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年吃餃子

改變我一生的書（下）
上一篇講到我偶像
約翰遜在這本由安德
魯．吉姆森寫的關於

他在任首相時的事跡所體現出來的
人物性格，深深啟發了我，這一
期，我繼續和大家分享該書的下半
部。就如我上次所說，看人物傳記，
對我來說是特別能夠學得更多：
16. 他不會去隱藏他的脆弱、需
求和慾望。
17. 他是個十八世紀人物，對
性、錢和粗魯感到輕鬆。
18. 他贏得很多人的耳朵的方式
是富娛樂性和正面。
19. 他是個漫不經心的人，很多
落空的承諾和導致的失望，他都可
以拍拍屁股當沒發生過繼續走下一
步。
20. 他可以在拒絕回應的情況下
依然能夠讓人感受到深度的情緒。
21. 私底下是個很害羞和敏感的
人，很多時候不願意出來見人。
22. 他不是個會計劃的人，是個
收集了很多思緒的人，尋找哪個是
時候用的主意。
23. 他是個「下流嚴肅」人，意
思是面對一個嚴肅議題會用輕鬆幽
默方式，只用一兩句嚴肅信息帶過。
24. 他知道政治大部分是印象感
覺風格顏色而不是邏輯推理。
25. 他喜歡風險。
26. 他是邱吉爾和Disraeli的風格
繼承人。
27. 他不看文件和筆記。
28. 他喜歡設立對立的陣形，喜

歡向哪邊拿主意就去哪邊。
29. 他喜歡改變看法，不喜歡被
控制或被施加壓力，不喜歡對抗。
30. 他喜歡做着學，從錯誤中學
習，即使剛開始失敗也不會負面。
31. 他能夠令無聊的事聽起來有

趣，細節可以有需要的話被誇大甚
至捏造，最重要故事精彩。
32. 他是個Disrupter，對官僚主
義完全沒興趣。
33. 他說笑話是為了讓他的內裏

論點更為接受。
34. 他能夠維持在一個不肯定性

裏面而不會着急尋找事實和邏輯。
他讓需要肯定的人感到迷惑。所以
他既是強也是弱，既是真也是假，
友善又抽離、有文化又粗魯、老派
又前衛等。但這是他的決策模式，
他喜歡佔據不同的位置去感受哪個
最適合他。
35. 他的風格可以簡單概括為：

罔顧事實、猖狂語言、衣衫不整。
36. 人們喜歡他就是因為他是個

顛覆者，因為他的不完美讓人覺得
他也是那個Underdog，代表着同樣
覺得被建制看不起的人。
37. 在一個沉淪的世界裏面，反

抗者和詼諧家可能比偽善道德者更
明白這個世界。
38. 精神上他是個古希臘羅馬

人，相信人生是場競賽，對腎上腺
素上癮。
真心推薦的一本書。想學做人、

想做人有提升，一定要多看人物傳
記。

過了一個年，按照
老傳統，幾乎天天要
吃餃子。初一餃子，
初二麵，是北京的老

規矩，之後，初五百無禁忌叫
「破五」，要吃餃子表示圓滿，
初八「順星」，餃子像星星要吃餃
子，正月十五看花燈，好像也有餃
子的份。
餃子在北國是極普通的食品，究
其歷史有一千多年。古時稱「牢
丸」，水餃叫「湯中牢丸」，蒸餃
叫「籠中牢丸」，大約宋代之前都
這樣叫。為什麼有個「牢」字？這
是個不吉利的字眼。舊時講「送牢
飯」，給牢獄中人送飯送餃子，可
能餃子有肉有菜，方便攜帶，冷了
也不太影響味道吧。古時候可以往
牢裏送餃子，現在可絕對不行，包
起的麵皮裏可以放許多禁品。
宋以後，叫法比較雜，「粉
餃」、「水角」、「煮餑餑」。「煮
餑餑」的叫法我是在陝西知道的。
數十年前去陝西落戶，1月從北京出
發前往，到了村裏住下沒多久就是過
年。中國人很講究過農曆年，不論
多貧困，也得過年。老鄉們一早就
開始忙上了，磨麵做「攤饃饃」，
富裕些的做「炸油糕」，滿村都是
糧食味道，人人喜氣洋洋，平時他
們根本吃不飽。他們問我們過年吃
什麼，北京學生當然要吃餃子。
「餃子」是什麼？全村人都很好

