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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編織人脈網

跑偏的育兒鄙視鏈
上周各社交媒體又
現爆款文章，講的是

內地中產家庭在子女教育上攀比成
風，「絕不讓娃和沒有英文名、看喜羊
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
文章中稱，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

線」，那些中產爸媽們傾盡財力、削
尖腦袋讓孩子扎進更「高端」一點
的、所謂「門當戶對」的群體，從而
形成了一個多方位的教育鄙視鏈，包
括有外教的看不起沒外教的；全外教
的看不起部分外教的；有持牌外教的
看不起業餘外教的；有歐美發達國家
外教的看不起只有東南亞英語國家外
教的；興趣班學馬術、高爾夫球、冰
球等貴族愛好的通通都看不起學畫
畫、舞蹈、圍棋、跆拳道等傳統項目
的；假期出遊則呈現歐美、日韓東南
亞、港澳台、中國國內各地、本市景
點的鄙視鏈；甚至動畫片都分了三六
九等，看原版英文動畫片的看不起看
翻譯過的進口動畫片的，看翻譯的又
看不起看國產動畫片的……以至於才
出現了文章裡的案例︰5歲女孩交朋
友的准入門檻是「要有英文名字」，
而眾多父母在看放學後孩子們自然
地分成「聊喜羊羊的」和「聊米奇妙
妙屋的」之時都老懷欣慰。
最近關於中國中產的文章非常多，
賞櫻指南、學區房、幼升小面試家
長，以及這次的鄙視鏈，每個議題都
帶有十足的娛樂性，用某知乎網友不
太客氣的總結就是：「中國中產就是
個笑話」。
笑話的成因眾多，離不開這個時代
和社會。微博的熱搜每五分鐘一變，
但不論怎麼變都逃不出明星八卦、金
錢和獵奇，而即便是為數不多的一些
時政或社會熱點，下面點讚最多的首
條評論也十有八九和錢或抖機靈兒有
關。在一切向錢看的全民娛樂大背景
下，中產秉持「物質至上」的心理

也是再正常不過。而中國目前的這一
代所謂「中產」，有相當一部分的資
產是成就於樓市，早些年間恰巧買了
幾套房，如今糊里糊塗身家幾千萬。
這類人本身的「中產」是時代造就，
與個人能力並無太大關聯，換句話
說，其本身並沒有那麼優秀。對於子
女教育，他們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學識
和技能來鑒別方法的好壞，只能追求
「更貴的」來「保證」更好的。
另一方面，在中國，從年收入5萬到
100萬都被算作中產，既然都是「中
產」，面子不能丟，而且不從眾恐怕
就要「掉階級」，5萬以下的族群在
中國幾乎是隱形的，細思極恐，惟有
奮力追趕。
有意思的是，在這組育兒鄙視鏈

上，金字塔的頂端都是指向純粹的歐
美，換句話說，中產們都覺得愈西化
愈好。但真正的西化教育是什麼樣的
呢？這讓小狸想起一位朋友，嫁了德
國人，兩口子都是外企高管，生了兩
個漂亮混血兒，目前全家生活在香
港。她沒有英文名，微信名是中文和
漢語拼音的真名，她朋友圈裡孩子和
自己的出鏡率是二八開，從沒晒過給
孩子買了啥、報了什麼班，最愛晒的
是她日復一日從不間斷的越野跑、全
球各地參與的馬拉松，以及一家四口
參加的家庭越野賽、風帆賽、或者國
外房車自駕遊。再看她的兩個孩子，
全都開朗活潑，朋友眾多，肌肉緊
實，長手長腳，擁有漂亮的小麥色，
運動能力一流。在朋友圈形形色色的
中產堆裡，他們遠算不上最有錢的家
庭，但卻真是小狸最喜歡的一個。
西化教育，或者說一個更好的教育

方式的精髓，更多地應該體現在精神
上，重點是父母的榜樣和陪伴，這和
起不起英文名、看不看「生肉」（沒
翻譯過來的）動畫片、上不上5萬一
年的嬰兒游泳班沒有太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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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談年輕人上大學
所為何來，忽然想起

