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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打工半年，回來濟南後，頗為
懷念那段日子。曾經興致勃勃寫了一篇
《北漂的日子》發到了原創文學網站。碰
巧，北京某雜誌編輯去網站選稿，我的
《北漂的日子》因為與北京沾邊，很榮幸
地被選用了。在網站裡發稿，精華的稿件
會受到現金獎勵，一般都是三五十元。那
次被選稿後，我卻收到了兩份樣刊和稿費
300元。這讓我格外振奮，覺得沒白北漂一
回。
我那篇文章，寫的是我在超市工作學習

兩不誤的快樂生涯。之所以快樂，那是因
為我在北京的那段時間，的確沒有陷入窘
境。我學歷低，不可能從事一些技術含量
高的工作。再說，我屬於那種胸無大志的
人，只求豐衣足食，不求人前顯貴。

我去了北京的第二天，就穩定在了南三
環一家私人超市做收銀員，這是我的幸
運。那是2013年的春天，當時超市工資每
月只有1,800元。要不是超市管吃住，說不
準我也混個灰頭土臉，狼狽不堪。住的地
方，就在超市後院。集體宿舍，上下鋪，
可以住八個人。房子很是寬敞明亮，和那
些住地下室的北漂們相比，我算是掉進了
蜜罐裡。我對工作格外認真，生怕一個不
小心，就被老闆炒了魷魚。倘若運氣不
好，找不到新的落腳點，只好拖着行李，
垂頭喪氣，打道回府。那多丟人啊！

宿舍旁邊是廚房。超市僱了個廚娘，是
個嗓門很大的北京人。廚娘五十多歲，對
人異常熱情。每次做好了飯，都去超市內
門喊上兩嗓子：「大家吃飯吧！做好
嘞……」於是，員工分批去吃飯。吃得還
真不錯，老闆一家子和員工吃同樣的飯。
每次都是有湯有菜，有米飯有饅頭。老闆
一家子是南方人，不吃饅頭。饅頭是專門
給我們北方打工者吃的。老闆夫妻倆面相
和善，對員工態度較好，工資每月按時發
放。最令我高興的是，超市規定每月四天
帶薪休假。俗話說，知足常樂。這樣的環
境中，我是快樂的。我快樂的根本原因是

我有個堅強的後盾，令我沒有後顧之憂。
老公隔三差五給我電話，說：「能混就混
一段，不能混就回家。」我回答：「我就
是這麼想的。」
我來北京的初衷不是純粹為了打工，而

是以打工的方式遊山玩水。在沒來北京之
前，我就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老舍先生的
《四世同堂》、《駱駝祥子》寫北京的人
和物，具有濃郁的老北京色彩。看完之
後，我就對北京着了迷。但是，紙上得來
終覺淺。如果不親自去北京漂一回，怎麼
能了解真實的北京呢？要想寫一篇關於北
京的文章，不去遊歷一番，能寫出真情實
感嗎？閉門造車，肯定會漏洞百出。

有個文友問我：「你怎麼去了北京
的？」我回答：「是一個男人勾引我去
的！」面對我的戲言，文友興趣陡升，想
打探一下具體情形。我立刻給這八卦文友
澆了一盆冷水，告訴她：「那男的，是老
舍先生！」
在北京，我利用每月四天的休班時間，

去了不少地方遊玩。那段時間，每去一個
景點，我都帶上日記本，記錄許多新鮮事
物。好記性不如爛筆頭嘛！穿行在這所千
年古都，我時常折服於它豐厚的歷史沉
澱。明山秀水，碧瓦朱牆，亭台樓閣，奇
花秀木……這一切的一切都讓我流連忘
返。
超市裡發生的點點滴滴，也令我記憶猶

深。那個暑假，超市裡來了一個暑假工，
叫小齊，是山東聊城的小老鄉。小齊的姑
姑嫁去了北京，經常來超市購物。她看見
超市招聘暑假工，就把侄女小齊介紹了
來。小齊已經被泰安醫學院錄取了，她利
用假期，要來北京打工兩個月，掙點學
費。

小齊來了之後，又把她的初中同學小橙
子招呼來了。一個蘿蔔一個坑，這樣，超
市的「坑」全部填滿了。聽說超市待遇不
錯，小橙子的表妹又從聊城找上門來。小
橙子也是收銀員，和我比較說得來。她讓

我幫忙去宋家莊地鐵站接表妹。那天，我
幫着去接，她表妹的行李實在太多，把拉
桿箱桿子壓斷了，不能拉着走，我和小橙
子只好抬着拉桿箱走。我倆累得氣喘吁
吁，那個表妹卻沉浸在初次入京的喜悅
中，她說：「我終於坐了一回地鐵，在裡
面差點轉迷糊。」

