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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好奇怪，每個人心中都莫名地有
份自卑心，老人、病人、窮人、並非
大富大貴的有錢人，非聲名顯赫的富
人、自感不及人的成功人士等等，一
如電影中坐輪椅的男主角，既自卑有
時要耍自尊。其實愈要凸顯自尊，便
愈是因為自卑。只有以愛心對人，尊
重別人時，自我內心才會尊重自己，
獲得應有的安全感。
喜歡這部電影是它所帶出的訊息，住
公屋半身癱瘓的男主角最終明白應該對
一起生活全力照顧自己的菲傭信任，心
存感恩，不光是只接受照料，也付出關
心和諒解。有人看罷電影後說：「世上
哪有這麼好的僱主？」我想是否做好
人，願意有多好，全看個人自己罷。這
電影就是想大家反省人際關係。

■電影《淪落人》強調人與人間的
互相尊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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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書店隨想
學」統領的境況，熱門類別包括各大人
物談管理、狼性叢林厚黑學教程、勵
志傳記、拿起放下心靈雞湯以及指點
女人怎麼才能「過得好」。當年《旅
行家》雜誌做過調查，機場書店售出
的書中，成功學佔比高達43.5%。更有
甚者，機場書店還獨創了一道「電視機
場大師」風景線，按梁文道的形容：
「機場書店總有一台電視，電視裡一個
人穿着紅色西裝，告訴你，你要怎樣運
用孫子兵法去搞管理，用三十六計去搞
對手。」渴求成功、焦慮、重實用、求
快速、輕閱讀，是機場書店選書給人的
最直觀印象，配合受眾畫像，閱讀調查
結果合情合理。
令人欣慰的是，內地機場書店的情
況正在慢慢改觀，雖然仍有一些機場
書店裡還是馬爸爸當道，但也有一些
書店開始走向豐富、多元、深度及有
引導性的選書，而且事實上，隨着更
年輕一代成長起來，早年那些雞血式
的成功學也正逐漸被淘汰。有機場書
店的店員就表示，與過去相比，優秀
的童書繪本和藝術科普類書籍現在都
賣得相當好。
當然，機場書店還是可以更好的。
比如德國、法國、英國的大型機場書
店裡，光報刊雜誌就可以達到 200 種
以上，選書豐富不乏深度甚至是精
裝、罕見的畫冊，書籍製作會考慮到
配合旅行的輕便要求，二手書活動發
達，配有靠譜的薦書經理……這些不
是生硬的配置，而是全民閱讀水平到
達一定程度後就會自然而然地形成。
鐵凝說，閱讀是有重量的精神運動。
讓機場階級從改善機場書店做起。

2018 年 12 月，「命運
共同體」被《咬文嚼
字》雜誌公佈為 2018 年
十大流行語之首。2012
年，「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一詞語被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
最早出現在黨的十八大上，後多用於中國
外交政策闡述。翻覽習近平講話文章，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曾被頻繁引用
達十幾次之多；「天下為公」應是「人類
命運共同體」淵源所在，因為「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從當今現實意義上
講，其主旨就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願
景。在十九大報告結束語中，中國共產黨
又一次強調「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問世於戰國
末年或秦漢之際，它出現在由儒家學者孔子
之名進行的問答中，載於儒家經典《禮記》
中的《禮運》篇。「大道」即政治上的最高
理想或真理，其意為在大道施行時——天下
就是天下人所共有的天下，描述了大同世界
的社會景象和追求憧憬，孫中山曾以弘揚
「天下為公」為己任，致力於「除去人民的
那些憂愁，替人民謀幸福」。
黨的十八大及其後，習近平在國內外不
同場合多次引用「天下為公」，並把中國
傳統文化中的理念與中國國際責任融合在
一起，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念。其中，有道路、理論、制度和
文化等方面的自信，更有以人民為中心的
天下順治與和靜的倡議。習近平所講的
「天下」，與前人理解有很大不同。古中
國的「天下觀」指的是「普天之下」，主
張「天下一家，中國居中」；今日之「天
下」是指全世界人民，而中國是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一員；「大道」則是全人類共同
追求的「公平正義」等價值，包括和平、
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體現了
習近平廣闊的世界觀和大胸懷。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站立在中國九百六十多萬平方
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華
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用「人類
命運共同體」聚合世界人民的磅礡之力，
具有廣闊的視野、深厚的底蘊和強大的前

