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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妞以前很好看，後來一次意外，臉
部被燒傷了，就變成了醜姑娘。灰妞起初
接受不了這個事實，後來，她覺得一切都
會過去，遲早有一天她會變得跟原來一樣
清爽好看。小時候，她曾聽老師講過《灰
姑娘》的故事，所以她一直堅信有一天，
自己會成為灰姑娘。
灰妞因為臉上的傷疤，找工作比以前

難多了，生活也一天一天不如意起來，有
些讓人不開心的事情，總是莫名其妙地降
臨。
她在一家飯店找了份端盤子的工作。

有一天，當她把菜端上來時，餐桌旁正在
用餐的小女孩突然哭了起來，嚷着媽媽快
走。她的媽媽詢問為什麼。這孩子說，端
菜的阿姨太醜了。如果吃了醜阿姨端上來
的菜，那自己也會變醜的。老闆也發現自
灰妞上班後，店裡的客人少了好多，便不
想讓她在店裡幹了。灰妞再三央求老闆收
留，哪怕工資減半，再苦再累都願意。於
是老闆就安排她去洗盤子，做飯店裡打掃
衛生的工作。
灰妞很喜歡洗盤子的工作。她記得老

師跟她們講《灰姑娘》的時候，有個細節
至今記憶猶新：灰姑娘準備去洗盤子了，
老師維妙維肖地用一個小孩子的語氣講
述：「大家都吃完了嗎，我洗盤子去
了。」灰妞如今正在做洗盤子的工作，使
得她覺得自己愈來愈像灰姑娘了。於是，
當她要開始工作的時候，她總會這麼說一
句：「大家吃完了嗎，我洗盤子去了。」

收入的下降，讓灰妞回家後，總是遭
到丈夫的漠視和白眼。男人起初是因為灰
妞長得好看才娶她的，儘管灰妞沒有正式
工作，仍然對她海誓山盟。但結婚後，灰
妞連續生了兩個娃，誓言就開始不作數
了。男人開始不愛回家了。加上那次相貌
的突然變故，男人又收回了家裡的財政大
權，一分錢都不願給灰妞花。

現在灰妞想奪回財政大權，哭哭鬧鬧
後，男人就拳腳對付。灰妞簡直無計可施

了。一天，她想起一個大殺招，但她總是
覺得這一招不一定管用。她清楚地記得，
哭哭鬧鬧加上吊這一招，是同村的胖妞教
她的。胖妞上學時成績不好，同學都瞧不
起她，都說她智商有問題。後來長大後，
胖妞她媽用家裡的二層小樓招了個上門女
婿。哭哭鬧鬧這招，對付上門女婿開始很
有效，上門女婿對胖妞是言聽計從，後
來，上門女婿不知着了什麼魔，連二層小
樓也不要了，直接到外面租了間小屋獨
居。胖妞就想起了自殺這招。

「你要是不回家我就死給你看？」胖
妞對獨居小屋的上門女婿說完這句話，就
回家喝農藥了。上門女婿終究沒有回家，
胖妞也白白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灰妞想起
胖妞的經歷，心裡隱隱不敢使用這最後的
絕招。心裡總是自我安慰：現在自己的這
點工錢，省點用，也夠了。再說自己是灰
姑娘，將來總會變回原來的樣子，雖然不
知道是哪一天，但是肯定會有那麼一天。
等到了那一天，再收拾這個男人，讓他跪
下來求着自己。男人最後還是跑了！灰妞
是在好幾天後才確定這個消息的。這個死
男人，不要自己也罷了，竟然連女兒大
妞、小妞都不要了。灰妞為這事情，哭了
好幾天。她雖然變醜了，但是很多地方，
她比胖妞優秀，為什麼這個男人還跑呢？
她想不開，一連哭了好幾天，最後開始抱
怨起來。
灰妞從小到大，從沒抱怨過誰，更沒

