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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貪官」背後
最近網絡上忽然流傳了
一條「新」聞，講的是安

徽懷遠縣一個僅有七名學生的小小班集體
裡，身為副班長的那名小學生，因為被老
師賦予了「檢查作業」和「監督背書」的
權力，而以此霸凌了同班其他六位同學長
達五年之久，且內容令人咋舌，包括「索
賄受賄」數萬元、要求「專車（單車）」
接送、專人買早餐等，而對於違抗、違規
者，則逼迫其喝尿吃屎，或者讓給了錢的
打不給錢的。
進一步查閱資料後，發現這則新聞其
實是三年前的舊聞，最近因被某媒體新起
「最小貪官」的題目而再次流傳。此事曾
一度被央視、新華網等報道、評論，可見
所言非虛。雖是舊聞，但其背後反映出的
諸多問題卻都沒有過時。
細看整個案情，會發現生活比影視更
精彩，當中細節非常耐人尋味。案中的
「小貪官」在最初犯案時，只有8歲，二
年級而已。最初他因學習優異，而被班主
任「指定」為副班長，同時因「表現強
硬」，而蓋過了正班長的風頭，擁有了
「替老師」檢查作業和監督背書的權力。
最早的貪腐其實是來自於群眾的「主
動行賄」——為了能順利通過背書和作
業檢查，這些同樣低齡的孩子熟練地贈出
了自己的零食以求搞好關係。但飛快的，
這個小小權力的小小擁有者的胃口膨脹
了，從群眾主動贈零食，到索要零食，再
到索要零花錢；從要幾塊，到十幾塊，再
到之後的一次性幾百上千。
與此同時，「貪官」雖幼，智謀卻頗

深，竟深諳馭人之術︰一邊牢牢把控班主
任的絕對信任，信任到他可以為所欲為地
撕掉不交錢學生寫好的作業，謊稱背好書
的人未完成，而苦主向班主任投訴三次都

未果；一邊建立自己的遊戲規則——只
有聽話進貢才能過關，違者屎尿伺候，用
矮化人格的方法打擊尊嚴，喪失鬥志。且
每當懲罰時定不是孤身犯眾，而是挑動群
眾鬥群眾，時間一長，每個人都被鬥過，
都喝過屎尿，剩下的只有人人自危，徹底
臣服。被欺負的孩子幾乎個個都比「小貪
官」長得高大，有的甚至高出一頭，而唯
一沒他長得高的孩子年齡也比他大四歲。
但即便是這樣，五年中，從沒人試圖反
抗，也沒人告訴家長。
很驚人，但並不難理解。小小「犯罪天

才」的所有成果，其實都和成人社會脫不
了關係。七個孩子的微型世界所發生的一
切，就像四川大學社會學博士肖堯中說的，
「是社會權力效應在這個小群體的投射」。
我們的中小學教育模式從來都是在樹

立權威和權力，固定班級制讓班主任有了
無上權威，大到班幹部的任命，懲罰甚至
體罰措施，小到優勢座位的分配，甚至是
之前說過的「集體照C位的安排」，都要
仰仗和老師的關係。而班幹部制度更加重
要，和國外中小學更偏重服務的「班幹
部」不同，我們的班幹部更重「管人」和
「特權」，所以孩子們從一年級入校就面
對了一、二、三道槓的競爭。
在此大環境下，是個家長都免不了有

事沒事給老師送個禮拉拉關係，拚了老命
也要擠進家委會——因為家委會成員的
孩子更容易當班幹部……大人世界的行
為習慣，必會潛移默化影響着孩子的思
想。也所以，當 8歲的孩子既知「索
賄」，亦知「行賄」時——別忘了是其他孩
子們首先主動供奉的——莫驚訝了。
過早地面對權威，過早的失去平等，

過早的丟掉尊嚴和安全感，是新聞舊聞背
後至今沒過時的嘆息。

清初大儒顧炎武（一
六一三至一六八二）曾

有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
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
餘人也。」
「港式通識」也產生了「通識八