剛去世的英國著名演員羅傑摩爾
（Roger Moore，1927-2017年，港譯
羅渣摩亞）！此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
代合共主演過七齣《占士邦》電影而
聞名於世，不過他早在六十年代已在
英國走紅。
七十年代初，摩爾演過一系列電視
劇《The Persuaders!》，按字面義是
「說服者」。當年麗的電視（亞洲電
視的前身）購得版權，配了粵語播
映，取名《脂粉雙雄》。內容是兩位
花花公子形富豪聯手對付犯罪分子的
歷險故事，二人一英一美，摩爾就是
飾演當中的英國人。他在劇中是位英
國貴族，畢業於牛津大學，做過陸軍
軍官和職業賽車手。
有一集故事講他與大學時的同學重
遇，這位同學是非洲某小國的總統！
兩人見面時，總統先生用了一種校友
間的特有握手辦法，通知摩爾自己惹
了很大的麻煩，被身邊幾個來歷不明
的人挾持。故事當然以「脂粉雙雄」
成功儆惡懲奸告終。
看這齣電視劇後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就是如果上過如牛津大學這樣國
際知名的頂級大學，你有可能認識到
一些小國的國家元首！若是相識於微
時，會否建立出深厚友誼？這可不得
了！若在高度國際化的大學任教，說
不定將來會有學生出人頭地，成為一
國元首，昔日的老師便等於「王者
師」了！現任埃塞俄比亞（Ethio-
pia，又譯︰衣索比亞）總統特肖梅
（Mulatu Teshome）在哪裡上大學？

他在北京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和博士
課程，能操流利普通話，二零一三年
當選總統。
為何潘某人要講這些？旨在說明大

學教育除了為做學問、增知識、求資
歷之外，還有建立新的人脈關係網
絡！名牌大學有條件吸引世界各地的
精英入讀，你若上這類大學，或有機
會認識別國的富二代、官二代，這些同
窗日後或會成為部長級以上的政府高
官，又或者是超級富豪。
「一帶一路」將會是中國往後很多

年推動區內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香港
理應把握機會「分一杯羹」。先前香港政
府提出要從大學教育經費之中撥出一
點點來成立基金，招攬「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的年輕人到香港升讀大學。
有反對派議員「循例」事事反對，他們提
出的理由十分可笑，都是些重「本
土」的廢話。他們不知道現實人生
中，人際關係網絡對個人的成長和事
業發展影響深遠。俗語說得好：「在家
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若想得「功利」
一點，求學時期結識的好朋友，將會是
年輕人日後餘生的重要「資產」。
傳統西方大學學制原本要全體學生

「寄宿」，大學生住的叫「舍堂」
（hall），不叫「宿舍」（hostel）。舍堂
生活讓大學生認識不同專業的校友，
有更多學術交流、思想激盪，以至開
闊眼界的機會。我們「走讀生」就沒
有這種福利，只能過幾年不完整的大
學生活。
看看近十多年香港各大學舍堂生活

的墮落，難免對香港長遠的教育成效
與質素生起一絲絲的憂愁！

生平熱鬧慣了，但這個復活節，卻過得十分
寂寞。

小孫子一家，到泰國旅遊去了。大女兒也不知去了哪裡，或
許是隨丈夫到廣州探親，或許是參加舞蹈班忙得不可開交。大
兒子家住大埔，日前曾招待我去作一日遊，不好意思再要他一
家前來陪我。因此，整個假期，學校放假，全校靜悄悄的，加
上家裡的廚房正在裝修，女傭也無用武之地。兩頓飯得讓司機
送去外面用餐。但他前幾天利用假期去日本度假，難得他一回
來又得前來陪同活動。自己出不了門，更不能駕車外出。
小孫子在家，就很有熱鬧的氣氛。他成為家裡的「主心骨」。他

