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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劍客

《偽歲月》
 ——悼騰輝施兄

                                        時間的長梯
                                        我們站在梯間
                                        歲月賜給我們
                                        最燦爛的時光
                                        一步一個梯間
                                        我們走過了
                                        一萬五千里的長征
                                        從燦爛回歸平凡
                                        一樣的日子

                                        偽歲月一樣不饒人
                                        我們卻饒過了歲月
                                        走過千島多少歲月
                                        突然間的突然
                                        返老還童的你
                                        跟我們捉迷藏
                                        躲藏在記憶裡
                                        讓我們懷念
                                        永遠的你

註：一萬五千里的長征，與騰輝施兄相知相惜走過四十二年的歲月。

憶阿施
認識施騰輝先生是大概

是一九九四年，那時候僑中
學院舉辦中文圖書展覽，我
跟母親去參觀，見到其中一
個課室有個賣書的攤位，有
個胖胖的中年大叔在賣「莎
士比亞」電子排版系統。那

時候我剛買了一套電腦，正在學習中文輸入
法和文書處理，對電子排版很感興趣，因此
買了一套。這個中年大叔就是施騰輝先生。

記得他說，說明書還需要複印，要我
過幾個星期到王彬街亞洲戲院大廈的「新世
紀圖書館」找他拿。由于學校功課繁重，我
過了很久才去拿，但僅限于此，我們並沒有
深入交談。對于「新世紀圖書館」的中文
書，大多都是舊書，我看了一眼也不太感興
趣，就離開了。

這樣又過了幾年，大概是一九九七年
或一九九八年，我已經進入《商報》當翻譯
員，當時的執行董事胡文炳先生介紹阿施來
報社主持副刊，那時候《商報》正在擴充版
面，需要一個人來統籌和負責副刊。

記得阿施剛進入報社時，負責的是港
台版和娛樂版，後來也負責與中國大陸的合
作報社對接。印象中阿施喜歡安靜，做事認
真、仔細，那時候報社來了一群翻譯實習
生，年輕人不免吱吱喳喳聊天，阿施經常抱
怨「吵得像菜市場」，讓他無法專心工作。

再後來，阿施以「思荃」為筆名，開
始在「大眾論壇」寫專欄，多數是有關香港
的往事和回憶。後來，他跟多名志同道合的
文友一同發起「菲華專欄作家協會」。那時
候「大眾論壇」由一群「義勇軍」組成，稿

源充沛，人才濟濟，作者大多來自「三山五
嶽」的「江湖好漢」。可惜現在是「人面不
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令人唏噓不
已。

阿施在《商報》負責過許多版面，在
前任編輯林金城退休後，接過了「大眾論
壇」的重擔。「大眾論壇」是華社言論重
鎮，曾經刊登過許多舉足輕重，影響深遠的
文章，當然也引發過多場「載入史冊」的大
筆戰。擔任「論壇」編輯不是小孩過家家，
壓力更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既要對社會和
讀者負責，更要能應付這群「江湖好漢」。
阿施不僅做到了，甚至擴充了「論壇」的稿
源，增加了許多新專欄，也吸引了多名新投
稿者，在施先生的努力經營下，「大眾論
壇」不用再轉載外稿，幾乎每一篇見報文章
都是作者投稿的。

雖然如此，但終究壓力大，阿施多次
跟我說他想要放棄，但我鼓勵他堅持下去，
我們一定全力支持。可惜，就在阿施開始施
展拳腳之際，卻溘然長逝，讓所有同事和好
友大感意外，而且因為疫情原因，無法設靈
讓同事好友前往弔唁，也無法送他最後一
程，讓我們更加痛悲慟。

阿施早年畢業于香港香島中學，畢業
後進入香港三聯書店工作，上世紀七十年代
來菲，畢生從事文化事業，宣揚中華文化，
愛國愛港愛菲，正義敢言，他的往生，是
《商報》、菲華報界、菲華文化界的一大損
失。

阿施，一路走好，《商報》仝人將永
遠懷念您！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

柯強

同情與理解
今天在微信群看到999

商場五樓租戶聯名書，已交
罰金的倉庫又遭海關繳獲物
品？感同身受，同時也深感
同 情 和 理 解 。 在 這 疫 情 之
下，本已傷痕纍纍的低層小
商人，更是雪上加霜，已五

