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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步奉和逸峰兄
《踏莎行‧南瀛之歌》

                          國酒深嚐，詩篇淺鑄。通風一脈相如賦。
                          單弦獨撚也蕭條，知音合奏方成趣，

                          聚飲酣歡，唱酬陶煦。方今以古天涯路。
                          醉當和尚化文緣，南瀛集眾敲鐘鼓！

原玉《踏莎行‧南瀛之歌》/逸峰

                          海韻濤聲，道情漁鼓。季風時雨水天路。
                          鄉音不忌共歌吟。同舟馭浪胸襟煦。

                          小令抒懷，豪詞釋趣。錦箋星網丹心賦。
                          繼承華夏古文明。唐鐘漢鼎南瀛鑄。

大選百日倒數　小心美更瘋狂
美國政府上周突然單方

面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總
領事館，令中美緊張關係急
速升溫。其後，美國政府不
但放任執法人員強行闖入總
領館，公然違反國際法和國
際外交基本準則。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更於23日發表充斥著冷戰思維及偏
見的涉華演講，不斷以謊言煽動仇視中國的
情緒，意圖誤導國際輿論。

惟從美國政府對關閉中國總領館給出
的不同版本理由，以及美國單方面挑起事端
的時間點來看，所有事件無非只是特朗普政
府策劃的助選活動，其目的是想利用大肆炒
作「中國威脅論」和向中國極限施壓，營造
出自己對華強硬的「政績」，以圖遮掩在國
內處理種族衝突和抗疫失敗的頹勢。可是特
朗普這種非理性的行為，不但令國際社會及
美國民眾反感，亦將會使美國蒙受更大的損
失。

封館理由難圓其說 
自上週二（21日）美國政府單方面提

出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要求後，美國
官方及特朗普一眾幕僚給出了多個不同版本
的閉館理由，其中包括了「保護美國國家安
全」、「保護美國知識產權」、「保護美
國民眾私人資料」、「不滿中國疫情不透
明」、「保護美國經濟和就業崗位」及「中
國利用領事館發展間諜活動」等，理由之多
令人咋舌。

然而，這些所謂的「理由」全部蒼白
無力，亦明顯與事實不符。要知道，美國疫
情失控全因特朗普漠視而導致，與中國政府
根本毫無關係，將其作為關閉領事館的理
由，完全是顛倒黑白。其次，中美兩國在知
識產權、經濟和就業崗位幾個方面的糾紛，
自中美貿易談判之初就已經存在，亦與領事
館這類外交事務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美國政
府在此時才突然將知識產權等經貿問題，提
升至外交層面，更做出有意與中國斷交的行
為，不禁令外界懷疑其背後目的。

事實上，若從特朗普民意支持率持續
下跌，以及美國大選進入百日倒數兩方面來
考慮，便能明白特朗普單方面策劃的閉館事
件，僅是一場助選活動而已。

煽動反華意在選票 
其實受美國新冠病毒疫情確診個案居

高不下的影響，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月來持續
下跌。據民調顯結果顯示，民主黨候選人拜

登的支持率上升至51%，特朗普僅為40%，
民調差距的百分比首次擴大到兩位數。同
時，特朗普不但在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及明
尼蘇達這三個關鍵搖擺州的支持率落後於拜
登，就連被稱為共和黨鐵票倉德州的支持率
亦被拜登反超一個百分點。

縱使特朗普已經重新調整競選策略，
自7月開始恢復主持疫情簡報會，呼籲民眾
在無法與其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時戴上口
罩，以圖打造積極負責的抗疫形象，但居高
不下的確診及死亡數字，以及低迷的經濟，
持續困擾著特朗普的選情，因此「中國牌」
自然成為特朗普了爭取連任及分散國內輿論
壓力的最便利工具。

美國優先觸犯眾怒 
不過，特朗普針對中國的打壓行為，

對內對外都可能會產生反效果。首先，在中
國負責地履行中美貿易協定時，特朗普仍繼
續升級對華施壓，不但令美國的一眾盟友心
寒，亦令白宮內部加劇分歧。以美國財政部
長姆努欽和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為首的經濟派
官員，除將貿易協定視為自己的政績外，亦
不希望與中國交惡，影響到美國經濟。美國
國防部長埃斯珀早前也稱，希望能在今年內
訪華，與中國建立必要的危機溝通體系。若
特朗普繼續以強硬的態度處理中美關係，恐
怕會令白宮內溫和派和強硬派的分歧加深。

