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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座橋一株樹，就是一個村子
的歷史，我就生長在一個有橋和古樹的地
方。最初的記憶是一個很大的場院，院中
有一塊古老的石碑，除了村史，上面還記
載着當地有關方圓幾里的風水寶地，不知
道真假。不過這裡的土地的確是肥沃的，
只要播下種子，沒長不出的莊稼，居住在
附近的人們應該都是知道的。村裡還有一
株樹齡千年的古槐，槐已老，但花開花落
按時按節，從來都不會錯過，每當樹葉茂
密的時候，濃濃綠葉包裹着樹枝地四處張
揚，附近地面便也在它的籠罩下撐出綠蔭。

大凡古樸的村子，人們除了平日的勞動
還有串門的習慣，大到老人小到孩童更有
那年輕的媳婦，常常步東家走西家，串門
的目的無非是拉呱扯扯閒話，而這個村莊
的人卻很少去鄰居家串門，更多的時候都
是聚在那棵槐樹的底下閒坐侃山，手裡捎
帶着各種各樣的活計，男人們在這裡編
筐，女人們在這裡納鞋底子。古槐生長在
一戶人家的大門外邊，如果再近一些也許就被那
戶人家的院子圈進去了，但它偏偏沒有，
這也正好讓村裡更多的人對它產生了依
賴，因此得到村裡人的喜歡。大家共同喜
愛的物件哪怕是一棵樹一座橋，都會給簡
單的生活帶來味道，帶來說不完的話題。
當地流傳的鬼怪故事特多，村裡的小孩

常聽大人講一些鬼怪的故事，民俗村風和
留仙先生所在的蒲家莊差不多。這些故事
大都出自老人之口，用不知使用了多少年
的方言，聽得人恐怖極了。用鬼怪來教訓
孩子好使其服服帖帖避免長大後學會作
惡，也是教育孩子的一種傳統方法吧，有
一定的哲理，似乎也折射着村裡人真實的
生活經歷。這些故事我就聽到過不少，尤
其是在我年少的時候。故事講來講去，說
不定就把這棵古槐當作了鬼怪故事的一部
分。大人隨興亂編的東西，小孩聽起來害
怕，一邊聽一邊躲在大人的脊樑後面或讓
大人抱在懷裡。故事講着講着就會講出哪
戶人家上輩子的人和事來，講他們的慷慨
與善良，發家和落泊，用老一輩人用功研
讀、當官入仕的事例教育孩子好好讀書，
以最快的方式長大並且出息從而發跡，這
是生活在古村的人基本的心願。
我記事時，這棵槐樹還遭過火災，是夏

天雷劈的結果。二姐在附近山區的廠子上
班時，我經常從這裡經過，有時還特意舉
頭去看，樹枝的確是黝黑的，但沒發現煙

火的痕跡。據說沾了煙火痕跡的枝頭很難
再會生枝長葉，更無花蕾，所以難見再度
開花。實事證明，這棵古槐的傷枝後來漸
漸血脈疏通起來，開始有了些生命的跡
象，樹梢也看着墨綠光滑了起來。老人們
說古槐的靈氣就是能夠自我療傷，但傷口
是永遠也癒合不了的。人們在斷枝的地方
封上泥土，後來封了水泥，又做成活靈活
現的樹枝的模樣，或是怕梅雨季節雨水潛
伏至樹心，一點點噬去它的好枝，或是純
粹為了使它完整供人們觀賞。
當古槐所有的花葉生長出來，這棵遭受

煙火的枝上終於開出一串串花穗。那花朵
極碎，遠望像一團黃黃白白的霧靄。於是
就有人說，這是由於村子風水好，才使古
槐又開始發芽開花的。這個村叫「上泉
村」，往東還有一個「下泉村」，有句話
說「金上泉，銀下泉」，意思是這裡的土
地深厚土質肥沃，雨水豐沛，與相鄰的下
泉村差不多，是個能夠讓人繁衍生息的好
地方。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老人們堅信
這就是所謂的風水之地，村裡老輩人中曾
出過秀才、進士，再後來是學生、軍人、
幹部，都是因為這塊風水寶地的庇蔭。

