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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楊博士審訂《潘註千字文》

單字，冷不防有這情況者聽着聽着
便走入百里霧雲中。我的好些內地
朋友都曾投訴：「聽香港人說話分
外費勁，要猜度語句中聽不懂的意
思或單字，到底是他的普通話不標
準，還是在講外語？我也懂英語
啊，還是聽不明白，有時弄清楚了
才知是他的英語不標準！常會誤以
為是相類似的中文發音，平白讓大
家產生溝通障礙！」
香港有個怪現象，如果是從外國
回來的，英語或其他外語能力了得
的人，反而會說完整的中文，很少
人會雙語夾雜；反之，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就愛在中文句子中加入英語
單字，這方式會說得甚為流利。可
是請他們全部用英語來表達則錯漏
百出；全部用母語來說，又表現出
為難不流暢。我認識不少香港人的
英文書寫能力差，中文又多別字，
中英夾雜的說話方式培養出中、英
文程度皆不濟。
在全場中國人的場合，大家是否
應反省一下在用語習慣上尊重自己
身份？

網人網事

關於動物的義不容辭
色的「指標」，諸如土坑、棲架、
產蛋箱，更要闢出地方供牠們盡情
刨土、打滾兒。
還是在美國，再來說說動物中的
一種——寵物，看看美國人是怎麼
對牠們義不容辭的。首先得說，截
至 2019 年，美國家庭已擁有超過
4,200 萬隻貓和 6,300 萬隻狗，大約
相當於每兩家就有一戶養狗，每三
家就有一戶養貓，這實在是個驚人
的數字。
話說這其中有幾隻「網紅寵物」正
風靡世界，吸粉無數，其中之一就是
生活在印第安納州的「網紅小貓」莉
爾．巴布。儘管牠的舌頭因基因異常
總是吐在外面，但前不久在牠去世
前，其臉書上的粉絲已多達300萬，
在推特上的粉絲高達 80 多萬。「義
不容辭」的是，在其生前，密蘇里大
學的研究人員曾對牠的基因組進行了
排序，以確定哪些遺傳變異導致了牠
可愛的畸形；而在其死後，美國善待
動物組織在一條向這隻小貓致敬的推
文上說︰「莉爾．巴布利用牠的明星
地位，讓這個世界對動物來說變得更
加美好……」
是的，任何人都不應該「把動物
當成點綴或可有可無的所有物」，
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能溫
柔地對待這些和我們長得不一樣的
朋友，能平等地看待各種生命，才
是人類可以為人的高度。

信而有征

最近看到幾則
關於動物的外國
報道，忽然想到
上列這樣一則標題。是的，這個標
題下面的文章，也許是我們很多中
國人現在還不熟悉的、不習慣的，
還不會寫或寫不好的，但沒關係，
我們可以思考，可以學習，我們一
定會做得更好。
眾所周知，前不久在澳洲東部沿海
地區發生了可怕的森林大火，據專家
估計大約有2,000隻考拉（樹袋熊）
已經葬身火海。「這太可怕了！」
但是，在火災現場，每一隻被發現
的瀕危考拉，都會受到最即時的救
治。救護員通常會針對爪子和臉部
燒傷進行緊急處理，然後再精心照
料。逐漸地，受傷的考拉們都能完
全恢復，也會被重新放回野外。義
不容辭的是，醫院工作人員會根據每
一隻受傷考拉被發現時的全球定位系
統記錄，將牠們送回到同一地區，有
時甚至是同一棵樹上。
還是前不久，美國的兩個地方分
別出台了有關動物的「義不容
辭」。其一是紐約出台了一個新的
動物法典，內容包括限定馬車運營
條件、禁止銷售在強行餵飼條件下
獲取的脂肪肝——即法國名菜鵝肝
等等；其二是華盛頓州審議批准了
一項改善蛋雞生活條件的法案，規
定蛋雞的生活條件必須滿足形形色

