白霧，，我們乘船前行我們乘船前行，，感覺自己就好象湯姆索感覺自己就好象湯姆索

亞亞，，在未知的航道上悄然探險在未知的航道上悄然探險。。那是平生第一次那是平生第一次

親臨海牛親臨海牛，，它的色澤和身段都不夠漂亮優美它的色澤和身段都不夠漂亮優美，，但但

卻憨得可愛卻憨得可愛，，碩大的身體在河水裏翻滾表演碩大的身體在河水裏翻滾表演，，善善

者無敵的表情很惹人憐惜者無敵的表情很惹人憐惜，，據說天暖的時候孩子據說天暖的時候孩子

們還可以騎在它的背上遊泳呢們還可以騎在它的背上遊泳呢！！

那日的歡喜更在午餐的興奮那日的歡喜更在午餐的興奮，，國英夫婦帶我國英夫婦帶我

們前往一個朋友開的中餐館們前往一個朋友開的中餐館。。老板姓王老板姓王，，於是遠於是遠

遠就看見了遠就看見了““皇帝之家皇帝之家””的英譯門匾的英譯門匾。。裏面小巧裏面小巧

精致精致，，翠綠的發財水竹在桌子上盎然生機翠綠的發財水竹在桌子上盎然生機。。剛剛剛剛

落座落座，，就看見國英在與鄰座的人打招呼就看見國英在與鄰座的人打招呼，，介紹說介紹說

是鎮子上的李醫生是鎮子上的李醫生。。我驀然就想起她的書裏曾寫我驀然就想起她的書裏曾寫

到喜歡河漠沙沙的一個理由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會到喜歡河漠沙沙的一個理由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會

看病的中國醫生看病的中國醫生。。要不怎麽說美國人都喜歡小鎮要不怎麽說美國人都喜歡小鎮

呢呢，，想見的人低頭不見擡頭就見著了想見的人低頭不見擡頭就見著了。。真是山不真是山不

在高在高，，有仙則靈有仙則靈，，這這““仙仙””就是朋友就是朋友。。菜上齊全菜上齊全

了了，，王老板從裏面信步走出王老板從裏面信步走出，，他竟有兩道關公刀他竟有兩道關公刀

眉眉，，頗有果敢之氣頗有果敢之氣。。開口說話即語出驚人開口說話即語出驚人：“：“在在

美國生存美國生存，，要學會自己突破要學會自己突破！”！”他年輕的太太為他年輕的太太為

我們端出一盤自己炸做的散子我們端出一盤自己炸做的散子，，放進嘴裏放進嘴裏，，酥香酥香

得竟很有些中國人過年的味道得竟很有些中國人過年的味道。。

好想出海好想出海，，溫度尚低溫度尚低，，我們只好驅車來到海我們只好驅車來到海

邊邊。。天空未晴天空未晴，，水就有些灰水就有些灰，，但腳底的沙灘卻是但腳底的沙灘卻是

出奇的白細出奇的白細。。寒風中遏制住脫鞋的欲望寒風中遏制住脫鞋的欲望，，看那海看那海

鳥成群結隊地在無人的沙灘上傲然肅立鳥成群結隊地在無人的沙灘上傲然肅立，，它們的它們的

隊伍很整齊隊伍很整齊，，頭臉的角度亦相同頭臉的角度亦相同，，表情更相象表情更相象，，

喜歡看它們自在飛翔的我忍不住上前喜歡看它們自在飛翔的我忍不住上前，，於是於是，，亂亂

雲中驚鴻一片雲中驚鴻一片。。

那個晚上更有精彩的節目那個晚上更有精彩的節目，，國英的先生李教國英的先生李教

授在後院裏為我們燃起了篝火授在後院裏為我們燃起了篝火，，這位科學家的了這位科學家的了

不起從他自行安裝的家用升降電梯就足以令人感不起從他自行安裝的家用升降電梯就足以令人感

佩佩。。大量柴草的供給是來自李教授整理院落的成大量柴草的供給是來自李教授整理院落的成

績績，，他隨便伐一棵樹就夠燒上好幾頓他隨便伐一棵樹就夠燒上好幾頓。。那潮潮的那潮潮的

樹樁竟是如此好燃的樹樁竟是如此好燃的，，隨著風向的轉換隨著風向的轉換，，劈啪作劈啪作

響的火星紛紛散落在我們身上響的火星紛紛散落在我們身上，，也散溢著樹脂自也散溢著樹脂自

然的清香然的清香。。李先生愛酒李先生愛酒，，蹲一瓶在手邊蹲一瓶在手邊，，原始的原始的

風情裏風情裏，，談的卻是現代科技的趣事談的卻是現代科技的趣事。。我的感動是我的感動是

他那雙看著火苗柔情脈脈的眼睛他那雙看著火苗柔情脈脈的眼睛，，款款說款款說：“：“人人

因為有了火因為有了火，，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

佛州的聖誕節因為有雨而纏綿佛州的聖誕節因為有雨而纏綿，，陽光之州變陽光之州變

作了梅雨的江南作了梅雨的江南，，於是我們團坐在國英的家裏於是我們團坐在國英的家裏，，

讀她最近寫的電視劇本讀她最近寫的電視劇本。。因為是情景喜劇因為是情景喜劇，，就要就要

做到讓觀眾一分鐘一小笑做到讓觀眾一分鐘一小笑，，三分鐘一大笑三分鐘一大笑，，還真還真

是不易是不易。。再回頭來看美國人拍的再回頭來看美國人拍的《《朋友朋友》，》，讓大讓大

家笑了十年之久家笑了十年之久，，不能不說高明不能不說高明。。

告別河漠沙沙的當日告別河漠沙沙的當日，，天色依然寒冷天色依然寒冷，，眼看眼看

著國英家的兩條整裝待發的機帆船不能航行在碧著國英家的兩條整裝待發的機帆船不能航行在碧

波之上心中實在戀戀不舍波之上心中實在戀戀不舍。。人高馬大的李教授忽人高馬大的李教授忽

然穿戴好衣帽然穿戴好衣帽，，揮手卸船揮手卸船，，說說：“：“走走，，帶你們到帶你們到

河上漂流河上漂流！”！”我們的喜悅幾乎手舞足蹈我們的喜悅幾乎手舞足蹈，，凜冽中凜冽中

魚貫登船魚貫登船，，迎風啟航迎風啟航。。

河漠沙沙一帶遍布港汊湖泊河漠沙沙一帶遍布港汊湖泊，，還有地下熱還有地下熱

泉泉，，河面上就有一層仙霧河面上就有一層仙霧，，暖暖地撩人暖暖地撩人，，但行船但行船

的樂趣卻在飛馳的樂趣卻在飛馳，，迎面的風就寒徹刺骨迎面的風就寒徹刺骨。。我與國我與國

英背坐在船頭英背坐在船頭，，我家先生與小兒躲在船長身後我家先生與小兒躲在船長身後，，

只見李教授昂然手握方向盤只見李教授昂然手握方向盤，，一路破風斬浪一路破風斬浪。。正正

在傲嘆前不見古人在傲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後不見來者，，船速忽然減船速忽然減

慢慢，，原來是前方一派人馬正在進行冬泳訓練原來是前方一派人馬正在進行冬泳訓練，，真真

是一個個浪裏白條是一個個浪裏白條，，看來這世界永遠不能為自己看來這世界永遠不能為自己

驕傲驕傲。。

說話間說話間，，我們的小船到達了河畔橋頭的老王我們的小船到達了河畔橋頭的老王

家家，，遠遠就看見他們家水畔的橘子樹果實累累遠遠就看見他們家水畔的橘子樹果實累累，，

很需要采摘的樣子很需要采摘的樣子。。毋須事先通知毋須事先通知，，我們將船拴我們將船拴

在他家的船幫上在他家的船幫上，，然後進屋取暖喝茶然後進屋取暖喝茶。。王老板的王老板的

““皇帝之家皇帝之家””逢大節歇息逢大節歇息，，家中大小紛紛起得家中大小紛紛起得

晚晚，，抹過臉相約去鎮子上吃西式的午餐抹過臉相約去鎮子上吃西式的午餐，，一幅水一幅水

上人家的親密上人家的親密。。

我的腦海還一直沈浸在水道風景的虛幻飄渺之我的腦海還一直沈浸在水道風景的虛幻飄渺之

中中，，那是一種與興奮交織的冷冽那是一種與興奮交織的冷冽，，千山我獨行的千山我獨行的

豪邁豪邁。。行到水窮處行到水窮處，，忽然又是忽然又是““停船坐愛橘桑停船坐愛橘桑

早早””的冬日溫暖的冬日溫暖，，分明就是一幕南國裏的桃花分明就是一幕南國裏的桃花

園園。。河漠沙沙河漠沙沙，，你這個地圖上輕描淡寫的小鎮你這個地圖上輕描淡寫的小鎮，，

竟讓我們相見時難別亦難了竟讓我們相見時難別亦難了。。

（（國英姐的先生李教授在去年仙逝國英姐的先生李教授在去年仙逝，，特以此文深特以此文深

情懷念情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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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連五天的學校工作經過一連五天的學校工作，，上週週五午後上週週五午後，，

犬兒瀚笙由鄰埠犬兒瀚笙由鄰埠 達拉斯突然來電達拉斯突然來電，，言及很久沒言及很久沒
有吃上母親所弄的唐餐有吃上母親所弄的唐餐，，突生口感突生口感，，十分思念十分思念，，
很想作為父母的我倆很想作為父母的我倆，，明天到達城去明天到達城去，，為他親自為他親自
下廚下廚。。與此同時與此同時，，明晚深夜明晚深夜，，與他及其新加坡友與他及其新加坡友
人一起人一起，，到當地一間華人教會到當地一間華人教會，，實地收看衛星電實地收看衛星電
視特別轉播的星期天視特別轉播的星期天（（33 月月2929 日日））下午下午，，在在在在
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舉行的新加坡前總理李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舉行的新加坡前總理李
光耀的國葬儀式光耀的國葬儀式。。

聽到兒子這樣説聽到兒子這樣説，，我們立刻想到我們立刻想到：：「「老來從老來從
子子」」的古訓的古訓，，更難得的是兒子雖然終日跟美國人更難得的是兒子雖然終日跟美國人
在一起工作生活在一起工作生活，，但仍未忘卻唐餐滋味但仍未忘卻唐餐滋味，，太太尤太太尤
其感到甜滋滋其感到甜滋滋。。故此週五黃昏故此週五黃昏，，我倆馬上趕到休我倆馬上趕到休
市百利大道上的百佳超市市百利大道上的百佳超市，，選買太太拿手好菜的選買太太拿手好菜的
材料材料，，週六清早週六清早，，夫妻二人取道夫妻二人取道 4545 號州際公號州際公
路路，，以以44 小時車程小時車程，，去到兒子住處去到兒子住處。。

當晚吃過太太的豐富廣東菜後當晚吃過太太的豐富廣東菜後，，我們稍作休我們稍作休
息息，，便驅車來到一間天主教堂便驅車來到一間天主教堂，，與教會中之中美與教會中之中美
教友教友、、星馬華人一度星馬華人一度，，觀看萬里之外觀看萬里之外、、時間相差時間相差
1414 小時的一代亞洲政治偉人李光輝的舉殯儀小時的一代亞洲政治偉人李光輝的舉殯儀
式式。。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中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新加坡海陸空三軍由新加坡海陸空三軍
組成的移靈隊組成的移靈隊，，將李光耀的靈柩將李光耀的靈柩，，由國會大廈徐由國會大廈徐
徐移出徐移出，，李顯龍及家人均在現場目送李光耀的靈李顯龍及家人均在現場目送李光耀的靈
柩離開柩離開。。

移靈隊從國會大廈出發移靈隊從國會大廈出發，，途經新加坡多個重途經新加坡多個重
要的地標要的地標，，包括舊國會大廈包括舊國會大廈、、政府大廈政府大廈、、濱海濱海
灣灣、、新加坡中央商業區新加坡中央商業區，，以及李光耀擔任國會議以及李光耀擔任國會議
員近六十年的丹戎巴葛選區員近六十年的丹戎巴葛選區，，最終到達舉行國葬最終到達舉行國葬
儀式的國立大學文化中心儀式的國立大學文化中心，，全程十五點四公里全程十五點四公里。。
數十萬名民衆冒着傾盆大雨數十萬名民衆冒着傾盆大雨，，沿路守候沿路守候，，向建國向建國
總理作最後的告別總理作最後的告別。。 當李光耀的靈車就要到來當李光耀的靈車就要到來
時時，，站在政府大廈外的人群站在政府大廈外的人群，，在傾盆大雨中在傾盆大雨中，，扔扔
掉了手中的傘掉了手中的傘，，揮舞起新加坡國旗揮舞起新加坡國旗。。有人跪倒在有人跪倒在
地地，，有人禁不住掩面流淚有人禁不住掩面流淚，，也有人試圖跑到路中也有人試圖跑到路中
央央，，離靈車更近些離靈車更近些。。靈車到來之際靈車到來之際，，人群高呼人群高呼
““李光耀李光耀！！李光耀李光耀！”！”隨着官方指揮隨着官方指揮，“，“前進前進，，
新加坡新加坡！”！”的呼喊聲響起的呼喊聲響起。。當時的星州市面當時的星州市面，，天天
降雨水降雨水，，但仍有數十萬市民但仍有數十萬市民，，萬人空巷萬人空巷，，持傘冒持傘冒
雨站立街上雨站立街上，，向李氏作最後告別向李氏作最後告別。。

一代政壇巨人鞠躬盡瘁一代政壇巨人鞠躬盡瘁，，興許真的是天人感興許真的是天人感
應應，，一早就下起大雨來一早就下起大雨來，，孝子賢孫緩步跟隨靈柩孝子賢孫緩步跟隨靈柩
行出禮堂這一幕行出禮堂這一幕，，確是感人無限確是感人無限。。我目不轉睛地我目不轉睛地
看着電視縈光幕上的點滴雨水看着電視縈光幕上的點滴雨水，，心中泛起一段中心中泛起一段中
國詩句來國詩句來：：

「「花逐雨中飄花逐雨中飄，，曲隨廣陵散曲隨廣陵散，，感時知有限感時知有限，，
惜別悄無言惜別悄無言。。」」偉人與子民偉人與子民，，深情永系深情永系，，永世難永世難
忘忘。。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國葬儀式簡樸肅國葬儀式簡樸肅
穆穆。。下午二時下午二時，，李光耀的國葬儀式正式舉行李光耀的國葬儀式正式舉行，，星星
洲當地約二千二百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席了當天的洲當地約二千二百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席了當天的
葬禮葬禮。。而亞洲國家領袖和各國政要而亞洲國家領袖和各國政要，，幾乎全部到幾乎全部到

齊齊，，包括中國副總理李源潮包括中國副總理李源潮、、日本首相安倍晉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三、、南韓總統朴槿惠南韓總統朴槿惠、、印度總理莫迪印度總理莫迪、、澳洲總理澳洲總理
艾伯特艾伯特、、印尼總統佐科威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領印尼總統佐科威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領
袖袖，，美國代表團則由前總統柯林頓領銜美國代表團則由前總統柯林頓領銜，，團員包團員包
括李光耀生前好友括李光耀生前好友，，前國務卿季辛吉前國務卿季辛吉，，共有來自共有來自
2323個國家的政要個國家的政要，，包括包括1010個東協個東協((盟盟))國家領袖及國家領袖及
多國的政要都前來參加李光耀的葬禮多國的政要都前來參加李光耀的葬禮。。印度政府印度政府
甚至宣布當天為印度甚至宣布當天為印度「「全國哀悼日全國哀悼日」」，，下半旗致下半旗致
敬敬。。

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由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李光耀的長了子及李光耀的長了子及
其他政界人仕等致悼詞其他政界人仕等致悼詞。。李顯龍上台先向李光耀李顯龍上台先向李光耀
的遺像鞠躬的遺像鞠躬，， 致悼詞時致悼詞時，，稱頌李光耀稱頌李光耀““度過了度過了
充實及豐碩的一生充實及豐碩的一生”。”。他回顧了李光耀為新加坡他回顧了李光耀為新加坡
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數度哽咽數度哽咽。。他指出他指出，，李光耀李光耀
勇於面對人生挑戰勇於面對人生挑戰，，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
成功打造成為發達國家成功打造成為發達國家。。

李顯龍在悼詞中用華語說李顯龍在悼詞中用華語說，“，“李光耀的人生李光耀的人生
格言是格言是，，新加坡要繼續取得成功新加坡要繼續取得成功，，人們就必須時人們就必須時
刻居安思危刻居安思危，，絕對不能安於現狀絕對不能安於現狀”；“”；“李光耀有李光耀有
幸在他有生之年幸在他有生之年，，達到他畢生的目標達到他畢生的目標，，打造了一打造了一
個活力四射的國家個活力四射的國家。”。”

李顯龍再用華語接着說李顯龍再用華語接着說，，在最後一次入院的在最後一次入院的
前夕前夕，，李光耀還在上華語課李光耀還在上華語課。。身為李光耀長子的身為李光耀長子的
他繼續說他繼續說，，李光耀有一段很美滿的婚姻李光耀有一段很美滿的婚姻，，和已故和已故
的夫人柯玉芝夫妻情深的夫人柯玉芝夫妻情深，，他的三個孩子他的三個孩子，，在不同在不同
的社會領域中的社會領域中，，均是事業有成均是事業有成。。

其後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其後新加坡總統陳慶炎、、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榮譽國務資政吳作
棟棟、、前內閣部長王邦文以及基層團體領袖和工會前內閣部長王邦文以及基層團體領袖和工會
領袖等人領袖等人，，也隨後分別致悼詞也隨後分別致悼詞，，高度評價李光耀高度評價李光耀
光輝的一生光輝的一生。。

接着接着，，李顯龍代表李氏家人李顯龍代表李氏家人、、陳慶炎代表新陳慶炎代表新
加坡人民加坡人民，，上台敬獻花圈上台敬獻花圈。。敬獻花圈後敬獻花圈後，，號兵吹號兵吹
響響““葬禮號角葬禮號角”。”。新加坡民防部隊拉響公衆警新加坡民防部隊拉響公衆警
報報，，示意全體民衆示意全體民衆，，向李光耀默哀一分鐘向李光耀默哀一分鐘。。斯時斯時
電視台公佈電視台公佈，，在此一刻在此一刻，，新加坡樟宜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會短會短
暫停止所有班機起降暫停止所有班機起降。。李光耀的靈柩移入國葬現李光耀的靈柩移入國葬現
場場。。新加坡交響樂團與此同時新加坡交響樂團與此同時，，演奏巴赫的樂演奏巴赫的樂
曲曲。。全場氣氛低沉全場氣氛低沉。。

葬禮在全場合唱新加坡國歌中結束葬禮在全場合唱新加坡國歌中結束。。葬禮全葬禮全
長近三個小時長近三個小時。。李光耀的靈柩接着被移出禮堂李光耀的靈柩接着被移出禮堂，，
送往萬禮火化場舉行私人葬禮送往萬禮火化場舉行私人葬禮。。

在此期間在此期間，，新加坡武裝部隊的海陸空三新加坡武裝部隊的海陸空三
軍軍，，也以最高規格告別建國總理也以最高規格告別建國總理。。在李光耀的靈在李光耀的靈
柩途經政府大廈時柩途經政府大廈時，，新加坡陸軍部隊鳴放廿一響新加坡陸軍部隊鳴放廿一響
禮炮禮炮，，空軍部隊則以空軍部隊則以““隕落隊形隕落隊形””向建國總理致向建國總理致
敬敬。。而在扶靈隊經過濱海大橋時而在扶靈隊經過濱海大橋時，，兩艘海軍巡邏兩艘海軍巡邏
艦也長鳴三次笛聲艦也長鳴三次笛聲，，向李光耀致以三軍最高規格向李光耀致以三軍最高規格
告別的最後的敬意告別的最後的敬意。。

看罷美國地區的電視轉播畫面之後看罷美國地區的電視轉播畫面之後，，教會中教會中
各界赴會人仕似乎對這位各界赴會人仕似乎對這位「「小國家大政治家小國家大政治家」」李李
光耀仍是意猶未盡光耀仍是意猶未盡，，雖然己是夜半三更雖然己是夜半三更，，但很想但很想
再從号外一個平台再從号外一個平台，，多看有關他的新聞報導多看有關他的新聞報導。。有有

來自中國內地的華人建來自中國內地的華人建
議議，，即時收看中央電視台即時收看中央電視台
（（CCTV)CCTV)的國內外熱門話題的國內外熱門話題，，或許會有所啟示或許會有所啟示。。
這個想法很有建設性這個想法很有建設性，，獲得在塲人仕大致贊同獲得在塲人仕大致贊同。。
隨即電視縈光幕隨即電視縈光幕，，又從新加坡飛往中國大陸上又從新加坡飛往中國大陸上
去去，，十分幸運十分幸運，，中央台電視記者亦正在內陸中央台電視記者亦正在內陸，，向向
新加坡作遙遠報導新加坡作遙遠報導。。首先主播者介紹了中國最高首先主播者介紹了中國最高
領導人習近平主席特使領導人習近平主席特使、、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專專
程赴新加坡出席葬禮程赴新加坡出席葬禮。。在新期間在新期間，，李源潮前往國李源潮前往國
會大廈會大廈，，弔唁李光耀弔唁李光耀，，並瞻仰遺容並瞻仰遺容，，會見了新加會見了新加
坡總統陳慶炎坡總統陳慶炎、、副總理張志賢副總理張志賢。。在今次到訪中在今次到訪中，，
李源潮代表習近平主席李源潮代表習近平主席，，以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以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名義名義，，對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李光耀先生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新並向新
方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的口信方轉達了習近平主席的口信。。

習近平在致李顯龍的口信中習近平在致李顯龍的口信中，，對李光耀先生對李光耀先生
逝世表示深感悲痛逝世表示深感悲痛。。他說他說，，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
共和國的締造者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政治也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政治
家和戰略家家和戰略家。。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他十分是他十分
敬重的智者和長者敬重的智者和長者。。作為中新關係的奠基人作為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開
拓者拓者、、推動者推動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國老一輩領導李光耀先生同中國老一輩領導
人人，，共同確立了中新關係的發展方向共同確立了中新關係的發展方向，，為增進兩為增進兩
國人民友誼國人民友誼、、開拓兩國合作開拓兩國合作，，作出了卓越貢獻作出了卓越貢獻。。
當前當前，，中新關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中新關係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習近平高度習近平高度
重視發展中新友好合作重視發展中新友好合作，，中方願同新方一道中方願同新方一道，，堅堅
持和發展兩國傳統友誼持和發展兩國傳統友誼，，以今年中新建交二十五以今年中新建交二十五
周年為契機周年為契機，，鞏固睦鄰友好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深化互利合作，，更更
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除了簡單報導李源潮到新加坡弔唁李光輝之外除了簡單報導李源潮到新加坡弔唁李光輝之外，，
中央電視台又突然深入到廣東省梅州市中央電視台又突然深入到廣東省梅州市，，介紹當介紹當
地鄉民悼念李光耀的活動地鄉民悼念李光耀的活動。。原來李光耀的祖籍乃原來李光耀的祖籍乃
廣東省梅州市大浦縣高陂鎮唐溪村廣東省梅州市大浦縣高陂鎮唐溪村““中翰第中翰第””祖祖
居居。。

就在新加坡周日為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舉行就在新加坡周日為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舉行
國葬國葬，，舉行悼念活動的時刻舉行悼念活動的時刻，，有超過三千人黨有超過三千人黨、、
政政、、鎮鎮、、村人士出席村人士出席。。這當中還包括這當中還包括《《李光耀傳李光耀傳
記記》》作者張永和作者張永和 先生先生，，他特地從福建龍岩老他特地從福建龍岩老
家家，，趕赴趕赴““中翰第中翰第””出席出席。。

上午十時許上午十時許，，李氏宗親及慕名而來的各地遊李氏宗親及慕名而來的各地遊
客客，，齊聚齊聚““中翰第中翰第””悼念李光耀悼念李光耀。“。“中翰第中翰第””李李
光耀靈堂前光耀靈堂前，，懸掛着兩幅輓聯懸掛着兩幅輓聯，，分別寫着分別寫着““光輝光輝
偉績垂宇宙偉績垂宇宙”、“”、“耀炫豐功壯山河耀炫豐功壯山河”，”，靈位前擺靈位前擺
放着李光耀的照片放着李光耀的照片。。村內放置了逾百個花圈村內放置了逾百個花圈，，擠擠
滿數十米長的道路滿數十米長的道路。。李氏宗親以客家特有的喪葬李氏宗親以客家特有的喪葬
方式方式，，請樂隊奏哀樂請樂隊奏哀樂，，燒香拜祭燒香拜祭。。

““中翰第中翰第””由李光耀曾祖父李沐文建於一八由李光耀曾祖父李沐文建於一八
八四年八四年，，二二○○○○八年經過當地政府的修繕後八年經過當地政府的修繕後，，放放
置李光耀相關圖文展覽置李光耀相關圖文展覽，，成為近年廣東省梅州市成為近年廣東省梅州市
一處熱門的旅遊觀方景點一處熱門的旅遊觀方景點。。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今天經已隆重國葬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今天經已隆重國葬，，
而他的一生而他的一生，，一是以鐵腕統治星國數十年一是以鐵腕統治星國數十年，，畢生畢生
說過不少膾炙人口的名言說過不少膾炙人口的名言，，我從其着作中我從其着作中、、由其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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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中國書法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而搞書法而搞書法

““文房四寶文房四寶””不可少不可少。。如今如今““文房四寶文房四寶””有奇有奇

妙妙，，沒有研墨沒有研墨，，沒有宣紙沒有宣紙，，也能練書法也能練書法，，網上書網上書

法也奇妙法也奇妙。。

水書－在國內可以買到一種水書－在國內可以買到一種““水寫布水寫布”，”，

不必黑墨水不必黑墨水，，只用一支乾淨毛筆沾水在布上只用一支乾淨毛筆沾水在布上

書寫書寫。。可以反復使用可以反復使用，，妙如宣紙妙如宣紙，，清水顯清水顯

墨墨。。奇妙就在劃水變黑色奇妙就在劃水變黑色，，水幹布變新水幹布變新。。你你

如想保存作品如想保存作品，，可以在清水顯墨後立即拍照可以在清水顯墨後立即拍照

留存留存。。用它來練習毛筆字用它來練習毛筆字，，尤其是兒童尤其是兒童，，是是

很好的很好的““文房奇寶文房奇寶”。”。

地書－在國內的許多公園裡地書－在國內的許多公園裡，，都有大片平都有大片平

整的水泥地整的水泥地。。每天早晚你去逛園吧每天早晚你去逛園吧，，都能看都能看

到許多老人到許多老人，，一手領桶清一手領桶清

水水，，一手拿支大毛筆一手拿支大毛筆（（不是不是

毛筆毛筆，，是自製的海綿朔料特是自製的海綿朔料特

大粗筆大粗筆，，也有賣的也有賣的。）。）彎著彎著

腰在地上水寫書法腰在地上水寫書法，，讓遊園讓遊園

人看得著迷人看得著迷。。地書已成為愛地書已成為愛

好書法的老人好書法的老人，，一項娛樂健身運一項娛樂健身運

動動，，一項氣功保健長壽活動一項氣功保健長壽活動。。國國

內還組織大型的內還組織大型的““地書比賽地書比賽””

