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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的春天來得比較晚，一般都是四月才
來，4月29日星期日，那天，春暖花開，鳥
語爭春，漢堡市舉行馬拉松賽，參加者一萬
四千多人，來自全世界，全程42公里。已經
中午十二點了，他們已經跑了39公里，顯
然，一個個都精疲力竭，渾身是汗。他們的
最後4公里，路經我們家旁的阿爾斯特湖
畔，豈有不去助興的道理。路邊的人群，自
發地為他們呼叫拍手打氣，我們也不例外，
他們則邊跑邊笑。這個世界太美好了！

世界最終會邁向和平

諸位讀者，我這年逾八十的老頭這兩天心
情特別愉快，真沒想到，我還能在電視裡看
到中印兩國首腦攜手合作和朝韓兩領導人互
相擁抱慶祝和解的消息，特別高興。幾乎在
同一天，德國的《世界報》寫評論文章表
示，中印首腦的會見為亞洲的歷史打開了和
諧的新篇章。英國倫敦幾份報紙也都給予積
極的報道。我完全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將
來也會透過中國的調解，消除百年來的民族
仇恨，改善關係。

其實，好好地查看世界近代史，亞洲和非
洲各國的民族矛盾發展到仇恨和戰爭，哪些
不是英帝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挑動的？現在，
亞洲國家通過文化自信和民族覺悟都紛紛提
高，看到這一點，我完全有信心，不久的將
來，再不會有西方白人政客的從中挑釁，印
度和巴基斯坦會拋開狹隘民族主義和宗教分
歧，走向和平。我們不要低估中國的民族和
諧政策，在今後幾年，會成為表率，起到帶
頭作用。

大英帝國的文明浩劫

南亞是世界古文明發源地之一，又是佛
教、印度教等宗教的發源地。但因為複雜的
歷史、宗教、種族、文化、經濟、政治等原
因，比如歷史上受到亞歷山大大帝、波斯帝

國、阿拉伯帝國、土耳其帝國、蒙古帝國等
入侵征服，曾有很多次民族分化，也因此形
成多元文化，語言複雜。

回顧70年前，1947年，狡猾的大英帝
國，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國內問題
堆積如山，在南亞已經無法維持殖民統治，
決定把它們「分而治之」。1947年8月9
日，來自倫敦的律師拉德克利夫勳爵，莫名
其妙在5周內，把印度人和穆斯林為主的巴
基斯坦人分開，畫地為牢，劃出兩國國界
線。

英國從未對殖民政策作過反省

匆忙潦草的分治計劃，當然不會給南亞帶
來和平與穩定。與此相反，從此南亞一帶，
被狂熱的民族主義舊恨新仇所點燃，把南亞
次大陸投入一片刀山火海，印度和巴基斯坦
兩個國家由此生存在血與火中，仇恨延續至
今天。還有多少人知曉，這是人類歷史上最
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1947年的英國分治政
策，造成次大陸的印度教、錫克教徒與穆斯
林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種族、宗教仇殺，暴
亂，戰爭，加之饑荒、疫病等，約百萬人口
死亡，數百萬人受傷，殘垣斷壁，慘絕人
寰，約一千兩百萬人無家可歸。至今，還未
聽到英國政府對此表示慚愧道歉。
筆者在歐洲生活了將近半個世紀，對不同

的歐洲人性格約略有所了解，我對當前的英
國政客，保留最多。他們從不對他們的殖民
歷史有所懺悔和道歉，而且還繼續想當歐洲
的領頭羊。當他們加入歐盟後，發現自己只
能成為歐盟的一員，起不了領頭作用，就毅
然脫歐，公投過半人支持，典型的英國人。
現在的英國女首相文翠珊，是最自傲的英

國女政客，接手政權才不久就和俄羅斯對
幹，想借此給自己樹立威信，在沒有絕對證
據下指責俄羅斯普京是派人毒害英國兩個間
諜的罪魁禍首，撤銷俄國幾十位駐英國外交

官，弄得歐盟各國不知所措，哭笑不得！目
前，西方大多數國家的人都恥笑她。

中國對世界未來具有影響力

目前總人口約17億的南亞次大陸與近14
億人口的中國對世界未來將有重大的影響
力，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接待了來華的印度
總理莫迪，在湖北省博物館輕鬆、友好的氣
氛中圍繞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戰
略溝通，並就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全局性、
長期性和戰略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筆者為
此很動心，但世界各國目前被美國總統胡攪
蠻纏所吸引，對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性會晤關
心得很不夠。
實際上這種非正式會晤比正式晤談，放鬆

