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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劃界限

相互觀「螺」

四十年的中秋    
許秀枝

四十年前的中秋
我們沐浴在柔和的月光下
彼此的關懷，彼此的誓言
道不盡，說不完
月亮圓圓，是一切的見證

三十年前的中秋
我們為家庭努力拚搏
不求別的，只求兒女平安成長
事業的挫折，生活的艱難
使我們意見相左，惡言相向

二十年前的中秋
兒子及冠，女兒及屏
步入中年的我們，兩鬢已見白髮
孩子傲人的成績，工作上的成就
是我們最大的安慰與驕傲

十年前的中秋
兒女已屆婚嫁之年
我們忙於籌備一切
中西習俗，琳琅滿目
該遵循哪一樁？
兒女各自找到真愛
你我尚有何求？

今年的中秋
兒孫繞膝，嬉笑不斷
伴隨著清脆悅耳的骰子聲
回首往事，不覺莞爾
人生的齒輪
我們已把它轉動了大半圈  

關於中國詩歌節    

——漫說祭祖的清明、追魂的端午和賞月的中秋
林繼宗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 中 國 政 府 把 「 清
明」、「端午」、「中秋」三大佳節定為法
定節日，從二零零八年開始實施。實際上，
三大佳節就是中國人的詩歌節，充分體現中
國這個詩的偉大國度源遠流長的深厚文化底
蘊。俄羅斯將公歷六月六日即偉大詩人普希
金的生日定為俄羅斯詩歌節；中國則早就將
農曆五月初五即偉大詩人屈原的殉國日稱為
中國詩歌節。事實上，基於中華民族的文化
傳統和詩歌情結，應該說，清明、端午和中
秋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詩歌節，圍繞這三大佳
節的偉大詩篇和優秀詩作源源不斷，多如繁
星。因此，確立中國三大詩歌節，完全符合
中國的歷史、現實、國情和民意。

托 爾 斯 泰 說 ： 「 藝 術 是 一 樁 偉 大 的
事業。」貝多芬說：「真正的藝術是不滅
的。」詩人反映著國家的良知，是人民的良
心。一個民族如果不懂得詩歌，便不懂得生
活。中國自古就是詩歌的泱泱大國。詩歌在
中華民族的生息發展和精神生活中，有著舉
足輕重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這

個詩歌大國的漫漫龍脈，或者稱為龍的國度
的綿綿詩脈，有著輝煌而悠久的歷史。如果
我們從先秦的《詩經》算起，經屈原詩賦，
到秦漢的「樂府民歌」；從三國兩晉南北朝
三曹和竹林七賢的詩，到陶淵明、鮑照等人
的詩；從隋唐五代楊素、李白、杜甫的詩，
到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的詩；從宋金朝代
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的詩，到陸游、范成
大和文天祥的詩；從元明朝代王冕到於謙、
戚繼光的詩；從清代顧炎武、袁枚的詩到近
代龔自珍、梁啟超的詩，真是一脈詩歌的偉
大歷史長龍啊！

三大佳節乃是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文
化精華和精神財富。清明體現祭祖、思親與
懷念，端午呈現追魂、禮讚與愛國，中秋表
現賞月、夢想與追求。三大佳節成為法定假
日，是對傳統的弘揚，是對自然的回歸，是
對文化的重塑，是對民族的尊重。確定三大
佳節為法定假日，重新喚回了文明的尊嚴、
人性的尊嚴、民眾的尊嚴和國度的尊嚴，再
次煥發了中華民族熠熠的光彩！

清明，是伴隨著春風春雨為人們帶來
回憶、追念、緬懷與深思的節日，當人們滿
懷思親之情走向先祖的安息之地時，便會情
不自禁地陷入深深的沉思，久久地思索著一
個永恆而又常新、高遠而又現實的主題——
人生。端午，在龍舟的激烈競逐中，在粽子
的飄飄幽香裡，人們以追魂的深切期盼和
熱烈的愛國情懷，去追尋屈原的光輝足跡和
民族的高尚情操，由於人們紀念的是偉大的
詩人，因而端午最先被百姓公認為詩歌節。
而「中秋」一詞最早見於《周禮》一書中，
唐朝初年，中秋節正式成為固定的節日；明
清時代，中秋節已非常盛行，成為幾乎與春
節齊名的最重要節日之一。吟詠中秋月，已
成歷代詩人的永恆主題和中華民族的欣賞習
慣。在浩如煙海的中國詩歌中，月亮詩篇頗
具份量並廣為百姓所喜愛。「千里共嬋娟」
是民族心力的凝聚，「一夜鄉心五處同」是
千年追求的願景。

