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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與守望：泉籍菲華作家小說中的人物創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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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望鄉人。一些早期的華人華僑
雖然已經融人了當地生活，但他們又無法完
全認同異族的文化觀念和價值取向；而故國
家園的遠離，又讓他們深深感受到了民族文
化精神的缺失，得不到居住國認同與讚許的
疏離感與漂泊感，守望而不得的無奈，正是
這類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徵。正像泉籍菲華詩
人云鶴的著名詩作《野生植物》中所描繪的
「野生植物」意象：「有葉／卻沒有莖／有
莖／卻沒有根／有根／卻沒有泥土／那是一
種野生植物／名字,q／華僑」。 特別是當原
有的母體文化與居住國的客體文化之間產生
衝突時，這種無奈尤其深重，他們覺得自己
仍然置身于社會「邊緣」，是文化身份模糊
的「他者」。如張燦昭的《水蓮族的故事》
不僅書寫了未獲得居留權的華人生活的痛
苦，也書寫了那些已取得正式居留權，入了
菲籍的華人的迷失，雖然「已經是落地生
根，開花結果，不再是逐水漂流的水蓮」，
但精神的失落和生命的無奈又讓他們在江文
斌死後觸景傷情，緬懷往昔，「說來說去，
咱們都是給那個鬼身份坑害了」。由此可
見，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也彌
合不了文化衝突和迷失在華人心底所刻下的
傷痕。小華《龍子》中那個忘不了「曾經養
育他長大的老窩」、忘不了「父親在榕樹
下佇立的身影」的華人陳中俊的形象也很鮮
明，他為兒子不講閩南話而惱怒，為女兒
「盡量在他面前講閩南話」而歡心，並且經
常夢到自己回到家鄉，見到牛，見到鄉野，
但是事業未成無顏回鄉，只能終日惆悵不
已。類似的人物形象還有若艾(吳湧泉)《香
火》中的吳祖澤等。這種精神上與文化上的
迷失，讓他們把遙遠的故鄉當作一種可望而
不可及的精神寄托，因此，即使是奮鬥有成
者，鄉愁也是如影隨形。總之，對故土文化
發自內心的守望，可以說是菲華小說通過這
類望鄉人形象來確證華人本質力量的無奈之
舉。

執著的尋根者。菲華小說中那種執著的
尋根者形象，大多是第一代華人移民族群。
他們在中國的時空裡長大，有深厚的民族感
情，保持著故土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
講地道的民族方言。早期因生活艱困而漂洋
過海遠徙菲地謀生者，在菲地奮鬥經年，如
今事業有成，但渴望回歸故里，落葉歸根，
回報那片曾經養育過他們的土地和親人。正
像劉登翰先生所說的：「在中國傳統的文化
中，極為重視『家』和『鄉』的觀念。家是
血統，鄉是血統所依附的土地」。７根深蒂
固的鄉土情結深深地影響了中國人的生存觀
念。中國古語有「父母在，不遠遊」，從一
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對家園和土地的眷念，
這就造成了華人在海外的孤兒心態或邊緣心
態，由此也導致了他們執著的文化尋根意
識。菲華作家林忠民在《失根的蘭花》一文
中寫到：「對祖國山河的嚮往，乃是將景
物、情懷、史記、思想當作不可分割的一
體。昔日海外華人看似是失根的蘭花卻並非
無根。萬千蘭種，從未失本土膏壤，卻根連
著五千年文化的內涵，充滿生機」。８小華
(陳瓊華)《還鄉客》中的華人尾華已經在菲島
創下一份不小的家業，但仍孜孜不忘當年出
生的搖籃血地，並通過回鄉探母執意去尋找
自己的民族之根。

司馬文森的《歸來》則以一位老華僑
當年捨妻別子南下菲島打工十三年，最後決
意「帶著幾件簡單的行李和全部的積蓄，回
到祖國」的經歷，生動地表現了菲律賓華僑
「葉落歸根」的獨特追求。若艾《香火》中
的華人吳祖澤不惜借錢讓三個孩子讀中文，
因為「你們的父親是中國人，一定要讀中
文，將來我們要到中國去了」。仞青的《出
外人》則寫出了海外華人思念母親、妻子、
孩子的真切心情，並且發出了「我們為什