難道這是香港的道德教育、愛國主
義教育出了問題嗎？
雖然社會動亂不止，然而以特首
林鄭月娥勇敢剛直有擔當的精神領
導下，大多數特區政府官員都是愛
國愛港愛民的，特別令人佩服的是
緊守工作崗位，嚴格止暴制亂，維
護社會公眾安全利益的紀律部隊，
其精神可嘉。只不過對於某些一小
撮司法人員的公正程度，有所懷疑
和批評。例如，警察出了九牛二虎
之力捕捉違法人士，惟司法程序卻
是那麼緩慢不力，阻嚇作用不大。
暴徒膽子愈來愈大，行為愈來愈猖
狂，竟然動用了不少武力軍火，作
為破壞工具之用。而更有不法分子
居然利用警力用於制亂時大肆作打
劫之行為。港人很驕傲地稱讚香港
有一隊高效的紀律部隊，在逆境中
不畏艱難去破案。
最近偵破社運組織「星火同
盟」，揭露了「星火」洗黑錢等嚴
重違法行為，某一程度打擊了這些
有組織進行暴力行為的詭計，令市
民對警方的魄力十分佩服。
正如中央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謝
鋒所稱：相信絕大多數香港青年是
愛國愛港的。最近中央推薦香港 5
位公務員到聯合國，證明中央是非
常關心和愛護香港優秀青年的。謝
鋒表示，絕大多數香港青年秉承前
輩的愛國愛港優良傳統，具有良好
質素，違法施暴的只是一小撮青
年。我們走到哪裡都是黃皮膚黑眼
睛的中國人。

北京故宮每年吸引千千
萬萬遊客光臨參觀，不僅
僅是因為其光彩耀眼的眾
多展品；展品後面的離
奇、動人故事往往具有更

梭羅曾在《瓦爾登湖》當
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愛
給我的生命留有更多餘地。」這句話可以被理
解成一種無用哲學，即把餘地留給那些看似無
用的東西，說不定它在某時就會發揮作用。因
此，生命的空隙裡需要一些無法被定義之物，
這樣，它才會使生命擁有意外，並變得更加豐
富和完整。有鑒於此，梭羅決定離開他已經熟
悉和習慣的人類社會，離群索居地搬到瓦爾登
湖去居住。這一住，就是兩年。
在這兩年間，他種豆，閱讀，感受自然與寂寞，
並期待着偶爾前來拜訪的鄰居。有時，他會一整天
無所事事，從日出坐到正午，看着陽光明暗的變
化，或者聽着門外的鳥雀以及車輛路過的聲音，
繼而冥想。這些外來之物通過感官一一沉澱，然
後清晰可見地流淌到了他的筆端。既有細節，又
抒情，還充滿了自然產生的哲理。就像獄中的唐
泰斯在被囚禁之後飛躍成了復仇的基督山伯爵，
梭羅也在自然當中自我禁錮，然後昇華了。
作為一首最美的詩，梭羅用自己的身體完成
了一個行為藝術。通過親身實踐，他證明了自
劉征

