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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市中心有一幢古色
古香的中式建築物分外惹人
矚目。它的外牆鋪滿紅磚綠
瓦、有優雅的中國屋簷、還
雕刻了中國傳統的龍鳳呈
祥。原來百多年前，它的茶
商主人為了迎接清朝北洋通
商大臣李鴻章而建屋。《莫
斯科時報》形容，茶屋是當
地的一顆明珠。
佩 羅 夫 茶 屋 （Perlov's
Tea House）主人四代賣
茶，其家族故事，就像一篇中俄茶葉貿易
史。俄國人嗜茶，首次接觸茶葉始於一六三
八年，沙皇使者向蒙古可汗贈送紫貂皮，可
汗回贈中國茶葉；從此沙皇愛上飲茶。一六
七九年清康熙皇帝在位時，中俄簽署了茶葉
進口協定，雙方以貂皮換取茶葉。自此，俄
商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
當年交通不便，運輸困難，俄商用駱駝
隊運茶，走五千多公里路程，花約一年半時
間，始能將茶葉運抵國。茶葉珍貴，僅富貴
人家才買得起。
佩羅夫家族最初在小市場設攤檔賣茶
葉，傳到第四代，家族富甲一方了。當時莫
斯科有兩大茶葉貿易公司，分別屬於佩羅夫
家族兩兄弟，兄名謝苗，弟名謝爾蓋，是賣
茶競爭對手，兩人同在繁華的米亞斯尼茨卡
大街（Myasnitskya Street）興建茶屋，爭奪
生意。
弟弟謝爾蓋於一八九三年建成佩羅夫茶
屋，樓高三層，佔地廣闊，地面一層專賣茶
葉，餘地闢作辦公室和住宅。不久，沙皇尼
古拉二世登基在即，謝爾蓋聽聞清朝皇帝將
派遣特使李鴻章來莫斯科，出席沙皇加冕典
禮，他決定將整幢茶屋改建成中式大樓，以
誘使李鴻章入住自己家裡，有利雙方簽訂茶

葉合同。
謝爾蓋請來著名建築師吉皮烏

斯（Karl Gippius）設計，從中
國進口建築材料，門面搭上瓦頂
屋簷，牆壁雕刻龍鳳，還有一些
類似中國的文字和寶塔。中式茶
屋於一八九六年落成。
謝爾蓋的一番心血白費了。李

鴻章遵循中國傳統的「長幼有
序」美德，住進謝爾蓋兄長謝苗
家裡，拒絕了弟弟的美意。事實
上，李鴻章此行另有目的。

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
敗，俄國趁機提出與中國共同防禦日本戰
略。李鴻章出席沙皇登基典禮之餘，與俄方
秘密談判，雙方簽訂了《中俄密約》。結
果，中國東北區域變成了俄國勢力範圍。
佩羅夫茶屋的歷史，中間加插了一頁中
國血淚史。
茶屋還有續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

後，茶屋遭蘇聯政府收歸國有，地面一層仍
然賣茶葉；二、三樓被分隔成小型公共單
位，住進數十家房客。蘇聯瓦解，佩羅夫家
族後人要求政府歸還茶屋，以及將茶屋全面
維修。
經過逾百年風吹雨打，茶屋已殘破不

堪。二零一二年佩羅夫茶屋以煥然一新面
貌，重新開業。它保持了當年鮮豔奪目的外
觀，巍立古街。
如今茶屋每日客似雲來，出售來自中

國、印度和斯里蘭卡等地茶葉，品種逾八百
種。茶屋加售咖啡和點心，另闢茶間讓客人
賞茶聚會，不單吸引遊客登門觀光，更吸引
了俄國人來緬懷。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過：

「別管外面世界天翻地覆，先讓我喝上一杯
茶。」

早上6點醒來，急忙起
床把箱子寄存在酒店後出
門趕路。
之所以寄存行李，是
因為要去一個叫「小
溪」的偏僻山村，「漫
遊家」在他的「湘旅
遊記」中對這個小村
讚不絕口，稱之為桃
花源式的村落。更令
我神往的是，據說
小溪村上面還有一
個叫「雨陽」的山
村，沒有公路，只能用雙腳
沿山間小道爬上去。如此艱
難，可能還要在農舍中住
一晚，帶太多行李不方
便。
需要交代說明的是，
在瀘溪下船後，原計劃
是第二天早晨5點坐那
條船原路返回沅陵，
考慮到上船地點（不
能稱之為「碼頭」）
很不準確，又是黑
暗中，所以更改決
定 從 陸 路 回 沅
陵，這樣第二天
就可以趕往小
溪。
黑暗中和