個月左右沒任何收入，還要支付其他費用的
情況下，後果將會如何彼此明白，不必再做
過度解讀，真是可憐兮兮。

至於海關局查封倉庫之事，是在近幾
年，確實動作頻繁，特別對商場倉庫的查封
更是特別頻發，類似案例出現很多起。後果
已導致有不少低層華商不堪重負，走頭無
路，狼狽不堪。在親戚好友的支持下勉強生
存下來，打工過日子。本想回國過平淡的生
活，簡單的願望也受諸多現實條件限制，沒
法如願以償。因為小商小販資本短缺，憑其
信用在大陸朋友商人的支持下，很多都是先
發貨後付款的方式，這是菲華人信譽的惹
得禍，不然也不會有家回不了，而浪跡天涯
了。

這就是現實不過的事實，回過頭來有
些事應以事實為依據，才不會給華人社會產
生誤會和自責。至於這些倉庫貨物絕對是經
過海關局大門出來的，是完全納稅的貨物，
並不是從海上或天空上飛過來的。這是現實

誰都沒法否認。
 只不過這些人既無能力走私又深受其

害的人群。因為他們能力有限，沒那種能量
整拒發貨，又沒那種實力成立出入口公司，
在能力有限的條件之下，只能零擔托運，通
過聯運散貨入口，照樣和大入口商一樣，要
支付海關局同樣的稅賦，來不了半點的優
惠，也許還要多付出，這是絕對的事實。

散裝貨物的入口，一個貨拒裡面裝的
也許幾十人的貨物，海關局從程序上沒可能
給予出具幾十人具體的稅票，只有給入口聯
運單位稅票，這就是問題的根源。難道海關
局會承認幾十人擁有的這張稅票嗎？

這就是在法律上說不清的現實，這些
貨物實際也不是走私貨，這就是既納稅又被
貼上無納稅的標籤，也是小商小販的真正的
吃虧又有理說不清的真實寫照。

鑒于這情況之下，小商人面臨的艱辛
和困境一目瞭然。而且這一群體在華社佔其
一定的數量，這種事態如繼續延伸下去，後
果堪憂。同情理解應成為華社共識，予以關
注和重視。

 期盼商總及各主要社國，中國使館，
根據現實情況與海關局反饋與陳情，網開一
面，為其排憂解難，彼此為惠及民生，為菲
國經濟發展做力所能及的貢獻，共同受惠而
佔一席之地。

譚文春

寄家亦樂
當年結婚，沒有房住。

終 于 有 朋 友 體 恤 ， 借 我 一
套。聽是樓房，心下竊喜。
目睹實物，不由哂然。樓房
自是樓房，只是年代久遠，
陳舊破敗，而且地處偏僻，

像一個衣著邋遢的老人顫顫巍巍的站在讓人
遺忘了的角落，神情淒涼。水電不能說沒
有，只是不太充沛。垂垂老朽沒有旺盛的生
命力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必勉強。飢不
擇食，地無立錐之人有什麼資格挑剔？有得
住就行了。我是個很念善的人，與陌生人和
睦相處，久則產生好感，更何況是一間為我
擋風遮雨的房子。現在我已經住了一年，覺
得這房子不僅僅給我遮擋風雨，還帶給我樂
趣。

樓前有一段石板路，在這城市絕無僅
有，因它本身並不是路，乃是一條下水道的
蓋板，卻偏偏又是通往樓門的唯一途徑。人
行其上，步步咚咚，類似我故鄉潼南大佛寺
的「七步彈琴」石階，時時引發我思鄉之幽
情。天長日久的踐踏，石板難免稀牙漏縫
的，很自然的就成為住戶們相當方便地傾倒
垃圾的場所。更有甚者，將排水道的作用推
而廣之，──幾乎每天早上，我踏歌而行，
就看見一個小孩蹲在石縫邊，向我發出致意
的微笑。噫！剛剛搬來，就如此的受歡迎，
看來我人緣不錯，心下暗暗得意。待走近他
身旁，仔細一看，才知是個誤會，人家正光
著屁股努力用功呢。自作多情，空歡喜一
場。好在下水道胸懷寬廣，流水不捨晝夜，
廢物難以立足。當然，污染是免不了的，也
不太嚴重，只于炎夏竄出陣陣酸臭而已，掩
鼻急走也就是了。春秋兩季也能閒庭信步，
冬季就有壯觀的景象出現。每日下午四點鐘
左右，附近某廠的浴室開放，熱水浩浩蕩蕩