村裡有一座老橋，據說是由一位在皇城
做官的人修建的。多少年前的秋天，大水
暴漲，道路泥濘，這位大官剛好衣錦還
鄉，回家後看到此景便起了建橋的念頭，
回去後就劃撥銀両，送給鄉親這樣的禮
物。橋是石橋，有五米多寬，數十米長，
橋身弓起，上面鐫刻着精美的浮雕，一看
就是一座官橋。老橋不遠就是那棵粗大的
古槐，古槐與老橋相互映照，在時光的流
逝裡默默無言。它們都經歷了哪些朝代哪
些人事？時光更迭，它們都不曾去說，只
是守着村子，讓斑駁的橋身和黝黑的老枝
見證一切。關於老橋的故事當地流傳很
多，旅遊業發展起來之後，這種傳說在當
地愈來愈烈。這棵古槐，這座老橋，也成
了這個村子的坐標。但凡有人打聽，對這
個村子慕名而來，不用說出村子的方位，
也不用說出村子的名字，只要提到老橋和
這棵千年槐樹便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近幾年，古槐被當地林業部門保護起

來，老橋也開始有人對它進行多方考證，
不斷有學者在這裡徘徊，臂庹尺量，筆記
着什麼，甚至有人猜測，某位皇帝微服私
訪曾遊歷過這裡的山水，也許就在老橋上
軒然臨風佇立過。更有有心的人，總想在

上面再添加點什麼，到處求證，試圖尋到
一些有關的文字記載，或者文人墨客的詩
賦留證。而有關建橋的古碑，也被村裡出
資修補如舊，立於飽經滄桑的橋頭。從此
村裡有價值的東西，便不再只是那座橋那
株樹以及那塊殘缺不全的村碑了。
只是村子是個小村，大多的後生都進城

打工去了，除了那些活動能力差的老人，
年輕人不多。所謂「金上泉，銀下泉」，
也都叫着不那麼響了。進城打工，一天的
工資可頂在地裡躬耕半年，於是村子開始
走向沒落。真正改變現狀的是十幾年前，
為了致富，村裡人在山上大規模種植桃
樹，一到春天滿山滿峪一片緋紅，就像仙
女打翻的胭脂，那紅的花映着橋，那綠的
葉映着樹，整個村莊又開始生機勃勃起
來。有了錢，人們又開始聚在古槐底下，
數一數各家的進項和地裡的收成。
只是，那老橋上面的浮雕實在太精美

了，扶手有飽滿的蓮花，橋欄雕刻着各種
各樣的圖案，橋南橋北各有兩個吐水的龍
頭。儘管記載建橋歷史的碑刻只有一座，
但那座老橋屹立着，穿過了數百年時光，
斑駁的橋身，以青苔在上面記載着光陰。
閒暇的時候，老人們仍然把有關它的傳說
當作閒聚之時的談資，儘管沒有多少文典
古籍的記載。其實老橋本身，就是一卷記
載歷史的書簡。

老橋和古槐，是不能拿去放入展廳的，
於是它成了這個村莊的一處景點。外地人
來，上老橋上站站、走走，望一望四周的
風景，慨歎千百年來的風雲變幻，歎當年
亭園春風，歲序安然。起初村裡人看着他
們好奇，後來也就見怪不怪了。老人們也
不再因為孤獨無依失眠到通宵達旦，家有
鳳凰樹，不怕招不來金鳳凰，每年桃樹授
粉的時節，都有外地人慕名來此打工，山
谷裡除了勞動號子還有拈花授粉的姑娘們
的歌聲，富裕了的家庭不僅要給在外打工
的兒子們匯錢買房，還要給遠在城裡工作
的女兒們置辦嫁妝。
每年春夏，坐在熱熱鬧鬧的村頭上，有

關「金上泉，銀下泉」的故事就又在洋溢
着槐香的時光裡延續了。儘管村裡的年輕
人愈來愈少，但是聽者必定能心領神會，
畢竟，他們是由一方水土養大的後代子
孫。他們有聽不完的故事，有綿延不息的
一輩輩人，就像一朵朵浪花，匯入古村悠
悠歷史的長河。

