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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男女老幼，旅遊、觀光都可以長
知識；對上班族來說，旅遊是一種積極的
休息；不少旅客還認為定期旅遊可以起到
充電的效果。在溫飽未解決的時候，旅遊
是一種奢望；對奔赴小康的中國人來講，
旅遊則已經成為新時代生活的「必需
品」。旅遊的方式很多，青年人喜歡鍾情
「自由行」，可以隨心所欲地根據自己的
興趣、愛好選擇旅遊路線、觀光景點、住
宿方式、出行時間等；由於旅遊往往是去
一個自己陌生的地方，不少人選擇「跟
團」。「跟團」可以說是走馬觀花，得到
的一般是「到過某地」的芝麻，沒有得到
的往往是「西瓜」。
有人描繪走馬觀花式旅遊的狀況是：

「上車睡覺，下車尿尿，景點拍照，全都
去過」。城市和景點是一本深奧的書。通
過深入旅遊，我們可以讀更多、更深的
書。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去過杭州多次，但

都屬於走馬觀花，近期下決心到杭州一住
10天，可真得到意外收穫。五月的「天
堂」杭州，風景如畫；碧波蕩漾的西湖上
飄游着大小不一、五彩繽紛的遊船；湖邊
遊人如織、爭相以西湖為背景留下倩影；
蘇堤的美景和穿着五顏六色服裝的年輕人
在湖中形成的漂亮倒影格外迷人；到訪杭
州的遊客雖然不一定能夠「殘雪」，但專
程來看「斷橋」的人仍是絡繹不絕。

當人們看過絢麗風景，準備穿過馬路之
時，感受到這裡有一道難得的特別風景：
大小車司機都會客氣示意，讓你優先通過
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在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由於汽車擁有量
大，生活、工作節奏快，旅遊的人數又特
別多，過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時，很少見
到有司機會示意行人先走的。但在「人間
天堂」，在斑馬線過馬路時，98%的司機
都會客氣地示意行人慢慢過，這讓來自交
通管理堪稱一流的香港和西方發達國家的
遊客刮目相看。

香港是彈丸之地，許多馬路彎曲且狹
小；由於生活、工作節奏快，各類司機開

車時都在趕時間；所以在沒有紅綠燈的斑
馬線過馬路，得特別小心。在沒有紅綠燈
的斑馬線過馬路，香港僅有15%的司機會
示意讓行人先過。曾經有「專家」在網上
討論「中國式過馬路」的論題時說，美
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地大人少，馬路
上車子不擁擠，過斑馬線的行人也不多，
絕對有條件讓行人先過馬路。但在中國，
車輛擁擠、行人眾多，要求司機讓行人先
過馬路是不現實的。
持這種意見的人只要到今天的「天堂」

杭州、在遊客如雲的西湖邊上過一過馬
路，則可以體會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杭
州市所有無紅綠燈路口的斑馬線，禮讓行
人先過馬路的司機比例達到98%，遠比美
國、加拿大、澳洲等西方國家要高得多。
華盛頓是美國首都，是一個年輕城市，

面積為6,000平方公里，年到訪的遊客為
2,500萬人次。杭州是中國的古老都市，
有幾千年歷史，面積為5,000平方公里，
年遊客為1.5億人次，是華盛頓遊客的6
倍。在華盛頓主動示意讓行人先過馬路的
司機也不過是50%左右。在杭州，卻有
98%的司機能夠讓遊客慢條斯理地過馬
路，杭州司機向世人展示了「人間天堂」
的無窮魅力，也讓世界看到華盛頓路口
「人權」遠遠遜色於杭州。

包括香港等國內外許多城市，在行人眾
多的馬路上經常會加設金屬欄杆，只在斑
馬線的位置開個口，目的是強迫行人只能
在這裡過馬路。但只要留意一下，無論你
的欄杆有多高、多硬，總可以看到年輕人
翻個身「違規」過馬路。在杭州走斑馬
線，過馬路時可以非常放心，西湖邊周圍
的馬路亦都沒有強制行人通過的金屬欄
杆，但由於該市的司機彬彬有禮，行人過
馬路時都會自覺地選擇安全方便的斑馬
線，看不到有人會在沒有斑馬線的區域過
馬路，實現了現代化文明國際城市的良性
交通循環。
98%司機能夠禮讓行人過斑馬線來之不