詛咒過誰。但這次，她想跟那些愛抱怨的
女人學學，放縱一次。「我希望這個世界
滅亡算了。」灰妞莫名其妙地說了這句
話。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外面的世界卻傳
來了許多不好的消息：R國發生了9級大
地震，死亡人數超過2萬人；D國突遭海
嘯，10萬人下落不明，2,000萬人受災；
A國突遇恐怖分子襲擊……
一連串的數據和事實，讓灰妞傻了眼

睛，難道真是自己的詛咒造成的？「那我
不是殺人犯了嗎？」灰妞不敢把這個事實

告訴別人，她怕別人說自己是殺人犯。比
起這數萬人的生死，自己的一點點委屈算
什麼？算什麼？但是心裡還是不相信，自
己能有這樣魔幻般的能力。
「讓那個離開我的男人受點懲罰

吧？」灰妞帶着試探魔力的想法自言自語
道。幾天後，男人在外被車撞了。知道消
息後，她開始心疼男人，匆匆地跑到醫院
照顧他。幸虧撞得不重，一個星期後，男
人就跟她回家了。

灰妞是徹底相信自己具有超能力了。
「我只想變得跟原來一樣好看。」灰妞很
鄭重地對自己說道。說了這句話後，灰妞
破例又喝了一些酒，就去睡覺了，她希望
第二天醒來的時候，她可以恢復成原來的
樣子。
第二天，醒來後的灰妞用手摸着自己

的臉。她猶豫又帶着期盼地捧來了家中藏
了多年的鏡子。她是多麼希望自己可以變
回原來的自己啊！讓她失望了！她還是和
昨天一樣，沒有絲毫變化。「我要做真正
的灰姑娘，我不要做毀滅世界的壞人。為
什麼連這點小小的願望都不能讓我實
現。」灰妞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道。
男人回來後，日子還要過。這次事情

後，男人對自己變好了，對兩個女兒也好
了。看着正在開心着的女兒，灰妞突然有
了新的想法，她為兩個女兒許願：如果我
不能成為真正的灰姑娘，請讓我的兩個女
兒成為真正的灰姑娘吧！哪怕用那個對我
沒有任何作用的魔力來交換。
灰妞自從許願後，每天再看看成長中

的女兒。一切都變了：大妞、小妞變得愈
來愈好看了，簡直一天一個樣。
灰妞還做灰姑娘嗎？當然做！飯店的

老闆在焦急地等着灰妞回去洗盤子呢！灰
妞洗的盤子乾淨得讓飯店老闆讚不絕口，
就是連顧客都喜歡上了他家館子的乾淨。
但灰妞回到飯店之後，依舊很喜歡說

那句話：「大家吃完了嗎？我洗盤子去
了。」

五十學易

一則新聞的聯想
最近看了一則新聞，

英國《衛報》網站6月
25日報道，新數據顯示，英國35歲及以
上煙民死於心臟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人數自2007年下降了20%以上，而中風
導致的死亡率幾乎下降了14%。英格蘭
公共衛生局長稱這些數字證明了禁煙對
人們的健康產生了巨大的有利影響。
這則新聞背後其實有個深遠的背景和
意義，上世紀90年代初時，英國人的吸
煙率在28%左右。1998年，英國政府發
表歷史性的《吸煙殺人》白皮書，把對
戒煙的宣傳和控制手段提升到了空前力
度。十多年後，英國人的吸煙率下降到
21%，但政府對此並不滿意，認為「投
入產出不成正比」，苦苦思索原因後，
2008年，英國多家學術機構聯合發表了
更深層的煙民現狀分析報告——《超越
吸煙殺人》，該報告提出了吸煙與社會
階級的深層關係，簡單說來就是：愈窮
愈抽，愈抽愈窮。
這個吸煙與階級的關係，之後被不停
印證。包括《紐約時報》兩年前也發表
過類似報道，從美國煙民結構的變化數
據得出「窮人煙民漸多」的結論。該報道
說，2014年，美國大學畢業生的吸煙率
只有5%，而低教育程度的煙民則高達
43%。在生活富足的華盛頓郊區，吸煙
率約為10%，而在肯塔基州東部的貧困
縣，吸煙率達到25%。另外，縱觀1996
年到2012年的聯邦調查數據，在戒煙方
面，富裕地區的人們明顯快過貧窮地區
的人，比如期間內有將近50%的高收入
縣中的女煙民出現大幅下降，但同樣情
況只出現在4%的貧困縣中。更權威直觀
的數據來自世界衛生組織，據WHO最
新統計，全球吸煙人口目前有10億人，
其中80%都來自中低收入國家。
哪怕冒着死亡的風險也要抽這一口，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愛吸煙或者說難
戒煙的原因心酸而簡單：這是認知所及