超市裡其實並不喜歡暑假工，當時招暑
假工，是因為店裡缺人。這下好了，店裡
多了一個「蘿蔔」。老闆決定，要辭掉一
個員工。小橙子和表妹在一起，青春作伴
好還鄉，都打算長期在本超市工作。只有
小齊成了可有可無的人。剛滿一個月的時
候，老闆找小齊，要給她結工資，讓她提
前回老家。
小齊受不了這樣的打擊，平常工作沒出

任何差錯，就因為人滿為患把她辭退，小
姑娘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再加上家裡
經濟條件的確很差，她太需要自己掙點學
費貼補一下。當天晚上，小齊在宿舍裡嗚
嗚哭起來。一邊哭，一邊說：「我是幫了
別人，害了自己啊！」小橙子和她表妹自
知理虧，在一旁不言語。
我看女孩哭得可憐，就安慰她說：「小

齊，你別哭了，不就是還想幹一個月嗎？
我正好請假回濟南呆一段，只要超市缺
人，你應該就不用提前走。」小齊抬起淚
眼，問：「老闆能同意嗎？」我說：「我
打電話先問問。」我來到宿舍門口，正要
打電話，看見老闆的表弟從衛生間出來。
晚上都是這個表弟在超市值班。我逮住機
會，說了小齊的情況。這個表弟說：「你
不用請假，讓小齊再幹一個月吧，我去跟
老闆說。」第二天，果然萬事大吉，風調
雨順。
小齊在超市又工作了一個月後，領了工

資，歡天喜地去大學報到。小齊走了不
久，我的老公突然對我獨自在外有點不放
心，就找了個很充分的理由，把我拽回了
濟南。
自此我離北京遠，半年北漂成往事。

順治微服出家

旅行必備藥箱
不用西藥，旅行帶
什麼備用藥物？

暑假差不多完結，談起這話題，大
家總有不同板斧。在此和同道中人分
享：
1. 有機薑粉──無論是冷風還是冷
氣，或者游水後上水遇到寒氣，最好
沖一杯，怕辣的可加點蜜糖或黑糖。
不肯飲的開熱水浸腳。小孩子若有少
少鼻水，可以在酒店的洗手盤開溫水
溝溶薑粉，浸至三陰交穴。
2. 有機精油──薑、檸檬對付一般
感冒；薰衣草、乳香對付皮膚損傷；
乳香也可溫經通絡，萬一發燒可用作
推天河水及捏脊。網上搜「有機精油
hk」便有不少選擇。精油便於攜帶。
3. 薰衣草噴樽──用幾滴精油加水
或坊間有買的薰衣草噴霧，在酒店噴
在枕頭上，可以有助殺菌，及讓睡陌
生床的孩子睡得更好。
4. 藿香正氣丸──旅行易亂吃東
西，用膳後稍稍不舒服就可服此。孩
子若吃了生冷食物，當晚我會用薑油
按摩。
5.椰子油──玻璃樽裝有點重，但
絕對值得帶！父母肌肉疲勞，或孩子
要做小兒按摩，也可用椰子油推。另
可作防曬防蚊，紓緩蚊咬不適。我們
還用來刷牙，不用酒店送的牙膏，也

減少浪費（自備牙刷）。
6. 順勢療劑Arnica──任何撞傷也

可以內服，或買已溶成膏狀的外用
版，可鎮痛定驚及去瘀去腫。
7.中醫沖粉──小柴胡、銀翹散、

附桂理中丸，或一般的感冒沖劑也可
帶，要看清楚症狀，且只為緩急，回
港後要找醫師看。
8.海鹽─帶上一些用作消毒餐

具，或漱口水（喉嚨痛時必用）。另
也可用作浸腳，更能作精油和水的融
合劑，助吸收精油。
9. 益生菌及維他命Ｃ──這些有不

少選擇，可以看看成分和口碑。
10.薑黃、洋葱、辣椒、蒜頭之粉狀

膠囊──之前談過這幾種為天然抗生
素，可以買有機粉狀入膠囊，保健可
以吃少點，生病時吃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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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在五台山期
間，多方探聽順治帝