2002 年 10 月，在上海舉
行的「第十二屆世界華文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認識陳瑞琳，算起來很
久了，稱得上是老朋友了。後來多次在會議上
相遇，覺得她十分豪氣，有「女漢子」之稱。
而且她是海外少有的文學評論家，更不用說的
女文學評論家了。
在海外從事文學工作，尤其是華文文學工作，
並非主流文字，其艱難可想而知；從事文學評
論，就更加困難了。但她迎難而上，而且獲得不
俗的成績，讓人佩服。如今她定居美國休斯敦，
安居樂業了。回到從前，她大概也沒有想到竟然
就這樣飛渡重洋，定居異國他鄉吧？
陳瑞琳出生在古城西安，說得更確切，是距
西安70公里的一個生產飛機的小鎮，幼年時被
送到渭河北邊的鄉下，外婆家裡，初嘗孤寂和
人情冷暖。1977 年，破格考入西北大學中文
系，成為當年年紀最小的大學生。據她自述，
「大學 4 年，愛上了現代文學。『五四』，是
中國的啟蒙，也是我的啟蒙。」
陶然

豬的文學

四月讀書天，豬年來讀本豬的文學經典吧！
我在讀書會上，以前和青少年讀過《綴網勞蛛》，講豬
大義救好友，今日這本《動物農莊》，卻講豬出賣朋友！
喬治．歐威爾所著的《動物農莊》，講述關於一群住在曼納農莊的動
物，牠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食物、產品，都被人們奪取了。在動物農
莊中，豬可以流利地說英語，是最聰明的動物；因動物們厭倦了暴君主
人瓊斯先生，於是動物們想造反，推翻人類的欺壓統治；聰明的豬，憑
着智慧做了動物們的領導。
豬群有能力指揮動物和人類對抗，最終革命成功，把暴君主人瓊斯先
生踢走了，開始建立自己的制度。動物農莊首任領導老少校很善良，他
知道動物應該平等地生活；因此訂定「所有動物生而平等」之戒律，未
來新生活應是更美好幸福，工作更少、食物更多和教育更好。
但過了一段短時間，一頭名叫拿破崙的豬，宣佈統治農莊後，動物們
愉快的生活再不同當初了！拿破崙非常專權，忌才兼自私，他驅趕兄弟
雪球（一頭造福群眾的豬），打破了舊戒律，廢除了當初的盟約，違反
規則，制定新法律，迫使所有動物（除了豬）每天都瘋狂地工作。他
說：「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加平等。」拿破崙
的權力愈來愈大，他將較好的蘋果與牛奶，統統留給自己食用，及利益
輸送給下屬的豬群，不分給其它辛苦工作的動物。牠甚至搬進農場住宅
居住，睡在人類的床上；豬群身穿人類的衣衫，直立行走、手持鞭子，
愈來愈似人類了，竟然支使農場內的其它動物，捱更抵夜工作，過着饑
荒和困倦的生活。拿破崙還舉辦晚宴，會上豬群竟和當地的農場人們相
互慶祝他們剛建立的盟友關係！我請青少年思考：拿破崙隨着他獲取更
大的權力而變得怎麼樣？為什麼動物們怨聲載道？他以強權對其它動物
做些什麼？究竟殘局是怎樣發生的？這故事藉着動物諷刺什麽重要的警
覺訊息呢？
拿破崙因貪心腐敗而有歪行，更以「正義」之名濫用職權，用不法手段
對付異己，做出可怕壞事，錯以為強權可壓制一切，殊不知名聲已損，同
時成為動物們心中極欲驅逐的歹敵，最終必無好下場。希望同學深入閱讀
這書後，認識到強權壓制下，只會眾叛親離；宜深思引以為戒，以免歷史
重演。
潘金英