易，是杭州市政府、超過200萬名司機和
市民共同努力的結果。曾經有杭州市司機

到外地出差，在斑馬線時讓行人先過，結
果被當地司機大聲按喇叭抗議、甚至辱
罵，顯示包括台灣、香港、澳門等華夏大
地，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提高全
民族的交通文明。杭州斑馬線的特別風景
向世人展示，這裡的魅力不亞於西湖美
景。實現「斑馬線文明」，需要政府的遠
見和推出有效措施、培訓高素質司機，以
及遊客和市民的配合才能完成，杭州這個
「人間天堂」率先跨出了這一步。
杭州市政府規定，所有司機在斑馬線

「見人就讓，讓必徹底」並將此例列入司
機的「五大軍規」之中，200萬名司機也
都已經習慣這樣做。有序的「天堂」交通
已經吸引、激發更多的遊客前往杭州欣賞
「天堂」風景，令該市去年的旅遊總收入
超越3,000億元人民幣的歷史新高。杭州
的「斑馬線文明」再次證明，和中國華為
可以做出比蘋果、三星更加完美、受到世
界歡迎的手機一樣，西方發達國家可以做
到的「斑馬線文明」，中國人也可以做
到，甚至做得更好。風景美麗、氣候宜人
的福建廈門市，去年舉行了金磚國家峰
會，亦將「斑馬線文明」列入工作議程。
「複製杭州」後的廈門，司機文明正稍稍
地有序展開。人們看到，從杭州開始，廈
門緊跟而上，繼而讓神州大地的交通更上
一層樓。浙江的寧波、海南的三亞、東北
的大連、廣東的汕頭、廣西的北海等著名
風景區，正稍稍進行着一場展示東方文明
和魅力的「斑馬線革命」。

「天堂」杭州的特別風景將促使全國更
多風景城市學習和模仿，屆時北京、上
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大城市則需要虛心
向杭州等城市學習，實現全國交通「一片
紅」。杭州的200萬名司機率先成功實施
了「斑馬線革命」，養成了靠近斑馬線，
不管有沒有人，一定減速、剎車和讓人的
行駛習慣。杭州做得到的，廈門也可以做
到，其它風景城市也沒有理由做不到。在
沒有紅綠燈的斑馬線，「車讓人」三個大
字已經成為杭州司機最基本準則，也必將
成為華夏司機的優良習慣。

吳生繪畫、何老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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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C位的家長
中國最年輕的這撥
家長，以「焦慮」著

稱。最近，這個焦慮病達到了一個小高
峰——「搶C位要從娃娃抓起」。
先科普一下「C位」這個網絡潮語，
C位最早是一個遊戲術語，C者的具體
出處不詳，有說是源自「Carry」，也
有說是來自「Center」，但翻譯成中文
後都統一了：核心。也所以，C位的意
思就是每一個遊戲戰隊中最主要的那個
位子，是全場節奏的帶動者，是絕對主
力。C位演變到後來也進入了日常生
活，最著名的一個事件就是某女星在慈
善晚會上站在了名氣比她更高的兩位當
紅女星中間，而被各娛樂媒體諷為「搶
C位」而成為熱門新聞。
說回今期的事件，據上海某媒體報
道，一個幼兒園大班孩子的家長發現自
己的孩子「個頭處於中游」，但班裡每
次拍照時，卻「總是站在靠邊的位
置」。這位媽媽心中不滿遂把此事發進
「閨蜜群」，更引發「熱議」，討論一
輪的結果是當事家長更加猜忌，懷疑是
不是自己「平時得罪了老師？」
據報道，該家長之後真的去找了老
師，希望能讓自己孩子「往中間站一
下」，而老師的回覆為：「你可以教孩
子自己爭取啊！」這位家長之後接受了
記者採訪，表示自己聽到老師的回覆後
「有點懵」，問：「這是指搶C位要從
娃娃抓起麼？」而報道發佈後，很多網
友都把同樣的話反問回了家長，覺得家
長才是那個一門心思要指揮娃娃搶C位
的人。
連幼兒園大班照個相的C位都要搶