奇。解釋了半天，也沒弄明白。
年三十到了，大人小孩都圍在我

們的窯門前，主要是男人，婆姨們
都忙着「攤饃饃」呢，但心裏也惦
記着餃子，倒要看看什麼是餃子。
我們當然要「亮一手」，讓鄉民們
知道學生家也是會煮飯的。和麵、
切菜、攪餡、做皮，全體動手，做
好了，煮出來了，一個個白白胖
胖，圓圓鼓鼓，村裏人們大悟，也
很失望，不就是「煮餑餑」嘛！
北國人愛吃餃子，香港人也喜

歡，否則「灣仔餃子」不會這麼深
入民心。包餃子是一件麻煩事，各
家的餃子都不一樣，皮沒有太大分
別，主要是餡。北京有家「鴻興
樓」是山東風味的飯館，除去山東
的出名大菜，以餃子最出名，顧客
雲集。鴻興樓與眾不同的是，一両
麵做20個餃子，這和其它飯館一両
麵只包幾個，相差很遠，有葷有
素，有甜有鹹，有蝦有魚有雞肉，
可煮可煎可蒸，最特別的是吃餃子
用火鍋，煮好高湯，現吃現煮。
「遠遠來了一群鵝，撲通撲通跳
下河」。煮餃子有學問，包得好，
但煮不好一樣不好吃，北國講「三
開餃子，二開麵」，即是鍋裏水開
了，要下少少冷水，餃子下三次，
麵下兩次，才能煮出最好的餃子，
鴻興樓吃火鍋餃子，都是侍應代
勞，客人煮不好，會說餃子不好
吃。

在這個年代，每個人都手機不離手，無論在
什麼時候，它好像就是我們的最佳伴侶。我本
人也不否認這個行為，而且因為我經常自己一
個人到餐廳用餐，雖然好像有點寂寞，但我已

經習慣了。
在進食期間，我可以把視線放在手機的畫面上，選擇自

己喜歡的影片看看，不知不覺便陪伴我整個用餐時間，而
且可能因為有些令人動容的影片，而令自己也忍住淚水繼續
看。
最近看了一些也覺得非常感動的影片，想在這裏跟你們分

享，可能你們從一些社交平台也曾經看過這些影片，但當我
看到這些很有意義的影片時候，也希望能夠從文字去感染讀
者，令大家都繼續擁有一顆愛心與善心，做一個好人。
第一條介紹的影片是發生在餐廳內，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
的女性坐在一旁，隔壁枱的男生覺得有點奇怪，然後發現枱
上面有張紙，上面寫着我是失明人士，我想吃漢堡包，但我
自己買不到，而這個男生二話不說便走到櫃枱購買一個漢堡
包及一杯飲品送到這個女生枱上，然後拿着女生的手給她觸
摸枱上面的食物，從這一個個畫面便看出人的真善美。
另一段影片也發生在餐廳內，在餐廳的中央位置坐着一個

老太太，她很孤獨地看着自己的餐點慢慢地進食，但她突然
流下眼淚，旁邊的一個食客走上前關心她一下，還問她：
「老太太，發生什麼事，我有什麼可以幫妳？」這個老太太
說：「今天是我生日，但沒有人跟我慶祝。」他二話不說雙
手擁抱這個老太太，還在餐廳現場講給其他食客聽：「這位
老太太今天生日，不如我們也給她一點點小心意。」然後每
一位食客都逐一上前擁抱這個老太太。當然這個老太太也非
常感動，由傷感的眼淚變為開心的眼淚。就是這麼簡單的行
為與行動，就可以令到一些寂寞的人感到溫暖。
第三段介紹的影片是片中看見左手邊有一隻灰白色的狗，

