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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生命的水

挑選小學條件
孩子差不多要找小
學了，眼花繚亂，首

先定了幾個目標︰1）校園有愛。2）
校園環保，飲食健康。3）粵教中。
4）最好有混齡活動。然後首選是同
區，因為不想孩子太舟車勞頓，可配
合以上條件，發現只有一兩間符合，
希望可以順利入讀！
有愛心的老師當然是必備，不過其

實一間學校一定有不同的老師。現在
孩子是全日制，見老師的時候比見父
母還多，可以長時間應付孩子的，都
是非常有愛心的老師，這一點我們希
望在小學裡可以延續。
飲食健康也十分困難。有朋友在外
判飯盒的供應商工作，表示他們因為
飯盒要一早弄好，所以倒汗水會把飯
弄得怪軟軟的，味道也不好，所以他
們會加入味精，務求令孩子吃光。聽
過此故事後，我們選校時也找有廚房
的學校。後來聽家長說，我們心儀的
學校的確是由供應商的廚師煮食，但
因為要控制成本，用上大量即食食
材，看來大部分時間也只好給孩子帶
飯了。
全粵教中的學校原來挺難找，近年
即使不是全普教中，也會慢慢轉做一
級裡有一半是普教中。雖然小時候學
語言是好事，但實在不想與中文寫作
混淆，思想語言還是和寫作語言一致
較好，這是我們的信念。現在有有心
人做了普教中小學地圖，可以上
google找，幫了我們一大忙。後來發

現心儀學校是少有的全粵教中小學，
普通話是分開另一科的，正合我們心
意。
至於混齡，純粹是我們很喜歡的一

環。大部分海外非正統的學校都是混
齡的，這樣是以孩子為本，各取所
需，且不以年紀規限他們。我們選得
主流學校，自然沒有如此福氣，但總
有一些學校很喜歡混齡的。現在的幼
稚園如是，每星期有混齡環節，每月
亦有整間學校共同參與的主題，另外
一年有幾次由大哥哥大姐姐幫忙照顧
低年級學生的活動。星期六也可以和
其他班級的哥哥姐姐玩，這樣孩子會
更了解不同的人。
現在心儀的同時辦有幼稚園和中

學，我們不是為一條龍，而是喜歡學
校會安排小學生去服務幼稚園生，中
學的師兄師姐也會安排活動給小學
生。這樣構建的社區感覺，是學校的
重要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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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回凝靜的橋
影，數一數螺細的波

紋；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青苔涼透
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遊絲
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潑的山形，襯出輕柔瞑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只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有人詬病徐志摩的作品濫情，其實
並不盡然，五四運動以迄的白話詩，
以淺顯和抒情味重為尚，徐志摩也不
免受影響。
但，相對其他詩人，徐志摩的詩兼

具靈氣和韻律美，套朱自清的話稱讚
道：「徐志摩的詩『是跳着濺着不捨
晝夜的一道生命水』，『最講究用比
喻──他讓你覺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潑
的，鮮明的。』」（《中國新文學大
系．詩集導言》）
比起其他五四詩人，徐志摩更重視

詩歌的音樂美。他的詩不僅押有各式
的腳韻，而且將整首詩「內含音節的
勻整與流動」作為一種「秘密」來不
斷探尋。

徐志摩有幾首小詩，意境清麗、手
法新穎，浮想聯翩，情思盎然，如
《山中》：

不知今夜山中，
是何等光景；
想也有月，有松，
又更深的靜。
我想攀附月色，
化一陣清風，
吹醒群松春醉，
去山中浮動；
吹下一針新碧，
掉在你窗前；
輕柔如同嘆息——
不驚你安眠！
化一陣清風問候戀人，吹松針落

到窗前，「不驚你安眠。」情景交
融。可見，詩人的這一戀人，似近
還遠！

（《說徐志摩》之十二）

解放前我在廣州唸大學的時候，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
嶺南大學是頂尖的大學。其次的是省立的文理學院和法

商學院。當年也有「野鷄大學」，所謂「野鷄」，就是說只要交上學
費，上課和不上課悉聽尊便。
總之騙得上一紙文憑，也就可以使不知就裡的人以為也算是大學畢業
的。其中就有「廣州大學」和「國民大學」。不過比今天的「虛假大學」仍勝
一籌。「野鷄大學」還算有個校舍，也有幾位算是有點名氣的教授。
最近閱報，知道內地居然出現了三百八十一所「虛假大學」，真有創
造性！「野鷄大學」還算有隻「野鷄」，「虛假大學」卻虛假得什麼也
沒有。
內地網站從二零一六年共曝光六批虛假大學名單。這三百多家「虛假

