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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樂土

有心做事
綜援（全稱“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

前身為早於一九七一年設立的“公共

援助計劃”，具有救濟金和福利金的

性質，為社會上沒有能力自給自足的

市民提供簡單的生活資助。這本是一

項“德政”，也是公民社會必不可少

的一環──今日香港的社會福利雖然

比以前多，但跟許多發達國家或地區

相比，“綜援金”仍然少得可憐，基

層長者“晚景堪憐”絕非誇張之言。

然而近年，“綜援”這個詞卻予

人負面感覺，尤其是社會政治化和樓

價高企下，領取綜援者彷彿不容於社

會。這也反映港人的矛盾：一方面認

為在富裕的國際大都會，屬於社會最

底層的人應得到資助，另方面又因為

出現市民濫用或騙取綜援個案，而歧

視領取綜援者。這其實是市民生活負

擔愈重的情緒發洩。

只是，基於誰都有老去的一天，

輿情仍普遍接受“長者綜援”。所

以，當政府宣佈下月開始將領取“長

者綜援”的年齡由六十歲提高到六十

五歲時，社會反彈頗大，尤其是由市

民選出的代議士。這不應該只歸咎於

“政客煽情”或“民粹作祟”。

隨着人的壽命延長，人生七十不

再是“古來稀”，“八、九十後”更

大有人在，說“六十歲是中年”也為

近年的“國際共識”，很多國家早把

法定退休年齡由以往的六十延長至六

十五歲。所以，政府因為退休年齡往

後推而調整福利政策，可說“與時俱

進”。

然而，雖然政府早在四年前已建

議將文職職系公務員退休年齡延長至

六十五歲，但在商界，並沒有多少公

司響應，大多數都以六十歲為退休年

齡，尤其在“給機會年輕人”這聲音

日隆的今日，連四、五十歲都被急於

上位者指為“阻住地球轉”了。所

以，在社會尚未有共識下，政府提高

領取“長者綜援”年齡，尤其特首那

句“自己年過六十仍每日工作十多小

時”的話令人反感，也自然不過了。

我不相信特首是“涼薄”之人，

也非僅僅為節省那筆錢，作為行政高

官，落實並執行已獲立法會批准後的

政策，是負責任的體現。只是官員忘

了，那些領取綜援的人大多數都是需

要幹體力活或非技術性工作的“藍

領”。不是他們不想工作，而是絕大

多數老闆不會聘請他們。

問題只是反映管治思維和制度僵

化，以及官員對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認識

不足。官員有心做事，但“心”要讓人

看得到，也要緊貼社會脈搏和氛圍。

農曆十二月初八

是傳統的臘八節，在

內地尤其是山東習俗，在臘八節家家

戶戶吃臘八粥以示慶祝。過了臘八節

即是春節快來臨了，歲晚氣氛漸濃

了。屈指一算，臘八節已過，思旋也

湊了熱鬧在家品味了臘八粥。你有否

試試吃臘八粥呢？

狗年歲晚，人民幣匯價節節上

升，對於內地同胞而言是好事，趁早

來港辦年貨，就算是一天遊，也滿載

而歸，樂也融融。不過也有不幸者，

因為工廠訂單不足，老闆趁機提早收

爐。雖然工人一年忙到晚，倒也想提

早休息回家過年，只不過眼看環境如

斯，憂心忡忡，未知春節過後是否有

工開呢？面對世界經濟走下坡，人們

心中無數，未知是否會失業。

本周股市開市只數天，然而市場

波動，大上大落動輒數百點之波幅，

實在得人驚。幸而執筆之時，中央三

個部委有關領導聯合召開記者會，面

對當前國際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影