和所能負擔得起的寥寥無幾的樂趣及減
壓方式之一。
再說回英美兩國目前的控煙成效。

2016 年，英國的成年人吸煙率為
15.8%，達到歷史最低；2015年，美國
的成年人吸煙率也創紀錄降至15.2%。尤
其值得提出的是，這兩組數據都比前
一兩年高達兩個點的驟降。結合前文的
歷史和背景，可知道這兩個點的降幅是
多麼地巨大和讓人驚喜，它背後的意義
在於找到了窮人依賴香煙的解決之道。
有西方媒體把它歸功於進一步加強控煙
政策及電子煙的推廣，尤其是後者，可
大大減少買煙費用，吸引低收入煙民。
密歇根大學教授Kenneth E. Warner說：
「吸煙中唯一最重要的議 題是人口間吸
煙率的差異。」也是小狸在這條新聞中
讀懂最感觸的地方，科學、深入、細緻
地研究公共問題，竭盡全力謀求人民的
健康福祉，是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在這一方面，中國的吸煙情況明顯與

「文明」有所差距，2015年的權威數據顯
示，中國人的吸煙率為27.7%，五年內幾
乎沒有變化，在全球煙草用量逐漸減少
的大勢下，中國煙民的絕對數量不減反
增，五年間增長了1,500萬，達到3.16
億。細看報告，還會發現更多具有「中
國特色」的數據，比如農村和城市吸煙
率差距不大，公務員和經商者這些按道
理應該比較富裕的族群與務農人員的吸
煙率不相上下，看到的煙草廣告比2010
年反而增多了，購買一盒煙的平均花費
只有9.9元……這看上去是風俗、文化和
認識問題，其背後卻是立法、制度、手
段的缺失以及各種既得利益衝撞的問
題。要想把煙控好，中國還有艱難的路
要走。
最後忍不住秀一下香港的吸煙率，

2015年為10.5%，是全球最低的地區之
一。老師就在身邊，就看是不是真心想
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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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今日，香港這個
地方真可說是文教失

宣！舊日傳統中國讀書要讀的文史哲書
籍文章甚多，今天大學畢業生還數得出
四書五經，或者中國歷史上的朝代順序
嗎？
古人少小學詩，五十學易；潘某人則
反其道而行少年學易，老來學詩。所謂
「五十學易」，出自《論語．述而
篇》：「子曰：『假我以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話早常見
的解釋是：「給我幾年時間，五十歲研
習《易經》，就可以不致於有大過失
了。」這個「學」字也不能作初學者的
「學習」解，實指學術上的鑽研而言。
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比今天短得多，

五十歲已算老年，到老才初學《易》，
恐怕來不及入門呢！踏入二十一世紀，
聯合國轄下的什麼組織竟然還將老年的
定義推遲到六十五周歲！此前還算是
「青年」！神經病！若從另一個角度去
看，又似是「福利國家」減開支的手
段，由六十歲到六十五歲，這些「先進
國家」的公民，不知會死掉多少！古人
認為「人生五十不為夭」，此時此地只
活半個世紀的話，還算吃了大虧呢！
「五十學易」的說法，當指讀書人要
到了大約五十歲，人生閱歷豐富了，才
去鑽研探討《易經》，成效更顯。
不過凡事有例外，三國時魏國的王
弼，年二十四便早夭，他卻是易學兩大
流派之中「義理易」的開創人，此人一
出，兩漢以來主流的「象數易」就有一
段後長時間陷於式微。古人計數年歲用

