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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姐姐出差景德鎮，得知那裡距「中國最
美鄉村」婺源僅百十公里，早想一睹芳容
了，當然不能錯過這一良機了。辦完事已近
中午，我們謝絕主人的飯局，匆匆趕到汽車
站，隨便吃點快餐，正好有一趟去婺源的大
巴將發車，當即購票上車。

車上乘客幾乎全為觀光客，一派欣喜的樣
子。班車很快啟動。這裡屬古徽州地盤，地
處贛、浙、皖三省交匯處，距國家級旅遊勝
地安徽黃山和歷史文化名城歙縣、「江南第
一山」三清山都不遠，我想︰得黃山和三清
山之仙氣，婺源能不美麼？！

鄰座是位中年男子，姓金，很熱情，是位
攝影師，操一口江西普通話，得知我倆是第
一次去婺源，就當起義務導遊來。他說，婺
源好玩的地方多了，有東、西、北三條精品
線路，最佳的景點是江灣、李坑、汪口、曉
起、江嶺、慶源一帶，一定要去！金先生說︰
「婺源最有名是漫山遍野黃燦燦的油菜花，
你們來得正是時候！」我聽得自是入迷了。
汽車在畫廊中前行，前邊出現一片寬闊的

水域，水面平靜如鏡，倒映着翠綠起伏的山
巒，有水鳥在湖上悠然盤旋，儼然一幅絕美
的水墨畫，幾個村姑蹲在岸邊浣衣，隱約傳
來歡笑聲，遠處有人在垂釣，有小舟在水面
游弋。金先生說︰「這裡叫月亮灣，也算一
個景點呢。」司機似乎很理解乘客的心思，
故意將車速放慢許多，大家紛紛舉手機搶
拍，我想起劉禹錫一首詩︰「湖光秋月兩相
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水翠，白
銀盤裡一青螺。」

哇——前面果真出現一片油菜花！那黃燦
燦的顏色染盡原野，像一望無際的金色海
洋。從山頂到山下，層層疊疊，分外養眼！
與遠山、近水、小橋和白牆黛瓦的民居構成
一幅天人合一絕美畫卷，堪稱舉世無雙的景
觀啊！我們走近去，油菜花看似平淡無奇，
沒有菊花的多姿多彩，更無牡丹的國色天
香，也沒有水仙的冰清玉潔、茉莉的芳香，
卻是如此的「接地氣」和「平民化」，她靜靜地
在三月風中搖曳，就像是春天的舞者，渲染
出一種仙境般的美麗，令我們流連忘返。
大巴繼續前行，熱情的售票員對我們說︰

「婺源縣面積近三千平方公里，旅遊資源相
當豐富，要想細看，幾天工夫是不夠的。篁
嶺景區是經典景區，它位於婺源東北部，距

縣城45公里，你倆時間緊，去不了啦！我建
議你們去李坑看看吧，那裡去年剛被授予5A
級旅遊景區，也是新確定的國家鄉村旅遊度
假實驗區呢……」

一小時後，大巴就抵達婺源縣城。我們下
車隨意轉悠。哇！映入眼簾的滿是徽文化特
色和徽商印記，街上是清一色青瓦白牆的古
徽州建築，清新雅致、吸人眼球。路人多為
觀光客。沿街多茶莊、茶館、果品店、客
棧、酒樓、食肆和旅遊工藝品店。看舖面裝
潢，人文氣息很濃。我們在一家「祁紅婺
綠」店買了些茶葉。聽說「歙硯」是我國四
大名硯之一，主產區就在婺源，正好店裡兼
辦快遞，我也選購了兩塊。
人文之鄉多美食，婺源飲食文化承襲徽菜

傳統，清蒸、粉蒸和糊菜是主流，滿街飄
香，招牌上寫着粉蒸肉、糊豆腐、李坑炙
肉、荷包鯉魚、糖醋鵝頸、蒸汽糕、木心
果、野艾果等名吃，我們嚐了幾款，的確名
不虛傳。時間還早，我們搭上一輛旅遊小
巴，想到周圍轉轉。司機姓李，五十上下，
很健談，他說，他走東線的李坑、曉起、江
灣等景點，李坑距縣城只十公里，也最有顏
值！姐姐笑道︰「你還知道『顏值』哩！」

