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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銘  譯醺人

返步奉和
逸峰兄《南鄉子‧遐思》

                          謗譽任他馳，赤裸而來坦蕩歸！
                          劣酒歪詩悠世外，遐棲，笑傲紅塵亮醉姿。

                          去遠樂滋滋，兩袖清風際遇奇。
                          且喜知交盈宇內，陶怡，個個錚錚脊柱巍。

原玉：《南鄉子‧遐思》/逸峰

                          寧靜險峰巍，夏夜星空耀世怡。
                          無視疫情人類慟，矜奇，曠野悠閒勁草滋。

                          迷惑戀芳姿，塞外留連候鳥棲。
                          遊子幡然幽夢覺，思歸，何日兼程禹域馳？

返步奉和弄潮兄《椰鄉七月天》/醺人

七月椰林漫陌阡，怡然綠影直翻翩。
消融暑氣遮陽傘，啟發詩靈借箭船。
客次優差唯品酒，塵凡糞土莫談錢。
三巡半醉思吞海，兩袖空空可賣天。

原玉：《椰鄉七月天》/弄潮兒

人間何處不芳草，最美椰鄉七月天。
乍雨乍晴宜播種，時乾時濕好掙錢。
花香盈屋花盈樹，魚火滿江魚滿船。
竹寨窗前歌細細，荒郊原野舞翩翩。

給我的創世主
TO MY CREATOR

（扶西‧黎剎詩）

                                      歌頌我的創世主
                                      祂在我遭受大挫折時撫慰我；
                                      寬恕和慈悲
                                      祂在我遇到困難時讓我平靜。

                                      依靠祢的力量
                                      祢說：活着，發現在我的生命中，
                                      給我以庇護
                                      驅策着靈魂向善
                                      像一枚指南針固定朝向北方，

                                      祢使我繼承了
                                      顯赫的家世和尊貴的血統，
                                      也給我一塊鄉土
                                      沒有極限，公正和財富
                                      但缺少謹慎和運氣。

　　　　　　　　　　　二零二零年六月廿五日

劉先衛

謝如意

別了，我的老同學……
時下社交圈子現在除了

流行微信外，恐怕同學聚會
是最火爆也最新潮了，搞聚
會建QQ群，朋友圈裡的老
同學個個忙得不亦樂乎。世
界上就有那麼些人喜歡趕場
子湊熱鬧，而同學聚會也開

始與時俱進起來，它不但恐固了同學之誼
師生之情，生旦淨丑粉墨登場演繹一出苦
樂年華，也讓我們這些找到組織的人打回
了原形。來自東西南北天涯海角的同學們
在聚會歡慶的同時，看到老同學衣錦還鄉
榮歸故里，作為社會成功人士要風得風要
雨得雨，喜形於色的（她）們擁有的是掌
聲鮮花和追隨者，我們這些默默無聞者多
少有些狼狽不堪。沒有成就和幸福感的我
更是拘束惶恐不安，面對眼前現實就這樣
只好痛苦地選擇逃避，無奈放棄了參加同
學聊天聚會，也不願再接受同學三番五次
的盛情邀請。

不怕同學和外人笑話，我從小學念
到初中，由於我的智商低，門門功課不及
格連初中都沒有畢業，所以在找工作唯文
憑是取的年代失去了就業機會。人都是死
要愛面子的，為了維護我可憐的自尊，我
自少養成了孤僻的性格，不願與老師同學
交流，不願接觸新生事物。因為在校期間
的敏感多疑鑄就了我悲劇式的一生，走上
社會同樣不願與世俗為伍，以致被疾病纏
繞被失業打擊被貧窮折磨後，磨去了人生
所有的鋒芒。從此我生活在極度自卑中，
一直跟同學鮮有來往和聯繫。再說，念小
學也好初中也好，分別了幾十年許多事早
已淡忘了，見面甚至連名字都喊不出來幾
個了，還有同學之間聚會的話題多半是我
不感興趣的，而無趣也就等於無話可說，
沒有多少共同語言和愛好的聚會如同一杯
白開水，多喝一杯仍淡然無味。我的成長
可以說是一部平庸史，不會經商不會打工
碌碌無為與世無爭，遇到困難挫折自甘墮
落，也缺少與命運抗爭、奮鬥的勇氣。越
接近優秀的老同學，越讓我感到空氣窒息
心情沮喪。因為自慚行穢心裡一直比較壓
抑，在老同學面前，我不能自己揭開這
些年的傷疤，日子雖然過得極不順暢，但
我不想增添同學們的麻煩破壞同學們的心
情。其實你不欠他（她）們的，（她）他
們也不欠你的，何況隨著歲月的更替與年
齡的增長，彼此的鴻溝和距離越拉越大，
我們也變得越來越陌生。