在清涼寺出家故事，但講述的人，都
有不同版本。
其中有一個版本，故事的情節迭

出，驚險離奇曲折兼而有之，且簡述
如下──
話說，清朝初年的一天夜晚，僧人

們剛做完晚課，有兩個不速客，突然
闖到雲岡寺，求見住持長老道：「我
倆想在貴寺落髮出家，皈依佛門，不
知長老可否接納？」
住持聽罷，覺得兩位客官深更半夜
來此出家，肯定是有莫大煩惱。
於是便將兩人領到方丈房中，這才
問道：「兩位施主為何要出家？」
兩人異口同聲地答道：「我兄弟兩
人是蒙古人，二老不幸雙雙去世後，
兄弟們爭奪財產對簿公堂，我倆不想
爭訟，便想皈依佛門，落髮為僧，圖
個清靜，請長老接納我兄弟二人。」
住持趁他倆說話之際，仔細打量這

兩人，發覺長得慈眉善眼，器宇不
凡，說：「今晚我們算是有緣，請二
位暫在小寺留宿幾日，容我與眾僧商
量商量再為你們落髮，如何？」兩人
聽罷歡天喜地，便雙雙住了下來。
過了幾天，住持經從旁觀察認為兩
人的行徑，相信是誠心出家，因而準
備為他們擇日落髮。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關節眼
上，一個小和尚說：「長老，昨晚我
在他們屋外窺視，才知道這兄弟兩人
就是當今皇上順治皇帝和太監。」
小和尚話音甫落，長老嚇得連手中

的茶碗都掉在地上，滿地開花。
小和尚接着又說：「我在門外聽見

那個太監說話時，左『萬歲』右『萬
歲』的，而且還說『西來第一山』的
匾額，木匠把萬歲的筆體都刻走形
了。你想想，那匾額不正是順治帝的
御筆嗎？」
住持聽完小和尚的話，心想：當今

皇上來此出家，莫非宮裡出了大事？
我若應允萬歲爺在此出家，弄不好以
後連腦袋也難保，所以我只好佯裝不
知，打發他們到別的寺院算了。
隨後住持專門來到兄弟二人的住

房，說：「二位施主，據你們前幾日
告知的生辰八字推算，你二位如皈依
佛門，將來會是了不起的大德高僧，
再從二位面相來看，佛主的三十二法
相，八十種好，你們就佔了一半，恐
怕他日二位將是文殊菩薩座上的今世
大弟子，只是雲崗係無名小寺，老僧
有緣能見到二位施主就已是前世緣分
了，阿彌陀佛。」

（說「順治與五台山」之二）

年輕的，喜歡美女，年老了，喜歡小孫子。這是天
性，我也不能例外。可惜因為年輕時已為人師，只能正

襟「靜」坐，目不斜視。到了老年，便對小孫子愛護有加，最近他隨母
親回廣西探親，因為時在暑期，一去經月，使我思念不已。
人不能沒有愛，更應該有愛心。不僅要愛自己的家人，也應該愛及別
人的老和幼。只有世人擴大愛心，才有天下太平。如果整天播放仇恨，
更用戰爭來解決問題，將永無寧日。
提倡愛心，本是一種宗教信仰，但宗教也是導人為善，只要不是迷

信，該是一種良好的思維。希特勒主政時的德國，主張種族仇恨，提倡
大日耳曼主義，搞得天下大亂，並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千萬生靈塗
炭，是現代歷史上的人類慘劇。但願這類慘劇，永遠過去，人類不應再
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愛是人類本性。人之初，性本善而不是性本惡，中
國傳統的道德教育，都是提倡愛心的。
但愛心卻不能教人一如迂腐的「東郭先生」。「東郭先生」，險些兒
給中山狼吃掉的故事，說明東郭先生和中山狼都是愚蠢的，還是老丈人
高明，騙得「中山狼」再入囊中，乃得合力操刃殪狼。
對惡人不能仁慈，尤其是對把對中國的侵略說成「友誼」，這種當面

撒謊，尤其應該揭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最末的幾篇文章，都是揭
穿美國人在二戰以後支持蔣介石腐敗政府的真面目的好文章。
二戰以後身受蔣介石腐敗政府多年壓迫欺詐的中國人民，對美國人的

假仁假義還有不少幻想，因此毛澤東才有《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一
篇名文，揭穿美國佬的假仁假義的面目。當年中國知識分子對蔣介石完
全失去信任，但對美國佬的博愛、民主等等還有一定的幻想。但美國佬
幫助腐敗透頂的蔣介石反動政權一下子就戳穿了美國人的假仁假義，終
於成全了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反動政府建立新中國的心願。

