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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平常總說孩子天真，提出的問題幼稚
可笑。可是有時候，孩子提出的問題不但發
人深思，而且能想大人所未想，道大人所未
道。比如，那天我的小孫女就突然問我：
「爺爺，外面的小鳥吃什麼？」「吃食啊！」我
不假思索地說。「食從哪裡來？」「自己找
啊！」「找不到怎麼辦？下雨下雪天到哪裡
去找？人為什麼不幫助牠們？」問題愈提愈
尖銳，我則愈來愈感到難以應付。事後想
想，孩子關心的這些事，還真應引起我們重
視。僅就鳥類而言，也值得做篇大文章……

在人類歷史上，鳥類一直是我們的親密朋
友，牠們的生死存亡與人類的命運密切相
關。因此，我國自古就有愛鳥護鳥的優良傳
統。遠在商代，人們就懂得愛鳥。司馬遷的
《史記》中有這樣一則故事：有一次，商的
開國君主湯到野外巡視，見一個人正在樹林
裡四面張網捕鳥，還祈禱說︰「四面八方的
鳥兒，都飛到我的網裡來吧！」湯立即走上
前制止說︰「你這是要把鳥兒一網打盡
啊！」並命令那人將三面的網撤了，又親自
祈禱說︰「鳥兒快快飛走吧，願向左的向
左，願向右的向右，不願飛走的就留在網裡
頭。」湯的這一做法很快傳到其他諸侯那
裡，他們佩服地說︰「湯的美德太崇高了，
連禽獸都能受其恩澤。」
到了周代，周王朝制定了專門的條律保護

鳥類，並設立了「虞人」之類的官員，管理
山林川澤，嚴禁人們採集鳥蛋、捕殺幼鳥。
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秦、漢、唐、宋各朝，
這對鳥類的繁衍生息，保持生態平衡，起了
重要作用。
在保護鳥類上，一些開明的統治者不但能

身體力行，而且還虛心納諫，聞過則改。據
《列子》記載：春秋時候，有一年正月初
一，晉國邯鄲的老百姓向當時執政的大臣趙
簡子進獻了許多斑鳩。趙簡子非常高興，重
重地賞賜了他們。門客不解其意，問他為什
麼這樣做。趙簡子說：「我把這些鳥在大年
初一放生，表示我對生靈有慈愛之心。」門
客說：「老百姓若知道您拿斑鳩放生，就會
爭着去捕捉斑鳩，那樣被打死打傷的斑鳩一

定很多，您對這些鳥的恩澤是抵償不了您給
牠們所造成的災禍的。您如果真想救助斑鳩
之類的鳥兒，不如下令禁止捕鳥。」趙簡子
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便採納了他的意見，
下令嚴禁捕鳥。

古人的愛鳥之心，還從大量的古詩文中表
現出來。唐代著名的大詩人白居易，一生寫
過許多愛鳥詩。他在一首詩中深情地寫道：
「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
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你看，可
愛的鳥寶寶正在窩中嗷嗷待哺，勤勞的鳥媽
媽這時在田間忙忙碌碌地捕捉害蟲，捉到後
再飛回巢中哺育幼兒。你把牠一彈子打死
了，就害了牠們全家……作者從兒女親情角
度告誡人們不要打枝頭的鳥兒，其情殷殷，
其意深深，讓每個有良知的人都為之心動。
而清代著名的書畫家鄭板橋，在愛鳥方面則
另有高見。他在一封寫給其弟的信中，反對
人們在籠中養鳥，主張多種樹，「使繞屋數
百株，扶疏茂密，為鳥國鳥家」，給鳥建一
個廣闊而快樂的家園，使人從鳥的快樂中感
受到更大的快樂。他的這一主張，在今天也
是切實可行的。

到了近現代，儘管人們愛鳥的意識已較淡
薄，但仍不乏關愛鳥類的感人事例。比如，
我國已故著名詩人臧克家，就數十年如一日
地關心着他的「麻雀朋友」……在臧老居住
的小四合院中，經常有一群「特殊的客人」
自由自在地飛來飛去，牠們就是臧老呵護備
至的麻雀朋友。

