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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之路（上）
上周，一篇名為《通

勤，正在「殺死」1000
萬北京青年》的文章在朋友圈裡刷了
屏，一口氣看下來後，小狸真是忍不住
要鼓掌三分鐘，終於有人把小狸每次和
人聊起北京出行時的槽點都匯總出來
了，而且寫得更好更深入。
作為一名常年遊走於京港兩地的人，小
狸每次回到大北京，內心都是愛恨交加
的。一方面衣、食、住都爽歪歪——暫且
不論山寨盜版、食品安全和高企的樓
價，只先說感官上的滿足；另一方面，
唯獨行字舉步維艱。在北京，敢從南城
穿到北城去約會的絕對是真愛。一東一
西的兩個人妥妥的算異地戀。在北京，
小狸會把活動範圍盡量控制在以家為圓
心的2公里半徑內，以徒步能到為主要
考量指標。宅，是生活在北京最正確的
打開方式。
然而，並不是人人在北京都屬於探
親狀態，可以肆無忌憚地宅，更多的
人，是需要日日「通勤」的。於是，有
了那篇爆文。之所以爆，就是因為切中
了大家的唏噓。
文章說，在北京，人們平均每天上
班超過一個半馬（26.4km）；清晨5點
和夜晚11點竟然是兩個交通小高峰；
北京人的通勤路程和通勤時間都是全國
之冠。超長的通勤時間耗光了人們的休
息時間，最終更會對身體產生嚴重影
響，所以說白了，通勤正在「殺死」
1,000萬北京青年。
北京通勤為什麼這麼難？一個因為
大，一個因為堵。而毫不客氣地說，兩
個原因，都有人禍的成分。而這人禍，
就如同地下的土豆，一拉一大串，一個
接一個，造成了無法收場的惡性循環。

北京交通難，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
的公共交通起到的分流作用太小。這句
話的另一個表述就是北京的人均汽車保
有量太高。在北京，每3.9個人就有一
輛私家車，上海是7.1個人，而香港則
是12.2個人。在香港和東京這種出了
名的地少人多卻不堵車的城市，打出租
車是一件奢侈而昂貴的事情，普通百姓
不會動不動就「打的」。而在北京，出
租車和「滴滴」價格低廉，有時為了佔
領市場還大打銀彈攻勢，使得打車成為
非自駕之外當然的最熱門選擇。有統計
顯示，香港的公共交通出行率高達
90%，東京80%，而北京只有50%。
但另一方面，老百姓不願意乘坐公

共交通也怨不得他們，誰讓北京的地鐵
車站密度太低，走殘了都找不到站；收
車太早，一加班就坐不上；車站內啥也
沒有，在光禿禿的通道裡跋涉半公里是
常事。北京的公共汽車等半天才來一
輛，一錯過就得再等40分鐘，低頻率
的車次一到上班高峰就是災難；存在相
同路段的不同線路巴士車費竟然一樣，
搞得完全無法分流路線長短不同的乘
客。
至於「最後一公里」的解決方案，

並沒有如香港一樣覆蓋每幢樓宇的紅綠
小巴，只有單獨接客給交通更加添亂的
「摩的」；共享單車本是個好方法，卻
被停在自行車道上的汽車活生生擠到了
快車道上，每日以命相搏，還要時時提
防騎着小摩托驟然從背後竄出的外賣快
遞小哥……一邊是種種這一切，一邊
是便宜的打車花費，當然打車；在購車
養車低成本的前提下，同樣是堵幾個小
時，當然還是堵在自己車裡好，至少舒
服自在。