呢呢。。

指書－我參觀過手指書法表演指書－我參觀過手指書法表演，，那是在宣紙上那是在宣紙上

用手指蘸墨寫字用手指蘸墨寫字。。這裡說的是不用文房四寶這裡說的是不用文房四寶，，電電

腦上網腦上網，，ipadipad 當宣紙當宣紙，，空手劃拉的硬筆書法空手劃拉的硬筆書法。。

聰明人製作了軟體聰明人製作了軟體，，給你提供了指書的平臺給你提供了指書的平臺。。

請看下面這位頗有書法造詣的張老師的請看下面這位頗有書法造詣的張老師的 指書作指書作

品吧品吧。。愛好中國書法的朋友們愛好中國書法的朋友們，， 盡可利用網上盡可利用網上

資源資源 練習書法吧練習書法吧。。

這是張老師的指書作品這是張老師的指書作品，，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直截了當的言語中直截了當的言語中，，可見他的強人強勢作風可見他的強人強勢作風。。
以下為李光耀語錄部分內容以下為李光耀語錄部分內容：：
▲▲談民調談民調：“：“我從不過分擔心我從不過分擔心、、或被民調過或被民調過

分影響分影響。。我認為我認為，，一個領導人如果擔心民調會升一個領導人如果擔心民調會升
高還是降低高還是降低，，就是個能力不夠的領導人就是個能力不夠的領導人，，只是在只是在
追着風向跑……看風吹到哪裡追着風向跑……看風吹到哪裡，，就去哪裡就去哪裡，，那不那不
是我來這裡的目的是我來這裡的目的。”。”

▲▲談身為領導人談身為領導人，，以及十六世紀意大利政治以及十六世紀意大利政治
哲學家馬基維利的崇拜者哲學家馬基維利的崇拜者：“：“在被敬愛與被敬畏在被敬愛與被敬畏
兩者之間兩者之間，，我總認為馬基維利是對的我總認為馬基維利是對的。。如果沒人如果沒人
怕我怕我，，我就沒價值了我就沒價值了。”。”

▲▲談鐵腕治理談鐵腕治理：“：“想跟我對幹的人想跟我對幹的人，，得戴上得戴上
指節銅環才行指節銅環才行。。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傷我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傷我，，比我能比我能
傷你還多傷你還多，，那就試試看那就試試看。。治理華裔社會治理華裔社會，，你別無你別無
方法方法。”。”

▲▲談政敵談政敵：“：“如果你是麻煩製造者……我的如果你是麻煩製造者……我的
工作就是在政治上毀了你……大家都知道工作就是在政治上毀了你……大家都知道，，我的我的
袋子裡有把小斧頭袋子裡有把小斧頭，，非常鋒利的斧頭非常鋒利的斧頭。。你跟我你跟我
鬥鬥，，我拿斧頭我拿斧頭，，我們死胡同見我們死胡同見。”。”

▲▲談民主談民主：“：“你問大家你問大家，，他們想要甚麼他們想要甚麼？？像像
你們這樣你們這樣，，擁有寫社論的權利嗎擁有寫社論的權利嗎？？他們要的是房他們要的是房
子子、、醫藥醫藥、、工作與學校工作與學校。”。”

▲▲談司法談司法：“：“我們必須把人關起來我們必須把人關起來，，不經審不經審
判判，，不管他們是共產主義者不管他們是共產主義者、、是語言沙文主義是語言沙文主義
者者、、是宗教極端主義者是宗教極端主義者，，不那樣做不那樣做，，國家就會一國家就會一
團亂團亂。”。”

▲▲談為大學畢業男女當紅娘談為大學畢業男女當紅娘，，以孕育聰明寶以孕育聰明寶
寶的政策寶的政策：“：“如果不把女畢業生放進繁殖池如果不把女畢業生放進繁殖池，，把把
她們放在架子上她們放在架子上，，社會就會越來越笨……會發生社會就會越來越笨……會發生
甚麼事甚麼事？？下一代會是沒那麼聰明的人在養笨的下一代會是沒那麼聰明的人在養笨的
人人，，很麻煩很麻煩。”。”

▲▲談死亡談死亡：“：“每件事都有結束每件事都有結束，，希望我日子希望我日子
到的時候到的時候，，盡可能不要拖盡可能不要拖，，盡可能沒有痛苦盡可能沒有痛苦。。不不
要讓我沒有行為能力要讓我沒有行為能力，，從鼻子到胃部插着管從鼻子到胃部插着管，，在在
床上呈半昏迷狀態床上呈半昏迷狀態。”。”

▲▲談到若新加坡出問題談到若新加坡出問題，，會從墳墓裡爬起會從墳墓裡爬起
來來：“：“就算我在病榻上就算我在病榻上，，即便你們就要把我放進即便你們就要把我放進
墳墓裡了墳墓裡了，，我覺得有甚麼事情出錯了我覺得有甚麼事情出錯了，，我就會爬我就會爬
起來起來。。

打從李光耀嚴重病危的一刻起打從李光耀嚴重病危的一刻起，，不少政治不少政治
評論家都在揣測一個政治現實評論家都在揣測一個政治現實：：失去李光耀之失去李光耀之
後後，，新加坡還能继续前进吗新加坡還能继续前进吗？？幾百萬新加坡市民幾百萬新加坡市民
在痛心在痛心：：一位政坛巨人家長离他們而去了──李一位政坛巨人家長离他們而去了──李
光耀今年无法与国民一同欢庆新加坡独立光耀今年无法与国民一同欢庆新加坡独立5050周周
年年，，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今後如何走下去呢新加坡今後如何走下去呢？？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基辛格（（Henry KissingHenry Kissing--
erer））等人曾形容李光耀为等人曾形容李光耀为““小舞台大人物小舞台大人物”，”，外外
界也普遍视其为亚洲以至更广泛地区最有影响力界也普遍视其为亚洲以至更广泛地区最有影响力
的政治人物之一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成就非凡他的成就非凡：：新加坡一度是新加坡一度是
““文明的耻辱文明的耻辱”，”，其贫民区情况其贫民区情况，，属全球最不堪属全球最不堪
之列之列；；但李光耀令这个国家摇身一变但李光耀令这个国家摇身一变，，成为成为““花花
园城市园城市””及重要的国际贸易及金融中心及重要的国际贸易及金融中心，，其政府其政府
的廉洁程度及效率的廉洁程度及效率，，也属全球数一数二也属全球数一数二。。

失去了李光耀失去了李光耀，，新加坡能否继续蓬勃发展新加坡能否继续蓬勃发展？？
短期内短期内，，肯定地看肯定地看，，新加坡是几乎不可能陷入混新加坡是几乎不可能陷入混
乱的乱的。。這是因為這是因為：：首先首先，，新加坡已成功建立公民新加坡已成功建立公民
社会社会，，坚守法治坚守法治，，人民惯于以合法途径捍卫权人民惯于以合法途径捍卫权
益益、、申诉不满申诉不满，，而非采用暴力手段而非采用暴力手段。。其次其次，，李光李光
耀早在耀早在20112011年便辞去资政职务年便辞去资政职务，，之后新加坡在后之后新加坡在后
李光耀时代仍然运作顺畅李光耀时代仍然运作顺畅。。最后最后，，李光耀年事已李光耀年事已
高高，，且近年健康情况恶化且近年健康情况恶化，，大多数新加坡人对其大多数新加坡人对其
仙逝的坏消息仙逝的坏消息，，早己有心理准备早己有心理准备，，因此对他的离因此对他的离
世世，，完全并不意到意外完全并不意到意外。。

不過長遠而言不過長遠而言，，新加坡各政党以至执政人民新加坡各政党以至执政人民
行动党内部派系之间行动党内部派系之间，，其政治权力架构其政治权力架构，，很可能很可能
会经历重组及再平衡会经历重组及再平衡。。

然而然而，，在最迟于在最迟于20172017年年11月举行的下一次大月举行的下一次大
选中选中，，現今隸屬於李光輝父子家族的人民行动現今隸屬於李光輝父子家族的人民行动
党党，，可能得以继续执政可能得以继续执政。。如果大选于今年之內举如果大选于今年之內举
行行，，受到李光耀去世的影响受到李光耀去世的影响，，人民行动党可能赢人民行动党可能赢

得得““同情票同情票”，”，得票率可能更高得票率可能更高。。
然而然而，，新加坡要维持社会稳定繁荣新加坡要维持社会稳定繁荣，，将面对将面对

多个挑战多个挑战。。首先首先，，应如何客观及全面地评价李光应如何客观及全面地评价李光
耀的功过耀的功过？？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功过意见不一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功过意见不一，，
因此或应容许以至鼓励公众讨论因此或应容许以至鼓励公众讨论，，以达致共识以达致共识、、
避免社会分化避免社会分化，，尤其我们已进入新媒体时代尤其我们已进入新媒体时代。。

其次其次，，应如何培育出更多像李光耀一样的人应如何培育出更多像李光耀一样的人
物物，，避免出现避免出现““昏君昏君”？”？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日裔美籍学者法兰西斯
．．福山福山（（Francis FukuyamaFrancis Fukuyama））认为认为，，李光耀是李光耀是““明明
君君”，”，但质疑新加坡能否确保日后的领导人但质疑新加坡能否确保日后的领导人，，也也
具备如此素质具备如此素质。。新加坡在国家建设及实践法治方新加坡在国家建设及实践法治方
面表现出色面表现出色，，但仍需要再进一步但仍需要再进一步，，建立问责的民建立问责的民
主政府主政府。。

对新加坡来说对新加坡来说，，建立更优良的政治系统建立更优良的政治系统，，是一个是一个
极具风险的任务极具风险的任务，，但又极有迫切需要但又极有迫切需要，，因为这不因为这不
但可以更有效地制衡权力但可以更有效地制衡权力，，也可以避免管治失也可以避免管治失
灵灵。。

第三第三，，应如何在大国之间生存和保持平衡应如何在大国之间生存和保持平衡？？
迄今迄今，，新加坡这个新加坡这个““小红点小红点””一直实施一直实施““平衡策平衡策
略略”，”，巧妙地在邻国和大国之间生存巧妙地在邻国和大国之间生存；；这主要归这主要归
功于李光耀对全球政局的卓识远见和高明手腕功于李光耀对全球政局的卓识远见和高明手腕，，
他与中美两国的私人关系也极具影响力他与中美两国的私人关系也极具影响力。。

因此因此，，新加坡失去李光耀之后新加坡失去李光耀之后，，能否继续保能否继续保
持其优越地位持其优越地位，，担任诚实的中间人担任诚实的中间人，，面对中美在面对中美在
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角力加剧之时拒绝选边站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角力加剧之时拒绝选边站？？这这
是值得质疑的是值得质疑的。。

新加坡不会随李光耀逝世而没落新加坡不会随李光耀逝世而没落。。不过不过，，李李
光耀生前自有担忧光耀生前自有担忧：“：“100100年后新加坡还在吗年后新加坡还在吗？？
我不太肯定……我不太肯定……””失去了李光耀失去了李光耀，，新加坡将何去新加坡将何去
何从何从？？這不僅僅是新加坡人民心中的疑問這不僅僅是新加坡人民心中的疑問，，也是也是
中國人中國人、、亞洲東南亞人亞洲東南亞人，，以至世界各民主國家人以至世界各民主國家人
民心中的疑問民心中的疑問！！

賀新水書 地書 指書



專 欄專 欄 7

If you are afraid to die, don’t be a bull rider.
如果你畏懼死亡，就不要去做野牛背上的騎士。

—— 一位牛仔的自白

2015年4月5日

(文/攝影: 蓋軍)

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那些漸行漸遠的牛仔背影

認識牛仔，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
一位家有國外親戚的同學帶來一本厚厚的美國雜
誌，若幹年過去，記憶中殘存的僅是那一頁萬寶
路香煙的廣告，夕陽中，一位牛仔在廣袤無際的
原野上信馬由韁，目光沈寂而深邃，天地寬廣而
蒼涼。幾十年來，萬寶路香煙不改初衷,一直沿用
牛仔的形象廣告，其中的用意不言而喻。

在休斯敦生活眨眼已十年有
余，德克薩斯州做為牛仔的故
鄉，時刻都能讓人感受到撲面而
來的牛仔氣息。在州府奧斯汀，
達拉斯，休斯敦等現代都巿櫛次
鱗比的高大建築裏,常常會遇到
騎馬的牛仔悠閑地穿行在街道
上，不要以為這是在拍西部電影
或藝術表演，其實，這種帶有牛
仔元素的現實場景，早已滲入到
德州人的日常生活。

每年三月，休斯敦最轟動的
活動就是自1932年開始舉辦的
休斯敦牛仔節 (Houston Live-
stock Show and Rodeo)，目前這
項活動被稱為全美最大規模的牛
仔節，一次次和牛仔面對面地接
觸，更是讓心目中的牛仔形象得
以反復的印證和加深。

牛仔帽，牛仔巾，牛仔褲，索套，馬蹄鐵，
這些傳統牛仔的代表特征，伴隨了美國二、三百
年來的歷史，也是對這個騎在馬背上的群體最準
確的詮釋。

回頭翻看一下牛仔的歷史，就會發現伴隨
它的正是美國的開疆史和西進開拓史，十六世紀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西班牙人通過大海運來
了一船船的西班牙種牛，特別是在德克薩斯州，
十九世紀末，德州養牛數量達到5000萬頭,位居
全美之首，德州人擺脫墨西哥獨立後，也繼承了
牛仔的鼻祖---墨西哥人的放牧方式，甚至包括牛

仔的語言和衣著。
隨後美國歷史上每一次重大轉折和技術創新

對牛仔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次改變。
在美國的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牛仔起到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德州牛仔將牛通過牛道趕至聖
路易和堪薩斯的牛場，隨著鐵路的發展，牛仔於
是開始將牛趕往堪薩斯新建鐵路邊，牛群被裝上

車廂，送往全美各地。
放牧趕牛路途遙遠，牛仔要常

常面對惡劣的環境和氣候，應對
人為的搶劫和破壞，也練就了西
部牛仔堅毅隱忍，頑強不屈的性
格。

時代的蛻變，使牛仔的生存空
間愈加狹小，土地和私有化的出
現讓牛仔的放牧區域受到極大限
制，牛道也漸漸消失，尤其是20
世紀末，美國社會生產力高速發
展，城鎮化步伐加快，牛仔群體
被推向生存的邊緣，許多牛仔不
得不另謀生路。而好萊塢西部片
的盛行，可以說讓這群被時代顛
沛流離,一籌莫展的社會群體一夜
之間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超級人
物，他們的

形象被清晰的固定在在銀屏
之上,自由、勇敢、不畏冒
險，勤勞正義的牛仔於是成
為美國故事的一部分，更是
提升為美國精神的象征。

每次參加休斯敦牛仔
節，都會近距離觀察這些被
稱為馬背上的英雄們，牛仔
依然英俊挺撥，依然被眾多
的民眾所包圍，但每次觀看
騎野牛競技，心情就異常復
雜，在觀眾的狂熱呼喊中，
牛仔在瘋犯的牛背上和時間
角逐，每一次的出場都仿佛是用生命來做一次賭
註。

看過牛仔競技項目的人們都知道，騎野牛
競技(Bull Rider)是整個牛仔競技項目中最危險也
最刺激的一個項目，由於風險極大，許多年輕的
牛仔被牛角紮傷，被野牛甩出或踩踏，導致傷殘
終身離場，而且和這個高危職業不相稱的是，牛
仔群體收入微薄，生活拮據。休斯敦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曾報導稱，牛仔的主要收
入來自牧場的工作，年收入僅有兩三萬美元，除
此之外,許多牛仔要在一年當中如運動員一樣輾轉

全美的各大牛仔競技賽場，殘酷競技只有獲得了
名次，才有獎金入賬。
牛仔式微，但牛仔所代表的美國精神近年來卻是
大受追捧，總統歐巴馬多次在演講中呼籲重振美
國精神，再現西部開發的無畏和開拓，批評華爾
街和政界不思進取,投機取巧的行徑。

一部由美國人拍攝的紀錄片「最後的牛
仔」中，讓我們看到這個曾經引為驕傲的群體正
與時代格格不入，漸行漸遠，而昔日被人贊譽的
牛仔精神也正被現代人的庸懶享樂一點點的吞
噬，令人擔心的是,假若有一天, 牛仔消失了, 牛

仔精神還能走多
遠。

好萊塢的西部
大片創造了一個個
英雄主義的神話，
從當年的「關山飛
渡」「搜索者」
「西部往事」到近
年李安導演的「斷
背山」,高高的寬
巖牛仔帽下是牛仔
沈郁而真實的眼
神， 正如「搜索

者」導演所說的「把一位演員變成牛仔很容易,但
把牛仔變成演員卻很難。」

世易時移，牛仔正走在時代變遷的路上，背
影遊離,但他們依然保持著最真實的秉性，勇敢而
堅強的血脈,這或許是不可改變的命中註定，一如
一首經典的牛仔歌曲中所唱到的:
He asked me why do you ride for your money

Why do you rope for short pay
You ain’t getting’ nowhere
And you’re losin’ your share
Boy, you must have gone crazy out there

(於2015休斯敦牛仔節)

德州州府奧斯汀街頭一景德州州府奧斯汀街頭一景

牛仔仍是許多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牛仔仍是許多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從小培養青少年牛仔精神的爭搶小牛從小培養青少年牛仔精神的爭搶小牛(Calf(Calf
Scramble)Scramble)競技項目競技項目..

驚心動魄的騎野牛競技驚心動魄的騎野牛競技(Bull Rider)(Bull Rider)



最近，幾位過去曾經研究多

年中國歷史的文友，聚會時向我提

出：希望我向海外朋友介紹中國固

有的宗教：道教。這裡指的所謂

“固者”，即本來已有、已存在

者。歷史悠久，值得研究。

中國道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

古代的巫術和戰國時期的神仙方

術。

中國古代，有一種據說能夠交

通鬼神、代鬼神說話，並能夠醫治

疾病的巫術。從事這種職業的人，

男的稱“覡”，女的稱“巫”。在

中國奴隸社會中，巫術是奴隸主階級統治的工

具。奴隸主設有兩種官職，巫就是其中的一

種。後來，奴隸制度日漸衰落，巫的地位也開

始下降，但巫術的迷信，卻一直流傳不衰。

神仙方術，最早出現在戰國時代的燕國和

齊國。所謂“方” ，指的是不死的仙方。方士

從事巫祝術數，自稱能通神仙，練不死丹藥。

那時，齊國有個叫鄒衍的人，他把古代的“五

行” 和“陰陽” 結合起來，創造了“五行陰

陽學”，發展為神秘的德和運，“德”指“五

行”的德性；“運”指陰陽的變化。鄒衍以德

為本體，以運為作用，以德運為出發點，用來

推算自然和社會的命運。

中國道教產生的歷史背景。秦、漢統一中

國以後，隨著封建經濟發展，土地兼併現象日

益嚴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

地” 。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日益加深。

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也逐漸增多。統

治者除用武力鎮壓外，還希望借助天

命鬼神的幫助，緩和日趨激烈的矛

盾。中國道教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

下，由神仙方術演變而來。

道士的出現和道教的合法。西漢

時已有“道人”的稱呼。西漢末年，

“道士” 的稱呼也已出現。他們多半

活動於民間。東漢順帝年間，張陵創

立五斗米道，奉老子為教主，尊為太

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

典。東漢桓帝年間，桓帝除信奉黃老

道外，還正式頒佈詔書，承認道教的

合法性。這樣，中國道教便由原來民

間秘密活動，轉變成為公開的中國的

宗教。

中國道教的基本經

典和教義。中國道教

經書的總集稱為《道

藏》，最初修于宋真

宗大中祥符五年（西

元 1012 年），以後

金、元各朝都有編

簒。現存《道藏》為

明朝所修，共五千四

百八十六卷，內容十

分龐雜，除道教經書

外，還有一些涉及自

然科學的書籍及內

容。

基本經典《陰符經》。全稱《黃帝陰符

經》，戰國末期成書。該書內容多談道家修

養，亦涉及到煉丹術。該書根據陰陽五行奇正

變化，闡明“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的道理，主

張對客觀世界要冷靜觀察。

基本經典《太平經》。該書內客也是龐

雜。言及天地、陰陽、五行、干支、災異、鬼

神以及當時社會狀況等。主要宣揚宗教和封建

倫理觀念。也有一些篇章是反映勞動人民反對

統治者聚斂財物，主張自食其力和救窮濟急等

思想。

基本經典《黃庭經》。包括《上清黃

庭內景經》和《上清黃庭外景經》，南北朝時

期已經流傳。其有一特點是：兩書均以七字歌

訣述養生修煉原理。為歷代道教徒及修身養性

者所重視。全真派更以它為重要的講習功課之

一。

基本經典《道德經》。亦稱《老子五千

文》。本是先秦道家的重要著作，道教奉為主

要經典。對其多所注釋，從哲學理論、陰陽變

化、內丹外丹、修身治國、易象術數等多方面

闡述道教教義。

《老子化胡經》，傳為晉道士王浮著。書

稱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以佛為道教弟子，是後

來道教徒攻擊佛教的主要依據。

《道》，道教的教義是“道” 。“道”

字的本義：是：“道路” 。也可引申為“指

導”、“道理” 。道教的所謂“道” ，則有

其它含義，主要是指神仙之道，認為道就是神

和神的意志，就是道術和法術，一旦掌握了它

們，就有無窮的妙用，就可以成仙不死。

綜上所述可知：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

宗教。道教祭祀活動，可追溯於原始時期，人

們崇拜自然與鬼神，從原始的人神溝通的占卜

等多種方式，逐漸演變為祭祀上天和祖先。歷

經春秋戰國，以至東漢，社會生活對宗教產生

急迫需求，當時的陰陽家、神仙家興起。於

是，中國道教創始人張道陵，綜合古代傳統的

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陰陽術數、巫術並於與

漢代所崇尚黃老道家的理念逐漸融合。中國道

教這時雖奉老子為教主，莊子為祖師，但其主

張與老莊的思想並不完全一致。而更多得益于

漢初盛行的以老子之名言修道養壽的“黃老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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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固有宗教：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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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與DNA有什麼關係？說真格的是沒有什麼
關係的。我們也可以問股市與牛、熊有什麼關係？
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但大家都知道什麼是牛市、
什麼是熊市，因為它們代表著股市的漲與落。橋是
一種交通設施，一般都由鋼或鋼筋混凝土建成，是
一種靜止的、無生命的東西，而DNA是生命密碼，
任何活物都有DNA。這種生命的DNA是怎麼會與
無生命的橋搞到一起了的呢？這就要看它象徵著
什麼了。
原來此事發生在新加坡，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
的國家之一，不修建高樓大廈和大量的基礎設施，
是根本解決不了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問題的。這
些大樓和基礎設置看起來都是冷冰冰的，但新加
坡人民不信邪，他們要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雄心壯
志地打造世界上最乾淨、最綠色、最環保的國家。
他們將大樓進行了立體的綠化 3D VEGETA-

TION、開創了垂直農業 VERTICAL AG-
RICULTURE、建造了舉世文明的海灣金
沙大酒店MARINA BAY SANDS空中花園
ROOFTOP GARDEN、形如海水波浪的世
界最大的室內植物園 MARINA SOUTH
GARDENS、最大的太陽能人造空中巨林
陣 SOLAR POWERED MECHANICAL
GARDENS、形如盛開鮮花的藝術科學博
物 館 ARTSCIENCE
MUSEUM。這 樣 他
們就把修建大樓和
基礎設施所奪去的
綠地成倍歸還了大
自然。
就在這一片重返自
然、追求有機的呼聲
中，新加坡全球首創
的DNA橋便脫穎而
出了。它是由澳大利
亞和新加坡兩國的
建築師聯合設計的。

它地處新加坡生態旅遊中
心--濱海海灣 MARINA
BAY 之中。它是一個人行
橋，並設有四個圓型觀景
台，供行人們休息和眺望市
景。橋 的 形 狀 有 如 螺 旋
HELIX 的 DNA 的圖形，而
且為了防止熱帶的烈日，是
雙層螺旋 HELIX 橋。此橋
的設計多次得到國際大獎，
並被譽為象徵著生命、延
續、更新和成長的橋。此橋
於 2010 年 4 月開始通行，
是一座由兩條主鋼索上下
交疊與纏繞兩岸橋面的螺
旋橋。此橋因結構先進，只

用了普通橋樑五分之一的鋼材。THE HELIX全長
280 公尺戶、寬 6 公尺、能夠容納 16,000 人，連接
濱海海灣新市區與舊市區，供行人和遊客暢通無
阻地往返濱海中心和濱海海灣之間，沿途更可飽
覽市區生態建築壯麗的景色,這裡也是欣賞水上運
動和煙花表演的好地方。入夜之後，橋上變換的
LED燈光及海灣周圍發光的生態建築融成一首優
美的夜光圓舞曲，使景色會更加美麗、迷人。

    橋與DNA有什麼關係？    陳少明     橋與DNA有什麼關係？    陳少明 陳少明 姜程橋與DNA有什麼關係？

2014年的夏天，因為想積累教學經驗，我東征西跑，到處幫人代課，我
不挑剔機構，只要對方看得上我，我就馬上行動。那天我去一家幼兒園替
舞蹈課，上完課後正準備走，老板叫住了我，讓我幫她一個忙，什?忙？她讓
我看看兩個茶葉包裝，哪個是檸檬味道，哪個是薄荷味道。我楞了，彩色字
體那?大，那?醒目，清清楚楚印在包裝上，老板莫非不認字？她才四十幾歲，
不可能人老眼花，看不清包裝上的字。

我後來才知道，這老板真的不識字，平時文件啊，信件啊，電腦之類的
東西都是女兒在管理，恰好那天女兒有事出門，她便抓了我的差。

美國居然有文盲？我算是長了見識，美國不是義務教育嗎？從小學到
中學，公立學校不花錢。若是窮人家的孩子，還可以得到午餐補助。讀幾年
的小學，就該知道檸檬和薄荷的單詞，當初幹嗎不去接受義務教育呢？

