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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只知道有種與眾不同的魚——
「剝皮魚」。剝皮魚，學名叫綠鰭馬面魨，
又叫馬面魚、橡皮魚、皮匠魚、麵包魚等。
因其皮硬，無法食用，所以要先剝皮，後烹
飪。現如今，居然冒出「剝皮樹」這等咄咄
怪事。且同樣是為了「吃」，只是目的不是
為了一飽口福，而是為了延年益壽。

《廣州日報》近日披露，地處南嶺山下的
乳源大橋鎮嶺頭村是典型的高寒石灰岩山
區，儘管當地水土貧瘠，但這種氣候條件卻
十分適宜中國獨有的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
植物南方紅豆杉生長，當地也是這種珍貴植
物的密集生長區。而今，一小片枯黃的樹
林，在盛夏綠得發亮的農地中顯得特別刺
眼。它們，就是多株在該村長了大半個世紀
的紅豆杉，被剝皮後行將枯死。
紅豆杉，是經過了第四紀冰川遺留下來的

古老孑遺樹種，在地球上已有250萬年的歷
史。由於在自然條件下紅豆杉生長速度緩
慢，再生能力差，所以很長時間以來，世界
範圍內還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紅豆杉原料林基
地。迄今為止，全世界僅有11個紅豆杉種
類。其中，南方紅豆杉，更是我國獨有品
種。因分佈地域狹窄，生長條件苛刻，生長
十分緩慢，故有植物界「大熊貓」之稱。
1999年，紅豆杉屬所有種類，均入選第一批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名錄」。如此珍貴
的樹木，遭人剝皮，暴露出的，既是人們的
無知，更是人性的貪婪。
紅豆杉遭人剝皮現象，早已不是「新聞」

了。我在網上鍵入「紅豆杉剝皮」，立馬跳
出一行字：「百度為您找到相關結果約
1,200,000個」。打開幾個案例，每一個都令
人痛心。日前，CCTV-13 台《新聞直播
間》，披露的衢州市衢江區一起人為非法破
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案——一棵樹齡
500多年的紅豆杉，慘遭剝皮。當地民警依
據線索，迅速抓獲了毀林人李某，並搜查出
紅豆杉樹皮和作案工具。經過初步詢問，李
某係峽川鎮塢石畈村人，而他剝紅豆杉皮的
目的，是為了給家人治病。此前，台州網路
電視台曾經報道，浙江省台州市黃岩區西部
山區，有不少野生紅豆杉，因為近年來流傳
着紅豆杉的樹皮可以治療癌症的說法，導致
這些百年老樹慘遭黑手剝皮。在該區嶼頭鄉
布袋坑村，生存着10多棵胸徑超過60厘米
的紅豆杉，這些樹在村中生長了幾百年。可
是，近日這裡的紅豆杉卻遭遇了黑手。就連

其中一雌一雄並列而生的紅豆杉「夫妻
樹」，也未能倖免。
俗話說：「人怕傷心，樹怕剝皮。」各種

樹木都有一層皮。或堅厚，或嫩薄；或粗
糙，或光滑。不論何種樹皮，功能不可小
覷。科學家研究發現，樹皮的作用除了能防
寒防暑防止病蟲害之外，主要是為了運送養
料。在樹木的皮內有一層叫做韌皮部的組
織，韌皮中排列着一條條「管道」，葉子通
過光合作用製造的養料，就是通過這些「管
道」運送到根部和其他器官中去的。因此，
有些樹木早已「空心」了，可照樣活得生機
勃勃，就是因為大部分韌皮部依然存在，可
以輸送養料的緣故。如果韌皮部嚴重受損，
樹皮被大面積剝掉，新的韌皮部來不及長出
來，樹木就會因為得不到有機養分而死亡。
這些紅豆杉，幾百年間，櫛風沐雨，挺過

了電閃雷劈，挺過了歲月變遷，如今，卻挺
不過人們看似柔弱的雙手。究其原因，在於
人心不足。君不見，時下在我們身邊，確確
實實有這樣一些同胞，財富，多了還想多；
壽命，長了還要長。於是乎，什麼不義之財
都敢發，什麼益壽食材品都敢吃。
因為，從紅豆杉的樹皮和樹葉中，提煉出

