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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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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化作政治廣告

在二零一二年香港
中學文憑試「通識教
育」科開考前，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簡稱考評局）公佈了「樣本試題」
和「評卷指引」。筆者看過之後，發
覺差不多每一題都有毛病！由此可以
得出結論，就是這許多考官（或可稱
為擬題員）力有不逮，這可是考生遇
上最大的噩夢！你不會有一個弄不清
元素周期表的人負責出化學科的考
題，但你會遇上對環境保育一知半解
的人考核你的環保意識和認知！
一條樣本試題給的「資料 1」，是
摘錄二零零九年新聞報道，說及壓力
團體「環保觸覺」到某連鎖快餐店示
威，指責該店三年內丟棄數億件即棄
食具。「資料 2」是「公眾的一般建
議」，市民 A 說「快餐店應提出五年
計劃，減用即棄餐具百分之五十」，
市民 B 說「政府應立法徵稅，每件餐
具五角」。
考題問：「根據資料 1，解釋『環
保觸覺』在這事件所擔當的不同角
色。」
「評卷指引」舉的「正確示例」相
當驚嚇！在此只舉兩例：一、「動員
公眾向政府和有關人士施壓，從而處
理環境問題」，英文版更驚嚇，說
「fix the environment」；二、「在應
付香港環境問題方面補足環保署之不
足」。「環保觸覺」在二零零四年成
立，十多年來都是個「一人組織」，
其主腦近年已經少談環保，轉行去涉
足政界。如果筆者能夠與當年的考官
當面討論，倒要請教這個「環保觸
覺」、「處理」（fix）過哪一個香港
的「環境問題」？如果「環保觸覺」
這麼厲害，倒不如由其唯一領導去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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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照顧

網人

網事

夏蟲不可語冰

上周刷朋友圈看到
一篇挺有意思的文
章，講的是知乎上一個熱門問題「家
裡在一二線城市有很多套房是怎麼的
一種體驗？」中的一個人氣答案，朋
友圈的文章在題目中就給出了立
場——「知乎高讚答案有些顛覆」。
那麼，這答案是什麼？所謂「顛覆」
又是什麼？
該條答案的回答者，主要闡述了幾
個思想：1.家裡有很多房的小孩未必
有多厲害，反而容易一事無成，即
「資源陷阱」；2.「唯房子論」是落
後文化的體現，國人過於信仰「房子
教」，年輕人應該有更崇高的精神追
求和理想；3.資產、價值、價值觀是
三檔不同的境界，如今發達國家的年
輕人更認同「你所做的事情，比你因
此賺的錢重要得多」，更多人從「想要
有更好的生活（have a better life）」成
長為「想要一個更好的世界（want a
better world）」，而我們卻仍停留在
以房子為核心的第一層資產境界上。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者通篇文風並
不激進，也並沒有反對大家購房，只
是平靜地在闡述不用以房多為優越
感，更不要以房子為唯一指揮棒而失
去自己的價值。
多麼美好而正常的三觀，何來「顛
覆」？但文章看完繼續看到網友評論
後，小狸明白了，不是明白，而是震
驚了。區區一萬多的閱讀量下面，竟
然有如此蓬勃的評論，而且幾乎一邊
倒地表達着同一個讀後感：「瞎扯
淡。」一條一條翻下去，每一條評論
都理直氣壯、義憤填膺、胸有成竹、
慷慨激昂地或指責或教導着作者：
「有錢子弟還出國改造，哪能知道國

狸美美

顧者暖心咖啡站」，給照顧者提供喘
息的空間，並得以和同路人分擔和分
享自己的感受和經驗，互相鼓勵，抒
發心情，讓他們明白自己從來都不是
孤單一個人，從而可以走更遠的路。
新北市人口老化，老人達至五十一
萬，估計患失智的長者達三四萬之眾，患
病老人不少性格大變，躁動、遊走、
迷失，有些會重複做同樣的事或突然
不願洗澡，令照顧者身心疲憊。咖啡
站駐有社工指導照顧者紓壓、關懷和
照顧技巧。有些人照顧病患家人是經
年累月的，也有人要辭掉工作困在家
裡，一旦親人過世反而無所適從，像
走到人生的缺口般迷茫，台灣的這些
組織也幫助這些長期照顧家人的「畢
業生」重新做「社會新鮮人」去找回
自己的價值和規劃職業生涯。
香港作為一個人均壽命全球最長的地
區，失智者與日俱增，此外多類病患的
照顧是最困難的，包括精神病患、嚴重
中風等都有上升的趨勢，我們的社會實
在需要加強對照顧者的支援。