了，這一代年輕父母，內心戲很多。
每天隨手一翻，就能看到各種戲精
家長的新聞，比如上海某小學學生家長

群裡因選「家委會」而大肆上演的履歷
比拚戰，不知道的以為是競選CEO；
比如之前寫過的教育鄙視鏈，家長不讓
孩子和「沒有英文名字的孩子玩」；比
如現在最流行的兒童興趣班是馬術、高
爾夫球、茶道……
還記得去年，一篇題為《對不起，
爸爸媽媽給不了你800W的學區房》的
網文一夜之間刷爆朋友圈，文章作者是
一對「反世俗」父母，帶着「本該」去
各種早教班、學前班的5歲兒子，用
「本該」買學區房的錢去周遊了世界。
文章一開頭，就是三句近乎悲壯的排比
句：「對不起，你咿呀學語蹣跚學步之
時，媽媽爸爸沒有帶你去3W的早教
班。對不起，你適齡踏入幼兒園之時，
媽媽爸爸沒有送你去8W的雙語。對不
起，當你即將入學之時，媽媽爸爸依然
無法給你800W的學區房。」這三個道
歉引起了太多年輕父母的共鳴，彷彿都
可以看得見他們對着手機喉頭哽咽。然
而，哽咽歸哽咽，早教班還是要上，雙
語還是要學，800萬的學區房咬碎了牙
也還得要攢錢，一邊唏噓一邊哀嘆「孩
子還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啊！」
而重點是，這一切，並不見得和娃
有多大關係，更不一定就真對娃好。這
一切，只是滿足了家長們自己的「焦
慮——抗焦慮——爽——新焦慮」的
無限循環而已。家長們自編自導自賞自
憐，過足了戲癮，也從來沒有一個時代
像今天這樣父母離不開孩子。
滙豐的一項全球教育支出調查報告

顯示，有82%的家長已做好為孩子的
成功作出犧牲的準備，超過三分之一的
中國父母已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個人時
間。一個失去自我的家長，除了搶孩子
成長的C位，還能幹什麼呢？

聖類斯中學自1927
年起，由天主教慈幼

會中華會省接辦，90周年校慶的活動
放在2017至2018年度學年之內，故此
許多重頭戲都安排在今年舉行。先前
90周年晚宴，筵開二百餘席，據說打
破了香港中學的紀錄，成績驕人。我校
歷史不算最悠久，勝在校友特別團結，
母校有什麼活動，總是能夠一呼百應。
剛參觀過同屬90周年校慶活動的藝
術展，囊括幾十年來教職員、校友和同
學的書、畫、雕塑和攝影作品。展覽以
曾希穎、葉哲豪兩位老師的作品為主，
余生也晚，入學時兩位早已退休。在展
覽廳遇上「青年慈父」黃光照神父，黃
神父除了傳道和教學任務之外，主力在
於青年輔導工作，遂有此特別的外號。
打過招呼之後，就不再打擾，各看各
的。回想有一年「青年慈父」笑謂：「潘
國森的中文該不是在聖類斯習得。」我
便回說，畢業離校之後當然也有自修，
不過基礎都是在中學時代打好。
見到吳國翰老師的《松陰策杖
圖》，老師人稱「翰叔」，長期任教高
年級化學科，昔年母校預科班是全理
班，當時所有理科生都必修物理、化學
兩科，換言之我們許多屆校友都是翰叔
教過的。一看此畫簡介，不得了！原來
還有何公的題詩！（圖）詩云：「寥寥
人境外，落葉亂紛紛。溪冷泉聲苦，高
松鶴不群。」下款是：「集唐人詩句，學
敏。」我們那個時代，小學的中國語文
科稱為「國語」，我在中一和中二兩年
都是何學敏老師何公教國文和中史兩
科，所以何公實是我第一位國文老師。
集前人詩句，比起自己創作還要難得極
多！要合詩律不在話下，難是難於在許
多位前代詩人的作品之中，集齊供自己