來的「紫杉醇」，具有良好的抗癌效果。加
之民間流傳着紅豆杉樹皮、果實泡酒等，可
防癌、治癌的說法，以致被譽為「植物大熊
貓」的野生紅豆杉，常遭人剝皮、折枝、盜
伐。殊不知，紅豆杉所含的「紫杉醇」，完
全不溶於水和酒精等溶劑，只有經過專業藥
廠的專業設備，以及科學流程才能提取。反
之，沒有任何抗癌功效。而國家衛計委曾在
一份公告中說明：「紅豆杉毒性很大，在沒
有醫生的指導下，長期大量食用後可能會產
生抑制骨髓造血功能、白細胞下降等嚴重毒
副作用。」可是，只因「能抗癌」之說，還
是頻頻遭殃。試問，舉刀揮向紅豆杉的人，
不是「貪壽」是什麼？
再看貪財。長期以來，有人為了大發其

財，非法開採礦產資源，利慾熏心，屢禁不
絕。中國江西網—萍鄉頭條近日報道，今年
汛期過後，針對礦產資源非法開採有所抬頭
的趨勢，萍鄉市國土資源局與縣（區）、鄉
鎮政府聯動，保持打擊礦產資源非法開採的
高壓態勢，力爭將礦產資源非法開採行為
「發現在初始，解決在萌芽」。自7月14
日，至7月24日，該市先後在上栗縣長平鄉
石溪村、金山鎮新楊村，安源區高坑鎮、青

山鎮、城郊管委會，萍鄉市天子山等地，扣
押多輛從事非法開採的鏟車、挖機和託運貨
車等。短短10天時間，單是萍鄉市境內，就
在多個不同地方，發現非法開採煤炭行為，
非法開採礦產資源現象之頑固，由此可見一
斑。
還有一種現象，有人為了貪財，有人為了

貪壽，一拍即合、互相利用。如，濫挖蟲
草。珍貴中藥材冬蟲夏草，主要產於青藏高
原及西部海拔3,000至5,000米之間的高山雪
域和峽谷地帶，產量極少，價格昂貴。一直
以來，存在亂採濫挖現象。業內人士表示，
隨着青藏鐵路的開通，亂採濫挖蟲草勢頭，
非但不會減少，反而可能加劇。據介紹，蟲
草主要分佈在青藏高原及其周圍地區。近些
年來，國家雖然採取了對有資質的單位頒發
蟲草「採集證」等措施，加強管理、加以限
制。然而，在高利潤的驅使下，無序採挖現
象，仍然相當嚴重。當地一些牧民，每到蟲
草採挖季節，仍會全力以赴採而挖之，導致
生態破壞嚴重。

發財致富也好，延年益壽也罷，原本不是
壞事。可是，人生自古誰無死。古往今來，
不要說平民百姓，即便帝王將相，有幾人長
命百歲？況且，把自己的慾望，建立在違背
科學、違反法律，傷害珍貴物種、破壞生態
環境的基礎上，就太不應該，太貪得無厭
了。乳源瑤族自治縣那幾棵紅豆杉，遭人剝
皮，不是一天兩天的事；留下的刀痕，也不
是一道兩道而已。至於濫挖蟲草之類，被人
為剝去的、遭無辜損傷的，則是大地母親一
片片本來完好的肌膚。遺憾的是，當地一些
縣、鄉政府，往往在收取低廉的草場使用費
後，允許牧民任性採挖蟲草。據悉，有的地
方還將「採集證」承包給牧民。江西萍鄉，
如若不是「非法開採有所抬頭」，怕也未必
有上述行動。正是監管不嚴、打擊不力，加
上某些人貪婪的人性，這才助長了「剝皮」
現象的氾濫與蔓延。

