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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守規矩是做人的底線。近年
來，「守規矩」三字在內地熱傳，即是有官
員每每冒犯做人底線，以至罔顧國法、貪腐
墮落而倒逼出的關鍵詞。
世上萬物都有規矩。汽車不守交通規則就
會肇事，飛機脫離規定航線可能釀成空難，
官員不講規矩後患無窮。誠如英國歷史學家
吉本所說：「不在憲法規定的自由中，不可
避免會出現腐敗。」對從政者而言，一些未
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則是不成文的紀律和
必須自我約束的禁令。
「守規矩」自古就是官場要義。孔子說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這個「正」字，
就是規矩。孟子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所謂
「作孽」，就是胡作非為、不講規矩。
我國古代素有「立德、立功、立言」的「官箴」，亦即從政規
矩。諸如「公生明，廉生威」、「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負民即
負國，何忍負之」、「居官當思盡其天職，為政尤貴合乎民心」、
「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
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等等。
這些官箴彰顯了清正廉潔、執政為民的理念，也成為從政者必須

遵循的規矩。多數官員都能遵紀守法，「清風兩袖朝天去，免礙閻
羅話短長」。宋人呂本中編有一冊《官箴》，開宗明義道：「當官
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
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至清900年，此乃官
場的座右銘。
古代十分關注官員的言行舉止，不准「幹部」搞「潛規則」，做

出格的事。譬如飲酒，中國有幾千年博大精深的「酒文
化」，但嚴禁官員「公款吃喝」，否則就會觸犯法律、丟官
降職。
宋朝規定公酒必須上交，嚴禁私自飲用。宋治平元年(1064

年)，陝西鳳翔府知府陳希亮因貪喝鄰州送來的公酒，被朝廷
貶為太常少卿，名聲掃地。宋神宗時直學士祖無擇政績不
俗，卻因私下將300小瓶公酒送了他人，被免掉官職。「文
人官員」蘇舜欽因支持范仲淹改革被保守派忌恨，便以蘇
「在進奏院祭神時用賣廢紙之款買酒宴請賓客」為由告發，
蘇舜欽及一眾赴宴者均被罷官。
不許濫發補貼、公款旅遊、違規接待，乃當今官場起碼的

規矩，一些「公僕」卻總是明知故犯。最近中紀委巡視組有
通報稱，「周永康執掌中石油時期，中石油高層每頓宴請均
不低於10萬元，這種宴請幾乎天天都有」，蘇舜欽、陳希亮
等若地下有知，該大聲呼冤啦！
八項規定出台後，公款消費風光不再，各地高級會所、私

人會所紛紛關門轉行，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時下盛
傳：一些位置隱蔽、內部經營的「私人莊園」、「家庭食
府」，正成為某些「貪吃」官員的新寵，廣東省紀委就查獲
某土地開發中心將國有儲備用地出租他人建農莊，變成個別

官員大吃海喝的「第二食堂」。筆者在浙江某縣政府，見大院深處
的機關食堂樓上藏有豪華包間，滿桌山珍海味堪比星級酒店，賓主
盡是非富即貴的當地要人，據聞這場面已非秘密。
現實中，「雅賄」已成當今官場「潛規則」。真金白銀、名貴煙

酒和有價證券，正被名家字畫、珍奇古玩、宋瓷蘇繡等「文化精
品」取代。此舉附庸風雅又安全隱蔽，好像也未觸犯規矩，因而大
受青睞，甚至形成一條特殊的「產業鏈」，行賄者與古玩商和受賄
人互相依存「合作共贏」，結成利益共同體。新官場小說《青瓷》
就生動揭露了「雅賄」的驚人內幕。
官員利用出書、翰墨等大賺一筆，是不講規矩的另類表露。原郴

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出了《大倫書法作品集》和《歲月如詩》兩部
「大作」，前者定價418元，均通過權力之手向下屬黨政機關強行攤
派，幾年間這位「官員作家」就牟利3000萬元。原國家藥監局黨組
成員、副局長張敬禮也非法兜售多部「專著」牟利2300餘萬，其
《壽世補元》係非法出版物，每冊定價368元，印了4萬多冊。一些
醫藥企業為討好張敬禮，不惜高價購買「局長書」。可笑的是，這
些公款購買的「官書」多成擺設，或長年堆在倉庫無人問津。
在古代，法律規定官員可以寫書印書，但不能牟利，更不能利用

職權強買強賣。據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劉聲木的《萇楚齋五筆》記
載：清代地理學家徐松當湖南學政，要求生員（秀才）購買自己刻
印的書籍，結果受到革職處分，一生清白付之東流。為防官員陷入
「雅賄」怪圈，清朝明令禁止官員進古玩店。《萇楚齋五筆》云，
咸豐年間某侍郎偶至琉璃廠古玩舖閒逛，即被處罰；某三品官被友
人拉到琉璃廠遊覽，也遭御史彈劾而丟官……
歷史是一面鏡子。一地一部門，沒有規矩必會亂套，國家要長治