湧入，頓時水汽騰騰的從石縫間飄蕩而出，
瀰漫樓前，混合著脂粉味兒、皂香味兒、以
及從人體沖洗下來的垢滓味兒，非持續到晚
七時不消散。老樓變仙閣，縹縹緲緲，虛虛
幻幻，人行其時，直入太虛幻境。這時有朋
友來作客，他在樓下喚，我在樓上應，探頭
下望是何方神聖，雲深不知處。叫其上來，
久又不見進屋，只好下去當嚮導。──蓋客
人找不著樓門也。

 走進樓門，頓覺空氣齷齪，光線渾
濁，因為樓梯間堆滿雜物。我不近視，也只
能慢慢的拾級而上。晚上就需摸索著前進，
一下子摸著個人，是常有的事。若是女的，
難免有些麻煩。為自我保護，我每次深夜下
班回家，就舉起打火機照明。有一次，女
兒在黑暗的樓梯口迎接我，看著那星星光
亮，喜滋滋的說：「爸爸，你好像一個天使
喲！」令我歡喜無限。噫！破樓敗梯，居然
還能啟人靈思妙語，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同時也為自己拒絕戒煙找到了絕好的理由。

我住頂樓，開門即客廳，較大。無往來
客，便將其置為臥室。右側是廚房，仄窄得
吝嗇，但牆灰剝落的倒還慷慨，每每憐憫我
生活清淡，常常主動的在我飯菜中加佐料助
我滋味兒。盛情難卻，不得不咽。餘下一間
較小，我置為書房兼生活日用品儲倉。「家
中有糧，心中不慌。」嗷！我何德何能，上
天如此厚待，日日開門見好山，每每推窗享
名勝。該房炎夏奇熱，不敢睡人。我有妙
法，乃鋪一張涼席上房頂，關上樓門，自成
天地。明月清風，唯我獨享，燦爛星光，別
家莫羨。雨季來臨，可不得了，屋頂漏雨，
到處可見雨水浸洇的痕跡。滴水不絕，我必
須操持瓶瓶罐罐盅盅盆盆擺下「八卦陣」與
之抗衡。器皿不同，音響各異，不停敲擊，
徹夜交響。初始難眠，久則安之。天籟伴
耳，助我好夢。雨季一過，滴水自然絕跡。
明年雨季，──怎知明年我仍居在此？

結婚安家，人生必然。安是安置、平穩
的意思。地無立錐，家安何處？借房而住，
萍居無根，只能算是寄家。不過人生本來如
寄，想一想還有人寄無處寄，我也就知足。
更何況它還帶給我樂趣。

洋中魚

遙祭靈徹
柳宗元到達柳州的第二

年暨元和十一年（816），靈
徹上人去世，享年71歲。消
息是柳宗元岳父的胞弟楊于
陵托人傳到柳州的，柳宗元
不勝悲哀，寫了一首詩《聞

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東越高僧還姓
湯，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
采金英與侍郎。」就當自己在他鄉的遙祭。

靈徹，一作靈澈，柳宗元在詩裡已經
點明他姓湯，字源澄(一作澄源)，會稽(今
浙江紹興)人。自幼才華橫溢，屢次入仕不
遂，就索性出了家。他住越州雲門寺，所以
柳宗元稱他東越高僧。靈徹長于律學，尤善
詩文。貞元、元和年間，先後住廬山東林寺
和宣州開元寺。平生作詩凡二千首，其門人
刪取三百篇，編為詩集十卷；另取其自大歷
至元和五十年間與時人唱和酬別之作，編為
《酬唱集》十卷。可惜的是今二集都不存，
《全唐詩》存其詩一卷。

在中國的歷史上，唐代是個開放而兼
容的時代，所以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唐文化
體系中包括文學、宗教與哲學、史學、藝
術、天文曆法、地理、數學、醫學、百工技
藝等方面，基本覆蓋了當時世界上社會科學
和自然科學的多數組成部分。禪宗門內在唐

代出現詩僧如皎然、靈徹、道標、貫休、齊
己,高藝僧如懷素、貫休、善本，茶酒僧如
降魔師、可朋、法常等。這些僧人與俗世名
流往還，他們把佛理中的「淨土」世俗化
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淨土化」了當時的
世俗社會。