麼要出外?我們的祖先出外過，我們也出外
了，奮鬥與守望：泉籍菲華作家小說中的人
物創造而以後我們的孩子又步人我們的足跡
而來。難道除了如此，我們就沒有別的道路
可走」 的質疑，由此對海外華人的命運遭際
進行了獨特的反思。雖然也有不同角度的反
思，如詩人弘認為「世界村」已經出現，根
與家的觀念已改變，移民家庭不再是過渡的
家庭，更不是變態的家庭。回鄉不回鄉已不
重要，只要我們心中有鄉，我們仍然愛著自
己的民族，我們絕不是失根的蘭花。十但仍
有這麼多的華人執著于對民族文化之根的追
尋和眷念，可見具有五千年璀璨文明的中華
民族文化的巨大感召力。

早期泉籍菲華作家大多因生活所逼，背
井離鄉遠赴異國他鄉創業謀生，也許各人出
外的途徑不同，發展的情況迥異，但以自己
對華文文學的熱愛來守望故土家園和中華文
化卻是他們的共同之處。其筆下所創造的人
物形象，表現了他們在異國他鄉艱苦奮鬥的
生命歷程和心理經驗，也傳達出他們守望故
土家園和中華文化的獨特情感訴求。

回歸民族文化的情感訴求。泉籍菲華作
家身處的是一個漂移的世界，雖然不少作家
已融入當地社會，取得菲國國籍，但是「他
們離鄉不離俗，雖僑居國外，仍執著地作
為一個中國人在當地生活著，講的是家鄉方
言，習的是家鄉風俗，按祖國的傳統觀念待
人處世」 。但兩地文化背景的差異使他們有
一種深重的離散之感，而且隨著去國越久，
年歲日長，這種孤獨感越發深重，他們也越
發眷念當初的「搖籃血地」和自己所從屬的
民族文化之根，這又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故
國家園的執著守望和牽掛。然而水天相隔，
家山難回，他們一方面要應付生計，一方面
還要對付當地民族主義情緒的重重阻擾，再
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動亂，他們回歸
的願望和訴求只能寄托于文字書寫和他們筆
下的人物，可以說，菲華小說大多已成了他
們排遣苦惱宣洩慾望傳達訴求的一種獨特途
徑。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小說中的人物
在異國他鄉生活，難免要經歷他族與本土文
化、他族與本土價值觀念之問的抉擇，他們
矛盾過，掙扎過，但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對
中華文化的堅守。這在大部分泉籍作家的創
作中都有體現。同時，更為深刻的是，不少
作品還巧妙地傳達出已「落地生根」的華人
依然堅持守護母體文化的獨特情愫，如亞藍
的《風雨牛車坊》中的華人羅明雖然娶了菲
女為妻，但卻十分注意向她灌輸華人的民
族文化，使這個地道的菲律賓女人也中國化
了，那一口字正腔圓的閩南話，講起來比
誰都標準，甚至操辦起「唐山」的風俗習慣
也相當純熟和頂真。黃梅(黃珍玲)則在小說
《齊人老康》中塑造了一個與華人僱員老康
生活了二十年的菲律賓女子瑪利婭的形象。
因為老康來菲之前在中國老家已有妻子，所
以瑪利婭雖是六個孩子的母親，卻一直沒有
名分。但她仍然融人華人家庭，遵從華人習
俗，不辭勞苦地操持家務養育兒女，和老康
一起度過許多難關。在作者筆下，瑪利婭已
經認同了華人文化，是一個已經「華化」了
的「他者」。作者還借老康之友的口讚揚她
的賢惠，實際上是言說了「自我」，由此傳
達了中華民族文化強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
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作家對民族文化的堅守
和回歸的情感訴求。

家國情懷的獨特書寫。不管在異國他鄉
拚搏多久，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難和挫折，華
人華僑的家國情懷始終不變，正如泉籍菲華
作家柯清淡在散文《五月花節》裡所寫的，
他給自己的五個孩子起了「軒轅、桑梓、龍
種、向華、醒獅」這樣中華民族符號很強的
中文名字；他甚至因為「身穿洋服」定居異
國「茫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度還鄉」而不

