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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蒲公英

《搭客》這部電影
疫情愈來愈嚴重了，每

天的確診數目起起落落，接
受核酸檢查的大岷人口又有
多少呢？每天報導的確診數
目有幾分可信度，我們是不
得而知的了。

最近似曾相識的朋友，
有好幾位染上了新冠肺炎而死的，讓人心
酸。

有關當局在考慮是否再次封城。再次
封城，經濟活動停頓了，不封，患病的越來
越多了。真讓人左右為難。

封城餓死，不封城病死。那可如何是
好？

關在家裏已經有一百二十多天了。每
天吃了早飯等午飯，吃了午飯等晚飯。每
天就是日出日落，晴晴雨雨的，說宅在家
裏，日子難過。其實也一日一日地溜去。每
天六千步走到八千步，又超過一萬步。老頭
唯一的運動也就只有走方步了。

宅家的日子裏念了三本詩集，塗塗寫
寫了一些勞雜子的雜文。看了五六十部影
碟。我收集的影碟也看得差不多了。

那 些 影 碟 中 給 我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 青 樓 艷 妓 》 及 《 搭 客 》 。 《 搭 客 》
（PASSENSGER）全片只有四名演員。故事

是講述一艘太空船，載了四千名搭客向一個
新星球進發。旅程需九十年，全艘都是電腦
裝備，能保證九十年後抵達目的地。

誰知出發不久，電腦發生故障，一位
年青的電腦工程師先醒了。整艘太空船只有
他與一名機械人酒保負責酒巴。經過了一年
的研究，年青人找到了弄醒乘客的方法。他
先把一位年青貌美的女作家弄醒了，孤男寡
女在偌大一艘的太空船中，當然會日久生
情。正陷入熱戀中，那機械人酒保把弄醒女
作家的秘密告訴了女作家。于是這對情人徹
底破裂了。

後來又醒來了船長。太空船的故障越
來越嚴重，船長也病死了，挽救五千條生命
的責任就放在這對青年肩上了。

他倆同心合力修好了太空船，發現了
船長身上有一劑可以令人再次停止新陳代
謝進入冬眠的藥物。這對戀人愛情的火花
又死灰復燃，他們放棄了重新進入冬眠的
機會。一對有情人在太空船上白頭偕老，
渡過了他們的一生。故事在九十年後，
四千九百九十八位搭客以及船上的工作人
員，全部醒過來平安地移居到一個嶄新的星
球。

這是一部頗為耐看的電影。

二○二○‧七‧二十六

中國社會太多洋奴走狗
美國一直以來無法填滿

胸中管治世界霸主野心。更
不願坦坦蕩蕩正視無法阻擋
今日中國崛起的現實。總帶
著執迷不認輸姿態，撐著險
惡嘴面企圖，誅滅我民族之
心從未收歛……。美國上下

政客估無論是何政黨，它們都是亢瀣一氣，
以美國利益優先，全方位合力企圖絆倒我中
華。從經濟，政治，軍事，科技，無孔不入
處處想方設法阻礙與破壞中國人前進步伐。
它滲透我新疆，西藏鼓動民族分裂，製造社
會動亂，分化我民族團結。美國情報人員潛
在國內飼養一群吃碗內扒碗外中國漢奸走
狗。滲透散佈在社會各階層，最可危的這些
洋走狗賣國者竟分佈滲透在今日中國社會精
英，專家，學者，教授，政府高官…。它們
受到美國金光閃爍裡子和切身種種利益透
惑，甚至一些軍事將領也出賣國家技密情
報。又以各種獎學金收買攝取尖端高科技研
究生手中所獲得科研數據。在裡子與魔鬼試
探考驗下，有太多頂不住物質和金錢誘惑的
中國人，跌落為數典忘祖，甘心成為出賣國
家民族，淪為美國在中國大陸的第五縱隊，
墜落成賣國求榮漢奸走狗，套上炎黃子孫的
千古罪人……。

 毛主席所說，「美帝滅我中華賊心從
來未死「。除了暗中支持疆獨，藏獨。再來
一場中美貿易戰，有目共睹狼子野心的美
國也利用釣魚島，台灣，南海，香港事件
等等妄圖拖延中國崛起。.最令十四億中國
人憤慨的，一個大西洋彼岸強盜惡霸竟跑在
家門口對家裡事務指手畫腳，要為咱們立規
矩，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霸道邏輯。美帝揮
不掉它的狂妄症，以為今天中國還是晚清時
期積弱的國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曾說: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對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利益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香港繁榮隱定決心的意志。中國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外人無杈說三道四，指手
畫腳，更遑論冀以其國內法的「人權和自由
"制憲來為十四億中國人立規紀。這種癡人
說夢語，全世界中國人是不會買賬的……。

