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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忠劍客

再談華社新常態
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

談到了大岷區進入一般社區
隔離（GCQ）狀態之後華社
出現的「新常態」，即線上
視頻會議、就職、講座、座
談會，老人家們愈玩愈嗨，
腦洞大開，花樣盡出，讓人

目不暇接。有的大僑領甚至遠程參加國際
會議或者招商博覽會。

老人們忙著參加不同社團的會議，小
孩呢？忙著參加網上視頻教學，一個個穿
著校服筆直坐在電腦前聽老師嘰裡呱啦開
講，與課堂不同的是，除非家裏有讓他們
分心的事情，譬如家長在看電視或寵物貓
狗搗亂，否則學生們無法「開小差」跟同
學說悄悄話、玩手機、偷看小說或漫畫，
也無法向同學傳遞紙條，相反的，他們可
以通過線上聊天跟同學打字聊天，因此上
網課時經常鴉雀無聲，據一友人在社交媒
體上說，學生們喊得最大聲的是「老師再
見！」。

家 庭 主 婦 呢 ？ 忙 著 看 Y o u T u b e 學 烹
飪、烤蛋糕、追連續劇，甚至把自己的
杰作上傳到社交媒體售賣，君不見臉書
（Facebook）的「菲華頭家」群每日熱火
朝天張貼各種廣告，從賣餅乾到賣房屋汽
車都有。家庭主婦們另一線下活動是種花
種菜，在中路區開店的親戚告知，從3月封
城開始，各種顏色、款式、材質和尺寸的
花盆供不應求，以前的滯銷貨現在一夜搶
空，就算廠家24小時生產都無法滿足市場需
求。

說到線上視頻會議或就職，筆者在上
一篇文章中建議「搞網上就職典禮，參會
者自備美酒佳餚，邊聽『演講比賽』，邊
在電腦或電話前大快朵頤，對著屏幕『乾

杯』。」想不到還真的實現了，筆者得知
最近很多團體舉辦線上視頻會議時，會向
一些大酒店或著名餐飲供應商訂購餐盒，
並由專人或快遞公司送到每個參會者家
中或辦公室。筆者一親戚就收到過馬尼拉
大酒店Ilang-Ilang咖啡廳（自助餐廳）和
Conti』s餐飲公司提供的美味飯盒，主辦
單位甚至認為這種做法省錢又可吸引更多
人參與會議，比平時租地方和十人桌的費
用划算，據說有的一餐才差不多兩百五十
元，十人才兩千五百元，平時到餐廳訂
「社團桌」好一點的都要五萬起跳，便宜
也要八千、一萬元。

「新常態」既環保又省錢，但苦了餐
飲業者收入大減，3月份到現在已經有多家
華社老字號餐館相繼關門大吉，成為菲華
社區的「集體回憶」。

「新常態」遇到的另一大問題是網速
不穩定。筆者參加過不少線上視頻會議，
曾經見過一個原本安排講話十五分鐘的主
講人，由于網速問題，斷斷續續折騰了近
一小時才講完，氣得該名老教授說以後不
會再參加線上視頻會議。

網速問題多年來一直是我國的心病，
杜特地總統多次警告電信公司要提高網
速，改善服務，但這些寡頭集團表面應
承，背地裏跟政府耍太極，在封城期間網
速一度比較穩定，但解封之後又恢復往日
的龜速，如果網速問題得不到解決，這種
線上會議的「新常態」相信不會長久，一
般人家裏只有一條網線，要分給一家之主
參加會議，又要分給孩子上網課，家庭主
婦又要觀看烹飪視頻、追韓劇，除非申請
高級網絡套餐，否則家裏個個都用線上視
頻，肯定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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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瓶新酒味醇真
清遠，是一個充滿詩意

