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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墮落已經令人難以容忍。」著名
教育家章開沅說過，很多人似乎忽略了一個
最根本的問題——何為大學？何為教育？大
學教育如何為？錢學森曾問過溫家寶總理：
中國大學為什麼培養不出一個能獲諾貝爾獎
的科學家？但是，並沒能改變「李約瑟難
題」的慣性。排除偏見，一個小小的日本，
就有10多人獲得物理學、化學、醫學和文
學的諾貝爾獎。

對比蔡元培的「大學觀」，近百年過去，
他所痛陳的大學頑疾較之當年，有過之而無
不及。「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
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
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大學教育》共收錄著名教育大師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作品和講稿40餘
篇。在書中，編者分別從北大改革篇、學生
篇、教育理念篇、文化篇、世界觀篇、生平
篇等6個篇目呈現蔡元培開風氣之先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理念。大學是「純粹研究學問之
機關」，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場所，更不
是養成資格、販賣畢業文憑的地方」。蔡元
培一生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為職志，他一
再勉勵學生要養成「創造的能力」。

2016學年，我國各類高等教育在校生總
規模達到3,699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
到42.7%，居世界第一；全國共有普通高等
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2,880所，是名副其實
的高等教育大國。到2020年，若干所大學
和一批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學科進
入世界一流學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
大學和學科進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學
進入世界一流大學前列。

但是，「專業多、課程多、教授多、學生
多、校舍多」並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必然，
經濟上的成功並不意味着教育產業化的成
功。當大學失去了理想主義和獨立精神，也
就失去了培養精英的生產力。

當大學讓教育變得數據化，象牙塔就墮落
成生產不合格產品的小作坊、黑作坊。這就
意味着，大學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製器。
蔡元培強調，「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
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
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
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

「大家小書」的開本不大。但是，「書的
作者是大家」。若論學術性，「相當重」︰
其歷史之貢獻在「救活了北京大學」，「開
出一種大氣，釀成一大潮流」；其現實之意
義，在於指導「雙一流」建設，在於建構現
代大學之精神。那麼，什麼是現代大學之精
神呢？用蔡元培的話說，「大學為研究高深
學問之地」，是「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
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場所，更不是養成資
格、販賣畢業文憑的地方」。無論教師還是
學生，都不應「委身學校而縈情部院」，或
「以大學為陞官發財之階梯」，而「當有研
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更是反覆申述這
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職校長的
演說中更是開宗明義︰「諸君來此求學，必
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
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
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
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特別強調了大學對
於社會的引領和服務功能：「指導社會，而
非隨逐社會也。」作為「社會之模範、文化
之中心」，蔡元培希望「給人人都受一點大
學的教育」。
從前清翰林一變而為民主志士，蔡元培的

一直以自我革新和革新教育為職志，他一再
勉勵學生要養成「創造的能力」，他的一生
堪稱一部「教育改革史」。在任北大期間，
蔡元培堅持「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
原則，主張「教育獨立」、「五育並舉」，
提倡教授治校，民主管理，使北京大學一躍

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發源
地。我以為，欲通過「雙一流」建設把大學
建設成研究氣息濃厚的學術機構、欲研究純
粹的高深學問，須借鑒蔡元培「思想自由，
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此乃「世界各大學
之通例」。
何為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即「一己之學

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得
束縛一己，而應任吾人自由討論」。「兼容
並包」，即容忍不同的、相反的學術見解或
派別存在且任其「自由發展」。實踐證明，
正是蔡元培提出了「研究高深學問」（大學
定位）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
針，「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
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
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馮友蘭語），使得
北京大學「學風丕振，聲譽日隆」（周天度
《蔡元培傳》）。
「大學最基本的功能仍然是學術活動，大

學的其他主要活動只有與教學和學術相關聯
才具有合法性。」正如前密歇根大學校長杜
德斯所言，學術性是大學的根本屬性，是大
學長葆生機活力的根基。新時代，學術性依
然是一流大學的本質特徵，堅持學術立校不
僅是大學的本質要求，還是建設一流、世界
一流大學的重要一環。
在《大學教育》中，蔡元培談了大學，談

了大學教育：在學校管理體制建設上，蔡元
培倡導「以教授治理校務，用民主制度，決
定政策，以分工方法，處理各種興革事
宜」。在學科及課程建設上，蔡元培主張按
「學」與「術」分類規劃組建學科，「尚自
然」、「展個性」。在師資隊伍建設上，蔡
元培力主「兼容並包」，新舊各派「並坐而
論，同席笑謔」。