響所及，強如中國的數據也不甚樂

觀。幸而治國利民的領導人即時實行

適用的貨幣政策及財政政策，以緩解

市場的困難和解決市場的需要。

本周二上午，財政部、發改委、

人民銀行三個部委之領導人公開表

示，國家會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及

穩定的貨幣政策，保持經濟運行在合

理區間，舉措例如減稅、降費、降準

等，國家對市場調控的準確和一切以

人民利益為先的惠民政策，實在令投

資者放心，增強了應付環境的信心和

能力。果然，周二扭轉了頹廢的市

場，由A股帶起了整個市場的氣氛，

變為審慎樂觀。香港當然也亦步亦

趨，不甘落後，單日股市升幅已有500

點之多。正如世界投資者的看法一

樣，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盛

衰着實影響了全世界。

香港股市與樓市是香港經濟兩大

重要支柱。股市有轉勢之風，樓市亦

不甘落後。實際上，香港的發展商是

相當有處事的方法，面對樓市步入調

整下行之勢，年尾發展商已開始扭盡

六壬提出種種銷售策略，例如大幅降

價，例如優惠融資貸款等等，果然撩

起了市場潛在的剛性買家，特別是80

後、90後的年輕人，在父母的呵護下

入市上車。最熱鬧的是舊區重建項

目，入紙者更是爭崩頭的熱鬧。其

實，市場是由氣氛帶起，亦是由信心

所帶起，如此一來，市場買家漸漸浮

現，包括二手樓市在內。問題是賣家

是否願意割價出售？

思旋常道，香港實在是福地，香

港處處是樂土。只要您心中所見，所

想是福地，這就是福地了。

幾個月以前我出版了一本有

關新界原居民歷史的書，在我花了十年的功夫爬

梳調研，發現香港社會忽略了新界；忽略了新界

的地理位置，忽略了新界歷史，忽略了他們承傳

的文化習俗，忽略了他們的傳統教育，甚至忽略

了他們對整個香港社會的貢獻和犧牲。

新界之所以成為新界，它是租借給英國99

年，與港九是割讓地有別，我們看1898年6月9

日，清廷和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原

本是廣東省寶安縣的三分之二土地，劃出來作為

英國的租界地。在整個大香港1,100多平方公

里，新界佔了92%土地，由此可見，新界對香港

來說是多麼的重要。新界有大量的歲月沉澱的歷

史文化，古物古蹟，傳統習俗，生活方式等等，

可以說是香港的寶藏之地；但是被長期忽略了。

今日正值香港全面重視中國歷史教育，即使

是通識教育課程也強調了香港歷史文化的重要。

自1997年迄今，香港已回歸22年了，注重中國歷

史教育的這項政策雖然晚了一點，但總比還沒有

開始為好！

作為一國之民，必須了解其國家的歷史，從

而產生對國家的認同感、歸屬感、驕傲感！讓香

港人了解中國歷史，使香港人對中國產生歸屬

感，這在港英殖民時期是空白的，而回歸後的中

史教育仍然是被忽略的；22年後的今天，身為歷

史學者、歷史老師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感覺良

好——社會終於意識到歷史教育的重要！

由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與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主辦的“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育學術研討會”於