《論語．季氏》：
「不學詩，無以言。」

這是孔子專門吩咐獨生子孔鯉的自學功
課。
前文談及自二零零六年香港中學會
考國文科不再考核範文以來，有約十年
是老師無法逼學生多背古詩文，因為背
書再無考試價值。結果是十年間學生中
文水平大幅滑坡！我們可以假設整個
「九零後」年齡層的香港小朋友，都是
沒有怎麼背古詩文的一代！因為一九九
零年出生的港娃，正好在二零零六年之
後中學畢業；而一九九九年生的，則大
有可能趕上不用考範文的中學文憑試。
深而且闊的世代鴻溝由是靜悄悄的挖
成。「九零後」還會跟「千禧後」的學
弟學妹沒有共同的集體回憶！因為千禧
後又要重拾父母當年學過的範文。當
然，九零後之中或許有個別少數外，還
會達到季羨林大師定的標準，背了五十
篇古文和二百首詩。
上兩回談了不考範文的結果是中國
語文的水平下滑，還有影響到國家民族
認同和個人道德操守。今回再談談人際
溝通。
二零一三年，即是「非法佔中」的
前一年，小學教員林慧思在旺角鬧市涉
嫌阻差辦公及辱警（不過香港現時沒有
獨立的「辱警罪」），全港嘩然。後來
她不單止沒有受到任何紀律處分，還得
到辦學團體的最高層傳教士大力包庇，
此公甚至指揮信眾用粗口罵在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先生！後來，傳教士反口說只
是「講笑」，然後林慧思亦得到整個反
對派的全力支持，當中不少留英留美的
「名嘴名筆」大談歐美「先進國家」對
「粗口」的包容。不過，廣府粗口「幹
你娘」（此為意譯而非原本用詞）的攻

擊力和挑釁強度，從來都遠遠大過國罵
「他媽的」，這是香港社會近數十年來
的不成文社會規範。筆者當年就有「一
葉知秋」的擔憂，曾撰文討論，少不免
惹怒了一些盲目追隨香港反政府勢力的
暴民。
小學教員肆無忌憚地用廣府髒話侮辱

公職人員，不單止校方「屁也不敢放一
個」，還成為反對派中人吹捧的「義
人」，後遺症是追隨反對派的任何人都
可以在校園內依樣畫葫蘆侮辱任何人，
包括拒被裹脅的同學，或是不肯聽命的
師長。「非法佔中」和「旺角暴動」之後，
各大學一屆又一屆的學生會會長陸陸續
續發狂，粗口橫飛，他們極多屬少讀古
文的「九零後」港娃！此輩還有一個藉
口，經常指責異見者的講話「比粗口更
難聽」，於是找到自己罵髒話的理據！
學生會之外，還有選美冠軍。我們
都知道，選美會在歐美發源地從來都被
譏為「人肉市場」，但是香港過去的傳
統仍然標榜什麼「美貌與智慧」、「親
善大使」等等美言。選美本是電視台的
娛樂節目，但是過去香港人普遍都接受
和承認她們代表香港的身份。但是近年
個別「九零後」選美冠軍竟然如林慧思
那樣滿嘴都是髒話與淫詞，表現得像個
傖俗無禮的悍婦，香港整體形象之受
損，於此多添一惡。
有一位數十年相交的朋友，見我對

選美冠軍的髒話淫詞甚為不滿，笑說我
「迂腐」。剛好他也是個教徒，難道林
慧思、高層傳教士、學生會偽冒學生代
表和選美冠軍加入粗口大合唱之後，連
他的道德標準也更新了？
不學詩，無以言。九零後不讀古文
與九零後爆粗如唱歌，二者之間的關係
恐怕不容易確認或否證呢！

納稅這詞近期在內地是個非常熱門
的詞彙，首先出現明星藝人逃稅問題，

然後是國家開始實行新的徵稅制度，筆者無意討論如何
徵稅合理，因為不是生活在內地，也不是在內地有生意
或打工，只想講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都會隨着其
發展出現改變修正，從而達到完善是一個很正常的事。
老實說內地目前的退休福利那麼好，雖然有交社保，但
與其取回的退休金比還是差很多，付出比回收少。內地
退休年齡又早，如果長此下去退休金的支付很龐大，對
國家來講是一種壓力，如果不徵稅何來錢養人？看看福
利好的國家都高稅率的。
之前也講過國家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使用，他們改變