生活有變 隨遇而安

再一次我和明珠來到劍橋，期望着再和好友共
遊！藍天白雲，陽光明媚，和一年前一樣，絲毫不
變，那時說：明年再見！
生活有時會帶來驚喜，我們和倚梅夫婦，愉快地揮手，倚梅打算另
買房子，不住女兒家；我們約定來年訪新居！今年應約再來，盼着訪
摯友新居，嚐倚梅那自家做的美味麵包……
可是，車站上缺了一個他，只見她呆在巴士站旁！
沿着去年走的路，她欲言又止，我們邊走邊聽，竟是一段段觸目驚
心的事，浮在耳畔煎熬着久違的人！她隱藏的淚光，使我忍不住輕拍
她肩，擁抱她瘦了一圈的身子，真能感受她
身心揹着的沉甸甸重擔啊！
一宗意想不到的交通意外，使健壯的男子
漢躺床多月了，我們隨倚梅急急往她家裡
去，惦掛着看望她的丈夫阿祖！去年他曾陪
我們到處逛，看劍橋的數字橋，坐特色划
艇，看湖光水影，在大學林立的路上樹下，
教擺美好的姿態拍照……
這次來本是賞心樂事，天意難料遭逢橫
■不倒翁圖 作者提供
禍，難怪總說福禍相生！如今不料他未可前
行迎接我們，更想不到意外竟是大傷了他的頸及腰腿神經線，致無法
行走，連久坐也未可勉強！阿祖坐片刻須入房躺下床，遇上這突然的
蹇運，幸而他未有喪志，他神情今不如昔……我們坐在他那面前，本
有點沮喪及不知怎說安慰的話來，可他都提起活力精神，笑述就醫過
程，我聽着內心感到又驚又險，而說的人卻好像是轉述別人的故事，
甚至笑吟吟吐出一句︰近日我終於可站起來了！生活有變，得隨遇而
安！他真正是個不倒翁！他是勇者，而她忘憂忘倦，樂觀應對；他力
讚倚梅日夜悉心照料，她功不可沒！汗顏的我們，為他鼓掌！
我們常有錯覺，以為眼下萬事萬物都可在原處不變，就像一本志摩
或濟慈的詩集，心想打開去年沒看完的那一頁，以為就可再看下去！
其實世事原來並不如此，人是不會知道生活會遇上什麼！
相忘於傾談的時光裡，我們喝茶，欣賞露台的大片草坪美景，不覺
竟已黃昏。她女兒拿來弄好的美食：水牛芝士伴番茄、鮮青口、三色
椒和印度式炆羊，豐富滿桌！不看那斑駁樹影，抬頭望那亮晶晶的月
色，我們依依道別，是因為遠方有惦念，明年再會，重逢依然有不倒
翁笑靨！好好珍重，不怕生活有變，友情不變！
潘金英

明珠魅力源自獨特「土文化」

加深層次魅力。
同樣，福建西部的龍岩市永定土樓群，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神
話般的山村居民建築奇葩，並被列入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目錄。乃國家五
星級旅遊景點；近年吸引了大批海內外遊客
前往觀賞；亦不僅僅是因為土樓的精緻建
築。土樓建築後面的傳奇、勵志故事對遊客
來說同樣具有非同凡響的吸引力。
在永定土樓群中，洪坑村的土樓王子──
振成樓、高頭鄉的土樓王──承啟樓，以及
奧杳村的土樓瑰寶──一等第；三座土樓各
有特色、氣勢宏偉，是土樓中的珍品，被譽
為閩西山城永定土樓群中三顆具有特別魅力
的明珠。三顆明珠之所以對遊客有不一般的
吸引力，除因為建築設計獨特、施工精緻、
規模龐大、建築面積均超過五千平方米以上
外，樓主極為重視教育的獨特「土樓文
化」、使明珠人才輩出，同樣吸引着遊客的
深厚興趣。
豐富的文化背景、內涵和催人奮進的勵志
故事，是將遊客由外部觀賞引入深層次領域
的佳品。
從振成樓走出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林尚安，
是我國知名化學家、中山大學化學與化學工
程學院教授、國家高分子化學與物理重點學
科的學術帶頭人、博士生導師。林尚安二零
零九年三月逝世時，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
平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專門送了花圈表
示沉痛哀悼。
黃開輝則是從土樓瑰寶─ 一等第走出的
傳奇科技人物，廈門大學教授、我國著名的
催化化學專家，他夥同蔡啟瑞教授在催化化
學方面的研究作出突出貢獻，在美國等西方
國家科技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黃海振

剛打了一通電話
與某大機構聯絡以
解決一些重要問題，接線者說了一
大遍，由於懶音多又講得太快，我
聽後有點摸不着頭腦，弄清楚後才
知道她中間夾雜了好幾個英文單
字，而且都在重點上，因她用的不
是純正英文發音，全部沒尾音的廣
府話式英文，對於我這個在香港長
大的人來說，聽來也感到十分礙
耳。我於是請她全部說英語或全部
用中文，她竟然前半句用粵語，後
半句用英語，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典型的香港陋習，最後我請她全部
用粵語，我們都是中國人，幹嗎要
用英語溝通？明明在用母語，聽她
說得彆扭也真令人納悶。
最近出席了一個講座，說明是粵
語演講的，誰知講者只將主詞、連
接詞用粵語，中間的名詞、動詞和
形容詞則用英語，聽來只覺得不知
所謂。
初來香港的內地朋友都遇過這些
尷尬情況，香港人無論在用廣府話
或普通話，都自然地加入一些英語

