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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大部分人一提就知道，不就是福
州著名的明清古建築群！它已成為福州地標
了。
它始建於西晉末年八姓入閩之際，唐代安

史之亂後，南來避難，聚居於此的士大夫階
層和文化人為主要居民的街區。我知道它原
來包括衣錦坊、文儒坊、光祿坊和楊橋巷、
郎官巷、塔巷、黃巷、安民巷、宮巷、吉庇
巷，合稱三坊七巷。二零零七年全面修復，
共有一百五十九座明清古建築；但其中吉庇
巷、楊橋巷和光祿坊解放後改成馬路，實際
上已成為二坊五巷，但人們習慣上還是稱它
為「三坊七巷」。

三坊七巷我去過多次，應該說是比較熟
了。但這次居然住在三坊七巷的宮巷裡，那
種感覺自然又不一般了。

航機從北京南飛，抵達長樂機場時，天色
已大黑。來接機的福州博士生開車，在雨後
的路上飛馳，路燈暗淡，長路漫漫，見她沉
穩，同車的F禁不住稱讚一句。她只是笑
笑，依然心無旁騖。開進福州，F用手機通
知酒店，原來「聚春園驛館」藏在宮巷深
處，巷子窄窄，車子無法開進去，只好由酒
店開出小拖拉車來大道接載客人的行李。我
們在路旁等了好一會，才見到車子來。好在
雨只是點點滴滴，不至於淋到落湯雞。
這宮巷，因巷內有紫極宮道觀，故舊稱

「仙居里」。宋代坊內以崔、李二姓顯貴，
改稱「英達坊」，到了明代成化年間，又因
巷內曾有紫極宮，便直稱宮巷。除聚春園
外，巷內有林聰彝故居、劉齊銜故居、沈葆
楨故居、劉冠雄故居等院落。
這驛館，顯然也是以前的大宅院改建的。

院落深深，除了前院的幾間房，還有後院的
幾間。台階高低不平，照明又不足，雖然古
意盎然，但如不小心，夜間容易失足。難怪
F一再吩咐，晚上沒事別出來！
到福州，是因應冰心文學館的邀請，前去

講座。當然也順便參加冰心文學館舉辦的
「水墨畫展」開幕式。這三坊七巷，特別是
夜間，如今已成了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留連
的好地方。沒事，就上三坊七巷轉轉，這裡
集夜市、娛樂、飲食、古蹟等功能於一身，
難怪受到歡迎。

那晚，我們幾個坐在路中間供行人歇息的

桌椅上，Z買來幾份飲料，就在微微晚風輕
拂下聊天。這時，雖然時序已入冬，但福州
依然如深秋，非常適意。那天上午路過，只
見路中收起的棕紅色太陽傘下，有一堆木
椅，用鐵鏈拴住，想來是免得被無功德心之
人順手牽羊拿走吧？而在小巷裡，在咖啡座
外面，擺着幾張椅子和櫈子，供人休息。這
種設備，並不完全為了賺錢，很有人情味
呢。而在旁邊，也有高高的枝葉伸向天空，
與白雲飄過的藍天組成一幅大自然畫圖。我
們走進一家咖啡座，室內昏暗，但聞咖啡飄
香，幾個人坐在那裡不言語，都在各自玩手
機微信。這大概已經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常態
了。
我穿行在巷子間，從宮巷穿到黃巷，發現

有許多類似台北的手創小店舖，但人流不
旺，走進去，只有一兩個人在流覽。有的好
像剛裝修完畢，靜悄悄的，沒有人跡。走着
走着，走到一處，有一對新人在拍婚照，新
娘一身婚紗，穿高跟鞋，舉步維艱，新郎西
裝革履，相對瀟灑；他們在蹲着舉起攝影機
的攝影師指揮下，一會手挽手舉步前行，一
會又止步相視含情脈脈而笑；路人全都停下
讓路，讓他們自由取景。等到他們拍完，再
拐入小巷深處，竟然空無一人，只是偶然有
一二輛騎着自行車的中年男人馳過。兩旁的
白牆黑瓦儼然一副江南水鄉味道。F迎着陽
光照了一張戴着墨鏡的像，顯得生氣勃勃。
忽然想起，必須趕快把證件照按要求傳給

有關部門，F說，她師妹在負責電腦；既然
有此等便利，於是便乘的士直奔倉山區上三
路八號的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這裡
原本為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外洋女佈道會創
辦的「華英女子學堂」，一九一六年改成
「華南女子大學」，一九二二年在美國紐約
州立大學註冊；收回教育權之後，一九二八
年改稱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上世紀五十年代
由政府接管。
這個學院是由三座建築組成的建築群，帶