教師待遇和操守

致敬老白
杭州民警老白和
他那些退役警犬的

故事，自從今年初經新華社記者採
訪報道以後，一直在網上網下為很
多人所關注。甚至，台灣的「中央
社」也於近期報道說：「他也會擔
心一個人的力量有限，但他更擔憂
中國內地這麼多退役警犬，該如何
讓每一隻都有尊嚴地度過晚年。」
這裡的「中央社」之憂，其實也
正是民警老白今年6月帶着他那些
退役警犬登上央視《出彩中國人》
的主要目的之一。當時他說，「我
帶牠們來到《出彩中國人》舞台，
就是想告訴給大家：退役的警犬，
只要我們大家關愛，同樣能夠愉悅
地過好每一天。」
記得這期節目重播時，小狸恰巧
在內地旅行中看到。老白當時帶上
台來的退役警犬共有3隻，其中2
隻因年事已高，只不過是上台來展
示一下風采，具體的「出彩」任務
主要由另一隻名叫「小龍」的退役
警犬來完成。老白說：「牠今年10
歲，相當於人類的72歲；牠原先是
一隻被人遺棄的流浪犬，被我收留
以後，服役了8年多，共出警3,000
餘次，抓獲嫌疑人70餘名，協助警
方破獲一般刑事案件200餘起。」
小龍雖老，但功夫依然，只見牠
與年近55歲的老白配合默契，先後
完成了一系列服從性項目和跨越障
礙物等項目，特別是在最後壓軸的
「解救人質」中，小龍更是神勇異
常，機智過人，贏得了全場觀眾的

熱烈掌聲。評委撒貝寧也熱情地對
大名白雁的老白說：「我完全不在
乎牠今天演了些什麼，我在乎的是
您對牠們的這份情感……」
是的，民警老白對他那些退役警

犬的情感真是感人恒久遠。例如：
有始有終。2004年開始，老白陸續
組建起一支擁有26隻警犬的巡邏
隊，這在杭州當時的派出所中是一
個創舉，6年後，這批警犬大部分
已經退役，卻無處可去。於是，
2010年初，老白自掏腰包建起「警
犬養老院」，又給這些退役的警犬
一個養老的家，最後的家。
自費送終。要給退役警犬們一個

養老的家談何容易？據「中央社」
近期報道：「他為此7年間已花了
人民幣上百萬元。他說不接受任何
捐款，這是他的原則，因為不能把
事情做偏了。」
比鄰而終。7年來，尚未退休的
老白每日都要到他一手創建的「養
老院」去餵養、遊戲、醫治退役警
犬，他很願意就這樣一直陪伴着牠
們。他說︰「牠們是我的戰友，也
是親人，我想讓牠們的晚年生活過
得有尊嚴。」尤其感人至深的是，
在這個「養老院」裡，還有一處
「警犬陵園」，曾經有4位「戰
友」相繼入葬這裡。老白不但給牠
們標註銘牌，記有生卒年月，而且
每逢紀念日，都要到這裡來看看，
並且一定會向這些「比鄰而居」的
亡靈們撒上幾片花瓣。
好人啊！老白。讚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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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談到改善香
港教師團隊整體表

現一事，有兩個方向要做，一是改
善待遇，一是正視教師失德和約束
教師守法。
政府先從幼稚園教師的薪酬和福
利入手，但是中學巧立名目聘用所
謂「教學助理」而製造「同工不同
酬」的疵政也不可忽視。
教學助理的入職要求跟常額教師
沒有差別，個別也還要負責日常課
堂教學或批改作業，但是工資差了
一大截，可以說是「二等公民」。
產生這個畸形現象是因為現時中學
教師行業是一個買家市場（buyer's
market），起因是教師供應過剩而
學校教席需求不足，於是校方可以
肆意剝削新入行的年輕人，以低於
常額教師的工資聘用這類「廉價勞
工」。如果政府增撥教育經費，應
該降低師生比例，即時取締這種辦
學團體不肯尊師重道的惡習！
教師升遷的制度也是長期不公，
現時中學教師升級不升級，對工資
影響很大，「學位教師」（GM）升
為「高級學位教師」（SGM）月薪
會大幅跳點，這是借用公務員薪級
表帶來的弊病。現時升不升級沒有
公平、公正、公開的準則，許多中
學校長「任人唯親」是教育界長期
詬病的陋習，處理辦法是檢討現行
薪級制度。
而另一個毛病是教師必須參與行
政才有升職的機會！但是教師的主
要任務是教學而不是行政，修讀短
期課程不會令一位好老師忽然搖身
一變而成為高效的行政專才。香港
的中學應該另外聘用行政人員，讓
教師只要專心教學亦有升遷的可
能。