不在，我的寂寞感油然而生。有的人喜歡安靜，很有能耐「享受」
獨居之樂。我卻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大概因為多年主持學校工作
所養成的習慣。喜歡和青少年學生在一起，也喜歡多子多孫的大
家庭。我有三個兒女，但卻只有三個孫子孫女。況且有兩個孫子
孫女已是適婚年齡，他們當然不會圍住老祖父面前問長問短，只
有七歲的小孫子還可以讓我摟摟抱抱。但這樣的日子也不行了，
小孫子的活動多得很，他能游得很到家的蛙泳，能打羽毛球和網
球。跟隨他的爸媽活動多，哪有能耐依偎在老祖父身旁？
小孫子長大了，我卻更老了。年齡的距離使彼此沒有更多的
共同興趣和活動。我常想，讓成年的孫子孫女早日結婚，趕快
生出我家的第四代，讓我能抱曾孫子、曾孫女嘗嘗四代同堂
的滋味。我是人老心不老，總喜歡和子孫們在一起。但現在要
討得小孫子的歡心，並不是給點糖果，或者講幾個老土的故
事。相反，小孫子的玩意兒多，光看他在iPad上玩的花樣，
便不是這位老土的祖父所能玩的。他能和他的父親玩圍棋，這
也是我所不懂的。
現在要和小孫子相處，不是幾顆糖果所能奏效。得有百般
「武藝」，才能建立爺孫的「友誼」！

十分寂寞

最近看到一篇外地
報道說：「這世界根

本沒有穩定的工作。」
細想起來，自己曾工作過的大公

司，有些是倒閉了，有些則風光不
再。以香港這彈丸之地，曾是年輕人
夢想入職的機構，有不少已在多次金
融風暴、經濟不景、沙士打擊下要收
縮成本、裁員、外判工作、取消第十
三個月糧，甚或消失了。
世易時移，經濟轉型，循環不息，

久不久新興企業就如春風吹草生，職
場上又有新光景。在內地以往認為做
國企最穩定；現在眾人都想入阿里巴
巴！所以說：與入職機構雖有緣分，
但沒有天長地久這回事。做生意的沒
有長勝，打工仔又怎能把整個希望和
家庭經濟寄託在一個機構？所以必須
要有危機感，今天的穩定工作，可能
在某天因意想不到的原因掉了，成為
一生的慘痛。故此必須要有能力不會
手停口停。除了儲蓄，有後備求生能
力很重要，這猶如職場的水泡。

本身的工作是一項技能，別只獨沽
一味走天涯。有一位排凸字的朋友，
少年時學師出身，至中年時排版逐漸
改用電腦，他是首個主動去學電腦的
人，其他人覺得他浪費時間。直至公
司全部改為電腦排版，那個部門要解
散，眾人才如夢初醒，最後只有他可
以留下，而且升任為電腦排版主管。
無論你今天任職什麼行業，擔當什

麼職位，想想自己有沒有第二項專
長，如果沒有，在工餘時間把一種興
趣發展成為專業，初期可能會因忙碌
而感到辛苦，但要知道這是自己的防
身武器。有一位行政人員女友，因愛
旅行而學習攝影，最後愛上了成為專
業攝友。有一天工作掉了，憑精湛
的攝影技術，她立即找一份攝影師
的工作，寓愛好於工作，較前活得更
愉快。
擁有第二求生技能就如懷寶劍一

把，有一天可能寶劍出鞘，為自己渡
過一個難關。

寶劍出鞘

北京第六中學是一座老校，
它位於南長街頭端，與西長安

街交界處，隔第二十八中學，便是中南海
了。傳說曾經有過建高樓之議，但終於沒有成
事。旁邊曾經是捷克大使館，後來又變成幾內
亞大使館，在我離開後又成了胡喬木的官邸。
我在六中讀書的時候，出入經過，總是有配