的名字。在這個充滿詩意的
城市裏，有不少寫古詩詞的
好手，金榮廣就是其中的一
位佼佼者。他的格律詩，語
言清暢，造境清新，畫面感
強，接地氣，有生活，言之

有物，不矯揉造作，思想感情浸潤字裏行
間，充滿美感。

眾所周知，格律詩是在字數、韻腳、
聲調、對仗各方面都有許多講究的詩，比如
它規定詩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講平仄，嚴
格押韻，而且律詩的中兩聯要對仗等。也因
此，格律詩寫作被形象地稱為「戴著鐐銬跳
舞」，具有相當難度。從這個角度來說，格
律詩詞更能體現出一個詩人的才情、文學的
功力和古典文學的造詣，也更符合詩歌的美
學原則。關于這點，我們由金榮廣詩集《金
童短笛》可見一斑。

中國古代詩話有兩說，一說詩言志，
一說詩主情。金榮廣是性情人，詩作以情
為主。如《新回鄉偶書》以一個遊子的視角
書寫家鄉巨變，與賀知章的「兒童相見不相
識」迥然不同：

新樓棟棟插雲霞，遊子難尋昔日家。
唯見村邊梨果樹，老枝猶放舊時花。
因 為 放 低 姿 態 ， 追 求 平 淡 平 凡 的 生

活，所以金榮廣的詩在本質上是自然樸實
的。他的詩不刻意，不雕琢，更沒有虛張聲
勢，一切都是自自然然、平平實實地從心裏
流淌出來。像《五色梅》就是這樣：

沒靠別人栽，平生喜自開。
春來添五色，不愧亦稱梅。
語言平白如話，沒有多少藏鋒，但詩

思暢達，節奏明快，有極強的音樂感。可貴
的是，在淺白曉暢的詩句背後，又蘊含著深
刻的人生哲理，頗為耐人尋味。

每 一 時 代 都 要 有 體 現 這 個 時 代 的 詩
歌，這樣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金榮廣的詩
不是那種無病呻吟的矯揉造作，亦非那種充
滿陳腐氣味，放到古詩中都難以挑選出來的
老氣橫秋的玩藝，他的格律詩詞有新思想，
表現新事物，反映新生活，張揚新時代的特
點。如《晨起即景》便是難得的佳作：

秋日蟬鳴早，和衣出陋扉。
雲天相映襯，日月共生輝。

彩蝶花間舞，黃蜂竹裏飛。
河中晨泳客，摸得石螺歸。
「陋扉」、「雲天」、「彩蝶」等詞

入詩，使得此詩有一種古樸、雅致的韻味，
而「蟬鳴早」則巧妙化用了唐代詩人李端
《送少微上人入蜀》中「飛閣蟬鳴早」的意
境。在這裏，「彩蝶」對仗「黃蜂」，「花
間舞」對仗「竹裏飛」，對仗工整，語言精
緻，色彩明麗，意境優美。由此可見金榮廣
古典詩詞的功力。不僅如此，這首詩還生動
傳神地描繪出鄉村的生活情境：「河中晨泳
客/摸得石螺歸」，言淺意深，情趣盎然，
且富于生活的氣息。的確，這樣既古雅，又
情景交融，富于生活氣息和生命情態的舊體
詩詞，與時下一些遠離現實生活，只沉迷于
平仄格律，玩弄文字的古體詩是完全不同
的。因此，這樣的舊體詩詞不僅能給讀者帶
來美的享受，也符合新的時代和新的生活的
需要。請看《江濱公園春景》：

