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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施騰輝先生》
	 	 	 	 突如其來的噩耗
	 	 	 	 真令人撕心裂肺
	 	 	 	 騰雲西去登極樂
	 	 	 	 商報精英正氣輝
	 	 	 	 辭別塵世駕鶴歸
	 	 	 	 論壇文友齊悲慟
	 	 	 	 願騰輝編輯一路走好	!

做人方就成人美  
當鬼本成搞鬼精

做人和當鬼，都是由有
人身的在做的。不同的是，
做人的心是菩薩心、造福
行；做鬼的心是奸邪心，作
孽頻。

明白了這一點，對李登
輝死了為啥有多人在放鞭炮

就較不再吃驚、對汪精衛死了為啥還讓有人
拉出其屍體挫骨揚灰、對于有的「德高望
重」的為啥有其下一代胡作非為就較容易理
解了。言傳不如身教啊！

李登輝是個名人，但未必是明人，甚
至未必是人！原因就是他長期努力的是要搞
「台獨」，「兩國論」，數典忘祖陰謀分裂
我中華祖國，處心積慮要阻止統一中華。

這一點，照片上對他投懷送抱的「英
子」（蔡英文）對他真是一脈相承，在他死
了之後難免兔死狐悲。而另外多人則放鞭炮
以為慶，說他早該原形畢露下地獄做鬼了。

「山中自有千年樹，世上難養百歲
人」，李登輝活了98歲不可謂不高齡，如上
百歲就可稱「人瑞」。但「人瑞」恐怕不是
那樣好當的，相命就讓我說舉得我當不了。
我儘管努力要當，那也是主觀願望和行動
而已，客觀成不成不是自己能「說了算」
的。「人做事，天在看」，「天自從容作主
張」！可是，好多以當鬼為常的人常陰陽怪
調鬼鬼祟祟，大包大攬空談「由我來」，彷
彿他們是「救世主」。其實，他們常是以貌
似「強大」來遮掩他們十分怯弱要搞鬼的本
質，是以不明說為手段虛晃一槍做幌子，陰
謀從中變卦搗鬼以把好事弄殘。人們得嚴防
之！

有句話是：「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
百歲」，說的大概也含這個道理。什麼才配
得上說是「志」？為人間造福才配！

又有句話說：「有志者立常志，無志者
常立志」。「志」之有無，不在于人們自己
喋喋不休地說，而在于自己老老實實地做！
「有理不在呼聲高」、「事實勝于雄辯」。

正因如此，才活了22年的雷鋒，在默
默無聞做好事的一生裡，留下了舉世聞名的
雅譽，不僅在祖國家喻戶曉，而且連著名的
美國的西點軍校都為他立了雕塑表彰禮讚。
憑什麼？憑老老實實造福人間的善行，這是
證明「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
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顛撲不破的真
理，沒有國界，不論壽命長短，不管境遇窮
通、無論長相美醜，最關鍵是看人在健在時
是一心一意做好事否！

電影《巴黎聖母院》有個面貌醜陋的
敲鐘人，也是以行善得人心的也證明這個道
理；《屈原》裡那個為了擁護良師不惜獻出
自己的寶貴生命的嬋娟的形象，也是弘揚善
舉的一種藝術塑造和表達。

與雷鋒一樣，都是善良可嘉和「後生可
畏」的最佳詮釋。

李登輝的外貌不難看、李登輝的壽命還
算長、李登輝生前也足夠出名，可是他死了
卻有那樣多人放鞭炮，為什麼？因為他終生
努力以求的是造孽分裂我中華的大惡事!他
很精，曾經在蔣經國面前裝得畢恭畢敬騙取
信任，就有鬼曾在毛主席面前裝成畢恭畢敬

表示「永不翻案」而最終徹底反了一樣！
當然，也有愛李登輝更長壽的，理由

是說這樣死太「便宜他了」，應該讓他活到
看見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的統一的日子的到
來。這有點要讓他「死個明白」活受罪吧！
不過不要緊，人們對他的死怎樣反應，對于
曾向他投懷送抱、如今還在不遺餘力抱美國
的大腿要分裂中華的「英子」是個很好的教
訓！即使你蔡英文還想當美國在台灣的「兒
皇帝」做傀儡欺侮中國人民，可是中國人民
不是好惹的！蔡英文只管想著有朝一日如何
快速逃離台灣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這
種不老老實實當好中國人，連中國話都說不
好，卻愛鬼鬼祟祟當外敵的走狗為虎作倀禍
國殃民，可以肯定十個有十個要失敗！