隨着時間的流逝，蔡元培的辦學理念非但
沒有失彩，相反，對我們實現教育強國夢，建設
「雙一流」大學還頗具指導意義。

大學頒授學位須極為謹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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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餚館的新娘
昨天經過堅道，
想起剛出來做事時曾

在此租房蝸居，常去行人天橋下的
藍塘茶餐廳吃早餐，和經過一家好
像叫「海燕筵席專家」的老店。我
們小時仍流行的「到會」，就是這
類「筵席專家」帶齊炊具、食材、
枱櫈、碗筷枱布雜物，連同廚師夥
計等，浩浩蕩蕩上客戶家做菜宴
客。客人只需提供地方，店家便可
在其家筵開數十席，多是擺婚宴壽
宴，張燈結綵，熱鬧非常。周星馳
九十年代的電影，不少有他和街坊
露天飲宴「吹水」的場面，就是這
種氣氛。
要到會，家裡必須有大空間。現
在的四五百呎單位，是想也不用
想。以前較多住家有天台，最適合
到會，廚師和炊事眾大佬在天台
「開壇」，洗切開鑊炒菜，冒着煙
馬上送到旁邊的筵席枱面，新鮮熱
辣。我外公生前跟舅舅一家住尖沙
咀山林道，家境不錯，有個大天
台。六十年代每年外公生日，就在
家中天台到會擺酒，老人壽星不用
舟車勞頓，客人也不必侷促於室內

酒樓，更可入席前在天台開枱竹
戰，白天打到天黑！星空下的中發
白，別有風味。
另有種食肆叫大餚館，也絕跡已

久，其實就是比一般酒家更廉宜、
更大件夾抵食的中菜館。大餚館應
是二三十年代盛行於廣州，香港也
承襲此風。有個表姐六十年代結
婚，就是在大餚館擺酒的。當時我
還很小，讓大人拉着手爬一條長長
的樓梯，到頂就是個大閣樓，筵開
起碼有十多圍。大餚館真是名副其
實，道道菜都堆頭大、斤両足，油
光水亮，一定夠飽，凝結了一個時
代的美學。不過聽說表姐因為不能
在較體面的正式酒樓擺酒，頗委
屈，更掉了淚。許是「大餚」這般
老實字眼，確未必是人人心中那杯
茶。
聽說現在有些到會筵席專家的後

人，成功把父輩生意轉型為上門做
私房菜，據聞頗受歡迎，但跟到會
始終不一樣。到會是真正盛事，特
別是夜空下露天開筵，爐火熊熊，
主客共歡，是港式的 AI Fresco
Dining。

話說上周本山人
介紹了當代華人中

最權威的學者獲本港一著名大學頒
授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之後，
返回任職講座教授的倫敦大學後，
無意中看見那頒授極高級的「榮譽
法學博士」學位的大學規章（香港
法例1109章），內容尚未設有法律
學科，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該大
學，大意是︰
1）非常多謝貴校頒了一個「榮譽
法學博士」給本人；
2）但本人現在發現貴大學的規章
（香港法規1109章）內尚未包括法
律學科，所以這所大學是不能及不
應頒授這個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推
薦人的；所以本人不知是否應該將
這個學位送回貴校或請貴校……由於這
類「過失」，並非該大學首創，而
且，在世界各大享譽甚高的大學亦
曾發生多次，所以，補救是一項不
難的工作。
正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據
悉因此次一時無心之失「走漏眼」
的過失，反而導致該大學於短期內
便獲政府接納通過該大學之申請開
設法律學科之要求。1981年得到該
校校監麥理浩爵士之批准而修改了
該大學的法規。因當時本港全港的
大學校監均是由港督擔任的。相信
今天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全部大學也
是由特區首長擔任的了。大學校監
的英文名是Chancellor，大學校長的
英文名是Vice Chancellor，而副校長
的英文名是Pro-Vice-Chancellor；這
是香港的特殊環境和歷史，導致大
學的校監、校長、副校長的英文名
字出現了這麼特異的翻譯。
而該大學至今，三十多年來，已
培育了不少有志的男女青年，在該
大學取得了法律學科的學士學位，
以及相關的高級醫科學位了。
本山人雖然不是頒授大學學位的
權威人士，但亦曾在香港中文大學
服務了二十三年之久。期間更因曾