斷地鞭打自己的靈魂：「恰走經那代表祖宗
聚居處的祠堂的門口，便心生自疚地不敢正
眼視之，也下意識地恐怕會從祠堂內跳出一
位卅代前的先人來把我喝止、拖住」 這種
深入骨髓的家國情懷也是泉籍菲華文學中最
感人至深的地方。另外，家國情懷還表現在
他們創造了一系列抗日救國的旅菲愛國華僑
形象。少年時漂泊到菲律賓當童工的泉籍作
家司馬文森的長篇小說《南洋淘金記》是
以菲律賓1928年至1931年的動盪社會為背景
的，塑造了何章平等一群閩南青年來菲謀生
過程中積極投入國內抗日戰爭的動人形象，
表現了旅菲華僑抗日愛國的高尚情操，感人
至深。杜埃的長篇小說《風雨太平洋》也是
熱情洋溢地描繪了菲律賓華人華僑從物質和
精神上盡其所能地支持中國八年抗戰的動人
故事，其中還塑造了華僑青年吳青和菲籍少
女瑪麗亞在華僑抗日武裝「華支」中並肩作
戰，共同抗擊日本法西斯保家衛國的生動形
象，許多場面十分感人。總之，不管他們拚
搏的結果是成功抑或失敗，他們奮鬥、創業
以及保家衛國的艱苦卓絕歷程已經展現了華
僑華人大氣磅礡充滿正能量的生命追求和感
人至深的家國情懷。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
泉籍菲華作家不僅書寫了他們守望故土家園
和中華文化的情感訴求，也通過他們筆下的
人物創造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陋習和局限性進
行了清醒的審視和形象的批判。這是泉籍菲
華作家表現得最獨特最有深度的亮點之一。
林泥水的《夫人媽》通過一對夫婦的形象，
對傳統文化中遺存千百年的封建迷信和愚昧
無知進行了諷刺和批判。小說中，科明、尹
嬌夫婦對兒子小福生病就醫的意見相左，科
明堅持上醫院，妻子則受封建陋習影響相信
「夫人媽」的香灰，幸得堂弟幫忙，揭穿了
夫人媽的把戲。這種充滿嘲諷色彩的書寫頗
具社會意義。施柳鶯的《段坊》通過一個與
人相好卻被聽信讒言的兒子所殺的寡婦雪蘭
的悲劇形象，獨特地反思了民族文化中壓抑
人性扼殺女性的封建倫理道德，其批判意義
更加深刻。董君君的《肚臍眼的橘樹》則真
實地呈現了貧困重壓下親情的脆弱，揭示了
家庭不和諧的根源所在。泉籍作家之所以能
對傳統文化做出如此清醒的審視和反思，我
想一方面是來自于他們超越民族與地域文化
的胸懷與視野。一旦他們走出國門走進另一
個包含歐洲、美國和菲律賓本土文化在內的
多重文化氛圍中，不管他們如何堅持和守望
自己所固有的民族文化，也不能不因異族文
化的衝擊而深受影響和啟發，從而開闊了眼
界，再反觀本民族傳統文化，就會有更清醒
的認知和把握。

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們對自己賴以為
根的民族傳統文化的愛之熱切，尤其是當他
們遠離故土家園之後，那種無法避免的孤兒
心態使他們對母體文化的依附感和歸屬感變
得更加強烈，那種唯恐失去根基無所歸依的
恐懼感也與El俱增，這些都促使他們希望自
己的民族文化變得更加美好，希望自己的民
族文化能揚長避短，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精
神，去除醜陋、落後和愚昧的負面部分，由
此增強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有力
量與異族文化抗衡。也許，這就是泉籍作家
在其小說書寫中能對傳統文化做出如此審視
和反思的原因所在。

總之，泉籍菲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來源
于菲華作家在海外異域的人生體驗和情感經
驗，傳達出了他們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和獨特
訴求，並以其獨特的「文化屬性與文化言說
語境」，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審美經驗，也給
世華文學的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藝術形象，
不管這些人物形象具有多大的影響力和震撼
力，他們畢竟在中華文學的星空中留下了獨
異的光亮，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值得我們
關注和思考。