手槍的衛兵站崗。後來，所有的大使館都遷到
朝陽區的使館區去了。傳達室右邊，有一道矮
牆，好像屏風似的，擋住裡面，不讓外人望到
內景。矮牆上是毛澤東的手跡：好好學習天天
向上。矮牆後面，便是操場，以橢圓形跑道圍
，中心是籃球場，但沒有球網，空空的，只
剩籃筐，我們喜歡的「唰」一聲入籃聲沒有了，
只能聽到籃球呯的一聲擊在籃筐的沉沉聲，但
還是不減少年的興趣。
那時，附近就有郵筒，但不知基於什麼心

理，寄家信的時候，總是要走一站路，沿西

長安街往西走去，總是經過一段紅牆，紅牆前
有閱報欄，常有幾個人站在那裡在看當天的
《人民日報》，再經過門前有衛兵的新華門，
到六部口的電報大樓投郵。
六中是一座三進院落的平房，一進大門，左

邊是傳達室，有一位大爺鎮守，進出都由他監
管，連信件和電報都由他掌握，傳達室外設有
插信箱，他把所有信件都插在那裡，任收信人
自己認領。那時沒有私人電話，有人打電話找
你，大爺一聲吼，接電話的人必須飛奔而來。
但絕大多數都不願如此折騰，反正那時電話也
並非必需品。即使出門找朋友，也全靠運氣，
沒有預先通知這一說，找得到固然好，找不到
就算。
那時，即使公用電話，也是一個樓群一部，
有人找你，掌管電話的大娘或大爺，便屁顛顛
地跑到你樓下，大喝一聲：三樓321室姓王的
有人找！快！哪裡像當下，一個人一部手機，

連小孩都不例外。
我們十二個人給分配到一間有上下格的雙層

床大房間，有個先我們從棉蘭回北京的同學王
立達，則分到另一間較小的集體宿舍，與潘姓
香港同學等人同住。他當時在什剎海少年業餘
體育學校練重劍，潘則練花式劍。有一晚，學
校入賊，王被驚醒，半夜爬起來，穿睡衣翻
矮牆而過追賊，終於擒獲對方，一時傳為美
談。但他只呆了一年，便申請出境。我跟他並
不熟，到香港後，方知他已在電影圈成名，藝
名羅烈。
曾經在油麻地一家馬來餐廳碰見他，有人勸

我去相認，但我不願意。心想，人家當紅，未
必肯認。何況我跟他也僅是點頭之交，如果說
不認識也不奇怪。憑《天下第一拳》他紅過一
陣子，後來幾乎淡出了；再後來，前幾年吧，
忽傳來消息，他竟已在深圳去世。雖然是萍水
相逢，但畢竟認識過，我還是感到難過。

寄宿生生活

艱辛往事話補助

上星期跟三位好
朋友到台北旅遊，

就正如上星期跟你們分享，因為決
定這個旅程，我們用上很多時間討
論了不少，終於在上星期真的踏上
這個旅程。
我們四人在乘坐飛機之前的一

晚，心情已經很興奮，雖然大家已
經有不少旅遊經驗，但是我們能夠
可以互相配合時間而參與這個旅
程，實在難得，所以我們也非常期
待；就正如我自己一樣，好像從前
當小學生的時候，每當有機會參與
學校的旅行，前一晚總是睡不好心
情忐忑，原來過了這麼多年，人大
了，還是會有這種情況出現，正表
示我對這個旅程的期待。
其實一班朋友們能夠一起旅遊，

已經不簡單了，除了出發前的安
排，例如︰「購買機票、選擇入住
什麼酒店等等」，以上每一項都有
很多的選擇，亦因為太多的選擇關
係，便有機會出現不同意見，而這
些意見是有可能會傷及友誼，但我
們這一次完全沒有一點不愉快的問
題發生，因為大家懷同一個目
的，就是好好享受這個旅程，不要
太傷腦筋。
雖然話說不傷腦筋，但我們也滿

有心思，因為知道其中一位朋友將
會在六月份生日，所以我們在香港
已經準備了一些驚喜派對所用的裝
飾品，包括一串寫生日快樂的英
文字句及很多的氣球；而且另一位
朋友亦在出發前，專誠在酒店訂購
了一個生日蛋糕，務求令到這個即

