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在慈雲山授課
時，有個學生叫曾清淼，
天資聰穎、觸類旁通、伶
牙俐齒，醒目女一名。某
次她在一眾同學面前問
道： 「Tommy Sir，你講
那麼多孔孟道理，究竟對
我們考試和升學有什麼用

呢？」 我知道她並非故意刁難，相反挺欣賞
她那顆善於發問的腦袋。

「嗯，考試升學對你們來說的確十分重
要。那你覺得考試升學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反問小妮子。 「找份好工作囉！」 「嗯，
那找一份好工作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當
然是改善生活質素啦！住洋樓，養番狗。」
「真押韻！宋朝有個皇帝也講過類似一番
話，叫什麼來着？」 「宋真宗吖嘛！《勸學
詩》吖嘛！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
如玉。』 ！」 「厲害！還懂得引經據典。說

到底，考試和升學就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
對吧？」 「不然呢？」 「哦，是這樣！怪不
得古人考科舉考到七老八十。功名利祿，誰
能抗拒？」 「可不是嗎！」 「那請問曾才女
認為每個月賺多少錢才能邁向你口中的生活
質素呢？」 「嘿嘿，我不貪心，月薪六、七
萬元就可以了。」 「呵呵，果然不貪心，我
還以為你說六七十萬哩！」 課室裏頓時哄堂
大笑、好不熱鬧。

「四書五經能否助你們每個月賺七萬
元，我不敢保證。但我卻肯定四書五經、孔
孟之道可以讓你們成為一個被人尊重和受人
歡迎的人。」 「阿Sir，如果我一個月賺七
萬元，那大家自然就尊重我、歡迎我啦。俗
語有云： 『有錢能使鬼推磨』 吖嘛！」 曾清
淼又忍不住發揮她那能言善辯的本色。 「那
樣的話，人家只是尊重你的錢，不是尊重你
本人；人家只是歡迎你的錢，而非歡迎你這
個人。當你一旦沒錢沒權，你覺得人家還會

對你唯唯諾諾、馬首是瞻、言聽計從嗎？」
小妮子搖搖頭。我因勢利導、義正詞嚴地對
着全班同學說： 「儒家的仁義道德思想，並
非只幫你們一時一刻，而是會讓你們終生受
益。因為孔孟提倡的，諸如仁義禮智、尊重
別人、克己復禮、關愛社會、人性本善、重
義輕利、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言而有信等
等，在在都協助你們變成一個好人。」

學生們聽得入神，我繼續打鐵趁熱道：
「那麼社會上是好人受人尊重、受人歡迎，
還是壞人受人尊重、受人歡迎？」 「好人！」
他們異口同聲和應道。 「這就對了，你們要
把眼光放長遠一些，四書五經這些中華傳統
智慧，不僅能幫你們成為善良的好人，而且
可以令你們變得更受歡迎，日後不管你們去
哪所學校、哪間工作機構，人家皆願意親近
你們，樂意跟你們交朋友。受別人歡迎，機
遇自然便接踵而來，屆時你們會發現孔孟能
給你們的，遠遠比那六、七萬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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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有何用？

二月十六日，清
晨醒來，雪窗微明，連
忙起身披衣，出門餵
鳥。將兩個裝滿米的瓷
碗放在前院石階上，進
家門後不久，鳥就來
了。先是一兩隻膽大
的，假裝若無其事，在
食物周圍啄啄看看、跳

跳望望，確定安全後，才跳上碗沿，低
頭猛啄。附近幾棵樹上觀望的鳥於是一
擁而下，嘰嘰啾啾，翻飛撲騰，引來更
多的鳥，先圍觀看熱鬧，然後發現竟有
食物，遂也擠入鳥群搶食。 「不要擠
啦！」 「走開！」 雖不諳鳥語，但大致
應是如此。