久安，社會要風清氣正，須人人講規矩、守紀律，官員更應做守規
矩的楷模。

當年看我是山人《三德和尚三探西禪
寺》，見其序言有云：「山人之意，實欲
以通俗之筆，發揚國術，一洗東亞病夫之
恥耳。」其志如此，確令我揭帽致敬。
武俠作家為稻粱謀者不少，懷有別志的

也大有人在。粵港派作家中，與我是山人
同樣旗幟鮮明的，還有一個齋公，甚至比
我是山人更熱衷於發揚國術。
齋公是筆名，原名朱棠，後自改為朱愚
齋，武人。功夫得自黃飛鴻弟子林世榮。
他在《粵派大師黃飛鴻別傳》序言中，開
宗明義說：「我國武術。有精微獨絕者。
其為用。於民族強弱。關係至深。自遜清
拳亂以還。懲所亡失。武術之見棄於國人
者。與日俱增。士大夫更引以為口實。鄙
棄之不復以為人類中所應有之事。故益衰
落無以振。積弱既形。東方病夫之稱。喧
騰環宇。十餘年來。有智之士。憫國日
弱。知非力求尚武。不足以復。」（標點
符號悉依原文）
職是之故，他所描繪的黃飛鴻功夫，力
求真實，在行文中大量加插該等功夫的特

色和效能，正合他書名的題語「國術裨
史」，惟每拖累情節的順暢。此書無技巧
可言，無論文筆情節都很粗糙，但已達他
的寫作目的——「記敘武術之文」。
其後，更將林世榮的遺技鐵線拳和虎鶴

雙形刊行，一招一式，交代清楚，更配以
插圖，其目的固是發揚國術，更是鼓勵國
人習武強身壯體，去除「東亞病夫」之
名。他說：「我國技擊之術、相傳已古、
然致力於技擊之學者、多數只知其術是以
自衛禦侮而已、而不知技擊於人體運動、
有絕大之裨益、蓋從事技擊鍛煉身手、其
身體無一處不運動、絕不能偏倚一部分、
既由肢幹運動、而及全身、血籺因之暢
行、體魄即日臻強健……」
近淘得他所著《林世榮正傳》，喜甚。

在序中，他說：「予自本其見聞為國術小
說，歷時至今，越廿年矣，區區之意，非
徒供茶餘酒後之談而已，實欲表揚國粹，
以養成國人有武勇自強之風，強種即強國
也。」齋公提倡尚武之心之篤，於此可
見。
齋公寫這部書時，應是上世紀五十年

代，連載於《武俠小說王》雜誌。在序
中，他提及三十年前從林世榮遊。林對他
說，武技關係於國家民族甚大。齋公半信
半疑，認為武術乃小道，「何得盛頌之有
如此」？但習拳後終明乃師之言，終其一
生宣揚國技，著書立說，莫不秉承此旨。
林世榮兩大絕技鐵線拳與虎鶴雙形，齋

公既編著發行，而這部《林世榮正傳》，
「乃為林世榮先生生平所歷，時舉以告予
者，先生今雖已歸道山，但門下弟子遍佈
國內外，其人其事，多能知之，且能言
之，不能杜撰也」，其意是內中所云千真
萬確，並非小說家言那麼簡單。
看齋公小說，每覺以武害文，讀者觀之
不耐，不似我是山人將武技與情節鋪排得
當，引人入勝。但觀《林世榮正傳》此
書，已無當年寫《黃飛鴻別傳》的「為武
而武」了。
此書可觀。

在網上閒逛，讀到一篇關於教養的文
章，寫得真好。只是編輯將原標題《教
養，就是要讓別人舒服》改成了《看不見
的教養》，容易造成「教養是看不見」的
誤讀。實際上，一個人的教養，一定是看
得見、摸得着的，是貨真價實呈現在大千
世界面前的。
誠然，對於一個具有良好教養者本身，
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不是拿捏、做秀
給別人看的，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省、
自覺與自願。這種行為可以達到「慎獨」
與「無他」的境界。有人看見與無人看
見，與其言談舉止毫無關係。我曾經偶然
觀察到一對青年男女，男生騎電動車帶着
女生，走到一個垃圾箱時，女的隨手將手
中的一個紙團拋向垃圾箱，但她卻沒有扔
進去，那個紙團碰了一下箱子，反彈到了
馬路上。女生立即從車上跳下來，撿起那
個紙團，重新丟進垃圾箱裡。這樣一個簡
單動作，讓我對這個女生（包括她的男
友）產生了極大的好感，斷定這是一個或
一對十分有教養的青年。
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與妻子去台
灣旅遊時，住進酒店後發現，房間內竟然