用途賣地賺錢卻不用付稅，當金錢花光是否需要國家供
養照顧？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
如今要求工商業文化產業方面要徵稅是合理的，只要

是有合理制度所依，未發展出完善制度期間有人逃稅避
稅很普通，人性是自私的，錢放在自己口袋最安心，因
此爆出內地明星逃稅香港人不驚訝，外國及香港的明星
也會合法避稅。內地可能未有詳盡的稅制，自然就有空
子可鑽，重要是當政府有了明確制度後你仍故意做就要
處理，其實也不需要坐牢，浪費政府金錢。香港是欠稅
要罰款兼不能離境，你必須乖乖地交了。預計幫人報稅
的會計師未來會生意興隆，內地需求很大。
近日網上看到，因央視主持人崔永元5月爆出娛樂圈

「陰陽合同」的潛規則後，首位捲入逃稅風波的人氣女
星范冰冰已經久未露面。傳出「范冰冰人被關在牢裡，
恐怕是『回不來了』，各路明星藝人都在忙10月份前
補以前的稅」，一切都是當傳聞看，未必可信。當然也
向行內人打聽了一些事情因由，爆料者被某大導演傷害
完更以高傲的態度對待而激怒，忍不住報復。行內人都
支持崔先生，但連帶出的問題又牽涉太多人令問題複
雜。不過事件正好製造了個撥亂反正的契機。
如果國家稅務總局給大家一個補過的機會也是很好的

做法，說實在娛樂圈很多時候為了門面好看也存在「講
一套做一套」的事，紅的片酬可能由多報少，新人的片
酬可以由少報多，是整個演藝圈都存在的現象，經商也
會為了應付市場價格數字，媒體報道好看，有水分是必
然。要撥亂反正是要一個過程，要畀機會時間他們走回
正軌，行業才能健康發展；硬棒打死，對行業不利，演
藝界崩潰對社會也沒好處。人性化處事永遠都是利社會
和諧穩定。

完善稅制才是治本
小臻

七嘴七嘴
八舌八舌

人道是「春華秋
實」，但是今年的秋

天並不是收成的好季節。事關最近世界
各地都出現天災人禍不幸事件，令人忐
忑不安，十分難過。就金融市場而言，
由於美元匯價不斷高企，影響所及，特
別是新興市場的匯價都受到相當衝擊，
岌岌可危，幾乎成金融危機。而各地股
市甚至是強如美股也出現了高處不勝寒
的例子，各地股市更是幾乎日日下跌。
就香港而言，受A股下調的影響，執
筆之時，兩日恒指跌近千點，恒生指數
跌穿27,000點，創逾一年之新低點。
好友大叫救命，當然淡友連番出擊，大
勝一場。最大跌幅之騰訊，以及科網
股、澳門賭業股等，是股市下調的重災
區，正所謂起得快，跌得更快。
然而，有危必有機。很多在投機市

場搵食的人，膽識過人，認為有跌得如
此急促的股市，一定有反彈的機會。所
以，上周五在香港市場及滬深股市中隱
約可看到有些「敢死隊」偷偷入市博反
彈。美國計劃加徵關稅，將公佈實施細
則，很多人認為美方將不會全部實行，
而是分批分段而行之。如此一來，前景
稍有明朗，股市或會借勢反彈。不過切
勿開心，這反彈也是短暫的。長遠而
言，股市仍是暗淡，不利因素仍然存
在，投資者必須謹慎從事，不要死牛一
面頸看好，應實事求是，看清前景為
要。
上述所言，看來是人禍搞鬼所致。

另一方面，令人難過的是天災。最近，
世界各地都有出現酷熱、暴雨、颱風等
等天災，令人感嘆「世界無處是樂
土」。八、九月份，日本出現重大天災
事件，每次所發生的重災區都是哀鴻遍
野，就最近之「飛燕」颱風襲日本，接
踵而來有6.7級大地震襲北海道。山泥
傾瀉，壓倒民居，專家更警告或將有接
連餘震。颱風及地震央及的地方例如奈