2019 總結和回顧

送舊迎新，正是
思旋
一年一度回顧與總
結的時候。香港在
即將過去的 2019 年中，無論經濟、
民生、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可以說
乏善可陳，令人深感遺憾。
自 6 月 9 日起至今，因「修例風
波」而掀起的社會事件進而演變成
暴力行為，致令香港百業蕭條，特
別是旅遊酒店業、飲食業、房產
業、零售業及金融業等等，早已進
入寒冬了。失業人數大為增加，中
外人士對香港的信心更大減。
就以聖誕新年的大節日來說，也
大為失色，零售業好不起來，交通
運輸特別是港鐵等常因暴力而受破
壞，昔日熱鬧的商場一再被破壞。
這些設施壞了後修整了又再被破
壞，社會暴力行為一而再，再而三，
無日無之，有完沒完。香港「東方之
珠」的光輝已褪色了嗎？這難道真是
香港在2019年的總結嗎？香港的競爭
力、宜居指數，已不再令人羨慕了。
在無法無天違紀行為中，最令人
痛心的是這些暴徒完全無視自己是
中國人，沒有國家意識，沒有憲制
觀念。據稱至今已有近 7 千人被捕
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且公
開對國旗國歌作出不尊重行為，實
在令人髮指。在疑似眾多的違法行
為中，竟有年幼至 11 歲的少年學生
和青年人，甚至有違法者把校園當
成兵工廠等等，這次社會暴力行
為，其中不少帶有強烈的「仇中仇
警」的分子，實在令人痛心之至。

家家廊廊

翠袖乾坤

中英語夾雜的香港人

余似心

狸美美

地卻好像沒有這樣的風俗。與浩石
結緣時，他仍在河北石家莊上大
學，多年之後，浩石已在新大陸取
得經濟學博士資格。「潘老頭」畢
竟虛長很多歲，又一開始就以名字
相稱，如果現在改口倒似有點阿
諛。
我們以文字結緣，可是仍未正式
見過面。他對我這部《潘註千字
文》愛護有加，可以說是以審訂教
科書那個嚴謹的規格辦事，簡直是
到了字斟句酌的地步。既然有這位
年輕學者自動「送上門來」義務指
教，那真是「受之有愧、卻之不
恭」了。
二人大學時都不時入文學院，
「潘老頭」對於「漢語語法學」、
「文學理論」等等實是一竅不通。
不過浩石卻是用功的好學生，雖然
主修經學，但是仍不間斷地去旁聽
文學院的課，等於是經濟與文學的
雙學位學士出身。鄙人在學中國文
史課只到中五（即是高中二），後
來可以說是自學為主，偶然才得長
輩指點一兩句。所以當浩石拿許多
今天的漢語語言學的規範來審訂拙
作中的一字一句時，「潘老頭」就
以少年時接觸的舊學「據理力
爭」。不過，除非在舊籍中找到確
切根據，否則多數是聽從浩石的裁
斷。
我倆分別是六
零後和八零後，算
是不同世代的中國
讀書人，是書每字
每句都有兩代人的
觀摩切磋在內。在
此謹以最大的誠意
為讀者推介，所有
喜愛中國傳統文化
的朋友都宜拿本書
來翻一翻。