股」，潘國森答過二零一二年第一屆中學
文憑試通識教育科部分考題，有第一手經
驗。事緣有傳媒打聽到我曾經為文批評通
識教育樣本考題，便邀請我試答部分試
卷，還請了一位資深老師兼閱卷員評分。
可能報方認為這故事並不吸引，又或者原
本就不打算深入報道，結果只刊登了半個
巴掌的一小塊。為此我寫了長文投稿到某
報的教育版，分三期刊完。在此只能長話
短說。
其中一題談香港的煙草管制，試題給
了六個政策，要考生選兩個比較有效的，
並解釋原因。六個政策是：設立無煙區、
制訂戒煙計劃、推廣警告標籤、舉行傳媒
反吸煙運動、禁止香煙廣告和加重徵稅。
吸煙引致的公共衛生問題，近幾十年
來可以說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妥善處理。
各國政府雖然認定吸煙有害，但是都沒有
魄力全面禁煙！我在答題直率指出六個政
策都沒有什麼效用可言，而且逐一解釋我
持的理由。
我最後的結論是：「真正有效的辦
法，是全面禁止售賣和享用煙草產品。」
結果閱卷老師給我低分，原因是我「並無
直接回答，應做比較；若同學只批評會處
於不利位置，建議亦應切實可行。」這就
奇怪了，為什麼老師可以主觀判定禁煙不
可行？我是詳細比較過幾十年來各地經驗
才有此結論呀！我直接回答了六個政策都
是經過長期試驗而證實無效。幾年下來，
香港社會還多生出了一個「電子煙」的難

題！
主考官實在霸道，不容許考生有異

議。既限定了六選二，又否定了全面禁煙
的可能，這不是箝制思想算什麼？為什麼
不能選一個或三個？這明顯是主考官偷
懶！如果主考官給的政策全都不切實際，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
因為篇幅所限，只能再舉另一例。試

題原文是︰「『本港有不同政治組織，因
而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你在多大
程度上同意這說法？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
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我的答案開宗明義是︰「這個說法提

得太籠統，並沒有指出『政治組織』是如
何『提升管治效能』，是典型的『政客詞
令』，即是言詞空泛浮滑，又不提理據。
因此本人對這個說法全不同意。」當然，
除此之外我還有其他補充理據。
閱卷老師的評語很有趣：老師建議：

「應釐清關鍵詞如『政治組織』和『管治
效能』的定義；避免答『完全不同意』，
要有正反雙方的立論，現時答得不足夠。
例如『政治組織的諮詢功能』。」
「避免答完全不同意」根本就是思想
控制！當時我在報上的評論提出了兩點質
疑：（一）怎樣決定哪些「關鍵詞」要解
釋？不是應該假設評卷老師都懂嗎？
（二）這是資料題，題目沒有提及「諮
詢」，考生怎樣判斷要補充那些額外資
料？通識科要考同學猜謎的本事嗎？
回到香港社會現況，從二零一二年到
今天「反對派」弄了一次「非法佔中」、
一次「魚蛋暴動」，並一貫強姦民意，他
們的存在根本就是為了摧毀特區政府的管
治效能！
港式通識八股的荒唐還未講完，下回

分解。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三

父親是那年在部隊入的黨，當時部隊的入黨指標
屈指可數，因而入黨積極分子競爭相當激烈。父親

憑着他農家子弟的憨厚和能吃苦的精神，最終贏得了黨組織的考
驗。兒時，每當父親講起那一段入黨期間在部隊的生活，他滿臉自
豪，激情高漲，令我們很不理解。
父親退伍後，在地方民政局的一個下屬單位上班。他對工作兢兢

業業，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時常加班不計報酬。一年的工
作下來，最讓父親欣慰的是榮獲「優秀黨員」的稱號，而母親關心
的卻是他的年終獎金。父親對獎金緘默不言，這少不了母親的一陣
奚落，被奚落煩了的父親，忍不住向母親吐出了心聲——本來他是
「生產標兵」，可以拿到獎金，然而他卻把名額讓給了家庭貧困的
同事。母親面對父親的一聲——我是黨員，首想的是別人！也只好
撂下一句——真傻！我們的日子好在哪？！父親呵呵笑勸母親——
現在有吃有穿，比起過去，難道不好嗎？！
隨着我們年齡的增長，我們有時也看不起父親年年捧回家的「優