情？」、「道理誰都懂，現實就這
樣。」、「你怎麼認為美國青年的主
流價值觀就比我們發展中國家的青年
高級？」、「現階段有很多房子確實
會過得很舒服。」、「不買房子住什
麼！」、「馬上老年社會了，上有老
下有小，踏實肯幹別飄忽。」、「說
得很對，但是還是要買房買車，不然
丈母娘認為你沒能力。婚姻不是兩個
人的事。」、「呵，你試下不買房，搞
笑！」……看了一圈，小狸看懂了，每一
則 留言，都只圍繞着一個詞：「 現
實」。從來都清楚現實的面貌，可作
者講的是理想啊。
這個時代很多人的問題，是因為聽
不懂理想。
忽然想起那個沒有出處的傳說中的
故事：某日清晨，子貢正打掃庭院，
忽有一客至，來人向子貢討教：「一
年有幾季？」子貢說：「四季啊。」
客說：「不對，一年有三季。」子貢
不服：「明明四季啊。」客更不服：
「不對！三季！」正爭執間，孔子
至，觀察了一會兒，對客人說：
「對，一年的確只有三季。」來人見
此，滿意而去。孔子遂對子貢說：
「這人一身綠衣，明顯是田間的蚱蜢
精。蚱蜢者，春生秋亡，一生只經歷
過春夏秋三季，它不會懂得冬天，你
和它爭論是不會有結果的。」子貢秒
懂。這個故事很可能是演繹的，但有
據可查的名言確有一句：「井蛙不可
語海，夏蟲不可語冰」。
那些振振有詞、理直氣壯地爭論着
國情、白左、幸福指數、毒雞湯、扎
克伯格其實有豪宅、喬布斯的毛衣要
200 多美元一件的「亮眼人」們，其
實真的看到過理想的冬天嗎？

港人自稱幸運兒，居住的香港是福地。有這想法的港
人甚多，事實也真是如此。尤其在 21 年前，香港回歸
了中國後，多蒙祖國多方施惠政策，加上祖國日益繁榮壯大，在香港特
區政府領導施政下，香港經濟、民生年年增長，香港的確是福地。
成立 12 年的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是由一班愛國愛港的工商專業人
士組成的愛國商團，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施政，不遺餘力。每年 7 月 1
日，特區政府公佈有功人士獲勳銜名單上，都不乏該會人士。今年授勳
名單中，該會馬浩文先生榮獲銅紫荊星章、趙鳳儀女士榮獲榮譽勳章、
何蘭生女士獲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深慶得人，可喜可賀！香港工商
專業協進會由主席芬姐代表致送紀念賀匾予該會獲勳銜人士。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於７月７日（星期六）假九龍尖東百樂門宴會廳
舉行了「慶祝香港回歸 21 周年歌舞晚會」，天大面子，邀得香港特區
政府保安局李家超局長、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麗女士、中聯辦九龍工
作部副部長劉國強、九龍城區議會潘國華主席、資深傳媒人楊祖坤先
生、海南社團聯會會長張泰超夫人李桂英女士等主禮，該會首長戴德豐
博士、朱蓮芬女士、詹美清女士、胡葆琳女士、彭徐美雲女士及丁建華
區議員等陪同剪綵。是晚冠蓋雲集，場面溫馨熱鬧。演出精彩紛呈，與
會者異常投入，充分表現了家國情懷的激情。
歌舞宴會當然少不了主人家熱情洋溢的講話。該會主席芬姐講了一篇感
恩的說話，她感謝祖國，令香港踏入新時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跟隨國
家，在習近平思想指引下全力發展經濟、社會、民生。為振興中華，圓中
國夢而努力。當然，少不了感謝在特首林鄭月娥領導下，特區政府眾官員
正確施政，雖然近期世界環境複雜多變，令各地都遇上困境，然而是福地
的香港，港人慶幸仍然能夠安居樂業，持續繁榮安定。芬姐滿懷激情地說
要感謝祖國、感謝香港特區政府。芬姐向保安局李家超局長表達敬意。她
說：「港人能夠安居樂業，不會忘記因為香港在保安局李家超局長領導下
的紀律部隊眾官員，克盡職責，有擔當。努力維護『一國兩制』，守護憲
法、守護基本法，令香港成為公正守法的社會。」
開心場面離不開席間有美酒佳餚，眼睛與耳朵享受經典歌舞演出。與
會者盡興不已，更難得的是在該會首長戴德豐、胡美容伉儷贈送全場四
洲集團精美禮品。吳耀明、趙鳳儀伉儷惠贈全場每人海天堂龜苓膏禮
券。還有該會首長馬介璋、馬介欽、李桂英、譚錦球等贊助席券，出錢
出力。大會主持彭徐美雲、朱林雪梅令全場氣氛熱烈，居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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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反對唯點擊率」
有感