深入得多，因為它不需要把會談內容向外公
佈，但都記錄在案。中國和印度這兩世界大
國領導人如果繼續能求同存異，把過去不愉
快的歷史當作教訓放到一邊，強調今後友好
合作，加強經濟文化交流，又沒有他國勢力
的干擾，它必將在世界的未來起到舉足輕重
的作用，扭轉乾坤。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何處是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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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不了自己
一般來說，女人
都不喜歡政治，但

是，到了今日，女人從政愈來愈
多，職位也愈爬愈高，上至國家最
高領導人，而且是民選的。
這本來是男女平等的一個訊號，
在文化上，也可以說是性別顛覆的
大躍進，或對男性沙文主義的反
叛，值得慶幸。然而，巾幗旋風經
歷過激流沖洗後，卻陸續被捲倒，
那不僅僅是下台，而是下獄！
繼前烏克蘭美女總理季莫申科、
泰國女總理英拉任期未滿被迫下
台，並最終被判入獄後，最新的例
子是前韓國女總統朴槿惠，她的刑
期更高達二十四年！日前見她被送
院治療慢性背痛時，滿臉憔悴，令
人唏噓！這對一個在競選期間，以
「沒有父母，沒有丈夫，沒有子
女，國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務的對
象」為標榜的女人來說，何其諷
刺！
我在二零零一年曾花了不少時間
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崛起的南亞
女領袖們，當時得出的結論是，民
選女領袖撫慰了國民受傷的心靈，
卻救不了國家。時至今日，女領袖
們不但救不了國家，甚至救不了自
己。
自二零零七年巴基斯坦前女總理
在再度競選集會時遇刺身亡，亞洲
女領袖們的從政之路看似前途似

錦，實則荊棘途滿。上述幾位女領
袖都涉及「寡頭政治」，無論是涉
及家族利益的，如季莫申科和英
拉，還是遭支持者連累的，如朴槿
惠。
朴槿惠判刑後，我不僅一次在各

朋友群組中聽到有人為她「抱屈」
或發出感慨︰一個「三無女人」已
權居國家領導人，有必要這麼貪
嗎？加上韓國前總統以悲劇收場的
「傳統」，更令局外人對朴槿惠多
了一份「同情」。
這是從人性本善的角度去思考，

但很多時是人在其位，往往身不由
己。龐大的競選經費從何而來？選
上了要不要回饋支持者？即使自己
清廉，卻無法保證身邊的人另有所
圖。令朴槿惠入罪的一個很明顯的
證據是，她受親信崔順實連累。
即便聖母般的緬甸昂山素姬，挾

着強大的國內和國際民意上台，也
因為處理少數民族羅興亞不如人
意，曾經把她捧上天的西方媒體已
筆鋒逆轉，母校牛津大學甚至罔顧
歷史地將其畫像從公共展示區撤
下……
各國政治情勢詭異複雜，外人難
以置喙，但是，從近年多位民選女
領袖中途落馬的經歷，反映政壇這
趟渾水不易混，女人尤然。溫柔助
其上台，但站上台上，溫柔卻成為
軟弱的代名詞。

投資市場俗語有
云：「五窮」，看

來不單是在股市裡。今年五月份，
由於美元強勢所衝擊，環球新興市
場大多出現貨幣危機。若然形勢繼
續惡化，可能會引起環球金融貨幣
危機，令人憂心忡忡，忐忑不安。
中國外匯儲備由於美元強勢，今年
五個月最少。人民幣受壓，執筆之
時跌至6.4，看來正如人行所言，這
一年人行無干預所致。
環球匯市近月來大起風浪，可以
說影響匯市產生危機，特別是新興
市場，據資深匯市投資者經驗所
得，美元持續過分強勢，其實對美
國以至全球經濟非佳兆。相信各國
財經掌舵者，都會引以為鑑，謹慎
應付處理危機之將現。
其實，美國本身財經亦處危機，
財經貨幣政策似乎出現錯處，減了
稅雖是好事，但入息並無增加，還
到處挑起烽煙，軍備大增，似乎要
靠國債應付。如此惡劣環境形勢
下，美債是否受歡迎，有待時間證
明之。況且美國加息期開始，財經
鷹派當道，加息步伐不理現實情
況，反而受當權者盲目指揮，不理
環境如何，到處煽風點火，到處樹
敵。最明顯是撩起貿易摩擦，甚至
挑起貿易戰。
談到貿易戰，以中美發生貿易戰
最為全球焦點所在。時而糾紛四
起，時而有轉機，令投資者大感前
景不明而在市場上卻步。上周五，
美國總統特使率團訪華，兩天商
談，並無即時反枱的跡象，令市場