開行不久，遠處一座高峰直插雲霄，異常
壯觀。李師傅說，這是江西第一高山——大
鄣山，主峰海拔1,630米，盛產「婺綠」名
茶。但見雲蒸霧騰，林木蒼翠，雪白的瀑布
自山頂飛濺而下，直撲碧潭，如此壯美的高
山峽谷，令人驚艷！
不到一刻鐘車到李坑。李師傅引我們走向

村落，粉牆黛瓦的民宅在青山綠水映襯下，
凸顯嫵媚靜美，彷彿走進陶淵明筆下的世外
桃源。我與姐姐不謀而合道︰「若能在此住
一晚，多美啊！」竟被走在前面的李師傅聽
到，他回頭喊道︰「行啊，這裡有好多農家
樂，都不錯勒！好好好！」我倆忙回答，快
步走上前。「不瞞您說，我就是李坑人，我
家也開有農家樂，過去看看吧！」李師傅往
前面一指道︰「村裡有五六家農家樂，你們優
選吧！」也許是受我們感染，幾位廣東客也附
和道︰「好啊，我們也住下來！」

轉眼來到李師傅的農家樂，小院整潔，花
樹掩映，中西合璧的三層小樓，樓頂有拍照
平台。俯瞰四周，小橋流水人家，青石板路
曲徑通幽，一派如詩如畫田園風光。每間客

房有20平方，窗明几淨通風朝陽，電視空調
一應俱全，環境幽雅又舒適，門前還裝有攝
像頭，姐姐說︰「挺好的！不比星級酒店遜色
耶！」後院有菜園，青菜瓜果結滿一地，一位
農婦正在廚房洗菜，李師傅打趣道︰「她是我
老婆，也是農家樂總經理兼老闆娘兼董事
長！」女人欠身笑道︰「歡迎各位光臨，今天晚餐
免單！」農家小院響起歡聲笑語，我們決定下
榻於此，廣東客人道︰「兩人150塊、包吃
包住又觀賞美景，超級棒啦！」
夕陽正紅，我和姐姐走出小院。村後是一

片很大的湖泊，波光粼粼，連綿青山倒映水
面，湖邊綠茵酥軟如氈，遠山雲霧繚繞，一
條小船徐徐劃過，前面有座彩虹橋……我被
夕照下的美景迷住了。待我們返回，餐廳裡
已擺滿一桌佳餚︰有臘肉炒竹筍、柴雞蛋蕨
菜、花菇石雞、鯽魚烤葱、麻婆豆腐，還有
一盤烤肉，外焦裡嫩、非常好吃！李師傅說︰
「這叫李坑炙肉，是此地特產，創始於唐朝，請老
闆娘介紹吧！」李大嫂說，五花肉洗淨切成小
塊，竹籤串好後用桂皮、茴香、白糖、醬油
和胡椒粉等浸泡，再放到滾燙的糠灰上兩面
炙烤，烤到肉油滴入火灰即成……
我笑道︰「老闆娘堪稱李坑炙肉形象大使

哦！」李師傅又抱來一桶米酒請眾人品嚐，
大家談笑風生舉杯暢飲，老李自豪說，近年
很多影視片來李坑拍攝，他家也住過不少大
腕呢，他還掏出手機讓大家看視頻，又藉着
酒興唱起婺源民歌來。大伙對李師傅身世很
感興趣，他竟爽快地自我「爆料」出來︰原
來，他們伉儷曾是縣城農機廠歷屆勞模，後
來工廠倒閉，全家回到李坑，守着一方美景
過着貧困日子。改革開放後老李看到希望，
借款買車跑客運，家境漸漸好轉，八年前又
辦起農家樂，從此鳥槍換炮，蓋新樓建旅
舍，兒子出國留學，他還帶動村民跨上致富
路……
我姐妹倆在李坑度過一個難忘的不眠夜。