所謂「虛齡」，年二十四的命，若按今
天實足周歲的算法，才二十二、三。
「五十學易」還有另解，有人認為

「五十」是「五年或十年」的省文，那
麼孔夫子就是說「給我五年或十年左
右」去「學易」，就「無大過了」。這
樣推測很容易，但是當作學術論證，須
得橫向比較，提供先秦典籍出近似用法
的實例，才有說服力。
古代典籍在傳寫過程中，常有遺漏、

錯別字、衍文等等的情況。所以中國讀
書人雖然只需中學程度就可以讀通不少
有二千年歷史以上的古文，但是許多時
仍常有一字一句出現眾說紛紜的情況。
「五十學易」另一說是認為「五十」兩
字實為一個「卒」字之誤，此因古代漢
語直書，又不似今天小學生的習字簿印
了格子，便間有將上下兩字當為一字了。
「卒」在此是「終於可以」的意思。
筆者早年學易，當中的緣分很奇妙。

《五經》之中，《詩經》、《禮記》、
《春秋左氏傳》和《書經》在中學的國
文科有讀過一些選文，《易經》則是上
了大學之後才初次接觸。那時買了一本
「白話易經」之類的入門書，《易
經》、《易傳》的原文都有介紹、註解
和白話翻譯。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甚豐，那

時我雖然就讀工學院的工業工程專業，
但是很快重新發覺自己對於做實驗並無
興趣。實情是中學時代已是如此，所以
只能說是重新發覺。
然後就是一段讀中文書多過英文書的

大學本科經歷。 （學易點滴之一）

一個年長的、或年老了的人，失去了
伴侶，即所謂鰥寡之痛，實在是很悲苦

的。年輕的，可以再嫁娶，年老了，只能「獨守空
房」。特別是我這種從事教育工作，與學生群相處熱鬧
慣了的，退休了，老伴去世了，兒女各有各的小家庭生
活，失去了相濡以沫的老妻，生活上似乎失去了依靠。
孤獨的感覺，實在很難形容。
無論兒女如何孝順，總不能在他們的小家庭活動中，

長年拖上一個老頭子。他們可能覺得是個負擔，自己也
會覺得與他們的小家庭有點格格不入。即使有些老人聚
會的場合，但總不能填補感情上的「真空」。
我愛我的小孫子，總希望他依偎在自己的身旁。但這

是不可能的，愛好和興趣並不相同。小孫子當然更喜歡
和他的父母在一起，畢竟他們更親，興趣更容易接近一
些。況且兒女他們有力有氣，可以帶孩子參加更多的戶
外活動。老祖父能為他做些什麼？父母會帶他駕車外遊
麼？老祖父的駕駛執照早在十五年前已經作廢了。父母
會帶他去游泳和打球，老祖父十年前已經再不「下水」
和去體育場了。小孫子可以和父母下圍棋和「打機」，
老祖父在這方面都已落伍。總之，共同語言和興趣兩代
人都有距離，小孫子要這個老頭幹什麼。
唯一比較有孝心的還是大女兒。她會時常來問候，並

買點老頭子喜歡吃的來孝敬。但是，她也有一個家，還
有她自己的興趣，唱歌和跳舞。她也已屆退休之年，也
應該享受她應有的退休樂趣了。
兒女都有孝心，小兒子一家願意搬來同住，以便照

顧。大女兒不時帶些好吃的來孝敬老父。大兒子雖然住
在新界，但也不時前來探望。媳婦也同樣會帶些我所喜
愛的火腿孝敬老父。這樣的一個家庭，算是待我不薄。
自從老伴去世，思念之心日強。常會回憶她在生時的