要吟詠的事。何公此集句，是「平起首
句不入韻」的格式，二四句句腳紛、群
兩字，押平水韻「上平十二文」韻。
「寥寥人境外」出自祖詠《蘇氏別
業》五絕的第七句。「落葉亂紛紛」出
自劉長鄉《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五絕的第二句。「溪冷泉聲苦」出自高適
《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五絕三首第一
首的第五句。「高松鶴不群」出自賈島
《宿山寺》五絕第六句。如潘某人這樣疏
於在詩詞韻文用功之人，對祖詠其詩其
人，其實還是蠻陌生的。四位詩人除了
賈島是中唐詩人之外，其餘三位都活躍
於唐玄宗時代。
有學長攜眷參觀，「師嫂」問：

「何以畫作者名字旁邊註有62年，畫
作卻在59年？」我便充當臨時講解
員，指出學校或以入學年份標示，或寫
畢業年份，我校習慣用後者。換言之，
翰叔是1962年在母校畢業，此畫作於
己亥，即是1959年了。師嫂又說，怎
麼以前的中學生可以這麼「厲害」，我
又作解人，說道那個年代學生沒有這麼
多娛樂，有老師肯免費教，學生自然願
意多付出。
展覽的介紹說明曾希穎老師教中國

畫，何公偶然過訪，信手題詩。下一回
見到翰叔，倒要問問，何公是初看翰叔
此畫作的完成品便即場題詩，還是一直
在留意翰叔此作，等到畫成才題？若是
前者，何公的詩才真是了不得呀！（潘
按：論「通識教育」續文順延一周。）

如果說，五月屬於母親，那六月絕對屬於父
親。正常來說，芒種前後，太陽一天比一天毒

辣，天氣一天比一天炎熱。灼人的風在田野中四處遊蕩，布穀
鳥的鳴叫，是濃郁醇厚的鄉音。青青的核桃和蘋果掛滿枝頭，
月季花開了一遍又一遍。麥子成熟的季節，在遼闊廣袤的北
方，正是大地最豐腴的時候。
這時候的父親，精神也最為飽滿。他扛着鋤頭在白楊樹下鋤

草。為了省事，鄉親們多數採用噴灑滅草劑的方法，但父親的
執拗無與倫比。他願意聽着樹葉嘩嘩的聲音，願意在斑駁的光
影裡躬耕隴畝，用自己的鋤頭和土地對話。
去年這時候，父親開着嶄新的三輪車去村外打掃衛生。他剛

剛走遠一點，一扭頭的工夫，三輪車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父親
難過得好幾天吃不下飯，幹什麼事也提不起精神。但是，現在
瘦弱的父親一到六月，顯然忘記了生活中的不快，身板也硬朗
了很多。在電話中，他呼喚着我的小名，用思念的長繩，把我
從縣城拉回身邊。屋裡開着電風扇，茶几上堆滿東西。有我為
父親買的牛奶水果和糕點，還有我在超市精心為父親挑選的襯
衫。父親彷彿對它們不感興趣，反而願意和我安靜地坐下來，
聊聊家常。人老了，和孩子說話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家長裡
短，工作學習，事無鉅細，他都想聽聽，然後再發表一下自己
的意見。文化程度不高的父親，在六月變得格外健談。
父親心裡，其實並沒「父親節」這個概念，父親「結」才是
他深入骨髓的結。在他眼裡，人到中年的女兒還是個長不大的
孩子，還需要他的不斷提醒、關照，以及呵護。他囑咐我沒事
的話，就少出門遠行。車多人多，自身就不那麼安全。他囑咐
我寫稿子別太累，不要太拚，身體健康最重要。他囑咐我要和
同事搞好關係，有個什麼事，大家也好相互照應。每次回城，
他都特意去菜園為我摘菜，當然還要從雞窩裡拿幾個雞蛋。
七十歲的父親，始終沒丟下陪伴了他半個世紀的橫笛。每到
六月，他都會為我吹奏一曲。晚風吹來，星星在頭頂閃亮。我
和父親坐在房頂上，像童年那樣，我放聲歌唱，父親為我用橫
笛伴奏。一曲清音，就飄散在村莊的心頭。