秀黨員」紅本本。因為和父親曾經一起入伍的叔叔，一個個相繼提
幹，惟有父親仍在一線崗位工作。記得那年，大姐差3分不能進重
點中學，母親請父親找一下當年曾是戰友的教育局局長。可父親緊
鎖眉頭，半天也未說一個字，氣得大姐哭了半天，母親幾天未跟父
親說話。最終，父親把大姐送到一所普通中學讀高中，臨行時，他
不住地給大姐說——爸是個黨員，怎能走後門，爸有自己的黨性原
則，請你理解爸。
再說，普通中學也能出人才，關鍵在自己……3年後，大姐果然

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一所大學。在大姐上大學期間，父親經常跟大
姐通信，寫得最多的還是，讓大姐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不知是父親
的思想感染了大姐，還是大姐讀懂了父親對黨的忠心。大姐大三那
年，宣誓入黨，父親得此消息，激動得半天笑張着嘴，不住地對我
們說，要向你大姐學習。
如今，我在一家企業上班，受父親的影響，工作三年後入了

黨。記得入黨預備期那一年，我對自己能否順利通過預備期沒有把
握，於是跟父親商量，想到書記家「拜訪」一下。誰知，我話還未
說一半，就被父親呵斥一頓，他直嚷嚷，憑這一條，你就不夠資格
入黨……不過，父親訓斥後，他又安慰我，問我入黨圖個啥？那
天，父親還道出自己的心聲，說自己兒時沒有吃、沒有穿，是共產
黨救活了他……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父親對黨的那份忠誠。

父親的黨性
一心

大地大地
遊走遊走

時光荏苒，
轉眼二十四節

氣「夏至」已過。這表示白晝
時長，中午尤其高溫。為了保
持健康，夏日期間更要注意飲
食。天氣熱常感口渴，很多人
喜喝冷飲，其實對身體是不健
康的，應多喝湯水，多吃蔬
果。冬瓜、西瓜都是消暑良品。
煲綠豆沙能解渴和解熱毒。常
飲熱檸檬水也是有益的。
說句笑話，某大銀行分析股

票文章，形容內銀股是「檸
檬」。其意思大概是指內銀股
似「檸檬」一樣酸溜溜，內銀
股價格低廉，但問題多多。選
擇投資內銀股時首要小心謹
慎，長線而言應有利可獲。
由於美國在世界挑起貿易

戰，四處點燃火頭，令全球金
融市場起風浪。特別是金融市
場，危機四伏，投資者忐忑不
安，擔心非常。不過，有些投
資者卻另有想法，堅信富貴險
中求，在風浪中必然有危也有
機。所以，最近股市風高浪
急，這些投資者也乘機而入。
當然不是希望得個「桔」，希
望攞個「橙」也不俗。無論如
何，小心謹慎，熟讀功課是必
要的。審時度勢，量入為出，
最緊要是袋中要有「銀」。
事實上，今時今日投資市

場，金融經濟的走勢還要有政
治因素牽連。就以所謂世界貿
易戰的輿論，其中政治因素是

關鍵的。中美貿易起摩擦之成
因是美國眼紅中國的崛起。無
論在外交、經濟、社會等方面
取得的成就，贏得多國的友誼
和點讚。
眾所周知，中國在國家主席

習近平領導下，十八大以來的
成就不在話下，在十九大會議
上的種種主導思想和修憲，中
國方案治國理念令全國人民擁
護之餘，也獲得很多國家追隨
與學習。偉大的領袖也是眾多
國家領導學習榜樣。最矚目是
中國製造2025的國家策略。因
此，美國總統特朗普妒忌不
安，企圖向中國挑戰，這是世
人皆知的事實。
中美貿易戰如箭在弦，挑起
世界貿易戰火處處。當然這對
全世界都是有不利影響，貿易
戰發生無人是贏家，世界將陷
入戰火中，令人不安，其實經
濟金融的戰火不亞於軍火交戰
的戰爭。
港股幾乎中了「六絕」魔