對這群「麻雀朋友」，臧老確是一往情
深，與之結下了四十多年的深厚友誼。四十
多年來，不管風霜雨雪，不論多忙多累，每
天他都按時為這些「老朋友」送食送水。天
降大雪，他怕麻雀找不到食物，便小心翼翼
地掃出一片空地；暴雨傾盆，他又打着那把
半舊的塑料雨傘，將「飯場」移到南房簷下
的青石台階上……每當看到這群「老朋友」
水足飯飽後繞着院子自由自在地翻飛的情
景，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總會浮現出歡快
的笑容……
臧老對麻雀等鳥兒的愛，可謂體貼入微。

他曾對女兒說：「有人喜歡將小鳥關在籠子
裡，用精美的食物餵養，以博得牠們動聽的
歌唱。但是，在我聽來，這歌是悲歌！是失
去自由後悲慘的苦歌！」有一次，他正在上
小學的外孫女在院中發現了一隻蹣跚試飛的
雛雀，便準備了一隻大盒子，想把這隻小麻
雀養在裡邊。臧老知道後，立即加以阻止，
並當即三令五申，不准任何人驚擾這隻可憐
的小鳥。他又輕手輕腳地在小鳥藏身的花叢
邊撒上食物，放上清水，然後關切地站在臥
室裡的窗前，向外眺望雛雀的動靜。直到下
午親眼見到雀媽媽將愛子帶回巢中，連午覺
都沒睡好的他才放下心來。
臧老搬進新居後，仍時時牽掛着他那舊宅

院裡的「老朋友」。他總是隔三差五地親自
往舊宅院打電話、寫便條，詢問「麻雀替我
按時餵了沒有」。即使在他病情危重的時
刻，也忘不了再三囑託身邊的親人，照顧好
他的這些「老朋友」。新居的陽台上，小窗
前，也常有麻雀飛來唱歌。每當此時，臧老
總會久久地、深情地凝視着牠們，然後轉過
臉來問家人：「是不是四合院中的『老朋
友』又來看望我了？」

像老詩人這樣關愛小鳥的事例，我們還可
以舉出一些。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珍惜生命，熱愛生活，極為關注人類賴以生
存的生態環境。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美
好的心靈，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關愛鳥類，保護生態，關鍵在行動。我們

當然要堅決反對對野生動物濫捕亂殺的犯罪
行為。但更重要的，還要靠我們自覺去做。
有些事情，只要我們稍加留意，就可收到很
好的效果。如平時——特別是下雨下雪氣候
惡劣的日子，順手在院子裡或窗台上撒點
米，就可使許多小生命免受飢餓。再如在城
市的公園或廣場邊，給鳥兒設一些覓食飲水
的地方，經常放一些米粒、清水，也不是多
困難的事，但卻能救助和引來百鳥，使環境
更加美好……有句歌詞唱得好：「只要人人
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
間……」這話，對人類來說是真理。如果用
在對待鳥類上，也同樣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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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一九七九
《花花公子》的
人物訪問曾享盛

名，坊間有單行本出版，網上也有
好幾十個舊日的訪問供免費閱讀。
常想，人物訪問可以好成怎樣？即
使做到《六十分鐘》時事雜誌那
樣，是不是就很好？
本地傳媒某些訪問更不必說了，
讀一疊資料，跟被訪者在咖啡室談
一個下午，就可以寫稿。出來的東
西，往往是採訪者的話語多於被訪
者的心聲。更奇怪的是不知打哪時
開始，正文完後總要來篇感性「後
記」，可能反映了近年述說者很想
走到台前的風尚。其實只要功力
夠，訪問者的心思在正文已可瀟灑
發揮，不必搞這些「外掛」東西。
近日在手機上看《花花公子》當
年訪問以《教父》一片躍為超級巨
星的阿爾柏仙奴（Al Pacino），篇
幅甚長，愈看愈有，卻不悶，很精
彩。時維一九七九年，採訪記者是
Lawrence Grobel。他在引子中提
到，為了這任務跟阿爾柏仙奴相處
了兩個星期，多是在阿爾柏仙奴那
非常不起眼的紐約小公寓進行訪
談。十多日裡，每天下午或晚上，