春來一夜風，滿地格桑紅。
遊客忙留影，貓身花海中。
詩的前兩句寫景，後兩句寫人，鏡頭

切換，極富畫面感。特別是「遊客忙留影，
貓身花海中」，形象、生動，現場感十足，
讓人如臨其境，充分體現了金榮廣格律詩生
活化的特點。

我們提倡詩家寫詩填詞度曲，要與時
俱進，不能脫離時代去仿照古人情調。因
為，毫無時代氣息的作品，失去了時代意
義，即使寫得再美，也只能是孤芳自賞，可
取之處就大打折扣了。而要增強格律詩的
時代感，其意象選擇要盡可能注入現代元
素。即使使用古代意象，也要賦予新意，否
則，寫出的詩作就會缺乏時代氣息。我們看
到，金榮廣的作品中植入了「工友」、「啤
酒」、「鬧鐘」、「電器」、「微信」等新
名詞，體現了時代的日新月異。他在現代人
的思想感情和古典傳統形式的統一，開拓既
新又美、富于時代感的詩意境界方面，做出
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我一直認為，詩歌沒有統一的標準，
一切標準都在建構過程中。大凡能引起共鳴
者即為好詩。金榮廣的詩詞的確達到了一定
的專業水準，詩集《金童短笛》不乏佳作。
囿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枚舉。有緣的讀者
可以一覽。

廖杏子

老浮橋
(一)

出臨漳城門外，可見一灣碧
波的筍江上，有座宋代遺留
下來的古老浮橋。橋扳長，
橋墩高，橋間築有石塔、石
獅、石亭，極其巍峨壯觀，

是市區前往郊區的交通要道。
泉州地處江南水鄉，湖港縱橫交錯，

遍及鄉野。那時，民間活動，商貿往來，
皆靠舟楫載渡，十分不便。建橋造路是民
生大事。

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先民們，投入聰
明和智慧，先由竹、木、磚到石拱橋、一
座座各呈特色，精美絕侖。精湛而高超的
造橋技術，曾經聞名于世。

那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在筍
江畔一家單位上班。

工作之餘，我經常盤恆筍江四周，不
為別的，純粹是去看那裡的風景。沿著江
邊一路走去，有大片大片的榕樹林，次第
植開，一年年的成長，越發枝葉披紛，四
季蒼翠。

這是南方的佳樹，是長壽的樹，有光
陰的年輪。人走在樹下，心特別舒坦、幽
靜。「接官亭」 那一帶的榕蔭，似雲似
霧，雙脊飛翹、紅磚綠瓦的廟宇，便隱映
其中。

與之相對映的是 一拄擎天的「石筍」
由五段花崗岩雕琢而成，是古代的部落圖
騰，襯著四周綠草，更顯古撲，厚重。尤
其是落日時分，站在浮橋上看筍江，波光
鱗鱗的江面上，幾隻木船，竟相逐流。金
色的沙灘上，身著泳衣，手串泳圈的大人
牽著小孩，一步一步地向水中走去，泅渡
弄潮，盡顯人間歡樂……橋頭下，一片大
大的石坡，半蹲著浣衣女，她們手起槌
落，陣陣的搗衣聲，飄蕩在江面上……

這分明是王維筆下的詩——遠遠近近
的山水寺橋，處處精緻細膩、婉轉深情，
沒有一絲人工的造痕與鋪設！

若遇八月中秋，浩月當空，月光洩
影下的筍江，江風徐徐，清波鱗鱗。橋墩
下，數十個橋孔倒映出月亮的影像，清
朗、夢幻的景觀，足以掠人魂魄！此時
若泛舟于江上，如同與天上、人間溶合一
起的極致，令一個個唯美的靈魂，永世難
忘。