近年來，內地影視業快速發展，整體呈現出良好
態勢，同時也暴露出天價片酬、「陰陽合同」、偷
逃稅等問題。 看新華社報道指：「6 月底，中宣部等部門聯合印發
《通知》指這些問題破壞影視行業健康生態，滋長拜金主義傾向，
誤導青少年盲目追星，扭曲社會價值觀念，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切實
加以整治，控制因惡性競爭而出現不合理片酬，加大對偷逃稅行為
的懲戒力度，推進依法納稅，促進影視業健康發展。」
這對行業從業員其實是好事，通常法規是對付那些不守法的人，
守法的人根本就不用怕，甚至成受益者。因為行業健康發展，從業
員才有公平發揮機會。
原來內地現階段已有規定，每部電影、電視劇、網絡視聽節目全
部演員、嘉賓的總片酬不得超過製作總成本的 40%，如果影視行業
主管部門嚴格落實是可以減低互相搶人造成天價邀請明星情況。
但目前電視台、影視製作機構、電影院線、網際網絡視聽網站都
處於激烈競爭，在市場經濟下運作，政府很難嚴禁抬價購買節目及
請明星，能做的是打擊過火的行為（即惡性競爭）及欺壓演員的潛
規則。全世界的演員及工作人員片酬是海鮮價，靠行業自己市場供
求調節。而要糾正天價邀請明星、競逐明星的不良現象，相信在宣
佈政府資金、免稅的公益基金等不得參與投資娛樂性、商業性強的
影視劇和網絡視聽節目情況下，可避免助長過高片酬。
另外，對《通知》要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決反對唯
票房、唯收視率、唯點擊率……加強影視行業徵信體系建設。」這
方面覺得特別應該，但連央企、國企媒體機構也追求高點擊率的
話，試問怎可抑制「唯收視率、唯點擊率」現象？
這幾年，所接觸的內地一些機構，在宣傳方面全都推崇使用網絡
社交媒體。利用網絡快速傳播優勢是沒有錯的，但亦要承受快餐文
化所帶來的副作用，不愛看文字，不愛花時間研究一下具深入分析
的評論文章。長期不愛用腦，頭腦細胞發展會否退化呢？自依賴電
話記號碼後，普遍人的記性都是差了的。古人有說︰「熟讀唐詩三
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但如今還有人肯背唐詩嗎？所以已經很
少人懂作詩了。若人人不看古典文學，如何培養文學內涵？還談什
麼文化傳承？在利用先進科技之餘，不等於捨棄具優點的傳統方
法，雙管齊下才是推動傳統文化的正路。

小臻

在茶園喝茶

朵拉

有一段時間家中老
人病倒了，我在醫
院、娘家、夫家和公司之間忙碌奔
波，既擔憂也操勞，幾個月下來，我
發覺有輕微抑鬱，幸好自己有所警
覺，找朋友家人傾訴，提醒自己樂觀
面對，放鬆心情，找點娛樂，才熬過
那段日子。
有一中年朋友因父親入院，她每天
醒來便趕到醫院去照顧直至晚上父親
睡了她才離開，回家照料自己的家
庭，三、四個月下來，人疲累得可
以，她向我訴說整個人像虛脫了。
照顧病患家人的確令人心力交瘁，
認識一些朋友照顧患絕症配偶經年，
在對方離開後自己也患重病，有些更
很快便跟配偶離去。他們的長期憂慮
與疲勞累積着沉重的壓力，令個人的
免疫力降低，有責任在身時還能撐
着，配偶離去自己便病發了。
病人需要關心，其實照顧者也需要
關心，尤其長期病患者的家人，台北
新北市社會局近年成立了十多家「照