種種好處。雖然年輕時也常齟齬，但人去樓空，方知老
伴的可愛。奉勸老夫老妻者，應珍惜人間的晚晴！

人間愛晚晴

現代人最煩惱的其中一
個問題不是沒吃的，而是

吃什麼才無污染。相信大家都曾經為
「這蔬果含農藥」、「那肉類有激
素」、「這飲料存色素」、「那中藥有
硫磺」，還有眾多假食品、地溝油、含
鉛水，鋪天蓋地的資料擔憂不已，看來
什麼也可能不安全。但總不能不吃的，
只好在有懷疑時，驗證清楚或買來有品
質保證的食品。
我曾有一份工作和消費品安全有關。
當時懷疑放在當空吹乾和曝曬的蝦膏會
否不夠衛生，於是在不同地方買了多瓶
不同產地和供應商的蝦膏，拿到一家大
學的化驗所去化驗，大概等了十天時
間，報告出來，意想不到的是全部產品
都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化驗所的朋友
說，蝦膏放了大量的鹽，鹽本身有殺菌
防腐作用，所以能確保食物安全。我也
明白了為何傳統的醃製食物能保存長久
不變壞。
不過現代食品包裝精美，內裡的食物
卻不一定衛生可靠，甚至吃下了什麼也
不知，即如沒翅的魚翅是什麼，大多數
人都不知。在本地創科公司Master Dy-
namic工作的朋友說，現代人着重食物衛

生，他們公司便為此研發出「多功能激
光光譜系統」，可以在短短幾秒至幾分
鐘內，在生產線上的不同生產程序上，
十分彈性和方便地就能分析出食品所含
的成分。這個系統對有機和無機物質成
分檢測的資料可靠性極高，能快速和有
效地驗出食物中所含農藥，或由污染的
土壤、水和空氣殘留在食品中的重金屬
等。對消費者是個絕大保障。
雖然我對激光和光譜一無所知，但感

謝科學家，他們的努力守護着我們。如
果有一天這系統能精簡化，每家都有一
台，買來任何食品都先行驗測安全，多
好呀！

光譜守護食品安全

北京第六中學，是我呆過
兩年寄宿生活的學校。這座

老校，平時上課，倒也熱熱鬧鬧，一旦放
學，人人幾乎都回家了，只剩寄宿生，和不
多的幾個學生自習，倒也清靜。平時，我們
幾個便從院落的最後面，走到二進的課室
去，那裡貼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話：人的一
生應當怎樣度過？
但我並沒有怎麼思考過這個問題。那時，

忙於投入集體生活中。當時對歸國華僑學生
有些優待政策，比方可以憑單位證明去購買
絲棉。那天，同學Y約我去右安門外買絲
棉，我們騎着自行車從南長街出發。
臨行前他勸我，不如把證明信上「准予購
買三斤」改成五斤。而且獻計，用墨水點黑
數字。自以為得計，不料，那人眼利，一眼
看穿修改過；讓我尷尬不已。只好馱着三斤
絲棉，灰溜溜呼哧呼哧地騎回學校去也。
那自行車跟着我飄洋過海，終於在北京落

戶。有個冬日，天氣還好，我騎着它去城西
八里莊探我姐姐，傍晚回校時，風雲突變，
北風呼呼迎面吹來，身穿臃腫的棉襖，根本
騎不動。只好跳下車來，推着走。就這樣推
推，騎騎，好不容易捱到學校，只覺得幾乎

暈過去了。其實，不是騎自行車的問題，而
是天氣的問題。初次遭遇冬天的北風，哪能
適應？後來有一回，秋天，我從三里河北
街，也是騎自行車，一直騎到鼓樓，又騎到
北太平莊，也都沒什麼問題。
那個時候，自行車成了我的隨身夥伴，與

我同行；一直到上大學。到了文革初期，秩
序大亂，許多自行車不翼而飛。我那自行車
放在學校自行車棚裡，一向相安無事，有一
天竟然不見了，當時車棚沒人管，詢問也沒
人理會。後來比較穩定了，才獲發公安局通
知，說請到某處認領。一去那裡，見到一大
群失車，等找到，我那架已經破爛不堪。問
起，才知道，原來是從頤和園昆明湖裡撈上
來的。從此，那自行車便跟我拜拜了。
男校生活自由自在，所住的宿舍對面便是
公共男廁，如要去洗手，便需穿過小操場，
約有兩百米長的距離。上廁所，白天還好，
晚上，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半夜起身，除了
要棉衣褲武裝之外，北風呼嘯中，只好縮着
肩膀雙手互插進袖子內取暖。偏偏半途中院
子裡有一棵老槐樹，光禿禿地指向漆黑的夜
空。當北風吹來，樹枝嗚嗚直響。
早我們到校的潘姓同學說故事，從前，大