六月的父親
王新芳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隆隆電光雷雨
聲，林中燕子飛走

了。噩耗傳來，港人熟悉的，人生
充滿傳奇的美麗才女林燕妮離開了
這個世界。愛護她的親朋戚友悲痛
惋惜不已。提到林燕妮，不期然會
想起已故的才子黃霑先生與她十多
年的戀情，最終二人雖然分手，但
是他倆的愛情故事，歷久不息的留
在擁躉心內。
人生無常，任何人的生命都未知

何日走到終點，不過大家都努力為
求過得健康快樂，安享晚年。然而
未必是盡其努力所能得此快樂，事
關有複雜的因果，常有意想不到的
事。更不幸的是由於家族基因遺傳，
往往令人難以與癌魔搏鬥獲勝。林
家兄弟姊妹先後都因癌病而逝世，
才子佳人不幸，令人唏噓嘆息。懇
切期望林才女好走上路，在另一個
極樂世界繼續其燦爛的生活。
人的一生，為己為人都要打憑良

心做事。可惜有些人雖然僥倖在政
壇上獲得一定地位，成為立法會議
員，理應對他們的選民有所交代，
好好為港為市民作貢獻。遺憾的
是，竟然有那些反對派議員，不知
所謂，在議政生涯中為反對而反
對，作出無理的行為，罔顧全局，
罔顧港人的利益搞破壞。
就以最近高鐵事件，反對派在立

法會拉布，阻止「一地兩檢」二讀

通過，阻止「一地兩檢」的第三
步。反對派無恥行為令人大為不
滿，香港市民無論意識形態或無論
有不同的立場，但是對於有福於香
港發展前途，有福於香港人的高鐵
「一地兩檢」立法，都是支持贊成
的。我們懇切希望，香港立法會各
黨派議員共同努力，早日通過草案。這
是「一地兩檢」所應走的第三步。
其實，立法會內亦有不少愛國愛

港的議員，特別是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以及民建聯等議員都十分努力。
港人應支持愛國愛港的議員，對那
些狂拉布的反對派分子，選民要擦
亮眼睛，多發聲譴責他們，香港社
會才能得以和諧平穩發展，港人才
能過幸福快樂的生活。
事實上，每一個社區，每一個社

會都有貧富懸殊的現象。上善若
水，不少人都認同，並以此為人生
目標，為扶貧努力。全國政協委
員、本港知名慈善家譚錦球、蔡家
讚、蘇長榮等發起組織成立「香港
各界扶貧促進會」。這是非常有意
義及值得點讚，並得到特區政府林
鄭月娥特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任
名譽贊助人，還有本港人大、政協
委員等大力支持。我們認為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為響應習近平主席
的號召，打贏脫貧攻堅，這是一件
大事。期待愈來愈多有心善長，共
同為此而多作努力。

人生充滿傳奇的才女

最近和幾位剛出來社
會工作或僅幾年工齡的

年輕人聊天，當中一個決定移民，有位
考慮返回加拿大讀書，總的來說，無論
去與留的，對香港的居住前景都表現灰
心。
在大家研究土地政策和房屋政策，
又或反對政府任何計劃之時，請聽聽社
會未來主人翁，我們年輕人的心聲。
「以我僅夠生活的微薄薪金，如何能
有足夠的儲蓄去支付樓價的首期？」
「你會升職、加薪的。」
「不夠樓價升得快！」
「看來我有生之年也不可能買樓！」
「我只想有屬於自己的居住空間，無
須要大，關上門是自己的世界，但這要
求已像遙不可及。」
「香港是個讓人看不到明天的地方。一
年、兩年、三年，看樓價，會讓人從擔
憂至失望至絕望。」
「前幾天到郊野公園露營，只得我們
幾人睡在好大一片草地上，望到一個又
一個綠油油的山頭，就是不明白為何要