余似心

天地

愛國商團 滿懷激情

百家廊

翠袖

管環保署更省事！如果勉強要為這個
跡近虛擬的壓力團體臉上貼金，只能
說對香港的「環保教育」還有過點貢
獻吧。
考官不單止拿試題來給「環保觸
覺」打廣告，還撒謊呢！
「資料2」所謂市民A和市民B提出
兩個愚蠢的建議，原來都是「環保觸
覺」的「分身」！考官這樣竄改資
料，實在是欺騙考生！公開考試為顧
及考生的水平而刪減資料、簡化實
況，也無可厚非。否則十七八歲的高
中生未必有能力分析錯綜複雜的社會
事務。但是資料可刪不可改，竄改原
始資料是學術討論的大忌。老師（考
官）講大話，同學怎麼辦？
「 環 保 觸 覺 市 民 A」 說 「 五 年 減
半」，考官說可行。兩人都在信口開
河！我們成年人見慣世人講「場面
話」的陋習，立刻要追問，為什麼建
議「五年減半」而不是「五年四個月
減六成」？於是立刻發覺兩個數據都
是信口開河。但說「五年減半」這樣
「齊頭數」則容易欺騙不肯思考的無
知婦孺，所以考評局的考官就上了
「環保觸覺市民A」的當。
總結這回的討論，我們可以立刻找
出漏洞所在，就是「港式通識」的考
官可以肆無忌憚地拿考試題目作為政
治宣傳，或者給自己的友好發佈「植
入式廣告」！起碼最初幾屆的考生都
「知道」有一個很厲害的「環保觸
覺」！因為考評局說這個透明度不足
的組織曾經「fix the environment」！
制度的死結，是學識有限的考官，
躲在考評局的保護傘之後，亂講「通
識」、誤導學生，成為不需負責的「學術
霸權」！ 《通識教育教壞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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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遠遠近近的深青淺綠，隨着山路兜轉的
車子，讓人更深刻體會層巒聳翠的意思。
綠色本來就是最美麗的顏色，人在碧綠青
翠裡也變得美麗起來，這感覺挺好。從車
窗玻璃望去，陽光無限明媚，天空無比遼
闊，細細雨絲若有似無輕輕飄灑，鬱鬱葱
葱的景物加一層飄搖薄紗，若隱若現只有
更嫵媚。這時還不曉得藍天白雲下的漳州
平和霞寨鎮九龍江高峰生態谷是福建最美
茶園，而我們即將進入 2017 年評選為全國
30座最美茶園之一。
迂迴曲折的路，恰恰就是俗語說的峰迴
路轉，跟人生的路何其相似，每個轉角都
能邂逅不同的風景，景致是賞心悅目或不
堪入眼，就看我們帶什麼樣的心情體會。
車子沿着山和谷之間迤邐而行，就在蜿蜒繞
轉盤旋而上的時候，薄薄的霧從不遠處飄
飛過來，在漫山遍野的綠樹間開始瀰漫。
還沒到達目的地，就已經不想離開。如
果有空暇，小住一段，寫作，畫畫或者就
是無所事事地在茶園裡走來走去。遠離塵
囂，單只欣賞和感受，心曠神怡的不僅是
迷人的風景，而是不焦急趕路，不躁煩惱
小事，心態一放緩，步伐慢條斯理，心情
自然就自在從容。
生活是什麼樣子的呢？每天上下班塞在
交通裡，在路上也忙碌地看微信，車子在
交通燈前一停下，急急瞄幾眼，並非真正
關心別人在幹什麼，僅是習慣性地滑手
機。手機帖子全是路過的風景，根本來不
及慢讀細看，也沒有打算要記住什麼，都
不重要，也不緊要，一堆瑣碎煩雜佔用了
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時間。紓緩有序在今天
變成退了顏色的舊衣服，沒人要穿。
所有要辦的事，不到最後一分鐘，沒人
放下手機去處理。有人說︰「 手機是蘿
蔔，人是驢子，大家被手機牽着走。」沒
人介意當驢子。因為人都「好」玩，看手
機就是在玩。進到山裡，手機訊號變弱，
人卻恢復正常了，收起手機，看雲看霧看
山看茶樹，還有，喝茶。喝茶很快樂，有
好茶喝更幸福。有人無法拒絕東坡肉，有
人對海鮮不離棄，有人離不開咖啡， 有人
說香港的絲襪奶茶才是天下美味飲料，但
我一看見茶，中國茶，便忘記自己，比我

