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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認為，人太年輕是不懂得品茶的，所
以，我心存敬畏，持有學習的態度。偶然機
會，跟隨團隊去「泉水人家」品嚐過泉水烹
製的白茶，回來後對茶產生濃厚興趣，喝
茶 、 品 茶 ， 竟 然 收 穫 諸 多 樂 趣 。
最初的茶記憶是來自父親。父母在單位做倉
庫保管員，後來調到商店工作，賣土產雜
品，經常出差去福建進茶葉。時間久了，辨
別、挑選、打包，他駕輕就熟，那時包茶葉
用的是包裝紙、尼龍繩，拎在手裡，很有儀
式感。很多回頭客經常到店裡喝茶，聊天，
他也結識不少老友。印象中，父親從來不喝
好茶，單位發的茶葉都留着孝敬老人，每次
回姥姥家，都會拎上茶葉，已經成為必選。

農人喝茶，解乏提神，沒有太多的講究，
用大水杯子泡上，出去就是一天，喝得葉子
沒了顏色，也不在乎。但是，每到逢年過
節，家中來人，就會燒水泡茶，茶自然是攢
的上品好茶，平日裡不捨得喝，招待客人卻
很大方。蓄柴禾、拉風箱，乾柴烈火間，裊
裊升騰起鄉村的哲學。待大鍋裡的水「咕嘟
咕嘟」翻滾，只聽一聲吆喝，「去西屋裡拿
茶葉，泡茶！」整個院落裡瀰漫着濃濃的煙
火氣，似乎茶的香氣順着煙囪飄向村莊的每
個角落，人人都可分享。
好茶，愈分享愈有味，這種味道就是幸

福。兒時參加過鄉村的大場合，婚宴設在露
天地裡，花錢請來的大廚忙着做飯，大人孩
子嘰嘰喳喳，端茶倒水跑腿這活兒就交給年
輕人，拎起大茶壺，一一倒入每個大瓷碗，
端起來咕咚喝個痛快，有種豪氣在裡面。那
種大瓷碗，至今我很懷念，覺得只有在鄉下
的大場院裡，才能喝出一片豪奢與明朗。
父親愛買茶碗、茶壺，算不上收藏，看到

喜歡的便會買回來，記得他從杭州帶回一十
分別致的茶壺，茶蓋上有個龍頭，可伸可
縮，後來送給姥姥家。好多年後，茶蓋破碎
被纏上厚厚的膠布，卻依然在使用，好像恪
守着某種傳統。

母親在廠裡幹過兩年活，大車間的案板上
擺放着一溜兒白瓷缸子，缸子裡泡着不同花
色的茶葉。很多同事等發工資後，才捨得買
茶葉，所以，一到月底，車間裡便會漾起沁
入心脾的香味，香氣雜糅，繚繞，彷彿絮絮
講述家長里短，人生百味。
這些年，我品嚐過一些所謂名貴的茶葉，

也見過很多高檔、價格不菲的茶具，但是，
最喜歡的仍是家中的茶杯、茶壺，已經過
時，成為「老古董」，可它承載的情感是濃

厚的，就像家中的成員一樣，有血有肉，也
是有心路歷程的人。
一個人喝茶喝久了，總會悟出點什麼，這

就是茶道。其實，茶道並非高深到不可觸
及，茶道就滲透在一分一秒中，就在當下的
修行，如林清玄的那句話：「茶禪一味，一
生一會。」一杯茶，一輩子。前往曲水亭街
泉水人家院落，主人王俐熱情招待我們，把
水桶放入從佐泉裡，打上清冽的泉水，燒開
後給我們泡茶，花茶、茉莉茶、白茶，端起
茶杯，小口咂摸，那叫一個甘甜醇香咧！喝
着茶，賞着泉，聽她娓娓講述百年老院的變
遷歷史，爬上牆頭的凌霄花，開得一臉歡
喜，經過陽光的洗禮，切割出窄窄的詩意。
我不禁想到「茶聖」陸羽。他是個孤兒，