良、京都、北海道等地都是旅遊名勝景
點，是港人十分喜愛遊玩的地方。
其實，接連天災，日本所受的不僅

是地方上的破壞，也是經濟方面的重
創，日本人及遊客慘遭天災蹂躪，感到
惋惜難過。有香港旅客親歷其劫，狼狽
得很。想到一句話「在家千日好，出門
半朝難」，香港旅客會感到還是回到香
港最好了。
思旋從電子媒體上看到一段令人感

動的新聞，當大阪發生災害，關西機場
封閉，橋樑被破壞，交通停頓了，被困
的數千遊客在機場不知如何是好之際，
我國駐大阪領事館有負責有擔當的工作
人員，馬上召集起來，前往支援港澳台
同胞。此令中國人感到國家的偉大，而
港澳同胞及台灣同胞同樣感到做一個中
國人的驕傲。在台灣媒體上，出現對中
國內地關心國民的人間有情和道義十分
點讚。
相反，同時間有台灣旅客致電台灣

駐當地辦事處人員求助，得到的答覆是
支吾以對，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台胞
對內地祖國官員行為更為之感動。

人間有情

世界人口愈來愈多，
但人的心靈仿似愈來愈

空虛。在繁盛大都會華燈璀璨之下，眾
多角落中卻有無數孤單的人，找不着傾
吐的對象，甚至掏不出想說的話！
一位單身已退休的中年人，自母親
逝世後便獨自生活，耐不了寂寞大男人
養頭小狗相伴。最近身體不佳常入住醫
院，為免小狗乏照顧只得送人，於是在
家裡再度孤獨。社會模式改變，獨自生
活的人似乎愈來愈多。身體健康，性格
開朗積極者會感到更自由。最令人憂慮
的是那些受了挫折走不出陰霾；放棄自
己；自卑心過重；思想極端；患上抑鬱
的人。
公立醫院女醫生穆琳在她的著作
《病床上的選擇權》中就描述，親眼見
過一個死於家中的失業年輕男子，滿口
牙齒脫落皮包骨。他父剛逝，母成植物
人，妹患癌，獨自一人生活，被發現時
也不知死去多久。穆琳猶豫在他的死亡
證上應寫什麼死因？「……營養不
良？或是心碎？一個出現在二十一世紀

大城市的疾病？」
不單止香港，「孤獨死」在日本的

情況更嚴重。這些獨居者相同之處是臨
終前很少和外界聯繫的，在家裡死亡之
後往往過了一段時間才被發現，大多家
居髒亂不堪，明顯是在生時經已放棄了
自己。
每位獨居者都有自己的原因和故

事，雖然活得自由自在還是消沉喪志都
可以自行選擇，但相信沒有人喜歡孤
單，有些處境是無奈的。如果發覺身邊
有朋友收藏起自己，請多點關心他們，
一個邀約，可能便是一道透進他們家裡
和心靈的陽光和希望。
以前不婚的女子會合住姑婆屋互相

照顧。現代香港的年輕人好些因為居住
負擔太貴，又希望擁有個人的居住地
方，會租共享居住（Co-Living）單
位，設施較劏房好，有私人空間，也可
在共用的廚房和休憩地方結識到朋友，
這較獨居來得好，不同年紀的都可以考
慮。相信這種共居模式在現代社會會有
很大的發展空間，並愈來愈普及。

不要孤單
余似心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其實早就碰過頭了，但我
向來被動，尤其面對名家。