有面積較大的花園，我們登上中間的建於一
九一一至一九一四年的馬蓮彭學院（Malian
Payne Hall），俗稱彭氏樓，現已改名為
「勝利樓」。它在一九一四年曾失火燒塌，
抗戰勝利後由海外校友及教會人士捐資修
復。當我們踏着木地板走廊，進入室內時，

只覺周圍是一派老樓風情的感覺，每踏一
步，便似有吱吱響起呻吟聲。整個建築，都
給人予古舊感，難怪我們離去時，都要在樓
前留影。樓前花團間還停放着一批自行車，
看到了，也就自然引起童年回憶，F還作勢
騎上去。是不是想要回到想當年？
其實，我們來到這裡前，曾在附近的「七

里香」咖啡屋喝咖啡。室內靜靜，除我們之
外，只有兩對小情人在分別喁喁細語，非常
安靜。在走廊上，設有留言簿，牆上用圖釘
釘着許多明信片，有的是信紙，讓我想起在
西北某個偏僻小站上的情人留言。趨前一
看，只見寫着︰「親愛的七里香，我很想念
你！」再看，「再過二年將分手，希望以後
還在」。這恐怕是都市常見的商舖此起彼落
現象的心理反應。忽然看到署着2016.9.27
的紙條，這日子正好是我生日，所以格外留
意，只見寫着：第一次走進七里香，只為避
雨。氣氛很好。那天我在做什麽呀？極力回
想，才想起，我正在上海，但那天上海並沒
有雨，我在鍾書書局看書，外面陽光很好，
有四人小樂隊在街頭唱《上海灘》。
離開福州，直奔長樂，也直奔主題。冰心

文學館的講座在那裡舉行，然後就轉往機
場，從長樂去，便捷。我卻想起，前幾天才
飛來，只不過這次是離去，當晚直飛香港去
了。

可以監察法官！

將危比危
最近小狸在網上看
到一件挺讓人擔憂進

而更覺得甚為恐怖的事——「海鮮
食客每年攝入的塑料粒多達1.1萬
顆，其中的許多塑料微粒會嵌入人
體組織。」吃魚蝦蟹最後把自己吃
成塑料人……作為一年中絕大多數
時間都傍海而居的小狸來說，哎
呀，細思極恐。
還有更恐的︰「現在海洋中的碎
塑料超過五萬億顆，並且每分鐘丟
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就相當於一輛
垃圾車的垃圾量。而去到二零五零
年，這一數字將增加為四輛垃圾車
的垃圾量。」一分鐘扔一車垃
圾……比喻是個好東西，可以讓無
知一秒變成恐懼。
「塑料人」和「垃圾海」，人類

可能從沒想過現世報會來得如此之
快。儘管發起這項研究的比利時科
學家說︰「這樣的綜合性風險評估
尚屬首次。」但結論卻不是首次才
有：誰丟誰吃，這叫自作自受。
然而那些「海鮮」們卻是實實在
在的受害者了。雖然人類自行把牠
們列為了「無痛無感」的低等生
物，但傲慢的人類又焉知作為「塑
料中轉器」的痛苦與悲傷？
想到這裡，小狸不僅覺得恐怖，

進而感到欲哭無淚了。是的，「將
心比心」不僅人可喻知，「將危比
危」，正當此況。
試想今日海洋的生態狀況吧——
再一例如前不久，北太平洋常見的
一種海鳥（海鴿）曾經因飢餓而大
量死亡，最多時有數萬隻屍體被衝
上從加利福尼亞到阿拉斯加的海
岸。科學家說，這些海鴿的死因是

因為海水變得異常溫暖，從而影響
到了這些海鴿賴以食用的很多小型
魚類的日常生存。
又是氣候變暖，又是環境破壞，

又是難辭其咎的傲慢人類。
好在，人類的傲慢並不是全體的

傲慢。比如前不久，疑似因劇烈的
太陽風暴影響地球磁場，導致六百
多頭鯨魚體內的羅盤發生紊亂，從
而迷失方向，集體擱淺在新西蘭南
島西北部費爾維爾沙咀海灘。當
時，許多當地居民或旅遊在彼邦的
志願者紛紛聞訊趕來，或用隨機攜
來的工具，或乾脆用手，為擱淺的
鯨魚澆水以保持鯨魚身體的濕度和
冷度；還有些人不斷用手掌甚至臉
頰安撫着鯨魚們的身體，有的還在
喃喃自語，更像是給鯨魚鼓勁。與
此同時，所有人都急切等待着潮
漲，隨時準備幫助這些來自海洋的
朋友重返牠們可愛的家鄉。
這是一幅多麼美好的畫面，海灘