愛心和仁慈

69歲「歌神」許冠
傑與67歲「校長」譚

詠麟日前圓滿結束紅館12場世紀演唱
會，演唱會的歌單多達57首歌曲，全
部都是廣東歌及幾首英文歌，帶來一
個充滿集體回憶的演唱會。
演唱會由張學友、劉德華及許冠文
錄製一段短片，介紹許冠傑和譚詠麟
對香港樂壇的影響深遠和貢獻，凸顯
兩人的神級地位。
棟篤笑掌門人黃子華更拍攝片段解
構許冠傑和譚詠麟。其中他解釋「歌
神」的定義：「許冠傑創造粵語流行
曲，他之前是有粵語歌曲，但不流
行。當時在《賭仔自嘆》等低俗歌曲
的氣氛下，許冠傑突然發表《鐵塔凌
雲》，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樣，無
人明他講什麼，慢慢對廣東歌改觀而
愛上追聽廣東歌。有人話歌手遇到好
歌，歌手就會紅了，但廣東歌遇到許
冠傑，廣東歌就紅了！」言簡意賅的
勾畫許冠傑有多「神」，粵語流行曲
潮流就是由他一手開創。
許冠傑是有見上世紀七十
年代，香港開始快速發展，
開始有自己的文化，但流行
歌曲卻被英語歌統治，他在
大學組樂隊時就想，香港人
除了聽人家的歌，會不會想
聽聽關於香港本地的歌，是
打工仔或者大老闆都可以雅
俗共賞那種，他就嘗試以西
洋搖滾歌曲的音樂配合粵語
歌詞試試市場反應，於是有
了《鬼馬雙星》，當時他曾
擔心歌曲會否受歡迎，幸好

市場反應不錯，他於是開始往這個方
向發展。
入行逾半個世紀的許冠傑，最大興

趣是透過他的歌保育香港地道文化。
他畢業於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但
他不避俚俗，以廣東話唱出多首反映
社會現況、諷刺時弊的歌曲，題材廣
泛，又被封為「平民歌神」，許冠傑
出身草根階層，他自言不是學院派。
許冠傑稱他的歌有一套「許冠傑哲

學」，就是樂觀、活潑、幽默，鼓勵
人勤勞就會有收穫，他認為香港人一
直是樂天的快活人，懂得自食其力不
會怨天尤人，他要給大家更多正能
量。
許冠傑和譚詠麟在舉行日場的周末

更破天荒在紅館外擺放五輛美食車，
舉行迷你美食嘉年華，所有場租及保
安全由他和譚詠麟支付，一毫子收入
都沒有，純粹與眾同樂，希望樂迷可
以集體回憶，重溫一下當年去戲院等
入場時食燴魷魚、碗仔翅、雞蛋仔、
咬蔗的滋味。

歌神和校長：香港文化守護神

前幾日看新聞，有位香港立
法會議員說搭車去了廣州南

站，發現一片荒蕪，連牛都見得到，我不覺笑
出聲來。我在番禺住了好幾年，廣州南站就在
番禺。廣州地鐵2號線的終點站，就設在廣州
南站。上班的地方在越秀區海珠廣場附近，搭
2號線不用換乘便可抵達，所以，我慣常選擇
從廣州南站搭地鐵回辦公室。來來往往了無數
次，竟然從未見過有牛在南站。
平心而論，商業繁華程度，番禺的確不如越
秀區和天河區，但並未像該議員說的是一片荒
蕪。廣州南站投入使用7年多了，除了地鐵2
號線，7號線也從此經過。搭7號線，只要四
站，就到了國家5A景區長隆主題公園。長隆
的大馬戲、水上樂園、野生動物園等，在內地
的吸客程度，不亞於迪士尼，每年入園遊客都
以千萬計。
最近就聽到一位在長隆旁邊的朋友抱怨，今

年的暑期才過半，她已經接待了好多來長隆遊
玩的親戚朋友同學，光花費在購買入園門票上
的錢，就已經有一萬多了。
長隆門前的番禺大道，又是廣州知名的美食

大道。各色菜餚應有盡有，且物美價廉。有一
間韓國館子，叫做花開園，韓式料理做得極為
地道，就餐環境也舒服。有朋友過來探我，懶
得自己下廚時，我便會和朋友約到此處吃烤
肉。馬路對面，就是廣州最出名的自助餐廳四
海一家。因為美食品種多，菜系豐富，各地慕
名來此打牙祭的食客，每天都有一兩千人。此
外，其他各色菜系，在這條路上都有不錯的館
子可以選擇。