咒。在上周香港恒指大跌，不
只美國與香港息差關係，確令
資金外流，再加上多隻新股在
港上市，特別是傳說多時的
「小米」招股，數百億美金的
市值，牽動資金大為緊張。中
美貿易糾紛未解決、資金緊
張、利息極高等等，導致港股
應驗「六絕」魔咒，投資者真
要小心為上，特別要理順投資
情緒，保障身心、財富健康！

中國製造2025

每年都有許多機構舉辦
不同的歌唱比賽，有部分

人參賽的目的是為了晉身樂壇成為歌星，
有些人卻走不一樣的路，鄧民安就是其中
一個例子，他踏下參賽台走進課室，成為
眾多人的音樂啟蒙導師。
鄧民安從一九八零年開始參加不同團
體舉辦的歌唱比賽，至一九八四年在全港
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中代表中西區奪得冠
軍，並與張學友及同期參賽者灌錄雜錦唱
片《冠軍歌集》，他最終沒有接受唱片公
司的合約，卻在一位恩師的啟發下，決定
和其他人分享音樂的熱誠，讓更多人認識
音樂，成為了唱歌老師。
他日間在銀行工作，放工後便到工聯
會任教。工聯會收取的學費不高，卻請來
如此一位充滿熱誠和活力的導師，他教的
歌唱技巧班經常爆滿，而且有一個特別的
現象，就是學生「循環不息」，同一大批
學生，跟隨他的低、中、高班後，又重讀
再重讀再再重讀重重讀，管他是低或高班
的課，就是要跟他上課，許多人如此讀了
十年八載，而且追隨者愈來愈多。有些學
生上他的課是為了開心；有些是為了能唱

出好歌；有些是為了追逐歌星夢。無論大
家在堂上取得了什麼，相同的得着是在唱
歌技巧上的啟發。他是無數人的啟蒙老
師。
二零零二年他創辦了樂陶演藝中心，

投入中心教學及培訓歌唱人才的工作。三
十多年的教學堅持，成果豐厚桃李滿門，
學生中好些已在歌壇有一定成就。
鄧民安每隔幾年便開一次演唱會，每

次演出都揀選受惠團體，最近舉行的「樂
動生命音樂會」便揀選了為慈善服務機構
「再生會」，令演出更有意義。正如他所
言，「希望能用歌聲感動人，給生命更多
正能量及歡樂，用唱歌去延續愛心，延續
生命」！

音樂啟蒙導師——鄧民安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方忠，本來是江蘇師範大
學副校長，去年調到鹽城師

範學院，任校長兼副書記，這位南通出來的
博士，雖然是南方人，可是身材魁梧，似足
東北大漢；更重要的是，他做人非常爽快，
決定任何事情都很有魄力，在高校當領導，
遊刃有餘。我們也都稱他為方校而不名。
我最早是因大學好友曹惠民牽線，而結識

方忠的。不久，就寄來一本中原農民出版社
當年（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他的大著《台港
散文四十家》，裡面選收了我的幾篇散文。
其時並未謀面，一直到後來，才漸漸相熟起
來了。
之後，凡有新著，他大都會寄我，特別是

團結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出版的《郁達夫
傳》，讓我深深敬佩他史料與評析功夫之
深。他常說：「魯迅令我敬仰；達夫則使我
覺得親近。」他的大學畢業論文，便以近兩
萬字的篇幅，專論郁達夫小說。於海外華文
文學的研究，也是他的強項。我有時會覺得
有點納悶，以他的工作責任而言，應該很
忙，但似乎能夠輕鬆應對，沒聽說過他叫

苦。去年，我應他之邀，赴徐州開會，他忙
着張羅會務。
有一晚，我和凌逾、計紅芳外出去喝咖

啡，回來時，車子在酒店門口停下，走出
來，但見有一群人在佈置什麼，仔細一看，
原來是方忠在指揮。見到我們，他笑嘻嘻地
說，明天開幕式，給你們安排位置呀！然後
就催着我們，快回房間休息。見他們猶在奔
忙，我們卻是閒人，覺得慚愧，匆匆道一聲
晚安，趕緊悄悄溜進大堂裡面去了。早在二
零一三年九月的一次會議中，方忠還特意安
排了一場「陶然創作四十年研討會」，讓我
無言感激他的好心安排。
記得一九九六年四月在南京召開第八屆世