我有個朋友說，義務教育並不是強迫教育，有的人天性愛玩，討厭學
校，不去上學，警察也不會來幹涉。還有的人出生在貧苦家庭，小小年齡就
要承擔養家的重擔，各種原因讓他們遠離學校，失去了讀書和寫字的培
訓。好在美國是個自由的國家，只要不懶惰，各行各業都能走通，並不是非
要讀飽了書才能成就大業。

總是忍不住回想那個幼兒園的老板，溫文爾雅，落落大方的穿著和言
談，你根本不會把文盲這個詞匯跟她聯系起來。最讓我佩服的是，她向我
請教的時候，淡定自如，沒有一點自卑和羞怯，就像讓我幫她遞一杯水，幫
她開一下門。何等自信的一個人！她有她驕傲的資本，不識字雖說是個瑕
疵，但是她有本領把幼兒園運轉起來，成全了自己，也貢獻了就業的機會，
那家幼兒園的老師們，哪個不是從學校畢業的？要學位有學位，要證書有
證書。文盲只要有本領，大家也心甘情願給她打工。

想起幾年前，奧斯卡獲獎電影《朗讀者》(The Reader)，女主人公在大
時代的血雨腥風中,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但她面對審判，完全能證明自
己無罪，證明無罪就要承認自己是文盲。文盲真的那?羞恥嗎？女主人公寧
可接受判刑，寧可用生命去掩蓋。

我的老板不識字 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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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醫院看病的人，因身體不適，心情不悅，精
神不振可謂慣有。這個時候，醫護人員若很不耐煩
的甩你一張冷臉，帶搭不理地扔出一句：“你怎麼
啦？”患者的感覺就只剩個冰涼冰涼了。這種醫患
際遇，我尚未碰到過。

或許因我見識少，或許因我遺傳基因不錯，作
息正常，吃喝適量，故而，醒來又在自家幾乎天天。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加，體內的零件磨損折舊在所
難免。因身居小城，若身體不適，包括一年一次的
體檢，幫咱查出個所以然來的醫護人員，雖不會說
中國話，可那態度全都好極了。

12 年前的霜寒楓紅時，我嘴裡突然發苦。聞
此，丈夫立馬將我載到家庭醫生的診所裡。頭髮花
白的韓國“老哥”態度溫和地為我做完詳盡的檢
查，隨即拿來兩筒藥膏，讓我每晚睡覺前往嘴裡
抹，然後把嘴閉緊，別說話，“苦盡甘來”指日可待。

聽他言，我那叫高興，那個樂。當晚就照章行
事了。我極其虔誠地抹了7個晚上，其結果，那是絕
對的：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啊。為何難言？“老
哥”態度實在好；他沒能幫我如期祛苦，不是不負
責任，應是醫術不到。基此，倘再去找他，恐生難
堪。肚子疼，抹二百二的處方，我也不想延用了。

兒子決定帶我到車程一小時的城裡去找中醫
師診斷一下，看如何治療。

診所不難找，不足 70 分鐘，一位 臉圓眼圓 的
中年男子 就 和顏悅色地問我哪裡不舒服？待他獲
知詳情，便一臉自信地告訴我，不要著急，他到後
面去安排一下，很快就回來。

他回來了，我進去了。我雙腳剛邁進門檻，一
位懷裡抱著紫色褲褂的老大姊就體貼入微地讓我
換上他們的衣服，說要給我用針灸療法醫治口苦。

我皺眉，她含笑勸說：“針灸什麼都可以治好的。你
先試試嘛，扎幾次看看再說，一次只收$90元。”

我謝過她，快步走回門診部。先前那位男醫生
像是看出我的心思。他轉身從整齊的貨架上拿過
一瓶藥丸：“你不願扎針灸可以吃這個‘龍骨丸’。
這藥非常好，能清熱燥濕。”
我伸手接過：“多少錢？”

“我只收你$39.99元。”
邁進自家汽車，兒子開口言道：“媽明知這藥

沒多大用處，可還是掏錢買下，我懂媽的心意。”
“知母莫過子哈。”我邊笑邊說：“都不容易，咱麻煩
人家了，再加上他們的態度又特別好……”

“您就心軟了。”
“再加個心安了。”
“媽這口苦若治不好可怎麼辦？”
“‘吉人’自有天相，你就放心吧。”

是年的初冬時節，我去雲南參加采風活動，一
回到北京，鐵哥們兒楊力強就請來著名中醫師吉
良晨教授為我把脈、診治。10副中藥，苦盡甘來不
是夢。

就在那年，我回到美國，突感後背酸痛，家人
要我趕緊去醫院就診。我不配合的理由：一走進雲
南，我們一行50人就在一輛大巴士上，坐看彩雲之
南的壯麗河山，長達15天。我猜，自己背痛跟坐得
太久有關聯。我堅信，歇歇就好了。

事與願違，後背左側酸脹難忍，且與日加重。
兒子把我送到了一家私人開辦的推拿診所

裡。一進門，金髮碧眼的女護 士不知怎麼碰到了我
的手，覺得我手太涼，忙用自己那溫暖的“嫩筍”使
勁地給我搓。我倆手熱乎了，兒子把醫生需要的表
格 也填好了。

膀大腰圓的男醫生笑呵呵地把我請到了一張
罩著白單的床鋪上。他極其溫和地讓我趴好，再大
口吸氣。就在我來回地“吐故納新”時，他雙手用力
一按，差點沒連人帶床給按到其地下室裡。我疼得
直閉氣，他嚇得直道歉。兒子緊張卻態度平和的找
他要原因。

他承認自己下手過重，說他的病人幾乎都是
舉重、打拳和練塊兒的小伙子。乍一換作我，就忘
了手下留情了。

他把我扶了起來，在連道對不起時，灰藍色的
眸子裡布滿了自責和歉疚。

我不忍心直視他，本能地把目光落在了墻角
的小櫃上。小櫃上擺放著他的全家福，照片裡的妻
子和一雙兒女那 溫存和善的目光，看後直往心裡
走。

小伙子送我到大門口，把兒子看母親的眼神
停留在我的痛點上。

我掩痛掛笑，告訴他別著急，我養養就好了。
回到家裡我就起不來了。一連數日，我不敢咳

嗽，不敢笑，連長吁一口，傷處都吸著疼。他父子逼
我去醫院，我堅持我能忍能扛。

三週後，我出門購物時，傷處不給勁，步履顯
得格外緩慢的“鏡頭”，讓同住一市的鳳大姊給“拉
近”了。她問清原由，即脫口而出：“這是醫療事故，
可通過法律手段提出索賠。”

通過法律手段？就憑那個大小子看我的眼神，
與其妻兒那招人憐惜的模樣，加上他那親切和藹
的態度，我怎忍心！

難怪，當年米盧教練的一句“態度決定一切”，
會成為那時曝光率最高的名言。

自動汽車來了 蔡老師
住在科技重心的矽谷，常常在路上看到谷歌那

有特別裝備的自動試驗汽車，也經常有機會參加
有關自動汽車發展的研討會等。去年還得以在高
速公路上搭乘過一輛有自動控制系統的汽車，體
會到車子在路上自動行駛的味道。這個禮拜，一部
有類似設備的車子將由舊金山開往紐約。同時，美
國Tesla電動車在矽谷的總部宣佈他們將在今夏推
出第一部有自動系統的電動試驗車。看來自動汽
車快要來了。

這部要在高速公路上橫越美國的自動汽車是
德國奧迪車廠的Audi SQ5 SUV。車上裝有Delphi
公司設計的全套自動控制系統，包括速度，導航和
停車等。雖然它可以自動行駛，但是因為現在各州
的汽車管理局還沒有完成使用這種車子的相關制

度，所以它依然需要
一個駕駛人坐在那
兒，以防萬一。同樣
車廠的車子已經在

洛杉磯的公路上試驗過。兩個月前，一輛全自動的
Audi－A7 轎車曾經由洛杉磯開到Las Vegas來回，
證明可以舉辦這次橫越美國大陸的長途示範。

就科技來說，各種導航，控制和無線聯繫系統
都已經分別應用到各種汽車上了。在歐州的一些
國家，已經有自動巴士和貨車等在公路上做不同
的示範活動。由於近來無線網路
系統的發展，很多車與車，以及車
與交通管理系統之間的聯繫多半
可以自動化。由此產生的各種電
子儀器市場和供應廠家也成為汽
車工業的重要夥伴之一。所以很
多大汽車公司都在矽谷建立科技

研究單位，使得矽谷地區成為自動汽車的發展中
心。

帶領矽谷學術發展的史丹福大學自然也有一
些研究自動汽車的項目。兩週前，我就曾經到他們
機械系的自動汽車實驗室去，參加一個為測試老
年人駕車時心態反應的活動活。坐在他們那最新
的模擬汽車上（圖），看著銀幕上飛逝的公路風景，
根據他們的指示“開車“或者“坐自動車”。在“坐”
在那飛駛的車上時，可以看書和上網等“開車”時
不能做的事。由此，可以體會到個人在自動汽車上

隨機應變時的心態變化等。根據在
那車上一個小時的經驗，瞭解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安然地坐在一部飛
駛的自動車上享受那份平靜。

雖然自動車是快來了，但是在
政府交通規則之外，我們每個人還
有很多要學的東西。



粉絲和讀者

來信詢問：我是

如何來對待試鏡

時的服裝？

對於職業演

員，服裝造型也

非常重要，有很

多細節更需要註

意。我通常會在

車上準備幾套不

同款式衣服，例

如 休 閑

裝，職業

套裝，晚

禮服等，

包括鞋子和配飾。盡管不是很常用到，但

一單你在一天內有幾個試鏡，有時會有突

發來的試鏡，就會馬上派上用場。當需要

古典的或四十年代或者其他特別套裝的時

候，在好萊塢和Studio City， Burbank等

周邊的城市有專門店，你可以直接去買，

然後把衣服的標簽保留，試鏡結束後再退

回去。運動裝和泳裝等，一般都能在自己

的衣櫃裏找到。我有滿滿六大衣櫃的衣

服，但要在著裝上穿出新意和特異還是不

容易，有時充滿了挑戰。

如果你試鏡被選中，他們一般會提供服

裝，但也有例外。有時候他們會要求你要穿試鏡

時的那套衣服，你得牢記當時試鏡時穿的是那套

衣服！當你去第二輪試鏡，你肯定還要穿你第一

次試鏡的那一套，好在我們生活在當今的科技時

代，手機可以馬上拍照，我每次試鏡都會自己拍

幾張定妝照，並標記上是哪個audition.

幾天前，我有一個試鏡，而在同一天又有一

個第二輪的試鏡。我媽媽這段時間剛好來看我和

我女兒祿暢，為了把車子騰出些空間，我把車上

本來備好的幾套衣服全放在家裏的儲藏室。因為

早上的試鏡需要穿很正

式的高級職業裝，中午

的另一個試鏡需要穿的

卻很休閑，幾乎是極平

常的俗氣裝，就像是剛

從超市買東西回來一

樣。？怎麽辦？各位知

道洛杉磯的塞車是世界

一流的，根本沒時間回

家去換衣服，臨時買，

就停車也要四五十分

鐘，根本來不及。這種

情況一年會發生幾次，

那你必須要靈活機智，

想辦法創造出來。多年

的經驗，以及

從女兒那學到

的。把我的高

尚職業外杉脫

掉，解開襯衣

最上面的兩顆

扣子，把倆個

袖 口 全 翻 上

來，把高貴盤

上的頭發全部

散下來，再把

職業褲腿卷到

膝蓋，脫掉我

的高跟鞋光著

腳就進出了。

劇組的人見到

我都笑了，但他們很喜歡這套“新衣服”，並且

選上我。

你必須要解決一切你所面臨和緊急突發的

問題。如何選擇你試鏡的穿戴的確是一門很大的

學問，它能為你被選上起著很大的作用。我有一

套職業套裝，可以說是我的“黃金聖衣”，每次

我穿上這套衣服，就一定會被選中。 這身行套

出現在很多影視劇中。我稱它是Superpower Kill-

ing Suits!

112015年4月5日

我 在 好 萊 塢我 在 好 萊 塢 楊 帆

臨時演員和群眾演員

我的傻老叔傻得可愛。他品行端正，從來不做

不道德的事，也從不撒謊騙人。他人緣好，最講

誠信，有求必應。他不僅是家裡人的公僕，也是

全村人的義工。給人辦事不講條件不要報酬，全

心全意為別人服務。

他最大的特點是愛唱歌，他會唱很多歌。當時

最流行的周璇的“四季歌”、“何日君再來”、

“天涯歌女”以及“滿洲姑娘”、“苦命的王老

五”等流行歌曲他唱得有韻有味。村裡人拿他開

心，一見面就喊他“‘老有子’唱個歌！”他就

搖頭晃腦高聲大氣唱起來。也有些人耍弄他

“‘老有子’學個狗叫！”他就真的“汪汪汪

……”叫幾聲。

我的傻老叔，心不靈手很巧，他製作的風箏五

花八門，不僅樣式好看，而且放飛時比別人的風

箏飛得更高更穩，孩子們都求他作風箏。過小年

送灶王爺上天，要用“槳杆”（秋收後高梁桿黃

乾後扒成細篾）作成大馬，給灶王爺騎著上天。

此時，家家戶戶都爭先恐後請我傻老叔紮大馬。

他做的高頭大馬看上去顯得膘肥體壯，屁股滾

圓。灶王爺騎上一高興，就會“上天言好事，下

界保平安”。

我的傻老叔傻得有理。雖然土改鬥地主劉家無

人倖免，傻老叔也遭到“淨身出戶”的厄運；但

因為他傻，人緣又好，所以沒有人打他罵他。

說他傻，不僅是不懂事，無憂無慮，吃飽就

玩，災難壓頂也不甚憂愁。最突出的是他不懂男

女之事。二十多歲時，家裡給他娶了媳婦，是窮

人家姑娘，因一隻眼睛有“玻璃花”，其貌不

揚，很難嫁人。本來兩家都想：傻子跟醜女結

親，兩將就也就算了。未曾想傻子不懂性事，結

婚一年多，婚姻有名無實。急得父母找人教他，

可他硬是沒“性趣”，教也

學不會。後來女方提出離

婚，分離後，不知女方下

落。

1978年傻老叔得了直腸癌，活到56歲時在東升

村家裡病逝。

……

傻老叔死了近40年了，他不懂性事的故事，仍

被當今忙不迭應酬二奶、三奶……N奶的貪官們

當作笑料流傳……。不知是鄙夷嘲弄乎？惡意咒

罵乎？抑或為他們自己強勁的永不衰竭的性能力

而驕傲自豪乎？！

傻老叔：你在九泉之下聽到貪官們笑你，侮辱

你，真不知你有何感想？！

我卻不由得想到杜甫的一句話“存者且偷生，

死者長已矣！”

劉大為

傻老叔劉錫有的故事—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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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可畔（Zakopane）簡介
紮可畔在克拉扣之南，位於與斯洛伐克（Slo-

vak）交界的塔特拉（Tatra ）山麓，海拔近1,000

米，是波蘭境內海拔最高的山城。塔特拉山有

“小阿爾俾斯山”之美譽，紮可畔亦被稱為是波

蘭的“冬都”。此地是冬季的滑

雪勝地，也是夏日遠足登山的好

去處。不但是自然風景優美，其

民族風情尤為多彩多姿，被稱為

是波蘭民俗的搖籃。此地更吸引

人的還有它全木材結構的房舍。

由於地處高地，冬季很長，當地

房屋的屋頂全是陡峭的三角形尖

頂（以免積雪於屋頂上），構成

獨俱一格的風貌。房屋材料多為

就地取材的針樅木建成，式樣新

穎奇特，為建築界的奇葩。

紮可畔意為“躲開”。小鎮首

建於1605年，原本是一些牧羊人

集聚的地方，隨後又有一批礦工

在此落戶。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紮可畔仍舊是

一個交通不便的山間貧苦小鎮。直至大約一百年

前，一位泰圖斯（Tytus Chalubinski）醫生，發現

了這個“世外桃園”後，用他私人的經濟能力，

將小鎮發展成為一個波蘭作家、作曲家、與畫家

們避靜集居，從事創作的樂園。紮可畔成了遠近

聞名的渡假勝地，更是冬季滑雪的最佳去處，現

鎮內有居民約三萬人左右。

車子進入山區後，雨點似乎是愈來愈大。望見

道旁樹林裡一棟棟的尖頂小木屋，仿佛置身在畫

片裏。大家撐著傘，到路邊山坡上的一座建築形

狀極為特異的小教堂裏，張望了一下之後，車子

來到一間很大的教堂。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紀念教堂
這是一間看起來很新的全木製教堂。此教堂是

為了慶祝教宗約翰保羅二世1981年5月3日在凡

蒂岡遇刺未果而建。大門的入口處，有一尊教皇

祝福眾人的塑像。入內後，最顯目的是那些木製

木雕的神龕神櫃。今天不是週日假期，外面又下

著大雨，教堂內除了我們這隊遊客團外，仍有不

少虔敬的信徒在禮拜祈禱。難怪領隊在車上說紮

可畔地近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出生地，這裡可以

說是全波蘭宗教氣氛最濃厚的地方，居民有99%

信奉天主教。區內的教堂更是隨處可見。

煙燻羊奶乳酪（Oscypek
Cheese）

從教堂出來，車子載我們去參

觀一棟牧羊人的小茅草屋。這是一

間牧羊人的住所，旁邊有一間燻

房。他們的副業是用羊乳燻製成一

種羊奶乳酪。這種煙燻的乳酪也是

紮可畔當地的特產之一。領隊下車

去買了一些煙燻羊奶乳酪，加上從

克拉扣帶在車上的麵包餅乾香腸之

類，她原本是打算請大家在草地上

野餐的，天公不作美，只有分給每

人在車內品嚐了。我因為本來就不

喜歡乳酪，用羊奶製成的乳酪就更

是免談。煙燻羊奶乳酪的味道如

何，自是無法奉告，不過看其他團員接二連三地

吃完一塊又一塊，應當是蠻不錯的。

希望村（Chocholow Village）
接著，車子開到一個山上的Chocholow（意為

“希望”）小村。我們到一位當地藝術家 Jan

Ziedan的工作室與家中參觀。工作室內陳列有許

多他木刻、木雕的大小作品。工作室容納不了這

一大隊人，我匆匆看了一眼便走了出來，撐著傘

到村裡唯一的主街上走走，欣賞一下這一帶奇特

的建築式樣。沒走幾步，又看到一間教堂。

庫魯珀級的街市
從希望村我們來到了紮可畔的主道，庫魯珀級

（Krupowki）街。全條街上滿是當地的手工藝

品、禮品、紀念品商店與咖啡廳、餐館。主街的

對面是市場，更是遊客的購物天堂。整條市場街

上全是一間連一間的小店與攤販，販賣波蘭與當

地的手工藝品，從手織毛衣、羊皮拖鞋、羊皮夾

克、到木刻盒子、木刻彩蛋等琳瑯滿目，物美價

廉。最予人以好印象的是，此處的攤販不亂開

價，也不接受顧客討價還價。而且，同樣的東西

在任何攤位上，均是同樣的價錢，沒有惡性的削

價競爭。大家撐著雨傘，走了一家又一家，還是

忍不住大包小包地買了些土產。我們幾個人一下

車便過街去了市場，連庫魯珀級主街還沒有來得

及去看一眼，就已經是該歸隊上車的時間了。

森林公園馬車遊、晚餐
車子將我們帶到一個像是森林公園的入口

處，看到好些輛有蓬的馬車等在那裡。雨點一直

沒有停過，氣溫也一直在下降。我們四人乘上了

一輛馬車後，入口處那間餐廳的主人還為大家送

來燙熱了的櫻桃伏特加酒，在這個陰陰濕濕冷兮

兮的雨天裡，喝下如此美味的兩杯熱酒頓覺胃暖

神弛地飄飄然。既然是天氣的好壞完全不在任何

人的掌握之中，只有順其自然，不讓天氣左右自

己的興緻與心情了。況且，在連綿細雨，煙霧朦

朧的公園裡，眼看那高入雲天的樹木，耳聞那此

起彼伏的鳥鳴，微風裡，馬蹄輕，是多麼美的一

幅畫面，又是多麼難得的境界。遠望高山上白雲

皚皚，近觀草坪上餘雪猶存，清新的空氣，更是

人間難得幾回尋。

二十來分鐘的森林公園馬車遊結束後，大家進

入公園口的那間家庭式的餐館晚餐。從外表看，

這完全是一棟民居的式樣，沒有一點普通餐館的

商業氣氛，房間也不大，室內佈置更像是走進入

了一個普通人的住家。這又是一頓富有地方色彩

的晚餐。果味伏特加酒，與熱烘烘的出爐麵包，

為菜餚添增了特色。席間還有穿著山地民族服裝

的青年男女的歌舞表演，由四人樂隊伴奏，真是

熱鬧極了，更為這頓豐盛的晚餐憑添了不少情

趣。

酒不醉人人自醉。大家盡興地上車，前往入宿

一間相當大的渡假大酒店。單看其出色的建築式

樣便已先聲奪人。入內後更是大開眼界。我們的

房間在四樓，格局相當別緻，屋頂還有天窗。可

惜是時天色已晚，未能充份領略到那斜斜的大天

窗的作用。下了一天的雨總算停了。我們趁天還

沒有全黑之前，在大酒店前面的大街上走了一

圈。原來此酒店就在紮可畔國家森林公園的入口

處不遠，只是我們已無緣入內看一眼了。

波蘭行之七： 世外桃源紮可畔 夏曙芳

本團在希望村訪問的藝術家之工作室與居所本團在希望村訪問的藝術家之工作室與居所

家庭餐館晚餐後之表演家庭餐館晚餐後之表演

紮可畔入宿之度假酒店紮可畔入宿之度假酒店

紮可畔路邊的一間小教堂紮可畔路邊的一間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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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旬的一天，我們遊覽了伊利湖國家公

園。女婿驅車在401國道上行駛，2小時後到達湖

邊的小餐館，每人一客漢堡解決了午餐問題。車

經過的地方就是農村以及小城鎮，因為不識洋文

也不知其名，農舍也不多，是否農場也不得而

知。玉米杆還在地裏，有一大片沒有耕種的玉米

地，不知會種什麼，也許是土地的輪休吧。小麥

已快熟了，青青的麥穗，國內的小麥大概已收割

得差不多了吧。還有一片片的綠樹叢是否是小範

圍的防風林呢。到了公園門口買了一張汽車票乘

著汽車進入公園。這是一條林中的汽車路，到達

笫一個景點，就是一個2米多高，木質的設有望

遠鏡的望遠台，站在望遠臺上，哇！眼前是一望

無際的蘆葦蕩，在蘆葦蕩中鋪設有一個環型木質

的浮橋，約1到2米寬，供遊人從起點出發，走

進蘆葦蕩再回到原來的出發點。這樣走一圈至少

也得40分鍾，我們只走了百把米，又坐了一會就

回來了。走在橋上是置身於蘆葦蕩之中，也可以

租船在水中進入蘆葦蕩的。這片蘆葦蕩有多大不

知道，但她是一望無際的，塞北的蘆葦蕩，高緯

度的蘆葦蕩，美麗的蘆葦蕩。

現在淡紫色蘆花開滿蘆蕩，我想待到秋風強勁

時，蘆花一定是被吹得雪一樣的漫天飛舞，鋪天

蓋地。而我記憶中的那細細高高的蘆杆上，馬尾

巴似的白色蘆花，隨風傾向一側，當風稍停，卻

又豎起那高高的“頭”，是蘆花抗拒風嗎？真有

趣。

出來後再乘遊覽車，一個司機拖兩節車廂，大

約可以容納70，80人。下車後沿著湖邊的沙灘

走，女婿脫下鞋光著腳走在沙灘上，此處無風也

有浪，一浪一浪的拍打著岸邊的沙灘。此情此景

讓我回憶起，年輕時代在青島海邊，看棧橋上的

垂釣，看海浪把弄潮兒拋上拋下，看收穫了的海

帶曬在馬路上，浪花打濕了我的褲腿，我一個人

獨自玩得好開心。如今已是70多歲的老人，與老

伴女兒女婿一起，遊玩在加拿大的“好望

角”， 這是老伴給這美景起的別名，因為一塊

窄長的土地深入水中形成半島，我們站在半島

上，環顧四周都是水，腳下有來自三方面的浪

花，要是起大風恐怕逃也來不及，好在無風大家

搶鏡頭，讓好景留在記憶裏，留在鏡頭裏。

沙灘半島
天氣好，玩的人也不少。湖心也有個島，濛濛

朧朧看不太清楚，據說島上還有漂亮的建築也可

以去玩，那要在此住兩天方可，我們就這樣看

看，就非常滿足了。

湖對面就是美國，廣闊的水域沒有一條船，水

質當然好，這是值得羡慕的。沿著森林裏的路也

是沿著湖邊走，這林子到底有多大搞不清楚，也

看不到頭，這不過是森林公園地圖上的“冰山一

角” 而已。返程時換乘遊覽車回到停車場，乘

在自家的車上，由女婿開車回家。

遊玩滑鐵盧小鎮
七月上旬的一天。女婿驅車在401國道上行

駛，一小時左右到達滑鐵盧。經過滑鐵盧大學

後，在一個星級賓館前停下，去詢問我們要去的

那個小鎮。據說這個小鎮上的居民是基督教的一

支（胡特爾派教徒公社），是不相信科學的一群

人，不聽廣播，不看電視，不照鏡子，甚至不用

電，過著無電的生活，這不是奇了。所以好奇的

人們都要去看個究竟，我們就是這樣去的。小鎮

與前幾次所看的歐式小鎮大同小異，紅房子、整

潔的街道、商店裏賣的都是旅遊商品，店面建築

很漂亮，室外有座位，門前掛花，不時的還有馬

車出現。趕車人身著黑色衣衫，有紳士風度的，

有歐式風情的，好像小鎮上也在用電照明，當下

不用電是不可思議的。

在回家的路上我們進了一家中餐館吃自助餐。

這家店好像是新開的，裝修得很漂亮，室內畫有

藍天白雲，一進門就感覺猶如國內餐館的裝飾，

有象徵性的養魚小池塘，小橋流水，還有一個養

著大金魚的牆面，魚兒自由自在的遊著，我們愉

快進餐。回家時車開到“百思買” 商店停下

來，外孫女在這裏打工，順便接她回家，她興奮

地告訴我們，今天下午賣出兩台電腦及其它電

器，大概她會英、法、漢語，語言交流方便，生

意好做才“旗開得勝”的吧，為她高興。她修長

的身材穿著“百思買”的工作服，寶石藍的T恤

衫，腰間束了一條皮帶，淡灰色長褲，“英俊瀟

灑”非常精神，我很欣賞。

加拿大探親記加拿大探親記
我原是上海鐵道大學的一名女教師，退休後去加拿大探親，“第一次”走出國門、“第一次”走進加拿大、“第一次”體驗異域

文化……“第一次”難免太多的好奇與新鮮感，“第一次”的視角去解讀加拿大的異域風情分享我的異國初體驗。

 





張振華遊玩伊利湖國家公園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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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們很不高興，牠們躺在地上抗意。這個

男子乃問猴子：『如果你們不同意這個方法，那

我就改為早上四粒橡實，晚間三粒，如何？』

Monkeys were not happy. They lay on the

ground in protest. The man then asked the mon-

keys, "Since you do not agree with this way,

how about let me change to four acorns in the

morning and three in the evening?"