三大佳節顯然有共同的深深的情結——
祭祖的清明、追魂的端午和賞月的中秋，無
論其內涵還是儀式，都充滿著詩的意境、氣
質、精神與情韻。

而這種詩歌的情結，對於提升中華民族
的綜合素質尤其是思想素質、道德素質和文
化藝術素質，有著不可替代的至關重要的意
義。

《菲華著作   名家序跋》  

文字的翅膀在菲國晴空翱翔(下)  
一一序蘇榮超散文集《遺失》   林錦

除了政治、交通，書中一些以經濟、教
育、僑社和社會現象為題材的作品，時間性
比較明顯。本文集收錄的作品時間跨度長達
18年，有些現象也許已時過境遷。相信讀者
在閱讀此類作品時，多少會注意到內容所呈
現的時空背景。

其實，作者作為一個重視並酷愛中華
文化的讀書人和愛書人，更勝於扮演針砭時
弊的評論人角色。他生活在華人佔極少數的
菲律賓，多處表達了他對祖籍國的感情，他
在〈中國人〉裏說：「我的父母，我的祖先
都是出生在中國大陸，他們一代一代的生活
在那裡，是那片土地孕育了他們。儘管為了
生活顛沛流離，身上流的卻是中國人的血，
代代都是中國人的種，黃皮膚、黑眼睛就是
最好的証明瞭。」 作者是從小受中華文化
熏陶的海外華人，除了自己愛中華文化，也
非常重視下一代的中華文化傳承。他不相信
菲律濱的華文教育能讓他的女兒中學畢業後
擁有聽讀寫華語的技能。因此他親自教女兒
華語，他教女兒讀唐詩。〈讀唐詩〉裏的描
述，非常溫馨，也令人深受感動。 「日子在
詩意中消逝，李太白和孟浩然泉下有知，能
想像數千年後在海外夏日的午後，有一對父
女正在吟讀他們的嘔心杰作嗎？華夏文化是
否就是如此綿延不斷呢？」

由於酷愛中華文化，作者寫了許多談論
讀書寫作的文章，本書中就收了二十多篇。
他的閱讀興趣很廣，在〈短訊遐思〉說從少
年時醉心傳統詩詞。〈十本書〉提到「最近
幾年沈迷現代詩，看了大量個人詩集、詩選
集、詩論、詩評。」他也喜歡看小說和散
文，如金庸、古龍、瓊瑤、三毛、趙寧、張
曉風、琦君、朱天文等人的著作，尤其是三
毛和趙寧的作品。談起華文書，作者滿足愉
悅之情洋溢書房。「書本除了可以閱讀，還
可嗅聞它的書香，閒暇時隨手拿起來瀏覽一
番。心血來潮時翻翻找找一些資訊知識。無
所事事時為它們整理、分類、編號。看著一
房子的書本自有一種滿足感，其樂趣不足為

外人道。」 (〈與書有關〉)
作者對寫作深有體會。在菲律賓這樣

的環境裏從事華文寫作的確要有過人的勇氣
和毅力，從他堅持寫了18年的專欄，可以肯
定他對寫作的執著。作者對自己的要求甚
高，他表示寫作要有創意，他在〈創意〉文
中說：「打開報章雜誌，每天都有數不盡的
文章、專欄，如果只是人云亦云、照本宣
科，相信很難引起大家的共鳴。特別是專欄
方塊，短短數百字，若果沒有自己獨特的見
解或者風格，簡單的說就是欠缺創意。」
根據他的寫作經驗，所謂沒有題材，只是
一些寫作人不想動筆的藉口。寫作人通常都
會比一般人更敏感，問題是創作者有沒有用
心去發掘題材，去捕捉靈感。作者討論創意
寫作和發掘題材，是經驗之談。書中的四篇
作品〈雀鳥〉、〈壁虎〉、〈黃螞蟻與黑螞
蟻〉、〈我打死了一隻老鼠〉便是作者通過
觀察雀鳥、壁虎、螞蟻和老鼠的微小事件，
引申出以下嚴肅的題材：理事長競選、海關
圍捕查緝行動、同心協力謀生存與治亂世用
重典。這印證了作者如何利用聯想力和想像
力創意地發掘題材之道。