現時香港的中小學制度入面，校
長的權力過大，教師的升遷評核都
極有可能一個人說了算。假如小人
竊據高位，就會出現隻手遮天的情
況。新學年香港就出現一宗要勞動
教育當局介入，撤換校長的大新
聞。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只是冰山一
角，事態沒有那麼嚴重的違規學校
諒必還有，只是未有去到這樣嚴重
地步而已！學政改革當然會觸及不
少「既得利益者」的特權，曾有一
位宗教界名人以交回數以百計中小
學的辦學權來要脅政府！
二零一四年爆發非法「佔中」之

後，社會大眾對個別大學教師、中
學教師的私人品德有了全新的認
識，簡直大開眼界！然而教師團
隊，以至香港社會道德標準嚴重下
滑的分水嶺，還可以追溯到二零一
三年「粗口教師」林慧思在鬧市辱
警和阻差辦公一事！校方和背後辦
學團體的包庇，更令一眾「粗口教
師」有恃無恐！
宗教組織的高級傳教士指使和鼓

煽信眾用粗口罵人來宣洩個人不滿
情緒，對此筆者無話可說。不過在
約束教師參政時的操守，倒也可以
學習「先進國家」！歐美許多國家
都任由教師參政，但是多有規範教
師不可以在課堂內推銷自己及所屬
政黨的取向。要講，只能講學界有
共識的流行學說。更不要說私自帶
領學生去遊行示威，或者跨過校方
和家長讓學生直接接觸外面的政
團。
我們講四個「Ｍ」的產業管理，

第一個「Ｍ」就是人，也就是人力
資源，在教育產業主要是教師。去
除沉疴的路不容易走呀！

（再談香港教育沉疴．之三）

泰國先後的前總理，是一對親兄妹，
他們是他信和英祿，這是一對俊男美

女。我童年時曾在泰國僑居，覺得泰國人種並不是生產
俊男美女的地方。泰國人並不漂亮，相反，漂亮的應該
都是華裔。
從來混血兒都比較漂亮。從人類學的角度看，混血兒
結合雙方的優良基因，英祿和他信他倆可能便是混血形
成他們的漂亮面孔。
英祿以一個女性，能在泰國政壇脫穎而出，相信不是
因為生得漂亮，而是她也有點真本事。她的兄長被軍方
迫得流亡，再加上這個同情分，她才能在政壇站得穩。
同樣她照顧北方農民的政策，也得到了大部分農民的選
票。
英祿面臨涉及大米典押案的刑事起訴，但因該案實際
上並未涉及貪瀆，況且是一樁有益農民的民生事件，如
果在法庭上導致雙方辯論，對軍政府未必有利。因此，
這次她的選擇流亡，也許是雙方「政治協商」的結果。
泰國的政變，其頻繁程度，可能創上世界紀錄。原因
之一是泰國政壇關係十分複雜，一般都是由軍方在幕後
操縱。如果英祿在泰國面對審判，軍政府便會面對兩難
的境地。因為這是一樁政治審判，原因是英祿並未涉及
任何貪瀆。因此，她的出逃也許是軍方默許的。
泰國是一個小國，她的政治變化對國際政治影響甚

微。就是在亞洲，較她面積小得多的新加坡的影響也來
得更大。但新加坡由於該國強人李光耀的國際地位及國
際活動能量，使這個小國聲名鵲起，大有作為。俱往
矣，新加坡這個世代相傳的小國，到了李光耀的孫輩，
只有爭權，毫無作為，只有令人嘆息。