記者都會上他家閒聊幾個鐘，有時
談到凌晨方散，有次更聊到廚房水
煲着了火也不知道。
阿爾柏仙奴為人低調，那是他第一

次接受媒體深入訪問，對訪問的實際
過程覺得很新鮮。原來即使已是荷里
活萬人迷，他竟說︰「從沒人問我對
事情的意見。」記者終於錄了四十小
時的對談，等於二千頁的錄音抄本，
要濃縮剪裁成訪問文稿。兩星期很快
過去，記者在那個星期天晚上便要飛
回洛杉磯。星期天早上，阿爾柏仙奴
打電話問他幾點走，知道是夜機後，
便說，「還夠時間來多次訪問哩」。
於是記者又把錄音機塞滿電池（其時
手機還遠遠未出世），飛的士去他家
開工。
出來的文稿是一問一答形式，可

讀到大量阿爾柏仙奴的直述說話，
也見到二人交鋒之火花。這種Q&A
文字很佔篇幅，但比時下很多採訪
者忙不迭要為受訪人「代言」，把
自己詞彙塞入人口的陋習強多了。
篇幅夠長其實很重要，太短的話，
很難挖得深。但今天萬事要快要短
兼碎片化，這類紙媒深入訪問，怕
已日暮窮途。

手提電話的功
能，天天均有新的

款式；電話傳來的短訊，每日可以
超過數以百計之多！
最近，收到一位中學和大學均同
校的老友傳來了六個小故事，即使
本山人可能被譏為文抄公，也願意
將這些小故事和各位讀者分享！反
正這些短訊也是在電話中傳來傳去
的。這位老友和本山人均是超過八
十歲的「年輕人」，因為我們每天
均在努力尋求新知識，他傳了這六
個小故事給我，每個小故事均在一
百二十個字之內，可以稱之為小故
事；但故事中所描述的內容，實在
值得大家深思之！
小故事一︰一個賣瓷碗的老人，
挑着扁擔在路上走着，突然一個瓷
碗掉到地上摔破了，但是老人卻頭
也不回，便繼續向前走。路人看見
很奇怪，便問︰「為什麼你的碗摔
破了，你卻不看一下呢？」老人回答︰
「我再怎麼回頭看，碗也是碎的。」
領悟︰失去的東西就要學着去接
受，學着放下，畢竟很多事並不會
因為你的悲傷就會回來，結果就會
被改變！
小故事二︰鸚鵡遇到烏鴉，籠中
的鸚鵡安逸；野外的烏鴉自由，烏
鴉羨慕鸚鵡安逸，二鳥便商議互
換。烏鴉得到安逸，但難得主人歡
喜，最後抑鬱而死，鸚鵡得到自
由，但長期安逸，不能獨立生存，
最終飢餓而死。
領悟︰不要盲目羨慕他人的幸
福，也許那並不適合你。老了，不
要去攀比，過好自己的日子，享受
自己的生活才是王道！
小故事三︰老師問︰「有個人要
燒壺開水，生火到一半時發現柴不
夠，他該怎麼辦？」有的同學說趕
快去找，有的說去借、去買。老師
說︰「為什麼不把壺中的水倒掉一
些呢？」同學頓悟。
領悟︰世事總不能萬般如意，有

捨才有得。人到老年，精力總會有
限，不如「倒掉一些水」，只專注
自己喜歡的人和事吧！
小故事四︰貓和豬是好朋友，一

天貓掉進大坑，豬拿來繩子，貓叫
豬把繩子扔下來，結果豬整綑扔下
去。貓很納悶地說︰「這樣扔下
來，怎麼可以拉我上去？」豬說︰
「不然怎樣做？」貓說︰「你應該
拉住繩子的一頭啊！」貓哭了，哭
得很幸福！
領悟︰有些人不是很聰明，卻值