歲月是把刀，刀刀催人老。20年前我
是一個不諳世事不求上進的毛頭小伙，30
而立後我仍一事無成40年後我幾乎淪落街
頭。我的一生在極度的詛喪和無望中掙扎
度過，除了至愛的親人，我的愛人兒子、
父母、兄妹這些血緣親情，還有誰能夠在
我生命中長駐停留，此生值得我去感動去
回憶去珍藏？沒有同學可以交往沒有同事
可以聊天，生命中就那麼寥寥無幾的不鹹
不淡的幾個朋友，也由於我的冷淡漸漸變
得疏遠了。我不是一個性格開朗之人，所
以與同學、朋友無法肝膽相照，40年的人生
風雨已將我的內心侵蝕得千蒼百孔，不得
不極力關起門來掩飾著自己的傷囗，故步
自封猶如井底之蛙。這些年與世隔絕近乎
苦行僧式的生活，哪怕同學、朋友不經意
間的大笑和發嗨都會神經過敏，他們富可
敵國得意忘形，而我不顯山不露水，在學
校時學習成績一塌糊途，在社會上一文不
名，所以與同學的交往在心裡無形中隔成
了一堵牆。我蹲在牆角冷眼觀望，同學們
在朋友圈裡開心地發紅包，工作呀福利呀
旅遊呀消費呀，外面的世界別人的幸福真
的與我無關。

在同學群裡拋頭露面談笑風生，永
遠是那幾位衣著光鮮生活優雅的幾個紳士

淑女，也永遠是那些時髦、前衛、新潮的
話題。我仍然是那個班級坐在最後角落裡
的差等生，上課低著頭默默無語，放學了
腳步輕輕形單影隻。在熱鬧的同學群裡我
更像一隻孤單、無助的醜小鴨。有時我天
真地認為那些在同學圈裡失去了話語權的
老同學，心情該是怎樣的尷尬和低落？我
甚至窘迫得連鑽進地縫的想法都有了。我
的那些老同學，你們真正瞭解我嗎，你們
真正認識我嗎？我轉過學留過校降過級，
在學校在班集體裡我像一隻受驚的野兔，
一個不惹眼的差等生一個不合群的另類同
學。幾十年過去了，我仍然沒有進步沒有
改變，只是一個窮光蛋而已，有的只是年
齡的增長面容的蒼老。老同學，你們在同
學圈裡聊豪車聊房子聊職稱無非就是要告
訴大家你擁有了多少財富，當然你們的生
活是值得我們眼紅羨慕的，掙錢的輕鬆花
錢的瀟灑更是大家學習的榜樣。可踮起腳
尖仰望別人是件多麼累的事情，我是一個
社會的低能兒，不得不悲哀地承認，不要
怪老同學在同學群朋友圈裡談事業，人家
有這份實力榮耀，不要怪自己命不好，而
是自己根本沒有努力過。