泰國政變

人的壽命愈來愈
長，我們可以做運

動，調節飲食，讓身體保持健康，
但要讓腦袋保持健康似乎是最困難
的，尤其是老人失智的情況愈見普
遍，我們不得不提高警覺，及早訓
練腦袋，避免過早退化！
有些人以打麻將去訓練腦袋，手
眼協調兼有社交生活，的確是很好
的活動。不過打麻將是長時間坐
着，有些老人會有腰疼盤骨累的情
況，看來不夠理想。
美國有一些照顧失智人士的中心
實行用舞蹈治療，以減慢老人癡呆
的症狀，發覺效果良好。原
來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也不
時舉辦排排舞等健腦興趣
班，讓長者和照顧者一起聞
歌起舞。
集體跳舞的好處很多，可
以訓練手眼足耳協調和身體
的平衡，全身活動舒展筋
骨，是帶氧運動；音樂又可
以幫助情緒放鬆，結識朋
友，擴大社交生活，這種種
元素有助刺激腦部神經，令

心情愉快。
不過中國人，應說是漢人較為含

蓄，對手足大動作的舞動會視為不
雅或不禮，所以傳統以來對舞蹈的
熱愛程度遠不及其他民族。有些民
族每逢有任何慶典，都會集體地載
歌載舞。輕快的舞蹈是他們表達愉
悅的肢體語言。
要香港的老人家學跳舞並非易

事，首要幫助他們解除尷尬，釋放
內心的拘謹，改變觀念，視舞蹈為
運動的一種，提高和擺動手腳，讓
腦細胞獲得新活力的刺激。

手舞足蹈腦筋靈活

大學同班群組忽然傳來聚臣發
出的訃告：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鄒曉麗先生，因病醫治
無效，於2017年8月31日17時30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80歲。
看到之後，不免一驚。聚臣大學畢業後留校，

與鄒老師由師生關係變成同事，而我自那年離
開，雖然回過母校多次，但跟任何當年老師都沒
有什麼聯繫，印象中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
我住北師大賓館，有一次逛校園，碰到正在校園
騎着自行車的馬新國，他低我們一年級，留校，
到底說了些什麽，早忘了，無非是打個招呼吧。
後來為慶祝校慶一百周年，母校出版社計劃

推出一批書，鄭君禮副校長建議出一本關於我
的研究集，由當時的北師大出版社總編輯馬新
國具體負責。此書當然不會由我編，同學好友
曹惠民教授挺身而出，由他主編，於是，厚厚
的一本《閱讀陶然：陶然創作研究論集》便在
2000年 9月問世了。我在留校的楊聚臣陪同
下，去齊大衛老師家裡坐過，以前聽過他唱
歌，非常好聽。

再有一次，也是由楊聚臣陪同，去看望同樣住
在校內的寫作課老師劉錫慶教授，記得當時他送
了一本他的著作，並且笑言：「當年我還看不出
你會成為作家，你們班我那時看好的是張詠梅和
錢曉雲。」這我也清楚，她們的作文常常貼堂示
範。錢曉雲是當年全國文聯副秘書長、著名作
家、藏書家阿英的小女兒，當初開學時，她由小
車送來，那時沒什麼私人小汽車，不免引起小小
震動。
後來，一幫同學還曾去她家，參觀阿英的藏
書。她的男朋友，是《文藝報》編輯，在我們這
幫文科大學生眼裡，自然是文壇小權威，會圍着
他問長問短。但他從沒到過我們宿舍，我也沒有
見過他，只是風聞而已。只是後來好多年了，我
回北京，兩次見過錢曉雲，一次是在鼓樓的竹園
賓館，一群北京同學在那裡聚會，另一次是我應
上海作家周佩紅之約，去團結湖看錢曉雲家。
我一向跟老師們都不太親近的，不是不尊敬，