解讀
「人類命運共同體」

昨日紀

剛剛過去的 4 月
23 日是「世界讀書
狸美美
與版權日」，圍繞
着這一天，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按例
發佈了第 16 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
告，總體數據平穩符合預期，基本表
現為：各媒介綜合閱讀率微升0.5個百
分點，但其中主要仰仗於數字化閱讀
接觸率繼續上升3.2個百分點，當中又
以手機為絕對主力媒介，而圖書、報
紙、期刊這些傳統的紙製媒介均有所
下降。這些數據也許可以推斷為，我
們的整體閱讀人群在增長，是好事，
但與此同時，「重閱讀」的人群卻在
減少，這個「重」不是重視而是重
量。這讓小狸想到了機場書店這個話
題，在愈來愈「失重」的閱讀大環境
下，機場書店實在是一個有趣而硬核
的展現。
機場是個很特殊的環境，因為其涉及
的群體往往多為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
以中國為例，有調查顯示「機場階層」
的畫像為：90.3%為大學以上學歷，
79%為中高層技術、管理人員及企事業
單位領導幹部；年收入 20 萬元以上的
佔47.6%，家庭年收入30萬元以上的佔
44.3%，屬於中高收入階層。這些人處
於社會金字塔的頂端，是社會的中流砥
柱，更是整個社會的表率和倡導者。也
因此，觀察一個地方的機場書店，往往
能窺到這裡人們的思想、生活方式和主
流價值觀。而一個地方人們真正的「重
閱讀」水平，可能更沒有能比機場書店
硬核的體現了。
但有點尷尬的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
間，我國的機場書店都處在被「成功

付秀宏

看電影《淪落人》
令我百感交集，劇
情反映現實，許多人明明需要傭人的照
顧或協助，卻為「主僕」這自訂的階級
觀念給畫上不平等的符號。
以我名義請來的外傭雖認認真真地
工作，親人中卻常有不同的批評和不合
理或似是而非的責備，風波不斷，我心
常暗叫：「她也是人啊，離鄉別井來給
我們幫忙，何不視她如家人？」「她是
外鄉人不了解中國人的習慣和生活方
式，何不好好解釋？」更曾發生拍枱罵
我：「妳偏幫外人！」認識的朋友中，
更有因為家人互相的不信任而遷怒外
傭，連累對方丟了工作，賠了介紹費。
我們家中年老的、患病的親人需要
照顧，子孫做不了的或不願意去做，
靠外傭幫忙，理應心存感激才是，還
要扮高高在上、視打工的為下人？我
遇過的上司都尊重我，為何我們要去
鄙視人家？香港多少家庭不是靠外傭
的照顧才可以舒適過活，孩子可以安
全成長，僱主可以安心在職場拚搏？
正如《淪落人》所強調的，人與人之
間必須要互相信任、尊重和關愛。
余似心