從小被智積禪師收養，6歲那年，他給自己
起名陸羽，字鴻漸，自喻為「漂流在陸地上
的一根羽毛。」他不喜歡唸經，獨愛飲茶、
泡茶，師父不讓他泡，他立下志向，「喝遍
天下的水，飲遍天下的茶」，11歲離開寺
廟，走遍中國十大茶區，便有了流傳百世的
《茶經》。他的故事比一部《茶經》還要感
人，《茶經》的精髓正是他的精神所在：永
葆天真。
茶的精魂，在於靜心養性，即心的翻轉，

性情的陶冶。我不諳茶道，但是，喜歡品味
與思考。伴着縷縷茶香，將節奏放慢，回到
內心，享受安寧。台灣作家簡媜的《下午
茶》深得我心，她在書中說：「飲茶需要佈
局，但飲後的回甘，卻又破格，多麼像人
生。同一個杯、同一種茶、同一式的泡法，
飲在不同的喉裡，冷暖濃淡自知，完全是心
證功夫。……大化浪浪，半睡半醒，茶之一
字，諸子百家都可以註解。」

最心儀的還是她筆下的各種茶，一種茶一
個故事，一種茶一種人生，靜心想想，多少
茶滋味，都付歲月中。
孩子受了風寒，她想起母親的薑母茶，憶

起與母親的持續冷戰，倍感愧疚，不該傷害
最近的人。她想像母親的做法，加點冰
糖，熱熱地喝，很好喝，甜的呢！因為做了
母親，生活中的小偏方也會成為信仰的一部
分，皆是眼底流傳出的愛。

職業介紹所給她找了份傭人工人，主人家
生活優渥，小費也可觀，見他們晝伏夜出，
她有些不懂。女主人教她養茶壺，她天天擦
拭，像擦嬰兒的臉。此時，她想起病中丈夫
蠟黃的臉，如果那層蠟能換到壺身上，該多
好啊，她想到。她並沒有失落，將泡軟的茶

葉曬乾，做成五個枕頭。茶葉做的針頭，氤
氳着她的拳拳希望。
女兒被人拋棄，外出打工，留下個拖油瓶

給她。有一天女兒匯回四萬，她便罷手不再
撿茶梗，誰知小孩子生病送醫院花錢很多，
還不省心，她不得不重操舊業。明天工人來
取貨，十公斤鐵觀音。女兒是否匯款憑良
心，她靠着撿梗生活綽綽有餘：「就算婆孫
倆喝西北風，也要喝鹽拌糖的那種。」

又到一年曬茶季，兩歲的小孫女抓起一把
茶青塞進嘴裡，被兒媳趕快制止。他心裡想
着已逝的老伴。那年，他和兒子在茶廠裡忙
着殺青，沒日沒夜跟着機器打轉，老伴已是
病入膏肓，仍撐着下床幹活，癱在地上，一
張黑臉蒼得像白毫烏龍。十年來，每看到有
人在茶店買茶葉，他就老淚縱橫。八旬的他
想到來日不多，將去見她，可以告訴她「小
孫女坐在竹盤裡撒手抓茶青，跟她當年做媳
婦一樣憨。」
冬日午睡醒來，他想喝茶，妻說醫生讓忌

口，他執意，要用那把養得釉亮的小壺，房
裡的藥味太濃，妻扶他來到客廳。經過他的
手澤，繫着紅絲結的茶則，則面刀雕的幾個
字彷彿與他對話：喝茶的一生其實是在濃淡
冷暖中喝自己的規矩。與共嚐湯藥的老妻喝
茶就是最傾心的事。妻去街口買茶葉，電壺
的水沸，他手握着茶則想到，如果買不到
茶就把茶具收起來，回憶一兩件喝茶往事，
如果往事也記不起，那就讓妻幫他剪掉滿頭
荒亂的枯髮吧。

每個故事，都與茶有關；說的是茶滋味，
何嘗不是眾生相呢？酸甜苦辣，悲欣交集，
這就是生活的深味，蘊藏着頑強的生命力。
我想，茶是自然的饋贈，是不分貧賤富貴的
一種高貴權利。與吃飯穿衣一樣，喝茶也是
修行，修在心靈，耕在當下。是懷揣感恩，
保持安寧，還是功利至上，隨波逐流，兩種
截然不同的態度，收穫的自然也是迥異的人
生。一聲「喫茶去」，如當頭棒喝，也許只
有經歷過大風雨的人才能從中免費領受到一
份恩典與摯情吧。