因為橡實的數量在一天開始時由三粒增加為

四粒了，猴子接受了這個安排而上下跳躍著表示

同意。

As the number of acorns in the beginning of

day increased from three to four, the monkeys ac-

cepted the deal and jumped up and down in agree-

ment.

事實上，橡實的總數仍是一樣，『早上三粒

晚間四粒』和『早上四粒晚間三粒』在實質上並

沒有改變，可是，猴子卻被這所謂的表面形象所

愚弄了。這位中國哲學家所要告訴我們的是當政

客們答允改革時，我們必須審查其本質上是否改

變了，而不能為其表面上的改變所愚弄。

In fact, the total number of acorns was the

same. There was actually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in the morning, four in the

evening," and the "four in the morning, three in

the evening." The monkeys were fooled by the

so-called outward form. What the Chinese philoso-

pher tried to tell us was that when the politicians

promised changes, we must not be tricked by the

visual changes and should examine if the change

was made in essence.

(四十一) 一 個 中 國 男 子 有 兩 個 妻 子
A Chinese Man Had Two Wives

很久以前，在中國的北部有一個商人，他有

兩個妻子，這兩個女子都很美麗。( 在古時候的

中國，一個男子可以娶很多女子為妻。)

Years ago, in the northern China, there was

a merchant who had two wives, and both of the

women were beautiful. ( In early time in China,

a man could marry more than one woman as

wives.)

這個男人必須經常出城做生意，有時候一去

一兩個禮拜。因此當他不在家的時候，這兩個年

輕的女人便會感到很寂寞。

The man must often be out of town for busi-

ness trip, and each trip would last for one or two

weeks. When he was not at home, the two young

women would feel lonely.

他們的鄰居是一個英俊的單身男子。他想利

用這商人不在家的時候來討便宜。他邀請這兩個

美麗的女人外出吃飯，年紀稍大的女人知道這個

男子可能不懷好意，因而立刻嚴詞拒絕了，可是

這個年紀較輕的女人竟高興地接受了。

Their next-door neighbor was a handsome

bachelor. He tri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busi-

nessman's absence, inviting the two pretty women

out for dinner. The elder woman realized the

neighbor's wicked intention and coolly turned

down the invitation immediately, but the younger

one happily accepted.

時日久了，他們的秘密約會多了，終於，這

個年輕漂亮的女人上了這個男子的床。慢慢地，

除了這個女人的丈夫外，所有的鄰居都知道了他

們的關係了。

As time went on, their secret dates increased.

Finally, the young pretty woman and the single

man had an affair. Gradually, everybody in the

neighborhood became of aware of it except the

businessman, the husband of the woman.

一年後，這個商人死於意外，他的兩個妻子

突然失掉了依靠，這予這個單身的鄰居一個很好

的機會來了。

A year later, the merchant died in an acci-

dent. His two wives suddenly became helpless. It

gave the bachelor neighbor a good chance.

每一個鄰居都認為這個單身男子一定會娶這

個年紀比較輕的孀婦、他的情人、為妻。出乎意

料之外，這個男子卻娶了那個當年拒絕他的邀請

的年紀較大的女人為妻。所有知道他們關係的人

都在責備這個男子。

Every neighbor thought that the single man

would marry the younger widow, his secret sweet-

heart. Surprisingly enough, he married the elder

one, who turned down his invitation before. The

neighbor was blamed by all the people who knew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younger woman.

『為什麼？』這個男子理直氣壯地說：『每

一個男人都希望他的妻子對他忠誠。我不願意我

的妻子在我出城的時候跟別的男人上床。』

"Why?" the man logically said, "Every man

hopes his wife to be loyal to him. I don't want

my wife to go to bed with another man while I

am out of town."

(四十二) 另 一 個 伊 索 寓 言 故 事
Another Aesop's Fable

伊索寓言裡面有一個故事說，當一隻口渴的

烏鴉很高興地找到了一個尚有水在內的水罐時，

因為水是如此之少，雖然牠用盡方法把長嘴巴伸

進罐內，仍然是吸不到水。看來牠只能渴死在這

已看到水的水罐旁邊了。

An Aesop's fable said that when a thirsty

crow was glad to find a pitcher with some water

in it, as the water was so little, tried as she

might, she still could not reach it with her beak.

It seemed that the bird would die of thirst within

sight of the remedy.

最後，牠靈機一動有了一個聰明的策略。牠

開始把小圓石抓起投入罐內，每投入一個小石子

，罐內的水就上升了一點，終於升到了罐邊，這

隻聰明的烏鴉也解了渴了。

At last, she hit upon a clever plan. She be-

gan to catch small pebbles and drop them into

the pitcher. With each pebble dropping into, the

water in the pitcher would raise up a little bit. Fi-

nally, the smart crow was able to quench her

thirst.

在第十世紀的中國宋朝，有一個小男孩名叫

文彥博。一天，當文彥博和他的同伴們在一株高

樹下追逐皮球玩時，一不小心，球滾進了樹根旁

的一個洞穴裡。洞不大，但足可以容納這隻球；

洞也不深，因為小孩子們仍可以看到球，可是沒

有一個小孩子的手可以長得碰到這隻球。

In the Chinese Sung Dynasty of tenth centu-

ry, a boy by the name of Wen Yan-po was chas-

ing a ball for fun with his companions under a

tall tree. Accidentally, the ball rolled into a hole

by the foot of tree. The hole was not large, but

big enough for holding the ball. And the hole

was not deep, as the children could still see the

ball, but none of the children's hand was long

enough to touch the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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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使用各種方法希望把球弄出來，可都

沒有成功。因為那是他們的唯一的球，所以沒有

人願意放棄。一個男孩試用一根枯樹枝，它碰到

了球，可球還是在洞底，無法拿出來。

The children tried as they could, but they

still could not get the ball out of the hole. As

that was their only ball, nobody wanted to give

up. One boy used a dried branch. It touched the

ball, but the ball still stayed at the bottom of

hole, could not be taken out.

終於，文彥博靈機一動，有了一個聰明策

略。他提了一桶水，將水倒入洞穴，在倒了還不

到半桶水時，球已經浮在水面上了，文彥博輕易

地撿起了球。這個聰明的小孩文彥博長大了以後

，成為一名賢明的首相，統治中國前後幾達四十

年之久。

Then, Wen Yan-po hit upon a clever plan.

He carried a bucket of water and poured the wa-

ter into the hole. Before half of bucket of water

was poured in, the ball had floated on the top of

water, and Wen easily picked up the ball. The

smart boy, Wen Yan-po, later became a capable

prime minister who ruled China all together for al-

most four decades.

這以上的兩個故事本來沒有什麼牽連，不過

，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烏鴉和文彥博都知

道除了自己的力量外，必須引用外力方才可以達

成他們的願望。親愛的讀者朋友們，你們可曾注

意到很多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不也是和這隻烏

鴉和這個聰明的中國小孩一樣使用同一種方法

麼。

The above two stories have no connection at

all. But they have one key point in common.

Both of the crow and Wen Yan-po knew that be-

sides their own energies, they must use somebody

or something el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goals.

My dear readers,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the

reasons why many successful people made a suc-

cess are but using the same methods the crow

and the smart Chinese boy had done.

(四十三) 良 駒
The Finest Steed

很多年前，中國有一個國王非常喜歡馬。他

希望能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良駒。雖然他在宮內已

經有很多匹好馬，可是沒有一匹可以達到他的標

準算是世界上最好的馬。所以國王繼續尋找好馬

，他告訴他的官員們，他將不惜一切代價來獲得

這匹良駒。

Many years ago, a Chinese king was very

fond of horses. He wished to have the finest

steed in the world. Although he had already had

many gentle horses in his palace, none of them

could meet his qualifications as the world's best

horse. So the king kept looking for fine horses.

He told his officials that he would do whatever

he could in order to obtain such a steed.

一個國王在那個古老的中國時代裡，有著絕

對的無上權力，可以為所欲為，很多殘暴的君主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而做了很多殘酷無情的事情。

因此，擁有良駒的人們都不要讓國王以及他的大

臣們知道，因為一旦國王喜歡了這匹馬，國王勢

必會將馬奪去，至於是否付錢或付多少，誰也不

敢去爭。

A king in those days of ancient China had

absolute power to do whatever he wished. Many

cruel kings did very cold-blooded merciless brutali-

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s. Therefore,

the persons who owned fine horses would not let

their king or his senior officials know it, for

once the king liked the horse, the horse would

be taken to the king by force. As for whether

the king would pay the horse owner or how

much, nobody dared to argue.

三年過去了，國王仍在到處尋找這麼一匹世

界上最好的良駒而迄未找到。

Three years passed. The king was still look-

ing for such a world's finest steed, but had not

found it.

終於，一個低級官員來見國王，他說如果他

能有五百金幣的話，他有把握可以為國王弄到這

麼一匹良駒。於是國王如數付給了他金幣。

One day, a lower official came to see the

king. He said if he could have five hundred gold

coins, he would be sure of being able to obtain

such a fine steed for the king. The king indeed

gave the man the money.

兩個月後，這個男子提著一包很重的包裹回

到了王宮裡。他報告國王他終於找到了一匹寶馬

，可是這馬已經死了，他乃付與馬的主人五百金

幣將馬的頭割了下來，放在一個大的木箱內帶來

了王宮。

Couple of months later, the man returned to

the king's palace with a heavy package. He report-

ed to the king that he finally found the finest

steed, but the horse had been dead. So he paid

the dead horse's owner five hundred gold coins

and cut down the horse's head putting it in a

large wooden case. That was the package he

brought to the palace.

國王聽了後勃然大怒，他說他要的是一匹活

的馬、不是死馬。不管這匹馬當初是如何之好，

一個死馬的頭是一文也不值的。國王下令要嚴重

處罰這個官吏。這人乃連忙又報告國王：『當我

付與這匹死馬主人五百金幣時，我告訴他們，我

們的國王將付與比這個多好多倍的金錢如果他能

買到一匹活的寶馬。因此我相信在一個月內一定

會有很多人把寶馬牽來宮裡叫賣的。』

After hearing the report, the king was furi-

ous. He said he wanted a live steed, not dead

one. A dead horse's head was worth nothing no

matter how fine the horse used to be. The king

ordered to punish the lower official severely. The

man hastily reported again, "When I paid the own-

er of the dead steed five hundred gold coins, I

told him if it were a live steed, the king would

pay him several times more of money. Therefore,

I am confident that there will be many persons

bringing steeds to the palace for sale in a month."

這個官員真的說對了，不到一個月內，果然

有很多人牽著他們的好馬來到國王的王宮裡讓國

王選擇，國王終於買到了他所最喜歡的良駒。

The official was surely right. Within one

month, many people brought their fine horses to

the palace to let the king choose. And the king fi-

nally bought the finest steed he liked.

(四十四) 信 心
Confidence

『魔術』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電視連續劇。在

今天的這一齣戲裡，當男主角大林的方案沒有被

他的顧客接受時，他意氣消沉地回到了家中，他

懷疑他那巫婆岳母一定又在他的身上施放了一個

惡咒，因為她以前時常如此做。

Bewitched was one of my most favorite tele-

vision shows. In today's episode, when the hero

Darrin's project was not accepted by his client, he

went home in a very low spirit. He suspected

that his witch mother-in-law must have cast a bad

spell on him again, as she often did.

女主角薩夢莎、那也是巫師的他的美麗妻子迅速

作了一個徹底檢查，發現她的巫師娘家中這次沒

有一個人對她的凡人丈夫大林施放任何咒語。相

反地，她告訴他那垂頭傷氣的丈夫，她已經在他

的身上施放了一個好咒，保證他回到辦公室後會

和他的顧客及上司處得非常順利。

The heroine, his pretty witch-wife, Samantha,

quickly mad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found

that none of her witch family had put a bad

spell on her mortal husband this time. Instead,

she told her husband that she had just put a

good spell on him to make sure that when he

went back to office, he would get along very

well with his client and boss.

大林認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好咒在身上，於是

他強迫他的顧客及上司重聽一次他的方案說明。

果然，這個頑固的顧客改變了他的想法、而愉快

地接受了大林的方案，接著他的上司也對他讚賞

有加，一切正如大林所預料的一樣。

Darrin, believing he had had a good spell on

him, forced his client to listen to his explanation

of the project once again. Surely, the stubborn cli-

ent changed his mind and happily accepted his

project, and his boss praised him very much. Ev-

erything happened just like what he had expected.

（文未完，待下期連載）



（文章續3月1日連載）
從博物館出來，Jacky帶大家到寨子裏走一遭，果然

大多數的房屋都是一層的，也有兩層的小樓，顯然是比
較富裕的人家新建的房屋。村裏的小路多是上坡下坡，
院子裏種的瓜果伸手可及。一個老太太在家門口優哉
游哉地織布，那是一條色彩鮮豔的帶子，不知做什麽用
的。

我們6點40分離開革家寨，到達凱里時已經天黑，今
天就住在凱里。旅館附近的凱里民族博物館前有一個
大廣場，叫做民族文化廣場，Jacky說，廣場上每天晚上
都有市民跳舞，一直到9點。所以晚餐後，大夥兒都去
廣場上見識見識。只見人山人海，隨著音樂、跟著前面
的老師手舞足蹈，就是一般的健身舞。衆人紛紛加入，
一起健身一番。廣場上還有小孩子的遊樂園，小吃攤
等，非常熱鬧。這種市民集體跳健身舞或打太極拳的風
氣，在中國極為風行，不但是很好的休閒和社交活動，
也是很好的健身運動。

2012年9月15日（星期六）
今天又是一個晴天。我們 9 點出發，去參觀鎮遠古

鎮。早餐前，家民和我又抽空到民族博物館前的民族文
化廣場去瀏覽，聽說那兒早上也有集體的健身活動。還
沒走到廣場，就聽見劈劈啪啪的聲音，走近一看，原來
廣場上散佈著一群人在玩陀螺。每人手裏拿著一根皮
鞭，將陀螺打得嗚嗚叫，每個陀螺音調不盡相同，内起
來頗有交響樂之感。這種陀螺和我小時候在老家玩的
陀螺很相似，所以倍感親切。不過那個時候，我們玩的
陀螺很小，打起來也不太響。
民族博物館是一棟雄壯的大樓，正樓是苗族式建築，側
樓是侗族式建築，將兩種建築風格融為一體。展出的内

容包括苗族、侗族的服飾、祭祀、生活用具等，是市區裏
一棟標誌性建築。不一會兒，博物館前開始有人群聚
集，音樂聲響起，健身舞開始了，兩個老師高高地站在
臺階上，領導衆人擺手擡腳。又過了一會兒，另一組健
身舞也開始了，穿細格子上衣藍色裙子的老師在前面
帶領，你隨便參加那一組都可以，真是太美妙了。

鎮遠在凱里的東北方，距離湖南省很近，“氵舞”陽
河從鎮中穿過時，走了一個S形，再從鎮遠向東流入湖
南，注入洞庭湖，屬於長江水系。這個“氵舞”又是個新
字，字典上沒有，只好用“舞”字代替。在古時舞陽河是
從西南進入中原的唯一途徑，所以鎮遠的名字有鎮守
遠方邊關的含意，地位至為重要，自從秦昭王30年（公
元前277年）設縣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歷史，目前遺
存樓閣、殿宇、寺廟、祠堂等古建築和古民宅多座，還有
12個古碼頭，8條古巷道和5條古驛道。目前的房舍多
為明朝所建。鎮遠也是南絲路上的一個重要城鎮。南絲
路是中國西南方從雲南、貴州到越南、老撾、緬甸、印度
的一條貿易路綫。

遊覽車在燦爛的陽光下，往東北方疾馳，一直在山
裏穿梭，兩邊梯田的稻米正長得茂盛。Jacky說，黔東南
一帶，雨量充足，所以梯田的灌溉不成問題，貴州西部
一帶，雨水少，就不能種稻了。然後他給我們講了苗族
的歷史。

他說中國人都說自己是炎黃子孫，其實這是漢人的
說法。中國在上古時期，除了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
之外，還有第三個部落領袖，就是蚩尤。蚩尤的子民九
黎就是苗族人的祖先。他說苗族人以蚩尤為首領，原先
也是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後來被炎黃二帝打敗，只好四
散奔逃。向東方奔逃的一支，最後輾轉到了朝鮮和日
本；向南方奔逃的一支，先在荊楚之地安定下來，被中
原人士稱為南蠻，又稱為三苗。春秋戰國時的楚國就是
苗族人建的國家。秦滅六國，統一中原之後，苗族人又
被迫遷徙，最後就到了中國西南方的貴州和鄰近的省
份。大約200年前，又有一些苗族人從這裏遷移到東南
亞的越南、老撾、緬甸、泰國的山區，後來又移居美國、
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等國。（記得若干年前，
電視節目上介紹老撾的苗族人移民到明尼蘇達州的
事，因為越戰期間他們為美國CIA工作，為了他們的安
全，美國就將他們移民過來，電視上出現明尼蘇達的苗
族聚居村落吹蘆笙跳舞的畫面。但是電視上介紹他們
是Hmong族，其實就是苗族。苗族是漢人對他們的稱
呼，多多少少有一點歧視的意味，他們自稱是Hmong，
發音為“蒙”。）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蚩尤後裔的事情，回
來後查看文獻，確有如此的報道。Jacky又說，現在有些
苗族婦女的頭髮式樣，和日本婦女很像，甚至連語言都
有一定程度的類似。後來我們果然從車裏看到路邊一
個婦人的頭髮盤得很大，有些像日本人，看來日本人是
古代苗族的後裔也很有可能。

大約11點半，我們駛過了舞陽河，進入鎮遠古鎮。舞
陽河水碧綠清澈，平靜無波，風景秀麗，將古鎮劃分為
南北兩部分，南邊一半叫衛城，北邊一半叫府城，衛城
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府城就是政府機關所在地和

官員們居住的地方。我們在府城賓館前下車，跟著
Jacky 在大街上瀏覽。兩邊的樓房都是徽式，高三、四
層，白牆黑瓦，飛檐翹角，檐角上有鳳凰的雕飾，多棟房
屋連成一片，中間有防火牆相隔，頗似臺灣的透天厝。
據說這是明朝初年來自江南的屯軍者和他們的後人們
所建的故鄉房屋格式，6百年來，世代相傳，循制而建，
逐漸形成今天所見的樣子，被稱為“徽式”。

我們順著大街往前走，大街上青石板鋪地，有美麗
的花圃將人行道和車道隔開，車輛很少，道路兩旁都是
禮品店、特產店、餐館、旅館等，乾淨整齊，令人心情愉
悅。這裏很多店家賣一種軟糖，當街製作，用大木槌猛
力敲打，也是一景。不一會兒，左邊出現了一座石牌坊，
上面寫著“四方井巷”，前面有一個農民擔水的雕塑。巷
子裏有一口明朝的四方井。

再往前，左邊的政府大樓前面有一個紅柱
白牆的牌坊式大門，莊嚴之中不失優美，不遠處還有一
個鎮遠展覽館，前面有兩頭石獅子守門。慢慢地我們走
上了大河關碼頭。現在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碼頭，但清朝
時期，這裏是出入滇黔水路的重要關卡。政府在此地設
釐金總局，督辦稅務，所有過往商船，必須在此靠泊報
關，繳納釐金稅。從這裏向左看，祝聖橋和橋上的魁星
閣就在不遠處。祝聖橋建於明朝1605年，其上的三層
八角魁星閣則建於清光緒4年（1878年），但Jacky說此
橋為慶祝康熙皇帝壽誕所建，或許是為此而重修吧，因
為它原名舞溪橋，應該是為祝康熙的壽才改成祝聖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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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士中 國 西 南 旅 遊 紀 實中 國 西 南 旅 遊 紀 實 （（99））

凱里民族文化廣場上的健身舞凱里民族文化廣場上的健身舞

民族文化廣場上玩陀螺的人民族文化廣場上玩陀螺的人

鎮遠古鎮大街一景鎮遠古鎮大街一景，，
兩側的房屋都是徽式兩側的房屋都是徽式

四方井巷前的牌坊和擔水人雕塑四方井巷前的牌坊和擔水人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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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河關碼頭向河對岸望去，小山腳下有一群廟宇
式的建築，這就是青龍洞古建築群。前面的山門上有萬
壽宮字樣，所以它應該是道教的道觀，但是裏面有一座
佛教的觀音殿，可說是佛道並存的建築群。有的殿堂緊
挨山壁，有一半是在山洞裏，故稱青龍洞。由於時間的
關係，我們沒有過河去參觀。

我們繼續往前走，踏上了祝聖橋。這是一座石橋，
有七個橋孔。橋下的舞陽河河水充沛，平靜無波，S形
的河道，在橋的兩邊都是向右轉去，消失在山間。北岸
府城的徽式建築，鱗次櫛比一直綿延到遠處。一些有藍
色蓬頂的小遊艇，懶洋洋地靠在岸邊，等待客人的青
睞。魁星閣旁，一個老太太正在納鞋底，她納的鞋底真
是漂亮，顏色鮮豔，花紋細膩，做工又精美，還有一些繡
花的圍裙、荷包等工藝品在一旁兜售，大家幫她做成一
點生意。這個魁星閣非常奇怪，橋上其他地方一點風也
沒有，但閣裏卻是大風嗖嗖，從東到西，橫著吹過來，我
還要按住帽子，才不致被吹掉。真是奇怪。

午餐後我們參觀古鎮的民居，從四方井巷的石牌坊

下面進去。小巷子曲曲折折，在兩旁青石高牆
的籠罩下，更顯得窄小。不久前面就是四方
井，在青石高牆對比下，顯得小巧玲瓏，井後
還有一個小土地廟，裏面供著三座大小不一
的神像。井旁高牆上有一塊標示牌，說明此井
修於明朝，四四方方，源頭是泉水，水質極佳。
是清乾隆《鎮遠府誌》記載的城内著名五大泉
井之一，泉水從未間斷，豐水時則井滿外溢。
民間還流傳這樣的民謠：“四方井，井四方，四
方井上看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萬歲爺，爺
萬歲，萬歲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記
得兩年前（2010 年）在北京頤和園的八方亭
前，導遊講了一個故事，他說乾隆皇帝有一次
到八方亭遊玩，龍心大悅，就做了一個上聯：

“八方亭，亭八方，八方亭前觀八方，八方八方
八八方。”大貪官和珅馬上對了一個下聯：“萬歲爺，爺
萬歲，萬歲爺前呼萬歲，萬歲萬歲萬萬歲。”說罷就跪下
磕頭如搗蒜，所以和珅就被稱為天下第一馬屁精。看來
這裏民間的四方井民謠與八方亭的對聯有相當的關
聯。
四方井附近有一棟宅院，院子大門斜斜地對著巷子。
Jacky解釋說，這就是“斜門歪道”。這裏的居民相信房
子大門一定要和巷道成一個角度，才能守住錢財，這就
是當地的風水。所以每一家的大門都是斜的，形成有名
的“斜門歪道”景觀。進了院子，正屋的門也是斜對著院
門的。

我們在這小巷子裏轉來轉去，兩邊高大的青石牆
壁，掛著大紅燈籠，好像在歡迎遊客。Jacky帶著我們參
觀了古鎮最古老的房子：傅家大院。200多年前一個傅
姓貨郎從江西來到鎮遠經商，漸漸發跡，就建了這一座
房屋。這是鎮遠古鎮最大的房屋，當然也是斜門歪道，

院門斜斜地對著巷道。大門裏面是一個小天井，三面是
房舍，靠巷子的一面是一面牆，白色的底上面有一個大
大的福字。大概這面牆就相當中國傳統民居的照壁。

傅家大院的門窗都有很古典的雕花，室內的佈置有
如走進歷史的隧道，桌、椅、床、櫃都是古董，大床框架
上的雕花，精細得令人嘆為觀止。廚房櫥櫃上的瓷器，
也都是代代相傳的清朝古董。最有意思的是那一個神
案。它的雕花都有鍍金，雖然年代久遠，又有灰塵覆蓋，
仍然奪人眼目。主人傅舜德給大家講解了神案上雕花
的意義。他是傅家第七代的子孫，堅守在祖傳的老宅
裏，保存著傅家200年來的歷史文化。

傅舜德說，神案上的雕花寓含著傅家先人對子孫的
教育。首先神案整體的造型像一只蝴蝶，蝴是“福”的諧
音，傅家先人期望子孫都能有福，平穩生活，光宗耀祖。

“但是怎樣才能有福？就要彼此和睦”，他說。“神案最中
央的一部分是一個圓形，這是一個家，屋簷底下有一文
官、一武將”。他說，這就是廉頗和藺相如。他們二人是
戰國末期趙國的臣子，廉頗對藺相如曾有誤會，終能負
荊請罪、盡釋前嫌，同力為國，代表了和睦。傅舜德說，
任何家庭都會有矛盾，所以傅家先人要子孫以廉、藺二
人為榜樣，彼此和睦。這是最重要的旨意，所以放在神
案正中央的地位。“家和乃社會和，社會和乃國家和，最
後全世界都可能和平相處”，他說。圓形框的上方有兩
朵荷花，下方有兩只仙鶴，都是“和”的諧音。“四面都是
和，裏外都是和”，他說。荷花上方有兩只方瓶，仙鶴下
方有兩只圓瓶，取意方也平、圓也平，“四平八穩，人生
就無後顧之憂”。兩個方瓶中間是一匹馬，馬身上有披
風，上面有猴頭，寓意“馬”上“封”“侯”，兩個圓瓶中間
是一個麒麟，是麒麟送子，寓意人丁興旺，這個“子”就
用小蝌蚪代表了。神案上的兩個大型人物，一個是財
神，一個是壽星，家庭和睦、人丁興旺，錢財和長壽就可
期待了。最後，神案最上方的橫幅是八仙過海，但是每
一個仙人都帶了一個童子，所以一共是16個人，寓意