經擔任學生事務工作，因而擔任多
次協助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及其他博
士、碩士及學士學位等工作；其間
更曾擔任整個典禮行列的最前列的
第一人，身份是大學權杖的持行
人。帶領整個典禮行列由香港中文
大學的中國文化研究所，依照音樂
拍子，嚴肅地舉起中大的大學權
杖，以禮步帶領整個行列經過「百
萬大道」而進入「電飯煲」下的禮
台上。全體學生、嘉賓及家長均是
坐在「百萬大道」臨時搭建的「禮
堂」內的。
目前因學生人數增加，嘉賓及家
長已令整個百萬大道要掛上「滿
座」牌子了。同時，因學生人數太
多近四千人，所以學士學位畢業生
是不用上台領取學士學位的，只在
台下，當宣佈頒發學位時，便站立
起來，宣佈完畢，便自行帶上四方
帽；或將四方帽拋起，便算是接受
學位，但氣氛也是挺歡樂的。
據悉該大學可能於將來，頒發學

士學位給一些「境外學生」；而該
批境外學生可能是未能符合香港法
規1109章，規定學士學位的學生必
須在該大學本港內之校舍上課最少
兩年，才能符合該條例而可獲頒發
該大學的學士學位的。
由於本山人最近才獲悉此項消

息，不知是否屬實；所以，本山人
謹此將本山人對頒授學士學位之所
知，特此作出一個善意的提示；否
則將來發生任何查詢或挑戰之時，
實宜先查閱及查清該大學之香港法
例1109章，如能符合，始可頒授學
位為幸。

香港電影金像獎新鮮出爐
新晉導演獎得主彭秀慧自言

全無抽獎運，所以演藝畢業得演員獎好開心。
「其實獎不會特別改變你的能力，我將《29+
1》配上張國榮的《由零開始》，我明白經歷
成功和失敗後都回歸由零開始。」當晚她坐在
觀眾席，聽到終身成就獎得主楚原導演的一番
話令她非常觸動，「我當時已不顧自己化了多
濃的妝，眼淚不斷流下來，這位大前輩所說的
每句話都打動人心，人面對人生是一條長路，
總會見到風光和挫敗，一定要向前走，也無風
雨也無晴，淡如輕煙，要學習對成功失敗不要
看得那麼的重要。」
另一邊廂，楚原導演在台下看見新晉導演

的介紹，已向太太南紅姐姐說這位女導演一定
得獎， 她非常專業，極有慧眼，楚原導演卻
自覺自己對電影圈無大貢獻，自己亦無大智
慧，「我一啲都唔叻，香港電影金像獎第37
屆，我一次也未攞過最佳導演獎，我有幾叻
呀？我真的沒有什麼成就，這個獎是老人牌，
不過我就是喜歡電影，為什麼不讓兒子入行？
這個問題他從小學我已經向他灌輸，娛樂圈不
易解決生活的，一千個從事工作的，只有一個
有工開；一千個成名的，只有一個搵到錢；一
千個搵到錢的，只有一個會掙到錢，圈中有多
少個周潤發、甄子丹和張家輝？結果他做了金
融。我倒鼓勵有興趣的年輕人加入電影圈，可
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幸福的事情。」
1955年入行至今60多年，導演最開心的是

什麼？「當年在邵氏被方小姐罵之前都開心
的……不過之後都開心，因為兩個鐘頭之
後，就同自己講算數啦，都係自己的片唔收
得，唔關人事。仲記得當時我想拍金庸的《天
龍八部》，一心同邵氏賺返啲錢，演員定好，
佈景做好，打緊光，就係開廠當日，方小姐把
通告撕下，冇乜點算，咪返屋企囉。方小姐係
一個好堅決嘅人，講咗嘅事好少收返。我出去

對住班工作人員講Sorry，開車走人，失望，
大家都好失望，等到合同滿，我就走囉。」
方小姐指楚原導演不懂電影，但他拍過很

多賣座的電影，為什麼不去反駁？「我同佢未
嗌過交，只係佢鬧我，我冇駁過佢一句，後來
喺TVB再見，我亦都好恭敬咁叫佢一聲方小
姐，算啦，人生就係咁。」如果方小姐依然在
世，導演會否不提此事？「唔緊要，全部係事
實，我冇加鹽加醋，冇詆毀佢，我冇講大話，
每一句都係佢講嘅。」
對於當晚頒獎禮上，太太南紅姐姐在台上