大學」，北京佔了一百一十五所。它們的名稱與正規大學類似，以便混
淆視聽。還敢於抄襲正規學校的歷年簡介，盜用圖片、文字等等。
「野鷄大學」源於美國，國人比較崇外，特別是崇拜美國。於是一些
騙子便利用這種崇外心理，製造許多「野鷄大學」。據說有的美國「野
鷄大學」，只是租用一家店舖，掛上個大學的牌子，便可以向中國人行
騙了。中國人造假也的確有本事，往往用一些可以混淆名牌的稱呼，如
把「大學」改成「學院」，「北京」改成「中國」。虛假大學由來已
久，早年錢鍾書著名小說《圍城》，便寫到書中的主角在歐洲留學，從
騙子手中買來克萊登大學的假文憑。
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援引美國大學統計的數據，美國的虛假大學
每年的學位證書，百分之九十五是售賣給中國人的。
中國人崇尚文憑，無論求職、升遷，以至求偶，都要講究學歷，出示
文憑。而「美國放個屁都是香的」俗語，至今仍然有效。文憑崇拜催促
虛假大學的衍生。
因此，正本清源，必須扭轉「重學歷，輕能力」的風氣，各種假文

憑、假大學的風氣才會失去市場。

虛假大學

陳百祥少有主演電
視劇，最近在他老友

王晶監製的《賭城風雲》中飾演賭術
高手「是旦哥」，跟陳法蓉拍檔，頗
為新鮮的組合。
陳百祥愛賭，由他來演這角色最適
合不過。他是賽馬發燒友，不論跑日馬
或夜馬，只要在香港，他必定入馬場。
早年在新西蘭取得練馬師牌照，曾經在
澳門擔任練馬師，他是多匹馬的馬主，
常常公開贏馬彪炳戰績，曾經用1,000
元港幣投資3T，贏了700萬元，又自
言一個月試過連中6次3T，可能是他好
運，但其實他是下了不少苦功，他會早
起每朝看晨操，及探望自己的馬匹，他
稱贏馬因為深諳統計學及對馬匹有研
究。老婆黄杏秀受他影響，也愛上賽
馬，而且頗有心得。
眾所皆知，陳百祥愛認叻，喜在人

前不斷誇耀自己的才能，任何事都要
認第一，他覺得平凡是罪過，也難怪
他自命不凡，他1992年只練習了幾個
月高爾夫球，便拿了香港業餘高爾夫
球的冠軍，領悟能力的確高。他的工
作也以叻命名，包括《運財智叻
星》、《公益全港智叻星》、《奧運
玩得叻超級預賽》、《奧運玩得
叻》，以及憑一炮而紅的金曲《我至
叻》，他在1995年在香港體育館連開
七場演唱會，成為香港史上最少歌而
舉辦最多場數的演唱會，並有多個歌

詞版本。怎能叫他不認叻。
陳百祥愛認叻，是他給自己的心理

治療，說他不怕失敗更貼切，且屢敗
屢戰。他20歲時，用在晚上唱歌和在
TVB工作賺的4萬元和朋友合作開製
衣廠，建立自己的製衣王國，三年內
開了三間製衣廠，身家過千萬，買了
5輛車，三年後製衣廠倒閉，他經歷
了人生谷底，一個人拉着幾百萬件衣
服去了中東，花了三、四年時間把所
有貨尾賣光，那時候還和中東的海盜
交易，賣一件衣服，給一美金給海
盜，全部賣完才回香港。被他戲稱為
大婆的好友譚詠麟，借了準備買樓的
3萬港元給他去破產管理局申請破
產。
1994年，積下幾千萬身家了，又因
為一個期指，全數輸光，還倒賠了幾
千萬，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破產。他
仍是整天嘻嘻哈哈，EQ甚高。
人生雖然經歷大起大跌，但仍能保

持高心理質素，這一點無論你喜不喜
歡他，都應覺得他精神可嘉。

陳百祥認叻背後

有了微博和微信之後，求轉
發和求點讚的人，就踏破了我

的朋友圈。我始終如一，喜歡轉發就轉發，喜
歡點讚就點讚。我不轉發不點讚，並非對你有
意見。我把人生比作畫畫，我才畫了一朵向日
葵，你就一定要讓我在上面攀援一株牽牛花。
對不起，畫風不同，我不喜歡。
比如，A君作風豪爽，常發一些有色段子，
或跟某些人體器官有關的玩笑，博取眾人一笑
之餘，更收穫滿屏的讚。識A君多年，但我並
非此道中人，也從未對此出手點讚。有一日，
聽聞此君對我頗為不滿，並譏諷我純屬假清
高。假清高就假清高吧，賈寶玉雖說名中帶
賈，論人品卻依舊貴重如寶似玉。
比如，B君愛議政治，朋友圈最愛發一些朝