傅家後代不但要家庭和睦，還要培養接班人，使傅家的
家業能代代相傳。傅舜德說這些話，琅琅上口，有條有
理，大概他已經對訪客說過無數次了，我們聽了，確能
感到先人對後世子孫的苦口婆心。他說，這個神案已經
被黨中央用來做為黨校的教材。

傅家大院自開放參觀以來，曾接待過不少大人物，
所以名人的字畫也掛滿了堂屋的牆壁，堂屋正中的供
桌上供著大紅紙寫的“天地君親師”牌位，前面還有一
個紅色條幅，將“鸞鳳和鳴”寫成了一個字。俗語說，禮
失而求諸野，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確要向民間找尋。
（文未完，待下期連載）

家民和傅家大院現在的主人傅順德合家民和傅家大院現在的主人傅順德合
影影，，左邊就是他詳細講解的神案左邊就是他詳細講解的神案

2015年4月5日

大河關碼頭大河關碼頭（（背景為祝聖橋和魁星閣背景為祝聖橋和魁星閣））

河對岸的青龍洞古建築群河對岸的青龍洞古建築群

從祝聖橋上看舞陽河畔的徽式建築從祝聖橋上看舞陽河畔的徽式建築

四方巷蜿蜒的青石板路四方巷蜿蜒的青石板路，，
兩旁是高大的青石牆兩旁是高大的青石牆

有精美雕刻的床架有精美雕刻的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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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棄嬰島想要效仿的是美國的
《安全港法》，該法的初衷是讓陷
入危機的父母可以放棄新生嬰
兒，讓被遺棄的新生嬰兒可以受
到保護，絕大多數州都將可接受
的棄嬰年齡限定在72小時-3個
月之間

現在歐美的棄嬰箱、棄嬰艙(baby

box, or baby hatch)，和古代的“棄嬰輪

盤“已經完全不同，只是一種具體的救

助設施，歐美棄嬰箱是最近十幾年內

才出現的新興事物。

中國的棄嬰島功能與棄嬰箱類

似，但內核效仿的還是美國等國家的

《嬰兒安全港法》(infant safe haven

law)。美國《安全港法》是州法，德克薩

斯州在1999年成爲通過《安全港法》的

第一個州，允許在72小時（後改爲60

天）內將棄嬰送至醫院、消防局、警察

局等“安全港”。截止到2013年，美國所

有50個州（外加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

各）都已通過內容各異的《安全港法》。

美國衛生和人類服務部下屬網站

childwelfare.gov的報告指出，各州《安

全港法》設立有兩點初衷：讓陷入危機

的父母可以放棄新生嬰兒，讓被遺棄

新生嬰兒可以受到保護。該法的核心

是保護新生嬰兒，而不是超過1周歲的

其他幼童。有12個州嬰兒被遺棄時離

出生的時間不得超過72小時，有19個

州接受年齡介于1-2個月之間的棄嬰，

絕大多數州《安全港法》可接受的棄嬰

年齡都嚴格限定在72小時-3個月之

間。超過限定時間而遺棄嬰兒的行爲，

均視爲違法。

由于沒有法律限定棄嬰年齡，中
國棄嬰島人滿為患不足為奇：
2014年廣州棄嬰島接收262名
棄嬰超過三分之一年齡大于1歲

中國棄嬰島原本希望保護的是1

歲以下的棄嬰（例如山東濟南市福利

院的棄嬰島），但由于沒有嚴格法律限

定棄嬰年齡範圍，棄嬰島便意外收留

了大量大齡棄嬰，人滿爲患也不足爲

奇。2014年3月，廣州福利院嬰兒島運

行48天後暫停，共接收262名棄嬰，男

嬰148人、女嬰114人，三分之一的棄

嬰年齡都大于1歲，最大的年齡爲7

歲。據美國媒體CNN報道，“（在濟南福

利院）一個6歲小女孩被放在棄嬰島

前，在她的口袋裏有2500元人民幣和

一張寫著出生日期的紙。”

不將棄嬰限定為新生嬰兒會導致
更多大齡兒童被遺棄，2008年內
布拉斯加州將可接受的棄嬰年齡
擴大至18歲以下，導致許多10歲
以上行為不端或身體殘疾的青少
年被父母遺棄，該州最終只能將
棄嬰年齡改至30天

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身體力行”，證

明了法律一個細微的年齡修改會帶來

完全不同的結果。內布拉斯加州曾于

2008年7月通過新的《安全港法》，擴大

了年齡限制，允許18歲以下的棄嬰合

法。在接下來的4個月時間內，有35人

被遺棄在醫院，其中大部分是1歲以上

的兒童與青少年，例如2008年9月，一

個父親走進奧馬哈的醫院，遺棄了他的

9個孩子，年齡在1-17歲不等；一個13

歲女孩被抛棄；一對11歲與15歲的男

孩被遺棄……根據美國衛生與人類服

務部內布拉斯加官員的說法，“父母不

是因爲財政問題，而是因爲孩子行爲不

端或身體殘疾而遺棄了孩子。”內布拉

斯加不得不在2008年 11月修改了法

律，將合法遺棄年齡限制爲30天。

因沒有完善的產前檢查以及福利
制度，在中國，每年有90萬缺陷
嬰兒出生，98%的棄嬰是殘疾或
患有疾病，導致棄嬰島缺陷嬰兒
比例過高。例如濟南棄嬰島11天
內收到106名棄嬰全部是殘疾或
患有疾病

根據《中國出生缺陷防治報告

（2012）》，中國每年出生90萬左右缺陷

嬰兒，出生缺陷率5.6%。據加拿大《環

球郵報》報道，在中國，98%的棄嬰是殘

疾或患有疾病，“嬰兒被遺棄的主要原

因可能是家庭無法承受昂貴的醫療

費、無法承受智力受損孩子未來的特

殊教育費用，很多家庭擔心因病致

貧。”

在中國，無力再撫養生理缺陷兒

童的家庭希望以棄嬰島完成解脫。

2014年3月，廣州福利院棄嬰島接收的

262名棄嬰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殘疾、

疾病，而且都是中、重度病殘，占前三

位的是腦性癱瘓、唐氏綜合症和先天

性心髒病；2014年6月，濟南福利院棄

嬰島在短短11天時間內，收到106名

棄嬰，全部是殘疾或患有疾病。

美國《安全港法》接收到的更多的
是年輕父母送來的正常嬰兒，而
不是缺陷嬰兒，1999-2013年，美
國只有2138名嬰兒被送入安全
港，大多是身體健康的嬰兒

美國大約每33個出生嬰兒就有1

個有出生缺陷（約3%），但由于完善的

産前檢查與福利制度，美國《安全港

法》接收到更多的是年輕父母無力或

尚未准備好撫養的正常嬰兒，而不是

缺陷嬰兒。根據USA Today的報道，從

1999-2013年，美國只有2138名嬰兒因

《安全港法》被救，大多數是身體健康

的嬰兒。在伊利諾伊州，從2001-2012

年，只有75名棄嬰被送入“安全港”，已

知棄嬰母親的年齡統計爲，30歲以下

占到了83.87%。

而更不爲人知的是，棄嬰（殺嬰）

這種行爲，只排在美國嬰兒死亡原因

排行的第15位，遠不及母親産前吸煙、

嬰兒出生體重過低等原因導致的死亡

數多。因此《安全港法》更像是一種人

道主義的救助。

棄嬰島原本只是中轉站，中國

的棄嬰被送至棄嬰島卻後沒有具

體的歸宿（只是留在福利院）。而美

國的棄嬰被送到指定地點（醫院、

消防隊、警察局）後，會很快被轉交

收養，無論該棄嬰是否有疾病。例

如在伊利諾伊州與猶他州，父母將

棄嬰送至醫院以後，醫院將通知該

州 的 兒 童 和 家 庭 服 務 部 (Division

of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該 部

門會聯系收養機構，開始收養流

程，棄嬰最終會被送至一個溫暖的

家庭。不過，美國有 14 個州會要求

執法部門檢查待收養嬰兒是否是

失蹤兒童，20 個州允許棄嬰的父母

在規定時間內反悔。

中世紀歐洲“棄嬰輪盤”不是棄嬰
的保護傘，而是棄嬰的噩夢；無論
是棄嬰輪盤還是棄嬰島，它們都
只是救嬰流程的一環，不能一勞
永逸地解決棄嬰問題

有學者援引中世紀到近現代歐洲

天主教教堂的“棄嬰輪盤”， 用以佐證

“古代人有能力維持棄嬰島運行，現代

中國人爲何做不到”，但歐洲的“棄嬰

輪盤”與如今的棄嬰島其實區別很大。

中世紀歐洲的天主教堂設立“棄嬰輪

盤”(the foundling wheel)，更多的是出

于“精神拯救”的需要——所有的嬰兒

只要被遺棄在“棄嬰輪盤”上，就會被

帶去受洗。

19世紀中葉的歐洲面臨嚴重的

棄嬰問題，當時馬德裏、都柏林、華沙

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新出生嬰兒被抛

棄，米蘭棄嬰占了全部嬰兒的三分之

一，布拉格棄嬰達到了五分之二，維

也納則達到了半數以上。到了19世紀

末期，絕大多數到達天主教堂的棄嬰

在第一年就已死亡，其中許多棄嬰在

頭一個月就死于饑餓或疾病，“棄嬰

輪盤”成了棄嬰的噩夢。後來，天主教

堂也因資金短缺、資助者的撤離而紛

紛暫停了“棄嬰輪盤”。無論是棄嬰輪

盤還是棄嬰島，它們都只是整個福利

制度的一環，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

棄嬰問題。

近日，全國多地棄嬰島因超負荷關閉或暫停。人
們以為中國棄嬰島借鑒自歐美經驗，但實際上，中國
棄嬰島只是東施效顰：中國本身面臨嚴重的缺陷嬰
兒遺棄問題，棄嬰島也曲解了歐美《安全港法》的內
涵。中國棄嬰島借鑒歐洲中世紀經驗不可靠：“棄嬰
輪盤”和如今的棄嬰島不同，也完全不值得稱道，歐
洲教堂收養棄嬰的高死亡率曾經是嬰兒的噩夢。沒
有法律規制的中國棄嬰島，效仿歐美現代經驗只能
是東施效顰。

中國“棄嬰島”關門

因東施效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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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攔住
故意作死
的飛行員

●這次墜機可能只是一起偶
發的“個案”

在前幾天，墜機事故原因還不明朗
的時候，就有人猜測可能是因爲飛行員
的原因導致墜機。初步的調查結論證明
了這一點，也震驚了所有人，尤其是那
些經常坐飛機出行的人們。就連@羅玉
鳳都在微博裏說：“每次坐飛機之前，先
給飛機駕駛員上一柱香，祈禱他沒有自
殺傾向……”

其實，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就會發
現，類似的事故在民航史上是偶有發生
的。

1982 年 2 月 9 日，日本航空公司
JA350航班從福岡機場飛往東京羽田機
場途中墜毀，166名乘客和8名機組人員
中，24名乘客遇難。調查發現，機長片桐
清二有精神病史，承受身心症折磨，把
客機的第二台和第三台發動機推力反
向器打開，導致飛機墜海，卻第一個逃
生。

1994年8月21日，摩洛哥王家航空
公司630航班在摩洛哥南部阿加迪爾市

附近墜毀，40名乘客和4名機組人員全
部遇難。調查委員會認定，墜機系飛行
員故意爲之，是機長尤尼斯· 哈亞提駕
機自殺。

1997年12月19日，新加坡勝安航空
公司185航班從印度尼西亞返回新加坡
途中墜毀，97名乘客和7名機組人員無
人生還。美國的調查認定很可能是機長
朱衛民蓄意導致墜機。朱衛民工作受挫
折，股票虧損，“黑匣子”被人爲關閉。

1999年 10月 31日，埃及航空公司
990航班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楠塔基特島
附近的大西洋海域墜毀，機上217人全
部遇難。美國調查人員認定客機副駕駛
巴托迪趁獨自在駕駛艙時關閉自動駕
駛，手動駕機衝向海面。埃及則堅稱空
難由故障引起。

這幾起由飛行員人爲引發的墜機事
故，在空難史中的數量上可以說是少之
又少。而之所以又被稱爲“個案”，則在于
每一起事故的原因均不相同，甚至連飛
行員這樣做的真正原因也無從知曉。

這種事故不是飛機獨有的，同樣作
爲公共交通的公交車，也會因爲司機的
發泄行爲對其他人造成傷害。

2009年，南京一位公交司機開著公
交車，撞上兩名等車市民，後將一騎助力
車的男子連人帶車卷入輪下，拖行5公裏
後才停下……在法庭上，這位公交車司
機表示，當時就是爲了報複領導、報複社
會。類似的還有2013年，廣東順德一位公
交車司機，不滿公司罰款200元的決定，
駕駛公交車撞擊行人，致1死28傷。

●航空公司修改規定是為了
讓乘客感到安心

在昨天這一調查結論傳出後，，挪
威、加拿大和英國的多家航空公司要求

飛行中駕駛艙隨時有兩名機組人員呆
在裏面。

設立規定“駕駛艙必須有兩人在
場”——去年馬航失聯後，馬航這麽做
了，即有一位飛行員上洗手間或因病離
開駕駛艙後，需要一位機組人員進入駕
駛艙“湊數”。現實的問題是：1.多數機組
人員是女性，飛行員是男性，如果駕駛
艙內留下的那位飛行員蓄意制造墜機
事故，他比較容易就能“搞定”湊數的那
位機組人員（一般是女性）；2.機組人員
並不具備飛行能力，也就是說，留在駕
駛艙那位飛行員就算不搞定這位機組
人員，他操縱墜機，在駕駛艙的機組人
員也很可能束手無策。

另一個問題是9· 11之後，爲了防止
恐怖襲擊，飛機駕駛艙外部不能隨意打
開進入的門。這次事故的情形據說就是
機長試圖在外面開門，但是被駕駛艙裏
的副機長給拒絕了。那麽，重新回到9·
11之前，即外部可以打開進入的門可以
嗎？這同時有一個現實的問題，作爲乘
客，是信任兩位飛行員是“好人”，還是
信任上百位乘客是“好人”？一旦開了外
面可以進門的“後門”，乘客中的潛在恐
怖分子，不會比被阻擋在門外的飛行
員，更難進入駕駛艙。

所以，航空公司出台的這些規定，
看起來更大的作用是安撫乘客的情緒。
而對于“一個飛行員因病或有惡意圖謀
借機蓄意墜機是否能夠避免”這樣的問
題，美國《大西洋月刊》資深撰稿人、有
飛行員執照的法洛斯給出的答案是：很
遺憾，答案是也許永遠不能。

●航空公司能不能攔住飛行
員“作死”？

據澳大利亞媒體 27 日報道，德

國之翼母公司漢莎航空公司的一名
女發言人表示，失事航班的副駕駛
自 2013 年 9 月開始上崗，截至目前
有 18 個 月（630 個 小 時）的 飛 行 經
驗。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本身患抑
郁症不適合飛行的副駕駛竟通過了
有關審查。

如前所述，有問題的飛行員一旦著
手“作死”，是很難制止的，那航空公司
到底有沒有辦法提早發現這些精神疾
病或圖謀不軌的飛行員？

其實是有辦法的，也是航企一直在
做的。在招錄上，歐洲各航企面向社會
選拔和招聘飛行員時，心理選拔處于主
導地位。招飛過程第一關就是心理選
拔，淘汰率達到70%。考生完成所有心理
測試，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例如，德國
漢莎航空公司完整的心理選拔就需要
花費9個小時。

成爲飛行員之後也不能放松對心
理問題的監控。中國民航醫學中心航
空心理研究室主任徐開勇曾在接受采
訪時說：“心理普查能夠發現心理處于
亞健康狀態的飛行員，並通過進一步
的訪談確認，可提早進行心理疾病的
預防和幹預。普查還對航空公司的管
理、運行排班等具有重要的意義。例
如，如果飛行員普遍疲勞程度很高，那
麽航空公司應該思考其排班是不是有
問題。”

而漢莎航空總裁在昨天說，漢莎的
飛行員每年進行體檢，但不是每年進行
心理測試。

所以，雖然可以通過某種監管監控
手段對心理問題進行篩查，但確實沒有
一種辦法是完美、天衣無縫、絕對可靠
的。全程無人駕駛、自動飛行？至少目前
還沒有實現。

備受關注的德國之翼航空
公司飛機墜毀事故，昨天有了初
步的結論。法國調查人員 26 日
說，德國之翼航空公司 4U9525
航班墜毀前，副駕駛安德烈亞
斯·盧比茨一人在操縱飛機，而
且涉嫌故意降低飛機高度，導致
撞山。

這一說法震驚了世界。有人
認為，民航業遭遇比911更可怕
的漏洞，這可能將改變民航業的
未來。其實，這已經不是民航業
第一次遭遇類似事故了，針對這
一風險，民航業也一直有自己的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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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最早聽說布拉格，是一首《布拉格廣場》，蔡依林反反複複地唱：我就站在
布拉格黃昏的廣場。也有人最早聽說布拉格，是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抑或
是之後根據這本小說改編的電影《布拉格之戀》。米蘭·昆德拉的布拉格情結，在朱
麗葉·比諾什眼睛裏的布拉格雨天，教堂、廣場、鴿子，好像回到中世紀。

布拉格老城廣場的鍾聲，聖維塔大教堂前長長的石階，夕陽下的查理大橋
……時間好像慢了下來，時間好像就此凝固，這種美妙的比喻，結結實實地在布拉
格發生著。沐浴著陽光，什麽也不做漫無目的地隨著人群遊蕩，仿佛下一秒，前方
就出現一個中世紀的騎士，身騎白馬帶你漫步布拉格每一條老街，每一個巷道。你
披著奶奶的披肩，會不會邂逅她年輕時的戀人？緣分在布拉格，一點兒也不少見。

聖維塔大教堂
布拉格“建築之寶”遊曆

聖維塔大教堂位于維而塔瓦河西岸

的布拉格城堡內，是布拉格城堡最重要
的地標之一，建築將近700年，聖維塔大

教堂是布拉格城堡最有"建築之寶"的美
譽，除了豐富的建築特色外，也是布拉格

城堡王室加冕與辭世後長眠之所。從大
教堂高聳入雲的尖塔、內部屋頂交錯的

橫梁和外面的飛拱結構，不難辨認它屬
于典型的哥德式建築，大門上的拱柱等

裝飾都很華麗。布拉格王室的加冤儀式

在此舉行，以往王室的遺體也安葬于此，

這裏還保存著國王的王冠和加冕用的權

杖等。影片中，小鮮肉吳亦凡的個人風
光大片，就是在聖維塔大教堂拍攝。

Tips:開放時間 3月-10月 周一至
周六 9:00-18:00 周日 12:00-18:00
11 月-2 月 周一至周六 9:00-16:00
周日 12:00-16:00

布拉格廣場
尋老城CBD模樣

在布拉格老城廣場，王麗坤的回眸

讓人傾心。在舊時，布拉格老城廣場就

是當年的"CBD"。這個廣場至今已有900

多年的曆史，這裏矗立著衆多哥特式
（高聳 削瘦的風格）與巴洛克式（牆面

凹凸度很大，裝飾豐富，大量使用曲面）

的建築，漫步于此，也可以欣賞到著名

的聖維塔大教堂和自鳴鍾。而在影片，

這座老城廣場被形象化地還原出了它

最本真的面貌。

Tips:多少人被蔡依林的歌騙了，布
拉格廣場找不到許願池。

查理大橋
橋邊看夕陽

查理大橋多次出現在影片《有一個地

方只有我們知道》當中，顔值超高的吳亦

凡安靜的坐在湖邊，或是與麗坤扮演的金

天深情相擁。捷克國王查理四世與捷克布

拉格的許多處古迹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系，他統治時期是中世紀捷克最強盛的時
期。查理大橋橫跨伏爾塔瓦河上，大橋的

兩端分別是布拉格城堡和舊城區，橋上還

有精致的聖者雕像，圍欄中間刻著一個十
字架的位置，是聖約翰的雕像。彼時皇後

出軌，向聖約翰告解，聖約翰沒有背叛她，

爲她保守秘密，卻被國王投入了河裏。從

那時 起，聖約翰成了所有女子的守護神。

在橋上還可以看到藝術家的表演，流連于
此，常常看到忘情相擁的情侶。

Tips:乘有軌電車Tram 12、20、22
路，Malostranské náměstí站；或有軌電
車Tram 17、18路，Karlovy lázně站；
或地鐵Metro A，Staroměstská站。

列儂牆
塗鴉“愛與和平”

全世界的列儂迷這麽多，但最大的

紀念碑卻是出現在布拉格。在影片《有

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當中，也有各

位主演在此合影的片段。這裏曾是人們

發泄對當時政 權憤怒的地方，捷克青
年在牆上書寫披頭士的歌詞，最終導致

了學生警察之間的衝突。盡管當局不斷

重新粉刷牆壁，還是有大批的青年制造
出新的塗鴉。如今，這裏已經成爲愛好

和平的人士發表自己主張的地方，也是

披頭士粉絲們紀念列侬的重要地點。

Tips:遊客也可以塗鴉。

雖說布拉格是個浪漫的地方，突如
其來的愛情更別見怪。但電影的節奏實
在讓人難以把握，交叉敘事，效果是年
輕的故事莫名其妙，塵封的往事狗血滿
滿。老徐走過窗邊的畫面，讓人依稀有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的錯覺，但也只
是那一瞬間。她還是美，溫婉爾雅蕙質
蘭心。但講的故事卻變了。所以，還是看
看布拉格吧。電影質量參差不齊，但城
市風光一如往昔。至少看完這部電影，
你會有那麽一點動心，對布拉格。

布拉格
穿越時光
浪漫談情

徐靜蕾說："如果愛情是一座
城市，那麽這座城市就叫布拉格，它
是全世界的愛情聖地，代表愛情終
極的狀態。"這期行影不離，我們要
介紹的就是影片《有一個地方只有
我們知道》的取景地——布拉格。電
影真的欠缺誠意，馬馬虎虎地說了
一個"我等你"的故事。好在布拉格足
夠浪漫，這期，我們只說布拉格。

1

2

3

4

聖維塔大教堂聖維塔大教堂

布拉格廣場布拉格廣場

查理大橋查理大橋

列儂牆列儂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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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是如何認定賣
淫嫖娼？

今天，什麽樣的情形會被警方

認定爲賣淫嫖娼？

根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編撰的治

安管理處罰法相關釋義，賣淫、嫖娼

行爲違反社會主義道德，毒化社會

風氣，影響社會治安，也是傳播各種

性病的途徑，與國家倡導的社會主

義道德風尚格格不入，因此爲中華

人民共和國曆來嚴禁，賣淫嫖娼活

動也一直是中國治安管理處罰的對

象。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

處罰法》及公安部有關解釋與批複，

賣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異性之間

或者同性之間以金錢、財物爲媒介，

發生性關系的行爲，包括口淫、手淫、

雞奸以及一方以身體的其他部位或

用具刺激對方性器官的行爲。行爲主

體之間主觀上已經就賣淫、嫖娼達成

一致，已經談好價錢或者已經給付金

錢、財物，並且著手實施，但由于本人

主觀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發生性關

系的；或者已經發生性關系，但尚未

給付金錢、財物的，都應當按賣淫、嫖

娼行爲依法處理。

由此可見，行爲主體之間主觀

上已經就賣淫、嫖娼達成一致是定

性賣淫嫖娼的關鍵。是否已經支付

嫖資，是否已經發生性關系，倒不是

最終定性的關鍵。

暗娼、嫖客已講價談妥，並已准備、

著手發生性關系，但因客觀原因（如

公安機關及時發現並制止，或者其

他客觀原因）而未能發生性關系的，

可以認定爲賣淫、嫖娼，但是，在處

理時，應從輕處罰或者免予處罰。

認定賣淫嫖娼行爲，除了嫌疑

人的供述外，公安機關還應調查的

其他證據，如：民警當場抓獲時民警

的證言；或者現場的有關物證或書

證；或者能夠證明賣淫嫖娼的視聽

資料；或者介紹或容留人的證言；或

者其他人證、物證等。如果嫌疑人不

承認賣淫嫖娼，但公安機關有充分

證據證明的，可以認定賣淫嫖娼行

爲。

《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六十六條規

定，賣淫、嫖娼的，處10日以上15日

以下拘留，可以並處 5000 元以下罰

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

者500元以下罰款。

據全國人大法工委編寫的《治

安管理處罰法》釋義，情節較輕主要

是指爲生活所迫賣淫、初次進行賣

淫、嫖娼，或已經著手實施，但尚未

發生性關系的等情形。根據新聞中

區伯自述，區伯最後被行政拘留 5

日，應該就是最後此種“情節較輕”

的情形。

●區伯到底冤不冤？

據新京報，獲釋後區伯對記者

說，“從 30號早上，到 31號淩晨，天

心公安分局政治處李處長和拘留所

羅所長找了我七次，讓我在媒體面

前承認嫖娼，讓我對媒體認錯。我不

答應，他們安排媒體，他們教我怎麽

說，這不是明擺著用嫖娼打壓我嗎？

最後一次，我實在被逼得頭暈，站不

住了……”

看來，區伯確實已經承認過嫖

娼，但是出來後，他翻供了。

在澎湃新聞的采訪中，區伯更

是哭著向記者喊冤。據區伯講，女孩

子都是一個陳老板叫來陪唱k的，自

己沒付錢，回房間後是女孩主動進

來的，也沒有發生關系，只是親了幾

下，警察就衝進來了。

也就是說區伯認爲自己根本沒

有談過這樁皮肉生意，即使是親幾

下，也是屬于遭受誘惑後的自然反

應，根本不能算嫖娼。

那麽如果是陳老板請客嫖娼

呢？但如果區伯對此不知情，即使是

已經發生關系，只要不強迫不給錢，

法律也是不禁止的。

所以，如果區伯所言屬實，沒有

和女子就賣淫嫖娼達成過一致，那麽

他是否明知是有人請客嫖娼這回事，

就成了整個事情的關鍵。而陳老板事

後卻沒有歸案。這在整個事實的認定

上留下了疑點。這有待警方公布證

據，以解網民之惑，平區伯之憤。

●該如何看待區伯“嫖娼”案？

區伯是不是中了“仙人跳”，現

有情況下沒有人能說清楚。但“嫖

娼”無疑已經對區伯的聲譽構成巨

大打擊。

當下最直接的影響，恐怕就是

區伯的監督事業難以爲繼。

新聞一出，就有網友借馬丁路

德金的性愛錄像被美國政府曝光一

事來暗喻區伯案，認爲他的嫖娼案

和監督事業完全是兩件事——“《著

名牧師馬丁路德金招妓美國媒體拒

絕刊登》：性愛錄音帶被寄給美國的

媒體，媒體卻出奇一致地拒絕發表

這些資料，認爲性醜聞與金領導的

黑人民權事業無關，相反是胡佛搞

的竊聽之類更可惡。”