〈催眠〉

          夢中數羊
          數一隻宰一隻

          床上堆積著
          慾望宰殺的夢

〈夢遊〉
滾床單成波濤
夜仍無法入眠

縱身夢的深崖
撞破滿頭星月

〈晚秋〉
          尿頻的夜，好涼

          起床拼湊月色滴落的靈感
          輕觸枕邊的你
          淚猶濕，句不成詩

〈眼界〉
          小小的一顆眼針
          就能擋住你的視界

          一滴透明的眼藥水
          就能擦亮你的世界

2020-5-8

〈牙籤〉
          誰吃飽了撐著
          愈來愈大膽
          竟敢探入我的
          虎口，挑剔

2020-5-31

[散文詩]

故事 

許露麟
時間，在此又跟我一起失眠，遙望

夜空散滿星星不停眨眼媚笑，還有許多

夢涼曬在彎彎如刀的月上。

已不小心在洗滌扭干中被扭曲得遍

體都是傷痕的我，總是揪心要把還沒有

結局的故事都忘掉，如那一顆恆是懸吊

在眼眶一角顫抖很久的淚珠，渴望沿著

滿臉歲月雕塑的紋路滾落到大地。

而消失的我卻又癡癡地在手機一

頁一頁重新翻轉那已故之事，像想與充

滿慾望的女體蛇般地再次纏綿成四面焰

火，藕絲不斷焚燒不熄地非把快變為焦

土的廢墟燒出城堡的我。

驟然想起還有一則信息猶未閱讀之

後，是否該回復一首看完後就永遠睡不

著的詩，來和我對坐對峙的我，又自責

又內疚，也許該再死去一回似以往久久

地不要再拖累時間，以及時常被我踹下

床的棉被，依然暖暖緊緊裹住我。

在冬夜裡，大街小巷我見到許多走

失的落魄靈魂，都在匆促顫抖中尋找回

家的路，在路燈下散落的媚笑依舊颼颼

于冷風熱潮間。

我開始埋怨此處為何只會飄落細細

的雨絲，而不是白皚皚的雪花，茫茫掩

歿所有不悅的故事凝結為一座晶瑩剔透

一塵不沾冷冰冰的墳，讓我追憶而無能

再翻滾它 !

抗疫閃小說五篇
桐桐是隻貓
文/葛安榮

 桐桐，我叫他貓。
貓大概聽見鑰匙抖動的聲響，伸長脖

頸，直直地凝視我。
「爺爺，帶我去小區裡玩玩。」貓兩隻

小手摩挲著沙發墊，眼光裡波動著祈求。
我 說 ： 「 我 出 去 做 大 人 的 事 ， 不 是

玩。」
貓垂下眼皮，低低地說：「我不去遊樂

場。我就在小區裡玩一會兒好嗎？」
我愣了愣。以往春節，貓從南京回來，

我習慣帶他去縣城最大的遊樂場玩。他每次
都玩得滿頭大汗。

我說：「貓你真貪玩。」貓不知從哪兒
學來的話：「腦殘的孩子不貪玩。」

我邊帶口罩邊按按貓的頭：「你就貓在
家裡玩玩！」

貓頭昂昂的：「我也要帶口罩，戴口
罩到小區裡玩一會兒。」貓纏著我，用手撓
我，拍打我。

「聽話聽話，戴口罩也不能出去！」我
邊說邊換鞋。

貓生氣了，撅撅地。呼呼地一躥到陽
台，又從陽台蹦跳到我面前。貓的眼睛裡爬
出兩顆淚珠，亮霍亮霍的，順著臉頰一滾到
嘴唇。

我走到樓下，回頭望見貓趴在窗台上
一動不動，兩隻手掌貼緊玻璃，像一隻真的
貓。

我走兩步，再回頭，發現貓仍然固定著
不變的姿勢。

二病人
文/北塔

 某醫院病房，為雙人間，二患者各據一
床，其病不輕亦不重。

親友紛至沓來，探視陪伴。
病人甲曰：「多謝諸君，忙中抽暇，來

探視不佞。余病無大礙。此間有郎中醫治，
有至親陪護。衣食無憂，足矣！諸君各有家
小，各有生計之壓力，春耕夏耘，耽擱不
起。請回去打理。」眾人依依不捨而去，不
時來信，問寒噓暖，不時亦有攜新米鮮果再
來探視者。