後來，每次去浮橋，回來時總是悵然
若失——日月依舊山河仍在，只是老浮橋
的兩端橋頭已斷塌，只剩中間一截橋身，
孤獨地豎立水中，在默默地訴說著著過
去。

然而，我卻特別懷念與老浮橋的神
交。那幾年，正值而立之年，思維活躍，
愛美至深。一次次地來到這裡，被眼前的
開闊所充滿，心中有詩，有夢，有遠方！

哦，我的老浮橋！因為對它深情，所
以難于忘卻。

 (二)
因 為 有 了 橋 後 ， 便 有 了 街 —— 浮 橋

街，一直有著強大的氣場，足以讓今人恆

久懷念。
追溯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這個不

大的街面上，有著國營商店、飲食店、診
所、電影院……

附近三鄉五里的人們，平日裡逛街、
購物、辦事，都稱為要去「街上」這「街
上」即是浮橋街。

更為奇特的是，街道旁竟又延伸出一
條長長的三米多寬小巷，石板鋪地，木板
店面，人們稱之「挖角街」（拐角街），
不知何時開始，成了浮橋街熱鬧的菜市
場。

這裡什麼都有，從雞鴨牛羊肉到五穀
水果蔬菜，新鮮水靈，均來自附近的滿堂
紅農業市場，也有一部份是周邊菜農飼養
和栽種的，自帶鄉野之氣，那是計劃經濟
的未期，部份物品還需要憑票供應，這裡
最先撐起自由市場的芻形，物品豐富，買
賣自由，十分誘人。

每天天剛亮，小巷就沸騰起來！人流
湧動在窄窄的小巷裡，若逢四時五節，人
群更是摩肩接踵的，通行幾乎陷入停滯。
但人們是滿心歡喜的，拎雞、斬肉、提青
菜，美滋滋的回家，為一日清淡的三餐，
增添些許美味。

而我最經常流連的地方是浮橋街上的
「大華」戲院，記得女經理姓吳，是菲律
賓的華僑。

戲院上演樣板戲，地方戲，也穿插上
映國產影片。

一次，從斑駁的牆上張貼的電影海報
上得知，不日將要公映一部新疆影片《阿
娜爾罕》，消息傳開後，浮橋街沸騰起來
了，從市區趕來的影迷，也加入到長長的
購票隊列。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依然記得能歌善
舞的阿娜爾罕——那只飛翔在高空中的雲
雀，你是自由與浪漫的化身。

  今年夏季，我受邀參加浮橋街的啤酒
文化節。

記憶中的老街已蕩然無存。四處高
樓大廈聳立，新街道上人來車往，熱鬧非
凡。商場裡的貨物，多得讓人目不暇接。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下，前來參加文花
節的男女老少，在廣場上表演節目。歡暢
與活力的浮橋街，沉浸在一片絢麗多姿的
時代潮流中。

只是橋頭下的「觀音寺」裡，依舊
香火繚繞，庭園石椅，坐著三五老者，摸
牌、泡茶，瞇起眼睛，回想著浮橋街過往
的人與事。

 「觀音寺」後，明朝相國李廷基的故
居，赫然在目。

他一出生，故鄉這一方水土便滋養
他，撫慰他，讓他的生命如此硬朗與高
潔。

筍江流水，送他到達京城，在輔國
大位時，他事必躬親，勤勉廉正，以自己
生命的體驗，告知為官者「天下事不言
俗」，言簡意賅而又 清氣含芳，成就了自
己人生的圓滿。

謝如意

虯枝勁干懸崖
千 山 萬 壑 之 中 ， 有 一

孤峰懸崖峭壁如一柱插天。
在懸崖之巔，有一棵青松雖
不怎麼高大，但很奇特地生
長。它的莖幹上的虯枝歪歪
扭扭著身段，它的頭蓬蓬勃
勃地向著藍天延伸，奮展。

對比周圍環繞的群峰，這個懸崖峭壁
顯得孤獨清寒，但高高向上獨樹一幟。生長
在懸崖之巔的小青松，如此歪歪扭扭不正
直，或許正是它在成長中獨自經受著周圍八
面來風的襲擊、無畏烈日的曝曬和嚴寒的
摧殘所致。它就是在抗擊外界無情給予的種
種惡劣的衝擊中，雖然舉步維艱歪歪扭扭，
但堅定不移地向天成長成如此別具一格、無
可替代的模樣。用得當下時髦的話叫做「酷
斃了」、「帥呆了」！它沒有絲毫世俗人矯
揉造作擺樣子的彆扭，自如展現英姿一表天
然。