東方早報評論員@沈彬在《如何

看待馬丁.路德.金的性醜聞》一文中

寫道：“醜聞並沒妨礙馬丁?路德?金

領導民權運動時追求種族平等、反

對暴力的公共主張。美國人正是看

到了他的‘大節’和‘主流’，才能理

智諒解和包容他的曆史地位。美國

人並不認爲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高

大全’的形象，對他的贊頌僅限于他

在公德上的影響，至于私德方面，大

家只是平靜地接受了。”

但中國情況不一樣，嫖娼在中

國社會一般意味著私德上的“一票

否決”。而公私領域向來難以明辨的

中國社會，一個人私德的敗壞必然

會大大削弱他批評公共事務時的公

信力和影響力。

相信區伯必然會下力氣打這樁

官司，但區伯未來的監督事業不僅

系于法律是否能還他清白，更取決

于他的個人自信和公衆看他的眼

光。

區伯“嫖娼”
到底冤不冤？

3月26日，因監督“公車私用”而成名
的廣州區伯，在長沙因“嫖娼”被行政拘留
5天。今日淩晨1點，區伯獲釋，卻被廣州
警方接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區伯說：

“我不承認嫖娼，我覺得這是一個陷阱。”
並稱“我准備委托我的律師進行法律訴
訟，還社會一個說法，還區伯一個公平。”

在廣州，區伯“幾乎比市長更有名”。
他的名氣來自于長期監督公車私用，迄今
他所監督公車已逾百輛。微博時代，“廣州
區伯”更是活躍，他還炮轟廣州水價上漲
方案，到市環保局申請調查獵德湧汙染事
件，為白血病少女募捐，甚至跑去佛山三
水幫助失地農民討說法。

區伯本名區少坤，生于1953年，常年
穿襯衫白西褲，講究儀表，形體瘦削。2012
年10月11日，海珠區民政局發出停保通知
書，認為申領低保時，區伯曾瞞報兒子的
工作收入。

租住的廉租房小區內，區伯與舉報他
騙保的街坊勢同水火；微博有人質疑他常
去茶樓消費，並曝出他諸多隱私。

區伯怒氣衝衝逐條反駁後，說：我不
過是個愛管閑事的老頭，有人想讓我閉
嘴。在一個不成熟的公民社會裏，區伯是
一名充滿爭議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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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否認貝弗利的敬業拼搏精神，
這是他成功擠走林書豪的根本原因，也
是受到麥克海爾青睐的最基本質素。奈
何，有些事情終歸爭不贏天命，受限于天
賦制約，屌絲就是屌絲，可能永遠也成不
了高富帥，尤其在西部優秀控衛如林的
競爭環境下，黑貝就是一不折不扣的屌
絲控衛，而且還是24K純屌。翻看西部前
8名球隊，你能找出有哪隊在控衛位置上
弱于火箭嗎？你找不到，即便是放大到西
部15隊，估摸也就爵士、國王與湖人敢在
火箭面前喊冤。

火箭“控衛之殇”已經如此不堪，命
運卻似乎想讓火箭再度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空乏其身，在季後賽排位最關鍵衝刺
時刻，貝弗利不幸因傷賽季報銷，讓本就
已經積弱難返的火箭一號位再度被打上
一層霜降。貝弗利繼曾經膝蓋半月板撕
裂後，如今再度韌帶撕裂，都是極爲威脅
籃球運動員的致命傷，不僅將影響他今
夏的續約談判，更可能影響他未來的職
業生涯。誠然，火箭眼把前的首要難題是
如何解決控制頑疾，但警報既已拉響，火
箭卻尚未能夠出警，因爲他們目前也不
知道該咋辦。

哈登能者多勞終雙拳難敵四手。
貝弗利倒下，火箭組織重擔毫無疑

問將落在哈登肩上，其實在貝弗利出戰
時火箭的操盤手一直也都是大胡子，畢
竟貝弗利場均3.4次助攻即便已經是生涯
新高，但偏低的助攻率委實不像一名控
衛。沒辦法，哈登用創生涯新高的賽季場
均7次助攻加冕火箭隊內得分王，在助攻

榜上也能跻身第9名，成爲前十名中僅次
于詹姆斯的唯二非控衛者，這也是大胡
子能夠成爲常規賽MVP最有力競爭者的
關鍵因素之一。

能者多勞固然不假，但大胡子也會
有被累垮的時刻，在一周5戰的密集賽程
中，尤其今天對壘猛龍還是背靠背遠赴
加拿大多倫多客場作戰，哈登可謂是疲
態盡顯。即便他依然貢獻單節15分，轟下
31+5+5的華麗數據，但全場僅有22投9
中，已經連續20場比賽命中率不足5成，
也再度給哈登進攻端的穩定性亮起紅
燈，要知道季後賽的防守級別可絕對是
層層加碼。

進攻端的哈登被此役斬獲生涯新高
42分的德羅贊比下去，也側面反映防守
端的大胡子有多無奈，他太需要黑貝及
時挺身而出扮演帶刀護衛角色，但場上
已沒有牛皮糖的蹤影。終場前的一幕是
血淋淋寫照，只見德羅贊完全無視哈登
的防守，用一記霸道的急停跳投強行命
中，幫助猛龍最終終結火箭的連勝態勢，
而全場哈登又有多少次被德羅贊顔射
呢？數不清了。

不是哈登不夠努力，本賽季的大胡
子在防守端已經脫胎換骨，即便尚未跻
身防守悍將行列，但積極態度也贏得大
多數人認可，只是他也會累，再度被打回
原形也就不出意外。除此之外，不同于此
前4連勝哈登至少送出最低6次助攻，4
戰場均貢獻7.8次助攻，大胡子今天僅有
5次助攻進賬，遠低于賽季平均值，同樣
是哈登疲了累了的征兆，且他還找不到

“紅牛”來喝。
控衛儲備老且弱何處尋覓備胎。
火箭陣中並非已經沒有純控衛，阿

根廷老將普裏吉奧尼就是傳球第一的一
號位球員，但38歲“高齡”的他已經是火
箭最老球員，賽季場均也僅出戰17.2分
鍾，本場23分鍾內送出全場並列最高的7
次助攻已經是超水平發揮，還能要求他
更多嗎？至于被推上首發控衛位置的特
裏，噴氣機也已經37歲高齡，誠然在他本
賽季首發的前8戰火箭全部取勝保持不
敗，但那又如何，偶然性並不足以證明太
多，今天25分鍾內0助攻0籃板0搶斷0
蓋帽已經證明他就是一個純射手，別無
太多功能。

普裏吉奧尼與特裏的二老控衛儲備，
累計年齡加起來就高達75歲，兩人不出意
外將合力平攤48分鍾的出場時間，麥帥如
今只能如此最無奈抉擇，而哈登則將極大
程度挑起後場攻傳防雙重任，這會是火箭
在季後賽最大的隱患。火箭是否該進行一
號位引援補充呢？就連坐擁保羅的快船都
已經短約簽下在CBA叱咤風雲的哈德森，
火箭還在等什麽？只因如今的閑散控衛基
本難覓良將，火箭只能硬著頭皮往前淌水
過河。

烽火四月季後賽時刻即將開啓，魔
獸早已喊出不甘心首輪遊的心聲，哈登
也曾表達過爭冠的雄心，但現實的藩籬
卻殘酷橫亘于火箭面前，航天城球隊想
要升空，只能祈禱他們不像去年美國發
射的“安塔瑞斯”號運載火箭，僅僅起飛6
秒後就在半空中爆炸，嗚呼哀哉！

火箭“控衛之殤

哈登過勞死哈登過勞死？？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

風，以為被幸運女神眷顧，卻不想僅
僅只是一場提前的愚人節玩笑？火箭
剛剛在昨天踩著灰熊躋身西部第二
把交椅，未料屁股尚未坐熱，僅僅一
天之隔就再度被推下來跌回西部第
三，更再度將火箭的“控衛之殤”坦坦
蕩蕩暴露在對手面前，似乎已經向所
有對手宣告，季後賽直取火箭一號位
命門即可。

貝弗利賽季報銷再響控衛警報。

魔獸出籠
所有久別重逢都是念念

不忘，再相聚是否必有回響，
時間會是最佳試金石。從姚麥
時代過渡到魔登時代，火箭尚
未觸碰過西部決賽的門檻，何
談決戰總決賽之巔？然而，火
箭一直致力于打造雙核建隊
模式，一脈相承的意圖即複制

“奧拉朱旺+德雷克斯勒”一內
一外雙核爭冠配置，也才有大
胡子哈登和魔獸霍華德先後
駕臨航天城，他們均是火箭的
基石，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
可。

常規賽複出，魔獸只為找
狀態。

闊別NBA戰場長達26場
比賽，距離上一次登場已過去
61天，魔獸終于重新出籠。面
對聯盟新晉內線巨星安東尼-
戴維斯的嚴峻挑戰，尤其濃眉
哥在賽季首次交鋒時用30分
11籃板5蓋帽的數據，瘋狂羞
辱過魔獸的 17分 13籃板3蓋
帽，第二次交鋒輸了數據的濃
眉哥卻再度率隊以28分的巨
大優勢屠殺火箭，可謂已成魔
獸爭霸內線的頭號心腹大患。

然而賽季第三度交鋒，魔
獸既不是怯戰，也不是懶得跟
你玩，而是基本沒撈到太多表
現機會。賽前，休城媒體就已
經給所有球迷打預防針，爆料
魔獸只會打16分鍾左右。果不
其然，一向臨場反應偏慢夠偏
執的麥克海爾，用最簡單方式
處理這一問題，即將魔獸的出
場時間基本鎖定在每節前4分
鍾，四四一十六的小學算術麥
帥還是能夠妥妥的換算過來。

不用細評魔獸複出一戰
的表現，3次攻籃2次暴扣已
足矣，他並非是主導勝負的關
鍵手，僅僅只是火箭客場奏凱
的場上吉祥物，尤其濃眉哥還
傷退導致鹈鹕自毀長城，火箭
用一場3人20+的團隊砍分秀
擊潰鹈鹕無需表揚，也就是分
內之事。火箭贏了不值得欣
喜，但魔獸腿腳麻利沒事跑兩
步卻是福音。不難看出久疏戰
陣的魔獸在與隊友配合上尚
需時間磨合，但他腳步移動靈
活性與彈跳爆發力等都回來
了，麥帥讓他今時今日複出只
為找狀態，畢竟下個月開啓的
季後賽舞台才是重頭戲。

季後賽儲備，得內線者得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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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著給“互聯網+”下個定義

以上背著所述，是筆者對政策的一種片面或者不

嚴謹的解讀，大概各級政府的官員們于政治方面對“互

聯網+”會了解的更深。偉哥當然不是爲大家解讀政策

的，還是需要在互聯網及商業角度說一下“互聯網+”

的。縱觀整個互聯網的發展史，自從互聯網誕生、到1.0、

2.0及3.0時代，所有的互聯網商業模式都是“互聯網+傳

統商業”的模型。1.0時代是互聯網+信息，2.0時代是互

聯網+交易，3.0時代是互聯網+綜合服務。互聯網技術

不斷推陳，商業模式不但出新，只是萬變不離其宗，一

直遵循“互聯網+360行”的模式。以此，“互聯網+”是互

聯網融合傳統商業並且將其改造成具備互聯網屬性的

新商業模式的一個過程。

幾十年來，“互聯網+”已經改造及影響了多個行

業，當前大衆耳熟能詳的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在線

旅遊、在線影視、在線房産等行業都是“互聯網+”的傑

作。這種模式是經曆了時間考驗的，有大量例證證明其

可行性，所以由政府牽頭立這個項目並推廣、督促社會

各界執行，是件非常靠譜的事，也是在將來能夠改善民

生的事，是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大方針的。

“互聯網+”的幾層含義

當前非常流行“解構主義”，無論是商業、行業，還

是電影、音樂，都會因爲解構而煥然一新，同時也能夠

讓人們能夠看透其本質上的一些東西。說白了，就是把

一個詞或者一個事用更通俗易懂的語言解釋一遍，將

其內涵也挖掘出來展示在用戶面前。這裏，偉哥也試著

對“互聯網+”做一個解構，以挖掘“互聯網+”更深的幾

層含義。

“互聯網+”的第一個內涵是“互聯網思維+”，傳統

企業融合“互聯網+”的第一步是了解互聯網，所以了解

互聯網思維是一個基礎的開始。什麽是互聯網思維？在

互聯網商業模式的長期發展中，很多互聯網企業積累

了大量的案例及數據，足以讓他們總結出一套適合自

身發展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就可以看作互聯網思維。

互聯網思維是互聯網企業總結出來的，更適合線上的

商業模式，所以對傳統企業在線下經營不會太適合。

“互聯網+”要求傳統企業先了解互聯網思維，然後再結

合實際情況探索出新的商業模式。

典型的互聯網思維有雷軍的“專注、極致、口碑、快”

七字訣，也有其他的諸如生態思維、平台思維、免費思維、

跨界思維等互聯網思維。正是這些內涵豐富的互聯網思

維，構成了種類繁多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互聯網思維就如

餐飲企業的標准化流程，其特點是可以快速複制。但互聯

網思維不是萬能的，當前更多的所謂的“屌絲、粉絲、叠代”

等互聯網思維是建立在産品運營、商業營銷及用戶服務

的基礎上的，並非商業模式的具體體現。

在一部分互聯網人的眼中，互聯網是個工具，這個

看法偉哥是認同的。就如之前的蒸汽時代、電力時代一

樣，這些工具解放了更多的勞動力進而從事更多的工

作，給生産與生活帶來更大的便捷性。互聯網作爲工

具，做大的貢獻就是在互聯網2.0時代到來以後，互聯

網成爲一個企業們商業營銷及交易的新渠道。這個渠

道跟線下的其他渠道一樣但效率更高，在線支付使得

購買商品更加容易，在線選貨的種類更多，重要的是互

聯網渠道讓商家的市場增加了十幾倍，徹底衝破了地

域概念，不用區域代理機制也能賣貨到更遠的地方。

互聯網發展到3.0時代，進入互聯網+綜合服務的

時代。除了特別大的市場，大型的互聯網商家已經看不

上那些本源市場不夠大的行業，但是一個商家足夠多

的行業是需要互聯網服務的，大型商家們幹脆做出一

個只服務于賣家與買家的網站，而自身不從事這個行

業，這就是我們當前看到的各大平台。電商平台、物流

平台、社交平台、廣告平台等等各種平台應有盡有，到

後來，這些平台開始垂直與細分化，出現了美妝、生鮮、

酒類、鞋類等更專業的平台。 本質都是電商，融合社

交、物流、營銷等工具，爲買家和賣家雙方提供最大化

的服務，盈利模式上賺取的是服務費。
這些平台後來越做越大，已經不限于自身起家的

行業，通過平台吸引更多的技術、服務提供商，並且開

始跨界發展，譬如社交平台會做遊戲、電商及硬件等，

電商平台也會做文學、電影及體育等。這些平台幾乎會

做當前能見到的各種熱門行業的業務，一些看似不相

幹的業務也因其戰略發展需要而被納入旗下。實現方

式則通過與其他商家合作及收購、並購。他們自身能做

的自己做，不能做的或者不願意做的交給別人做，從而

由共同的價值鏈組成與自然生態類似的互聯網生態。

對于“萬物互聯+”，這個也可以稱作“物聯網+”。雖

然現在各處都是智能硬件，各處都講物聯網，要實現真

正的“萬物互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是未來的“互

聯網+”形態。“互聯網+”被提出來，也正是因爲將來會

是萬物互聯的時代，從商業到物，到人，再到事，所有的

都是被連起來的，這將會有更多的商業模式出現，也會

是“互聯網+”的最終目標。因爲在那個時代，商業及企

業已經不分線上與線下，整個社會都是一個“大一統”

的狀態，也就不會再有所謂的企業轉型之談，“互聯

網+”也就完成了其使命。關于未來的“互聯網+”，這裏

不再詳述，我將會在另一篇文章中給予敘述。

應該怎麽理解“+”

除了對“互聯網+”的互聯網部分做一個解構，這裏

也簡單的說說其中的“+”。這個“+”可以看作是連接與融

合，互聯網與傳統企業之間的所有部分都包含在這個

“+”之中。這裏面會有政府對“互聯網+”的推動、扶植與

監督，會有企業轉型服務商家的服務，會有互聯網企業

對傳統企業的不斷造訪，會有傳統企業與互聯網企業不

間斷的探討，還有連接線上與線下的各種設備、技術與

模式。如果去翻閱資料，還會有更多內容在裏面。總之，

這個“+”即是政策連接，也是技術連接，還是人才連接，

更是服務連接，最終實現互聯網企業與傳統企業的對接

與匹配，從而幫助完成兩者相互融合的曆史使命。

在技術上，“+”所指的可能是WiFi、4G等無線網

絡，移動互聯網的LBS，傳感器中的各種傳感技術，O2O

中的線上下線相連接，場景消費中成成千上萬的消費，

人工智能中的人機交互，3D打印中的遠程打印技術，生

産車間中的工業機器人，工業4.0中的一是智能工廠、

智能生産與智能物流。這裏不再一一列舉，將來還會有

更多更新的技術來爲“互聯網+”服務。

到底什麽是到底什麽是““互聯網互聯網++””
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什麽是“互聯

網+”？網上有很多解讀“互聯網+”的文章，基本上都是
在闡述“互聯網+”的意義，而沒人直接解釋“互聯網+”。

那麽到底什麽是互聯網+？去網上搜索，出來的
結果大多都是總理在兩會提出來的，同時也指明了

“互聯網+”已經處在了國家級戰略的高度。這寫解釋
代表什麽呢？我的理解是，第一，“互聯網+“已經是個
國策，其落實與執行是會有相關部分參與及推動的；
第二，“互聯網+”是個方法論，以後社會各界都要用
這個方法論來指導千萬中國企業的轉型及升級；第
三，“互聯網+”具有極強的使命感，是必須執行與推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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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無數次證明過，只有開放

才能成就偉業。局促于封閉的自我

構築的圈子裏，蘋果現在或許感覺

很安全，但事實上它只是在自掘墳

墓。

如果不開放，它的命運必將是

帝國的崩塌。現在，蘋果也意識到了

封閉帶來的弊端，正在嘗試開放。但

這種有限的開放，在外人看來也依

然只是一個幌子。

而在開放的安卓市場上，雖然

沒有蘋果的封閉，但因爲沒有穩定

的現金流，以及過于開放帶來的商

業問題，也在困擾開放者。比如在安

卓商店中，一些小公司通過花錢刷

排名的方式，爲自己的APP找一個好

位置。短期來看，它獲得了用戶關
注，但從長遠而言，這依然不是一個

好主意。

對于蘋果的封閉閉環商業模

式，中國互聯網公司樂視CEO賈躍

亭日前在微博上予以炮轟。賈躍亭

稱：“蘋果通過app引領了人與設備

的交互體驗。但用戶趕場子般在應

用間不停切換，生活被孤立的app割

裂，這種孤島體驗難道只能通過獨

立的app來解決？下一代UI只有真正

打通app與 app，app與UI系統，通過

生態化反讓UI成爲生態與終端的交

互樞紐，讓體驗不再向硬件和平台

所妥協，才能把簡單還給用戶。”

在他看來，在傲慢的 iOS統治

下，全球開發者又愛又恨，總是小心

翼翼問“這樣創新可以嗎？”。蘋果閉

環化反模式帶來的極致體驗成就了

偉大，但掩蓋了封閉帶給行業和用

戶的損害，扼制了技術創新，阻礙了

産業進步，傷害了用戶利益。
蘋果不敢開放或許是看到了開

放的安卓無法帶來穩定的現金流。

但不開放呢，封閉的蘋果生態卻扼

殺了創新，不利于未來成長。特別是

在硬件創新窘迫的前提下，它需要

找到一個缺口。開放還是繼續封閉？

或許將決定蘋果的未來。賈躍亭認

爲，蘋果雖然是當下最偉大的公司，

但其模式已不再代表用戶，已不符

未來時代，這是盛世危言，希望探索

未來正確模式。它對app苛刻生殺大

權扼殺了開發者創新和用戶自由。

只有#開放的閉環#，才能引領行業發

展。

事實上，蘋果曆史上曾開放過。

1993年，蘋果對外開放MacOS，但導

致用戶體驗劇降，喬布斯回歸後又

封閉了MacOS。現在，庫克也表示開

放，但底線是保護用戶的軟硬件體

驗。一個例子是，搜狗輸入法可以登

錄蘋果，但涉及到敏感信息（個人用

戶數據）時，則只能使用蘋果自帶輸

入法。
開放還是封閉？或許，蘋果的未

來需要向樂視學習，將生態系統改

成一個開放的閉環。而這，或許是樂

視CEO賈躍亭炮轟蘋果的最大原

因。

iPad敲響蘋果警鍾 帝國黃昏臨近

iPad是蘋果引以為豪的三駕馬車之一，但它現在已後繼乏力。在蘋果打造的“硬件+軟
件+服務”的封閉閉環商業模式中，硬件是支持蘋果這個巨人運轉的基礎，也是蘋果極力對外
宣稱的秘密武器。當所有人盯著土豪版的蘋果手表時，卻不知iPad已近黃昏。

蘋果最新財報數據顯示，2015第一財季，iPad銷量只有2142萬部，同比幅度下滑18%。90億
美元的營收與曆史同期相比，也下降了22%。2014年第一財季，ipad的銷量為2600萬部， 2013
年第一季度為2290部。美國凱基證券預測，二季度iPad銷量將只有780萬台左右，將遭遇最壞
的時機。iPad是蘋果引以為豪的三駕馬車之一，但它現在已後繼乏力。在蘋果打造的“硬件+軟
件+服務”的封閉閉環商業模式中，硬件是支持蘋果這個巨人運轉的基礎，也是蘋果極力對外宣
稱的秘密武器。現在，硬件已開始失靈。蘋果封閉的閉環商業模式或許到了該改變的地步。

iPad最火的時候，曾被業內吹捧成“取代

PC”的神器。

但僅僅只有3年時間，iPad就向世人表

露出它的尴尬：在蘋果自诩爲“三駕馬車”的

iPad、iPhone和Mac中，iPad其實是最沒有競

爭力的一款産品。與手機相比，它缺乏移動；

與MAC相比，它缺少商用。

在蘋果的手機、平板、PC構築的三角形

矩陣中，每一款産品都針對一個特定的市

場。iPhone針對智能手機市場，iPad針對電子

書、上網本、娛樂；而MAC則針對商用PC市

場。每款産品獨擋一面，三者之間通過IOS系

統串聯。

但現在，蘋果打破喬布斯生前不推出大

屏手機的規矩，推出大屏幕的 iPhone6 及

iPhone6 Plus,它在無形中與IPAD構成了競爭

關系，打破了蘋果曾經自以爲穩固的三角矩

陣。有了更方便移動的大屏手機，有了更商

用兼娛樂的MacBook，用戶還要 IPAD作什

麽？

從現在蘋果IPAD的表現來看，實在找不

到一個繼續使用它的理由。首先，iPad不夠吸

引人，無論是硬件配置還是應用，用戶都能

從當前市場上找到更好的替代品——比如

集成移動平台，並運行Office等傳統桌面應

用Windows平板們；以及多樣化的Android平

板。反觀新款 iPad mini 3，除了增加一個

Touch ID指紋識別，用戶還能找到什麽新功

能？

一直以來，蘋果最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希

望完全掌控自己的硬件、軟件乃至零售渠

道，牢牢掌控每一個環節，並借此封殺對手。

在喬布斯去年的時候，蘋果還試圖用蘋果地

圖去等待谷歌地圖。

現在是平板表現出頹勢，接下來有可能

是手機或是PC。蘋果作爲一個典型的産品驅

動公司，在“硬件+軟件+服務”的封閉模式

下，蘋果即使擁有強大的現金流，它要全權

掌控手機、PC、手表、汽車等産品等，顯然不

現實。

矽谷創新公司CorTechsLabs CEO Guri

Stark認爲，蘋果已經在硬件創新上遭遇瓶

頸，庫克時代的iPhone乏善可陳。蘋果如果只

維持零敲碎打的創新方式，就會很快走到盡

頭。如果蘋果無法在硬件上繼續征服用戶，

依附在硬件之上的軟件布局將隨之萎縮。

失去用戶注意力的IPAD已經敲響了蘋

果的末日警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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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抑郁症患者來說，自殺
常常是疾病的終點

數據顯示，早在2009年，中國的抑

郁症患者就已經達到9000萬。

在中國，近幾年來抑郁症越發普

遍地和自殺聯系在一起。國際自殺預

防協會中國代表費立鵬博士在他的

“中國的自殺研究”調查中指出：“63%

的自殺死亡者有精神疾病，其中40%爲

抑郁症，7%爲精神分裂症，7%爲酒精

依賴。”

但在歐美和其他發達國家，超過

90%的自殺者都被診斷出患有抑郁或

酒精、藥物濫用等精神疾病。中國的比

例相對來說顯得低，並不符合西方對

自殺與抑郁症等緊密關聯的設定。

抑郁症成因相當複雜，家族遺傳

性、生物化學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及軀

體疾病因素都可能導致抑郁症的發

生。而由抑郁症引發的自殺行爲也是

多種力量綜合而成。

中國公衆對抑郁症的印象，首先來

自名人、影星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

群。比如崔永元、張朝陽等。所以抑郁症

在中國常常被稱爲“富貴病”。這樣的稱

謂顯示中國人對抑郁症還缺乏了解，很

多人認爲普通人不會得抑郁症，也分不

清抑郁情緒和抑郁症的區別。

漫畫家Allie Brosh是一名抑郁症

患者，他在博客中描述了自己的無助：

“我並不是感到消極或者難過，只是覺

得麻木和沒有意義，對于任何事情都

完全不再有什麽感覺了，哪怕是你曾

經熱愛過的、開心的事情也是一樣”，

“抑郁症最讓人挫敗的地方就是，它並

不總是可以用‘希望’去戰勝的，它甚

至不是什麽東西，而是‘無’。你無法和

‘無’作戰，你無法把它遮蓋，它就是這

樣存在，把一切事物的意義全部剝離

掉。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切充滿希望

的、積極的建議和解決方法聽上去就

是完全和問題相反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普遍現實是，自殺往往被

視作某種意外，而自殺者也常被看做

“軟弱”甚至“精神病”，後者在中國語

境裏通常是貶義詞。對抑郁症患者來

說，這類誤解也常常是致命的。

●官員自殺，已經不是個體
生死事件

在人們的印象中，官員也是自殺

高危人群。雖然還無法比較官員自殺

的比例是否高于當下的社會總體自殺

率。但自殺官員因其身份特殊，所以往

往社會關注度高。

自2000年至2012年，有130余名官

員非正常死亡被媒體公開報道，其中大

部分爲自殺。2013年，選擇自殺的官員

驟然增多，頻率升高。有人認爲這與目

前的反腐大潮有關。2014年1月至9月，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統計至少有32名官