我們被婺源天賜美麗震撼，也被李家的故事
感染。翌日早上，我為農家樂寫下兩句對
聯︰「夜宿
婺源看不夠
詩畫美景，
晨別李坑說
不盡夢想家
園！」

新常態新策略

大學校園政治化
從南洋大學在
政權轉移、於國

家找尋出路和定位的過程中所經歷
的政治風波，歷經十任校長，並於
十五年後遭到「殺校」，回頭看看
今日同樣風波不斷的香港大學，港
大人似乎應多一份感恩。
因為回歸母體二十載的港大得
益於「一國兩制」，不但依然保
持其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特色，
更可以在四十二年聘請華人校長
後，回頭聘請當時名不經傳的英
國人馬斐森出任校長，享有相當
大的校政自主和學術自由。
而從黃麗松在南大任職三年提
早離職（合約五年）而回母校當
校長，令我聯想到港大現任校長
馬斐森，他也是在大約三年離職
（明年一月正式離任），同樣是
五年合約（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他之前在英國布里斯托大
學擔任醫科及牙科學院院長，這
次將減薪三成回到父親的老家出
任愛丁堡大學校長。
雖然他否認在政治壓力下辭
職。然而，像當年的黃麗松在南
大的處境，大學校園太政治化和
外來干擾太多，校長的確不好
當，也令人卻步。大學不同於一
般的公司和行政部門，要管理思
想自由的學者和學生，需要和依
靠的不僅僅是行政權力，還有德
高望重的權威。
不過，馬斐森兩年多前獲任命
為港大校長卻是一個「意外」。
與其說他今日辭職是因為「政治
壓力」，倒不如說，他獲選中是
「政治壓力」的結果。這次由他

辭職，可能是「撥亂反正」或
「從善如流，給港大人一個反思
的機會。」
記得當時港大有三位重量級學

者對這次任命提出質疑，包括前
副校長兼講座教授程介明、時任
外科學系系主任盧寵茂和新聞學
教授陳婉瑩。盧寵茂以較激烈的
「無知、無能、無心」語氣質疑
馬斐森的能力和誠意，陳婉瑩認
為「港大值得更佳的校長」，而
程介明則指馬斐森只想「做好呢
份工」，但「無夢想」。
其實，三位學者當時的質疑主

要基於馬斐森不懂中文、不諳華
人社會乃至亞洲文化，是否有足
夠的智慧駕馭日益複雜的大學環
境，可惜，嚴肅的言論經市場化
的媒體斷章取義地炒作之後，變
為情緒性熱話，更被渲染為「排
外」的陰謀。
但願今日港大在經歷了極端政

治化和極端自由化以至出現衝擊
校委會、宿舍性欺凌等一系列醜
聞後，來一位深愛及明白她的校
長，重樹新風和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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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經濟關
係密不可分，互

為影響，是為之最。事實上，任
何人也不能因政治或經濟的主觀
意志為轉移。
踏入四月，本已波動的局勢，
因地緣政治生危機，以致波動異
常。美國在敘利亞投下導彈在
先，其後美國三艘航空母艦會師
朝鮮半島，副總統彭斯親到韓國
發強烈警告：勿試特朗普決心，
美國對朝鮮之戰略忍耐是有底線
的。
事實上，朝鮮在太陽節期間進
行閱兵儀式，公開疑似洲際彈道
導彈的武器。當其時，朝鮮半島
一觸即發的擦槍走火危機，舉世
注目。太陽節翌日，朝鮮更試射
導彈失敗，而遭美國網絡攻擊。
有說，在下周朝鮮建軍節時又會
有新動作。執筆之時，似乎朝鮮
半島的危機有所緩和；其實，中
國在此次危機中似有角色。美國
望華能與平壤斡旋。正所謂政治
一天也嫌長，世界國與國之間都
以利益為先。
朝鮮半島關係，美國、日本、
韓國和朝鮮其中利害較量。雖
然，聯合國呼籲各國在外交上多
作努力，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也
曾強調：「中方在朝鮮半島、特
別核問題立場一貫，要繼續堅持
無核化大目標和通過政治外交手
段解決問題。」美國為了討好中