一直陪伴在側，致辭竟沒有提起太太一句，也
沒有拖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哈哈哈，我
的平衡比較差，她看顧着我，個乖孫緊要啲，
我們結婚五十一年了，我相信緣分，愛情婚姻
朋友都不可強求，無得解釋。我思想方面好浪
漫，但我是個普通的人，不拘小節，我鍾意南
紅因為佢夠普通，平日冇乜特別要求買乜買
物，幾好呀，她好高分有95分，扣了的分是
因為她間中烏龍約了人又忘記了。我對人生好
滿意，生活好，家庭好，因為後生時識得儲個
錢，哈！哈！哈！」
頒獎台上楚原叔

叔節錄了「鋼鐵是
這樣煉成的」的金
句為人津津樂道，
也教曉我們不要斤
斤計較，感染力極
強，導演輕輕一笑帶
過，「算啦，這是老
人家 發 牢 騷 罷
了……」導演擁有
如此化境，不是大
智慧是什麼呢？更
加證明他絕對沒有
什麼腦退化症，依
然非常精靈！

彭秀慧明白「由零開始」的道理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對於電的知識，我可以說自
己幾乎是全然無知。像以前我

聽說，每開關一次電掣就會多用電，直至看到
中電的新聞說不是那麼一回事後，我才改變習
慣，常常不用電時關掉電掣。
最近又看到中電的新聞，說從今年十月起，
推行「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讓使用了
可再生能源系統接駁至電網的客戶，回收價高
於現時的電價。
細看內容後才發覺，原來香港已經大概有三

百個可再生能源設施接駁到中電電網，其中學
校和醫院佔的比例更高達四成多，而住宅也多
過一成。當然，在香港使用最多的可再生能
源，自然是太陽能了，
學校和醫院之所以佔四成多，想來是屋頂的

大範圍都可以放太陽能光伏板，而住宅想來多
數位於新界地區吧？對於像我這種租住在舊式
十層高大廈的人，是不可能創造可再生能源發
電的條件的，想要為減碳盡點力的話，只能從
節省電力做起了。
現代人都離不開電，自從有了電腦和智能手

機之後，電更是一刻也不能沒有。以前家裡停
電的話，還可以點蠟燭；以前辦公室停電，還
可以打開窗戶吹吹風。如今電腦一旦停電，工
作大多無法繼續進行，手機一旦沒有電，那種
手足無措的感覺，年輕人的沮喪程度有多深，
恐怕到了要求醫才能解脫。
去年台灣經過大停電一役之後，原來反對核
能的人，大大減少。當然，現代核能發電的技
術比起從前進步得多，危險程度大為降低也是
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未經過大停電一役，台
灣民眾可能就不會去追問那麼多有關發電的知
識，加上燃煤的火力發電已經危害民眾的健
康，才會有那麼多人關切發電的不同設備對環
境到底有什麼影響。
在這個人人都不能一刻離開電的時代，實在
有必要多了解電的知識，不該只關心電價。

電的知識隨想隨想
國國

為了生計能令我仍
能做我最喜歡的娛樂

圈（因為做娛樂圈生活不穩）其中
一個工作是美容直播主持，做了長
壽靈異節目《恐怖熱線》主持，到
2014 年大台電視劇《老表，你好
hea！》的Peter仔，我帶給大家的感
覺都係男仔頭、相當爽直，同對基
督信仰非常虔誠。但無論如何，相
信大家都好難會將我同「靚字」扯
上關係！
真心講我對護膚品嘅嘢，我識啲
咩……反而身邊的好朋友大部分都
對護膚甚有心得，非常着重保養。
為了我人老皮膚黃也不要自己變
鬼，最近我閨蜜譚嘉荃（Amy）終於
忍無可忍，譚嘉荃送咗一支精華眼
筆，去解決成日開夜車寫稿而變得
非常嚴重的黑眼圈同眼袋浮腫。
我每天睡眠不足，亦不知道因為
什麼永遠要凌晨三點後才能入睡
（可能因為長期寫稿關係），但早
上九時不用鬧鐘也會起床，黑眼圈
大過塊面；所以Amy便打算救我一
命，她告訴我原來捱夜之所以會令
黑眼圈同眼袋變得明顯，主要是休
息不足，身體代謝和排毒功能下
降、引致眼睛周圍血液循環變