暫且恢復平靜。「來而不往非禮
也」，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率團赴美
繼續洽談。當然說希望能有好的結
果，談出共識而息戰火。不過看
來，多數是主觀願望而已，事關各
有各利益，而美國當局更別有目的
要挑戰中國。
我國步入新時代，一切遵照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一切以大局為重。美國挑起
貿易戰，我們一定奉陪到底，不過
會依理依據，合情合法作談判基
礎，望最後能談出好結果來。然
而，時間是金錢，希望對方勿太任
性，搞出個「大頭佛」來。一齊應
以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一齊應以
人民幸福為依歸。
初夏五月，天氣漸變炎熱，雨水
也多了。據天文台預測，今年風雨
特別多，這是自然現象。不幸地同
樣出現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是風
風雨雨，令人不安。特別在中東方
面，戰爭持續，戰火未滅，當地人
民飽受煎熬，最為不幸。靜靜反
思，天人並不合一，正所謂天災人
禍，都可能發生。何處是福地？

是否當人們遭遇大災難
的時候才會大家團結一條

心？如果是的，筆者呼籲政府，舉辦紀念
「沙士」期間的好人好事活動，感謝當年
醫務人員不顧自身的生命安全，成就全港
市民打贏了這場對抗惡疫之戰，製作一些
電視宣傳片，發揮社會正能量，恢復市民
當年上下一心，全民對抗沙士的記憶。
如今15年過去了，筆者記憶猶新，那場
經歷仍歷歷在目。回想當沙士甫結束後不
久，朋友來電討論一些事情，結束之後我
說：「一起飲茶吧？」朋友連忙說：
「不！不方便！」我不明所以，他才反問
我︰「淘大花園的居民要和你飲茶，你會
嗎？還是等一等，再過一段時間吧！」我
於是明白了，作為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
醫務人員家屬，住在九龍醫院和京華酒店
的附近，別人視同我是淘大花園E座居民。
一位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到香港九龍

醫院開會，住在京華酒店所延伸出來的爆
炸性世紀疫症，讓香港市民幾乎陷於絕望、
無助、恐懼的人人自危時期。短短的四個月期
間共有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
包括6位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和2位
私家醫生，是香港近代史上與1894
年的鼠疫、1950年麻風病一樣嚴重
的瘟疫香港百業蕭條，人心惶惶，
經濟陷於停頓，社會各個方面皆受
影響。
但今天本港社會好像忘記了，這
場在香港歷史上不可抹掉的戰
「疫」，日日為着一些小事，在那
裡爭論不休！社會輿論頗有跌入人
云亦云充斥負能量的漩渦之感。
回想15年前的四、五月間，學校

停課，孩子們都留在家裡，大部分的人都
不上街，上街的人都戴着口罩，導致口罩
賣斷市，即使是買到口罩，打開來裡面竟
還有唇膏印，電視新聞天天報道，今天又
發現幾例！又走了幾個人！即使在這樣風
聲鶴唳的節骨眼，醫務人員還是義無反顧
地天天在醫院辛勤工作！
據新聞報道，我們鄰近地區發現有醫務
人員做逃兵，然而香港沒有！一個逃兵也
沒有！香港醫務人員，人人緊守崗位，恪
盡職守。當世界衛生組織在2003年6月23
日，把香港從疫區名單中除名後，在社會
各界一片感謝醫務人員之聲中，部分有心
人士組織了「香港是我家」委員會，贈送
一枚小小的金徽章給站在前線的醫務人
員。
當外子把這枚獎章拿回家交給我的時

候，我的眼眶熱了，「它」是我的丈夫、
我孩子的爸爸用生命代價換來的！「疾風
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我們的社會有很
多這樣的人！忠於職守的高尚品格與優秀
的職業道德。