這是二月十日以來第二場雪，十七
日又降中雪，打破歷史最低溫紀錄。我
們在自東北至正南橫掃美國的雪暴帶
上，幸好並未停電，只是連日低溫，冰
雪不化，州政府在我校體育館所設新冠
病毒疫苗接種站因此關閉數日。學校本
是面對面授課，自十日開始就遠程辦公
──過去只能停課。去年三月上旬因新
冠病毒在美國蔓延，全校緊急改上六周
網課，師生已習慣，所以近日因惡劣天
氣改為暫時遠程辦公，過渡得極為自
然。我們居家堅守，一台電腦聯繫起幾
十個同事和學生，抽空出門掃雪、餵
鳥，靜待冰雪消融，也是君子固窮、不
改其樂之道。一位退休同事借來滑雪
板，從學校的高坡上一滑而下，正是老
夫聊發少年狂。

教直播網課，效果差強人意，過程
比較無趣，因為屏幕上無法用眼神交
流，屏幕共享則看不到所有人的表情。
我教課時特別重視表情和眼神，看到學
生臉上和眼中的疑惑、理解、無聊、開
心或驚訝，會瞬間做出決定：某一問題
是否應再作解釋或就此略過，或者是否
需要趁勢說個笑話，活躍氣氛。學生看
到我的眼神和表情，也會知道我在等待
或催促一個答案。網課卻無法完美傳達
這些人際交往中重要的非語言信號。對
着電腦屏幕提問後半天聽不到回答時，
我只能開玩笑說， 「真孤獨啊，怎麼沒
人搭理我？」 或 「我又被你們無視
了！」 不過偶一為之，網課並不痛苦，
因為不必穿戴整齊、往返學校，省時省
力。此次雪暴恰逢我行政工作最忙的一
段，託遠程辦公的福，得以忙而不累。

今年行政工作最大的改變就是做到

了完全無紙、無接觸辦公。二月初，我
當選全系評審委員會主席，主持教師年
度考核之事。作評委已有四年，往年都
是老師們列印各種材料（課程大綱、學
生評分、發表的論文等等），裝訂後提
交給評委會，評委開會討論數次，每次
要將若干又厚又沉的文件夾抱到會議室
（這種力氣活一般由比較年輕、不容易
扭傷腰的人來做，比如我）。今年先是
因新冠肺炎疫情，學校要求避免接觸感
染，系主任遂在谷歌雲端硬碟為每位老
師建立一個電子文件夾，各人將材料上
傳，之後分享給評委。如此其實節約大
量時間、紙張和油墨，因絕大多數文件
本來就是電子版，上傳即可。正式評審
時，又逢學校因冰雪天氣改為遠程辦公
之日，評委遂使用谷歌線上同步編輯功
能和存儲服務，分別寫成書面意見，最
後召開線上會議，逐一討論，即時修
改。這些辦公工具早已普及，但無紙評
審還是破天荒頭一遭，本是情勢所迫，
卻高效又環保。

一切順風順水，但在電子簽字時，
老司機遇到了新問題：它需要用鼠標或
筆記本電腦上的觸控板來畫出自己的名
字。幾個評委努力嘗試，我在屏幕上看
他們鬼畫桃符，忍不住呵呵大笑，忙不
迭將自己靜音。最後他們放棄： 「我們
畫不來！」 改為在紙上簽字後拍照，調
整照片大小後黏貼到評審文件末端。又
問我： 「你怎麼能畫出那麼好看的
字？」 我暗暗感謝父母，他們英明神
武，當年肯定已預見到了人類幾十年後
的困境，所以賜予我一個只有五個字母
的全名（Jie Wu）。