 聯合國五常理事國，只有中國還沒有
完成國家的統一。統一台灣本來是我們中華
民族家務事，然而受到美國多方的阻繞干涉
因素，使台灣整整七十年未能回歸祖國，完
成祖國的統一。解放台灣是人心所向，大勢
所趨，也是我十四億中華兒女及海外華人華
裔懇切的心願。

台灣問題是中美問題，今天中國在經
濟，軍事，政治，文化，科技許多地方己
追上美國，所以美國有著一種焦慮性的心
態，它在中國.國內埋伏詞養著一支第五縱
隊，這群漢奸走狗許多是居于高官，有的是
學者，專家，教授，洋奴買辦和代理人等
等…。這些人在國內廣範宣傳恐美論，散佈

美國是個不可戰勝的國家，其目的是要。削
弱我們對統一台灣的信心和決心……。

只要咱們客觀分析當前美國。首先每
位中國人應懷有毛澤東那種敢于戰鬥稀牲的
血性精神，想當年中國非常落後，只有拿著
小米加步槍二次奔向對抗美帝精銳步隊的朝
鮮戰爭，越南戰爭。今天的中國已不是五十
年前中國，然而今天美國在經濟，政治，軍
事，科技，文化也已不是廿年前的美國。在
國外許多美國盟友已看清其單邊主義霸凌真
面目後，都貌合神離，逐漸疏遠。在美國內
一意孤行的川普，經濟實力逐漸走下衰退，
人民失業頻頻升高，民不聊生，白人警察又
與美國黑人衝突分裂不斷，形成美社會治安
惡化，再來新寇病毒感染，步步肆虐全美
國。川普無能無法有效控制病毒，確是今天
川普政府最嚴重敗筆的課題，川普從不收歛
以種種欺騙，說謊伎倆來蒙蔽騙取十一月選
票……。

 解放台灣達到祖國的完全統一，是咱
們這一代人的當務之急，也是咱們這一代人
的歷史使命。第一我們必須先充實自己各方
面的軍備和對美國一旦干涉台灣的準備打
算。第二極為重要的是清除，潛伏各階層美
國第五縱隊在國內的內鬼。這些內鬼有些是
仇恨國家，仇恨人民，不滿現實仇恨社會，
要不就是一些與外部有勾結的貪官污吏。這
群漢奸賣國賊，將美國在台海，南海虛張聲
勢的軍事挑釁，所放出的煙霧彈，宣傳成美
國是一個不可戰勝的超強國家。甚至在解放
台灣之前，會先向台灣，美國通風報信的內
鬼。最近美國突然召回註中國大使，中國應
該警惕作最壞打算，可能會發生突發事件，
在美副國務卿訪台後，宣佈與台灣建交，肆
意與中國撕破臉觸犯我們十四億中國人民的
底線，強逼我們不得不動手武統台灣，中華
民族需警惕和準備打這一埸不可輸統一台灣
的解放戰爭……。

 武統台灣的戰爭，我個人認為美國不
會在中國家門口參戰救台灣，統一台灣對
十四中國人是一埸正義維護祖宗留下國土完
整的戰爭。中國人民絕對不能輸掉這埸戰
爭，一旦輸掉這埸戰爭中國將被分割瓦解，
甚至淪為講空話，講大話，講謊話外強中乾
的國家。美帝不敢在中國家門口和解放軍打
這埸武統台灣的正義戰爭，萬一美帝航母戰
鬥群被中國人殲滅在台海，那麼美國還有什
麼顏臉去風神面對它的盟友 ?? 對中國武統
台灣的戰爭，美帝也是輸不起，倘且千里迢
迢來與東方大國打一扙，目前萎縮的經濟，
新冠病毒嚴重，國內黑白族群分裂，治安
不寧，除了虛張聲勢派些美官來台作秀賣
軍火，給分裂領土的台獨壯壯膽，若要與
中國真打起來，委實不合算，不如推說趕
不及救，留個面子還可繼續騙騙見江東父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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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藝

此生無憾
——《歲月記憶》序

2020年，新冠狀肺炎肆
虐。號稱「千島之國」的菲
律濱也難倖免。自3月16日，
菲國政府宣佈「封城」，直
至9月下旬仍未徹底解除。
半年來，深居簡出，閒來整
理2013年至2020年發表過的

舊文剪報，竟然湊成一書，心血來潮就命名
為《歲月記憶》。它是我的第八本著作。先
前，我出版了《菲國風光》、《南洋浪花
集》、《遨遊神州》、《千島履音》、《浮
生隨筆》、《菲國風光（修訂本）》、《朗
園‧千島‧神州》等七本文集。八本拙著記
錄了我的一生，主要是居菲的生活。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寒暑，眨眼間就
過去了，極少人能夠成就豐功偉業、名留青
史。我自然也屬於平凡者的行列。不過，驀
然回首，竟發現自己的生活頗為多姿多彩，
起碼擁有一些值得回憶和講敘予後輩聽的故
事。