紀念香港對抗「沙士」15周年
廖書蘭

書聲書聲
蘭蘭語語

對孩子，缺乏愛而拳打腳踢，謂
之虐兒；因貧窮而照顧不周，無奈虐

兒；因富貴而縱容，是否也是另類虐兒？
最近一則娛樂新聞鬧得沸騰，是「小龍女」不夠錢

用，與女友流落街頭要求救濟，還拍了片段公開「我
的爸」，要求富貴爸出手。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問
題一籮籮。
美國一名十五歲的富家女，與媽媽上電視節目，哭

訴零用錢被削減，自己就像「農民般過日子」。在富
家女眼中，農民的日子應該是苦不堪言吧？她說，每
月一千美元（約八千港元），是無可能生活的。那
麼，多少零用才不是「農民生活」？她說︰一個月基
本開支至少二千五百美元（約兩萬港元）才足夠。
一般中學生每月多少零用錢？相信一般家庭會以成

本計算，比方中學生在外吃中飯，連乘車每天五十港
元，基本開支每月一千五百元足夠，如果讓孩子儲錢
買點自己喜愛的東西，不妨加多少少，如每月二千
元。這數字只是富家女要求的十分之一而已。
上述富家女，說來「淒涼」，原來大小姐一生下

來，就有保母、司機、私人教練，又有一張無上限信
用卡，可以盡情買名牌，她要求的生日禮物，是一部
廿三萬美元（約一百八十萬港元）的房車。因為揮霍
無度，母親才出手削減零用。大小姐一生下來就是這
樣的生活方式，她也只懂得這樣的生活。當然，這只
是個別例子。身教重於言教，父母怎樣花錢，孩子就
怎樣花錢。不足三歲的娃娃，來到祖父母家不肯吃
飯，跟祖父母講數「我們不如上館子吃飯吧！」三歲
就知道何處多美食，皆因父母愛上館子。
有位朋友什麼都要最好的。比方，「我們聘請了全

醫院最好的醫生」、「我們請了全校最好的老師為孩
子補習」，總之，孩子都知道，除了最好，還有更
好。孩子父母挑選電視機，孩子就會說：「寧可花多
些少錢，就買最好的吧！」說來誇張，還未懂得賺
錢，就「寧可花多些少錢」，錢從何來？那就不是他
要管的事了！

零用錢方寸方寸
不不亂亂

吃厭了快餐店早
餐的西多士和什麼

火腿腸仔雙蛋，加以得知出了問題
十八種牌子的植物牛油，難保麵包
食店不會用到，最近晨早不用外出
的日子，還是喜愛前一天買備四方
「磅包」，夾以快餐店吃不到的餡
料，花樣簡單富創意而又對口味，
這麼一頓早餐，吃來也清心爽意。
在塗滿花生醬上面貼上牛油果或
者香蕉片，芝士上放上紫菜番茄都
是一向的至愛，皮蛋酸薑加點糖
霜……四方電鍋爐上焗四分鐘，都
各自吃出不同風味。
四方磅包買多了，漸漸發覺包店
價錢相差好遠，製法也不盡相同，
貴價一定好？想當然耳！最奇怪是
有些小型冰室，方包標價貴過許多
名牌麵包店，也許是怕食客會認為
冰室裡的三文治西多士物非所值，
反正知道單純來購買方包的顧客不
多，所以故意抬高門面包價，
好襯托店內三文治西多士等食
物物超所值。
沒固定光顧老一家麵包店，
也不是有意貪新，每次轉換只
來自偶然的機緣，比如碰上甲
店裝修，順便就買乙店，覺得
乙店品質也不錯，以後就光顧
乙店；正如今年春節期間，乙

店休息至初十，丙店已經開門，就
買丙店，吃過不俗便買丙店罷了。
月前丙店也裝修，順路買了丁店
的，竟然有新發現，丁店製法與眾
不同，所有店子的方包邊皮都厚逾
一分，丁店方包的邊皮則薄如蟬
翼，而且另有一股久違了炭烤過的
粉香，包心也不像別家那麼綿密，
眼孔疏如白糖糕，按之比較富彈
力，放進焗爐，焗出類似舊式蝦多
士一樣的脆針尖，這就對了胃口，
之前甲乙丙店的方包，雖然三種價
錢不同，口感卻大同小異。
說到口感，原來也異中有異，有
些店子的方包甜味較濃，有些較
鹹，顯然糖和鹽分量各有不同，有
牛油味的也有豬油味的，好吃的方
包是隔晚之後仍有一股麵包香氣，
最難入口的還是帶有隔晚豬油味的
方包。