女童應學會自保

要拚祖墳冒青煙兒
上 個 周 末 不 平
靜，不知多少人的

朋友圈被上海「幼升小」試題刷
屏。大家驚恐地發現，剛剛才適應
孩子上學要拚錢這個事實沒多久，
boss 等級就又提升了，如今娃上
學，一拚錢袋鼓，二拚基因優，三
拚祖墳冒青煙兒。
幼升小，即幼兒園畢業進入小
學。這個在小狸童年時幾乎忽略不
計的教育節點，如今卻是無數家長
嚴陣以待的重大關頭。
網上流傳着一名「牛蛙麻麻」
（牛娃媽媽）為孩子臨升小學前的
那個幼兒園大班寒假制定的「考前
計劃」，包括做完一年級的各種語
數試題、新概念1前50課視頻看三
遍、小學生字表認讀完成、拍球跳
繩摺紙拼七巧板、畫畫唱歌組字、
繫鞋帶打包禮物、最後還要掌握流
利的中英文自我介紹……語數外體
美勞，每天刷題，每天打分，感覺
可以直接無縫對接二年級。然而，
就是這樣本以為已經武裝到牙齒的
父母們，在真正的面試當日卻發現
被考的不光是孩子，更有他們自
己——據報道，上海有民辦小學招
生面試時把家長集中到幾個大教室
裡一起考，題目包括各種智商測驗
以及「800字教學理念和公民合辦學
校闡述」，有博士家長坦言那些題
目自己不會做。
更讓家長們崩潰的是，除了考察
父母智商，學校還調查了孩子祖父
母的「第一學歷」，以及孩子爹媽們的
身材——胖子不要，因為「自我管理能
力不強」……不少父母仰天長嘆：兒
啊，為娘/你爹拖你後腿了。
上文的民辦幼升小考試只是整個
幼升小戰爭中的一類戰役，事實

上，從整體來看，一個孩子從幼兒
園畢業進入小學，一共有五條出
路：第一個也是最佳出路，本身戶
口所在地正好對應劃區內的優質公
立學校，這樣就可以踏踏實實等開
學，錢也不用多花，這個選擇需要
祖墳冒青煙兒；第二個稍次選擇，
購置學區房，把戶口遷到對應片
區，目前北京的學區房平均尺價都
在1萬元以上，更有110尺賣出530
萬元人民幣的，這個選擇需要有
錢；第三個選擇基本和第二個同
級，就是上國際學校，每年學費10
萬元到40萬元不等，同時孩子要有
外國國籍，這個決定不可逆，一旦
選擇就再也不能參加國內高考，所
以意味着要一路國際地念下去。
也因此，這個選擇除了需要提前

佈局外，更要有持續的財力做保；
第四個選擇也就是上文的選擇，民
辦小學，由於民辦小學教學質量好
相對又不那麼貴，所以幾乎成了兜
裡沒錢、祖墳沒冒煙兒但又不想把
孩子送到渣校家庭的唯一選擇，也
因此會出現前文如戰爭般的血腥場
面。
而此次家長們崩潰的原因，正是

由於原本他們以為可以單靠拚娃就
有希望的這唯一的一條出路，突然
間冒出了要再拚基因這個又需要投
好胎才能解決的局面。至於最後一
條路，就是前四條都不通的時候，
只好隨分片兒進入劣質小學，所有
家長拚了老命和小命在做的，就是
避免墮入這最後一條路。
總之，在現今這個教育資源嚴重

不平衡的現實情況下，要想讓娃上
個稱心的好小學，運氣大於實力，
祖墳上那縷青煙兒，比什麼都重
要。

20172017年年55月月1515日日（（星期一星期一））采  風A28 ■責任編輯：葉衛青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談論「台灣才女
作家自殺」事件，

應要先從基本概念入手。
成年男人勾引未成年女童上床而
存心「始亂終棄」，只要「兩廂情
願」，法律上經常就是並無刑事責
任，雖則道德上應要受譴責！關鍵
在於事發時女童的實足年齡！
現時許多人會大談什麼「合法性交