「保家衛國」是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十
分熟悉的一句話，也是曾經同心協力做好的
一件事。從已經發生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
界大戰，自那以後到如今我們還一直在做著
「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多少週年的活動
就可以看出來！可知堅持保家衛國，反對侵
略戰爭是世界的大趨勢不可阻擋，因為戰爭
會帶給無數家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

做人方就成人美，當鬼本成搞鬼精。
以美國特朗普總統為首與軍火商合夥的一群
鬼，可能與正在緊鑼密鼓醞釀「第三次世界
大戰」把世界人民推入戰爭的深淵。這些國
史兩百多年發動兩百多次戰爭的魔鬼，是世
界人民的公敵。李登輝死了，可是蔡英文還
在，她陰謀追隨美國魔鬼搞鬼鬧事禍害世
間，愛好世界和平的人們是不會答應的！

這使我們想到被稱為「美男子」的同
盟會元老之一的汪精衛，他曾經也出于正義
感，參與刺殺清朝攝政王的活動，後來在卻
成了民國頭號大漢奸而為國人所不齒。無論
他資格多麼老，人長得多麼美，但是他不當
人、不做造福人間的事，為虎作倀賣國求榮
做鬼，那就只有成為「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的份「一賤破九貴」身敗名裂，還有什麼可
以「風光」的！？

有人要把這罪推到他的老婆陳璧君身
上，就像把商紂王的罪過推于妲己身上一
樣，但該知「蒼蠅不叮無縫蛋」！

做人方就成人美，當鬼本成搞鬼精。自
古以來，凡做那破家毀國以滿足私慾的人，
無論其壽命有多長、「德高望重」名聲有多
響；不管他們人長得有多美、實行陰謀詭計
的手段有多精，都逃脫不了歷史與人民給他
們的正義的宣判！

不管在遠古的過去，還是近在咫尺的近
代，或是在將來，都逃不出正義必勝，奸邪
必敗的鐵律。正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
廢江河萬古流」！

做人方就成人美，當鬼本成搞鬼精。共
勉做人當及時行善，因為「及時當勉勵，歲
月不待人」；奉告做鬼的當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再也不要處心積慮喪心病狂地
要拆散別人的好家庭、禍害別國的好日子、
再也不要歇斯底里變本加厲孤注一擲了，否
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腳」就是一切
奸邪者的必然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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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麗麗

蒲扇輕搖夏時光
小時候的盛夏沒有風

扇也沒有空調，卻有一把
蒲扇輕輕搖動整個夏天的時
光。不管天氣多麼炎熱，手
持一把蒲扇，輕輕一搖，那
陣陣清風帶著原野特有的氣

息，讓整個夏天都鮮活起來。
蒲扇是鄉下生活裡必不可少的的納

涼工具，有的是買的現成的，有的是自己
製作的，從山野中採回帶著露水的蒲癸樹
葉子，連枝帶葉，青青翠翠的，把枝幹修
剪成合適的長短就成了蒲扇的柄，執于手
中，反覆使用，汗水就浸潤其中，整個扇
柄閃著亮光，握在手中越用越舒服。青翠
的葉子就是天然的扇面，稍作修剪，拿自
己喜歡的布條沿著葉子的走向用針線縫
好，再壓平實了，在太陽底下一曬，那扇
面就變成了淺黃色，古色古香，帶著一股
淡淡的清香味兒。

小時候的酷暑時節，溽熱潮濕，村頭
巷尾，瓜棚柳下，田間地頭，幾乎人手一
把蒲扇，左右搖動，上下翻飛，似蝴蝶飛
舞，如蜻蜓振翅，在一下一下的搖動中，
那徐徐清風慢慢襲來，就搖落了夏日的燥
熱也趕走了週身的疲憊。孩子們經常拿著
蒲扇唱著歌謠，炫耀著自己的主權：「扇
子有風，拿在手中，有人來借，大理不

通。」
夏日的傍晚也少不了蒲扇的身影，

就在庭院的大樹下，或者村子裡的曬穀場
上，鋪一塊涼席，放幾個枕頭，我們小孩
子就仰躺在蓆子上，看著天上眨眼睛的星
星，聽爺爺奶奶的神話故事，奶奶拿著一
把大蒲扇，有一下沒一下的輕搖著，嘴裡
的神話故事配合著蒲扇搖動的節奏娓娓而
出，什麼嫦娥奔月、什麼哪吒鬧海、什麼
牛郎織女、什麼女蝸補天，奶奶的神話故
事就像那蒲扇搖動的清風，徐徐吹來，吹
散了夏日的炎熱，也吹進了每個孩子的夢
鄉。

到了晚上，蚊蟲越來越多，母親就會
提前放下蚊帳，拿著蒲扇趕走蚊帳裡的蟲
子，等我們在外面玩累了，睡著了，就會
把我們抱進蚊帳裡，如果天氣太熱，母親
會拿著蒲扇守在旁邊，一下一下給我們扇
風，朦朦朧朧中，一睜眼就能看見母親搖
動的蒲扇，似乎母親永遠不會累，也不會
停......