百百

二零一九年算是
筆者寫作出版的豐
收年。一年之內共
出了七本書，不過其中兩種是舊作
增訂重刊，真正新書只有五種，不
過仍是破了紀錄。自從三十多年前
第一次刊行單行本著作，到今時已
有超過三十種拙作行世。「黃大師
父」督促筆者學了吟詩作對，人前
人後喜歡笑指這個不才學生曰：
「此人著作等身！」筆者每次都回
應說：「三十來本書在地上疊起
來，頂多只能及膝而已。」古人著
書則以「卷」算，那是將文字寫在
紙上，每張捲成一卷，若幾部作品
有數百卷，大概可以疊得如成年人
般高了。
過去不甚在本欄推介自己的作
品，今回偶一「假公濟私」，諒本
版「領導」與讀者看官可以包涵一
二。這《潘註千字文》（見圖）已
是第三個版本，今年適逢一九一九
年「五四運動」百周年，於是給此
書加了一個副題，曰：「己亥五四
運動百周年增訂版」。
過去刊行多種拙作，倒是這書較
為得到讀者謬讚。於是老起臉皮自
誇是「近百多年來最佳的註譯本」
而不必害羞臉紅。畢竟真心認為此
書尚可一讀，有膽不避嫌「老鼠跌
落天平」──「自
稱自秤」一番。
今回增訂多了
一位幫手，就是由
現時旅居美國的楊
浩石博士負責審
訂。現時香港習
慣，如果人家有博
士學位的高學歷而
你忘記了稱呼人家
一聲「博士」，算
是很失禮的事。內
潘國森

心窗常開

思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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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樓王──承啟樓走出的江靜波，是中
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國家重點學科動
物學學科帶頭人，國際著名寄生蟲學家，法
國國家自然博物院通訊院士，英國皇家熱帶
病和衛生學會會員。江靜波教授為我國動物
學，尤其是寄生原蟲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
獻。
青蒿素抗瘧原蟲是我國學者在世界瘧疾防
治研究中取得的劃時代貢獻。屠呦呦研究員
並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江靜波
教授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在海南島流行區
進行的青蒿素與新抗瘧藥治療惡性瘧進行過
比較、論證；研究成果於一九八二年發表在
英國的世界著名臨床醫學雜誌《The Lancet》，首次發表有關青蒿素的國際論文，是
我國青蒿素研究的先驅。
無論是土樓王子、土樓王，或者是一等
第，其設計精緻，建築風格等大膽採用了西
方建築美學所強調的多樣統一原則，達到了
極致，乃中西合璧民居建築的傑作。一等第
更以中國古代園林為基礎，講究庭院、池
塘、兩側橫樓等有機組合，為豪華型傳統建
築。縱觀土樓三明珠，有一條主線始終在明
珠中共同體現，那就是人才輩出，而人才輩
出的主因是由於樓主對教育的高度重視。
在土樓王子身後具有西洋風格的日新小
學，是樓主為培養下一代專門建設。林尚安
院士就是從這裡走向世界的一流科學家。
一等第──裕德樓建造時，樓主就考慮要
建私塾，培育後代，後來無償租借給奧杳小
學使用。主樓前用規則黑園石鋪成的廣場古
色古香，可供三百至五百學生集會使用，主
樓後有籃球場，主樓左右兩旁各有二層高的
「橫樓」，右側橫樓曾經給奧杳小學使用達
數十年之久。當時全村幾百名師生，六個年
級、老師宿舍、集會天井、學生運動場、老
師食堂等一應俱全。足見裕德樓樓主專注辦
好教育的良苦用心。
廈門大學黃開輝教授就是從這裡走向世界
科技舞台的學者。