心窗常開

從《淪落人》看互相尊重

本山人是香港居民，童年時曾在坑口區的農村生活了
一段時期。跟隨村中兄弟在山間放牛，在禾田旁的小溪
游泳捉小魚等，所以對香港的農村生活，也算是曾有親身的體驗。
後來，更開始研究族譜和有關文件，其間發現這些文獻均相當注重
「薪火」，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其實，大約在一百年之前，火柴和打火
機等在農村並不普及，一般農村均非常注重在「祠堂」中，小心地保留
了一點火種：例如油燈，即是放在一碟生油中燃燒，永遠保持這一點的
「燈火」，甚至在整盤油燈之外，再謹慎地以一具大型的玻璃器皿，小
心地保護這一點「燈火」，以便其他村民前來借火或取火。
假如那點燈火突然熄滅，唯一辦法是以兩塊火石互相敲擊，發出
火花，便馬上以那些易燃紙張，捲成圓筒形，讓火花把紙張燃點成
火；或當那紙卷之端已燒紅時，再用口急吹之而生火，否則便要遠
道去鄰村借火了。
目前，使用電力已非常普及，只要一按電掣，不但有光，更可以
煮食，又可以歎冷氣，當然不可同日而語！這是時代的進步，但大
約在八十多年前，一點火是這麼難求的，這一丁點兒歷史，希望時
下青少年，千萬不可當之為笑話。
今天各位所能看見的村屋，幾乎百分之九十均已採用了西班牙別
墅式的設計樓高三層，但八十多年前的村屋，除了是大富大貴人家
之外，如沙田的曾大屋，原來只是一家人居住的，目前「丁屋」面
積只限七百平方呎之內，是港英時代的「傑作」。過去的村屋沒有
高度和面積的限制。當然，大部分村民的經濟能力也不會太好，所
以，八十多年前的村屋，不但一般面積比較小，大部分村屋與屋前
後之間的距離，即巷口的闊度也只是三呎左右。原來這是故意如此
的，甚至一村之前的第一排村屋，也會在屋前三呎左右加建一堵石
牆，目的是防止強盜可以合數人之力，用一條粗木將屋門撞開而進
屋搶劫，所以，村民將村屋建在一條三呎闊的窄巷中，賊人便無技
可施了。村民又把窗口收窄，其闊度不能容許一個成年人穿過，目
的是怕賊人毀窗而入屋。有些村屋也會在大門之上加開一個小窗
口，如此一來，賊人在打開門時，村民可將滾水淋下，令賊人燙傷
而離去。
昂膛山人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角色（他預計完成這一任務需要 24 個
月時間），這既出於冒險的愛好，也
是基於利益的誘惑︰英國付給他的報
酬是每年550英鎊。
最初英國人以為，紅茶和綠茶是兩
種植物，福瓊到了中國之後，明查暗
訪，才知道紅茶和綠茶都來自同一種
植物，不過發酵的方法不同而已。福
瓊抵達了上海，化裝成中國人，並且
戴上了假的辮子，聘請了兩個中國僕
人。在武夷山的一間茶作坊，他和僕
人告訴坊主，說自己是來自中國東北
的茶葉商人，苦苦請求，終於跟在坊
主身後見識了茶園。隨後，他又從當
地人那裡學習了茶葉的發酵方法。可
是福瓊不久後發現，以他偷學的技
藝，還是生產不出高質的紅茶。他再
次回到武夷山，招聘了 8 名製茶工
人，還帶走了 7 萬粒茶樹發芽種子。
這些茶最終落戶到了喜馬拉雅山南麓
的阿薩姆和大吉嶺，隨後又流入錫蘭
等地。
從此，印度橫空出世，取代中國成
為紅茶「第一國」。此外，根據福瓊
的旅行筆記，他還從中國各地搜羅了
牡丹、山茶、杜鵑等植物，給歐洲人
的「後花園」「偷」來許多春色。
英國人清楚地知道，印度南部熱
帶的地方，很難種植高級的中國茶
葉。必須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面的山
坡上，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雲霧繚
繞的地方，才可以種植到高級的中
國茶葉。印度這個地方，叫做藏南
地區，當時滿清政府衰弱，鞭長莫
及，管不到這裡，但傳統上是中國
的領土。英國人立即出了鬼主意，
制定了麥克馬洪線，劃入印度版
圖。英國人既偷竊了中國的茶葉，
還偷竊了中國的領土。

