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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天生蒲公英

古風‧啟航歌
──慶祝中國共產黨九十九華誕喜賦

                                 啟征航於南湖兮，
                                 歷經風雨。
                                 擎錘鐮於神州兮，
                                 漫卷紅旗。
                                 挽狂瀾於危難兮，
                                 中華崛起。
                                 盛世開於東方兮，
                                 昂首雄獅。

調寄憶秦娥‧勿忘國恥
──紀念七七盧溝橋事變83週年而作

                                  真悲切，
                                  盧溝橋上槍聲烈。
                                  槍聲烈，
                                  國土淪陷，
                                  日倭猖獗。
                                  中華民族同心結
                                  萬千壯士流鮮血。
                                  流鮮血，
                                  驅除外侮，
                                  氣沖天闕！

封城不封筆
文友們鼓勵大家，封城

不封筆。
城是封了，街上已一派

沉寂，好像山野郊外，不見
人煙，大家都得宅在家裏，
有的居家面積小，一家人擠
在一起，不像往常，上班的

上班，上學的上學，只剩下老人們看守家
門。

今天封城已是進入第三十七天了，看
這疫情還沒到拐點的時候，到底什麼時候才
是個盡頭，沒人知道。

我想只有天知道了。
城封了，筆沒封，寫寫什麼好呢？有

時倒是挺費周章的。
真想寫，只是寫不出東西來，巧婦難

為無米之炊。拿起筆，就是不知寫什麼好。
老伴問我，誰是方方？這方方本名汪

方，汪精衛的汪，名方，筆名方方。曾任過
某城市作家協會主席。能坐上某大城市作協
主席，如無斤両，是當不成的。可惜這國家
栽培的作家，一直青雲直上，坐上了作協主
席。一個高級知識份子，本來作家應該有作
家的情操，最起碼，她應該熱愛祖國。

像這次武漢發生如此大的疫情，全國
醫護人員，個個奮不顧身，投入抗疫救民的
戰役。多少年青的生命，為了拯救病人，而
犧牲了自己。我們這位方方大作家，眼裏只
見到陰暗面，她所看到的所有抗疫救人的戰
役中，都是些負面，旁聽耳聞的八卦新聞。
要不是全國軍民投入抗疫戰場，中國武漢能
這麼早、快就解封，善後工作，處理得有

條不紊，把關把得很嚴，防範疫情再死灰復
燃。

我們這位汪精衛的同宗，汪方大作
家，她眼裏沒看到這些，一心只想着如何出
賣民族，如何出賣國家的勾當。

「現在她的生命受到威脅」，老伴，
邊聽邊問道。

她的命一文不值，把她千刀萬剮，也
不為過。可惜打了她，怕髒了你的手，像這
種人，最好就是讓她出國，到處去宣傳她們
的祖國母親有多壞。她的生命沒受到威脅，
我相信，這種人，我想也許，連人也不是的
東西，讓她走好了。誰有這種閒功夫去理
她。我說。

老伴總算聽懂了我的意思。
中華民族怎會土生土長出這麼多漢

奸，日本侵略中國時，出了個超級大漢奸。
當今，中國正與新冠肺炎病毒血戰，最後取
得了勝利。美帝與他的幫兇們無理取鬧地說
什麼「新冠」是從中國傳出去的，中國應該
賠償全世界的損失。像這種話竟會出自堂堂
一個超級大國之口。這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頭
號大漢奸，搜集了張三李四、王老五說的，
寫出了一本《武漢日記》，沒幾天就翻譯成
英、德、等版本，一時洛陽紙貴。方方賺得
盆滿缽滿，可惜她却釘上了賣國的恥辱柱
上。

真金不怕火，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
是黑的，十個方方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最後跟老伴說。
城是封了，我的筆可不能封。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謝如意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