旁邊坐着一個大媽，大媽拿起菜刀準備把放在前面的雞宰
殺，旁邊的狗狗立刻想奪走大媽手上的菜刀，原來狗狗希望
主人放過這隻雞不要殺牠。影片還配上字幕說：「我不吃雞
了，請你不要殺牠，我不吃也可以。」然後這隻狗更跪在地
合十雙腿請求這個主人不要下手。

無時無刻擁抱着愛

「醫生，我個女才
十一二歲個乳房發現
有粒東西會不會是

Cancer（癌症）？」
「醫生，我最近胸圍的邊緣發覺
很痛，是不是有問題？」
「你看我是不是兩邊不平衡一邊
大一邊小？」
「我最近發現一邊乳房又痛又凹
凸不平，這是什麼問題？」
帶着很多的疑問來看醫生，希望
第一時間找到答案。
我通常會問她們發現的時間，同
月經有沒有關係，最近有沒有吃一
些刺激乳房的食物或者藥物。例如
這個小朋友的媽媽每天給她吃兩粒
蜂膠丸（Royal Jerry），吃了兩三
個月，內含女性荷爾蒙孕激素
（Progesterone ）對乳房有一定刺
激，所以停了服用幾個月就回復正
常了。
另外受荷爾蒙的影響，女性在每
個月的周期前幾天會摸到一些小的
顆粒，多數在乳房的外上部近腋
下，當月經來臨之後，就減少痛楚
和沒有那麼脹了，這是一種生理現
象，也就是我們常講的乳腺增生，
這不是病，將來收經後自然會減
輕。
有些人打完新冠疫苗或感染了新

冠之後發現腋下淋巴結腫大，如果
是因為打針所致，通常打那一隻手
臂那一邊的腋下脹，如果感染新冠
所致一般是雙側淋巴腫脹。
有位女士發現乳房有腫塊已經數

個月了，但一直沒有看醫生，路上
見到我講起，我問她為什麼不看醫
生啊？她說沒有家族史，不覺得痛
對身體沒有影響，所以就沒有看醫
生了。我告訴她不痛的乳房腫塊更
加要小心，一定要檢查，結果她的
腫塊很硬，邊緣不整齊，固定而不
活動，經過超聲波、乳房X光造
影，用粗針抽取組織化驗證實是乳
癌。當發現乳房腫塊無論痛與不痛
都應該盡早找醫生診治，因為你自
己分辨不出是良性還是惡性。
另一位女士因為做定期乳房X光

檢查，發現有不規則一堆微細鈣化
點，高度懷疑是惡性的，要她在X
光的監察下抽取組織去化驗，但她
認為都沒有腫塊應該沒有問題，所
以不肯抽要繼續觀察，我們苦口婆
心地將抽針的作用告訴她，並請她
回家同家人商量了才回覆我們，有
足夠的時間去考慮，最後抽組織化
驗果然是癌症，她慶幸是早期，好
在沒有堅持己見，否則放棄了最好
的治療時機，現在她識得將自己的
經歷告訴身邊的人。萬幸。

乳房結節

女星陳法拉在社交媒體上載了
一張她與家人在年初一拍攝的合
照。照片中她與法籍丈夫坐在沙

發上，面向鏡頭，四目望着背向鏡頭的小女
兒。他們拿着紅封包，準備在穿着紅色賀年衣
服的小女兒向他們拜年後便送給她。
這是一張女兒向父母拜年的照片，本來沒什

麼大不了，卻引起不少討論。討論點在何處？
就在小女兒跪在地上的動作。有些網民質問為
什麼小女孩要跪在父母親膝下，認為這是「封
建陋習」、「文化糟粕」，建議不要讓孩子下
跪。
我看到這些討論時感到愕然，因為我不覺得
這有什麼值得討論。當看到論點時，更加覺得
奇怪。父母是我們生命之源，養育我們之恩如
山重，如海深，沒有他們就不會有我們。在平
常的日子中，我們固然要孝順他們，照顧他
們，報答他們養育之恩，而在一些特別或重要
的日子中，我們是需要通過儀式和禮教來表達
我們對雙親的敬愛、尊重和謝意。這不單止是
中國人才會做的事情，任何一個民族都會以他
們的風俗儀式來展現對父母的敬和愛。
在過年時跪着向父母拜年，祝禱他們是再正