日漸消減的農村特色

百百

茶葉是中國人發明
的。這種商品給中國
帶來了巨大的貿易財富。
鴉片戰爭前，全世界 90％的茶葉產
自中國。而在西方，茶葉十分珍稀，
唯有貴族專享。據說嫁給英國國王查
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凱薩琳，婚禮上
用中國的紅茶取代紅酒。
漸漸地英國貴族開始鍾愛紅茶，只好
花白花花的銀子從中國進口，英國流失
了不少白銀。英國決定開始盜取中國茶
葉的秘密，印度在 1834 年開始試種
茶，1839年印度紅茶在倫敦上市。英國
東印度公司曾指派植物學家羅伯特．福
瓊於1848年第二次到武夷山，他竊取
正山小種的製作技術，帶着茶苗、茶
種及8名製茶工人到了印度，使印度茶
葉種植業得到空前的發展。
東印度公司派出了傳教士羅伯特．
福瓊「潛伏」中國充當間諜，過程相
當複雜和隱蔽。受東印度公司的派
遣，福瓊於 1848 年 6 月 20 日從南安普
敦出發前往香港。但這時他還不知道
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麼。後來歷史學
家從保存在英國圖書館裡的東印度公
司資料中發現了一份命令，才解開英
國間諜之謎。命令是英國駐印度總督
達爾豪西侯爵 1848 年 7 月 3 日根據植
物學家詹姆森（他負責在喜馬拉雅山
的一個支脈試驗種植茶葉）的建議發
給福瓊的。該命令說：「你必須從中
國盛產茶葉的地區挑選出最好的茶樹
和茶樹種子，然後由你負責將茶樹和
茶樹種子從中國運送到加爾各答，再
從加爾各答運到喜馬拉雅山。你還必
須盡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經驗的種茶
人和茶葉加工者，沒有他們，我們將
無法發展在喜馬拉雅山的茶葉生
產。」福瓊毫不猶豫地充當起了間諜
范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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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夢園

古今談

偷取中國茶葉的間諜活動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進定力。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二大
經濟體強國，全世界人民對中華民族已刮
目相看。這賦予中國對世界文明更大的責
任，因而可以開啟更多文明的對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立，可以讓世界上
更多人群具有交流、對話和發展的機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其實是以整
個人類為優先的文明，力求全球一體之
仁，相互浸潤，相互推動，在傳承中不斷
創新。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着整個人類對
價值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中華民族把和平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致力建
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
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中國歌手馬仕健作詞、作曲並歌唱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大愛神曲不僅
是和平之音，同時也是世界人民的期盼之
曲。歌中寫道：「古老的東方有一片神奇
的土地，這裡的人民勤勞善良生生不息，
五千年的歷史書寫着人類傳奇。對美好生
活嚮往始終期盼如一，這世界日新月異讓
人日漸着迷，深深的祈禱不要有災難和分
離。從今以後我們向世界大聲呼籲，這個
世界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世界是一家你
我他攜手在一起，命運共同體讓我們不再
有距離，大家幫小家讓我們攜手去努力，
為了人類命運世界需要共同體。」這首具
有靈魂氣息的作品，印證了傳遞着和諧、
友愛和發展的鏗鏘音律。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的精神價值世
界，是真善美的藝術理想世界，它蘊含在
世界各種文明思想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裡。協和萬邦，萬國咸寧；天地萬物保持
和合、和諧，天下萬國大和、安寧。「講
信修睦」是人際社會、國家國際間的關係
總則，以誠信化解誤讀、誤判，以誠實建
立互信、互鑒，反對戰爭與恐怖，以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和睦相處為己任。普天
下的人民，都是同胞兄弟，四海之內皆兄
弟；天地萬物，遵從秩序，各得其所，都
是人類親密的夥伴。各類人種之間，沒有
尊卑、貴賤之分，用德行之舉建造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運轉平台。「天地感而萬物化
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世界人民
都認為戰爭、動亂、對抗，是對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破壞和損害。
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
為一。」荀子說：「四海之內若一家，莫
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
之法也。」假如四海之內是一家，不論地
處邊遠還是切近，都使之安寧、快樂，這
才是王道之治。「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
源頭活水來。」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人類
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久遠意義和共同價
值，體現了時代創新、邏輯度越、人類願
景、命運航向、話語自信和融突和合的前
瞻性。
當今世界社會，各國家和地區彼此間存
在着種種衝突、對抗、恐怖、動亂、戰
爭，古今中外無數歷史事實證明：和則兩
利，鬥則兩害；合則共贏，戰則共輸。家
和萬事興，行和萬事通，國和萬事成，世
和萬事和。家鬥則衰，行戾則害，國鬥則
亡，世鬥則亂，這是普遍規律。要和平，
就不要對抗、衝突、動亂、戰爭；要對
話，就要協商、合作、共贏。
當今世界，非常像太極圖式的陽中有陰、
陰中有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
存、須臾不離。一旦離開了，就會破壞這幅
太極圖。當今世界也像人類的「人」字，一
撇一捺，親密不分地擁抱在一起；若把
「人」分離，就會出現災難。人類命運共同
體理念是最佳的天下應對之道，度越了冷
戰、霸權、單邊、封閉、保守，施之以「和
為貴」、「以他平他」、「己欲達而達
人」、「交相利」的互利共贏思維。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人民的呼聲、
全球各民族的訴求和人類共同的願望。它
以「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的人道、博
愛、奉獻、大公精神，度越差異，凝聚價
值，懷抱美德，參天配地，以共商、共
建、共享把「一帶一路」建設深入進行，
「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
而執政者若一味篤行貿易保護、單邊孤立
等，則會使國際關係緊張，同時令所涉人
群煩躁、焦慮、憂鬱，從而產生精神危
機、信仰迷惘。對比而言，人類命運共同
體則是美好的目標，能贏取全球人們信仰
的價值境界，正所謂「天下同歸而殊途，
一致而百慮」。