五味四方包

我剛從石屎森林的城市裡搬
到真正的森林公園的山腳下居

住的時候，到家來拜訪的鳥類頗多。彼時屋內
懸掛的綠蘿蔓藤上、花園裡的稍顯隱蔽的樹叢
中，到處都是牠們的遊樂場，甚至臥室的床鋪
上也曾是鳥兒們開會的地方。以至於我嫌牠們
聒噪，只歡迎來玩耍，堅決不允許在家築巢。
後來搬進山裡居住的人逐漸地多了，整日裡

此起彼伏的汽車喇叭聲比鳥兒叫得還要呱噪。
鳥兒來得也相應地少了。恍惚有好幾年聽不到
鳥兒們的鳴叫，反而心下悵然，像失去了什麼
一般。
今年清明前從外地回來，到家放下行李，照
舊到花園巡視一圈，循着桂花的幽香，一眼便
看見了築在桂花樹上的鳥巢。心下不免一驚，
又一喜。湊上前去一看，精緻小巧的鳥巢裡，
靜靜地躺着兩隻暗紅花紋的鳥蛋。拍了照放到
朋友圈，引發一片驚嘆，眼尖的朋友立刻認了
出來，告知是紅耳鵯的蛋，此鳥已列入《世界
自然保護聯盟》。一查資料，原來紅耳鵯還偏
愛素食，於是好感頓生，便小心地保護起來，
到花園澆水也是小心翼翼地，只敢在大鳥出外

覓食的時候偷偷地跑去觀察。
不幾日，鳥蛋又多了一枚，大鳥留在窩裡孵

化的時間延長了，也就引起了我家狗寶的注
意，花園裡便經常上演「鳥飛狗跳」的劇目，
大鳥常常被狗寶從花園追得飛進屋內，滿屋盤
旋後又飛出去……如此也不耽誤小鳥兒們在半
個月後破殼而出，每天在窩裡伸長肉呼呼的脖
子，張着大嘴吱吱地叫着等大鳥哺育。有時候
人走過去惡作劇地伸出手指，也會被牠們當做
大鳥餵食啄上兩口，這樣的新生命讓人心裡不
由得柔軟起來。
如此又是半個月，鳥兒們的羽翼漸豐，在大

鳥的引導下開始撲騰着學習飛翔，跌跌撞撞幾
日，終是硬了翅膀，飛出花園，飛向對面的山
林去了。
後來到美國去旅遊，朋友開車帶着我們到加

爾維斯頓島遊玩。島上藍天如洗，海鳥不畏遊
人，成群結隊地，或自顧自地，或圍着遊人自
在翻飛。在名為八英里的大面積濕地上，大
雁、白鷺、紅嘴長腿的不知名的鳥兒時而圍着
我們盤旋，時而停在草叢中悠閒地覓食，時而
停在民居的房頂上，或大大方方地在路邊的水

潭中優雅地洗澡……在牠們眼中，舉着相機或
者手機頻頻拍照的我們和牠們的同類無甚區別
吧。
從美國回來，花園裡又有了一份驚喜，已經

開得清香撲鼻的金銀花藤裡，多了新築的鳥巢
和三枚紅耳鵯鳥蛋。紅耳鵯似乎把我的小花園
當做了牠們的繁殖基地，連好動的狗寶都適應
了每天在花園裡往返撲騰的鳥兒們，總是靜靜
觀望，懶得理睬。
不知道在花香中哺育下一代的紅耳鵯們算不

算海德格爾名言所說的「詩意地棲居」？至
少，牠們一再選擇的築巢所在，便是選擇了與
人類的和睦相處。人類本是自然之子，應當擁
有一個好的自然環境，與花草樹木、與飛鳥動
物和諧共處，而這些年來持續不斷的全國性的
開發熱潮乃至全球性的資源、能源的過度開
採，讓人類與自然愈來愈不和諧，離「詩意的
棲居」愈來愈遠。
也許只有到了鳥兒可以隨心所欲地和人類做

鄰居的時候，人類才可能真正「詩意地棲
居」，而到了那時候，人類本身就是自然地詩
意了。

花園裡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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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包做法不同自然會吃出不同風
味。 作者提供

■筆者呼籲政府舉辦紀念對抗沙士之疫15周年
活動，借此表彰當年的醫務人員，發揮社會正能
量。 作者提供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在武漢東湖賓
館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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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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