下雪，只要不下到全市停電的程

度，還是很美的。在家喝着熱茶，看窗
外雪花落下，悠悠緩緩，好像春末晴
日，在櫻樹下靜看花瓣飄舞。我們愛
鳥，喜歡牠們靈動的雙翅，自由的生
涯，佩服牠們在極端天氣中的生存能
力。大雪後，野生動物覓食艱難，我們
會外出餵鳥和松鼠，給牠們玉米粒、大
米、小米、碎花生、碎餅乾，幫牠們度
過最困難的幾天。熱心人還發現一些凍
傷的動物，送到附近的野生動物救治
站。其中有隻爪子凍腫的負鼠，已由救
治人員裹在溫暖的小毯子裏慢慢恢復。
在得州，四千七百隻凍僵的海龜獲動物
保護人士救助，入住收容所取暖。記得
二○一七年超級颶風Harvey在得州登
陸，休斯頓有隻庫柏鷹（Cooper's
hawk）在逃生途中飛入一輛的士，停在
副駕駛座位上，司機抓拍下牠驚恐無措
的表情，立即傳遍全網。因為鷹不願離
開，司機就將牠帶回家躲避風雨，兩天
後由得州野生動物救治聯盟接走，最後
送到達拉斯附近某自然保護區放生。
「窮鳥入懷，仁人所憫」 ，萬物之靈的

人類於危難之時當然要救助野生動物，
將對動物的愛心推而廣之就是對同類的
仁 慈 。 荷 馬 史 詩 《 奧 德 修 紀 》
（Odyssey）常提到，要善待一切異鄉
人和求援者，因為他們是來自天神宙斯
的禮物。無論是疫情還是惡劣天氣，人
與人、人與動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守望
相助。

二月十九日，晴。下周即可重返三
尺講台。冰雪十日，群鳥飢寒，雪前新
購二十磅米，盡數餵鳥。所以雪化後第
一件事就是去超市：只顧着做慈善，家
裏快沒米下鍋了。

冰雪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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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開筆，首先恭
祝大家身體健康、工作
順利，生活愉快、闔家
安康！

今年雖然受疫情影
響市民難以離港度歲，
但留港過節同樣也能感
受到喜慶的氣氛，許多
店家和商場掛起了「福」
字和新年裝飾，顯得熱熱鬧鬧，
綴滿紅噹噹利是封的桃花樹和年
桔隨處可見，寄寓有好人緣及大
吉大利；街上精心打扮穿着傳統
中國服飾的小朋友及市民成為節
日一道亮麗的風景，就算是不得
不佩戴的口罩許多人也特別選用
了紅色喜慶圖案，為新年增添色
彩；接連數日的年假，市民多了
行山郊遊的時間，有人說因禍得
福，以前一有假期就會飛去外地
「充電」 ，未曾留意到原來香港
也有不少美麗遠足徑及海岸線，
現在不用舟車勞頓便可逐一欣賞
樂趣無窮，體驗不一樣的過年。

俗話說： 「我們改變不了環
境，但可以改變心情。」 當前新
冠肺炎疫情還在全球蔓延，看來
仍會持續一段時間，既然形勢如
此一時難以改變，大家何不以樂
觀開朗的心態來對抗病毒，踏實
過好每一天。綜觀歷史，人類從
誕生至今經歷了不計其數的災
難，與之抗爭最考驗世人的認知
與協作能力，人類一次次從痛苦
境遇中走出來，關鍵在於發揮自
身潛在的品質，如：守望相助、
無私奉獻，敢於承擔、勇毅剛強
等，堅守善念多為他人考慮，這
些高尚行為予人以溫情、信心和
希望，從而成為榜樣，產生積極
作用，激勵後繼者，推動社會文
明進步。在這次抗疫過程中最可
貴的是無數平凡人表現出高貴的
品質，包括：疫情剛爆發時那些

逆行馳援武漢的醫護工
作者，這種大無畏精神
展現出人性之良善；默默
無聞的志願者及捐錢捐物
的普通市民，他們用自己
的行動詮釋了何謂大愛；
還有像陳薇那樣努力研發
新冠疫苗的傑出科學家，
鍾南山團隊為控制疫情提