規定劃分這麼多郊野地，有幾多人可以
享用到？大部分人就擠在近海的地
方？」
「是的，人已沒地方居住了，大家都
在捱貴租和貴樓，為居住付出一生勞動
的代價。還扮什麼清高，要什麼龐大的
後花園，綠化環境，保護自然生態？荒
唐！」
「荒謬！」「要下一代人走的走，不
能走的天天去郊野露營？極端的環保團
體是社會的罪魁！」「政府有責任修訂
不合時宜和不合理的政策，讓香港人可
以安居！」「新界的農地用以養狗停泊
舊車，有火車經過，本是好的發展用
地，政府現在怕打官司不去做任何事，
更沒機會利用這些地。」
「香港有二百三十三個島，大嶼山大
香港島十倍，為何不加快開發盡用土地？我
不計較住遠一點，而可以負擔。」
「香港令人失望的地方，是很多所謂
的困難，我們都不明白，不能理解！」
幾個年輕人有不同的怨氣，一致的是他
們失望的眼神！

年輕人的擔憂和怨氣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應該是上世紀80年代初期
吧，在我們倉皇中畢業分配

出走，大家都幾乎失去音訊。到了有一年，
我竟打聽到曹惠民在蘇州，從此便跟他恢復
聯繫，1989年4月，我出差上海，順道走訪蘇
州，主要便是去探望曹惠民。當時他還住在
葑門外，一個雨天的中午，那時電話也不方
便，我依照以前的習慣，拿了地址就去闖。
到了他家，敲門，良久，才應門。原來他在
睡午覺。見到我，分外驚喜。記得他還帶我
去看蘇州園林，到寒山寺敲鐘，還乘船同遊
蘇州運河，久別重逢，有說不完的話語。
曹惠民我們都叫他「曹大」，一歪嘴就變

成《紅樓夢》裡的「焦大」了。其實跟焦大
毫無關聯，只是因為他和谷敏庭一起去北太
平莊做棉衣，去領回時，裁縫在做好的衣服
上用粉筆標上「曹大」和「谷大」為記號，
從此便成了他們的綽號。
當我的長篇小說《與你同行》準備由上海

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時候，我請惠民寫序，以
我們多年的友情，他慨然應承並寫序，後來
還在報刊上發了評論文章〈此中真歌哭……
也談陶然的《與你同行》〉。其實，還是在
學校的時候，我們就來往頻繁，成了好友。
有一個時期，我和他，還有郭芹納，三個人
跑到中南樓地面，搶佔一間作為我們的宿
舍。許多十八、九世紀的世界名著，幾乎都
被我們讀遍，補助了我們的許多缺陷。
除了寫手，他也會辯。有一次，我們幾個

騎自行車去盧溝橋，因為車子不夠，還差一
輛，於是我們就馱着一個人，一路平安，將
到時，突然從田邊躥出一個年輕農民，喝
道，你們不許馱人！只好讓被馱的同學下
車。但路不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推車
走了一段，見四下無人，便叫那同學上車，
以為沒事了，不料，那農民不知從哪裡跳
出，罵罵咧咧，樹要皮，人要臉嘛！一時之
間，觸發了我們的底線，罵戰開始，但我們

不敢太惹地頭蛇，且戰且退，終於平安撤
退。還有一次，我們乘公共汽車，不知誰吸
煙，有人大聲呼喝，曹大回了一句，世界大
戰就要發生在你頭上呀？
自1991年在珠海第五屆世界華文文學會議

之後，我們經常在會議場合見面，而且同
室。他曾慨嘆，即使是兄弟也沒這麽親。
近年，他總帶着i-pad出遊，而且自封為攝

影大師，我偏偏與他抬杠，說他只是「取景
大師」，他也不以為忤，似乎笑吟吟地接受
了。其實，他攝影技術如何，我也不是太清
楚，但取景卻真有他一套。
那年在北京，同學為我祝壽，他也從蘇州趕

來，還特別製作了祝壽相冊，並題了一首詩。大
家唱了生日歌，並且給我戴上「紙皇冠」。這
一切其實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窗之情永在。
畢竟是八年呀！何況之後延續的，是那麼多的歲
月。我們在同一個陣線上，雖各自奮鬥，但友情
已經錘煉得無比堅實。

曹 大

走馬觀花得「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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