我於1949年出生於福建省晉江市羅山
鎮塘市村。那一年，國、共內戰未熄，烽火
連天；直至當年的10月1日，「新中國」才
誕生。接下來的十年，眾所周知。在中國大
陸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件。例如：1950年至
1952年的「抗美援朝」，1955年的「肅反運
動」，1956年的「整風運動」，1958年始的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及1959年始
的「三年嚴重自然災害」……等等。那個年
代，雖說我仍年幼，不太懂事。但是，「大
躍進」和「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我已
入學多年，在老師的帶領下，半天學習，半
天勞動，親身參加了「積肥」、「除四害」
一類的勞作，並體驗過饑荒的恐怖，至今記
憶猶新。這一段生活，對我的一生影響很
大。

閩南地區是所謂的「僑鄉」。家家戶戶
皆有男丁於「解放」前夕離鄉別親、飄洋過
海到「南海」一帶謀生，剩下老弱病殘和婦
孺留守家園。「建國」後，中國政府體恤民
情，多次開放僑眷到時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

會親。受益於政府的政策，我曾三度旅港，
至1962年才定居，前後居住十四年。那個年
代，僑眷赴港，除了1962年及以後，得以通
過深圳羅湖橋正式入境香港外，早前的人都
要經過澳門乘搭小漁船摸黑偷渡入香港。因
此，沉船或偷渡失敗的事，時有所聞。絕大
多數的居港的僑眷，共生活費得依賴在南洋
謀生的親人的接濟，更多的婦婦要出外「打
工」幫補家庭費用。這一代的「母親」們，
活得很艱辛，也很偉大，可歌可泣。

居港期間，我入讀香港培僑中學。1966
年，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運動，
影響所及，香港於1967年也發生「反英抗
暴」，余亦被捲入其中。這一段生活，拙文
《朗園山上崢嶸歲月稠》中有詳細記載（參
考拙著《朗園‧千島‧神州》）。

1970年，我考入香港中國旅行社任日
本語翻譯，自此之後，與旅遊業結下不解之
緣。

1973年，我移民到菲律濱，跟父母團
圓。來菲後，立即加入堂兄柯玉溪與友人
莊游波、柯遵長合辦的「喜運來旅行社」
（LIBERTY TOUR & TRAVEL INC.），主理
東北亞業務（後兼理東南亞業務）。因而機
緣際會，得以周遊列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政府採取「改
革、開放」的政策，大力發展經濟，世人開
始湧入神州大地。做為一位旅遊的愛好者、
從業人員，我也投身洪流，自1989年，每年
走四、五趟，每次走不同的行程，至今總算
踏遍了神州的三十一個省、市和自治區（除
西藏外）。暢遊歸來，再借《世界日報》的
旅遊版作一番報導，把所見所聞向廣大的僑
胞宣傳、推介。旅遊、閱讀、寫作是我的終
生愛好。甚至，遺傳給了兒女們。

我的一生，固然平凡，卻不平淡。始所
未料，年屆「古稀」，竟然碰上一場「新冠
狀肺炎」，此病毒對老年人的為害性最強。
我泰然處之，倒讓兒女們擔心了。

由之，在疫情中，我還能編輯出這本
《歲月記》，它預計於疫情過後出版。

黃仲遠

問道飛瓦巖
閩南的山峰都比較秀

氣，海拔都不高，水頭熊山
相對于在泉州沿海比較有點
名氣的清源山、紫帽山、九
日山來說，似乎顯得有點低
調。但如果是對于生活在水
頭這一帶的百姓來說，熊

山是鼎鼎有名的，一提大家都知道。我第一
次聽說熊山，剛開始還以為是熊出沒的地方
呢！據說是因地形而得名。週末跟隨老婆同
事一家去水頭走走，除了五里橋、天心洞，
熊山上的飛瓦巖自然也是個好去處。

開車沿著新營熊山的蜿蜒盤山公路一
直往上，路邊不乏有香客帶著虔誠、遊客懷
揣著好奇沿著水泥路往上走，從山下到山頂
的停車場開了半個來小時，終于到達飛瓦巖
的停車場。

下車後，大家都開始攬勝拍照，四處
尋找閃光點，站在山頂俯瞰四周，整個水頭
鎮盡收眼底，到處是高樓林立，川流不息，
不愧為中國石材之都。憑欄遠眺，山巒翠
綠，層峰疊嶂。石壁水庫像一個閃耀的明珠
鑲嵌在大地上，哺育著山下的村民。山頂
上，風有點大，涼風徐徐，因而才有人說是
避暑好地方。