上鯨魚和人類的剪影彷彿是人類最
後的希望。
將危比危，在共同的自然家園面

前，人類如何才能不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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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給撕裂了！
二零一四年非法

「佔中」風波其實是一系列席捲北
非西亞「顏色革命」的延續，旨在
破壞香港政經制度（不諱言要傷害
香港經濟而令中央政府就範）和推
翻現屆政府（針對行政長官並要求
他「下台」）。
結果革命在守法市民極大容忍和
政府彈性處理之下風流雲散，卻徹
底改變香港社會的風氣。參與組織
和指揮的反對黨派頭領及隱形的
「地下黨員」友好，將七十九天擾亂
社會秩序的惡行淡化為「雨傘運
動」，意圖逃避一切相關刑事責任。
此後，在非法「佔中」期間涉及
佔路暴民的襲警、刑事破壞和非法
集會的案件陸續告上法庭，市民驚
覺司法系統入面有許多法官言行異
常！粗略看過一些判詞，個別法官
除了出奇地嚴重不信任前線警務人
員的證供之外，還經常大有越俎代
庖之舉，介入原本屬於辯方律師的
份內工作，直接為被告人被起訴的
控罪「解畫」，甚至自行為個別在
庭內庭外都顯得毫無悔意的被告
「求情」！然而天理循環，報應不
爽，市民又再發覺一些被無理輕判
或釋放的佔路暴民，不旋踵又牽涉
入姦淫詐騙、走私販毒的勾當！
在非法「佔中」未發生之前，香

港警隊在各種不同的評分標準之
下，仍然是世上其中一支最優秀的
警隊，為何「佔中」期間被侮辱為
「黑警」？事後，又為何香港各級
法官會變得責警嚴而律「犯」寬？
有法官一而再、再而三反常判決，
為「雨傘革命」疑犯開脫，令許多沒

有受過法律訓練的市民十分憤慨。難
免有人沉不住氣，公開出言批評，甚
至移用暴民辱罵政府官員和警隊的措
詞破口大罵。結果，不少吃香港法律
這行飯的專業人士跳出來揚言批評法
官的判案結果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contempt of court）！
問題是，支持非法「佔中」的
人，早前就恐嚇過判處非法「佔
中」示威者有罪的法官，為何當時
又不見有屬於反對派黨員的律師、
大律師站出來「維護法律的尊
嚴」？這豈不都是偏袒自稱「違法
達意」的示威暴徒？他們可是以故
意違反法律、破壞社會秩序來達至
政治訴求，來作為號召！根本是先
認罪，後犯法！
丹 寧 勳 爵 （Lord Denning，

1899-1999）是影 響 近代英國普通
法（Common Law）演進的重要人
物。現時在香港執業的資深法官、
大律師和律師，都知道丹寧勳爵許
多重要觀點普遍被視為當今普通法
的基石。
就社會應該怎樣監察法官一事，

丹寧勳爵曾引用英國哲學家邊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名
言，筆者試譯成中文：「在保密催生
的黑暗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出
錯。但如果過程真正公開，你就會
見到法官自重。遇上法官作弊，應
該容許傳媒批評，這樣才可以令所
有人守規矩。」
換言之，丹寧勳爵認為傳媒有批

評法官的自由！傳媒有表達自由，
平民百姓亦有，不容權貴粗暴侵
犯！香港法律界、司法界的翹楚是
否都忘記了丹寧勳爵的教導？

老一輩的喜歡表達家族繁衍，在春節的揮春
中，往往會貼上「百子千孫」的字眼。

大清律例雖然允許男人可以娶三妻四妾，但也不可能有
「百子千孫」。要有一百個兒子，起碼得有十來個老婆。封
建皇帝後宮三千，但也不可能一一受到寵幸。受到寵幸也不
可能個個都能生出兒子。皇帝的後宮性關係一塌糊塗，誰知
道哪一個才是「龍種」？哪一位假太監生出來的啊！
封建時代，生得兒子多的女人，會特別得到寵幸，在家族

中的發言權也特大，男權社會就是這樣。唐朝曾有武則天當
權做女皇帝，也改變不了這個局面。雖然白居易的《長恨
歌》曾有「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嘆，那是一時激憤之誦，並
不是整個封建社會已經有了變動。
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存在幾百年，男女平等叫得

滿天響，但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男女真正平等了嗎？
你可以說，雖然沒有出過女總統，但總算出了女總統候選