國，亦公開表示自特朗普上台
後，中國未曾在匯率作出操控。
中國在中央「習核心」領導

下，以和平發展為主導。近日公
佈內地GDP報捷，創年半新高，
遠超中央目標，舉世矚目。顯然
中國經濟不會硬着陸，這是令人
興奮的事。中國經濟從面臨崩潰
走向世界引擎；人民生活從不溫
不飽走向全面小康；社會保障也
從低水平走向全面覆蓋。全球經
濟重心從西移向東，中國經歷高
速增長多年，面臨長期積累問題
和矛盾，這亦是經濟發展新常態
的挑戰。
「新常態」一詞最先由美國太

平洋基金總裁埃里安提出，習近
平總書記曾於2014年5月河南考
察時指出：「從當前我國經濟發
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
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要適應新常態，必須有新策略、
新思維和新目標。 實體經濟轉
型，培育新興產業及為傳統產業
升級轉型是事在必行的。
而「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

升級」亦列為今年重點工作任務
之一。單靠創意點子是不足夠
的，為國家帶來經濟效益及社會
效益才是創新。創新產業，如有
國家政策支持，提供平台讓其發
揮，便可避免流於空談階段，做
到真正為人民服務。才能穩中求
變，走向富強道路。

香港藝人的兒女，
都 被 稱 為 「 星 二

代」。當中不乏俊男美女，他（她）
們是香港娛樂圈的生力軍，未來隨時
成為香港樂壇、歌壇、電視界的巨
星，相信是拭目可待！
最近，更為大家所關注的「星二

代」中，有「女神」利智的女兒
Jada。眾所周知，Jada的父親是一代武
打巨星李連杰，再加上母親是選美冠
軍，所以樣子甜美、清純的Jada自然
被睇高一線。
不過，利智對女兒進軍娛樂圈，似

乎不太贊成，如當年她的看法是︰
「其實在任何工作職場上，都是有它
的複雜問題和情況，娛樂圈也是一
樣。工作崗位是看重你的工作能力，
但做藝人，首要的是你是否有觀眾
緣，這點比什麼都重要！」
真正認識利智的朋友都知道，其實

利智的思維好清晰、好理智。她好清
楚自己所要的是什麼？對發生在她身
上的事情，前因後果她是非常透徹；
如初出道時，朋友們都心疼她在影片
中，被迫穿着「細碼」的泳衣，以凸
顯出她魔鬼身材作為賣點的安排。利
智反安慰朋友說︰「不要為我難受或
心疼，我不會猜測他們的動機是什

麼，因為我知道他們為什麼找我演
出。不論任何原因，這情況不會永久
存在的。給我三年時間，我一定可以
在工作上自主的。」果然，三年後，
利智做到了！得到所要的之後，她宣
佈退出娛樂圈，從商去。
對當時利智急流勇退，身邊不少朋

友們反對，覺得利智付出太多了，正
在娛樂圈可以修成正果時退出，太可
惜了吧！不過，對利智來說，就是找
到對的人，與她一生相依伴，這才是
她真正所要的「正果」。利智一直渴
望擁有自己溫馨幸福的家，朋友們都
感受得到，她說︰「娛樂圈的名與
利，只是我工作上所獲得的報酬，會
逝去的，完全不能掌握在我手裡。但
我愛他一生，他是疼錫我一世的丈
夫，我是可以永遠永遠擁有！」
好朋友，這麼多年了，我並不擔心
你，因為明白你！只想跟你說︰「你
一切安好！」