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的時候，與方忠喜相
逢，當時他無官一身輕，來去如風，十分瀟
灑，加上年輕，意氣風發。我們在南京，登
上台城，背景是秦淮河粼粼河水蕩漾，我和
他站在城牆邊合影，留下他青春的身影。他
一身淺棕色西裝，結上深棕色領帶，一頭濃
黑頭髮，給河風吹得紛飛，活脫一個春風得
意少年郎。

再一次，是二零零八年在南寧召開的第十
四屆世界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他已經當上
領導，我和他也在酒店大堂合影，他依然一
如當年豪爽，快人快語。
前幾年，他以江蘇師範大學副校長身份，

率團出訪香港和台灣，來到《香港文學》社
探訪我，我們還去公司附近的「譚魚頭」午
餐，吃四川菜，聊天。相聚甚歡，可惜時間
並不久長，他們還有其他公務要去辦。
後來，他更忙了，經常出差，這裡去，那

裡去，都是去開會。二零一三年八月，應馬
來西亞檳城建築鉅子、拿督林慶金JP之邀，
飛往檳城，出席第二屆「拿督林慶金JP出版
獎」，評委方忠、陶然、曹惠民、袁勇麟和
工委會主席朵拉一起，由方忠作為召集人，
主持決審會議。只見他指揮若定，乾脆俐
落。那回，我們同遊檳城各處風光，還北上
吉打州欣賞熱帶風情，一起品嚐熱帶水果之
王榴槤，之後再吃山竹。雖然流汗不止，卻
頓覺不知人間何世。
而方忠豪爽的笑聲，留在腦海裡，在某個
時刻，會突如其來，在我耳畔回響。

方 校

你好，我是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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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掏出手機，摁下接聽鍵，緊貼耳
朵：「你好，我就是你要找的笨蛋。」
親，你沒有聽錯，我就叫笨蛋，我就
是笨蛋。我不知道上輩子造了什麼孽，
或者上輩子積了什麼德，我這輩子與
「笨蛋」這稱呼形影不離。好像我全身
都刻着「笨蛋」兩個字一樣，但凡高等
動物見了我，都會說：「呶，好大一顆
笨蛋！」包括我的爸爸媽媽。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時間定格在

我兩歲的生日「怕提」上。叔叔帶着比
我小四個月的堂妹來湊熱鬧。爸爸媽媽
發現，堂妹已經能夠踉踉蹌蹌走路，已
經能夠叫「爸爸」、「媽媽」了。所
以，媽媽就說，小笨蛋，你得加油哦。
於是爸爸在旁邊拍手叫喊，小笨蛋，加
油！小笨蛋，加油！
我懷疑爸媽給我錯加了地溝油，要不

我怎麼也聰明不起來呢？說話、走路、
吃飯，我樣樣都比別人學得慢。好不容
易熬到讀書的年齡，然而在學校裡，我
的學習一塌糊塗，最基本的內容如字母
認讀、數字書寫總得比別人多花十多天
時間。所以，笨蛋這一稱號在學校傳開
了。若干年以後，幾乎沒有人知道我的
真實姓名，別人見到我，便興奮地叫，
呶，他就是那顆笨蛋。
我不是沒有努力過。我發誓要一鳴驚

人。因此我加倍用功去做每一件事情，
就算吃飯也要比別人多吃兩碗。終於，
功夫不負苦心人，在九年義務教育結束
後，我真的讓他們刮目相看︰我由一個
小笨蛋變成一顆又圓又胖的大笨蛋。
初中畢業後我便去廣東打工。我發現
我真是個天才，別人打工，都是腰包不
斷鼓起來，而我錢包裡的錢愈來愈少。
我驚異於自己的特殊才能，不敢跟別人
說半個字。既然我與眾不同，那麼我就