除了強於理性的論說，作者的感性描寫
文字也是生動感人的。〈尾聲〉一文，作者
寫他在平安夜穿過一條偏僻小巷，看見一輛
木製手推車上，半躺著一對老夫婦的情景：

 「兩人相偎依瑟縮於手推車的一角。
單薄而襤褸的衣衫不勝涼風的吹侵。十二月
島國的天氣已漸冷，何況在深夜接近淩晨時
分。忽然老婦劇烈的咳嗽起來，一聲接一聲
的咳嗽引來附近的狗吠聲，聲聲附和著。老
翁伸出顫抖的手，輕拍著老婦的後背，滿佈
皺紋的臉上，儘是關懷。在鄰近聖誕燈飾的
映照下，每一條紋路彷彿都在訴說著一個感
人的故事。」

作者的散文有時會出現細節描寫。這個
場景的細節描寫特別成功，文字的感染力讓
讀者的眼眶濕潤了。

我不知道榮超寫散文的構思歷程，但可

以確定的是他不斷嘗試使作品的內容和表現
形式達到多樣性。我們不妨用各種切入點賞
讀書中的作品。呈現在眼前的人、事、物(包
括生物)，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可能成為作者
捕捉的題材。事與物方面，我們已經談了一
些。人方面，作者也寫了不少，除了詩人云
鶴，還有林忠民先生、惠秀老師、小容、小
鐘、裡奧、蓮、阿中、R君等。每個人物幾乎
都用一篇來寫，作者一般會穿插事情的描述
來突出人物的形象，細節描寫的筆法用的比
較多，提升作品的精彩度。

作品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要歸
類有一定的難度。榮超作品的思想性強，知
識性強。一部分作品關心社會民生、政治等
問題。他往往用理性的論說，批評時政，針
砭時弊。可歸入廣義的雜文，是隨筆式的，
「具有作者直接論斷，帶有批評或議論之
見」(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若採用
孔另境對雜文的看法，稱之為「文藝雜感」
更妥當。作者的另一部分作品，以人、事、
物為素材，以傳達他的思想，表達他的哲學
觀、人生觀，探討宇宙人生的問題。或直陳
式說理，或抒情性說理，或敘事性說理，可
歸類為哲理小品或哲理散文。

寫作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有時不免絞盡
腦汁。作者在專欄文章的交稿時間逼近時，
文章還沒寫出來，竟然異想天開。「如果寫
文章就像攪拌機那般，該有多好。只須將內
容、技巧、修辭、文字，當然最重要的是靈
感，一股腦的丟進去，然後插上電源，打開
開關，不消一刻鐘，一篇文情並茂的好文章
就出爐了。」(〈隨思〉)當然這是作者苦中
作樂的幽默之言。我何嘗不是如此，這篇序
文下筆維艱，若能把144篇文章放進攪拌機，
讓我的讀後感自動流進杯子裏，那有多好。
終於，我說完了閱讀《遺失》的感受。我一
邊喝著新鮮的果汁，一邊回味作者的精神結
晶，一邊祝福遠方的朋友。

 2019年4月15日
(林錦，祖籍福建安溪。華中師範大學文

學博士。新加坡作家協會、錫山文藝中心和
新加坡文藝協會理事。出版散文集、學術論
著多本。曾獲新加坡《羅步歌散文創作賽》
首獎、 《方修文學獎》散文優秀獎、《中山
杯世界詩歌大賽》銅獎、《金鷹杯東南亞微
型小說比賽》二等獎、《世界華文微型小說
雙年獎》三等獎等。)