另方面，據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蔡偉
透露，2018年中國與美國領區的貿易總額達
1251億美元，中國企業領區內的投資總額目
前超過了200億美元。在總領館關閉後，中
資企業的投資可能亦會相繼撤離，對美國南
部經濟造成極負面的影響。

蓬佩奧上周在演講時曾批評有北約成
員國未有向中國說不，甚有強迫盟友選邊站
隊的意味，惟這種脅逼手段只會引發盟友更
多的不滿。

事實上，長期奉行單邊主義及「美國
優先」政策的特朗普，早已令歐洲盟友極為
不滿，這點從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冷待蓬佩奧
的呼籲便可以看出，歐盟已與美國漸行漸
遠。反觀中國，不但在歐洲出現疫情後第一
時間提供支援，亦一直負責地履行貿易承
諾，從未如美國般仗勢欺人，這也是為何特
朗普想組織反華陣營卻屢遭冷待的原因。但
有一點必須驚惕的，就是隨著美國大選日
近，特朗普政府聲望越差，其對華行為將會
越瘋狂，要小心提防。

作者為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杜鷺鶯

《那些異（疫）域的瑣碎》
入境時沒人告知我是

不是必須居家隔離、隔離多
久？但為己、為人，我還是
決定自動禁足並全天候居家
戴口罩，生活上也儘量與家
人保持距離。

看看多日無事，女兒建
議我到樓下小區花園走走，伸展一下多日
疏於活動的筋骨。

下樓時在走道上遇見了一位正按電梯
的老婦人和另一柱枴杖的耄耋老頭。當我
從電梯旁的樓梯口準備拾級下樓時，老婦
人突然叫住我，問是否可以請我幫個忙，
說是剛剛他倆急著出門，把大門鑰匙留在
了屋裏，回頭就進不去了。說話時老太太
不慌不亂，老先生也一派淡然。

這片住宅小區二戰之前始建，和紐約
大多數百年合作公寓一樣，除了外觀必須
維護保持原有的樣貌，物業管理方對公寓
內部的架構和配套如單位間隔、門窗、門
鎖等，都有嚴格不能換裝的規定，連家居
面積必須舖多少百分比例的地毯都有具體
的要求以避免年代久遠的木地板走起來發
出聲響，影響樓下的住戶。據我所知，公
寓樓所有單位大門的鎖也是不能隨意更換
的，沿用下來的老式門鎖都必須有鑰匙才
能上鎖。

我當即直接表示：這事只能去找物業
管理處或樓下的門衛，抱歉自己實在幫不
上什麼忙。二人聽後無語。

小區綠草如茵的英式花園中原本隨
處可見的休閒長木椅上，半邊的座位都被
纏上了黃色警戒帶，疫情期間只允許單人
獨坐。昔日那些喜歡在這裡小憩聊天的老
年人和推嬰兒車遛娃的人影幾乎不見。幾
個送快遞的男女推著疊滿箱箱盒盒的手推
車，輕舟熟路地穿梭在小區的各棟住宅樓
間。紐約大部分的公司行業現時都儘量讓
員工留在家中工作。大街上的店舖依然開
著，食肆禁止「堂食」卻允許有條件地將
餐桌椅擺出室外的人行道上。新冠病毒全
球大爆發，徹底改變了紐約人原有的生活
型態。

繞著花園修剪齊整的綠灌木圍欄，我
一邊惦記著地球另一端與我息息相關，連
續一週單日確診病例過百的香港和控制疫
情幾近崩潰的菲律濱，一邊甩開腳步繞著

花園小徑急走，一圈又一圈⋯⋯這時，隔
著灌木叢有個聲音喊住我：「對不起，借
問一下。」⋯這不就是剛才在樓道間遇見
過的老婦人嗎？她正安逸地坐在灌木叢中
的木椅上，手中握著紙杯咖啡。我只好停
下腳步。接下來的談話內容，幾乎和剛才
樓道間的一模一樣：是老太太懵懂了？或
是她根本就把我錯當成另外一個人？

回家後跟女兒提及此事，女兒笑說
那老婦人根本不是這裡的住戶，是樓上那
位八十多歲老先生近期的「女朋友」。這
座公寓裡所有的人幾乎都有過跟我類似的
「遭遇」。據說那位外表瘦小邋遢的老先
生早年曾也是頗有頭臉的華爾街精英，在
曼哈頓也還擁有好些物業，眼下卻是個人
人避之不及、行經怪異的老頭。