野秘聞。我雖也愛談論政治八卦，卻深知若無
權威出處，民間演繹多為飛短流長。我既無法
辨知秘聞真偽，自然不會隨意為此發聲，點讚
之手也甚為慎重。然，人都有好奇之心，我也
並未有損貶B君之意。我不轉發不點讚，也只
是遵循一貫處世之道而已。
比如，C君極愛集讚換購，大到火鍋店開

業、服裝店打折，小到嬰幼兒用品優惠券，但
凡有商家有微信推廣活動，C君必定是第一個
擁躉之人。節儉乃是美德，古人常言集腋成裘
聚沙成塔。想必C君名下兩套房產實在得來不

易。我不願出手轉發點讚，是我向來對箇中之
道一竅不通，也無暇目及。
比如，D君尤愛自拍，過度美圖之後，實在

看不出照片中人與D君有何瓜葛。照片之下，
點讚依然排山倒海。想必人情難卻面子易傷，
舉指之勞就能令人心花怒放的事，何樂而不
為。奈何我不但眼拙，又一向疏於勞動，常常
視若不見。
我有個朋友Y為人特別熱情，走到哪裡，都

會聚攏一幫新朋友，她的微信朋友圈也格外熱
鬧，總是會轉發各類內容。有一天夜裡，她忽
然急匆匆地打了通電話給我，讓我一定不要相
信朋友圈裡的一個人推銷的產品。原來，出於
好意，她不僅幫忙轉發了那個朋友代理的某款
產品，還親自服用了。孰料，連日來她總是心
跳加速睡眠不佳。問了醫生才知，這種產品並
非那位朋友吹噓的那樣，用不好甚至還會引發
其他病症。更讓人氣憤的是，這個在朋友圈裡
售賣所謂有益腸胃疏通藥品的朋友，居然還到
處向人吹噓，Y親自服用了，效果很明顯。引
得好幾個急於減重的朋友，出於對Y的信任，
一下購買了不少產品。
僥倖的是，因為發現及時，中了招的幾個朋
友，只是破了財，身體上的損害還算輕微。
相對於微信的朋友圈，微博是一個公共平

台，無須添加好友，就可以相互之間發送私

信。可能因為我的微博是實名認證，且標註的
職業身份是記者，私信求轉發的就更多了，內
容多半涉及遭遇社會不公，或涉及的案情陳
述，以及房屋被拆、人身迫害等等。在我看
來，記者這個職業本來就是一個社會工作者，
有可能給予一丁點幫助，我都會義不容辭。但
前提是要求轉發的內容必須屬實，或者可以核
實。很可惜，絕大部分求轉發的內容，都是自
說自話，甚至闡述的內容有很明顯的漏洞卻解
釋不清。每每遇到這種，我也只好沉默對之。
有一次，在微博上發私信給我的人，稱她遭

遇了強拆，我再三核實之後，發現她發來的內
容與事實有很大出入。並非強拆，而是協商拆
遷之後，附近有一塊地拍出了更高的價格，她
希望追加補償未果，便在微博上求轉發，希望
有更多媒體關注，好給拆遷方形成輿論壓力，
從而能爭取到更高價格的補償費用。我把核實
的內容告知予她，她立即發了大篇幅的內容，
稱我必定已經被拆遷方收買云云，又連帶着對
記者這個職業進行人身攻擊。除了將她加入黑
名單進行屏蔽之外，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
社交軟件掌控生活的時代，微信朋友圈本來

就是一個微縮的社交窗口，每個人都可以在此
自由展示各自的人生精彩。不過，君子有成人
之美，君子更有拒人之魅。我不轉發，也請你
不要生氣。

我不轉發你別生氣

蝸牛也要學會奔跑

上期專欄解
說了「孝順」

的命格特性，在於命中的月令
有正印。那麼，「不孝順」的
命格特質又是怎樣的呢？簡單
來說，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
種。
第一種是命中月令和日柱相

沖，即父母宮相沖。所謂的
「沖」，其實主要代表溝通有
問題，或者與父母聚少離多。
若真如此，應該如何化解？如
果條件允許，不妨考慮送子女
到外地讀書，或者讀本地大學
但申請住在宿舍。總之，適當
減少父母與子女相見、同住的
機會，可以削弱相沖的特性。
如果受許多條件限制，而必