財政預算案下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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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馬文化
法國總統馬克龍別
出心裁，首次訪華，

第一站是古城西安，參觀秦兵馬俑，
並送給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匹八歲駿馬
作 國 禮 ， 這 匹 名 為 維 蘇 威
（Vesuvius）的棕色公馬是從法國騎
兵衛隊中精挑細選的，據說是為了回
應中國的熊貓外交。
此舉純屬外交禮儀，但還是引起西
方媒體不同的解讀。馬克龍自己則表
示，共和國騎兵衛隊是法國一支聲名
顯赫的隊伍，直接由總統管轄，「我
希望贈送一匹騎兵衛隊的馬給習主
席，標誌着一段新關係的開始。我期
望雙方促進技術合作交流，並建立文
化標誌、加強雙方戰略聯繫。」
馬克龍這份禮物確有心思，卻不是
首位以馬為國禮的國家領袖，三年
前，時任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
就曾送過一對蒙古馬給習主席，至於
以馬為造型的工藝品就更常見了。
然而，法蘭西是一個講究生活品味
的民族，也是一個驕傲和重視自我的
民族，不輕易將自己的心頭好或身邊
物送人，馬克龍這次送出的是親自管
轄的「國寶馬」，就別具象徵意義
了。
馬匹是人類最忠誠可靠的朋友，在
世界各族人民創造的文化中，千姿百
態的馬文化是最具魅力的篇章。而
且，馬是古代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交通
工具，在中國向國際倡議「一帶一
路」的背景下，以馬為禮，在位處東
西的中法兩國之間更具深意。難怪引
起諸多議論了。

其實，無論在法國，還是中國，馬
文化都歷史悠久。奧運會首屆馬術比
賽就在巴黎舉行，法蘭西共和國騎兵
衛隊作為法國馬文化一張最為耀眼奪
目的名片，也是世界文化瑰寶，騎馬
更是這個時尚大國的重要活動，記得
電影《少女香奈兒》中，香奈兒就是
透過出席騎馬活動而晉身上流社會，
並由此引發創作靈感，留下不少經典
作品。
而在中國，馬文化也有數千年歷

史，尤其是幅員遼闊的北方草原，策
騎不但是必須，也是運動，甚至代表
一種征服精神。由「馬」帶出來的成
語數以千百計，反映人馬關係密切。
記得「九七」前夕，製造馬具起家

的法國時尚品牌愛馬仕贊助一個名為
「千里馬」的展覽，展示了逾百件由
兩國博物館珍藏、跟馬有關的文物，
加上同期另一個「從北京到凡爾賽」
的大型展覽，令人相信，中法兩國文
化交流源遠流長。今日如果能由年輕
的法國總統在「一帶一路」上延續和
啟動，倒有助再次掀起歐亞文化交流
熱潮。

借用一句話：「風
物長宜放眼量」，來

形容現時香港在特首林鄭月娥領導下
的特區政府眾多官員，以及眾多愛國
愛港的有心人，不忘初心，砥礪奮
進，表現令人欽佩。
儘管社會上有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在
搞鬼搗亂，令人心痛。但特首林鄭及
眾官員竭盡所能，千方百計為新時代
的香港謀福利。
最明顯的例子是香港為維護世界金
融中心地位，特首林鄭與有關財經界
官員及有關財經領導人緊密在一起，
檢討修正本港在財經方向的政策，以
應付世界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爭取
更高競爭力。擾攘已久的有關香港股
票市場實行同股不同權的政策，想盡
辦法得以通過施行之餘，還千方百計
到內地及世界各地有關大企業宣傳推
廣。高貴如特首林鄭，紆尊降貴親自
向「大孖沙」游說做公關。
香港交易所近日股價暴升，不無原
因。有港交所帶動下，香港股市在執
筆之時連續上升十一日。恒指升到三
萬一千點，香港股市氣氛十分高漲。
因而，股票之暴升，也令樓市活躍，
相得益彰。財富效應之下，也令百業
復甦，市民樂呵呵！
未知是否樂觀氣氛高漲，無論大街
小巷，所見人們都笑容滿面。更難得
的是金融大行有關財經的評論員紛紛
高談股市不要望高點，即是說無止境
地上升？對樓市更恐買不到房子不知
怎樣對孩子作交代？2018年剛剛才過
了十天，但是與去年相較，一片昇