人，希拉里便是。英國更是出現了女首相，從戴卓爾夫人到
今天的文翠珊。德國的默克爾，更是女強人一名。
但是許多大財團的首腦，總是男人的世界，什麼洛克菲

勒，什麼福特等，都由幕後走到台前來。男主外、女主內，
在現代社會，仍然是這樣。
希拉里競選擔當總統候選人失敗以後，我重新拿起她的回

憶錄閱讀一遍。她在序言中說︰「白宮的八年檢驗了我的信
仰和政治信念，檢驗了我的婚姻和我們國家的憲法。我就成
了為美國未來而發動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戰爭的避雷針，也成
了有關婦女選擇與角色的好
與壞的情感吸鐵石……」
希拉里是一個有本事的女

人，一個並不是靠丈夫出名
的女人，是一個有野心的政
治家。美國沒有機會讓她一
試身手，從第一夫人變成總
統，實在可惜！

閒說希拉里

每個人總有一些憾
事埋在心底，想來會

痛、會後悔、會自責，會覺得傷害
了別人。但又有否試過在向當事人
說出這長埋心間的事，對方竟是懵
然記不起來？
我就有這些經驗，曾為了好友的
身心健康，支持她做了個重大的決
定，這事對她日後的生活有一定的
影響，我一直為此後悔不已，常反
覆思想若非我的支持，她便不會這
樣做；或是我當時能飛到外國去照
顧她，她便不會……內疚了好多
年。最近有機會前往探望，與她散
步時我鼓起勇氣向她道歉。她很驚
訝地表示：「噢，別儍，以我的性
格，決定了的誰也影響不了，我的
決定無關乎妳的支持，是當時的環
境必須如此。看我現在生活十分愉
快，當時不是行了這一步，也不敢
想像日子怎樣過，我的事業肯定沒
今天的成就！」我即時如釋重負，
原來這些年來我的內疚是無謂的。
也試過在年輕時說了傷害另一位

朋友的話，一直為自己的無情無義
感到難過，後悔這感覺久不久便像
在心內咬噬，深信他一定對我十分
痛恨。幾十年後，終於有機會跟他
重遇上，大家傾訴這些日子時，我
認真地為當年魯莽的言辭道歉，料
不到他的反應是：「是嗎？妳說過
這些話嗎？我完全想不起來，哈哈
哈！」啊，原來不安的一直是自己
一個人，對於這朋友來說，難聽的
話早已煙消雲散。
也曾試過對中學的老同學投訴

說：「妳當年這麼批評我，多麼不
公平啊，我好氣！」對方竟嘻皮笑
臉地大笑：「嘻嘻嘻，真的？我說
過這些話麼？我毫無印象啊！」是
自己平白生氣！
有了這些經驗，我不再為過去一

些事而不安，原來很多事情皆是我
們自己的判斷，不一定是當時人所
想和所感受的。但如果不肯定，而
心裡有千千結時，最佳辦法是找當
事人談談，好好解了這個結，免得
把無謂的不安留在心裡！

心有千千結

近期香港的法庭新聞很受關
注，在七名警員被判刑前一

晚，與朋友在上環一酒樓晚飯，鄰座是一圍家
族式飯聚，年齡包括老中青幼都有，自然睇到
電視台新聞報道講曾蔭權案及「七警案」，他
們對曾生案的議評先不說，可以引述一下他們
對「七警案」的議論，女主婦說：「條友先向
警員淋潑有異味液體抵打啦！咁都要挨告受
審，好陰功。」中年男說：「係啦，條友分明
挑釁警察。」男長者就說：「係，但咁他們應
該拉回去差館先，而家畀人影到，無計啦。唔
告香港法治又受損。」他們實在反映出普羅大
眾的心理狀態。
廣東民間有句話「先撩者賤，打死無怨」，
當然文明社會不可以提倡以暴易暴，只是人非
聖人，有時壓力下情商指數不穩，行為反應難
以很理性，所以大眾才會有這麼同情今次犯錯
的警員。可惜判案者不是這樣想，重視法律條
文，不管當時情勢，前因後果不考慮，誰挑釁
人先？誰犯錯先？都不是理由。以普通市民角

度睇，其實既然之前已經確定了「曾健超襲警
及拒捕罪成」，那期間因拒捕而產生的「拳腳
衝突」（只講暗角發生的時段）亦應與刻意濫
用私刑的性質有不同吧。不知上訴時這點可否
有得爭辯呢？
而最令大眾抱不平是「曾健超襲警及拒捕罪