上星期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約有100多人出

席，當中不乏中學的歷史老師與學生，有云“不

知史，絕其志，不讀史，無以言”，歷史不僅能

鑑古知今，也能讓我們更加了解中華民族上下

5000年如何博大精深。

教育可分為三個層面，家庭教育、學校教

育、社會教育，而對新界原居民來說，還多了氏

族教育，包括祠堂教育、族譜教育，當一個人做

了為非作歹的事情，在祠堂受審，甚至被逐出祠

堂；或者當一個人做了光宗耀祖的事情，受到族

人的讚許和尊敬，這種種結果自然使得一個人內

心自有一條繩子，產生自我約束力！

長久以來較少人關注新界鄉村教育，導致村

校愈來愈少，到目前為止，僅餘20間；大部分的

村校是私塾轉型而來，土地大都是祠堂、鄉紳捐

出。校舍多接近藍天綠地大自然，全校師生感情

融洽，像一個大家庭。筆者提議，每學期市區學

生可與村校學生交換學習，也可到新界原居民的

練武堂習武，強身健體，融合傳統與現代教學，

未嘗不是教育界一件美事。

忽略的歷史成為教育資源
由中環必列啫士街舊街巿活化而成

的“香港新聞博覽館”，為香港新聞工作

者的朝聖地，這天，跟隨“香港資深傳媒

人員聯誼會”前往參觀，正如該會理事長楊祖坤所說的，

“我們有回家的感覺”！

對於耄耋之年的資深傳媒人，“回家”的路並不好

走，在上環荷李活道文武廟，還要走一段長長的階梯，才

能到達必列啫士街，新聞老人抱着大半個世紀的歷史，懷

着對“家”的渴望，拾級有勁行山杖，銀絲飄飄赤子心。

“香港新聞博覽館”全面展示了香港開埠以來各種媒

體的發展過程，香港新聞百年變遷，翻開一頁頁新聞報

道，正正就是一部香港史；一部接收警方頻道的電台、一

份列有“線人費”銀碼的採訪開支預算，都勾動不同時期

新聞工作者曾經熾熱的心。

上世紀香港大新聞，1972年的6．18雨災是其中之

一，因為連續大雨，山體滑坡，秀茂坪雞寮安置區被淹

埋，港島半山旭龢大廈坍塌，造成香港史上死傷人數最多

的雨災。今次參觀博覽館的資深傳媒人當中，就有一位第

一時間採訪旭龢大廈坍塌的師兄，他重溫這一段歷史，半

世紀回眸，這一格菲林也是驚心動魄的。

1972年6．18，這一天氣氛特別緊張，中午秀茂坪雞

寮安置區被山泥淹埋，死傷無數，主力記者都奔赴秀茂坪

災場了；入行不久的師兄，剛從新界採訪回報社寫稿，傍

晚接收到港島半山區旭龢大廈坍塌的線報，因為整個採訪

部都掏空了，主管只好派出留在報社的“新丁”頂檔。

這位師兄勇不可當，臨時披了一件黑色膠雨衣，穿着

涼鞋，當時沒有萬次閃光燈，拿起僅餘的三粒閃光燈泡，

就奔赴災場了。

由羅便臣道到旭龢道到處是泥濘，現場一片混亂，他

混在增援的消防員中，各路救援人員分不清誰是誰。師兄

就站在旭龢大廈斷牆位置，拍下消防員游繩穿入塌樓裡救

人的照片，當時被挖掘救出的生還者，重見天日，歡喜若

狂，顧不上裸着的身軀，見人就撲，見人就攬，被救者與

救人者混作一團。

師兄就是全港唯一當晚在現場見證災難的傳媒人。

一格驚心的菲林

天氣有點

冷，很多家庭

就掀起火鍋熱

了，拍掌拍得最響的還是小朋友，

其次笑着說好的是老人家，總之是

老少咸宜的飲食好節目，主婦無所

謂，天天都上菜市場，一樣照做工

夫而已，但是家人開心，自己也特

別開心。

吃火鍋講情調，還是最宜在自己

家裡吃，可是在家吃火鍋，看似簡單

也不簡單，對老媽子們來說，幾乎等

同是個臨時大節日，至少買肉要多幾

種，菜也多洗三幾斤，萬物俱備之

後，怕吃不完，首先便想到已出嫁的

女兒，囑她記得帶同老公兒女來吃，

蜜運中的兒子奉過母命對女朋友說：

“媽叫我們今晚吃火鍋呀！”一個

“呀”字，女朋友收到溫馨訊息，知

道未來翁姑對自己已有了好印象，必

然喜上眉尖，甜入心

窩。不必說，女兒兩公

婆到時已喜滋滋買籃生

果上門了。

肉呀菜呀，為了適

應各人不同口味應有盡

有擺滿一桌子，一家人

老老少少總動員大合

作，開枱拉椅大忙小忙

都自動幫一把，口味各

適其適，爺爺奶奶有他

們的心水豆腐鯪魚滑，

大B愛咬骨頭細B喜歡大

蝦，軟軟硬硬食材齊

備，暖洋洋，熱呼呼，大熱水滾冒出

暖暖的煙霧好看過煙花，看似營造卻

是出於自然那股氣氛，百分之一百傳

統中國大家庭風情，平日熱開水都不

喝，慣以沙律冷盤為主食的洋人又怎

能想像火鍋的樂趣和味道。

火鍋也不是“一道菜”，而是“一

鍋菜”，是促進親人知己感情交流的

“大和菜”，也是遊子歸家最先渴望吃

到的暖心菜，移民多年的幼弟，每次回

港探親，就總是不忘吃火鍋，火鍋有那

麼好吃嘛？他懷念的是一家人團聚的柔

和氣氛吧。

火鍋亦如盆菜，只宜共享，不宜

獨食。哪些人不喜歡吃火鍋？當然是

無家室之累，無牽無掛，單身逍遙外

地為樂的浪子，怎犯得着獨自做大堆

工夫吃一頓，食肆裡一人火鍋食客，

似乎自得其樂，外人眼中看來便帶有

幾分寂寞感。

火鍋不是“一道菜”

打針是世上最令我害怕的事情

之一。

小的時候聽大人嚇小孩多是兩

樣事，一是說“不聽話就讓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二是“不許哭，再哭就讓醫生給你打針了”。因此