同樣，土樓王──承啟樓的建造者同樣重
視教育、辦好專門學校，並培育出世界一流
的寄生蟲專家。江靜波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動
物學家，一生從事生物學、動物學、無脊椎
動物學、原生動物學、昆蟲學和寄生蟲學的
研究和教學工作；主編的《無脊椎動物學》
一書是全國統一教材，修訂再版後已重印四
次，並被高教出版社選為我國高等教育優秀
課本向國外推薦發行。
此外，三顆明珠背後的勵志故事同樣是土
樓瑰寶。「一等第」裕德樓由曾經受辱的兩
名少年兄弟黃玉衍、黃玉勝傳奇建成。參觀
裕德樓可體驗到「窮則思變」、「受辱勵
志」的巨大能量。
在物質非常缺少的年代，農民過年往往只
能購入幾斤肉。黃玉衍、黃玉勝兄弟的少年
時代過年時甚至買不上肉，他們的父母只好
向屠戶賒肉。為了除夕夜有肉吃，父母計劃
將賒來的肉煮熟後用鹽醃製，讓黃玉衍、黃
玉勝兄弟喝口肉湯就算準備過年。然而，就
在這時，屠戶來討肉債，父母因為沒有錢，
只好將鍋中的肉還給屠戶。屠戶因要不到錢
竟惱羞成怒，不僅拿走豬肉，甚至不顧父母
希望將湯留下給小孩喝的要求，將煮肉的湯
倒出門外。
這一幕給黃玉衍、黃玉勝兄弟上了一節活
生生貧窮受欺負的教育課；兄弟倆當即向父
母和鄰居發誓表態，決不輸給人家，並當刻
苦、努力做人，致力賺錢改變現狀，並表示
將來一定要建最大、最好的樓讓父母居住、
培育下一代。兄弟倆日後果然不負眾望，漂
洋過海到緬甸謀生，賺回大錢後，請專家設
計圖紙，帶回奧杳，並用七年的時間於上世
紀初建成裕德樓。從此，窮則思變、受辱勵
志的佳話伴隨着「一等第」傳揚天下。
重視教育、注重人才培養是中華民族的優
秀傳統，亦是土樓的獨特文化。父母重視教
育可以培養出優秀子女；樓主重視教育可帶
領家族後代成才；國家重視教育則可最終實
現民族復興的夢想。

禁錮於瓦爾登湖
給自足生活的存在，並同時完成了對自然和個
人的雙重膜拜。這種膜拜來源於他主張個人在
自然的勞作當中獲取他所獲得之物，以替代在
與別人的交換當中實現自己的價值。這是一種
絕對的無欲無求，可以讓個人變得戰無不勝。
毫無疑問，這是極其浪漫的。
這種詩意的實現，在於梭羅將瓦爾登湖當成
了自我禁錮之地。但這個禁錮不是對他的限
定，而是對他的拯救，將他拯救於社會的要求
之外。所以，禁錮不是限制了個人，而是阻止
了別人對他的打攪。個人於是整個地活在自己
的世界裡，並因此獲得了最大的自由。然後，
整個人的每個細胞都甦醒了過來。
梭羅的行為並不新鮮。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經
有大量的僧侶去隱居了。甚至於那些傳說當中的
古代遊俠與騎士，也都在這種浪漫的詩意裡被神
話成了最美的樣子。現如今，他們都成了自由意
志的楷模。在這種精神的催動下，我們看到了各
種潮流。比如跑到終南山隱居，或者去世界各地
徒步。也許今年還在尼泊爾的安娜普爾納大環
線，用二百公里完成從海拔八百米到五千米的壯

舉，結果明年就到了三千五百公里的阿帕拉契小
徑，那將要耗費好幾年時間。
不過，一想到《楢山節考》當中那些過早被送
到山上自生自滅的老人，這種詩意就瞬間煙消雲
散了。因為是詩，所以才抵擋不住現實。因此，
兩年後的梭羅注定是要重返人間的。即便那些更
純粹的遊俠和僧侶，也只能是一個傳說。
但這不代表詩意沒有價值，他們的追隨者一代
代地更替變化，正是他們從未被放棄的證明。於
是，我們看到了隱居變成了去洱海邊開一間民
宿，在那裡靜靜等待着追尋詩和遠方的人。或
者，徒步成了直播的理由。這種行為愈久，愈能
讓你從一個默默無聞的人變成擁有幾萬甚至十
數萬粉絲的網紅。順帶着，每天的各種打賞來
了，廣告商的青睞也來了。不過這些都不是什麼
需要反省的事，我們大可不必苛責這些人在利用
別人的夢想掙錢。或許正是因為他們的存在，我
們才能感知到人的一種本質，並在他們的宣揚裡
了解這種本質的形態。
所以，庸俗一點，讓我們把這些販賣夢想的人當
成夢想守護者。畢竟，被現實供養的夢也是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