我們學過《松樹的風格》，我們更看過
無數的杉木正直參天。而這孤峰懸崖上小青
松，除了身高比一般的青松來得矮些之外，
其他那紛披的松枝的倩影，雖不如黃山「迎
客松」那樣大方溫馨可人，但那種美麗在人
們可看而不可靠近的地方的景象，讓人感到
冷峻之中美不勝收又神聖不可侵犯的「天
威」；其潛在的不畏艱難險阻一味奉天的精
神與靈魂之正直，卻不亞于渾身長著杉刺的
杉木的正直，亦可謂兼具嚴冬紅梅傲霜斗雪
的堅貞不屈與笑傲群芳的「天生麗質」，令
我們在仰望和敬慕之中，產生了一種沐浴在
正氣浩然和魅力無限中的奇特的人生體驗。

看了這處在千山萬壑環擁中獨立的懸崖
峭壁上的奇松，我們彷彿在生活遭遇千難萬
險之中邂逅了「仙人指路」，找到了一條如
何在絕境之中「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大道。
那孤峰與奇松的與眾不同和卓爾不群，就像
生活中那些心懷冰清玉潔、行止高風亮節之
士，他們有時在有的地方顯得如同鳳毛麟角
般的稀少，卻又是超過「價值連城」的金

貴。因為，無論生活中他們受到多少不公的
待遇和令人難以容忍的摧殘，可是他們如孤
峰 一般不爭不辯傲然挺立，在周圍不可一
世的群峰中「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他們
猶如這孤峰懸崖峭壁上的奇松，我行我素奉
天向善成長，那風雨兼程的坎坷旅程就像這
歪歪扭扭的奇松的形象，既是一幅與眾不同
的人生圖畫，又在這歪歪扭扭地變化角度和
力度頑強生長的過程中，變奏為一支在逆境
中執著向善而精進不已的凱歌，響徹在人生
群峰的大地上，逍遙向九天之上的彩雲中，
令全世界所有真誠向善的人們神旺吉祥，使
一切禍害人間的邪魅膽寒以至消亡！

虯枝勁干懸崖，這在大千世界裡不時可
觀可想可讚；志士仁人美事，于世俗不乏腐
臭纏繞侵蝕中自然在上清高飄香。

在世俗被「一切向錢看」倒騰得頭暈
目眩顛三倒四潰不成軍的時候，總是更顯出
「自強不息，止于至善」者的訓練有素、德
昭日月、情通山海的風範：他們的人生軌跡
像這群山中獨立的孤獨奇峰，自然俊爽出
「處淤泥而不染」的超凡脫俗的偉岸；他們
為了實現自己和人類的理想而忘我奮鬥不畏
艱險，精彩迭出的行動，就像這懸崖峭壁上
奇松的瀟灑飄然。在令萬眾敬仰之中，我們
情不自禁地從心底裡冒出一個字：贊！

虯枝勁干懸崖，這也使我們想到林則徐
先生那「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
無慾則剛」的精論。

看世俗熙熙攘攘紛紛擾擾，多少人胸無
主見隨波逐流、缺乏正確的信仰東施效顰邯
鄲學步，給人間帶來了多少的禍亂和災害還
不知自省改過遷善！他們囂張狂躁的禍水，
就像在小溝裡洶洶奔流的污水，很容易就被
枯乾的，決不可能像「從善如流」「上善若
水」般的造福之水流向大海成其大；他們的
雞腸鼠肚，絞盡腦汁不遺餘力甚至孤注一擲
的為非作歹禍國殃民，就像高山腳下狹縫裡
的一絲塵埃，很快就被淘汰泯滅了，絕不可

能像無私無畏地為了「天下為
公，世界大同」而衝鋒陷陣，屢
建奇勳的英雄豪杰那樣，成為
「壁立千仞」的人生懸崖，催生
出虯枝勁干的奇松笑傲紅塵流芳
百世。虯枝勁干懸崖可觀可讚！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想到這裡，無論我們此時處于什
麼境地，都可以讓虯枝勁干懸崖
的思縷，引導我們走上做最好的
自己的正確的路，攜手爭分奪秒
地為人間造福迎祥！

寫於2020年9月26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