差……色素沉積和浮腫問題自然加
劇（我真不知道她說什麼）；她說
要針對性紓解問題，可直接以手指
指腹輕柔按摩，放鬆眼部肌肉。當
然，可用精華眼筆畫下眼袋就更加
方便有效啦！
其實娛樂圈差不多每個工作者也

有這樣的問題，黑眼圈的成因除了
捱夜，亦和身體缺乏維他命C有關。
所以除了早晚使用眼部護膚精華
外，平日可以多吃奇異果、士多啤
梨、番石榴等含豐富維他命C的食
物。每晚臨睡前再用熱毛巾覆蓋眼
部，促進血液循環及消除疲勞，雙
眼自然好快充滿電，回復精神！
Amy叫我試下，近來有改善，但

可惜我還未改善到遲睡的壞習慣。

搞新意 鬼馬貼地講護膚

臨近畢業季節，在社交網絡
上已經看到不少應屆畢業生的

蹤影，有些三五成群地穿上畢業袍拍照留念，
有些紛紛討論到什麼地方畢業旅行，十分熱
鬧。原本我也是在輕鬆地滑手機，感受和回憶
當年我畢業的時光，但忽然看到一條訊息寫
道：「畢業後，就成為生活的奴隸。」這樣的
一句話，獲得的讚好次數居然比那些快樂的畢
業照更多，我不禁疑惑起來。
奴隸，即是沒有自主權，不能做自己想做的

事，一切都任由他人操控。但是，在香港這個
自由社會，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覺得自己活得像
個奴隸呢？後來我想了想，不如跟大家談談
「設計人生」。
很多時候大部分人都認為，他們每一天工作

都非常繁忙，要處理很多瑣碎事情，可是，大
家有沒有意識到，忙碌一天過後，你到底真的
知道自己在忙碌什麼嗎？你可能會說出做了一
系列的事情，但當中有多少是由你親自設計出
來呢？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令到你的人生變得更
加美好？

假如你無法回答以上問題，今天我希望與你
分享一個每天只需要5分鐘的練習，就已經足
以掌控你的人生。
首先，每天早上梳洗完畢後，請給自己3分
鐘時間，讓自己可以靜下來冥想或是悠閒地喝
一杯茶，好好地感受自己。這個行為的主要目
的，是令你可以重新掌握自己，不要再像一個
上鏈的機械人一樣，定時自動匆匆忙忙地工
作，趕着更衣上班，由睜開眼的一刻便忙碌地
做盡一切平時出門要做的事情。無論再忙也
好，請給自己這3分鐘，認真的享受這段屬於
你自己的時間。
接着，就是花2分鐘時間，去問自己三個問
題。我自己則是運用一個名為Grid Diary的手
機程式，每天都以寫日記的方式要自己回答三
個問題，可以令每一天都活得感恩和有意義，
同時更加接近你要達成的目標。
第一個問題：「今日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令到

自己更加享受今天？」
答案不必是偉大事情，可以是看見到今天天

氣很好，跟自己說午飯時間可以到附近公園走

走好好享受一下慢步生活。
第二個問題是：「今日做些什麼事情可以會

令到我的將來更加美好？」
要回答這個問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人生的

目標是什麼，每天做多一點點事情令到目標更
加接近，如同上一篇文章所說，日積月累一些
成功的小事情，在5年、10年後，將會變為一
件成功的大事情。
第三個問題是：「昨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值得

自己開心？」
假如你在前一天有認真地想過第一個問題的

話，我相信你可以輕易回答這個問題。有時候
我的答案是，昨天很高興全日都可以意識到自
己的情緒狀態，可以好好享受昨天。這個問題
會令到你帶着一個感恩、快樂的心境去迎接以
後的每一天。
只要每天花上這5分鐘的時間，可以讓你從

機械式地度過每一天，去到有意識地運用時
間，有目標地花時間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每
天堅持理念，相信你的人生可以變得完全不一
樣。

畢業後，就要活得像個機械人嗎？

何為大學？何為大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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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導演獎得主彭秀
慧。 作者提供

■香港中文大學外貌。網上圖片

■筆者改善遲睡的壞習慣，
全靠譚嘉荃。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