星二代

記 得 龍 年 之
前，不論早晚，

也不論走到任何角落，路上總見
有人遛狗。事隔六年後的今天，
大狗小狗少見了，取代的角色，
已多是一至六歲男女小孩，就是
有趣想知道，拖着心肝寶貝的年
輕父母中，有幾個曾經當日也像
喜愛孩子一樣愛過狗。
前特首鼓勵港人生四個，如果
藍天白雲持續不變，相信這現象
過一兩年也看到了。眼下就不時
有三年抱兩的夫婦拖男帶女推車
過路，好幾年就沒有過那麼
「生」氣勃勃，似乎很多父母都
勇氣可嘉，好像一下子都富起
來，忘記養大一個兒子也要四百
萬，何況還是十年八年前的四百
萬。
看這些不同階層千禧年後的新
一代，走路時蹦蹦跳跳，滿臉幸
福的天真樣子，誰都有理由相
信，他們明天的世界，一定比今
日更美好。剛會走路那些身穿迷
你成人服式的小人兒已經大模廝
樣踏着成年人的平穩步伐，單腳
滑板飛奔團團轉，上落公園滑梯

靈活自如，連未滿周歲哺乳期的
嬰兒，鞦韆打到半天高也嘻嘻哈
哈毫無懼色，膽識便少見於過去
不同年代的同齡孩子。
加以入學年齡早了（某年英國

政府似乎為了保障兒童大腦發
育，曾經立例禁止兒童四歲前入
學，現在拔苗助長的故事也許聽
不入耳了），功課多了，書包背
囊已佔了小人兒身長一半，家長
看着反而充滿美麗幻想，都為未
來博士笑逐顏開。
教育普遍以後，不止今日滿街

大學生，再過二三十年，藍領勞
工絕跡，滿街博士生也不稀奇，
那些飽受教育的男孩女孩，肯定
都有足夠條件成為未來社會精
英，他們日後接棒社會事務比今
日的精英更具魄力，也許是所有
家長自然應有的期望。
但是到了那個時代，競爭的劇

烈同樣必然比今日有過之而無不
及，不知教育界人士和家長們，
可有為今日的學童設想過，到時
怎樣應付比今日更多的壓力，灌
輸大量知識之餘，也該考慮中學
開始增設EQ / AQ課。

未來新一代

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小
到全世界的人們在近些年隨着

科技的發達，開始在地球上不同的角落過相同的
節日，譬如世界兒童日、世界微笑日、世界睡眠
日、世界無煙日……等等。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節
日裡，我最感興趣也最喜歡的自然是每年4月23
日的世界讀書日。
世界讀書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5年為

致力於向全世界推廣閱讀、出版和對知識產權的
保護而宣佈成立的。據說它來源於西班牙加泰羅
尼亞一個浪漫的傳說：美麗的公主被惡龍困在深
山，勇士喬治隻身戰勝惡龍，救出公主，公主回
贈給喬治的謝禮是一本書，從此以後書成為力量
和膽識的象徵。所以4月23日在西班牙成為「聖
喬治節」，加泰羅尼亞地區的人們在這天會和親
友相互贈送玫瑰和圖書。
類似的傳說在中國也有，譬如父母從小就給我

們灌輸的「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等，歸納起來，都是一些與讀書有關的能從閱讀
中得到的益處。
我很早學會了識字，父親又教會了我使用新華

字典，但那時候可讀的書並不多，對父親小書櫥
裡的幾本《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我並
不感興趣，常常趁大人不在家，悄悄地翻出母親

藏得很隱秘的《紅樓夢》來讀，還有父親的筆記
本裡抄錄得整整齊齊的《一隻繡花鞋》。除此之
外，便是在鄰居已上中學的姐姐處借她的語文課
本來讀，對書中一篇篇短小的課文充滿了好奇，
也對鄰居姐姐有那麼多的課本感到很羨慕。
待到我上了小學三年級，父親的工作地點變

動，我從乳源山區的小學轉學到了韶關的鐵路子
弟校。新學校裡有一個小小的圖書館，裡面除了
仍舊有一些《毛澤東選集》和一些我看不懂的月
刊、半月刊之外，還有好多的世界名著以及世界
各地的童話書和神話書，面對圖書館裡的一屋好
書，我一下子變得勇敢起來，初從山區小學去的
羞澀和靦腆瞬間消失，迅速地找到管理員老師辦
理好了借書證，從此變成了一隻掉進米缸的小老
鼠，嗅着充滿油墨味的書香，開始了幸福的閱讀
時光。
遺憾的是學校的圖書館每周只開放一次，這根