及愈，友誼更甚。從此，歲月靜好，各
自終老。征諸文獻，無蹤無影。

病人乙曰：「哎喲喂！痛哉痛哉！余
病甚重！恐不久于人世也！雖有郎中精心，
兒郎慇勤，不足以助余康復。務請諸位日夜
陪床，陪余聊，陪餘飯，陪余屎尿。同生共
死，方見大義！」眾人念往日情面，不忍離
去；懼道義綁架，怎敢走開？久之，有田野
荒蕪者，有店舖倒閉者，有妻子離散者。陳
米耗盡，新糧未至。

病人乙及其親友相率故世，非死于病，
而亡于饑者。

然終得義士之名，赫然史乘焉。

答案
文/程思良

 盯著佈滿密密麻麻名字的紙，糾纏了他
許久的那件事，終于有了答案。他覺得該跟
芳芳談談自己的想法了。

晚飯後，他將芳芳叫進書房，和顏悅

色地說：「芳芳，你不是多次問我，我們科
室裡的劉洋與鄭隆，誰更適合你嗎？因為他
們都是我的得意弟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我
一直拿不定主意。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答案
了！」

「爸，是誰？」
「我覺得劉洋更適合你。他勇于擔當，

很有責任心，靠得住！」
「爸，你怎麼知道的？」
「你看下這份名單，就明白了。」他從

口袋裡掏出一張紙。
芳芳打量著這份馳援武漢抗疫醫療隊志

願者名單，發現了父親與劉洋的名字。
「爸，你們什麼時候出征？」
「明天上午。」
「我要去為你和劉洋送行。」
「芳芳，你也有答案啦？」
「爸——」芳芳輕輕擂了父親一拳，臉

上騰起了兩朵紅雲。

回家真好
文/米麗亞

寶寶 望著我，奶咀從他咧開的口掉了，
臉上盛開著梔子花。

 他摸摸身上的防護服。
 牆上二年前自己結婚時的巨幅全家福，

人人在對著自己笑,新娘子甜甜把頭偏向自己
肩膀。那一天，我給自已下了一道死軍令。
老婆，今生今世，我都會保護好妳和我們的
寶寶，陪妳漫步公園，他用手撫摸著老婆肚
皮。我們一起陪著寶寶長大。

倆人夢囈般的暱暔。
爸媽呢？我都在客廳發呆了這麼久。
他腳步特別輕，瞄向㕑房。
自從有了大胖孫子，二老一輩子的鬥

嘴，一天之間鬥完了。目下專題是一同實踐
營養歹。苦刨育兒經。

二老最愛的廣場舞一下子失寵了。

屋裡靜悄悄。
他穿窗一望，認得寫有支援一線橫幅

條，泊在路邊的車，是自己醫院的。妹妹拖
著行李箱，車門開了，妹妹立時上去。爸媽
和老婆拉著車門。依依不捨。

妹妹和自己同一醫院不同科工作，她是
急救室最年輕的醫生。

他急抬腳，幾然穿嗇而出，飛進了醫院
的車。

你說誰失常
文/葛安榮

 小區裡有條景觀小河，齊膝蓋下的水
深。看見水底一簇簇綠色苔蘚和衰敗的枝
葉。多條不同顏色的景觀魚來來回回遊走。

小區裡人喜歡到景觀河邊散步。不過，
現在來的人不多，大都步履匆匆像有急事。

他與我擦肩而過。口罩密封了一張臉，
但裸露的額頭上的疤痕告訴我，他是曹。曹
是我酒友，他能喝，一斤不醉。常常英雄氣
概，說，男人不喝酒，死了變黃狗。去年開
始我不喝了，曹怒慫我多次，說我怕死，我
的命比他的命值錢。他說他不怕死。

我感覺到曹的步子略微節奏緩慢一下，
很快又調整加速。

我摘下口罩，從背後大聲叫曹：「跑什
麼跑？不認識我了嗎？」

曹扭過頭來，嘴唇掩在口罩裡一動一動
的，像草叢中蠕動的甲殼蟲：「非常時期，
大家都保重！」一句話丟下，又急乎乎轉
身。我火了：「我是新冠還是舊冠？你避之
不及。」

「你失常了。」
「你說誰失常？」
我與曹紅著臉爭辯好大一會兒，回家後

想想，大可不必與曹翻臉。看微信，發現他
把我屏蔽了。我心裡的火氣重燃，直接把他
的電話拉入黑名單。

薪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