年齡」，實為「法律承諾年齡」（age
of consent）的誤譯。這個法律概念因
何而生？先講現時「實際運作」，
然後才講「立法原意」。這個年齡
在香港是十六周歲，所謂一法立則
一弊生。現時香港男人打算「老牛
啃嫩草」而不負責任的話，潛規則
是十六歲以上「可吃」，十六歲以
下要「迴避」或「稍等」。
為什麼是十六歲？這可以說是
「保護女童」和「開放捕獵女童」
之間的角力結果！不少「學者」還
在爭取降低這個年齡，以保障「兒
童性權」呢！這個法律概念是不承
認十六歲以下女童有能力決定跟誰
性交！換言之，誰跟十六歲以下性
交，誰就犯法！即使真的女方挑逗
男方，亦當作男方勾引和剝削女方
論！十六歲、十八歲或二十歲的女
孩是否心智成熟？是否有能力在
「朗朗世界到處藏着魍魎與鬼蜮」
（陳世驤教授評《天龍八部》之
語）的社會中，好好保護自己？
這個因人而異！自殺才女作家是
理科高材生，自幼從學校、家庭接
觸的是什麼樣的「性教育」（狹義
是「性行為教育」、廣義是「性格

與人生規劃教育」）？包括家長和
老師在內的成年人，曾經提供過任
何「與有婦之夫談戀愛」的潛在風
險嗎？這包括投入感情而最終不能
結合，或是未婚懷孕等等不良後
果，也不必說感染性病了！
當事人和其他受害女生在當年上

中學時，認為跟已婚老師「交往」
是「可以接受」的事，實屬不幸！
大部分家長都愛護自己的子女，但
是除了必說的「中學生不要談戀
愛，唸完名牌大學不愁沒佳偶」之
類虛無飄渺的陳腔濫調之外，還有
什麼？這對青春期的青少年難起作
用，也不切實際！
筆者在一次性教育講座表示，中

小學性教育應該在某些環節男女分
班，曾經被主導香港性教育某大機
構的代表即場揶揄，那位女士以很
自豪的口脗說他們那機構男女合教
的課程很成功云云。她無視年輕男
女在無意識、無前途的「戀愛」和
「婚前性行為」之中，要承受截然
不同的風險。而現實人生中，男童
被女人勾引的風險，從來都遠遠低
於女童被男人勾引！今時今日，「同
性性行為」日漸被「正常化」，「男男
性交」簡直跟正常男女性交「平起平
坐」了！所以為人家長者，除了要
預防女兒給壞男人棍騙，還要預防
兒子也給壞男人棍騙！
才女作家究竟是死於憂鬱症還是

感情創傷，都隨着她的離世而無從
了解。相關醫護人員則或可總結一
下如何幫助類似病患的治療原則。

（〈保護婦孺到幾時？〉之二）

香港有一兩個名人，凡社會活動必有
份，凡拍照刊之於報端也必有份。其實

有的社會活動與他們並沒有多大關係，只是他（她）們
愛湊熱鬧，愛出鋒頭。於是照片刊諸報端，成為「拍照
名人」。
過去也有一位女名流，凡與中央有關領導人拍照，她

必躋身參加。有一次在港與中央領導人拍照，因我較年
長，被安排站在第二排中間，因前列都坐着中央主要領
導人。但此姝硬要擠到中央的位置上，我見她如此「勢
利」，只好讓位。
其實拍一張照片，不見得就顯得社會地位提高了。只

是在會見公眾時，中央領導人出場的排列，才是顯出其
政治地位。君不見中央領導會見場面，出場排列卻不是
可以馬虎的。誰排前誰列後，規矩十分嚴格。最重要的
是誰忽然不見了，這才是大新聞。當然，如果此人當時
外訪，或者因病，除此之外，便是政治問題了。
在毛澤東時代，這種排列，更是嚴格，誰缺席了，可
能是大新聞。文化大革命時期，誰登上天安門城樓，誰
忽然缺席了，都顯出當年政治鬥爭的激烈。
在林彪突然外逃之後，鄧小平復出，也是在天安門城

樓亮相中顯出中央領導班子的變化。這可以說是中國特
色的政治風雲變化的指南針。
俱往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動盪劇烈的時

刻，領導班子變幻無窮。先是打倒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接着又是林彪外逃，又是鄧小平復出。只是到了
習近平當權，政局才見穩定。
其實，人事更換調動，年老退休，在一個健全的政權