曾經或仍然費解魯迅先生的
詩句：「愚人愚力愚到底，
愚不可及山可移」。

為什麼費解？往往是因
為自己不理解「愚」的真正
含義。那是一種虔誠奉行大

道而心無旁騖自強不息的生活狀態。
多少世俗人之所以是那樣「俗」，就

是因為缺乏正確的信仰，根本不懂或不肯
尊奉大道而行，因而沒沒有自己的正見、
或有正見而無守衛堅持之力，於是終日隨
風搖擺，像無頭的蒼蠅飛東走西，到底是
如「盲人騎瞎馬」一無是處。卻或自以為
也很忙很有「成績」，其實其「成績」都
像「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即、到底如「竹
籃打水一場空」。

因此，在我想來做來而思之，正道恆
用力自然登峰造極！

登峰造極在有些人想來或許有點貶
義，在我想來則是追求美好的極致的意
思。這有點像杜甫之「會當凌絕頂，一覽
眾山小」的意思，其境界也如鄭成功之
「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
近，回首白雲低」。那是指人們在持之以
恆奉行大道中，如「自強不息，止於至
善」者之「朝於斯，暮於斯，久而久之，
鬼神通之」。他們老實下滴水穿石之功，
成瓜熟蒂落之事，做的實在是很有意義也
很有美感更很有效率的人間盛事！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於是，我
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理解賣油翁為啥能在倒
油的時候，高高舉起舀油的手，輕鬆地讓
油的細長油絲準確地穿過銅錢中方的孔洞
而進入油瓶；為什麼那個在靶子側等候射
箭人射箭的人，能夠那樣「神目如電」在
瞬間精準接住射箭人射來的箭身而自己毫
髮無損；為什麼一個脫稿侃侃而談的演講
者講了大半天仍能絲絲入扣頭頭是道。因
為都是「熟能生巧」！

這就像畫家在「胸有成竹」或作家在
「爛熟於心」後能夠「一揮而就」一樣，
也像發射飛船的部門既能將飛船準確無誤
發射使之進入預設軌道自動運行、又有能
力讓飛船準時按照軌道自然安全回歸地
面！

大家說說，諸如此類算不算登峰造
極？算！而所謂登峰造極者，都有一個共
同的特點：要遵循正道運行，不可有分毫
之差！

是誰在把握控制這些軌道、速度、時
間、效果呢？是那一群虔誠尊奉正道的人
們，腳踏實地的研究設計和實施所有的行
動！

其一絲不苟的精神和循序漸進的科學
態度，正如古人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一樣小心翼翼，不敢有絲毫的吊兒郎

當。這會讓那些無所遵循而一貫「任性」
「自專」甚至「剛愎自用」「頑固不化」
的人們所難以理解也嗤之以鼻的。而就是
這種率性為所欲為、任性為非作歹的人，
即使一時冠冕滿頭、腰纏萬貫、香車美人
無數，都與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
毫無關係，卻可能跟「歇斯底里」「樂極
生悲」陷在一起！就像一大堆垃圾裡蒼蠅
蜂蛹而起，人們避之猶恐不及，還能有什
麼吸引力？！他們所得的實質，就像一堆
臭水溝的爛泥，得之越多、爛泥越深、臭
氣與罪惡越重，沉淪在腐化墮落的地獄！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能登峰造
極者未必要「貌似潘安，才比子建」「帥
呆了」或「學富五車」、也未必要花天酒
地，揮金如土「傾城傾國」不可一世、更
未必要「巧舌如簧」「八面玲瓏」。只須
老老實實尊天敬地和人、安分守己自強不
息，就自然可能登峰造極於「每天都做一
點點」的的好事的自強不息裡、在如「卒
子過河」「開弓沒有回頭箭」的「止於至
善」的努力中，無可替代又無可爭議地成
為「最好的自己」、成為正道恆用力自然
登峰造極人，能夠在世俗「八面來風」中
如口含一顆「定風珠」「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閒庭信步」、能夠在「舉世昏昏」中
得「獨醒」、更能在看似「山窮水盡疑無
路」中力挽狂瀾於既倒而「柳暗花明又一
村」，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正因如上
所述種種的原因，我們不難理解，多少核
武器的爆炸成功的「驚天動地事」，原來
是出自無數像近段報道的全軍掛牌英雄、
穿過永春五里街可以直達其家鄉的林俊德
將軍這種「隱姓埋名人」；無數精英才
俊報效國家與社會的「功載九州，名揚四
海」人，植根的原來是為他們的健康進步
成長忍辱負重前行、無私無悔奉獻「鞠躬
盡瘁死而後已」的親友師長！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這些如
同深深埋藏在地底下為培育各種「好苗
子」傾其所有奉獻的「根」式人物，都是
十分成功的「登峰造極人」，不僅「天知
地知」受恩者知，而且有起碼良心良知的
人因此更不懂得「飲水思源」以「湧泉之
報」。