得你終生擁有！
小故事五︰老和尚問小和尚︰

「如果你前進一步是死，退後一步
則亡，你該怎辦？」小和尚毫不猶
豫地說︰「我往旁邊去！」
領悟︰天無絕人之路，人生路上

遭遇進退兩難的境況時，換個角度
思考，也許就會明白︰「路的旁邊
還是路！」
小故事六︰第一天，小白兔去釣

魚，一無所獲。第二天，牠又去釣
魚，還是如此。第三天，牠剛到，
一條大魚從河裡跳出來，大叫︰
「你要是再敢用胡蘿蔔當魚餌，我
就打死你。」
領悟︰你給的都是你自己「想」

給的，而不是對方想要的，活在自
己世界裡的付出，不值錢！老了，
和兒女相處時，更要明白這一點。
本山人讀了這六個小故事後，心

中自問，我有沒有犯了同樣的錯誤
呢？第六個小故事使本山人突然開
始領悟到，本山人有五個兒女和七
個男女孫，本山人也是深深地愛着
他們；本山人還有一個良好記錄，
就是從來沒罵過他們一句！我們的
關係實在是非常之友善的。但本山
人總是覺得和他們之間，仍有一些
距離，但是本山人對他們的確愛護
萬分；第六個小故事教訓我，今後
本山人必須要細心去研究和查找
出，究竟什麼才是本山人應該給他
們且是他們想要的呢？

開課一個月有多，在香港
電台《舊日的足跡》節目我

請來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接受專訪，局
長強調校內是可以犯錯的地方，若然在社會
上犯錯就有好大的後果，他在小學時候也曾
經試過被記過，當時學校有體罰，甚至見家
長，原因就是在不適當的時候說話，「人生
是可以犯錯的，但一定要從中學習改過，父
親比較嚴，他是做洋服店的，每天早出晚
歸，我們有四兄弟姐妹自己排第三，他很少
和我們傾偈，他目標為本，成績不好就會
罵，惟有自己盡力去讀書，因為當時父母親
給自己的感覺可以有書讀是好事，我的會考
成績是3A、5B、1C。當年不肯定自己走哪
條路，就選上了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媽媽
是個傳統家庭主婦和子女好親近，她常說的
一句話︰只要盡了力就好了。她這句話影響
我很多，有時做事會有錯，但如果自己已經
想盡了辦法結果不如人意，只要對得起自
己，下次可以做得好些，萬一沒有下一次就
可以選擇行第二條路了，始終有方法的。」
在成長經歷中，楊局長遇過不少好老師，

「小五、小六年班的班主任很關心我們，當
時還有升中試，她就好像家長一樣給我們很
多意見；九龍華仁的老師各有所長，印象最
深是中五至中七一位很出色的數學老師，我
們關係很親密，並非在課堂上講心事，而是
他本來較嚴肅，後來經過我們三年給他的訓
練黎老師變得好好玩，我們上堂更專心，學
習更到位。老師其中的職責就是陪着學生成
長，同學若果出問題，他們可能會出聲又或

者身教，孩子就會透過在不同人身上看到不
同的可能，學習處理事情的方法繼而成長。」
局長強調，教育是要培養小朋友行一條社

會正確的道路，但不可以期望要透過教育將
一些社會上未能解決的問題在教育裡去解
決，變成一個想法這是不切實際的。回想局
長因歷史書的用詞成為民意包尾第二的局
長，他笑言就像考試一樣，一定希望得高
分，但結果是這樣也沒辦法，又用上母親那
一句（盡咗力就得），非常正向的思維，機會總
會在未來，正如最近颱風「山竹」之後，局長因
果斷宣佈學校停課而獲得不少市民的讚賞。
在節目總結時，局長鼓勵年輕人加入教育

界，「教育界對整個社會發展最為重要，未
必要狀元去做老師，那些都是有心願意付出
的人，希望社會人士公平對待教育這個行
業，他們是最有心去付出的，不是為自己的
孩子，是為大家的孩子，他們值得社會人士
尊重，教師是非常專業的行業。」
教育局長一職並非優差，面對具爭議性的

事情實在太多了，但我總相信有心的人一定
可以解決面前的問題，得到市民的諒解。如
果政府、家
長、學校、
同學多聽各
方持份團體
的心聲，攜
手合作，我
想香港的教
育大道定必
一片光明。