蒲扇的風是從山野吹來的清新，它比
風扇的風更柔和，更與人親近，它有泥土
的氣息，也有樹葉的味道。蒲扇雖小，卻
與整個夏天的時光有關，蒲扇一搖，搖走
了蚊蟲的叮咬，搖走了夏日的炎熱，也搖
出了童年的樂趣。

「扔」出來的幸福
許多寺廟常設一個許

願池，往往是：如果能夠
把錢幣扔、擲、投到指定位
置，就可以許願、如願、夢
想成真。此類，大部分為後
人編造。然而，另有一些，

卻是自古有之！其中，扔可以理解為「敬
奉」。扔中，可以理解為「相互緣分」。
此儀式感十足，容易吸引心有所求之人，
想要夢想成真之人前去實踐！

福建南安榕橋開化洞，有一尊釋珈牟
尼石佛，其雕刻于南宋慶元年間（1195-
1200），石像高五米，左手持「無畏印」，
右手施「與願印」。舊時，一些學生在考
試前，常去扔錢幣。傳說，只要把錢幣扔
到那佛像左手上，以示供奉，就可以祈
願，定能如願。許多學生，由此遂了心
願，對此說法十分認可！

舊時，福建泉州泉港區南埔鎮塘頭
村村民，如果他們能夠把石頭朝著「女王
頭」（一塊如女王頭一樣的巨石）方向，
朝著下爐村方向，朝著東面扔出。如果扔
過去了，就可以娶一位下爐村的女人做老
婆。不論所扔之人看上、挑中下爐村哪位
美女，都能夠娶回家，哪怕對方不同意也
必須嫁給扔過石頭之人。

此扔石頭，分為兩種：一種是站在

下爐村山腳下，一種是站在「女王」石頭
下。那「女王」石像很傾斜，很難扔得過
去；另一種要扔150米左右，也顯得困難。
但是，不管在山腳下，或是石頭下，只要
所扔石頭越過女王頭像，就成了。

「女王頭」較平坦那一面朝著塘頭
村，只有塘頭村村民可以享此福利，其它
村子的百姓都不行，皆沒資格。由此，讓
人感覺塘頭村村民有著額外的幸福，顯得
榮幸。目前，有在世塘頭村老人，其愛人
便是舊時扔石娶來的。不過，而如今這個
風俗已不存在。

在南安豐州大坑村與鋪頂村交界處，
距離原清代古石牌坊「孝子坊」西側約十
米處，原有一道「深溝」（水溝、小峽
谷）。那兒，原有一塊「美某（美妻）
石」與一塊「貓某（丑妻）石」。兩石上
有卡位，傳說當單身男子手擲石子能夠卡
在美某石上，便可娶到一位美嬌妻。如卡
在貓某石上，則會娶到一位丑妻子。近
年，因修建道路等原因，兩石被掩埋，不
再現世。

福建漳州東山島，關帝廟附近有一
塊巨石上，其上一個天然孔洞，形似女姓
生殖器，呈小圓形，為古人生殖崇拜。傳
說，只要扔錢上去，錢幣進洞，且不會掉
下來，所扔之人便能生育男孩！

關峰

洪少霖

中年最思煙火味
人到中年，身在他鄉，

有了鄉愁，我也最思煙火
味。回家的路其實不遠，但
每次回老家心情都比較沉
重。每到週末，就有一種要
回家的感覺，想回去看看老

家，看看奶奶住過的那間老屋，看看奶奶燒
過火的那座鍋台、那座煙囪。那座煙囪記錄
著歲月的滄桑和坎坷。我常想起從那座煙囪
中冒出的縷縷煙火，那煙火味時常懸在我思
鄉的夢中。我在故鄉的煙火味中慢慢長大、
遠行他鄉。

中年最思煙火味，煙火味在我夢中縈
繞，讓我思念奶奶已35年。35年了，老家那
座用磚砌成的煙囪仍孤零零地立在那裡，風
吹不動，雨打不倒。每次回老家，會不由自
主地往地鍋裡添上一瓢水，放進幾把柴。看
到那燃燒的火苗，彷彿看到奶奶就在身邊。
看到從煙囪裡冒出的煙火味遠去，便勾起我
對奶奶的思念。我從那縷縷煙火味中看到奶
奶吃苦耐勞。