唐代崇佛，很多士大夫和詩人墨客等
社會名流都與得道高僧有往來。從現存的詩
作來看，靈徹的詩作水平不是很優秀，最令
人稱道的就是《東林寺酬韋丹刺史》：「年
老心閒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
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但是他的社
交能力很強，放在當今，完全可以做個全國
政協副主席和佛教協會會長之類的高官。他
與劉長卿、權德輿、張祜、韓愈、劉禹錫、
白居易等人均有交往或唱和。權德輿曾寫過
《月夜過靈徹上人房因贈》，詩云：「此身
會逐白雲去，未洗塵纓還自傷。今夜幸逢清
淨境，滿庭秋月對支郎。」自居易也曾寫
道：「東林寺裡西廊下，片石鑄題數首詩。
言句怪來還校別，看名知是老湯師。」

柳宗元在長安任集賢殿書院正字時就
與靈徹相識，因為他自幼崇佛，所以與靈徹
交情頗深。

靈徹死後，韓愈、劉禹錫等人也寫了
悼念他的文章。

許永強

浮生若茶
每天晚上靜坐桌邊，

沉湎于悠長纏綿的薩克斯小
調裡，接著就是泡一杯茶，
輕輕地啜，淡淡地品，其間
翻上幾頁書，那茶香書香便
一起湧來，那韻味便醉了

自己，任由樂調流淌于心中，思緒縈繞于
心頭，日間染上滿心的浮躁亦偃旗息鼓，
樂聲漸而穿透靈魂而無了音樂，茶香滋潤
心口致脫離軀殼。心中漸因這茶的氳氳暖
熱了許多，平和了許多，也深刻了許多。
就嚥下所有的沉鬱。飲得久了，你就會發
現：浮生若茶！這綠色的小星星飽含著禪
樣的深邃與人生哲理。

想起先前山坡上的叢叢新綠，純情
而又驕傲，帶著天生的羞澀，立在自然的
風中，汲百花之清魂，集草木之精髓，如
若是一株烏龍茶或黃山雲霧茶樹，避俗于
苦寒凍頂之巔，一年一度綻開滿枝冰清玉
潔之嫩蕊，為千辛萬苦的採茶女的纖纖細
指所採擷，捧歸柴扉，又被清心寡慾的茶
人悉心揉掐烘焙成一撮撮香茗，爾後被晾
曬、擠壓、包裝，方有這一包包一罐罐沁
人心脾之意境，蕩滌人生之感歎的茶葉。

之後便輾轉千里，被挑揀被揉捏被
嗅聞被收藏被品味，行之于千變萬化的場
合，待之以各式各樣的人生際遇；上得廳
堂樓閣廟宇也好；粗瓷大碗大口暢飲無
妨；素雅宜興紫砂小盅亦雅。只要端得起
茶具，皆合乎喝茶者的心境。如若有大苦
大悲者斷不會自尋茶喝的。他們只適于飲

酒。
茶被沸騰的水沖之泡之，在杯子裡旋

轉，展示自己的容顏，似美發一樣飛散，
如鳥羽一般飄落，每一滴都在陽光下釋放
著深蘊的清香，飽受煎熬的茶葉在沸水的
浸燙下沉沉浮浮上上下下，一縷縷更醇更
醉人的茶香裊裊地昇華于口杯的邊緣，在
有限與無限的空間裡瀰漫著。

此刻，茶是水的魂，茶水是人的魂。
茶汁潤澤口齒之間，兩頰舌間頓溢溢生
津，再喝再續水，反反覆覆，茶葉香中帶
苦，苦中見澀，澀中有甘，末了漸趨淺
淡，輕鬆中悠長回味，啜飲中漸而忘卻時
間與雜事。若是遇上善思的智者或飽含詩
性的書生，就會驚歎周圍生命的升落，被
自然界的瑰麗與質樸所感動；就會想像山
野的呼吸瀟瀟，山泉的歎息幽幽，山路泥
土的紛紛揚揚，以及母親枯瘦的手掌留下
的草香屢屢，就會在風雨中聽出音樂；就
會于清貧的苦澀中品出淡泊；就會在迷濛
的雙眸中開啟希望，萌動起生命的整個春
天……

細思之，浮生真的若茶，我們何嘗不
是一撮生命的清茶？而命運又何嘗不是各
種沖泡茶葉的水？在匆匆的步履中，既體
味過成長的快樂，也遭遇過擠壓煎熬痛苦
的坎坷經歷。

最終生于泥土又歸泥土。重要的是在
這過程中，我們是否能若茶留下一脈脈人
生的幽香，瀰漫于某個時空底部亦或是某
些人的靈魂深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