我需要告訴老同學的是，我不酗酒
我不打牌不喜歡浮躁但喜歡安靜，喜歡一
個人呆在獨立沒有世俗煩擾的空間，我唯
一的愛好是玩上了文字遊戲。當我一個人
無所事事，還在網絡論壇空間瞎逛逛的
時候，我已被今天流行的微信朋友圈淘汰
了，等我氣喘吁吁建了個微信，可笑的是
我成了一個光桿司令。別人不加我我也不
加別人，在萬能的朋友圈玩微信不但要有
能耐，還離不開朋友的捧場，而我實在不
喜歡交朋友，說真的我也沒有什麼知心朋
友可交。我活在謬斯女神的世界裡，以
書為伴，與文字執手，才覺得人生充實
而精彩。有同學曾告訴我生活無非就是
吃喝玩樂，人生苦短該瀟灑就瀟灑該行樂
就行樂。可是我性格不合群不隨大流，在
熱鬧的同學群裡我瀟灑不起來也快樂不超
來，那種燈紅酒綠窮奢極欲的生活更不適
合我。我有自已的生活方式，雖然窮，但
要有尊嚴地活著，妒嫉別人其實無異於貶
底你自己，生活在他人的光環裡你永遠不
會成功。面對所有事業上的強者與弱者，
所有生活中的幸運者與不幸者，人家根本
不屑一顧漠不關心。我唯有選擇尊重，也
沒有資格和理由去嘲笑和傷害別人。我不
是吃不著葡萄嫌葡萄酸，天上攘攘無利不
往，這個圈那個圈，無非就是名利圈。可
能我說的話有些偏激，你若不信，等你不
是老闆不發紅包的時候，你這個所謂的朋
友圈同學群其實也就不存在了。毛之不
存，皮將焉附？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世
上沒有不散的宴席，人生不過一場戲，成
功者表演的淋漓盡致，失敗者難以入戲。
時光如梭，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緣起緣
落，緣生緣滅，正是夢醒是分，因為苦澀
地愛上了一份沉重的孤獨，白天的時候，
我掩飾著脆弱和不如意，只有在夜幕降落
的時候，才會在無人留意的黑暗角落獨自
舔舐著自己心頭的創傷，將鹹澀默默吞進
腹中。

任思緒於黑暗的沉寂中自由放飛，回
首與同學們交往的點點滴滴，莫不傷感、
迷茫、徨彷……同學是我們青春路上最多
最重要的人，是陪伴你生活學習的人，是
給你動力給你壓力的人，可惜我沒有好好
珍惜。也許，相見真的不如懷念，就讓所
有的愁悵與哀傷隨風飄散，多麼渴望塵世
中的愛和恨與天地融在一起化為無形。揮
揮手，不要說再見。別了，我的老同學！
漫漫人生路，除了祝福你們我還是深深地
祝福……

餐風飲露萬年龜
「吃貨」是許多人愛

調侃自己的詞，狼吞虎嚥胡
吃海喝，更是一部分人愛顯
擺的「闊」。於是，「什麼
都敢吃」就進了「達人」的
「花名冊」。這就像當年的
阿Q的「革命」觀：「我要

什麼就有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哪怕在
被殺頭前讓他畫一個圓還畫不圓的時候，
他還「響噹噹」地冒出了兩句「孫子才畫得
圓」、「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阿Q真的很有預見：過了不止一個
「二十年」，足「是」了何止「一條好
漢」；這些「孫子」精通「潛規則」辦事
「才畫得圓」。胡吃海喝只是阿Q們長辮子
末梢的油煙、「吃貨」只是動不動十多車金
塊、珠寶和鈔票外面的簡單「包裝」。而那
吃不進又吐不出的，就都卡死在密室裡「光
榮」著，正如慈禧太后的死屍口中和「夜明
珠」和周邊的金銀珠寶金光閃閃。

都說「北京看城頭，西安看墳頭」。
就不知道東京、南京有「城頭」、雄安南安
有「墳頭」否?也不知道還有魯迅在寫「城
頭變幻大王旗」的詩歌或《墳》的文章否？

我這時正如一首歌裡唱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樣，對世事我不知
道。我只感到所處的空間很狹小、很黑暗，
也很潮。但由於我在黑暗中「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般地「移動通訊」般的努力活動，
所以雨水或污水總能在我腳邊經過不至於堵
塞，我也可以在小小的涵腔裡感受絲絲的熱
風和寒氣，但要透入一點光明是千難萬難
的，因為周圍是水泥地板和磚牆圍砌而成。