供科學依據和正確判斷，忍受隔
離的百姓，他們都是 「人民的英
雄」 。更難得的是中國在這次公
共衞生危機中率先控制疫情，並
研發出疫苗支援其他國家和地
區，體現了大國的擔當。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亦有提
到，困境中大家能互相幫忙照
應，做出慷慨友善之舉，乃來自
於人性中平凡的品德。作者有次
到日本旅行因颱風航班取消，要
和大量旅客滯留在一個偏僻的小
城市，幸好入夜臨急仍找到酒店
可入住，當酒店專車來接載客人
時因座位有限，同往的素不相識
的十幾位港人都有共識，給有小
孩的家庭先上車；到了酒店面對
限量供應的食物，大家也是有禮
貌地讓別人先吃，患難見真情。
嚴峻危機關頭才能考驗一個人的
真正品性。

本港爆發第四波疫情以來，
經過數月艱苦奮戰近日感染人數
有緩和趨勢，實有賴於廣大市民
自覺做好防疫措施，新春期間減
少家庭聚會，選擇到室外空曠地
方遊玩等，接下來一些表列場所
將會陸續開放，希望大家再接再
厲、繼續發揮人性中之良知，做
好自己本分，爭取早日 「清
零」 ，恢復通關、提振經濟。

辭舊迎新，祈望今年可以
「牛」 轉乾坤，大家過上正常生

活，摘下口罩重展笑容，百業興
旺、國泰民安。

疫境見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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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與一位研究香港社會的教授聊
到香港的現狀。這位教授提到目前香港年輕
人階級流動的問題。他所任職的高校中，學
生家庭收入屬於香港普通水平，這些學生畢
業之後，大多數可以找一份比他們父輩更高
收入的工作，按道理他們應當屬於向上流
動，然而現實情況卻非如此。

現實中，這些收入更高的學生中大多
數卻沒能像父輩那樣申請到公共房屋，高昂
的生活成本讓他們甚至父輩們看不到希望。
同樣，在一些學生家庭收入較高的高校（如
港大），學生畢業後的收入還不如父輩，家
境相對優越的學生若只靠自己的收入，生活
質量可能不如目前。從某種程度來說，他們
是向下流動的。

開年之後，收到了地產中介親切的新
年祝福，隨之而來的是冰冷殘酷的數字。中
介截圖了一系列關於新年伊始，某某開發商

高價投得土地，某某新樓盤開價較同區為
高，某某二手樓成交高企的新聞。中介告訴
我：再不買樓就買不起了， 「我看，今年樓
價會升百分之十五。」

從這個角度分析，或多或少能解釋一
些香港青年人對社會現狀存在的不滿，也讓
我思考：解決青年人社會流動的問題，是否
幫他們找到一份工作就算解決了呢？答案是
否定的。說到底，似乎還是離不開房屋的問
題。經濟衰退之下依舊飆升的樓價讓許多人
感到絕望，更不用說那些剛剛走進社會的大
學畢業生。收入的增幅永遠趕不上樓價的漲
幅，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在疫情當
下以及政治形勢剛趨於緩和的香港，這樣的
矛盾反而突出。

一個無奈的現實是，一些大學生在大
學期間就開始申請輪候公屋，他們預見自己
畢業之後也難以有能力購買私樓，甚至身邊

有些例子是，為了公屋，一些人寧願找一份
符合申請公共房屋收入的職業，他們寧願向
下流動來獲得社會福利，也不願向上流動。
這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不是好的現象，如果一
個人為了房子而寧願選擇一個不能發揮自己
能力的職業，無疑是人力的浪費。

儘管當局一直承認房屋是香港民生問
題的頭等大事，但現在看起來也沒什麼有效
且迅速的方式可以解決──私人樓宇價格依

舊高企、公屋輪候時間再創新高、針對夾心
層的房屋政策少之又少。

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即將公布，在疫情
之下，庫房緊張，我們不能奢望政府像往年
一樣派發大規模的福利，不過，政府一定更
加具有針對性的利用財政政策以扶持在疫情
中受到影響的群體，特別是要照顧到青年人
的就業和住房問題，唯有這樣，社會才能看
到希望。

 

































 

正月十一 祭奉紫姑

如是我見
承 言

自由談
方潤華

東西走廊
吳 捷

春節習俗



正月十一，祭奉紫姑。
古時女性把她奉為弱女子的
保護神。

圖：馮印澄
文：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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