而是無力打成一片。鄒曉麗老師大概是比較例
外，因為大學一年級時，我住校醫院一個月，缺
課。教古代漢語課的鄒老師怕趕不上進度，便叫

我每晚到他家裡補課，至今難忘。我當然懷念鄒
老師，但受個性所限，即使到了北京，也不會主
動去聯繫。一方面覺得不宜打擾，另一方面也常
常就是三幾天，以北京城之大，交通又擁擠，一
天只能辦一件事情，結果許多東西便只好放棄
了。
其實我懷念的，還有鄒老師的先生張恩和教
授，他也在北師大，當時是我們的現代文學課老
師，教課時他常常舉出各種說法，最後拿出他的
見解。課後，同學陳啟智曾對我表示，讚賞他的
教課方式。我還記得他教魯迅的作品《傷逝》
時，應該是冬天吧，他圍着圍巾，當時在我眼
裡，活像魯迅小說主人公涓生。他們遊走校園，
是當時我們眼中的一對才子佳人。後來，張恩和
教授也被調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那已是我
離開學校很久的事了。
如今，鄒曉麗老師遠去了，更早的，劉錫慶、
齊大衛老師也不在了。也許，塵歸塵，土歸土，
人人的歸宿都一樣，但即使如此，鄒老師和其他
老師大去，總叫我們這些活着的人悲傷，這也是
人之常情吧。

鄒曉麗老師

遭「剝皮」的豈止紅豆杉

早前在自己的電台節目
跟聽眾交流的時候，有一

位住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聽眾朋友跟我
說：「我們正在面對即將來臨的颱風吹
襲，美國總統也叫一些沿海居住的居民撤
離，去到庇護中心暫住，而我的一家人沒
有這個決定，希望可以留守家中及一切平
安。」因為這位聽眾的留言，立刻引起也
同樣住在該地方的一些聽眾留言，他們也
說︰「現在有點不知所措，有些居民想離
開家園開車到安全的地方，但因為油站大
排長龍，甚至有些油站已經沒有汽油提
供，對他們來說不知道怎辦。」
亦有一位聽眾說：「我們居住的地方雖

然也面臨這颱風的威脅，但因為房屋是用
磚頭搭建，應該沒有問題。」因為外國很
多房子都是用木材搭建，所以當遇到颱風
或龍捲風吹襲的時候，大多數都會連根拔
起，相信大家看到一些新聞片段或圖片也
會清楚這種悲慘情況。我便說：「當颱風
來臨的時候，便應該躲在地庫那一層，但
原來也有問題，就是會發生水浸的情
況。」
其實香港日前也面對颱風的影響，雖然

有些停車場的汽車因為水淹的關係而受到
影響，但實際上就算遇到巨型颱風，我們
的家園也沒有像外國那樣的糟糕，畢竟我
們的房屋用的材料跟外國不同，所以就算

颱風吹襲，只要安坐家中不外出，總算安
全。但外國居住的居民，遇上這些天災的
時候，可能家園盡毀，未來的日子也不知
所措。
所以當晚自己也在節目中說了以下的

話：「其實香港真是一片福地，沒有大型
的天災影響，沒有強烈的地震。雖然我們
有時也會嚮往外國人的生活，擁有很大的
房子，甚至有自己的泳池及大大的花園，
這些在香港來說談何容易，但細心想想，
如果我們真的住在那些地方，面對的問題
可能想像不到。」所以我也說：「你睇我
好，我睇你好。」有聽眾聽完我這番說話
之後也有同感，世界是沒有完美的，你看
我的會羨慕，但其實他們也羨慕我們，這
就是生活在不同國家及地方所面對不同的
問題。
說到買房子，雖然今天在香港想擁有屬
於自己的居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且
有很多人也埋怨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出
現，但如果我們用另一種方法去感受現有
的生活，再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們，可能要
面對不同情況的遭遇。如果有一天，我們
的家園沒有了，絕對難以想像地可怕，原
來我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雖然我們沒有
大大的花園及泳池，房屋也可能只是小小
的面積，但只要我們懂得享受生活，其實
已經不錯。

香港這片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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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排舞對身心有益，可治療老人癡呆
的症狀。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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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豆杉是一種植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