應該另闢蹊徑。於是在花光錢之前，我
辭職開始自主創業。
是的，我不走尋常路。比如，別人特
別忌諱你稱呼他為笨蛋，如果你斗膽叫
人家一聲笨蛋，人家會口吐白沫眼露兇
光：「你才是笨蛋，你們全家都是笨
蛋！」而我就不一樣，我開門見山：
「你好，我是笨蛋。笨蛋很高興為你服
務！」還有，別人都是挨家挨戶唯唯諾
諾去推薦自己尋找飯碗，我就不能那
樣。我在垃圾堆裡撿了一塊白紙板，一
支鉛筆，用筆在紙上寫着：「你好！我
是笨蛋。笨蛋很樂意為你效勞。上刀
山、下火海和違法犯罪之類免談。」寫
完就捧着招牌在街頭席地而坐。
果然，第一天便有一個中學生找我。
他說：「我媽媽說只要找到比我笨的
人，下次考不及格就不用打爛我的屁
股。你跟我去見媽媽一趟。」我開出一
百元的價格，他欣然接受。然而這一百
元並不是那麼好賺。當他媽媽私下拷問
我，了解了我的來歷後，跟我說，你好
好表現，我將給你雙倍價錢。於是，當
着她的面，我和他同時做一份初一的數
學題。我多想拿他媽媽的兩百元啊，但
絞盡腦汁滿頭大汗，結果一敗塗地。雖
然失敗了，但我還是拿到了第一份報
酬——100元！
此後，生意漸漸紅火起來。親，經歷
太多了，只能隨便挑一些講給你聽。有
一位億萬富翁，從來沒跟笨蛋打過交
道，想知道笨蛋是怎樣的，便邀我與他
共度一天。在那一天，我坐了寶馬、法
拉利、奔馳，進出五星級酒店，享受桑
拿、古巴雪茄、拉菲葡萄酒。結束後，
富翁遞給我一個紅包，笑呵呵地說：
「原來笨蛋真是笨得可愛，給我帶來金
錢買不到的快樂！」還有一對夫妻，因

為妻子嫌棄丈夫總是無能，吵了九九八
十一天後，決定離婚。在去辦理手續的
路上，妻子看到我，經過一番思想鬥
爭，覺得世界上竟然有人笨到淪落街頭
靠笨吃飯的地步，於是兩人破鏡重圓。
丈夫當夜找到我，給我磕了半天頭，還
給我塞了大把零花錢。還有一個小伙
子，要追一個姑娘，他請我當他的對
手，只能輸不能贏。還有，一個導演請
我去扮演一個笨蛋角色，因為連最優秀
的演員都演不成功。這事我可有十足的
把握啊！還有……行了行了，先不跟你
炫耀了，這個電話催得我想上吊。
「你好！」電話裡傳出來尖細的聲音

讓我全身發麻，「我畢業於南大——南
大聽說過吧，中國有個北大，當然也有
個南大。經過我多年的調查研究，發現
靠笨賺錢是未來的一個熱門。所以我想
開一個『笨蛋公司』，高薪聘請你為經
理，年薪面議……」
「啪」的一聲，我掛了電話。我最討
厭的就是這種自以為是自命不凡的大學
生。還有什麼「高薪聘請」，我還真想
低薪請他到我的「21世紀笨蛋有限公
司」洗廁所呢。哈哈，怎麼，大家沒想
到我現在已經是公司的老闆了吧。沒
錯，我不斷從各個學校、工廠、單位挖
來各種笨蛋，這些笨蛋都擔負重任，領
取高薪。如果你想來我公司工作，隨時
歡迎，條件是……什麼，誰推門進來
了？
「老闆，早上好！我是來參加面試

的。我是一顆笨蛋，考試墊底，行動遲
緩，但為人憨厚老實，有一顆樂於奉獻
的心靈，希望老闆考慮考慮。」
看着他那黝黑的面龐，厚實的嘴唇和
堅毅的眼神，我爽快地說：「好，歡迎
加盟！」

■鄧民安備
受 學 生 敬
重，是他們
心中的閃閃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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