小學生們一起擠在公共汽車裡，孩
子們鼓鼓的背囊上印着「做最好的
自己」，這是上世紀80年代「從我
做起，從現在做起」口號的改良
版。
魯迅說過「必以己為中樞，亦以

為終極」，「人各有己」，「個」
應當是個別的、個體的人。北京大
學退休教授錢理群的解釋是，憲法
規定人民享有的各種權利，如果不
是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都享有全
部權利，那種抽象的人民權利是沒
有用的。不過也有人士指出，近年
多發生以傷害無辜方式報復社會事
件，根源和個人主義抬頭有關。黑
暗裡、顛簸中，看着孩子身後那六
個字，信馬由韁，胡思亂想着。
去鳳灘水電站的鄉村巴士離開縣

城不久，便沿酉水上行。酉水發源
於湖北宣恩，橫切武陵山區，流經

重慶進入湖南，在沅陵匯入
沅江。沈從文說酉水又稱
「白河」，「尾部如臀，大

而圓」的「白河

船」因此得名。如此造型，是因
「酉水灘流極險，船必須經得起磕
撞」。
除了險灘，便是清澈見底的深

潭。「深潭中為白日所映照，河底
小小白石子，有花陳的瑪瑙石子，
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
皆如浮在空氣裡。兩岸多高山，山
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
翠顏色，逼人眼目。」沿途所見
和沈從文的描述有相當距離，水
流如同山上的薄霧，不急不忙，
緩緩前行，除了幾葉篷舟、短途
機動船，不見「白河船」的身
影。這種變化相信和沅江上興建
的五強溪電站有直接關係。
不過河對岸的景色確實迷人。

山巒被薄紗般晨霧裹繞，高低錯
落的山巒起起伏伏，形狀各異，
橫向相連，縱向小山依着大山，
仔細數去，大致可以看到五個層
次。山谷墨綠植被中偶爾出現
幾處白色的農舍，感覺那是遠
離塵世的仙境。不過到了近
處，可能又是另一番情景。

余綺平

莫斯科的中國茶屋
入酉水

■沅陵縣小學生背囊上印有
「做最好的自己」。

■酉水翠竹青山、漫江碧透，是沅江最大的支流。

■茶屋內貌。 網上圖片

「《少年：悅讀書心》新書發佈
會暨悅讀嘉年華」日前在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順利進行，吸引了500多
位嘉賓、多間中小學的老師和學生參與。活
動由《亞洲週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攜手主辦，以及零傳媒
協辦，今年已是第五年舉辦嘉年華，活動旨
在鼓勵中小學生一同享受閱讀和寫作的樂
趣，並且透過閱讀增加對歷史和國家的認
識。在新書發佈會中更特設換領環節讓學生
進行書籍分享及交換。

首輯錄台灣學生文章
《少年：悅讀書心》一書結集了近300個

中小學生的優秀作品，更首次輯錄了12位
台灣學生的優秀文章。而今年其中一個活
動——「2019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更加
會邀請來自澳門的學生一同參與，讓各地學
生們拉近文化距離，互相分享閱讀和寫作的
心得。
嘉年華當天，培僑書院的學生首先以充滿
青春活力的花式跳繩表演給新書發佈會拉開
了序幕，現場熱烈的掌聲也同時迎來了香港
中華出入口商會常務會董、活動籌委會主席
何志豪致辭。他表示，至今有超過5,000名
中、小學學生參與這個活動，他希望未來可
以有更多台灣學生加入。「能夠在求學的日

子有自己出版的書很難得。」他笑言
自己在求學時期也很希望有這個機
會，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活動籌委會副主席江迅則表示，在

座當中有兩種人，一個是作者，一個
是讀者，他們有兩種不同的意義。
「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閱讀和不閱
讀的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他
更強調閱讀是一種生存之道。本次活
動更邀請到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
茵作為活動的主禮嘉賓，她更和學生
交流，她說：「文章裡面記載了學生
的一些感受，閱讀能夠打破時間和地域的界
限 ，透過文字我們可以直接和讀者對
話。」她透露今年教育局更會提供5,000萬
的閱讀經費以推動閱讀文化，閱讀讓學生對
歷史、國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悅讀』就是喜悅，能在閱讀裡面增長

知識是快樂的。」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
長兼秘書長陳勁認為閱讀一舉兩得，因為它
能提高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認識。「每一個
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國家，學習歷史發展，對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好處。」他慶幸每年書展
還是人頭湧湧，證明閱讀的風氣還存在。活
動還給在場的學生提供十多種結合科技和歷
史知識的攤位遊戲，讓學生在活動裡有多元
化的體驗。除此以外，現場的學生也可以領