常不過的事情。這是中國人向有的傳統，不是
文化糟粕；是禮教，不是陋習；是子女向父母
展現孝道和尊敬，不是封建。情況就如子女結
婚時，會向雙方的雙親跪拜奉茶，感謝他們的
養育之恩，也是同一道理。怎麼這就沒有人批
評，卻批評陳法拉的做法呢？
陳法拉10歲由內地移居美國，應該是很西化

的。難得陳法拉仍保存中國人的傳統美德，而
且還由女兒還小的時候已經教導她，向她灌輸
孝敬父母的精神，使她長大後懂得孝道的重
要。我從照片中看到的是文化的傳承、中國人
美德的彰顯、父母對子女的培育和子女敬愛父
母的展現。
這當然是陳法拉本身的家教。她在西方長
大，嫁了外籍丈夫，現居外地，女兒是歐亞混
血兒，她其實有很多理由不需要教導女兒在父
母面前下跪。可是，她選擇要女兒這樣做，一
定是因為她覺得這是重要的事情，才會在年初
一教導小女兒跪下向父母拜年。這是她的家
教。
各家各戶的家教各有不同，我尊重不同人的

不同家教。有些網民因為不同的理由認為陳法
拉的做法不對，我不知道他們的家教有多對，

但這不是我想討論或有興趣知道的事情。我只
知道這是陳法拉的家教，她是以她從父母和長
輩承傳下來的一套陳家價值觀教導她的孩子，
傳給她的下一代，我們是沒有位置批評她教女
的方法。
除了有些人認為跪拜父母是不應該外，我在

過年時閱讀了一篇教讀者教導子女的文章。文
中表示到親友家中拜年時，如果子女不肯稱呼
長輩或恭賀他們，便需任由他們，因為要尊重
他們。如果筆者是因為不想在別人家中弄出如
子女被責罵而大哭等尷尬場面而提出這個論
調，我還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因為只顧子
女的自尊心而讓他們隨心所欲，罔顧禮貌和對
長輩的尊重，那就很有問題了。
主人家為了不想在過年時在自己的家中出現

大吵大罵的場面，可能會不作聲。可是，當拜
年一家離去後，便會很自然地批評他們沒家
教。數天前才有一對夫婦告訴我他們的親戚的
子女在拜年時如何沒家教，連叫他們一聲或說
聲謝謝也不肯，令他們很不高興。
我們那一代很害怕被人說沒家教，那是一句

令全家蒙羞的侮辱話。希望年輕一代繼續注重
禮教，不要令它失傳。

跪拜父母的禮教

過年意未盡，元宵再
鬧騰。這兩天，打開朋
友圈，元宵節的氣氛就
迎面而來。

對於無孔不入的微商來說，又到了
抓住商機奮力一拚的時候。為了賣元
宵，微商也是蠻拚的，他們每天孜孜不
倦地刷朋友圈，打着親情、健康、美容
的旗號，配着讓人垂涎三尺的元宵圖
片，硬是把胖嘟嘟的元宵，差點就誇成
了太上老君煉丹爐裏的仙丹。好像你不
買他們的元宵，就過不好這個元宵節似
的。
父母也應時應景，在朋友圈裏開始

了養生健康大宣傳：哪類人不能吃元
宵？元宵怎樣吃才健康？猜完燈謎吃元
宵，這些事兒你該提前知道……父母
發完朋友圈，還要把那些鏈接群發給我
們，並且千叮嚀萬囑咐，吃元宵時一定
要注意。我就納悶了，之前沒有朋友圈
發這些亂七八糟的健康知識，吃了幾十
年的元宵，不照樣好好的嗎？想歸想，
為了配合父母的情緒，我還是積極點讚
並且表示一定會按照他們的指示，健康
吃元宵。
鄉下的嬸嬸，在朋
友圈晒她打鑼鼓的小
視頻。正月是農閒時
間，村子裏成立了鑼
鼓隊，大家積極排
練，就等着正月十五
去城裏一顯身手了。
村子裏的年輕人出外
打工都啟程了，鏗鏘
有力的鑼鼓聲，讓冷