海外文學評論家陳瑞琳
別看她現在於華文文學圈風風火火，當初，她
也是經歷過一段艱苦生活。為了給丈夫轉專業攢
足學費，她找盡唐人街幾十家餐館，都沒能找到
一份工作。只好自己包速凍餃子，拿到大學門口
叫賣，可是，水餃還沒賣出，已經化作一團。只
好謊稱生過孩子，去應徵家庭保姆工作，但由於
沒有經驗，不到一個月，便被解僱了。一個偶然
機會，她買到別人出讓的便宜車子，使得她得到
一份到中餐館洗碗的工作。後來老闆調她做前台
服務生，有一次，一個華人顧客留下一份中文報
紙，促使她重新拿起筆來寫作。
跟她接觸，給我的印象是，她有北方人的率
性，有時直言不諱，但真誠。記得2006年7月，
我因在深圳時吃了街邊維族攤檔的烤羊肉串，
飛到長春的次日，腸胃不適，坐在台階上發呆，
她路過，見我表情痛苦。過了多年，她寫過一篇
評論我作品的文章，不久前，她又寫一篇《「詩
學」陶然》，又重提此事，可見印象深刻。
我佩服她關於美國華文文學的評論文章，在
地的論述，自然比隔山打牛有一定的優勢，難

得她分寸感掌握頗好，而且她也虛心，有一次
在南昌開會，我私下對她的一點觀點提出自己
的看法，當然也沒把握，只是聊天時，興之所
致，胡亂說出，沒想到她會仔細傾聽，給我的
感覺是虛懷若谷。
除了文學評論之外，她在散文創作方面也有
不錯的表現，還出過幾本散文集。可是，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訪者問她，創作與評論，哪一
個對你更重要？她回答：「創作雖然是我的至
愛，但寫評論是我無法迴避的使命。」這也就
是說，她寫評論，是有使命感促成的，並非單
純是為了寫作。也許，看到海外需要更多的華
文文學評論界健筆，她覺得應該挺身而出，也
許她更認定自己更適合評論圈，也許根本也沒
有也許，她就是生來就適合評論圈。
記得去年十月在首爾開會，會後一幫人去遊
春川市的「金裕貞文學村」，在屋簷下我跟她
聊天，那時，對面一大片生薑樹在微雨中搖
曳，金裕貞小說中人物的腳步，若隱若現響
起。我彷彿墮進那種迷茫的世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