形成了條件反射，怕警察，怕醫生。當然，作為一

個聽話的小朋友，壞事是不做的，因此更怕的是被

醫生抓去打針，怕打針更多的是因為怕疼。小時候

的印象裡，打的針大多是青黴素、慶大黴素之類的

針劑，且不說針還沒打之前滿心的恐懼感，就是每

一次打完針之後屁股的疼痛都累積成了巨大的心理

陰影。從幼兒園到小學，學校每年都要給學生打預

防針，輪到我們班，每次都是我最後一個打，實在

是躲不過去了，才眼淚汪汪地在全班的注目禮之中

像上刑場赴死一般地把胳膊伸給醫生。

記憶中，父親在我小的時候唯一一次動手打我

亦是因為打針。不記得那次是因為什麼原因生病住

進了醫院，安頓好了之後，醫生照例要給我打針，

在我又哭又鬧地不顧自己發着高燒堅決拒絕打針之

後，四個醫生把彼時尚且年幼的我摁在病床上，強

硬地把針扎向我的小屁股。結果令人難以想像，由

於我的恐懼和緊張，導致全身肌肉繃得太緊，一針

下去，針頭竟然硬生生地扎斷了。針未打成，高燒

更甚，父親正好下班趕到醫院，得知此事，二話不

說就大力扇了我一個耳光，耳光扇完，我的半邊臉

馬上腫得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屁股上的肌肉倒是因

此鬆弛下來，醫生這下子便很順利地完成了打針的

任務。

前不久去參加一個活動，聽一位做健康食品的

女子說她因為從小怕打針，所以去賣健康食品，別

人不明白二者之間有何聯繫，我卻是十分理解，吃

了健康食品，身體健康了，自然就不用看醫生打針

了。因此，在我成年以後，我亦是努力地讓自己變

得健康，因為由此便可以遠離醫生和打針。

然而生病卻總是很難避免的。前幾日外出受了風

寒，身體極不舒服，我不想去醫院，便鼓起勇氣到出

身中醫世家的閨蜜處請她給我針灸。閨蜜是個極溫

婉、細緻的女子，一面扎針，一面聽她輕聲細語，對

“針”的恐懼便少了一大半。見閨蜜對人體穴位熟悉

無比，我更是忽略了扎針的恐懼，玩笑地問她有無什

麼穴位針灸之後可以使人變得聰明，寫起文章來不必

辛苦地苦思冥想。本是玩笑，想不到閨蜜竟然告知真

有其事，說是“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肝、腎

的經絡都要通了，人便會耳聰目明，記憶力增強，腎

氣足了，膽子亦會大一點。我便失笑：難怪我自幼膽

小，大抵就是腎氣不足的緣故。

中醫的神奇自不必言，因此又想起近些年流行

的網絡熱詞“走心”和“走腎”。有部愛情電影

裡，慣於遊戲人生的男主角稱自己對女生的感情從

來都是“走腎”，直到遇上他鍾意的女主，才一見

鍾情地開始“走心”，從逢場作戲的“走腎”到

“走心”的真愛，這位男主角大抵是肝腎的經絡都

通了，變得聰明起來了，因而懂得了“愛”的真

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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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鍋美在平淡中見風味。 作者提供

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

領導幹部要“心繫群眾，為民

造福”。這樣的要求是嚴格

的。我國古代有些官員在這方

面也有出色表現，蘇軾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蘇軾是宋代著名的文壇巨匠，同時又是一