有兩張很大的雙人床，想到打掃衛生的清
潔女工很辛苦，朋友便在另一張未睡過的
大床上放上一張便條：「此床未用，不需
打掃。」其妻則盡量將用過的東西恢復原
狀，以此來減少清潔工人的勞動時間。我
聽後，慶幸能夠交到這樣一位有教養的朋
友。
教養是一個很特別的「產品」。與朋友

吃飯時搶着埋單，是大方，未必是教養；
在單位對上司很尊重，對下屬很友善，是
會處事，但不見得有教養；長得閉月羞
花，沉魚落雁，連眉目都能傳情，是美
麗，扯不到教養；就連見人掉到水裡，奮
不顧身救險，是大勇，是大義，但不一定
全是教養所致。教養須有文化和品位做支
撐，與格調、修養相匹配。一個有教養的
人，言行中會充滿善良、寬容、友愛與真
誠，一定是令人喜歡，受人愛戴的。
同樣的，沒有教養的人，也是看得出來

的。缺乏教養最顯著的表現是自私。一個
人如果時時事事處處為自己考慮，不肯吃
虧，只想佔便宜；不願吃苦，只想享福；
不願為他人服務，只想坐享其成。這樣的
人，肯定是一個沒有教養的人。類似的現

象不勝枚舉，如排隊時插隊、隨地吐痰、
亂穿馬路等。如今的國人，不排隊的現象
早已超出了擠公共汽車的範圍，進出電梯
時要擠，進出電影院時要擠，買票時要
擠，去醫院看病時也要擠。不但擠，還要
推，還要搡。畫家陳丹青曾說過一件事，
他給母親在上海買了房子，想讓老太太從
美國回來。可老太太回來沒幾天，說什麼
也要回美國。問她為什麼，老太太說：
「我走路上電梯、上車或是去醫院，後面
總有人用力推我。而我在美國生活了二十
年，只被人推過兩次，回頭一看，都是中
國人推的。」最近一段時間，媒體對「路
怒症」討論較多，從交通規則到駕駛技
術，從道路設計到「中國式過馬路」，不
一而足。其實依我看，路怒症最根本的原
因，是國民疏離了教養所致。一個以自我
為中心、沒有教養的人，平時習慣了爭
搶，坐上駕駛室後的表現可想而知。
英國皇太后曾說：「教養（manner）實
際上是英國皇室存在的一個象徵。」上海
市美育特級教師王聖民說：「人一旦獲得
良好的教養，就像一輛車在向前運行時獲
得了慣性一樣。」教養是精神形象的外
化，是美好人格的顯露。教養是一種像生
命一樣的東西，在時間的長河中緩慢涵
養，點滴培育，最後長成文明與文化的大
樹。如果我們的國民個個有教養，那麼就
會組成一個有教養的集體，就會構築一個
有教養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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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裡，西雙版納是個迷人而矛盾的城市。或許是瀾滄江的水賦予它柔美，或是
佛教對它慈悲的洗禮，一方面它溫柔平和，而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和茂密的熱帶森
林，又給予它原始熱情的氣質。
景洪市很小，卻是一塊打破顏料瓶的油畫布，色彩絢麗。金色寺廟、白色雞蛋花、

綠色椰樹、七彩的房屋……可以從中感到生命的熱烈，這裡沒有寒冷，少了雪的點綴
倒也不覺得可惜。明明被譽為「中國的曼谷」，我卻想起瑪格麗特杜拉斯筆下的西
貢，悶熱潮濕的房間，少女冷漠堅硬美妙的身體，風只會帶來更為炎熱的氣息。太陽
像情人心上一顆巨大的黃寶石，纏綿熾烈地灼燒着大地。正午總是最安靜的，人們閒
散地坐在樹蔭下乘涼，喝杯酸角汁，閒閒睡去，貓狗也自在地窩在涼爽角落。城市的
人看到這幅情景，大抵會很羨慕。偶爾過去一輛開得飛快的小摩托車，許是上班族趕
回家吃飯。因為實在太小，連計程車都不打錶，最方便的工具就是小摩托和三輪車，
從昆明過來最便宜的機票也只要幾十元。
上帝在創造西雙版納的時候，大概加了許多植物元素，到這邊總是不停地驚歎植物