須同住一屋簷下，那該怎麼辦
呢？其實，父母宮相沖並不代
表子女不愛父母，只是雙方語
言直率而帶攻擊性，難以溝
通。只要找到溝通的好方法，
便能化解不少矛盾。在這方面
若有困難的，甚至已有不少心
理創傷，不妨尋求專業人士的
幫助。

第二種「不孝順」的情況，
則相對更嚴重。命格中，若是
月令與日柱相刑，則是刑父母
宮。這同樣未必代表孩子不愛
父母，只是孩子性格反叛，常
常與父母持有不同的意見，矛
盾多多。
古人若遇這種情況，通常會

為兒女尋找「契媽」（乾
媽）、「契爺」（乾爹），減
低相刑的特性。若在現代呢？
當親子關係陷入僵局，即使父
母費盡口舌，也很難說服孩
子。此時，若有另外的長輩
（未必要有血緣關係）為雙方
搭起溝通的橋樑，則有助於緩
解矛盾。其實，「契父母」所
代表的，正是為親子溝通搭起
的橋樑的這個意象。閣下若面
對類似的問題，不妨找找身邊
是否有合適人選。最關鍵的，
是子女真心敬重這位長輩，願
意聽取他的意見。
雖然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唸

的經」，但血濃於水，天命堅
信，大家總會努力尋找把這本
「經」讀懂、讀順的方法！

由生辰八字看孝順（下）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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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返學又是家長煩惱的
問題。 網上圖片

我想我應該是年齡最小的北漂者。2010
年4月，湖南省的一場跆拳道賽把年僅11歲
的我空降到了國家隊。
離開衡陽的時候，奶奶淚流滿面，她着急

地說：孩子這麼小，從來沒離開家，怎麼適
應得了，衣服鞋子髒了都得自己洗，萬一生
病了誰照顧？！奶奶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
我半歲後就一直由奶奶照顧，她愛乾淨愛整
潔，把我照顧得很好。我當時有些膨脹，一
顆心早就飛到九霄雲外，國家跆拳道示範
團，那是我魂牽夢繞的地方。
我其實只學一年跆拳道，就取得這樣的成

績，在衡陽受到師生的一致表揚，我的心像
一鍋沸騰的開水，迅速膨脹。但是，進入國
家隊，我突然就成了最不起眼的小弟，這裡
匯聚了全國大獎賽的冠軍，像我這樣的省冠
軍是最低的一個級別。沒有拿到全國比賽的
名次，只是一個三線隊員，相比一二線隊
員，在待遇方面是有很大差別的，一線隊員
不用交學費，而我要交學費，其他費用也是
自己承擔。吃住也是區別對待的。
國家隊的道館很大，操場比我們那個小學

氣派得多，我突然就像一粒掉進大海的水
珠，沒了方向。國家隊的教練很嚴格，第一
天，我就成了道館的一個笑話。因為橫叉豎
叉青蛙胯時，我的屁股沒有完全貼地。因為
我只練了一年，而且年紀不大不小，韌帶沒
有幾歲的小孩子那麼柔韌，下胯是我的硬
傷，能夠成為國家隊的隊員，是因為我自己
日夜不停堅持訓練換來的，但是，下胯這最
起碼的基本功還是沒練到最好，教練對我期
望很高，但這個環節讓他突然改變對我的看
法。看着我微微撅起的屁股，他搖搖頭有些
生氣地離開。
第二天，我突然受到「特別」待遇，教練

安排三個年長點的隊員，專門負責給我壓
腿，一個壓我左腿，一個壓我右腿，一個坐
在我的屁股上，突然感覺襠部像被人活生生
撕開一樣，雖然是寒冷的早春，只穿一件道
服，豆大的汗珠像瀑布一樣流淌，鑽心的疼
痛從襠部蔓延到整個身體。吃中飯時，我的
腿像有千斤重，用手抓住樓梯才能前行。下
午，又是幾個小時的訓練，晚上睡在床上，
稍微一動身子就會全身劇痛。痛哭流涕一千
次想過放棄，又一千次回到訓練場地。

半年後，有幾個二線隊員因為獲得全國比
賽的金獎，成功晉級為一線隊員，免除一切
學費，重新換了宿舍。我雖然因為年紀小沒
參賽，內心卻很難過，卻無處傾訴，突然想
到父母，那時候，父母為了陪伴我，在天津
租房子住，為了有錢讓我交學費，他們擺一
個小攤，我由於訓練緊張，也是很少去他們
那裡，這天，我第一次休了一天假，與父母
團聚。
爸爸心疼我，看到我腳上厚厚的老繭，打