所以雖然知道陸士清，但碰到也沒主動打招
呼，人家誤以為我冷傲，其實是自卑，特別
是當面對名人的時候。
我知道他很早介入華文文學研究，是內地

白先勇研究的先驅，寫過不少研究白先勇作
品的文章。在暨南大學召開的第一屆港台文
學研討會，他就出席了，和他碰過頭，但我
似乎和他沒有什麼交集。但後來跟他漸漸相
熟起來，一九八八年，在香港，我和秦嶺雪
請他喝午茶。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二
十七日，由香港作家聯會與上海復旦大學聯
合主辦的「第一屆香港作家創作研討會」在
上海復旦大學舉行，陸士清是主要操辦人之
一。我還記得，當時本來安排我住單人房，
後來廣州的許翼心突然來到，沒有房間，陸
老師便和我商量，是否讓他和我同住。我當
然沒有意見。許翼心愈夜愈精神，來客來聊
天的甚多，我印象頗深。
陸老師給我的感覺是非常幹練，除了聽覺

不大靈之外，其他比年輕人一點都不差。後
來，跟他熟悉了，我曾經到過他當時還在復
旦的家居，後來他搬走了。去年我經上海，
他曾經帶我逛街晚飯，走過他家門前時，給
我指了指那幢大樓，但已沒有時間進去去坐
一坐了。在上海，晚飯後，他帶我去扡腳，
看他和那些揚州扡腳師談笑風生，就可以知
道他是常客啦。
去年四月，秦嶺雪和我應陸老師之邀，去

作江南遊。先在上海設宴接待，參觀巴金故
居，然後北進揚州，飽覽瘦西湖風光，再上
蘇州，是曹惠民的地頭，自然由他作東，到
松鶴樓吃大餐去也。我們幾個，以陸老師為
首，秦嶺雪、曹惠民和我，在住地「平江
府」的後花園的戲台上照了一張相，但見台
上紅燈籠兩邊高掛，只是光天化日下，沒有
鑼鼓聲，也不見有角色上場，於是我們就客
串臨時演員，只為了那一瞬間。
其實，我們還一起逛過滄浪亭，一路上，

他一馬當先。記得那年在揚州，他們都爬坡
去大明寺看「康熙御碑亭」和「乾隆御碑

亭」，獨留下陸士清和我，因為不久前看
過，加上天熱，我們便躲在下面的茶室，想
要喝茶，結果茶室都收檔了，無茶可喝，幸
好廣場上有許多空凳空桌，我們便隨意挑了
一張，在那裡天南海北聊天。這時夕陽斜
照，灑在身上，暖洋洋的，遠處有幾隻鴿子
飛下來啄玉米粒，有人一揚手，灰鴿便振翼
高飛。那次，我們聊了好多。
為了給曾敏之先生撰寫評傳，他好多次走

訪廣州曾宅，並且住在那裡。後來曾特意跑
到香港，也找過我探問一些當年細節。他懂
得許多偏方，而且很靈。所以碰到有人不舒
服，也就是他提供藥方的時候。那次在南
昌，去看八大山人舊居，剛下過雨，泥路台
階濕滑，我和曹惠民邊說邊走，一不留神，
腳下一滑，竟滑倒，膝蓋擦破，我本來不以
為意，但陸老師格外關心，車子駛過一家藥
店時，他叫停司機，跑去買了雲南白藥讓我
塗上。
單是那份細心，就讓我一直念念不忘。難

怪周勵那回在上海，對陸老師讚口不絕。

陸老師

誰非過客？花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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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豐沛，老柿樹下和往年一樣熱鬧。
各種各樣叫得出名字叫不出名字的小草小
花圍繞着老柿樹根部密密生長。有一株長
勢猛烈，葉片碧青稠密，出去幾天，再回
來突然見它變成了一蓬，竄到了一米多
高，着實吃驚。碧青的葉片下且開着細細
碎碎的小白花。
又過了幾天，從它旁邊經過，竟又發現

了新奇。細碎的小白花變成了一嘟嚕或青
色或深紫色的小小珠子。那一刻，我猛然
認出這些珠子來，是一種我們小時候叫天
米的野漿果。深紫色的，已可吃，甜甜
的，有葡萄的味道，因為微小，又比葡萄
有趣好玩。
二十多年前，大人們在田裡拔花生收大