本不能滿足我的閱讀量，於是每次借書的時候都
會看別的同學借了什麼書，自己借的看完之後馬
上去和同學換着看，有時遇上性格高冷的同學不
肯換，就找機會偷着看。一次同桌的男生借了一
本《詹姆斯與大仙桃》，幾次央求後仍不肯借給
我，我便在晚自習時提前到了教室，悄悄地拿了
他的書躲到講台裡看。

結果，因為故事中詹姆斯和他的朋友們驚心動
魄的旅行經歷激動得大聲尖叫起來，一時忘記自
己是偷拿了別人的書在看，被同桌發現了，趁老
師不在，把我從講台裡揪出來打了一頓。
如此讀書的結果就是我的作文愈寫愈好，成了

語文老師最得意的學生，我的每一篇作文幾乎都
能成為班級乃至全校的範文，用稿紙謄寫得整整
齊齊，貼在學校食堂門口的閱讀欄裡，每次經過
的時候看見別的同學站在那裡津津有味地讀我寫
的文字，心裡便不由自主地有着小小的虛榮。
幾十年過去，兜兜轉轉地經歷了許多，我終於
實現了自己年少時的夢想，成了一個專職寫作
者。我喜歡讀書的習慣一點也沒有改變。到了互
聯網時代，網絡上的資訊太多，人們只需要坐在
電腦前，或者只是簡單地拿着一台手機玩玩遊
戲，就能消磨一大段無聊的時間，視頻和遊戲是
如此容易地滿足人們的需求，閱讀的需要自然是
愈來愈少了。讀書對大多數人來說成了一件奢侈
的事情。巧合的是，世界讀書日這天是莎士比亞
的生日。記得莎士比亞曾經說過「生活裡沒有書
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
鳥兒沒有翅膀。」
但願在這世界的每個角落裡，都有一些人離開

電腦，放下手機，安靜地享受讀書的樂趣。

讀書莫等此一日

夜宿婺源

朋友投身慈善事業，每每盡心盡力，最近
談及情況，不勝感慨。

慈善團體最近邀請了香港頂級學府一批大學生前往東南亞
參與義工活動，探訪孤兒及山區學生，志在薪火相傳。然而
香港大學生的表現出人意表，令主辦機構對今天香港大學生
的質素水平有所質疑。
活動開始之前，慈善團體派出當地導師來港陪同大學生出

發，上機前沒來得及介紹，該批「天子門生」沒有在意，在
往程飛機上忘形喧嘩，食物廢紙隨地亂拋，無視機長繫上安
全帶的指令，更不理會空姐勸告，行為令同機乘客側目，這
情況已被當地導師看在眼裡，但又不好出言勸止。
在活動期間，這批所謂「義工」又遲到兩個小時，令召集
人乾着急。究其原因，是大學生自行遊覽觀光，而忘了集合
時間，該批「義工」事後也不肯道歉，在他們的心中，根本
沒有歉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香港大學生的修行哪
裡去了？在外有如此表現，確是「丟架」，不單沒有起碼的
個人禮儀，更沒有做事的道德，錯了又不肯認，既令人驚
訝，更是痛心。
香港大學的學術排名每下愈況，想不到德行也日趨低下，

這與大學的氛圍不無關係。莫強求高尚的德行修為，只求做
人基本守法，有些教師連公民基本守法行為也欠奉，好像大
學講師在立法會上侮辱國旗、區旗而被檢控。教育界有如此
質素教師，又怎會期望教出有質素的大學生？
今天香港相當部分的年輕人，受到社會上激進政治氛圍的
熏染，自以為是，完全自我為中心，不顧及別人感受，遑論
尊重別人；看到大學裡那些衝擊校董會的場面，觸目驚心。
大學教育沉淪，有了昨天，理應就有今天了，一點也不奇
怪。

大學生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少爺兵

水水過過
留留痕痕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李連杰日前
在微博貼了一
張女兒 Jada
的圖片。

■婺源李坑一景。 作者提供

■馬斐森兩年多前獲任命為港
大校長，如今他已辭職是因為
「政治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