成」，曾健超判囚5周，全部刑期同期執行，還
可申請保釋等候上訴。曾健超向警員淋潑有異
味液體是對執法者的極大挑釁行為，將執法者
當作出氣袋及代罪羔羊，卻可以輕判。七名警
員被裁定交替襲擊致造成身體受傷罪成，七人
各被判監兩年。這樣的結果還讓警隊同事和社
會大眾很難接受和憤憤不平；警察員佐級協會
將發動內部籌款活動，應付事件對警員造成的
經濟需要，不排除以一切合法可行的行動去為
七人取回公道。相信如果要搞眾籌協助上訴不
少市民都會支持。起碼筆者身邊班朋友也會捐
款。事件引伸出在情感上的矛盾實難以平衡。
警員高壓下執勤時儘管有犯錯的可能，但為

何得不到體諒，非要嚴懲不可。要栽培一個反

黑組總督察、偵緝警員很不容易，警員個人付
出幾大也不為外行人道，多年奮鬥一下子全泡
影。眼見七個家庭摧毀，太慘了，真是於心何
忍？這樣重判會令其他人有警惕，但也有陰
影，將來面對野蠻、暴力分子交手如何處理？
若將來遇事時變得明哲保身也怪不得他們。對
於他們是否令警隊蒙羞，請看看警隊同業對判
決的反應，睇逾千封求情信為他們求情，讚揚
他們有良好品格、警察員佐級協會會聯同警隊
各單位全力支援七人、網友代抱不平的反應就
知了。至於「損害香港聲譽」之說更不敢苟
同，損害香港聲譽的是搞「非法佔中」、「旺
角暴動」的人。非法搞事者，始作俑者、撩事
者可以輕輕放過，執法者先受懲罰入獄，何其
諷刺？
香港人經常以香港法治精神引以為傲的，如

今愈來愈令人失望了。律師打官司只顧咬文嚼
字，死硬規條；原來法、理、情這套講法根本
不存，法律不外乎人情更不存在，睇電影才有
的。

七警員判刑帶來的震盪

走出宮巷

因為去年沒有回到
外國探望家人，自己

的年假還有很多天，所以便好好安
排怎樣利用這些假期。
上星期決定三月初的時候，與幾

位親友一起到日本旅遊，因為距離
這個行程還有不多的日子，需要快
快地去決定行程，而且近年旅遊人
士已經習慣不需要透過旅行社，自
己也可以從網上購買機票及預訂酒
店，我也用了這個方法揀選適合的
航班及旅店。
某一天，發現一間廉價航空公司

推出一個很優惠的飛機票，我便嘗
試購買，結果終於成功預訂了四張
來回東京的機票，而且也透過信用
卡付了款，但不知道為什麼，雖然
付了款，但網站仍然顯示未能成功
購買到這些機票，所以我嘗試致電
銀行，看看這些款項有沒有扣除，
結果顯示這些機票的錢，還未正式
被收取。雖然知道未能夠及時購買
這些優惠機票，但總算透過這個網
上購買機票的過程沒有出錯，只好
期待下一次的優惠。
過了一星期，再嘗試看看有沒有

其他廉價航班的機票，因為距離三
月初的日子很近，唯有選擇貴一點
的機票。當我預訂了這些機票的時
候，靈機一觸，看看錯失了機會的
那一次的機票費用，是不是真的沒
有被那間航空公司收取，所以我再

次打電話到銀行詢問有關情況，結
果他們說：「你這筆費用已被收
取。」
這麼奇怪，明明那間廉價航空公

司說沒有成功購買到這些廉價機
票，為什麼仍然收取我的費用，所
以我又打電話到這間航空公司詢問
有關情況，他們竟然說：「先生，
這一次你購買的機票是成功的，只
不過我們未有及時把資料及機票電
郵給你。」
當時真的晴天霹靂，因為他們的網

站說我沒有成功購買，所以才選擇他
們比較貴的航班，這樣一來，我便重
複購買了機票，所以我要求他們把第
二次購買的機票取消，但他們堅稱不
可以，原因是預訂的航班不同。但你
看到這裡，是不是也覺得有問題？有
沒有為我氣憤？因為錯的不是我，是
他們沒有好好在我第一次購買的時候
交代情況，結果我才要去嘗試購買另
一些機票，而且他們也承認是自己的
錯誤，但仍堅持不可以幫我取消多餘
的機票。
其實用了這麼多的篇幅去說我這

個購買廉價航空公司機票的情況，
只是很想給讀者們知道，原來在網
上預訂機票也有這些很無稽的情況
出現。消費者真的要打醒十二分精
神，盡量用不同的方法去尋找究竟
自己選擇購買的是不是真正的成功
才決定去做下一步。

不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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