概是明清時代吧，有宮女在此樹上吊。聯想
無端飛來，更加讓人心慌。急急上完，又匆
匆小跑着趕回宿舍，鑽進棉被裡，一顆心猶
在狂跳不止。
這廁所，也還有其他回憶。那時北京還是

掏糞時代，每天有掏糞工人來掏糞，廁所臭
氣熏天。有一次，同學L在蹲茅坑，潘和我
惡作劇，硬把他拉出外面。他大叫大喊，半
蹲着走，走了幾步就放他回去。徒留少不更
事的一點笑料。

那棵老槐樹

我是灰姑娘

上個月，到了台
灣兩次旅遊，感覺

很不一樣，就好像之前跟你們分
享，跟另外三位要好的朋友到了台
北旅遊，之後因為也想探望朋友，
所以兩星期後也到了台中數天，到
處旅遊也可以體驗生活。
台北給我的感覺是比較繁榮，雖

然生活節奏相近，但與香港始終有
些分別，香港人日理萬機，同一時
間可能幹着不同的事情，但台北比
較輕鬆，除了這樣分別之外，兩地
的文化有很大的差異，就好像我每
次到內地旅遊的時候，也希望體驗
他們的生活方式，也跟香港有着很
大的不同，雖然大家有着很大的差
異，但從中也可以領略到別人的好
處及如何過每一天。
這次是我首次到台中旅遊，差不

多着陸的時候，看着窗外的風景，
地上鋪滿着綠色的草一樣，就像到
了一個鄉村的感覺，即時覺得這個
旅程應該會比較慢活，結果跟我的
想像也一樣。當到達台中機場的時
候，已經感覺到像一個樸實的地
方，因為機場不大，反而有種集中
的感覺，比較簡陋的設施，反而令
我覺得有種返璞歸真的感覺。
以往去旅遊的時候，通常下了機

也會選擇乘搭計程車或是一早預訂
了私家車接送到市區，但這一次因
為我想親身體驗台中的生活，結果

我選擇乘搭巴士到市中心，而且我
的朋友跟我說：「台中政府因為想
給市民優惠，只要拿着一種叫悠遊
卡的東西，在十公里內上及下車，
便完全免費的」，所以我先選擇乘
搭某一輛巴士到達某個區域，然後
再轉乘另一輛巴士到達入住的地
方，這個方式結果是完全免費。自
此，從家裡到達不同地方逛街，也
不需要付任何交通工具的費用，這
也是一種很特別的體驗。
而這一次旅遊，沒特別到某一名

勝古蹟遊覽，每天睡飽了之後，便
休閒地到處走走，不難發現，台中
跟台北的分別，而且消費也比較便
宜，在家裡附近吃一個早餐，可能
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店舖，但味道也
十分好吃，也不過是十元八塊港
幣，就算選擇吃好一點，例如，吃
一個海鮮任食晚餐，也只不過是港
幣一百元左右，所以可以想像得
到，如果儲一點錢到這裡生活一年
半載，也沒有太大的壓力。
所以對於這次到台中旅遊，給自

己一個很難忘的經驗，其實生活可
以這樣簡單，可能因為香港人習慣
了比較五光十色的多彩多姿的生
活，但偶爾放慢腳步感受別地方的
生活方式也不錯。可能亦因為有當
地居住的朋友們介紹，所以可以實
地體驗樸素的生活，這慢活方式的
生活態度，我也很喜歡。

簡單便是福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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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槐樹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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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員利用激光光譜系統分
析中藥成分。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