員自殺或排除他殺可能的事件被媒體

公開報道。2014年全年，官員非正常死

亡案件達到72起，平均每個月發生六

起，數量驚人。在這些自殺事件中，患精

神抑郁、死因不詳或在調查中、涉案嫌

疑或嚴重，成爲死亡原因的前三甲。

男性，中年，生活在城市，壓力大，

撇開官員的特殊身份，這些特征剛好

符合西方發達國家自殺者中占比最大

的群體。但在中國，官員自殺，不僅僅

是個體的生死事件。

自殺的官員，多少都有精神或身

體上的問題。據專家分析，官員精神壓

力主要有四類：高壓反腐；官場激烈的

職業競爭；對時代轉型帶來的問責制

度、網絡監督等監督方式的不適應；官

員個人情感與家庭問題處理不善等。

安徽醫科大學附屬省立醫院王曉玲通

過分析2009年到2011年在該院體檢的

3267名官員體檢結果，發現高血脂、高

血壓、高血糖、冠心病、眼底動脈硬化

等已成官員的主要病種。

某些涉及貪腐的官員，可能會選

擇自殺來保護利益鏈和家人，甚至將

自殺作爲對抗組織的工具。據廉政瞭

望報道，2014年年初，某市市長在被

“兩規”落馬時，就公開叫囂說，反正我

已經得了癌症，命不長了，如果要雙規

他，他就自殺。

●對于農村女性來說，自殺
曾是她們追求“正義”的工具

2002年，費立鵬在國際頂級醫學

期刊英國《柳葉刀》雜志上發表了一篇

文章：《中國自殺率：1995-1999》。此前，

根據中國衛生部1999年的數據，中國

人因自殺而死亡的比率爲13.9，其中女

性爲14.8，男性爲13.0——這個數字代

表每10萬人中因自殺而死亡的人數。

而費立鵬在文章中提出的數據則要遠

超13.9，他的調查顯示，中國人在當時

的自殺率達到23。

23是一個很高的數值，它相當于

當時美國自殺率的兩倍。但在這個聳

人聽聞的數據之外，費立鵬還發現了

其他的東西，年齡在35歲以下的中國

農村婦女居然是中國自殺者中的主要

群體，每10萬人中有37.8人自殺。這與

世界範圍內城市人口的自殺率要比農

村人口更高、男性自殺人數通常高于

女性的普遍結論有所不同。

她們爲何能如此輕易放棄自己的

生命？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爲這種“中

國式”的自殺心理找到了解釋：與西方

人往往在絕望中一心求死不同，中國

人將自殺視爲一種工具——追求“正

義”的工具。“這種‘正義’體現在複雜

的家庭政治當中”。他將家庭生活比作

一場“權力的遊戲”，每個家庭成員都

在爭取其他人的尊重和珍視，一旦受

到“委屈”，女性沒有抗爭的手段，自殺

便成了扳回局面的最後一招，“不過是

過于當真的‘撒嬌’而已”，其背後的潛

台詞是：我要是死了，看你後不後悔。

吳飛說：“這是我們很容易忽視的社會

問題，它包括家庭內部衝突、夫妻口角

及父母毆打子女。這些現象從未引起

關注，但它們其實是根本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如今，農村婦女自

殺率連3都不到，跌幅超過90%。

●富士康員工自殺，新生代
打工者之殤

2010年，富士康發生十連跳。盡管

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仍然低于全國平

均水平，但是因爲他們標志性的勞動

密集型工作和生活方式還是引起了社

會的強烈關注。

這些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但所

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

工者。他們人群構成，主要是80後、90

後。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

出打工的1.5億人裏面占到60%，大約1

個億。2010年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

90後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

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但

80、90後的打工者需求更多。這些工人

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

覺——而這種鍾表一樣的生活，反過

來壓縮著他們用于社交的私人時空。

廣東觀察人士蕭南周認爲，“工業化的

冷漠讓他們感覺不到成就、尊重，只有

挫折與疲憊，他們不願意關心他人。”

一名富士康員工說：這裏沒有人

關心你想什麽，你高興還是郁悶，因爲

人太多了。42萬人擁擠在廠區，人就像

沙灘上的沙粒。

談談中國式自殺
十二年前的今天，愚人

節，張國榮從文華酒店24樓
縱身一躍，自殺身亡。在一年
一度懷念張國榮的熱潮中，今
年網上流傳著一張極具視覺
衝擊力的自殺照片，那是無錫
市一名官員從家鄉 108米高
的文峰塔上墜地後的照片。

每一個生命走向自殺，都
值得人們惋惜。事實上，在任
何一個社會中，自殺都不僅是
一種極端的個人行爲，它還指
向複雜的社會和生活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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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飲料究竟能
喝出多少病？

壞處一：促進腎結石？

某日去電視台做節目，和一位來
自美國的嘉賓聊天，美國朋友說到他
的親戚有腎結石問題。醫生告知他的

親戚，腎結石可能與愛吃甜食愛喝甜

飲料有關。

某單位的司機告訴我說，因爲司

機工作的特點，用餐時間不固定，他覺

得甜飲料既解餓又解渴，就常年用甜

飲料代替水來喝。這位司機也患有腎

結石，但他自己不知是爲什麽。

一位年輕男性白領因爲腎結石而

痛苦很久，剛做了碎石手術。他告訴

我，自己從不喝水，只喝甜飲料。如果

不是醫生告訴他這與甜飲料有關，他

恐怕還會繼續這個壞習慣。

在大部分人心目當中，腎結石既

然大部分是草酸鈣結石，那麽應當和

草酸、鈣什麽的關系比較大，很少會想

到它和甜飲料相關。其實，美國是個腎

結石高發大國，和其國民的甜飲料高
消費關系不小。

在有關甜飲料和腎結石關系的流

行病學研究當中，有5項都表明甜飲

料消費和腎結石及尿道結石風險有顯
著性的相關。研究者分析認爲，甜飲料
降低了鈣和鉀的攝入量，增加了蔗糖

的攝入量，可能是引起腎結石風險升

高的重要因素。
不過，甜飲料帶來的麻煩遠遠不

僅限于腎結石。

壞處二：促進肥胖？

目前的研究證據已經可以肯定，

多喝甜飲料會有效地促進肥胖。絕大

多數流行病學調查和幹預實驗都表
明，攝入甜飲料會促進體重的增加，而
減少甜飲料攝入有利于體重控制。而

且，做彙總分析的專家發現了一個有
趣的現象，那就是由飲料行業所資助

的研究，往往會得出體重和飲料兩者
之間關系不大或無關的結論。

壞處三：降低營養素攝入量？

一些研究提示，喝甜飲料多的
人，膳食纖維的攝入量通常會減少，
澱粉類主食和蛋白質也吃的較少。這

可能是因爲甜飲料占了肚子，正餐時

食欲下降的緣故。對于發育期的兒童

少年來說，這實在不是一個好消息

——造成虛胖。還有研究提示，多喝
甜飲料的人，整體上維生素和礦物質

攝入不足。

壞處四：強力促進糖尿病？

不過，讓研究者們最感震撼的，是

甜飲料強力促進糖尿病的研究結論。
在一項研究當中，對91249名女性追蹤
8年，結果發現，每天喝一聽以上含糖

飲料的人，與幾乎不喝甜飲料的人（每

個月1聽以下）相比，糖尿病的危險會
翻番。更不可思議的是，即便喝甜飲料
沒有讓人們增重，體重指數完全相同、

每日攝入的能量也完全相同的情況

下，仍然表現出促進糖尿病發生的效
果。

壞處五：促進骨質疏松和骨折？

研究還發現，喝甜飲料越多的人，
奶類産品就喝得越少，鈣的攝入量也

越低。同樣，由食品行業所資助的研究
中，甜飲料和鈣的攝入量之間只有很

小的負面關系甚至還有正面聯系；而
由政府資助的大型研究當中，甜飲料
和鈣的攝入量之間有明確的負面聯

系。有兩項研究表明甜飲料和骨質密
度降低之間有顯著聯系，也有研究提
示，甜飲料喝得多，會帶來骨折危險增

加的趨勢。

壞處六：促進齲齒？

有多項研究表明，甜飲料攝入量
和齲齒的危險有正相關。其實，在西方

國家當中，喝甜飲料常常是用吸管的，

酸性十足的甜飲料並不一定會直接接
觸到牙齒。蛀牙危險的增加，很可能是
因爲甜飲料帶來體內鈣的丟失，從而

讓牙齒變得更爲脆弱。

壞處七：促進痛風？

有研究證實甜飲料會增加體內尿

酸生成，特別是富含果糖的清涼飲料，
顯著提升患痛風的風險（見此前的其

他博文），還有少數研究提示甜飲料攝
入量多則血壓可能更高……

這些含糖的甜飲料包括碳酸飲
料，包括果汁飲料，包括功能飲料，甚

至包括純果汁。只要含糖，無論是白糖
（蔗糖）還是葡萄糖，無論是水果自帶

的糖還是添加進去的果葡糖漿，多喝
甜飲料都會帶來潛在的健康害處。

那麽，喝不含糖，用甜味劑來增甜
的飲料，有什麽效果呢？研究發現，這
些用甜味劑來替代白糖或果葡糖漿的

飲料不會促進糖尿病發生，也不會促
進血壓的升高。不過，也沒有證據表明
它們能幫助降低體重。所以，如果一定

要喝甜飲料的話，優先選擇低糖或無
糖仍會好些。

或許這些研究結果看起來有點辛

苦，但這是大批專家調查數以萬計的

人、做大批實驗之後得出的科學可靠

證據，而不是誰對甜飲料有偏見。

每個人都要記住的是：

——如果想遠離腎結石，少
喝甜飲料。

——如果想遠離肥胖，少喝
甜飲料。

——如果想遠離糖尿病，少
喝甜飲料。

——如果想遠離痛風，少喝
甜飲料。

——如果想遠離骨質疏松和
骨折，少喝甜飲料。

——如果想遠離蛀牙，少喝
甜飲料。

——如果想控制血壓，也建
議少喝甜飲料。

雖然甜飲料還說不上“有毒”，偶
爾喝瓶也不至于有什麽明顯害處，但

是，如果天天喝，年年喝，甚至把它當
水喝，那害處，就不亞于慢性毒害。建

議每天喝甜飲料的量控制在 1瓶以
下。如果喝了這瓶飲料，就不要再吃其
他甜味食品。

夏天渴了的話，還是優先喝沒有
甜味、無糖無脂肪的飲料吧。如果嫌喝

白水沒味道，泡杯綠茶菊花茶，煮鍋綠
豆湯紅豆湯，並不那麽麻煩......

三九酷暑，揮汗如雨，每天補水是必須
的。但是，看看市面上的飲料櫃台，其中的九
成位置，都被甜飲料所占滿。這飲料味道甘
甜，口感清涼，它真的像傳說當中一樣，最好
敬而遠之嗎？到底有多大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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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春天過敏這麽多呢？

原因一：春天過敏原多：比如花粉、
粉塵、柳絮，比如換季的衣物新衣物，比
如新鮮的沒吃或少吃過的食物。

原因二：季節更替，人體對新季節
還不太適應，出現免疫紊亂，過敏體質
的人尤其嚴重。

原因三：天氣晴好，景色宜人，外出
活動外出旅遊明顯增多。孩子面臨新季
節以及新環境的挑戰，遊玩又比較累，
身體沒有得到足夠的休息，處于不良好
的狀態。

原因四：春天孩子活動增多，食量
也增大，而且新食物多，容易進食可能
過敏的食物。

不管過敏的表現形式是皮疹還是
喘，都要多注意上述易造成過敏的因
素，盡量回避或避免。

對于各種過敏具體該怎麽辦？

皮膚幹、癢、濕疹
有位媽媽說孩子這兩天夜裏睡不

好，總是撓，身上撓得一道道的紅印，沒
有皮疹。

這種情況最近很多見，有的小嬰兒
表現濕疹或濕疹增多。

應對方法：
1. 注意新衣物：春季季節變更，衣

服被褥都更新了，有新買的，有冬天收
在櫃子裏新拿出來的。所有新衣服都要
洗後再給孩子穿，放櫃子裏的貼身舊衣
服，也要洗後晾曬再穿。因爲這些都有
可能造成過敏。

2. 穿衣要恰當不要使勁“捂”：不要
因爲有“春捂秋凍”春天就給孩子捂不
停。出汗多汗液刺激敏感的皮膚，會讓

孩子覺得癢。
3. 注意防曬：沒到夏季，對防曬會

不太注意。但春天天氣還冷，外出的時
間大多日光比較好，皮膚敏感的孩子要
注意日曬的時間，不要太長，減少光刺
激造成的敏感。

4．皮膚保濕：外出時要在在臉上塗
適合敏感皮膚的保濕乳液。洗完澡後，
全身塗保濕乳液，尤其臉頰、四肢外側、
肩背部、肚皮和屁股等容易幹燥的部
位。

5. 治療濕疹：如果皮膚已非常幹
燥，甚至已有脫皮脫屑等幹性濕疹的表
現，或有濕疹，要先塗藥，濕疹緩解後注
意皮膚保濕。（詳細可查詢“皮膚瘙癢“）

蕁麻疹

蕁麻疹就是老百姓所說的“風疙
瘩”，多由過敏造成，但過敏原因常常尋
找不出來，有時帶孩子出去玩了一下回
來就出現了。可能與花粉、衣物等過敏
有關。

蕁麻疹的疹子呈約1厘米直徑的風
團樣，疹子凸出皮面，劇癢。出現後常迅
速增多，但也經常很快消退。

應對方法：
1. 需找過敏因素：追溯可能引起過

敏的食物、衣物、外界環境。
2. 局部可以塗止癢消腫的藥物
3. 服用一些抗過敏藥物
有些荨麻疹不需處理，就自行消退

了。如反複發生，應就診。

過敏性鼻炎

春季出現噴嚏、流涕、鼻癢、鼻塞等
症狀應考慮過敏性鼻炎，特別是一到開
花多的地方或飄柳絮的地方就噴嚏、鼻

塞、流涕症狀加重，服用對抗流涕鼻塞
的感冒藥物沒有明顯緩解，或持續時間
2-3周仍然不好，則過敏性鼻炎的可能性
大，明確診斷還要看耳鼻喉醫生。

應對方法：
1. 尋找過敏原，脫離過敏原。脫離

過敏源才是根治過敏性鼻炎的最佳並
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努力尋找可能導致
過敏的因素，盡量避免之，如不能避免，
可從小劑量接觸而逐漸脫敏。外出時盡
量戴口罩，減少花粉、柳絮等過敏原對
呼吸道的直接刺激。

2. 鼻噴劑。一類主要作用是緩解鼻
塞症狀的。可按醫囑每日1-2次，如晚上
睡眠時鼻塞嚴重，可考慮在睡眠前使
用。另一類噴霧劑即激素類噴霧劑。這
類藥物可以從根本上改善鼻部的過敏
狀況，不僅可以緩解症狀，而且可以減
少鼻炎的發作。很多家長對激素類藥物
有比較嚴重的抵觸，其實，激素類鼻噴
劑用量很少，且爲局部用藥，家長不必
擔心其副作用。還有一類是減輕過敏的
鼻噴劑。這些鼻噴劑緩解症狀明顯，全
身副反應小。但都屬于處方藥，需要在
醫生診斷後在醫生的指導下使用，比如
用藥時間，用藥次數等。

3. 口服抗過敏藥過敏性咳嗽或哮
喘

當家長發現孩子的咳嗽呈現下列特
點時，要意識到孩子可能患有“過敏性咳
嗽”：1.每次感冒氣管炎咳嗽時間超過3
周。2.咳嗽以夜間爲主。3. 運動後咳嗽明
顯加重。帶孩子就醫時，要將這些病史提
供給醫生，以利于醫生判斷病情。

哮喘

與過敏性咳嗽相比，哮喘有類似的

發病原因及機體狀況。但二者的症狀表
現不盡相同。哮喘發作不僅伴有頻繁的
咳嗽，同時還伴喘鳴，嚴重的可以出現
呼吸困難甚至有生命危險。

當孩子既往春季或秋季有咳喘發
作，一開春又出現比較明顯的咳嗽甚至
喘，要考慮是過敏性咳嗽或哮喘，需要
就診由醫生判斷病情並治療。

應對方法：
避免過敏原：既往有咳喘的孩子盡

量不去鮮花比較多的地方，盡量不帶孩
子賞花踏青。如需要去，要帶口罩。
可口服抗過敏藥物：春天發生的哮喘以
過敏因素誘發的比較多見，口服抗過敏
藥物效果會比較好。
霧化吸入藥物：在醫生指導下使用。如
孩子有咳喘病史，既往曾經霧化，霧化
效果好，家中有霧化器及藥物，如孩子
突發咳喘，可盡快讓孩子霧化吸入藥
物。

過敏性結膜炎

春季有很多孩子愛揉眼睛，自訴眼
睛癢。結膜充血明顯，但分泌物常比較
少（尤其膿性分泌物）。由于老用手揉眼
睛，而手又不幹淨，易造成結膜的細菌
感染，出現比較多的膿性分泌物。

應對方法：識別過敏性結膜炎：發
現孩子老揉眼睛要重視，及時到眼科就
診，可避免由于髒手揉眼造成“紅眼病“

使用抗過敏的眼藥水：醫生會針對
孩子的症狀、體檢結果給出診斷及治
療。眼藥水種類衆多，不建議家長自行
購買使用。

服用抗過敏藥：如眼部症狀嚴重，
局部用藥緩解不明顯，可口服抗過敏
藥。

春天各種過敏

怎樣應對
為什麽春天過敏這麽多

呢？有以下原因：春天過敏原
多：比如花粉、粉塵、柳絮，；
季節更替，人體對新季節還不
太適應，出現免疫紊亂，過敏
體質的人尤其嚴重；天氣晴
好，景色宜人，外出活動外出
旅遊明顯增多。冬天頻繁來見
醫生的小病人都是體質比較
弱愛感冒發燒的孩子，最近那
些過敏體質的孩子開始來醫
院了。各種皮疹、揉眼睛、揉鼻
子、咳嗽、喘的孩子占據了病
人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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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歲女兒從幼兒園回來，抱怨
她的小夥伴“太自私”。
錯誤回答：媽媽完全了解你的感

覺。
事實上，你不可能了解她的感受。

因爲她是你心愛的孩子，你心疼她，你

怎麽可能完全了解她的感受？自然，你

是想告訴她，媽媽理解她，並且想讓她

知道憤怒、難過之類的感受都是正常

的。但是，你這樣的安慰更容易激怒孩

子，孩子會覺得你這麽說是覺得他經曆

的事情很正常，她的不快不僅沒平息，

很可能，以後她什麽都不願告訴你了。

正確做法：讓孩子覺得自己被理
解。

從問一些簡單的問題著手，了解事

情的全過程及細節，讓孩子覺得自己被

理解比簡單的安慰有效得多。

兒子剛剛同小夥伴玩了回家卻宣
稱：“我一點也不喜歡明明。

錯誤回答：“不可以這麽說，明明是
個好孩子。”

你只是不希望孩子對他人過分地

指責，或許事實上明明真是一個可愛的

好孩子，也或者你同明明的媽媽是好

友，你希望兩個孩子相處愉快。不過在

這時候告訴孩子應該怎樣去“喜歡”別

人是不對的，這等于是輕易地否認他對

小夥伴的判斷力，很可能抑制他今後判

斷人、發展人際關系的能力。

正確做法：先聽聽孩子怎麽說！
認識到你的孩子不喜歡另外一個

孩子總有他的理由。還是同孩子聊聊

吧，問他：“那你今天過得不開心喽？明

明對你怎麽了？他做了什麽事讓你不高

興了？下次碰到他你准備怎麽辦？”通過

這種方式來鼓勵孩子。

告訴孩子同小朋友們相處，要掌握

一個基本的交往原則：先判斷一下對方

是個什麽樣的人，萬一發生了不愉快可

以試試有沒有改善的辦法，如果相處得

不好，實在沒法達成一致，斷交也行。正

確地教給孩子這一課，對他將來的社交

一定大有好處。

6歲的孩子告訴你今天班裏畫
畫，老師表揚她了。

錯誤回答：你是最棒的！
如果總是用“最漂亮的”、“最可愛

的”、“最能幹的”這樣的詞鼓勵孩子，會

在不知不覺中給孩子太多的壓力。會令

孩子對自己期望過高壓力過大，以致不

能承受。

而且，孩子同小夥伴一比較，發現

“玲玲跑得比我快”，“露露唱歌比我

好”。她漸漸發覺她並不是樣樣都比別

人好的。心理學家做過一項調查，發現

盲目誇大地表揚孩子會導致孩子自我

懷疑，令孩子不自信。只有恰當的符合

事實的表揚和鼓勵才會真正對孩子有

益。

正確做法：不要再不切實際地表揚
孩子。

“今天真漂亮”比“你是最漂亮的”

合適得多。“這個故事真有趣”比“你講

故事是全班最棒的”更合理。

父母大吵的時候，讓5歲的孩子
聽到了，做媽媽的想和孩子作
一番解釋。

錯誤回答：“我想讓你知道，爸爸媽
媽今天下午吵些什麽。”

在這個開放的年代，我們有時候讓

孩子知道得太多了。有些父母認爲孩子

如果知道了爭吵的來龍去脈就不會胡

思亂想了。沒錯，聽到父母發生激烈爭

吵孩子會害怕、不快，但是把大人之間

的事全盤托出反而會給孩子帶來不必

要的擔憂。

在他們的小腦瓜裏，覺得生活像他

們在電視電影裏看到的那樣混亂、易

碎，你們夫婦或許覺得激烈的爭吵不過

是漫長的婚姻道路上的一點小波折小

點綴，孩子卻馬上會跳到最壞的狀態：

我們的家要散了，爸爸媽媽不要我了。

正確做法：爸媽在孩子面前要和睦
相處

告訴孩子，爸爸媽媽剛才火氣都太

大了，這跟他沒關系。因爲，聽到父母在

大吵，孩子跳出來的第一個念頭是這爭

吵是不是我引起的？爸爸媽媽還會和好

嗎？

然後，在孩子面前同你的配偶來個

簡單的擁抱或是說句調侃的話，這樣孩

子才會放心，覺得警報解除了。

5歲的孩子從幼兒園回來悶悶
不樂，因為同伴嘲笑她有個大
蒜鼻子。

錯誤回答：你的鼻子挺漂亮啊，媽
媽就喜歡你這個樣子。

媽媽不過是在寬慰孩子，告訴她無

論她長得什麽模樣，媽媽一樣愛她。但

是這其實等于告訴孩子她擔心的東西

是真的。事實上，二、三歲的孩子就開始

注意自己的長相了。到了五、六歲，他們

會同別人比較，然後，會抱怨：“我的腿

太粗了。”“我是不是太矮啊？”你告訴

他：“你這樣子就很好看啊。”

可能令他懷疑自己的判斷力，他會

用你告訴他的標准去看周圍的人。他也

可能覺得你不理解他的傷心，會一個人

把不快壓在心底，不再對你說什麽，在

今後的社交中出現心理障礙。

正確做法：適時對孩子的不快表示
理解

如果孩子覺得自己哪裏長的不好

看，先問問他，是不是在和誰做比較。然

後可以同他討論，看看能不能幫他。如

果孩子覺得自己不如同伴高大，可以告

訴他各人有各人漂亮的地方，如果真的

想高大一點，可以鼓勵他多去打打籃

球，學習遊泳。

當然，有時候對于孩子的抱怨我們

實在無能爲力，在那種情形下，你可以

對他的不快表示理解，千萬不要置之不

理。

6歲的孩子聽到老師說吸煙不
好，回來問你有沒有吸過煙。你
回答說沒有，他不信任似地再
問：“真的嗎？”

錯誤回答：“我從沒對你撒過謊。”
你這麽說是爲了贏得孩子的信任，

但告訴孩子從沒並且永遠不會對他撒

謊之類的話，孩子今後很輕易就能抓住

你的把柄，不再信任你。

正確做法：父母也要適當給自己留
後路

“爸爸盡可能對你誠實。”當他下次

發現你在說著一個善意的謊言時，你就

有了解釋的機會，告訴他有時候這麽做

只是好心。“爸爸知道今天的菜不好吃，

可是外婆費了好多時間來准備，我不想

讓她不高興啊。”

別亂鼓勵孩子
小心會適得其反！

現在的家庭教育中，父
母大多十分注意保護孩子的
自尊心，但不知爸爸媽媽們
是否意識到，鼓勵性的言語
說得不恰當也可能破壞了孩
子的自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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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豹季捕獵的海豹均非瀕危物種：加
拿大東海岸的豎琴海豹數量已達到30年來
的最高水平，約730萬只；國際自然保護聯
盟將格陵蘭地區的豎琴海豹、灰海豹等均
列為“無危物種”

海豹季捕獵的海豹均非瀕危物種：加拿大東海岸
商業捕獵的對象主要是豎琴海豹(Harp Seal)，並用一
些灰海豹(Grey Seal)和環斑海豹(Ringed Seal)做補
充。這些海豹目前的數量已達到30年以來的最高水
平。據加拿大漁業海洋部(DFO)測算，加拿大東海岸的
豎琴海豹數量，由1952年的200萬只出頭增加到2013
年的730萬只，是20世紀70年代數量的3倍多（70年
代海豹數量曾跌至谷底）。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格陵蘭地區的豎琴
海豹、灰海豹、環斑海豹、髯海豹(Bearded Seal)、港海
豹(Harbour seal)均列爲其瀕危物種紅色目錄上的“最
低關注度物種”(Least Concern)，即“無危物種”。只有
冠海豹(Hooded seal)被IUCN列爲“易危物種”(Vulner-
able)。

海豹的過度繁殖會對生態系統造成影
響：加拿大豎琴海豹一年消耗1300萬噸魚，
相反商業捕魚消耗量卻小于100萬噸；灰海
豹數量的增長制約了鱈魚資源的恢複，部
分導致了鱈魚高死亡率