聞到經年的煙火味，就想起了奶奶的
堅毅與剛強。奶奶一生含辛茹苦。嫁到我家
就不知道什麼叫享福。爺爺弟兄四個靠給別
人打長工過日子，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老
大、老二、老三都是一個人孤單單地度過了
餘生，奶奶就是靠她的堅強和毅力支撐著這
個破碎的家。可用柴火烤了一個月後，奶奶
那隻眼再也看不到東西，從此失明了。老蔣
炸開花園口那陣，黃河水沒淹到日本鬼子，
卻把俺那個破爛的家給淹了，那僅有的一堆
柴草也被水沖走了，生活的希望也沒有了。
奶奶便帶著爺爺和幾個孩子離開了家，討飯
到了黃崗寺，租起一間小房開了一個小吃
店，賺些吃的養家餬口。那時黃崗寺街西有
一條長長的大壩，攔住了洪水。這個地方當
時又處于阜陽、太和兩縣交界之處，一個地
方屬於兩個縣管。在那個年代，社會治安比
較亂，來往客商又比較多。後來，奶奶又找
人搭起了幾間簡易房，也能住上幾位客人。
那晚，店裡來了一位客人要住店，奶奶問他
可有貴重物品需要保管。那人說沒有。可次
日，那人揚言丟了貴重物品，要奶奶賠償。
奶奶與之講理根本無用。那人認識太和縣府
的一個官，硬讓我奶奶賠償，因無錢賠償，
爺爺只好去牢中抵過。一年後，那客人良心

發現，說東西放錯了地方，找到了，爺爺才
從監牢中出來。爺爺出獄後，由于在監牢中
挨打受餓，加之生氣便病倒了，回家不久就
去世了。從此家裡就像塌了天，家中的煙囪
幾天都沒有冒煙，也就是說奶奶幾天也沒有
做飯。當奶奶看到幾個孩子哭成淚人，當時
我父親僅有五歲，她摸了摸幾個孩子的頭，
擦乾了眼淚。奶奶常說：「日子再窮，就像
鍋裡的涼水，慢慢燒，時間長了也就燒開
了，這過日子也是如此。」

新中國成立後，家中的條件漸漸好
了，家裡有了剩餘。不論有錢沒錢，只要是
窮人，吃過就走。她常可憐窮人，施善過多
人。後來，奶奶成了合作飯店裡的一名正式
職工。每月32斤商品糧她捨不得吃，今天給
你一碗，明天給他一瓢。小鎮上的鄉親都受
到過她的幫助，沒有人不說她好的。

中年最思煙火味，也就思念著在天堂
裡的奶奶。煙火味，是老家和奶奶饋贈我人
生的第一味。我成長的每個日日夜夜，無時
不浸透著煙火之味。時光流逝，轉眼到了
1985年5月，那是我上班後的第一個月，我
拿了38.5元工資。扣去食堂裡的飯錢，我拿
回去30塊送給奶奶。那時，奶奶老淚縱橫，
她說：「俺孫子也能掙錢了。」奶奶留下20
塊錢，把那10塊錢又裝到我口袋裡。那時，
10塊錢能買不少東西，奶奶用這20塊錢買了
一些食品。我又買了一些煤球，想想她年紀
大了，不讓她再燒鍋了，但奶奶不願意。她
說：「地鍋做飯好吃，我就聞慣了那煙火的
味道，看到了煙火，我那只失明的眼好像看
到了光明。」

中年最思煙火味，也就想念著在天堂
裡的奶奶。奶奶就在這煙火味中忙忙碌碌一
輩子，燃盡她柴米醬醋的一生。1985年農曆
五月二十五日，奶奶自己在燒鍋做飯時，因
血壓升高，不慎滑倒在地鍋旁，摔成腦溢
血。我從單位聽到消息後，忙跑回來。那時
奶奶已不能講話，她的手在動，她的淚再
流。我攥緊奶奶的手：「奶奶，我能掙錢
了，我能養您了。」奶奶聽到我的話，眼角
又滾出幾滴淚水。我忙著請求醫生，跑到10
公里外的關集買回藥品。由于奶奶年歲大，
幾個小時後，她安詳地走了。那年，奶奶83
歲。

奶奶走後，我總感到內疚，我沒有讓
她老人家享幾年福。我沒有讓家人扒掉那口
地鍋，讓那座煙囪保留著。雖然裊裊煙火味
遠去了，奶奶的音容笑貌、奶奶的堅毅性格
永駐我心。那遠去的煙火味，隨風飄走的是
貧窮、落後、無奈與煎熬。那遠去的煙火
味，隨風飄來的是光明、希望紅紅火火的日
子。

煙火味，其實就是活潑潑的生活味。
煙火味啊，你遠去吧！帶上我的思念，帶上
我對奶奶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