平，大叫夠運。似乎再沒有人憂慮加
息多少，亦沒有人憂慮政治會發生何
變化，眼前一切似乎都是一片好景。
下個月就是新政府第一次財政預算

公佈之期。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
分別呼籲市民對財政預算案表達意
見。其實，無論老中青的香港人都知
道，香港政府庫房水浸，大多心中寄
望當然是政府能還富於民。特別是對
貧苦大眾、基層人士、有需要的人大
解慳囊，讓人人都能分享繁榮的成
果。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對青年人最
重要的是教育問題，不但需要加強科
技知識教育及科研的經費投入，更要
教育他們做人的道理，青年人應多了
解國家。對於長者，他們在過去曾經
對社會作出很多貢獻和付出，歲月無
情，或許對於退休保障方面仍有所不
逮。無論在醫療或生活方面，我們要
給予長者更多關懷，更要支援長者讓
他們有尊嚴地生活。
事實上，市民對醫療福利等都有殷

切的需要。提高生活質素是大家的期
望，當然基本法上列明，特區財政要
量入為出，但是一個好的理財者和掌
舵人，對於財政上的分配，應慳得
慳，應使則使。對擁有財富的人或者
是貧窮的人，甚至是中產階級，在釐
定政策時，也必須是公開、公正、公
平的。讓我們拭目以待。
重視創新科技優秀人才，是當今國

家及政府的關鍵所在。最近國家頒佈
最高科技獎，恭賀香港有多名科學家
獲得殊榮，實至名歸，也是香港人的
驕傲！

中國內地自反貪腐以來官式應酬宴會呈現出很清新的現象，
就是減少浪費和過分奢侈，大家都讚好！因工作應酬應該實實

在在，花公帑就該受監督。不過偶然聽到一些不知真假的說法，聲稱官員不敢
再出外應酬，萬一同人食飯被人拍照後就要罷官，心裡有疑惑，有那麼誇張，
不人性化嗎？無論東西方的政經界基本社交活動是必須的，只要你公私分明，
私人聚會社交應酬或實實在在為公務的應酬分清，又有何不可？監督的人處事
從事實出發就行。如果有人將德政過分解讀，變成苛政那是對決策者的傷害。
從十九大展示的國策來看習主席的治國理念是很人性化的，所以相信對一些

政策在實踐中出現問題，下層大膽反映人性化的建議給上層作為參考，善意的
建言上層是不會抗拒的。下層有疑問，有建言應該向上層反映，有問題大家提
出來討論，找出人性化的方案解決問題，是對社會有利，有何不可呢？賢君就
是會明辨說話的真偽，擇善固執。若下屬沒有人敢講真話，領導永遠聽不到真
話是很可惜，發現不到問題是很危險的。
中國人就是有點喜歡過分揣摩老闆的意旨和怕出錯又不勇敢問多句的毛

病，這些事最常見發生在老闆的助理、藝人的經理人助手身上，明明主人都未
說拒絕他們就一律擋駕，但如果醒目的助手就清楚主人的性格，知道哪些該擋
哪些不擋。見過有藝人助手明知大家都是主人家請來的嘉賓，別人想和你合照
一張相你都擋駕拒絕人，你認為對藝人有利嗎？不會，可能從此少了個支持者
或客戶，損失是誰呢？劉德華最愛護粉絲的，身邊人千萬別胡亂擋駕。
中國大力發展旅遊業，擁有豐富旅遊資源的各省市地區向外推廣時都面對外