將生日的朋友感到莫大的驚喜。
就在準備給這位朋友驚喜之前，

因為是驚喜的關係，我先跟其中一
位朋友靜悄悄到酒店的蛋糕店取蛋
糕，然後鬼鬼祟祟地混進我的酒店
房，而我自己亦已有心理準備，如
果當這位生日朋友發現我拿生日
蛋糕的話，我會說一個藉口令他不
知道來由，好在這件事沒有發生。
回到自己房間之後，我便負責把

十多個氣球吹起來，原來也有點泄
氣，但因為時間緊迫的關係，所有
進行這個驚喜派對的東西也要在短
時間內完成，因為當時生日的朋友
已經不斷問我們去了哪裡，要不要
聚集一起，想想跟下來的時間做
些什麼，我惟有再找另外一些藉口
打發他，不容許他到我的房間。
我們大概用了十五分鐘，便完成

了這個派對的裝飾；而其中一位朋
友亦準備拿手機拍攝整個驚喜過
程，最後這個驚喜派對，也達到我
們的目標，而且這位即將生日的朋
友也感到滿心歡喜。
有時我也會在想，這些朋友雖然

不是經常見面，但也可以用這麼多
心思去為對方做點事情，雖然看似
簡單，但真正實行，則需要一些誠
意及時間才可以做到，但我們四人
做得到了。
有很多人也說，怎樣可以考驗彼

此的友誼？「一起去旅行便是其中
一個好好的方法。」這些真的難不
到我們，因為我們四人都合格了，
而且已經計劃定下一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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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是困難補助的簡稱。三四十年以前，
大陸的每個企業（當然也包括政府機關和各
類學校），都要在工資以外，單獨列有一筆
資金，此項資金只用於困難職工的生活補
助。
那時國家尚未實行計劃生育這一基本國

策，國家是人口多，每個家庭也是人口多。
一般人家子女有四五個，七八個的也有，我
有個鄰居竟有十個孩子。好在那時國家實行
的是低工資、多就業的政策。有事大家做，
有粥大家喝。
在城裡，無論是公務員也好，做教師也

好，當工人也罷，大家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基
本都在同一水平線。那時的貧與富，完全取
決每個家庭工作人數與吃閒飯人數的多少。
其實那時，很多家庭均是子女多，吃閒飯的
人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叫「兒女
荒」。很多人家的日子過得是苦嘰嘰的、緊
巴巴的，人們終日要為穿衣吃飯發愁。
為解決人們的燃眉之急，困難補助的出台

與實施，就像一場及時雨，它幫助多少家庭
渡過了難關。一般來說，大企業、好企業，
補助的標準就高些，頻次就多些。我所在的
企業，當時職工的福利和待遇，在我們這座
城市是首屈一指的，好得令人眼紅羨慕。很
多人走路都是昂首挺胸、趾高氣昂的，就像
如今的公務員一樣。
補助的周期，每月一次，多了沒有。遇有

特殊情況，可隨時申請，隨時發放。補助的
原則是救急不救窮，實際操作上是兩者兼顧
的。所謂「急」係指生老病死、砌房造屋、
孩子上學、子女下放、失竊諸等特殊情況。
所謂「窮」便是人口多，「兒女荒」。通常
拿補助的多是些老臉色，都是上有老，下有
小的老師父，年輕人幾乎沒有。年輕人拿補
助都是特殊情況。大凡情況特殊，不問何
人，都要網開一面，一路綠燈的，也沒有人
計較。
補助的名額是有限的，一般要分配到每個

班組，原則上每個班組每月只有一個名額。
過去每個班組通常十個人左右，多些的也
有，很少。人多了不怕，那就按照百分之十
的名額下達。事由偶然，情由巧合，若是哪

個班組困難戶居多，那就麻煩了。職工之間
要比窮比苦，要爭名額。有時比得是面紅耳
赤，爭得傷了和氣。您想啊，牙齒跟舌頭還
有打架的時候，更何況是人，尤其為了經濟
利益，在所難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常言
道：「窮扛嗓（吵架），富燒香。」想想就
不奇怪了。
補助的形式基本上是輪流做莊，凡事都要