中，該是常事。可是在中國往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時代，誰上誰下，卻是大事。外國的政治觀察家，便常
在觀察照片的人事更動中，看出中國的政治變化。
習大大掌權以來，人事上相對穩定，這是一件好事。

政策不因人事變化而改變，這才是政權穩定的象徵。

拍照看政治

香港人經過沙士一
役，在衛生方面十分

講究，大家也習慣在生病時帶口
罩，以防傳染別人，但在歐美看來
衛生預防的情況遠不及香港。
最近我欣賞一位俄羅斯水彩畫家
示範繪畫，竟見他慣性地把畫筆放
到嘴裡去弄濕、弄乾、弄順！我看
得眼睛也幾乎掉了下來，俄國的翻
譯員見我一臉驚訝，還問我什麼
事，看來這情況在俄國普遍得可
以，怎麼沒想到健康與衛生問題？
真令人哭笑不得。這畫家滿肚子顏
料，難怪畫繪得那麼出色！
有一次我把自己的速寫畫簿給一
位年輕的荷蘭女朋友看，她竟然每
翻一頁便把食指放到嘴裡去弄濕，
直至全本看過，當時有其他人在
座，我也不知如何阻止她這動作才
不致令她尷尬，在接回畫簿時，那
感覺實在不好受。
用唾液弄濕手指去掀東西，香港

在沙士之前也有老人家會如此，沙
士發生後，此動作早已絕跡。若做
此動作，肯定會被人痛駡。除荷蘭

人外，意大利人也保持這習慣如
此，計算紙幣或什麼的，總自然地
把指頭放到嘴裡去弄濕，看得我心
驚。
這幾個月流感肆虐歐洲，我在意

大利讀書的同校同學，雖然來自
歐、美、澳、亞洲等世界各地，但
大家似乎都有個共通的陋習，就是
病不帶口罩。這些日子，咳嗽聲、
索鼻聲、噴嚏聲，聲聲入耳，來自
前後左右座位，竟無一人帶口罩，
細菌瀰漫，擴散迅速，幾乎無一倖
免被傳染。奇怪的是這些年輕人病
上三、兩個月也不去看醫生，就天
天回來播菌。有兩個小孩的校長也
被傳染了，怪責同學不請病假不看
醫生。
我和另一香港來的同學被害而病

過一場，自此全校就只見我倆天天
都帶着口罩。想來，在歐洲絕少看
到有人帶口罩的。
沙士雖然是香港傷痛的經歷，但

大家都學識了自我保護和顧及別
人。口罩也從此成為香港人典型的
保障罩。

放到嘴裡的畫筆

在太平洋上顛簸了十一個日
日夜夜之後，客船終於駛經香

港，緩緩開進廣州黃埔港。船上回國求學的學
子歡騰一片，船下碼頭上迎接的人群高舉大幅
標語：「海外孤兒有了娘！」、「祖國是歸僑
的有力靠山！」口號聲陣陣，鑼鼓鏘鏘，嗩吶
聲嘹亮，一片歡欣鼓舞。等到下了船，來到被
安排的三元里華僑招待所，這才開始真正體會
到內地的生活。
乍到的心情，自然是興奮的，但在興奮中又

帶點迷惘，畢竟是完全換了個社會環境，甚至
生活語言習慣。曾試着乘公共汽車去市裡，下
車時聽不懂粵語「落車」，竟坐過了站。問起
那女售票員，那人語氣甚不友好，哼道，唔係
話你知落車咩？噢，原來下車叫落車呀！我怎
麼知道？到了中山路，去找中國銀行，問路，
幾個途人不是不理，便是錯指方向，往東變成
相反的路。印象最深的，是到處都是飄揚「萬

國旗」，市民紛紛把晾曬的洗好的衣褲伸出窗
外。
而最特別的是，十字街頭有女警穿着白色警

服警帽站在高台上指揮來往交通，這是我之前
從沒見過的景象，不免感到新奇。當然，還
有，當時，所有建築物都是灰沉沉的，沒有一
點色彩。回想起來，那已經是1960年4月的往
事了。
在廣州呆了十天左右，我便被分配到北京阜