把目光轉向飛瓦巖，仔細一想在交通
不發達的古代，修建這座寺廟著實不易，那
麼因何得名飛瓦巖，這裡面有一個動人的傳
說，元代一位和尚遊方到此，四處化緣建
寺，但要把磚瓦木石搬運上山卻是難題。他
張榜傳文，稱某日要在山上築壇作法，拜請
各路神仙顯聖飛瓦，幫助搬運建築材料。是
日，四鄉五里群眾雲集山下，爭看高僧作
法。和尚立在山頂高呼：「貧僧作法即刻開
始，敬請諸位上山施主，同時為巖寺添磚
加瓦，共造福祉。」眾多善男信女，爭先
恐後，頓時把山下的建築材料全部搬上山
去。和尚說：「諸位施主乃各路神仙也。」
飛瓦巖由此得名。傳說畢竟是傳說，我們還
是不得不感佩當時的勞動人民的智慧，勞苦
大眾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量，但凡亭台
樓閣、宮殿寺廟都少不了他們默默奉獻的身
影。

寺廟門前的石碑，有好幾塊，清楚地
記述著飛瓦古寺的前世今生，閱讀石碑不免
感慨寺廟歷史的悠久。妻子帶著寶寶去燒香
拜佛，祈求平安，我就四處走走看看，進入
寺宇，依次是拜庭、天井、廂房，接著是大
雄寶殿。閩南不少寺廟建築是千篇一律，飛
瓦巖還是有自己的不同。在這裡你可以從中
觀摩到石材之都的工藝水準，就說寺門壁間

那40幅輝綠岩石雕刻，有的是人物典故，有
的是花草竹木，有的是鳥獸魚蟲，雕刻手法
有的鏤空，有的深鑿，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展示閩南石雕的匠心獨運，彰顯精湛的
工藝。寺廟門前的兩根石雕龍柱尤其引人注
目，龍首龍鬚怒張，線條卻顯得流暢又剛
勁，可以稱得上石雕精品。逛完整個寺廟，
你會發現寺中所有石柱全部鐫刻楹聯，因此
有「無柱不刻聯」之稱。寺廟門口的石柱
上，刻的是懲惡揚善、教化民眾的勸世警
句。殿旁佛堂的壁間也有名士羅一峰手書的
《醒世詩》20首120句，富有啟迪人生的意
味……到處去看看四周，真的是此地處處皆
有學問。

門前種有幾株桂花樹，估計樹齡有好
幾百年，枝繁葉茂，花香撲鼻。我們坐在樹
下的石凳上休憩，碰到了不少前來遊玩的遊
客，敬拜神靈風香客，他們也坐在石凳上歇
腳、泡茶，談古論今。寺廟前有一條古棧
道，據說是清光緒十七年寺僧圓瑞法師倡議
重修，並增築上山石砌階道，歷1200餘級，
雖然現在這條棧道比較少人去走，兩邊長滿
了雜草，但是依稀可以想像到當時虔誠香客
乘風冒雨踏步登山的場景，熙熙攘攘，何為
壯觀。

不知不覺到了吃飯的時間了，大家執
意要留下來體驗一下吃齋飯的感覺，我讓妻
子去寺廟添了點香油錢。寺廟裡面的義工告
訴我們吃齋飯是免費的，跟吃自助餐差不
多，自己拿碗筷取飯菜，吃多少取多少，不
可浪費，打好飯菜自己尋找空餘位置坐下來
就餐，不可喧嘩，餐後自洗碗筷，在放入消
毒櫃，再悄然離開，不可打擾別人用餐。只
見齋堂入口處的牆上寫著「免費齋飯，愛惜
食物」「止語」等警示語歷歷在目。原來以
為齋飯難食，入口一嘗，甜鹹適中，味道還
不錯，很多人吃得津津有味。都說吃齋飯是
吃個吉慶，有些宗教信仰人士還特意打包一
份，說是要給家裡生病或工作生活不順利的
家人，討個平安兆頭。

佛門清淨，深山藏古寺，以一種靜態
的建築美學，以一種遙遠的歷史風骨，無聲
勝有聲；以一種深厚的文化內涵，潛移默化
熏陶、滋養、潤澤著閩南兒女。不勞而獲的
第一次齋飯，讓我看到了神聖、節儉，看到
了宗教人士對生命的尊重。偷得浮生半日
閒，讓我心靈又得到了一次釋放，找到一片
可以安放的淨土，去尋找心的慰藉，去祈禱
幸福安康。閒來無事多去走走，欣賞不一樣
的風景，體驗不一樣的人生，不失為一種樂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