的繁多，有嚇人的絞殺榕，連竹子也長得與別處不同。如果把西雙版納各個地方比作
花木，那麼總佛寺就是睡蓮，人極少，在偏僻的小路上，暗紅的大門上畫着金色孔
雀，因風吹日曬顯得有些黯淡。院子角落的巨大菩提樹，也安靜地迎着風搖擺着葉
子，不知曾經有多少高僧在樹下講經呢？大殿通常沒開燈，但經過的人都會去拜一
拜，感受佛祖在黑暗中的片刻寧靜。曼聽公園是熱情的扶桑花，它是傣王御花園，稱
為「春歡」，有妖嬈的傣族姑娘跳舞，憨厚的大象表演，金色屋簷紅色瓦映着藍天，
明媚張揚帶着甜蜜的滋味。熱帶雨林谷就是向日葵，鋪天蓋地的茂密植被，豪放的克
木人，考驗勇氣的樹冠空中走廊，生機勃勃得過分。那麼基諾山寨是茶樹，居於山
谷，人口極少，不與外界聯繫，猶如雲霧深處的古茶樹，隱秘卻自有一番安詳樂趣。
基諾族姑娘招待我們喝村裡產的普洱茶，有今年清明前的新茶，也有發酵三五年的好
茶，在寧靜偏遠的村落裡喝上醇香的普洱，有一種「世外桃源」之感。
勐泐大佛寺，是撥龍傣王為紀念病故的王妃南紗維扁而修建的「景飄佛寺」的原址

上重建的。慕名而來的人絡繹不絕，我在附近轉了轉，發現佛寺側門有個小村落，破
舊的院牆內種着大片的菜，曬得雙頰通紅的女人抱着大堆衣服晾曬，狗看到陌生人靠
近也只是搖着尾巴過來示好。我驚歎於一牆之隔的村落，暮鼓晨鐘竟然沒有沾染莊重
的氣息，只是淳樸親切地對待生活。大佛寺依山而建，這山名也甚是好聽——南蓮
山，可以俯瞰西雙版納旖旎的景色。大佛耳垂巨大，金碧輝煌，拈指而立，雙目下
垂，慈悲地看着眾生萬象。站在佛像腳下，巨大的陰影遮住陽光，突然就理解到傣族
人對信仰的執着，大概真的有佛祖庇佑這塊「神奇的樂土」吧？
晚上去告莊夜市，車過瀾滄江，徐徐吹來江風，一掃白日炎熱。也是很熱鬧，掛滿

彩色紙燈籠，吃上一個青芒，嚐嚐野生蜂蜜，看看雕刻精美的椰子殼燈，遠遠望見金
塔，在夜色溫柔中流連忘返。江邊一律是酒吧，遠遠聽到歌手唱汪峰的《再見青
春》，感慨良多，和朋友聊起往事，對岸的燈光映在江面上又蕩漾開來。印象很深刻
的是，有家酒吧黑色門簾上印着金色的佛像圖案，對立卻和諧。如同西雙版納給人的
感覺，古老又生機，樸素又熱情，安靜又明媚。
臨走前，又去了來這裡吃的第一頓的店——因三任老闆娘都嫁給外國人而出名的美

美咖啡館，傣家菜香料辛辣，在這家店的特色倒不是那麼明顯。坐在外邊的露台，喝
着青檸水，吃着
牛肉漢堡，平添
了幾分異國風
味。因着氛圍看
了電影《再見，
總有一天》，是
在泰國曼谷發生
的愛情故事。滿
身是汗的年輕男
子，身着輕紗的
成熟女人，都不
可避免地融入巨
大的時間洪流。
而西雙版納，卻
在時光裡雕琢出
無法磨滅的光
芒。

遊 蹤

美麗的西雙版納
■文：宗露寧詩 詞 偶 拾 ■文：俞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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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在一瞬間

燃起璀璨的火焰

不朽的生命

點亮一道

最美麗的風景

物質不滅

但終究

在大地的心中

留下一片

刻骨銘心的創痛

年年歲歲

守望靜謐的星穹

總能目睹你

清輝如許的顏容

和你走進輝煌時

那一刻

視死如歸的身影

輕盈的步履

悄然潛入

斑斕的夢境

清芬的脈動

洞開萬家的門扉

柔美的流淌中

心靈在諦聽

天籟的聖韻

那個穿越了

千年萬年的偈音

喧囂很遠

紅塵很遠

故鄉很遠

藏匿的夜鶯

在暗香浮動中

睜着一雙雙

似醉非醉的眼睛

夏風
綽約的倩影

在淒婉的瞳眸間

衍化成一座

幽深的月宮

纏綿的月桂樹

掛滿了

相思的風鈴

吳剛灑落的桂花酒

淋濕了

嫦娥翩躚的舞袖

人走天涯月難眠

魂牽海峽血脈情

月兒為圓人間溫馨夢

願守寂寞

甘伴群星

朝朝暮暮

流星 明月

■■能記述林世榮事蹟者能記述林世榮事蹟者，，非齋公莫屬非齋公莫屬。。
作者提供作者提供

■總佛寺的釋迦牟尼佛像 作者提供

■■「守規矩」
自古就是官場要
義。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