也許因為長年累月偏安一隅安之若
素，沒有光怪陸離的社會來勞我眩目、也沒
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物質來任我「玩物喪
志」、更沒有靡靡之音來騷擾我的耳鼓乃至
褻瀆我的靈魂的緣故，所以我竟然隱隱可以
感應到在涵腔的緯度以下，夾雜著部分鋼澆
鐵打密室，也纏繞著許多不可告人難見天日
的「內幕」。但是這像兩條平行線上的鐵軌
不相聚，不能打擾我的「面壁」般的生活天
地。請不要問我在涵腔裡吃了些什麼用以維
持生命，因為婦孺皆知的是：萬年的老龜尚
可以靠餐風飲露來保持著與大自然的聯繫、
也維持著自己與世無爭的微小的生命。

請也不要小看了「不用一錢買」的
「風」和「露」，那是大自然裡日日夜夜源
源不斷提供的資源。只不過，哪怕是這樣，
我也是如同「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一樣，

只是懷著恭敬的感恩的心情、知足的心態而
適當地享用我適宜享用的那一份而已。因為
我知道：大自然的資源貌似無限其實也是有
限的，大自然博愛萬有也把資源讓萬有分
享。我們本來沒有為大自然奉獻太多什麼，
怎能不知天高地厚地任意揮霍大自然給萬有
的有限的寶貴的資源呢？！

因此，默默躲在涵腔裡的我，很想不
通有的人怎變成了恣意搶佔自然的土地等不
可再生的資源為己有，又借此本是大家共有
的資源來向大家敲骨吸髓的妖魔鬼怪、也不
明白為什麼總有那樣一些人，它們毫不知感
恩天地和惜福，不懂得或不肯珍惜一粒米、
一度電、一條線、一滴水、一寸布、一段緣
等等。有人也許也在吟誦「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但是他們的行為卻是舉手投足毫不「量入
為出」「點到為止」，而卻妄逐「任性」胡
為，於是，暴殄天物成了他們的「常態」，
酗酒的酒鬼、眼紅的賭徒、失控吸毒者、
輕狂的嫖娼者、凶殘的殺人犯、歹毒的詐
騙犯、野蠻的盜賊等等，都成了他們的「特
色」「名片」，這導致天怒人怨也就是必然
的結局。可是他們還未必知道要悔悟改正、
或者知道卻像上了「毒癮」而難以改正，於
是乎「一失足成千古恨，轉回頭已是百年
身」。他們不僅沒悔改，還如蠅逐臭地把這
些醜事作為創作的題材無限誇張典型化以宣
揚，借助一些美貌女人和健俊男子的外貌，
在電視和視頻裡炒作一幕幕吸毒販毒的「故
事」，好像必定要把全天下都把吸毒和販毒
「常態化」，如同外國某些想把「同性戀」
「合法化」一樣。這樣在一些文化陣地上充
斥著腐敗墮落野蠻荒淫無恥的鏡頭，為那些
暴殄天物甚至逆天害人的「害人蟲」們的不
務正業貪取暴利鳴鑼開道，真是「是可忍，
孰不可忍」！

還記得有人漫畫烏龜是「滿身盔甲，
並非好戰」的事吧？都知道「小心駛得萬年
船」，可是總還是有那麼多「人為財死，鳥
為食亡」般的「摸著石頭過河」者在蠶食良
心和鯨吞公益「熱鬧」著。而我只說餐風
飲露萬年龜，覺「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
也沒有」，相信「吃得草根的人是不可戰勝
的」！

餐風飲露萬年龜。在「一切向錢看」
的時代說「餐風飲露」是很不時髦或曲高和
寡的。但只要品得「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的真味，這就是「小菜一碟」了。

寫於2020年6月3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