面旅遊商提出中國地方大，景點距離遠，若不搞好交通沒法做，一些省市地區
實在需加直航航線，旅行社才可以營運。同時中國內地飛機常誤點，令人失信
心。大家一聽搭飛機去內地就預誤點，不是短時間延誤，因此影響了載客量和
國家及企業形象，是雙輸，國家在空管方面盡量人性化處理，能否協調少在白
天繁忙時間空管。這些可能屬國家軍政大事不容干涉，但業界總要建言。其他
國家為何少頻繁出現這種情況，有沒有值得借鏡的地方？

建言不可少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幾代人的積累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加拿大朋友傳來短
訊，說她已遷離溫哥

華，新居搬到多倫多了，看到她新地
址上Sun Yat-Sen和孟嘗閣的中英文
名，不由感到好奇，哪裡像外國地
址？事前不說明，還以為她回流中國
了，尤其是久已陌生的Sun Yat-Sen，
不正是孫中山先生逸仙原名的英譯
嗎？ 這三個字，也不知台灣有沒有
可能看得到？也不知道香港有沒有這
同音的街名？居然在加拿大多倫多出
現了，可真是不由教人看了泛起異國
的溫暖。取笑問她︰「以後到多倫多
探你們，令先祖孟嘗君那麼喜客，不
愁吃喝了 ! 」
朋友笑說她新近移民加拿大的父
親，就因為有天探朋友，發現Sun
Yat-Sen和孟嘗閣，一時思鄉思祖情
切，才決定搬到那裡，原來孟嘗閣是
特為五十五歲以上長者方便優化生活
而設的大廈。
早就知道加拿大中國移民多，當局
為了方便不懂外語的移民出入境，機
場每個閘口早已設有中文，但是極富
中國感情的街名，可就從未聽過。
最初還以為朋友一家已搬入唐人
街，因為這樣的街名，的確滿有唐人
街色彩，朋友回說新居依然位於
Downtown，現在無論溫哥華或多倫

多任何角落都有華人置業居住，不再
像二三十年前那樣劃分什麼唐人街，
由於華人多了，連洋人的商店食肆，
為了要多做唐人生意，門面裝飾和貨
物都為了適應華人顧客都做到中國
化，甚至比香港還中國。
多倫多過去和現在一向都是多元文

化的城市，由於這幾年華人全向新區
北移，到處看到的唐人，甚至比白人
為多。過去都說溫哥華較宜老一輩移
民居住，多倫多城市較為活躍，則較
多見年輕人，現在不知是不是新「長
成」的老人家都比前活躍，還是出生
人口下降，過去的年輕人也漸踏入中
年，其中不少還堅持獨身，有些婚後
也不生孩子，溫多兩地的居民平均年
齡已差別不大。

街名清奇閣名妙

近段時間經常聽到年輕人見
面就問對方「打不打農藥」，

最初不明白是什麼意思，後來才弄清楚原來
「農藥」是指一款名為「王者榮耀」的手遊，
因「榮耀」和「農藥」讀音近似，「農藥」的
說法便流行開來，並迅速地火起來了。
這讓我想起早期上網的一批網友稱異性為

「帥鍋」、「美眉」，是由於這兩個詞與「帥
哥」、「妹妹」是諧音，還有誇對方「油菜
花」，因為「有才華」也是在電腦上用拼音打
字出現的諧音。還有近期比較流行的「筆
芯」，是由於韓國明星在舞台上做出比心的動
作，一些年紀小的女粉絲在表達自己對偶像的
喜歡或者對別人的感謝時，通常都會用「比
心」來代替，這兩個字用鍵盤輸入便變成了
「筆芯」。
這些諧音字在網友眼裡並沒有成為錯別字，

久而久之，大家反而覺得這種諧音形式的說法
更加萌，更加可愛，反倒變本加厲地創造更多
的諧音字，以寫錯字來表現自己的迷糊感，或
者故意以此來增加自己的幽默感。
諧音字在網店上出現的頻率比較高，因此也

出現了好多搞笑的段子。
比如買家問賣家「你們那兒有屍體店嗎？」
賣家回答說「不好意思，國家不讓經營這
個」，實際上買家問的「屍體店」為「實體
店」。還有，當買家問「你快點改嫁好不好？
我都等不及了」的時候，賣家「美眉」還可以
幽默一下「你別做夢了！你先問問我老公！」
實際意思是「你能否改價」。
這些都讓人不禁莞爾，還有一個段子看完足