所謂「吉人自有天相」的「天相」是
「天助」的意思，而一切配得到「天助」
的「吉人」，就是懂得「自助」可能在正
道恆用力而自然登峰造極者，無論他們在
人前人後、是已故還是健在，他們都是家
國社會的真正的寶貝和棟樑，也是「最
美的人」，是值得全球要做最好的人們敬
仰、歌頌和學習的！

正道恆用力自然登峰造極。再回過頭
來溫習一遍文首魯迅先生的詩句大家就能
知道：社會和人類需要無數正道恆用力自

然登峰造極者。
而這些人的特質往往不

是時時不擇手段投機鑽營的
「聰明透頂」者，而往往是
不乏其「愚」的通天達地登
峰造極人。因為他們的心智
能通天達地而知所敬畏和遵
循，所以他們的人生自由自
在而光明遠大，造福社會與
人生源遠流長！

寫於2020年6月8日晨

劉先衛

誣 告（小小說）

王支書坐在鎮紀委辦公
室裡，臉上豆大的汗珠立馬
下來了汗濕衣衫。這次紀委
約談王支書跟網上投訴舉報
有關，雖然紙包不住火，東
窗事發，然王支書一臉無辜
和委屈的表情：做事光明磊

落，身正不怕影子斜。死豬不怕開水澆，
嘖嘖，我害怕個啥子喲……

經村民實名檢舉揭發，王支書在村
裡貪污腐敗的「光榮事跡」被人貼到了網
上，這下王支書成了公眾人物，也成了當
地紀委關注的重點對象。王支書覺得十二
萬分的冤屈，抽了抽煙定了定神，還不妨
給自己打打氣壯壯膽，希望上級領導明察
秋毫，幫他作主為自己一證清白，於是竹
筒倒豆子般作了匯報和交待：

張三本是只鐵公雞一毛不拔，村裡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張三要申請幾分宅基地
建偏房，說什麼我敲詐勒索巧取豪奪，其
實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國土城建部門在張
三家量地勘查填表，水都沒喝一口已過了
中午時分，見幹部還餓著肚子，由我建議
在鎮上小酒店裡定了一桌。當時張三拿不
出錢要我幫他墊上，我說一桌飯菜錢你只
出300元，煙酒超過部分全由我買單。他當
時在場坐我的車子打了個來回吃的中飯，
也沒有發表什麼不同意見。哪料夜長夢
多，張三欠我300元就是不給，現在他恩將
仇報倒打一耙，結果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
心人。

按理說傷個小手指頭，李四根本評不
上重度殘疾。李四上門求情，明擺著身體
健壯如牛與殘疾人掛不上鉤，我覺得十分
為難。李四五大三粗氣勢洶洶提著一把殺

豬刀，惡狠狠摔下500元：還兄弟呢，辦不
到也得辦到。李四可是個殺豬如麻的屠夫
呢，夢見那把寒光閃閃的殺豬刀架在我的
脖子上，為了保命不被李四提刀追殺，我
租車打的跑殘聯跑醫院幫李四辦了個二級
殘疾證，上下打點辛苦費500元算個鳥事。
我這東郭先生好心沒好報，李四這個狼心
狗肺的東西還要整我於死地，教訓深刻
啊。王支書幾乎是聲淚俱下。