除了吃，環繞着廣州南站好玩的去處也不
少。老廣州大都知道，雖然番禺今日屬廣州轄
下，但實際上是先有番禺後有廣州，因為歷史
上，番禺的建制早過廣州。所以番禺的歷史積
澱文化留存也較為豐厚。明清南粵古建築保持
較為完整的沙灣古鎮，廣東四大園林之一的餘
蔭山房，嶺南特色園林寶墨園等都值得去細細
探訪一番。尤其是寶墨園內有一面巨型的磚雕
《吐艷和鳴壁》，是廣府磚雕的代表作，盡顯
南派磚雕的精妙。近看，玲瓏剔透，五十多種
花卉植物，安插得當，六百多隻形態各異的鳥
兒，棲息之間，個個栩栩如生；遠看，整幅雕
刻長達20多米，高近6米，顯得磅礡大氣。
我曾經為此專門去拜訪過這幅磚雕作品的創

作者，何世良。這位被譽為番禺最後一位磚雕
大師匠人，淡然又平和，他頗為謙虛的告訴我
《吐艷和鳴壁》中，有多處他都不甚滿意，並
推薦我去東莞粵暉園看他的新作《百蝠暉春
圖》。
離廣州南站五六公里之遙的大夫山森林公

園，亦值得去逛逛。之前我就住在大夫山腳
下，晨起，總愛繞着大夫山裡的幾個大湖跑
步。開闊的湖面，水草豐茂荷葉亭亭，高大的
水杉，林立的大花紫薇，倒影在波光粼粼的湖
水中，清幽淡靜。跑着跑着，我就忍不住駐
足，拿出相機拍上幾張絕美的晨曦風景。近萬
畝的公園裡，峰巒疊嶂，山塘相接，植被的多
樣化也很有特點。廣玉蘭、紫荊、鳳凰木、野
牡丹、山茶花、杜鵑花等成片生長。遇到花
期，蔚為大觀。
番禺地廣，於是在廣州南站附近，也聚集了

好多個超大樓盤，譬如本港商人二十多年前就
捷足先登，開發了素有「中國第一村」之稱的
祈福新邨，迄今仍有很多港人選在定居於此。
此外還有華南碧桂園、雅居樂、麗江花園、招
商金山谷等等。廣東的媒體曾報道說，至少有
超過30萬白領住在番禺，在天河越秀上班。聽
聞最近，祈福新邨新的超大綜合商業旅遊體繽
紛世界開業，匯聚的南北風味、中西料理、日
本、東南亞等地的菜餚就多達上百間。
不知道這位議員在廣州南站看到的牛，是不

是正要運來做料理的鮮活食材呢？

我早知道的廣州南站

北 漂 往 事

最近打開電
視、網頁的國

際版，常看到美國現任總統特
朗普。若讀者曾閱讀我的運程
書、專欄，必定知道，天命對
他的評價一向不佳。
或許你會認為，他遠在大洋

彼岸的美國，是美國的當權
者，怎會影響我這個香港市
民？由於美國仍在世界處於領
頭的位置，總統所作所為的影
響力，可以是國際性的，在世
界範圍內都會有或多或少的牽
連，如影響金融股市、世界政
治環境氛圍等等。
牽連甚廣的事項，要交託到

這個總統肩上，而此人出言挑
釁、醜聞多多，黨內人員亦有
人與他分道揚鑣。不難推測，
此人為人處世、執行能力確有
問題。
天命已在運程書預測過，特

朗普總統明年犯太歲，整體運
勢會有波動、低落，可能有被
暗殺之災、病痛之苦，或是容

易提早下台。若這衰落的運勢
沒能在他本人身上應驗，則可
能會轉移到美國整體國運本
身，甚至波及世界，引起軒然
大波，戰火一觸即發。
從事玄學多年，天命早已學

會平靜看待自己的預測，無論是
否應驗，我都會仔細推敲，從中
汲收經驗，以求進步。若總是患
得患失，瞻前顧後，反而容易被
雜念干擾，影響準確度。
因此我已經很久沒有執着於

某個預言的準確度，只想以平
常心應對。
但這一次，天命盼望自己能

夠命中，皆因他一日在位，世
界就少一分安寧，而誰也不希
望看見戰爭打響。
今年的戌月（即新曆10月8

日到11月6日左右）是特朗普
最不當運的時機，容易被彈
劾，或與黨內成員不和，傳出
更多負面新聞。天命希望，現
實能夠如預言所顯示的那樣，
把和平與安寧還給世界。

不當運的總統
彥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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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廣州南站五六公里的大夫山森林
公園。 作者提供

■雲岡石窟像。 作者提供

■椰子油可作防曬防蚊
之用。 網上圖片

■許冠傑和譚詠麟舉行的演唱會日前圓滿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