海豹的過度繁殖會對整個生態系統造成影響。加
拿大毛皮協會(Fur Institute of Canada)的報告顯示，加
拿大豎琴海豹一年會消耗掉1300萬噸魚類資源，相反
地，加拿大每年商業捕魚的總消耗量小于100萬噸。

盡管海豹生活在複雜的生態系統中，但《漁業研
究》2012年的一篇論文指出，在加拿大東斯科舍大陸
架地區，灰海豹數量的增長是導致20世紀80年代以
來該地區鳕魚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也是1993年以
來制約鳕魚資源恢複的重要因素——該地區鳕魚數
量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雪崩式”減少，而該地區的
灰海豹數量從20世紀60年代幾乎每7年翻一番。鳕
魚已被IUCN列爲“易危物種”，現在，對灰海豹種群
數量進行有效控制，是加拿大政府恢複鳕魚種群計劃
的一部分。

加拿大實行海豹捕獵配額制度：盡管
豎琴海豹的配額逐年提高，但從來沒有被
用完，2013年配額為40萬，最終被捕殺的
豎琴海豹數量為9.4萬

加拿大的商業海豹捕獵實行配額制度，但預測每
年的總可捕量(TAC)十分複雜，總可捕量制定過程中，
DFO會考慮冰凍條件、零星捕獵或誤捕、格陵蘭島和
北極居民捕獵、商業捕獵程度以及超出配額的潛在可
能性等多種因素，並綜合考慮管理部門計劃、科學性
建議、行業性咨詢而得出該年配額，並在該年3月公
布數字。

豎琴海豹的總可捕量：2009年爲28萬，2010年爲
33萬，2011-2015年爲40萬。盡管總可捕量在不斷提
高，但最近幾年海豹配額從來沒有被用完，真正被捕
殺的豎琴海豹數量爲：2008年爲21.8萬，2009年爲7.7
萬，2010年爲6.9萬，2011年爲3.8萬，2012年爲7.1萬，
2013年爲9.4萬，呈現波動趨勢。

加拿大遵循最高的屠宰動物標准：海豹
捕獵實行擊昏-檢查-放血三步驟；加拿大
不“活剝海豹皮”，也禁止捕殺海豹幼崽

海豹捕獵場面往往會讓人覺得“血腥”與“觸目
驚心”，但加拿大的海豹捕獵遵循最高的屠宰動物
標准，在對動物福利的保護上已經十分體貼和完
善。2009年修訂通過的《海洋哺乳動物條例》規定了
捕 獵 的 三 步 驟：擊 昏 (Stun)- 檢 查 (Check)- 放 血
(Bleed)。

擊昏采用刺棒(Hakapik)、棍棒、獵槍等工具，只要
使用得當，刺棒和棍棒就與大多數豬牛屠宰場使用的
屠宰方式一樣人道，甚至更人道——它們能更加高效
地殺死動物；檢查要求捕獵者先證實死亡（如果沒死
重新執行步驟1）；然後至少放血一分鍾，最後才可以
剝皮。大西洋獸醫學院的專家表示，錯誤發生的概率
大概爲5%。有時海豹被獵殺後看上去還在動，是因爲
海豹身體依然表現出肌肉活動（遊泳反射），加拿大海
豹捕獵基本不存在“活剝海豹皮”現象。

此外，從1987年開始，加拿大《海洋哺乳動物條
例》禁止捕獵豎琴海豹幼崽（白毛海豹）和冠海豹幼崽
（藍背海豹），捕獵的海豹必須是能自我生存和能獨立
生活的海豹（通常年齡在25天以上）。

加拿大有著世界上最成功的海豹捕獵
管理：要拿到海豹捕獵許可證，就要參加人
道捕獵培訓；2008年，一名違反法規的捕獵
者被處罰金 25000 加元，並被禁止參加
2009年捕獵季第一天的活動

加拿大海豹捕獵有著世界上幾乎最成功的捕獵
管理。一個加拿大人想要獲得海豹捕獵許可證，必須
在一個有經驗的海豹捕獵者底下工作兩年，才有資格
取得許可證。從2015年開始，想要拿到許可證或更新
之前的許可證，就必須參加強制性的人道捕獵培訓
（三步驟法）。

在監控捕獵時，加拿大漁政官員使用的監測手段
無所不包——空中監視、高分辨率的直升機陀螺穩定
攝像系統、船舶監測系統（衛星跟蹤）、海上巡邏檢查、
碼頭/靠岸點檢查、買家和加工者檢查……任何違反
法規的人會受到處罰，2008年，一名違反法規的捕獵
者被處罰金25000加元，並被禁止參加2009年捕獵季
第一天的活動（第一天收獲往往很豐厚）。

加拿大98%的海豹被以“可接受的人
道方式”殺死；歐洲食品安全局、國際獨立
獸醫組織紛紛認可加拿大的海豹捕獵工
作；WWF認為“加拿大的捕獵強度對海豹種
群沒有危害”

雖然全球許多國家與組織禁止了商業性海豹捕獵
産品的銷售，例如歐盟于2009年通過法案，禁止加拿大
商業性海豹捕獵的産品進入歐洲市場，但早在2002年，
《加拿大獸醫雜志》的一份報告就稱，加拿大98%的海豹
被以“可接受的人道方式”正確殺死；根據漁業和海洋部
觀察員的觀察，2009年98.5%的海豹捕獵作業都遵循了
《海洋哺乳動物條例》的規定；獨立獸醫組織(IVWG)、歐
洲食品安全局(EFSA)、北大西洋海洋哺乳動物保護組織
(NAMMCO)、加拿大獸醫醫療協會(CVMA)都認可加拿
大爲提高海豹動物福利所做的工作。相比之下，北極熊、
虎鯨等天敵對待海豹的方式可要“不人道”得多。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協會于2012年3月發表聲明
稱，“WWF尊重（加拿大）的多樣性，同時，WWF也認
識到海豹捕獵是當地經濟、文化以及沿海社群遺産的
重要組成……當前加拿大的捕獵強度對海豹種群的
長期健康沒有任何危害。”

“加拿大屠殺海豹”
動物保護者在說謊

加拿大主要捕獵的海豹均不是瀕危物種，加拿大豎琴海豹數量
達到730萬只；海豹過度繁殖會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灰海豹過度增
長制約了“易危物種”鱈魚資源的恢複，部分導致了鱈魚高死亡率；加
拿大海豹捕獵配額逐年增高，卻都遠遠沒有用完；加拿大遵循最高的
屠宰動物標准，也有著世界最成功的捕獵管理，世界野生動物基金協
會認為“加拿大的商業捕獵沒有對海豹種群造成任何危害。”

近日，加拿大進入一年一度的商業海豹捕獵季節。加拿大海豹捕
獵往往被動物保護人士稱為“殘忍屠殺”，但實際上，海豹不是瀕危物
種，加拿大的海豹捕獵更是商業性與生態保護的絕佳結合。



30 娛樂人物娛樂人物 2015年4月5日

蕭煌奇

記者：蕭老師我們第一個問題是，我們
之前可能有聽到林志炫、李榮浩、李佳薇參
加《我是歌手》，因為同一間公司嘛，在您上
《我是歌手》之前，有沒有從他們那裏得到一
些經驗，或者他們跟你聊一些故事之類的？

蕭煌奇：沒有耶，當初收到通知我也嚇

一跳，然後就要去參加《我是歌手》這樣的節

目的比賽，我覺得好像是有一點驚訝。因爲

之前我都是透過網絡，或者是視頻去聽到

《我是歌手》這些優秀的歌手的演繹，包括音

樂的呈現，我就覺得說，哇，真的是非常的過

瘾，每一次的片斷都是非常的過瘾，因爲對

于一個用耳朵在聽音樂的人，能夠去聽到不

同的編曲，或者說在後制的音樂裏面，能夠

把歌手的聲音跟音樂的聲音可以調成，我覺

得在電視呈現出來的效果，算是，我敢說是

最好最優秀的數一數二的節目之一了。

記者：當您真正站到那個舞台上的時
候，內心是一個什麽樣的感覺呢？

蕭煌奇：首先我站在那個舞台上，其實

心裏面開始是有一點害怕的，因爲它不是我

熟悉的舞台，而且所有的人都不是自己的樂

隊老師。因爲以前我們在做演唱會，可能比

較習慣自己的樂手老師們，在溝通的部分可

能可以，其實不用太多的溝通，樂隊老師都

會知道我的這個習慣，不管是台上的反送

啦，不管是聲音的調整或者說演唱的習慣。

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所有的人都是陌生

人，我就覺得自己就會有一點膽怯的感覺，

所以上了台一開始在練習的時候，沒有辦法

很自然的去把想要唱的，想要表達的表達出

來，所以其實我在跟梁翹柏老師溝通，不斷

地找到我們兩個彼此可以溝通的位置。

後來一次一次的反複練習，我記得光要

唱《你是我的眼》這首歌，這首歌是我很在行

的一首歌，對，但是就是好像換了一個編曲

以後，我覺得自己一直在揣摩，我到底要怎

麽樣才能夠把這樣一首歌，從自己的內心唱

到別人的內心，這是一個非常挑戰的一件事

情，而且因爲換了一個新的樂隊，所以我覺

得好像又更難。但是連續唱了至少五遍以上

的彩排，然後總算有了一個安心的地方，我

覺得就是可能就是比較習慣了，不管是音樂

的位置，或者是人跟人之間的一個橋梁，我

覺得一開始就變成慢慢的習慣了這樣。

記者：經過這幾輪的演唱，對于比賽的
其他歌手，跟您之前的，比如說對他的印象，
有什麽樣的變化嗎，或者說跟您之前了解到
的有什麽不一樣的地方？

蕭煌奇：其實在比賽的過程，很開心認

識了韓紅老師、孫楠哥、李健、譚維維，其實

每個人，我覺得在一個比賽的過程當中，也

許沒有辦法馬上就可以進入他們的世界，不

管是聊音樂，或者說要把大家的生活攤開來

互相聊，可能還沒有到這樣的一個程度，但

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都是熱愛音樂的，而

且我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家庭

一樣，我覺得就像一個愛音樂的家庭一樣。

記者：不能說為了比賽怎麽樣。
蕭煌奇：對，爲了比賽，而且可能很多朋

友說，哦，這些都是裝出來的，爲了比賽，爲了

大家一遍一遍的去感受到他們的一些表現。

不管是觀衆，不管是這些歌手們，我覺得大家

都是用真的喜歡音樂，當然也許每個人有自

己在參加這個比賽的目的，我們用音樂上的

角度去聽，去看，這些人就是真的愛音樂。

記者：這些比賽的歌手當中，您之前聽
到誰的歌比較多一點，或者給您留下比較深
刻的印象？

蕭煌奇：之前聽到的就是，那時候張靓

穎，然後The one鄭淳元，他們的聲音是非常

有爆發力的，有時候像我們這樣的歌手，你

身上沒有的東西，你就會羨慕別人有這些東

西，或者說他可以唱很高，或者他的爆發力

很強。如果說這些東西是可以在自己身上

的，他就會變得有多一項武器可以用，那我

覺得當聽到這些人的歌，聽到他們的編曲，

然後就覺得說，哇，好過瘾哦，每一次看每一

集，每一集就好過瘾哦。然後真正在後台休

息室聽這些表演的歌手唱歌的時候，也真的

耶，就是他不是後制出來的，人家真的是有

本事才有辦法這樣唱。

記者：在內地會不會接下來工作計劃當
中有一些巡演，更多的演出，能讓大家在現
場聽到您？

蕭煌奇：當然，我一定會。接下來可能會

有一些活動，會有一些商演什麽之類的，我

想大家都可以去官方網站找到一些信息，我

很喜歡跟所有的朋友接觸，不管是雙向的互

動，或者說現場的表演，這是一個玩音樂的

人，一個愛唱歌的人最喜歡的，最想要的方

式。

記者：您整個的演唱生涯當中，也問鼎
過數次金曲歌王，其實您的經曆當中還有一
些比較有趣的，比如說代表台北參加國際柔
道比賽，運動會，各種各樣的戰績，其實您的
這些身份很多元化，從您內心來講，自己覺
得在哪個領域，自己會更鍾愛一點？

蕭煌奇：當然在音樂了，在音樂是一個

非常開心的。不過你說學柔道，我在柔道的

體悟，最終的體悟就是，先學著被摔倒，然後

才有機會摔倒別人，這是在我人生非常重要

的一句名言，我都用這樣的方式去面對我的

人生，所以不管是我的人生起起落落、跌跌

撞撞，我都覺得我是一直在被摔倒，沒有關

系，總有一天我爬起來的時候，我就會摔倒

你。

記者：作爲一個音樂人，因爲現代人都
會比較沒有安全感，很多人忙碌，不會認真
去聽歌，您覺得音樂人應該在創作上也好，
表達上也好，應該怎麽樣應對這樣一種現
狀？

蕭煌奇：我沒有辦法去改變時代，沒有

辦法去改變人對聽音樂的一個選擇，其實有

時候講到這個就會覺得很無奈，因爲現在的

資訊太發達了，聽音樂的人他的選擇也更

多，而且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要聽音樂的，

以前的時代可能電視台只有幾台，也沒有網

絡時代，所以在聽音樂的時候，大家可以集

中在某些音樂；現在的選擇非常廣泛，有的

人聽西洋流行歌，有的人聽東洋流行歌，有

的人聽民謠，有的人聽古典音樂，而且透過

網絡，現在什麽東西都可以下載，都聽得到，

所以漸漸的，你看不管是你說好了，創作歌

曲你就是想讓人家聽到嘛，所以你也許透過

賣唱片這件事情，出唱片，連唱片這件事情

已經是一個黃昏的工業了，那對于一個創作

人，你到底還是要寫嗎？還是要寫。你沒有

寫，你沒有音樂，你這個時代怎麽會進步？時

代會跟著音樂的一些改變，音樂也會跟著時

代的改變，去創作出更多新的生活，在生活

上面的感悟，我們就把它當做是寫日記一

樣，如果不要有那麽多的得失心，其實音樂

它是非常美好的。

人生需先學著被摔倒人生需先學著被摔倒

蕭煌奇出道
十余年，舞台經
驗豐富，演出時
還會根據情況跟
觀衆開玩笑，亦
正亦邪，也是各
大綜藝娛樂節目
的常客。更多的
人 在《 我 是 歌
手》的舞台認識
這個歌手，了解
他，才了解到視
障朋友也可以是
歌手、原創音樂
人、運 動 員、舞
者、鼓手和一個
溫暖別人的人。
他的音樂總是會
在你最困難的時
候打動你。《我是
歌手》之後的蕭
煌奇，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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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在《人間小團圓》和《可愛
的你》裏演的角色都不是喜劇角色，是
有意選擇的麽？

楊千嬅：說實在話，我真的比較少
去拍正劇，可能緣分吧。這次拍《可愛的

你》是因爲故事內容關于小孩子，關于

教育的問題。不管小孩子的出身是什

麽，是貧窮或者是來自什麽階層的小孩

子，他們都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很重要的
支柱，所以他們是應該有一個公平的接

受教育的權利。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同

意，然後我就接下這部戲。當然監制跟

導演對我的解釋也是挺感動，他說我們

拍電影的，有些時候都希望可以發放一
些正能量，關心一下社會，所以他就計

劃拍這個影片。

記者：我們知道在演藝界一直有一
句話，跟小孩和動物拍戲最辛苦，當知
道要跟一群小孩子演戲的時候，你會覺
得有壓力嗎？

楊千嬅：擔心還有壓力當然是有

啦，因爲始終是第一次拍這樣子的題

材。在拍攝過程中，你不只是做演員的

部分，你平常也是要照顧他們，讓他們

跟我融在一起，才有一種真實感。但是

後來發現我想多了，原來他們是很獨

立，很聰明。開拍之前三個月劇組就組

織他們集中排練，導演將劇本裏面比較
重要的場次抽出來，讓孩子們先排。我

是後期在加入訓練的，孩子們是非常聰
明，非常有表演的天分。我一上來就發

現，他們不是只知道做表情，他們真的
是明白我們在做什麽。佳佳有一場戲是

邊哭邊說詞，說她爲什麽不開心，因爲
爸爸常常打媽媽這樣，我就想佳佳出生

在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有很疼她的爸
媽，很幸福，她會體會到戲裏孩子的壓

力嗎？結果她一次就把它完成，然後做

得非常好。
記者：你在生活中是個媽媽，你會

把生活中的經驗用到這部電影當中來
嗎？

楊千嬅：在現場會跟他們多聊天。

我覺得跟他們溝通的過程，其實我在學
習怎麽跟小朋友溝通。不要當他們是小

孩子，應該把他們當成朋友去講話，因

爲他們比我們想象中成熟，理解的能力

很高。回到家我跟我兒子Torres都可以

試試看這樣的溝通方式。
記者：剛才你說接下這部電影的原

因是希望對社會有一些正能量。在拍完
這部電影之後，你對教育的看法，對兒
子的教育，會發生一些變化嗎？

楊千嬅：都會有，一個部分是家長

對自己，對孩子的一種溝通。現在我們

的工作能力高了，就希望將最好的給小

孩子。但是我們會忽略，你認爲最好的

給他們，是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

你們了解他們想什麽？或者說是他最開

心是做什麽？作爲一個小孩子，我覺得

他們最重要是快樂的童年，他童年快

樂，他對世界的認知就是所有都是美好

的、正面的。如果他在童年做的東西，不

是讓他快樂，或者是會變成一種壓力，

他們就會覺得這個世界原來是有那麽
大的壓迫感，他長大以後就會有很多不

同的脾氣出來，或者是不同的個性會出
來，所以我覺得作爲一個父母，最重要

的事情就是讓他的子女有快樂的童
年。

另外就是，現在的教育我們需求大
了，很多學校都開始供不應求，開始在

收生方面會設定很多不同的要求，有一

些是很公平，有一些是開始不太公平，

可能需要你家裏面有什麽狀況才收，或

者是你要考很多試，看看你是不是質優
的學生才收生，這些都是不公平。你知

道小孩子每個人發展的速度都不一樣，

用那些條條框框去確定他是聰明還是
笨，是太不公平，也是很無聊的一個想

法。我覺得在教育的理念上，當老師是

應該有教無類的，他們應該是不管小孩

子是從哪裏來，有錢、沒錢，有什麽缺憾

或者怎麽樣，他們都應該得到一個非常
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權利，那個就是我很

想跟大家分享的。

記者：你剛剛提到你的兒子，你平
常是怎麽教育他的呢？

楊千嬅：我覺得我兒子就是一個情

感很豐富的一個人，他現在兩歲半，在

家裏面很活潑很外向，也很依賴我們。

他的性格很急，因爲家裏面只有他一

個，他很清楚我們每個人很疼他，他要

什麽都馬上給他，不需要三秒鍾，所以

現在他要求的東西我永遠要他一數到

十才會拿到，我不要他馬上拿到，如果

你不數數我就不給你。因爲你不從小給

他一個觀念就是你要等，沒有耐心的人

是會變得很衝動，或者是會很吃虧。我

現在的重點就是改掉他的這個個性。

記者：你算是一個嚴格的媽媽嗎？
楊千嬅：有些時候很嚴格，有些時

候我都被他融化。家教上面我會很堅

持，比方說我帶他去朋友家，你一走進

門口要叫人，一定要有禮貌。謝謝、麻煩

你、稱呼或者是吃飯之前要說，對不起，

我們先吃了，這些都是所謂的家教，可

能因爲我是中國人比較傳統，我覺得這

些很重要。

記者：在教育孩子方面，很多家庭
是會父母有分工的，比如說一個可能比
較寵溺孩子，一個扮比較嚴厲的角色。
在家裏和先生也有這樣的分工嗎？

楊千嬅：可能因爲我工作時間比較

彈性一點，我老公是早上上班，晚上下

來回家吃飯，所以他在外面時間很固

定。他永遠都是我後面的一個人，若我

告訴他我不能搞定他了，你出來吧，他

就出現了。最後很嚴格的那個家長就是
我先生，因爲說到底兒子是男孩子，他

再長大的時候有些東西可能爸爸跟他
說比較好一點。

記者：你現在怎麽看待“大笑姑婆”
這個稱呼呢？

楊千嬅：“大笑姑婆”這是一個很幸
福的狀態，大大咧咧的個性，不代表她

沒智慧，只是她選擇一種生存的方法，
或者是待人處世的一種表達方法。我覺

得我們出生在世界上面，開心也是一

天，哭也是一天，爲什麽我們不好好去
生活，好好去讓自己開心？反正就是埋

怨跟生氣也不能夠把事情搞定，把問題

解決，所以我覺得笑其實就是一種很重

要的一種平靜自己情緒的方法，不只是

一個表情，一種情緒而已。
記者：生活中也是一個愛笑的人？
楊千嬅：對。我是平凡人，都會有不

開心，有壓力的時候，有些時候都會蠻

大壓力。怎麽去調節，就是還好，就是每

天有一個家庭在後面的時候，就真的平
衡很多，你看跟兒子玩一下，跟他聊一

下，你就很開心了。其實人生追求的東

西都是這樣。家庭的責任是一個非常好

的生活的指引，你的目標很清楚，你到

死的一天你要追求什麽你都已經很清

楚、很簡單、很直接，所以有些時候責任

是個非常好的東西。

楊千嬅
現在的教育現在的教育
變成一種生意變成一種生意

一直以來，楊千嬅都以“大笑
姑婆”的銀幕形象深入人心。不過
此次她在電影《可愛的你》中飾演
一個女校長，套裝直發，幾近素顏
的打扮和之前的喜劇角色造型相
去甚遠。不過這一形象放在已是
媽媽的楊千嬅身上並不突兀違
和，反而增添了幾分親切真實。

說起和丈夫丁子高相處的秘
訣，楊千嬅說“不要把工作帶入家
庭”，“不值得因為工作去吵架，我
很珍惜我這段婚姻，如果我跟他
一起工作，我會很快沒了溝通。”
楊千嬅說自己還是很喜歡拍喜
劇，“因為可以發揮你的幽默感，
不過火，剛剛好，讓觀衆有一種會
心微笑的感覺很開心。”楊千嬅覺
得笑是一個幸福的狀態，“開心也
是一天，哭也是一天，為什麽我們
不好好去生活，好好去讓自己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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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暖男：
“成長經曆裏沒有人嬌寵我”

記者：節目組最初想讓你做財務總管，而你交給了
李治廷，你是對理財沒什麽興趣嗎?

馬天宇：我不是對錢沒概念，只是沒有把錢看得很
重，對錢的看法就是順其自然。我做好自己的事情，
努力工作，掙到我應得的那些錢，足夠讓我和我的家
人生活好就可以了，不會在這上面浪費太多的時間
和精力。

記者：有人說真人秀會暴露一個人的缺點，你是否
有此擔心?

馬天宇：不擔心，我沒那麽多缺點。我其實不是很
適合真人秀，因爲我不會裝，所以節目本身要讓我覺
得好玩我才能投入地去做。

記者：你默默守護每一位姐姐而被封為“暖男”，你
怎麽看?

馬天宇：沒有什麽暖不暖的，只是比較習慣照顧身
邊的女生。因爲我有兩個姐姐，從小到大我是家裏唯
一的男人，我覺得我有責任照顧身邊的女生。男生照
顧女生不是天經地義的嗎?這不是什麽值得炫耀的事
情。

記者：你的外形容易給人留下嬌寵的奶油小生印
象，介意嗎?

馬天宇：這不就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嗎?而且大部
分人會有以貌取人的習慣，我的成長經曆裏沒有人
會嬌寵我，只能靠自己打拼。
說擇偶：

“對方的顏值要和我一樣高”
記者：你是有名的“婦女之友”，包括楊冪等都和你

關系非常好，這會妨礙你找女友嗎?
馬天宇：你說誰是婦女?她們都是少女。我的朋友都

是那種很好說話的人，有點二，有點“神經病”。我在
陌生人面前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但是和喜歡的朋

友在一起就很放得開，所以當雪姨調戲我的時候，
我其實很享受。我會去調節氣氛，很怕大家在一起
的時候氣氛很尴尬。我單身是因爲我太挑剔，要求
太高。這麽多年我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兩個人在
一起反而覺得挺累。

記者：你在感情上一直很低調，
現在有什麽規劃嗎?

馬天宇：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
是生活，我不想混淆在一起。做藝
人，得到大家的關注或是評判是我
工作的一部分，我接受。但是感情
涉及到其他人，對方沒有責任和義
務因爲我的原因而把自己曝光在
所有人面前。感情的事情順其自
然，不急，男人40歲都能找20多歲
的妻子，現在不是流行大叔配蘿莉

嗎?當然大齡女青年也可以找小鮮
肉。我比較現實，如果覺得不合適，就
會保持距離。我要求對方的顔值和我
一樣高，孝順家人，有氣質，大氣隨
性，不矯情。

記者：你說過最好的女性朋友是鄭
爽，你們有可能成為情侶嗎?

馬天宇：順其自然。她和我一樣與
世無爭，所以我倆有共同的話題，平
時也會發微信。

記者：你在新戲裏和劉濤是姐弟
戀，生活中會接受嗎?

馬天宇：我接受姐弟戀，如果兩個
人在一起合適，年齡不是問題。
說未來：

“做品貌雙優的老藝術家”
記者：現在不少高顏值男演員紛紛

轉型，你有這方面的打算嗎?
馬天宇：轉型是每個演員都會面臨

的問題。我的外表挺好的，給我帶來
很多好處。轉型的意思應該是從一個
比較青澀的階段到達一個相對成熟
的階段，我不覺得非要轉成硬漢才
行，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就算我變
成硬漢，也會有人覺得還是陽光型適
合我。所以我不會爲了轉型而轉型，
遇到合適的角色我就去演，沒有這樣
的機會也不強迫。我還沒到需要轉型
的年紀，就做一個安靜的美男子吧!

記者：你會去接一些有話題必火的
作品嗎?

馬天宇：不會，我還是比較文藝的。

現在這個市場沒什麽東西是一定會火的，也沒有什
麽是一定不火的，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判斷，遵從自己
的內心。我的目標是做品貌雙優的老藝術家，這需要
不斷學習，不斷進步，外表也要繼續好看下去。

馬天宇談擇偶標准

對方的顏值要和我一樣高
小鮮肉馬天宇在東方衛視正熱播的真人秀《花樣姐姐》(在線觀看)中，因為 安靜、隨和、善

于守護姐姐們成為一大亮點。前日，馬天宇接受記者專訪，談及暖男性格，他說男生照顧女生並
不值得炫耀，也不擔心“婦女之友”的名號會妨礙自己找對象。29歲仍一直單身，馬天宇解釋是
因為自己要求太多，對外貌要求更高。而對于與鄭爽能否發展成情侶，他表示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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