外西口的北京華僑補習學校補習，特別是政治
課，之前聞所未聞。後來考進北京師範大學中
國語言文學系，在北京一共住了十三年半，才
申請移居香港。記得那是1973年9月，我從北
京起飛，在廣州降落，當時並沒有京港航線，
到香港，必得經深圳。當時對廣州也沒多大印
象，匆匆住了兩三天，便忐忑走向另一世界。
到了香港，先是綠印者身份，陪父母回廣

州，也都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書。連續住滿七年

之後，才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資格。已經
記不清頭一次回廣州是什麼心情了，那時，一
切都好像沒有大變，廣州就是廣州。到了八十
年代末再去，覺得有明顯的改變，當然再也沒
見到指揮交通的女警了，公共汽車也不搭了，
計程車隨街皆是，廣州大多數人家都有車，可
是交通堵塞成了家常便飯。隨着內地都市化的
發展，絕大多數城市都一樣，許多門窗也像香
港似的裝上鐵閘；這些都不是當年可以想像得
到的。但，發展是硬道理，隨之而來的問題確
是問題，需要慢慢去解決，卻不能因此停止社
會前進的腳步。
如今的廣州，已經是燈紅酒綠，繁華景象，

不是當年可以想像。說起廣州，在內地有「北
上廣」之稱，也就是北京、上海、廣州齊名的
繁榮，當初，有誰會想像得到！回想這幾十年
的變遷，好像一場夢一樣，夢醒時分，早已變
得天翻地覆。

初到廣州

茶滋味

昨晚看了一套日本電
影 名 叫 《 富 士 家 族

2017》，最初選擇觀看這套電影的原
因，因為兩位女主角也是在八十年代日
本樂壇非常有名的女歌手小泉今日子及
藥師丸博子。很多這個年代的歌手到今
天也主力拍攝很多電影或電視劇集，所
以好奇心驅使下，想看看這兩位藝能界
的女藝人今天的樣子是怎樣。
當看這套電影差不多一半的時候，有

一種魔力吸引自己繼續看下去，因為當
中描述多個不同階層的人物，他們也在
找尋生存價值。看似很高深，但在我們
的生活當中有時離不開。雖然每天營營
役役地工作，你同我也沒有太多的選
擇，靜下來的日子，又會想着自己生存
的價值。可能自己是一個比較多愁善感
的人，有一份穩定的職業，而且是自己
的興趣，理應是已經得到上天的祝福，
當然我沒有否定這個安排，但有時又會
去想，到今天做了這麼多年的人，究竟
生存的價值是什麼？透過這套電影，不
多不少也找尋了答案。
戲中每一個人物，雖然生活或工作在

同一間雜貨店，但各自其實也有自己的
理想。一位打工的男生，本應在大學已
經是一位研究生，但他的理念得不到其
他教授的認同，所以得到的成績也差強
人意，但他沒有放棄，因為他堅持自己
的研究思想是正確的，只不過未有機會
發揮。
至於，電影裡其中一位女主角藥師丸

博子，她擁有一個很愛惜自己的丈夫；
但有一天，從一本日記簿發現，原來在
世界上排名一百位的預言家，曾經預測
過她會在新年的時候離開世界，這詛咒
令到她茶飯不思。但她沒有放棄自己，
還過着更有意義的生活，原來這位預言
家在他中學時期因為誤會了一件事情，
才說出這個假的詛咒。當然這個詛咒沒
有出現，但她領略到一件事情，「只要
身邊的人覺得自己是值得留下，我便有
生存的意義。」
戲中另一位女主角小泉今日子，因為

她患有突如其來的怪病離世，會久不久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出現。她不斷想着
「投胎」這兩個字，但看着自己的家人
又不想離去；因為如果投了胎，便不可
以在家人身邊看着他們的生活。她看見
還在生存的一家人及她的丈夫雖然不捨
得自己突然離開這個世界，但丈夫也認
為有些事情是需要放下，好好的繼續生
活。終於領略得到，任何事情到了限
期，也需要放下。
看完了這套電影，便第一時間拿起

筆，把我從電影中領略到的內容與你分
享，我也有很多東西其實也應該放下，
就由今天起努力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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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今日子
(右)、藥師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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