清的村子頓時熱鬧起來。嬸嬸穿着紅綢
子上衣綠綢子褲子，隨着鑼鼓點輕盈地
扭動着腰身……眼神穿過她身後有些
蕭瑟的村莊，我好像看到了春天萌動的
樣子。
元宵節，是我們家的大團圓，我自
然要晒一張全家福了。每年過年，我們
一家三口都要回鄉下老家陪公婆過年。
公婆都是80多歲的人了，每次過完年
我們回城時，他們總是有些落寞。後來
我就跟老公商量，把公婆帶到城裏過元
宵節。我孝順公婆，老公心裏也就惦記
着我的父母：過年你也沒回娘家，咱也
把孩子姥姥姥爺接來過元宵節！4個老
人在一起，家裏一下子熱鬧了很多，公
公和老爸往家裏採購食材，婆婆和母親
着手做元宵，元宵佳節的氣氛，也就撲
面而來了……我晒出的全家福，很快
就獲得很多評論和點讚。親情和愛，永
遠是節日的主題。
元宵節是過年的壓軸大戲，我們踩

在年的尾巴上盡情狂歡。元宵節的煙火
燦爛綻放後，我們就要收拾心情鼓足幹
勁，向着新的方向日夜兼程。

朋友圈裏的元宵節

等君十年
君子蘭的花箭從葉子間毫無徵兆地

鑽了出來。
它有點怯生生的，翠綠的花蕾像襁

褓中的嬰兒，藏在淡綠的苞衣裏。一
個月過去，花箭愈竄愈高，花蕾愈長
愈大，漸漸掙脫了花苞的束縛。鵝綠

的放射狀花序，像一把撐開的小傘。
君子蘭是慢性子，從幼苗到開花要經過數
年的時間，沒有耐性的人根本等不了。
這棵君子蘭，還是十幾年前我在一個社區
做保潔的時候，從垃圾箱裏撿來的。當時它
只有兩三片葉子，根部光禿禿的，躺在垃圾
箱裏，就像一個無辜的棄嬰。我怕養不活，
猶豫再三，還是把它帶回家，小心地栽到花
盆裏。過了一段時間，它的葉子綠意轉濃，
中心的嫩葉開始緩慢生長。我喜出望外，照
料它更用心了。
那時女兒們還在上小學，和我們一起住在

老土屋裏的，還有一隻叫咪咪的花貓。春夏
秋三季，這棵君子蘭和別的花兒一起，在院
子裏隨性生長。陣風吹過，咪咪對活潑的南
天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玩它的葉子，腸胃
不舒服的時候，還會拿來當點心吃。這常常
讓我們為君子蘭捏着一把冷汗。君子蘭卻很
鎮定，葉子端莊，不卑不亢，反倒讓頑皮好
動的咪咪失去了興趣。
君子蘭不耐寒，寒露前後，就得把它搬到
屋裏。溫暖的土炕就成了它的暖床，哪裏陽
光充足，我們就把它搬到哪裏。那幾年冬
天，動不動就風雪交加，老土屋四處透風，
家裏的水缸結的冰老厚。幸福樹放在臥室
裏，凍得落光了葉子，慢慢死去。君子蘭在
炕上，能好一些，葉子也凍得枯焦了。來年
春天，我給它剪掉枯葉，搬到院子裏的樹蔭
下。遭此浩劫，它重長新葉的過程極其緩
慢，直到我幾乎要失去信心時，它才慢慢換
上新葉，重新煥發了生機。