取主辦單位贈予的書籍，藉此鼓勵他們在閱
讀中探索世界過去、現在和將來，增加他們
的認知、激發想像力和發現文字的魅力，同
時也讓他們發現更多生命的感動。

小五生分享閱讀心得
小學五年級學生黃漪嘉和鄧沛汶接受記者

訪問，她們這次的作品雖然沒有被選上刊
登，但這也無減她們對閱讀的興趣。同樣喜
歡看推理小說的她們表示每天都會抽空看
書，「我在睡覺之前都會用一段時間看書，
有時候會在學校圖書館借幾本書回來看。」
黃漪嘉說。被問到會否擔心電子科技的進步
會使人忽略閱讀，鄧沛汶就覺得：「也許智
能手機會讓人忽略閱讀圖書。我沒有辦法改

變整個社會，最好是自己培養良好的閱
讀習慣。」
「我寫的題目是『我內心世界的精神

支柱』，而我的精神支柱正是閱讀。」
就讀中學二年級學生曹杏華的文章有幸
被刊登在《少年：悅讀書心》中，而隨
行的蘇小貞老師也感到非常榮幸，她覺
得這個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曹杏華最喜
歡看經典名著，而放鬆的時候則愛看小
說，「平時讀書的壓力很大，跟同學相
處多少會有煩躁、不開心，而看書讓我
感到很靜心。」對於現時越來越多以影

像來表達信息的現象，蘇老師表示不怕文字
存在的價值會改變，「文字比起影像較有深
度，表達也比較優美。看圖片的一剎那也許
會被吸引，但是看完一眼就容易忘記，文字
可以留在心裡面讓你記得。」她明白現在年
輕人在上網、打遊戲機和社交媒體花的時間
會比較多，但是她仍然會在課堂鼓勵閱讀，
有時間和學生一起去圖書館或書展，多在學
校推行寫作和閱讀文化。

要關注越來越少人看文字
作為一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副主席、活動籌委會副主席的梁俊
傑，希望透過新書發佈會讓平時缺乏機會的
小朋友，感受做作家的樂趣。他相信寫作和

電子遊戲不會互相抵觸，「喜歡玩遊戲的小
朋友的想像空間很大，也喜歡挑戰高難度。
如果同時能夠培養寫作的興趣，他們就更能
在當中發揮。」同時致力於幫助基層家庭的
梁校長，盼通過贈予書券和入場券，讓未能
負擔的小朋友可以購買心儀的書籍、感受買
書的樂趣。他看過不同的學生作品，但是難
忘的卻是看見他們有機會將印有自己名字和
文字的書帶回家給父母看，「那份感動不是
金錢可以買得到的。」
在「速食文化」的影響下，梁校長同樣關

注到願意花時間細看文字的人越來越少，而
且媒體傳播信息的真實性降低，錯字也比較
多。他認為大家還沒有在這資訊傳播這麼快
的時代找到喘息空間，而此刻教育工作者則
責無旁貸。「我們應該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
寫作技巧，同時教會他們獨立思考。」
《少年：悅讀書心》已面世，在我們關心

教育、科技發展等方面的同時，或者可以打
開這本書關心年輕人的內心世界，通過文字
最真實、直接的表達，走進平時老師和家長
忽略的一個角落。即使我們活在電子資訊氾
濫的年代，只要社會各界繼續投放資源，鼓
勵年輕人守住對文字的執着和堅持，讓閱
讀、寫作再慢慢走向主流文化，相信文字還
是會保住地位，被人們所尊重和珍惜，也從
中享受深層次的愉悅。

300學生出書做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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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家對自己作品小作家對自己作品
印成書十分感興趣印成書十分感興趣。。

■■《《少年少年：：悅讀書心悅讀書心》》

已面世已面世。。

■■學生投入參與攤位遊戲學生投入參與攤位遊戲。。

■■主辦方和各主禮嘉賓出席支持主辦方和各主禮嘉賓出席支持《《少年少年：：悅讀書悅讀書
心心》》新書發佈會新書發佈會。。

■■校長梁俊傑校長梁俊傑
（（中中）、）、學生學生
黃漪嘉黃漪嘉（（左左））
和 鄧 沛 汶和 鄧 沛 汶
（（右右）。）。

■■蘇小貞老師蘇小貞老師（（左左））和學生曹杏華和學生曹杏華
（（右右）。）。

■■主辦方主辦方、、主禮主禮
嘉賓嘉賓、、老師和學老師和學
生大合照生大合照。。

激勵青年激勵青年
守住對文字的執着守住對文字的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