位正直、親民的政府官員。他不但在任時“心

則在民”，關心百姓；即使削職遭貶，仍千方

百計為民造福，並留下許多不凡業績……

北宋紹聖元年（1094）四月，蘇軾因針砭

腐敗的朝政得罪了權臣，被流放到“瘴癘之

地”嶺南，在落後的“蠻貊之邦”惠州充任建

昌軍司馬——一個沒有實權的八品芝麻官。在

那裡，儘管處境艱難，但他“位卑未敢忘憂

民”，利用自己的聲望和與一些官員的良好關

係，做了許多為民興利除弊的好事。

有一年，當地糧食豐收，穀價下跌，官府

徵稅卻要現款不要穀子。農民只能按低價賣出

穀子，而官府卻按高價收稅。這樣，農民繳的

稅就成倍增長，這一沉重負擔讓他們苦不堪

言。蘇軾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給上級官員寫

信，揭發當地官員勒索農民的積弊，建議依穀

物市價向農民徵稅。他的建議得到高層的重

視，迫使當地官員改變其錯誤做法。

蘇軾不但敢揭積弊，更注重幹實事，尤其

關心惠州城的改善革新事宜。為了解決百姓出

行難問題，他到惠州不久，便跟當地官員會

商、謀劃，並親自捐款，在湖上和河上建起兩

座大橋，大大方便了當地的交通。與此同時，

他又做了另外一件頗受地方居民敬仰的好事，

即把江邊郊野一些無人掩埋的骸骨集中起來，

重建一座大塚埋葬，並寫了祭文，安慰那些無

名死者。這一善舉，在當時深得民心。

蘇軾關心百姓疾苦，還經常從具體的小事

抓起。當他看到當地農民插秧累得腰酸腿痛、

每天在水中辛苦勞作時，便積極推廣一種比較

先進的農業機械——“浮馬”。這種浮馬就像

在水面上漂浮的小船，農民可以坐在上面插

秧，這樣既可提高工作效率，又能節省勞力，

深受農民歡迎。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蘇軾不但關心被貶地

惠州的民生，還關心惠州鄰近的廣州百姓的疾

苦。當他得知廣州瘟疫流行時，心急如焚，立

即給他的好友、時任廣州太守的王敏仲寫信，

為治瘟疫獻計獻策。在信中，他首先肯定了王

太守在防治瘟疫方面所採取的一些有力措施，

如設立渡津、搶救孤兒寡婦、準備治療藥物

等，這是當時廣州最大的政事。

接着又說，廣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

疫流行，商人旅客先病倒了，接着就會傳染給

廣州市民，這在杭州已有先例。因此，當務之

急是在廣州設立一所醫院，專門收治染上瘟病

的患者。醫院所需資金，必須每年有固定的租

稅之利供給，這樣才能維持下去。他進一步強

調說，這是件有長遠利益的大事，一定要辦好

它。他還對王太守說的“救助瘟疫患者，是當

官的最痛快的事”這句話大加讚揚，並建議他

向辦事能力卓越的循州周太守學習，還抄給他

治療瘟疫的藥方：“用薑、蔥、豉三物，濃煮

熱呷，無不效者”，讓他在廣州百姓中大力推

廣。

為了進一步消除瘟疫，蘇軾又積極建議解

決廣州百姓的飲水問題。在蘇軾看來，廣州人

之所以患瘟疫，與飲用水的質量有很大關係。

因為廣州普通百姓平時喝的都是不潔的苦鹹

水，所以患病者很多，損失很大，因此他在寫

給王敏仲的信中，建議他採納羅浮山道士鄧守

安的意見，在廣州修建清潔水引水工程。鄧道

士的方案是這樣的：在離廣州20里的地方有座

蒲澗山，山上有滴水岩，那裡的山水水位較

高，可引入城中。具體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

一大石槽蓄水，再將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

引出，竹管連接處纏以麻繩，塗上油漆，由高

到低地引入城中。

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來的清

水，然後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許多小石

槽內，供城內居民汲取。這樣只需用大竹竿萬

餘根，再用些葵茅草苫蓋一下，費用不過數百

千錢。為解決這筆資金，可在循州買一部分良

田，當年可得租金五七千錢。再買上萬根大筋

竹，紮成竹筏運到廣州，以備水管抽換之用；

在廣州城中置少量房產，可以日得二百錢租

金，以做水管的抽換之費。

另外，再專設兵匠數人，定時沿線巡查維

修，做好管網的保護工作。這樣一來，廣州城

的窮人、富人都可以飲上甘冽、清潔的山泉

水，真是一件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長

期以來飽受苦鹹水之苦的廣州百姓聽說此事，

不知會有多高興，他們一定會熱心捐獻，其熱

情會比建造寶塔廟宇更高。為了把這件事辦

好，蘇軾還積極向王太守推薦羅浮山道士鄧守

安，說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潔，不貪不佔，熱

心公益，很受人們尊敬，用起來很放心，是負

責這項工程的最合適人選，建議去請他來具體

商談。

在蘇軾的積極建議下，王太守不負眾望，立

即組織人力，動工興建引水工程。蘇軾聽說後非

常高興，又寫信給他，建議施工時在每一根竹管

上鑽個小孔，用竹釘封上。這樣當竹管發生堵塞

時，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於及時疏通。王

太守虛心採納了這些好建議，使引水工程順利建

成，解決了廣州全城百姓的飲水問題。

蘇軾這些建議，無疑是廣州人的福音，值

得世代銘記。然而他卻在信中反覆交代，千萬

不要說出是他的主意。這箇中原因，固然與他

謙虛的美德有關，他不願宣揚自己。但更主要

的是，他深知自己當時是一個“犯官”，深受

當權者的猜忌、迫害。如果把自己公開出來，

很可能會使這項工程流產，給朋友帶來不必要

的麻煩。

由此可以看出，蘇軾在為民造福方面，真

是鞠躬盡瘁，嘔心瀝血，全然不計個人得失。

他的博大的愛民情懷，足可彪炳青史，光耀千

秋！

蘇軾在嶺南為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