像這樣「無事生飛機」的獨居老人在
小區裏還有很多。

對門獨居的「老野婆婆」（我們私底
對她的稱呼）都九十多歲了，每天還是亍
亍地扶著一輛購物手推車獨來獨往。老婆
婆喜歡我的女兒女婿，常會找各種藉口要
他們過去幫她一點小忙，比如夠不著置放
於高處的物件、房燈突然不亮了、一把常
用的水果刀怎麼也找不著了⋯甚至在星期
六「安息日」，這位猶太老婆婆偶爾也會
來麻煩鄰居去幫她為煤氣爐打個火。因為
這一天猶太教徒是不能動手生火的。女兒
後來發現，其實老野婆婆的各種「求助」
無非只是想藉機和人說說話、聊聊天。

擁有八百三十多萬人口的紐約市，據
說五個人中就有一位老年長者，是個典型
的老齡化城市。令人費解的是，做為此次
新冠病毒大爆發全美確診人數最多的大都
市，44歲以下的年輕確診者剛好也佔了全
紐約市所有確診病患人數的五分之一。於
是紐約衛生主管機關大聲呼籲：20-30歲年
輕人非必要時請留在家中，這並非是要求
他們自保，而是避免將不自知的病毒傳染
給高風險的老年族群。

年輕人於是都留在家中工作或上網
課。

夕陽下還堅持每天外出散步購物的，
多數是「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垂垂老者。

突然很懷念那些戴著耳機、背斜肩
包，來去匆匆的年輕身影。

（2020/07/30寫於紐約）

劉先衛

廢舊書報
                                 氣象預報過後，颱風不請自來   
                                 我從高空失足，淪落風塵  書房
                                 一片狼藉。瘦弱的妻子俯身從浩瀚的
                                 書海打撈上來一堆象形符號  它們  
                                 擠在房間的角落裡喋喋不休。收廢品
                                 的老頭只顧翻找廢銅爛鐵  廢舊書報
                                 隨便打發了幾角零錢
 
                                 在賽多利斯這個權威面前  我們
                                 把書報掂量了好幾次  加減乘除
                                 仔細算計了幾遍  妻子
                                 將印有我姓名的鉛字剝落下來
                                 然後穿針引線裝訂成冊  
                                 電子天平開始傾斜，妻子
                                 捧出一顆心，我卻無處安放

楊鄒雨薇

村莊裡的夏天
在我的記憶中，村莊

裡的夏天，是從奶奶講的故
事開始的。小時候，每到炎
熱的夏天，因為家裡沒有空
調，家人們就喜歡在屋外睡
覺，或將躺椅放在走廊上，
或用四條方凳將涼床架在大

門口，或將涼席鋪在洗衣板上，一家人就分
作幾處睡覺。奶奶雖然只讀了幾年小學，但
耳濡目染的故事很多，所以，她最喜歡在夏
夜裡給我和堂哥講故事，特別是野人婆（大
猩猩）哄小孩子的故事，聽得我毛骨悚然。
後來才知道，她之所以講得那麼傳神，無非
是教育我們這些孩子從小要聽大人的話，做
人做事要講規矩。

村莊裡的夏天，是在爺爺的鼾聲延續
的。由於爸媽叔嬸在外地務工，一年難得回
來幾次，我和堂哥就跟隨在爺爺奶奶身邊。
每年夏天，爺爺的鼾聲如同童謠，就成了我
最熟悉的記憶。俗話說，十個男人九個鼾。
打鼾似乎是男人的專利，女子則比較少。無
論是午休還是晚睡，爺爺總喜歡打鼾，喉嚨
裡好像堵著什麼東西似的，導致他的鼾聲如
同樂器裡發出來似的曲調，時而悠長，時而
急促，抑揚頓挫，頗為優美。堂哥很討厭爺
爺的鼾聲，怪他擾亂我們的睡眠，於是從屋
後菜園的陡坡上扯來一根細草，去撓爺爺的
鼻子。撓一下，就趕緊躲到爺爺睡覺的靠椅
後面去。爺爺發現之後，只是責怪他一句：
「小鬼崽崽，名堂多！」