昨日
紀

我們班有幾個調幹生，其中
之一，便是來自湖北的胡嘉
猷。本來，我跟他接觸不算多，但因為特殊原
因，我們北師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從原定的五年
制，一直拖到八年才畢業，大學生的「大」
字，也要加上一點，變成「太」字了，於是我們調
侃着說，我們是八年的「太學生」了。也正因
為相處時間特長，到後期，我和嘉猷的交往也
多了起來，有人甚至故意半開玩笑讀錯他的名
字，嘉猷變成「嘉酋」，或者是「胡加油」了。
因為是調幹生，他在上大學前，似乎是小學
教師，有了對象，好像非卿不娶。所以到上世
紀六十年代末，他便率先結婚，那時在校學生
一般是不可以成家的，他算是例外。記得不
久，他女兒就誕生了，我曾在十一樓看着他把
小小的初生女兒放在手掌上搖來搖去，滿臉的
笑容，充分體現了他初為人父的喜悅心情。
後來，我們都在校等着畢業分配，而他已經率先

陶然

更愛茶的是我的朋友潘向黎。
難以抵擋的喝茶，是後來才培養起來的
愛。大家都心知肚明，假如要稱讚那些和
美麗及漂亮比較遠的人，最理想的讚語是
把她歸類為「主要看氣質」。朋友們最愛
說我氣質好，我笑笑收下並說，那你要相
信張愛玲的話，張愛玲說氣質這回事，後
天可以培養。而我相信喝茶讓人氣質優
雅。單是靠我一張嘴，缺乏說服力。眾多
朋友之中，最能讓人信服的是潘向黎。讀
她的作品，發現她是大清早被茶叫起身
的。有時還想睡，一想到起來有茶喝，立
馬下床。每天醒來首件要事是泡茶的潘向
黎說：「我是從早到晚喝茶的。」早上空
腹時喝溫和綠茶，開始挺講究名牌，後來
順其自然「不拘名號」，只要綠茶，有什
麼喝什麼。早上的茶對她是「還魂茶，不
喝一天都醒不過來。」真有意思。
午間沒午休，她改提神的烏龍茶。晚飯
後吃過飽，為消食她喝釅釅的烏龍茶，下
午讓她提神的烏龍茶，晚上喝仍不影響睡
眠。別人說下午兩點過後不敢喝茶， 怕夜
裡睡不着，讓無茶不歡的她生出同情。晚
上若遲睡，睡前她仍在辦重要大事，喝
茶。她說︰「茶可解乏、破悶、清心，茶
還可濾清夢境，安人魂魄，喝了便睡得
好。」茶對她是「一日不可無此君」。
不斷強調潘向黎喝茶、愛茶、迷茶，其
實無須贅言，趕緊找兩本書仔細閱讀，一
是《茶可道》，一是《茶生涯》， 讀完倘
若還能抵擋茶的誘惑，只能說你和美好的
氣質距離越遠了。
到福建，最喜悅的相遇，便是遇見茶。
年輕小友菲爾說她最愛到福建住酒店，因
為每家酒店都有泡茶設備。還供應免費茶
葉。處處有茶成主要誘惑。福建近年遊客
大增，和茶不無關係。像我們一下車便有
茶喝，馬上感受主人的貼心。小雨濕霧再
加冷風吹拂，手腳冰冷，有人招呼，「到
這裡來喝茶」。眾人一擁而上，人手一杯
熱茶，溫暖從口裡到心裡。
在茶園喝茶，聞着茶香氣，品着茶香
味，對着清澈明亮的茶湯，忍不住問劉
總：「這什麼茶呀？」
「我們平和縣的烏龍茶，叫白芽奇