教育界對社會發展最為重要
車淑梅

淑梅淑梅
足跡足跡

從前的香港，過了中秋節之
後，市面就流行一句話，就是

「秋風起，三蛇肥」，粵菜館就會張貼出三蛇羹的
廣告作為招徠。所謂三蛇肥，到底是哪三種蛇？根
據廣州話的方言詞典，三蛇是指用作泡酒或做菜用
的三種蛇，一般是指金環蛇、銀環蛇、過樹榕或眼
鏡蛇。前兩種都是屬於眼鏡蛇科的，前者是一節黃
色一節黑色相間，後者則是黑白相間的。
廣州話中有不少用三字為首的詞，比如三幅被，

是從前的棉被是用三幅布做成的外套，這詞的意義
是用來形容翻來覆去都是差不多的內容，毫無新鮮
感。手工打造的純棉被現在已少人使用，用的不是
羽絨就是絲棉了，所以三幅被的形容詞也隨之鮮為
人知了。如今有計算機，或者用手機上的計算功
能，早已不用算盤，因此，三下五除二表示速度很
快的形容詞，也就隨之被遺忘了。同樣的，從前廣
州流行的出租車是機動三輪車，被稱為三腳雞，也
就不為搭乘的士的現代人知曉了。
相傳是范蠡寫的《養魚經》說：「鰣魚，廣州謂
之三黧魚。」因為廣州人看到鰣魚出現時，是在農
曆三月，這三黧，意即三來，三月就來也。如今都
統稱為鰣魚了。蘇萬興編著的《老餅潮語》（商務
印書館出版）有句舊時潮語是三唔識七，說那是從
前賭天九時最怕拿到的兩張牌加起來是十點，因為
「密十」是必輸的，所以拿到第一張牌是三點時，
就會大叫「三唔識七呀！」這話是表示絕無關係的
意思，如今知道的人更少了。
現在為人知曉的三字為首的詞，恐怕只剩下三隻
手、三兩下手勢、三及第，或者再加上三口六面和
三尖八角了。而且在愛護動物的潮流中，更沒有說
三六了。

由三蛇羹談三字隨想隨想
國國

傳統上的選美活
動參加對象主要為

女性，是一種基於形體、外貌、美
麗和內涵智慧集於一身的競賽。
而今年在香港再次興選美熱，到
目前為止，今年有五個選美活動先
後出現！選美活動一直受到激進的
女權主義者們的抵制被指為物化女
性，但有故作理性，實則為了商業
利益人士指出選美活動旨在選拔優
秀形象的人類，為了人類更美麗的
進步進化起到積極的鼓勵作用。
不少文化評論者指摘選美活動會
令少女過度重視其外在美和引起浪
費風氣，更衍生巨大社會壓力，促
成少女花費時間和財力於服飾、髮
型、化妝；選美參加者整容甚為普
遍。另外，部分女子為追求纖巧體
形而限制飲食，傷害健康。
雖然部分選美比賽含有非完全基
於外在美評審的環節，但不漂亮的
參賽者縱使具備才華、智慧，往往
很難獲勝。這樣會導致具備漂亮外
形的女子較為優秀，從而令不符合
流行審美標準的女子產生心理障
礙，難以達到理想成就，而非為少
女提供個人發展機會。部分選美比
賽將泳裝表演列為賽程，令其強調

體態美。這樣可以使不具備才藝、
智慧或其他方面能力的少女有機會
在選美比賽獲勝。然而，近年選美
比賽當中，不少只有美貌的女性皆
不能勝出，反而美貌與智慧具備的
參賽者則能成為選美后冠主人。
而部分選美比賽只以「選美」為

名，但實為電視台選拔娛樂綜藝節
目的藝員，而且沒有美貌的考試成
績或學歷高人一等的參賽者很容易
獲勝。縱使選美有很多不同角度的
聲音，好壞參半，但歷年來因為選
美而改變一生的人實在大有人在，
有幸與不幸，自己掌管人生，所以
無論好與否每年仍會有更多追夢者
參與此盛會，為求改變一生。