以令人捧腹。買家︰「掌櫃的，我選的這個誘
惑（有貨）嗎？」賣家︰「……誘惑。」買
家︰「有大媽（大碼）嗎？」賣家︰「親，客
服最大的只有27歲。」買家︰「你能活到（貨
到）付款嗎？」賣家︰「……我盡量活着。」
買家︰「你什麼時候發火（發貨）啊？」賣
家︰「您給差評的時候！」買家︰「一口氣買
了五件，能幽會（優惠）嗎？」賣家︰「……
吃個飯應該還是可以的。」買家：「馬子（碼
子）不合適怎麼辦？」賣家︰「親，小的只賣
東西，不談感情。」買家：「親，給我保佑
（包郵）吧？」賣家：「親，我不是菩薩！」
買家：「我有個問題，想吻（問）你一下。」

賣家：「這樣有傷風化吧？」
這些錯別字段子，看的時候確實能讓人發

笑，而看得多了以後，卻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
考。作為普通的交流，諧音錯別字容易看懂，
也能起到幽默、調侃的作用，讓談話氛圍變得
輕鬆。若是作為真正的語言文字來使用，它不
但毫不優美，也沒有什麼文字意境可言，甚至
可以說它具有很大的破壞力。生於互聯網時代
的孩子們，幾乎人人都是從幼兒園時代就開始
接觸網絡，而他們對網絡語言、網絡文字並沒
有相應的判斷力，諧音錯別字對他們造成的影
響可想而知。
孔子曾經說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第
一層意思是說過的話如果不記錄下來，不會流
傳久遠的。其實還有第二層意思，假如文章沒
有文采，行文不優雅，也不會流傳久遠的。
所以今天的人不能只顧着自己說得痛快，不

考慮讀者的感受，這樣的語言交流最終只能造
成詞語的迷失，這實在是溝通的倒退，而且對
本來優美的中文，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偶爾有錯別字不足為怪，但有意為之就很危
險了。

詞語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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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大廈的名字，對中國人最有
親切感。（作者友人提供圖片）

樓價沒有
最頂，只有

更頂。樓市升個沒完沒了，
朋友前年賣了九龍樓，想轉
往香港區，就是怕摸頂，等
了一下，再等一下，等了兩
年，賣樓得來的逾千萬現金
存放銀行，利息低得很，一
年才得利息三幾萬，莫說追
不上樓價升幅，連通脹也趕
不上，眼看現金不斷貶值，
朋友失去了等待的耐性，亡
羊補牢，只能去馬，相信只
有手持磚頭，才能抗通脹。
與一位來自內地的房地產

專業人士談香港樓市，從另
一角度看問題，頗有啟發。
年輕人是內地著名企業的駐
港代表，他對香港樓市看法
相當正面，是大好友。他認
為，長遠來說香港樓還是值
錢的，當然，短期的上上落
落在所難免。如果要作長期
投資，就不妨去馬。
香港樓究竟值錢在哪裡？

不是說香港的GDP落後於上

海、廣州，現在連深圳都趕
上香港了。連香港人自己都
看不透，內地人能看透嗎？
內地人看香港樓，不看表

面的經濟數字，只看內在的
潛力。有經濟實力的內地
人，都愛在香港置業，這也
是香港樓市高企不下的重要
原因之一。
他們認為，香港的潛在優

勢，是經過幾代人的積累，
包括城市管理、從商經驗、
人脈關係、文化素養、教育
醫療、國際聯繫，都是內地
個別一線城市有所不及的。
理想的居住環境，需要幾代
人的積累，內地一線城市高
速發展，甚至比香港發展要
快，但只是一代人的努力，
積累深化還需時日。香港雖
然問題多多，但置業安居，
還是首選。
如果你有心置業，舉棋不

定，不妨聽一下內地人的看
法，重新審視自己的需要，
別再猶豫，去馬！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同馬克龍
夫婦合影。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