搬到新房以後，冬天用電暖氣，後來又生
了土暖氣，這棵君子蘭苦盡甘來，再沒被凍
傷過，葉子也愈來愈多。它的葉子綠油油
的，光滑的蠟質葉面上布滿了微凸的葉脈，
像兩排左右對稱的玉帶。女兒們雙雙考上大學
之後的第二年春節，君子蘭第一次竄出了花
箭。在我們驚喜的目光中，花箭一天天長高，
從容地展開它美麗的羽冠。黃色的花蕊，橘紅
的花被，密密簇簇的，組成一個蓬鬆的花球，
像一輪朝陽，照得人心裏暖洋洋的。
屈指一算，這棵君子蘭來到我家已經十多

年了。用十年的光陰，等待一棵君子蘭長
大，是不是有點奢侈呢？
這十年裏，咪咪走失一去不返；我們從破
舊漏雨的老土屋，搬到了窗明几淨的新家；
女兒們從小學生，變成了名牌大學的學生；
我的抑鬱不治而癒，成為一名受孩子和家長
喜歡的作文老師……
今年的君子蘭竄箭有點晚，卻也順風順

水，很快打消了我的顧慮。過了幾天，我在
院子裏給別的花澆水，覺得它有些異樣，湊
近一看，才發現緊貼着它的箭桿，又擠出來
數枚新生的花蕾。沒有箭桿，只有幾根細細
長長的花梗，頂着幾枚水滴形的骨朵，在葉
片的縫隙間奮力迸出來，一天一個樣地往上
竄。也許因為一花一梗，營養的輸送更為迅
捷，這些花蕾發育的速度遠遠超過了花箭上
的骨朵，顏色很快由鵝綠轉為橘黃，像一枚
枚隨時會引爆春天的炸彈。
這是什麼情況，難道是君子蘭夾箭了？我
拍了照片發到朋友圈，戲謔說，難道君子國
也放開二胎，哥哥還沒長大，小妹妹就來
了？有朋友留言說，這是由溫度忽高忽低造
成的。還有的朋友說，多好呀！有了「妹
妹」、「哥哥」就不寂寞了……
君子蘭的花期在春季，從孕蕾到開花，必
須經歷一個漫長的寒冬。我住在鄉下，燒土

暖氣，室溫很不穩定，晚上封火之後，室溫
就會下降。七八度的溫差，君子蘭不光沒有
「感冒」，還因禍得福，一花多苞，彷彿存
心要挑戰一下自己，才不枉這十多年的等
待。等，曾經是一個最溫暖最長情的詞。人
們談戀愛，最深情的一句話就是：「我等
你！」
父母慢慢地等孩子長大，孩子慢慢地陪父

母變老。我們從田間的人工勞作等來了農業
機械化，從步行等來了代步車，從綠皮火車
等來了飛機高鐵……，成就了許多有緣的男
女，丈量着愛的長度，也測驗着愛的深度。
等，又是一個傷感的詞，「子欲養而親不
待」，是人生最大的憾事。
不知從何時起，我們為了詩與遠方，偏離
了傳統的生活軌道；年輕人不再滿足於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紛紛外出打工；
我們不再坐在燈下給親友寫信，等着它慢慢
地到達，慢慢地回覆，等着它把遠方的情誼
帶回來；我們太注重結果，太急於到達，而
忽視了過程……而我和這棵君子蘭，卻用十
年的時光互相認證、互相陪伴、互相等待。
我在等着它開花，它在等着我戰勝命運……
這樣想着的時候，君子蘭的「妹妹花」已
後來居上，搶先綻開了笑臉。比起長身玉立
花蕾滿頭的「哥哥」，它的一梗一蕾，更顯
得玲瓏小巧，嬌俏可愛。兩朵橘紅色的金喇
叭，像一對雙生姐妹，擠在在濃綠的葉片
間，巧笑嫣然，別有一種「萬綠叢中一點
紅」的嬌艷。「哥哥」也不甘落後，它頭頂
上的花蕾，也已經由綠轉紅，做好了盛放的
準備。
君子蘭腳下的泥土裏，正接二連三地萌發
出新的小君子蘭，它彷彿要把更多的孩子帶
到我的生活裏來……
一切都剛剛好，彷彿我和它所有的慢，都
是對姍姍遲來的美好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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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燈燦爛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