王五說我索拿卡要，他全家5口瘋的瘋
病的病，系兜底貧困戶鬧著要吃底保，可
他家人緣不好，組裡評議沒有通過，最後
是我據理力爭才辦好的。天地良心我毫無
私心，只接受了他一條芙蓉王煙，就算是
我拿了人家的好處，他一家5口人一年又多
了上萬元收入。不過，那條芙蓉王化整為
零全讓我送給了組裡的群眾，一戶一包去
感化與王五有成見的鄰居，最終做通了大
家的工作。赤子之心－－日月可鑒，可我
自己可沒留一根抽一根，替人辦事還惹了
一身臊。

最後一樁，劉大麻子說我巧取豪奪，
我承認搾取了他10次共計100元。這個孤老
頭子以前當過兵，此人無所事事不但見過
大世面，還是一個經常上北京告狀的「老
油子」，長年累月持之不懈向上面反映沒
有落實待遇情況。

王支書憤憤地：我後悔的是不該給他
在申請報告上蓋章，每次收了他10元錢，
作為村裡的經費開支運轉。村裡沒有經濟
收入來源，大不了我還不當這個雞巴支
書，屁大的官。

綜上所述，句句屬實。我沒有損公肥
私剋扣挪用貪污受賄，他們舉報的全都是
污蔑誣告陷害！

馬忠

家庭題材電視劇不應被「窄化」
家庭是當代藝術的重要

表現對象。以家庭故事為主
要題材,以主流意識為價值觀
念的家庭題材電視劇，在中
國電視劇行業中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從1990年的《渴
望》到最近熱播的《都挺

好》，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家庭題材電視劇
收視率的節節攀升，此類電視劇，越來越
受觀眾的喜愛。但筆者發現一個現象，即
家庭題材電視劇基本還是喜歡圍繞著多子
女家庭說事兒，很少有表現獨生子女家庭
生活的。

眾所周知，由於「獨生子女」政策
的實施，大部分的中國家庭都只有一個子
女，這使「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模式在20
世紀90年代後迅速占統治地位。到了新世
紀之交，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多年，最大
一代獨生子女也接近40歲了，他們成長為
社會的主導力量，也帶出了更多的社會問
題，例如獨生子女的社會交往、家庭的共
處與分離、父母的養老問題等等。但為什
麼家庭題材電視劇鮮有這方面的作品呢？
原因之一，是獨生子女家庭矛盾少，沒什
麼新奇特的家庭衝突可演繹的，大不了就
是吐槽一下「媽寶男」、公主病等。這些
元素不足以吸人眼球，引爆收視率，所以

不愛拍。
家庭題材電視劇作為大眾文化時代受

人關注的傳播內容，題材不應該太窄。以
《都挺好》為例，這部電視劇中，蘇家所
有家庭矛盾的根源，說來說去就是不回應
計劃生育政策，超生造成的。如果就生大
哥一個孩子，多數家庭問題都沒有發生的
條件和土壤。今後也是這樣，沒有經濟能
力，還做不到公平對待每個子女，尤其是
重男輕女嚴重的父母，就是各種家庭矛盾
的「罪魁禍首」始作俑者，家庭「鬧劇」
不斷的源泉。這樣的劇情設計，顯然沒有
完全擺脫創作上的套路。

家庭題材電視劇走紅，與觀眾的觀賞
心態有關。因為觀眾需要從電視文化中找
到自己的影子，從而找到一種文化歸屬感
和認同感。看著電視裏的家庭不免聯想起
自己的家來；看著電視裏手足情深，不免
勾起自己的美好感受；看到電視裏親人反
目不免反思自己親歷的類似事件……觀眾
格外關心電視劇裏普通人物的命運，其實
就是在聯想自己的處境，思索自己出路。
現實生活的主體，永遠是平凡的百姓。他
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人生滋味、命運浮
沉，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獨生子女是這
個社會重要的群體，家庭題材電視劇不應
該缺失他們的聲音、少了他們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