選美有條路

我們每個人體內都有一套內
在能量系統，雖然現代醫學技

術還未能確切地證明它們的存在，但是又確實
與人體神經系統有密切關聯。本篇文章就與大
家分享一下這套能量系統中的氣輪系統「人體
七輪」的基礎知識。
「七輪」之說源於印度瑜伽，是指人體經脈
系統中七個主要的能量匯集點。相當於中醫的
穴位。七輪的知識流傳到西藏後又被當地密教
及藏傳佛教所吸收。
「七輪」是人體精微能量系統構成之一，按
七輪在人體的所在部位，由下而上分別稱為：
海底輪、臍輪、太陽輪、心輪、喉輪、眉心
輪、頂輪。這七個輪各有特性，分別掌管着人
體的各種身心狀態活動，以及人體的器官及情
緒，是控制我們身體的樞紐。
事實上，氣輪與氣輪之間的能量是互通的，

越是真正有智慧、身心平衡健康的人，越能打
開全部氣輪。海底輪作為身體能量、心智和靈
性渴望的貯藏所，代表着生命力來源。只有先
開啟了它才能激活其他的氣輪。身體健康了，
你才能有足夠的體力精力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激活海底輪，會直接影響你的上進心和向前的

動力。接下來是臍輪，會直接影響你是否開
心、創造力、吸引力及成功；也會令你有同情
心，體恤他人。臍輪為我們提供愛與歡愉的能
力，跟他人分享歡愉、和諧與愛，融入這個社
會，成為這個世界的一分子而不再感到孤單。
跟着到下一個階段太陽輪，當你這一個階段

激活的話，你會感到有自信心、有智慧、能
量、充滿活力想向前衝，也會影響你的適應能
力。激活後你就會自信滿滿，覺得自己有能力
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到了心輪階段，心輪位於上下七個脈輪的正

中央，是身體的中樞。開啟了心輪，基本上就
已經不再是智慧上的明白，而是到感覺上的領
悟。你會感覺到你和周圍所有的人都有一種強
烈的聯繫，覺得自身是完整的。不需要通過外
在的讚美認同去滿足自己，也更會關懷別人、
會願意無條件地付出愛。從而感受到希望、相
信、寬恕、同理心和愛。
喉輪，英文是Vishuddha即淨化的意思。激活

的話感覺會是忠誠、信心、誠實、相信，也會
直接影響到你同他人的交往中的言行舉止。因
為它負責溝通和表達我們的創造力，當激活的
時候，你會感受到無比的創意和無數建設性的

構思，同一時間也沒有「自我」，更容易接受
別人的意見，在短時間內吸收到更多。也會有
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負責自己的人
生，無論什麼事都可以心平氣和地面對。
再跟下來是眉心輪，當激活的時候，就會如

同佛教所說的「察覺」一樣。你可以如同局外
人一樣觀察自己的情緒起伏、察覺到自己的情
緒和思想。可以同真正、完美的「自我」聯
繫，同這個宇宙的能量配合，得到啟示、警
告。通過眉心輪的意識，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觀
察一切而看到事物的真相；也會在創造視影像
時變得更有效率。
頂輪位於頭頂中央，連接着宇宙能量，掌管

着智慧及和世界為一體的感覺，教導我們如何
活在當下，並藉着寬恕他人和自己來釋放過
去。藉着清醒的評斷與思考，不再對惡性循環
的模式付出能量，從而超越自我。
通過對七輪的介紹，其實就展示了人生的七

個階段過程，我存在（海底輪）——我感受
（臍輪）——我願意（太陽輪）——我愛（心
輪）——我表達（喉輪）——我觀察（眉心
輪）——我領悟（頂輪）。通過放下、釋放自
己的負面情緒能量，不斷地完善超越自我。

人體七輪 人生七輪

愛鳥貴在自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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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路路」」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永記媽媽
一句話︰盡咗力就得。 作者提供

■「亞姐」最上鏡小姐李芷菱（左
起）和亞軍張右雨、冠軍梁雪瑤及
季軍林孜沫合照。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