搞平衡。常言道：「人平不語，水平不
流。」否則矛盾不斷，好事能變成壞事。於
是乎，本月是張三，下月便是李四，沒有長
期的「莊家」。用老百姓的話來說，花露水
大家灑。有的老師父也真會說笑：「皇帝輪
流做，下月到我家。」
在窮日子裡能找出快樂，也是一種積極的

生活態度。雖是調侃，也有些無奈。不過這
些話不能當真，不好上綱上線的。好在每到
年底，補助的名額相對就多些，有關心和照
顧的性質，屬於陽光普照，春風遍吹，皆大
歡喜的性質。
拿補助是要提出書面申請的，這是必須履

行的程序，但要求也不嚴格，白紙上有黑字
就行，意思到了就行。那時企業裡「老大
粗」居多，大凡領導對人家也不能過於高標
準、嚴要求。那些拿補助者的理由都是千篇
一律的，張三如此，李四便這般，反正離不
開窮。就寫申請來說，個別人圖省事，留個
底稿，需要之時，謄抄一遍，頂多有所增
刪。有些人則鄭重其事，那就請人代筆。一
則顯得認真，二是對組織和領導的尊重。即
便拿到補助，心裡也踏實些、心安理得些。
在那個年代，我就曾為不少老師父代筆。於
今想來，能為工友們盡點綿薄之力，也是莫
大的欣慰。
那時的補助是分三六九等的。一等十元、
二等七元、三等五元。十元都是救急的，一
般五元的居多。您還別小瞧這區區五元，掰
開說您就明白了。那時人們的工資普遍只有
三十多元，四十元以上的不多，至於五十以
上的更是微乎其微。這五元錢通常要佔一個
職工月收入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再說，
當時小米的價格，每市斤只有0.11元；豬肉
的價格，每市斤也只有0.72元；至於青菜、

蘿蔔只要幾分錢一斤。通常逢人結婚、做壽
所出的人情，也只有五元錢；出十元錢的也
有，極少。您看這區區五元錢能辦多少事，
能辦多大的事，更何況是七元、十元，那數
目簡直讓人兩眼發亮，心跳加快。
「補助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這話既不假，也不誇張。最記得我們那企
業，每月6號關餉，通常上午11點左右才能
下發到每個職工的手中。是日，常見一些師
娘前來等錢，幹啥？家中已是粒米不剩，就
等這錢買米下鍋。若是工資遲發一天，那麻
煩就大了。您想啊，拿了補助，當務之急也
是為了穿衣與吃飯，即便改善生活，也是錦
上添花的好事。人活世間，生存第一，吃飯
第一，這是不爭的事實，也是顛撲不破的真
理。
生活中也有個別自私好吃的老師父，拿到

補助，便當作意外之財，常常不顧家庭，三
五個人一聚，買酒喝了、買豬頭肉吃了。這
也不奇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些人且
是屢教不改的典型，逢會，車間領導都要點
名批評。此類人的舉動實在有悖補助的初
衷。可人家窮啊，批評歸批評，補助歸補
助，還在於正面引導。後來每發補助，都由
領導直接交到這幾位師娘的手中。
時光飛逝，歲月如歌。隨改革開放步伐

的加快，國家日益富強，人民日益富足。往
日的補助，俯仰之間，已為陳跡。寫下這段
文字，真有一種釋然的感覺。

■三四十年前，青菜、蘿蔔一斤只要幾分
錢。 網上圖片

道歉啟事
本人在四月五日《文匯報》專欄《生活語絲》中《悼

念》一文，誤傳在陸羽茶敍中的馬有恒先生已去世，謹向
馬兄鄭重道歉。

吳康民
2017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