村莊裡的夏天，是從蟲鳴的大合唱中
甦醒的。先是田野上的蛙鼓，由遠而近，此
起彼伏，跟著是樹上的蟬鳴，彷彿是裡應外
合的潛伏者，「知了、知了」地唱個不停，
似在給奔襲村莊的蛙鼓以某種暗示。此外，
還有那些蛐蛐、布谷鳥、紡織娘之類的，也
好像唯恐人們忘記它的存在，以大小不等的
歌喉在盡情演奏，讓原本沉睡的夏天，漸漸
甦醒過來。當然，也有可惡的那些蚊子，在
你睡覺時，總是不請自來，「嗡嗡嗡」地飛
到你耳邊，先是發出警告，繼而叮咬一口來
吸你的血。如果你動作快，一個巴掌下去，
就會留下一個血手印。

村莊裡的夏天，是從牲畜乾渴的喘氣
聲吐出來的。圈裡的鴨子，總是在那裡脖
子一伸一縮，氣喘吁吁的。而狗，把舌頭伸
得很長，好像體內在燃燒，恨不得把火焰全
部吐出來。可是，我分明看見它在垂涎，即
便給它吃的，也極少勾引起它的慾望，除了

那清澈甘甜的水，它會把舌頭在水上打卷，
「吧唧吧唧」地吮吸，那模樣比小孩子喝牛
奶還要饞。

村莊裡的夏天，是從蜻蜓和蝴蝶的羽
翼下輕輕飛翔出來的。村南的稻田，有不少
水溝，水溝的旁邊種滿了荷花。中午時分，
大人們都在午休，整個村莊都好像睡去了，
只有我們這些睡不著的孩子，喜歡趴在門
檻上，看蜻蜓如何靈巧地落在含苞欲放的荷
花之上。後來，看見水墨荷花，心裡的感覺
更加清晰。至於蝴蝶，則是落在屋前屋後或
菜園的瓜蔓上，那些絲瓜花、南瓜花、豆角
花，等等，都是招惹蝴蝶的好處所。蝴蝶棲
息在花蕊間的姿態，特別迷人。我喜歡蝴蝶
的美麗與曼妙，習慣輕輕地去捕捉，無奈十
有八九是落空。

村莊裡的夏天，滋味就藏在從瓜果的
甜蜜裡。村裡有田有地，田在村南，地在村
西。因為柳宗元筆下的那條石澗的灌溉，加
上鄉親們的勤勞，菜園一年四季都是瓜果飄
香的。夏天最誘人的瓜果有黃瓜、醬瓜、西
瓜和香瓜。大人們喜歡在上午勞作歸來時摘
那麼一兩個瓜，帶回家放在井水裡浸泡幾個
小時，待下午出去勞作時吃。而我們這些孩
子，總是習慣冒著烈日去菜園摘瓜果。那種
灼熱的甜蜜，卻讓我們樂此不彼。

村莊裡的夏天，涼意就藏在汩汩流淌
的河水裡的。村北的瀟水，傳說是舜帝的兩
位妃子尋夫時流下的不竭之淚。每年夏天，
儘管老師和家長都有嚴禁私自下河游泳的禁
令，但出生在河邊的孩子，怎麼能逃得脫河
水的誘惑呢？所以，包括我們女孩子在內的
小孩，都喜歡偷偷地下河去游水。堂哥他們
把從菜園摘來的西瓜往河中間一扔，然後撲
進水裡去撈。我們則在淺水區，捏著鼻子潛
水，主要想把身心涼個透。在河裡游累了，
站在水裡吃瓜果，又是另一番風情。

村莊裡的夏天，早晚都是充滿詩情畫
意的。早上，陽光塗滿村莊，也塗滿我們
幼小的記憶。田壟上那插下不久的綠油油秧
苗，正在貪婪地吸收陽光雨露，滿懷心事地
拔節成長。戴著斗笠行走在田埂上的大人，
背影如同油畫裡的人物。夜晚，月光如水，
村裡的建築和高大樹木，像一幅幅剪紙，靜
謐而而溫馨。偶有幾隻蝙蝠，掠過潔淨的空
中，如同動漫片，羽翼掠過處，泛起絲絲清
涼，讓人們的內心產生如詩如畫的共鳴。更
有些許螢蟲，隱隱約約，闖入你的視線，讓
月下夜讀的你，心中頓時便有了「晝長吟罷
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的意境……

哦，村莊裡的夏天，有我寫不盡的鄉
愁與記憶，有我忘不了的樂趣和幸福。如
今，人在他鄉，我於寓居的高樓上遠眺，感
覺在都市高樓大廈的罅隙中，依稀升起故鄉
熟悉的裊裊炊煙，傳來故鄉熟悉的狗吠、雞
鳴，連同清風一樣純粹的鄉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