來一盆水，準備給我洗掉，但是費了很大的
勁，卻總是洗不掉。那是踢板子的新傷舊傷
和着凍瘡留下的，是不可能輕易脫掉的，他
只好用鋼絲球，幫我擦拭，爸爸邊擦邊流
淚，而我也突然崩潰，嚎啕大哭，媽媽也淚
如泉湧，她安慰我說，實在堅持不下去，就
回衡陽算了。我聽後眼淚又噴湧而出。爸媽
以為我真的想回去，便說了好多安慰我的
話。其實我的心完全不是這樣想的，我想的
是金牌，我一直很希望得到全國比賽的金
牌。
第二天，父母四點鐘就出去擺攤，因為我

一年的學費不便宜，我知道他們為了我很辛
苦，我卻沒有辦法。我也早早的就來到示範
團，這天上午，教練示範旋轉360度踢板
子。有些學員一分鐘能踢三十多個，得到教
練的肯定。而我，因為腳被鋼絲球擦過，踢
了幾下就脫皮，出血，疼痛難忍，才踢十幾
塊板子，就疼得打哆嗦。教練見我休息一天
還這樣，一棍子就拍下來，一摸，突然隆起
一個大包。原來，今天教練換成鐵棍子，他
嫌木棍子不夠用，而我，成了第一個領教鐵
棍的人。
這個夜晚，我壓根沒怎麼睡着。我承認，

我不是一個輕易服輸的人，凌晨五點，寒冷
的北京還睡在沉沉的夜色裡，我偷偷摸摸起
床，穿上道服，來到訓練室開始訓練，雖然
那裡沒有空調，北京的冷比不上內心練不好
的痛，就這樣堅持每一天都比別的隊員多訓
練幾小時，我想，只要堅持付出，一隻拙劣
的小蝸牛，一定能學會在空中畫弧，漂亮地
奔跑。
品勢訓練告一段落，開始練競技，正值冬

天，零下十幾度的天氣，剛開始抬腿踢跳手
腳都會發麻。那天，我正跟隊友一起訓練競

技對打，猝不及防被他一腳踢到我的太陽穴
上，錐心的疼痛讓我差點暈厥，而這只是小
兒科，蒙着眼睛被幾個人圍攻的慘狀，我都
無法用言語來敘述。這時候提議，去長城轉
轉，去故宮看看，緩解一下緊繃的神經，第
二天，他們都去了，就我一個留下，全國冠
軍沒有拿到，我沒有心情幹別的任何一件
事。早起單獨訓練競技是有挑戰性的，因為
沒有對手。只能想辦法練出一種新高度，旋
轉跳躍起飛，我給自己設置一個三米高的板
子，在那裡掛一個蘋果，旋轉跳上去踢碎，
這個辦法很差，碎蘋果弄得滿地都是，褲子
上還沾上紅印，後來，我改成掛沙包，前後
不知道踢爛多少個沙包，終於迎來了我在國
家隊的第一次參賽。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1年中期的賽事

中，我獲得個人特技第一，團體特技第一，
並受邀參加歡樂中國行，吉尼斯中國之夜錄
製。2012年全國精英挑戰賽，又獲得個人
品勢第二，團體品勢第一。同年的全國冠軍
賽上，個人品勢第一，個人特技第一，團體
特技第一。9月，參加人民大學500人表
演。此後3年，連續獲得三屆特技王稱號，
特別是在30秒360度旋轉踢四十多塊板子，
破世界紀錄，收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
2014年參加墨西哥第9屆世界跆拳道錦標賽
獲世界冠軍。同年受邀參加奧運表演，中國
夢想秀節目錄製。
2015年春節，我同父母在北京過春節，

一家人第一次去了長城，踩在堅硬的城牆
上，我內心感慨萬千。在北京5年，一千多
個日夜，我用汗水和眼淚澆灌，終於開出美
麗的花兒。

■小蝸牛 網上圖片

■這是徐志摩早年寫的新詩《草上的露珠兒》第
一頁手跡：
顆顆是透明的水晶球／新歸來的燕兒／在舊巢裡
呢喃個不休／詩人喲！可不是春至人間／還不開
放你！創造的噴泉／嗤嗤！吐不盡南山北山的璠
瑜。（圖片採自徐善曾著：Chasing The Mod-
ern：The Twentieth-Century─ Life of Poet
Xu Zhimo）彥火註：璠瑜：指美玉。

■陳百祥在劇集《賭城風雲》
中飾演「是旦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