豆時，我們小孩子成群結隊就在田間地頭
溝渠邊尋找這種天米漿果吃。有時候，大
人們幹活時發現一株天米，也一定會為孩
子們留着，讓它好好生長。雖然於花生大
豆來說，它不過是妨礙成長的草。甚至，
等這些莊稼收穫在家的時候，空曠的田裡
仍會搖曳着幾株青青的天米。大人們笑瞇
瞇，孩子們眼巴巴，等待天米的果實由青
珠子變為深紫的珠子。只有深紫的才甜，
青的是沒法吃的，又澀又苦。
這樣的等待，孩子的心裡總是焦急的。
看起來像天米的成長，如今想起少時往
事，竟也是如此焦急心情。猶記得一個雨
天，我站在大門口看見鄰家姐姐拎着大包
小包要去外面的世界闖天下，羨慕得很。
我悵悵地望着她們開心的背影，見父親出
來，問他我何時才能去外面？父親似乎有
些生氣，沉聲道，你現在的任務是好好上

學，等你十八歲再說。
如此着急成長，原以為的漫長，後來才

知道光陰也只是在恍惚間，我們已亭亭
了。少年，青春，一一遠走，彷彿眨眼間
的事。除了天米，少時，我們還會在田間
尋找一種叫香姑娘的野漿果，香香甜甜
的，很美味。如今，超市裡也有賣，叫金
姑娘。去超市的時候看到，內心裡總會莫
名的惆悵。最初，我見到時，很開心，買
了一些，帶回去給孩子吃，孩子並不喜歡
那味道，卻對我小時候在鄉村田野的童年
舊事感興趣。我給他講尋找天米香姑娘的
趣事時，驀然發現我們小時候也是這樣，
纏着父母講他們小時候好玩的事情，一轉
眼，我也成了講故事的父母。時光無聲無
息，卻點點催人老。
光陰公正，草木茂盛。舊時歲月在記憶

裡流轉模糊，而天米和金姑娘依舊在田野
裡清寧靜好，不問世事變幻浮沉，年年花
落花開，默默把果實呈給人間，默默堅守
於素樸的泥土。
人非草木，命運和機緣總是靜中有動，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若草木安於現實，因
此，草木猶在故鄉安謐靜美，我們卻漸漸
遠離了泥土鄉野和質樸家園，散落天涯。
少時我們家所在的那個鄉村胡同是很熱

鬧的，夥伴們嬉戲打鬧，又總是到處去各
家串門玩耍，從不拘束，真誠爽直，嘻嘻
哈哈，甚是快樂。想來那時真是民風淳
樸，愛憎簡單分明。然而，等我們長大，
慢慢就不同了，我們嚮往外面的世界，還
有城市的繁華和氣勢。我們那一代長大的
鄉下孩子很少有人固守泥土，守着田野小

院過日子了。我們風塵僕僕在不同的城市
奔波忙碌，而我們的田野，我們的小院，
那些陪伴我們成長的花花草草，天米、金
姑娘、梨花、杏花、桃紅，兀自在歲月裡
綻放凋零，凋零綻放，周而復始，深情真
摯。
所以，散落天涯的我們最喜歡懷舊，從
前的一草一木輕易就碰到了心底的柔軟
處，那是小時候的味道。
有一段時間散步聽《煙花易冷》，每唱

到︰「容我再等，歷史轉身，等酒香醇，
等你彈一曲古箏，雨紛紛，舊故里草木
深……」我總會想起草木深深，靜謐得寂
寥的院子，曾經的熱鬧，曾經的笑語，甚
至任性的爭吵，都讓人那麼懷念。
然而，到底是那句對聯說得透徹︰誰非

過客？花為主人。光陰面前，我們無能為
力，惟有向花草討得幾分靜謐，牽住歲月
的腳步，慢一些，從容一些。

■日本遭遇強颱風，巨浪拍打海岸。
新華社

■梨花盛放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