同桌漢軍(中)   
文：錢    昆    圖：洪志雄  

二、不劃界限，我行我素；
      釣魚過節，不亦樂乎
其時，社會治安不靖，彷彿處於無政府

的狀態。東、西、南、北霸天各據一方，糾

集了社會上游手好閒的二流子，到處為非作

歹，像土匪強盜似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惡多

端。

怎麼也想不到，我家居然也被列入了

掠奪的對象。無預警，大白天。以東霸天為

主的兄弟仨，糾結了一幫狐朋狗友，就這麼

侵門入戶，大搖大擺地從下廳穿進天井到大

廳；再從大廳到後廳繞了一圈，不管你同意

不同意，一幫人是這裡看看，那裡瞧瞧，如

入無人之境；然後魚貫而出，揚長而去。關

上大門後才驚覺到，長案桌上鎏金的大肚彌

陀佛等值錢的擺設，被搜刮一空了。善良為

人、生性軟弱可欺的祖母在捶胸頓足、呼天

喊地之後是眼淚涮涮地往下掉······那種叫天天

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慘況，三不五時、循環

往復地在我們家裡上演，善與惡的矛盾日趨

尖銳，且充塞著社會的方方面面。

學校也非淨土，學生也未能寧靜致遠。

成份不好的同學，被霸凌的慘景不時出現；

投機倒把的子女，被調皮搗蛋的同學作弄、

惡搞和推推搡搡……

不知緣於何處，「劃線風」像流感般

地傳到了「反修小學」。一時間，男女同學

們各持一尺，認真地量著課桌的長度，尋找

桌子的中間線，在劃出了一條深深的線紋

來，美其名曰：楚河漢界；從此後，只要有

誰碰觸了此線，被侵的一方或警告或狠狠地

用手肘碰回去，你碰來我碰去，往往演變成

大打出手，直鬧到辦公室去才偃旗息鼓。原

本和和氣氣的同桌關係，一下子變得男女授

受不親、橫眉冷對。幸運的是，同桌漢軍未

同我劃線。可這一小小的秘密，不久便被好

事者在「普查」中捅了出來，幾個同班的男

同學圍攏了過來，對著漢軍直嚷嚷：劃啊！

劃啊！漢軍氣定神閒地坐著，彷彿沒聽見似

的；僵持中，不知是誰喊了聲：1—2—3，

男同學們便異口同聲地接著吶喊到：快！—

快！—快！；1—2—3—4—5—6—7，男同學

們又齊聲吼叫道：我們等得很著急！！面對

著排山倒海似的呼喊聲，漢軍漲紅了臉；但

仍擺出一副「任你東南西北風，我自巋然不

動」的架勢；無論男同學們怎麼歇斯底里地

喊叫，他就是無動於衷，直鬧到上課鈴聲一

響，同學們才一窩蜂地散開。漢軍不同我劃

線的消息，剎時間，在全班傳開了。

對於漢軍堅持己見，不與我劃清界限的

做法，在我的心靈深處裡充滿了感激；並被

他那種處驚不變，息事寧人的性格特徵，而

欽佩稱奇。

 「劃線風」吹過不久，學校又刮起了

「螺紋風」。所謂螺紋，就是指紋的紋理，

呈圓形排列；反之就是畚箕，呈幾字形的紋

狀。配套「螺紋風」的口訣飛快地風靡了全

校，我和同學們很快便背得滾瓜爛熟：一螺

一坐坐，二螺走腳皮，三螺沒米煮，四螺沒

飯炊，五螺五花妝，六螺米頭長，七螺七挖

壁，八螺做乞丐，九螺九上山，十螺去做

官，無螺全畚箕，有通食各有通披。依照著

螺紋口訣，同學們先是自看，再相互間你看

我我看你，然後是詢問和交流；前桌的林鵬
告訴我說，漢軍有十螺，會做官。我趕緊問
他，「你有幾螺？」「十螺」「能讓我看看
嗎？」他二話沒說地把手掌張開來讓我看了
又看，哇，真的啊！漢軍有十螺會做官的消
息，像鈴聲般地瞬間被全班人聽到了並津津
樂道······

 「六一」兒童節到了。這是同學們翹
首以盼的佳節。這一天，學校會舉行了隆重
而豐富多彩節目來慶祝。令人欣喜的是，老
師首先會向每一個同學分發了十幾塊形狀不
一的小餅乾和糖果，以體現黨和人民對少年
兒童的關愛。隨後的活動節目有：釣魚、跳
棋、打球、剪紙、猜謎······我選擇了釣魚這項
比耐心和目光犀利的項目，之所以對釣魚情
有獨鍾、樂此不彼，不僅僅對我來說是輕而
易舉，更重要的是勝者能憑卷領到了餅乾和
糖果的獎勵，在那食不果腹的艱苦年代，對
我來說至關的重要。

活動的場所就設在教室裡。只見課桌被
圍成了一個大大的正方形「口」字，中間堆
了一層厚如字典細如麵條的紙屑，以紙板做
成的海洋動物散落其中，有魚、蝦、烏龜、
章魚、王八等等；每一種海洋動物的口上均
有一個小如鼻孔似的圓圈；然後，讓排隊輪
到的同學各持一把小釣魚桿伏在課桌上，用
桿上絲線的鉤，在規定的時間內把海洋動物
釣上來。成功者可得到一張票卷，隨後憑卷
領取餅乾和糖果。

也許是學畫時練眼的緣故，輪到我釣
的時候，手到擒來，一次成功；想要再來，
便得從頭排起。一看到長長的隊伍，沮喪極
了，怎麼辦呢？漢軍已排在前面了，於是便
厚著臉皮誠摯地請他為我排隊，他毫不介意
地和我調換了位置，在他的通力配合下，我
次次得卷，收穫頗豐。活動一結束，我喜不
自勝地把領到的餅乾和糖果一分為二分給了
漢軍，然後，懷著喜悅的心情凱旋而歸。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