蘭。」滋味醇厚，蘭花香味的白芽奇蘭相
傳是明朝成化年間，開漳聖王陳元光第二
十八代嫡孫陳元和在福建平和境內發現一
株茶樹，剛萌發的芽葉，葉梢呈白綠色，
並帶有蘭花香氣，故名「白芽奇蘭」。後
來製成烏龍茶，沖泡後蘭花香氣更濃郁，
故稱「白芽奇蘭」、「茶湯味道帶蘭花
香」。細細品慢慢飲，真是好茶。
茉莉花茶有茉莉花香，這沒有蘭花的白
芽奇蘭茶必須在海拔 800 米高才能生產，因
為高山區茶樹病蟲害少，所以不必農藥。
環保和保健意識提高的年代，愛茶人一聽
無農藥，銷量近年大增。 九十年代初開始
大量生產，短時期內成為漳州茶葉栽培面
積最多的品種。年產量達八千多噸。1989年以
來，先後十多次分別榮獲福建省優質茶獎
殊榮。1997 年福建茶葉品質鑒評會暨「九
峰杯」白芽奇蘭茶五大獎賽上，以500克茶葉拍
賣 18 萬元創下紀錄之最。「第五屆和第九
屆海峽茶會，九龍江集團的茶葉獲得『平
和白芽奇蘭茶王賽』金獎。」劉總說。
名叫白芽奇蘭的烏龍茶，單是名字便有
對比的美。叫人一聽難以忘懷。比較少開
口跟人要求什麼的南洋來客，因為那香，
那醇，那暖，抑止不住多要了一杯茶。
喝茶的人對場地、環境等等都有特別高
的要求，比如非得到茶坊，坐舒服椅子，
加上輕音樂，然後看書法說繪畫，必須有
精緻配茶小點心，也有強調儀式感的喝茶
人，注重喝茶的流程：洗杯、置茶、注
水、觀色、聞香才品嚐。然而，此時此
刻，手捧一杯熱茶，抬頭遙望翠綠茶樹，
遠眺蔚藍天空，近瞧細細小雨在微微風中
輕盈飄舞，清新空氣裡充滿閒情和逸致，
溫馨和暖意，清雅幽靜間似乎聽到茶葉和
茶葉在竊竊私語：「 茶園才是喝茶的好地
方！」本來幻想到茶園遇見採茶姑娘，原
來宋徽宗在《大觀茶論》記載的「擷茶以
黎明，見日則止」確是現實生活。太陽出
來，採茶活動便暫停。在生機盎然的青綠
裡漫步徜徉，眺望山上山下寬闊無邊的圈
圈梯田式茶園，身邊皆青青的茶樹味道，
期盼有一天，到茶園住下，每天喝茶，茶
自然會告訴我「人生要有一段什麼也不做
的時間，才能更深刻地體會人生。」

嘉猷
要求提前回鄉去了。臨行前，我們十多個同
學，一起奔到前門的大北照相館合影，既是送
行，也是惜別之意。照完後，記得趙繼剛還說，
個個眼睛都睜得大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
麼玄機，當時也就哈哈一笑了之。大概因為是
調幹生，他講話抑揚頓挫，非常有力。大概也
因為他的領導能力獲得肯定，他成為班上三人領導
小組成員之一，另兩人是張國榮和谷敏庭。
後來，他先我們而去。我們畢業時，兵荒馬
亂，誰也似乎顧不得誰，連畢業合照也沒有，大家
只顧各奔前程，而留下再也不可挽回的遺憾。
而嘉猷，似乎仕途順利。先是聽說他當天門
市市長，後來當全國人大代表，再後來是湖北
省糧油處處長，大約九十年代初吧，他帶領手
下八個大將，出訪馬來西亞，經港回國時，電
約相見，送了馬來西亞的咖啡壺給我，並送利
是給我兩個孩子。我到酒店看他時，他還特地
買了幾顆榴槤叫我品嚐。他大概認為，我在印

尼出生，沒有不吃號稱「南洋果王」榴槤之理！
豈知，我們家大大小小從來不吃榴槤，因為父
母自我們小時候，就說，傳說那是三寶太監的
屎呀！從此便成了心結。嘉猷盛意拳拳，不好
推卻，勉強吃了兩粒，從此破戒。當時我並沒
說什麼，我想他至今也不知道我的心思。臨行
前，他又在銅鑼灣設宴餞別，還請手下八員大
將輪流敬酒，我認為是老同學的眷眷之心。
再後來，他退了，前幾年，我受邀去武漢，
節目安排緊湊。我找了個空檔，打電話給嘉
猷，這時已是傍晚，等他搭計程車趕到酒店，
已是八點左右。他同時帶來了許多湖北出版社
出的書，還有特產。我們敘舊聊天，不知夜之
既深。第二天一早，我就要離開武漢了，臨別
依依。我送他下樓，走到大街上，看着他登上
計程車，忽然想起，他說，退了，沒公家車坐
了。他的清廉，也由此可見。揮手，那車子在
暗夜中愈馳愈遠，不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