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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泉洪 文

退一步為進二步

大智慧崇博大從容，志四海
小學識尚間不容髮，察秋毫

（三）
 處理問題需要果斷，更要忍耐。學習康熙皇帝「退一步為進兩步」妙

計，先退後進，等待適宜時間，奮力一擊，這就是鬼谷子「進退潛規則」
的智謀妙策。

康熙十四歲親政，沒有實權，大臣鰲拜獨攬朝政，心高氣傲，濫殺
朝中無辜的大臣。康熙經過一夜冥思苦想，決心除去鰲拜。他用老子名句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要捉住敵人，先要放縱。康熙表面給鰲拜晉陞
爵位，給其兒子加冠晉爵，鰲拜喜上眉梢，心曠神怡。不慮心腹有患，纖

介之福。
為穩住鰲拜，康熙形露軟弱無能，必恭必敬，實在暗中挑選十多位機靈健壯小太監，

在宮中天天舞刀弄斧，鍛鍊摔跤，自己也加入角力，宮外眾人誤認是小皇帝與小太監對陣
練習摔跤取樂。風聲無翼而飛，消息不脛而走。

小小年紀就能運用《鬼谷子》「欲取反與」計策，老子「將欲廢之，必固與之。」智
謀，非比尋常 ， 難做的事居然做到，真是天下所謂難能而可貴也。

時運未順，康熙忍辱圖遠，百年大計，千載一時，不可忽視。當小太監們角力摔跤
純熟而朝中大事依舊，鰲拜還是照樣為所欲為，卻鬆於防患。康熙見時機已到，突然召見
鰲拜。他一入宮中，只見康熙此時與小太監玩弄摔跤，無疑有患，等十多個勇猛直進小太
監漸漸挨近鰲拜身邊，突出其不意，一擁而上，有的拉胳膊，有的扯後腿，將鰲拜摔倒在
地，用繩索捆個結實。

康熙立即訴述鰲拜罪狀，凌辱幼主， 圖謀不軌，飛揚跋扈，濫殺無辜，將他處死。
這是康熙放長線釣大魚的謀略，值得借鏡。

一般鬥爭權術中，不論「取寵術」、「制君術」、「制人術」都是潛匿於無形，常勝
於不爭，故「知」用於眾人所不能知，能用於眾人所不能。康熙的「退一步，進二步」的
謀略，叱吒商場，風雲一時的商人，可以多多利用。

鍾山毓秀似錦圖
8月2日，福建省佛教

文化研究會、泉州市青年作
家協會聯合組團到安溪縣魁
斗鎮鍾顯堂采風，我有緣參
加，甚幸。

汽車在蜿蜒曲折的盤山
公路上前行，進入鍾山村，群山環繞，諸
峰聳峙，地勢逐漸升高，「正入萬山圍子
裡,一山放出一山攔。」鍾山小溪像一條緞
帶，繞著村子的山間，迴環往復，潺潺流
淌，清澈見底，靈動而富有生機。「水是
眼波橫,山是眉峰聚。」青山綠水帶笑顏。
幾個自然村落點綴在河谷盆地四周，閩南
古大厝，小洋樓，新式別墅，涼亭古道，
「小橋流水」，有序分佈，錯落相間，和
諧相生。農家小院，白牆粉黛，炊煙繚
繞，阡陌交通，雞犬相聞，構成了一幅幅
世外桃源的新景象，這是和諧幸福的社會
主義新農村圖景。

寬闊的水泥公路沿著小溪斗折蛇行，
依山而上，來到一個開闊寬敞的地方，這
就是鍾顯堂廣場。鍾顯堂就坐落廣場的西
面。

鍾顯堂，又名法主公宮，始建於明
代，供奉張公聖君、清水祖師、三代捨佛
金身。鍾顯堂背靠獅子山，獅子山從南
安的天柱山（海拔1033.5米）發端，從北
向南延伸，萬里奔騰，威武雄壯，氣貫長
虹，至獅子山沖天而起，形成一隻「向天
獅」，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結穴鍾顯
堂。鍾顯堂坐辛向乙兼酉卯，背倚大林湖
山，在晨曦中顯得愈加莊嚴神聖，滿懷喜
悅心情的遊客，靜穆地注視著冉冉升起的
太陽，氣象萬千，眼前呈現出別樣的神
秘，寧靜、祥和、美好、舒服，心曠神
怡。鍾顯堂左邊蓮花峰護衛，巍峨峻拔，
右邊金象山環拱，諸峰擁抱，面堂案山開
闊平坦，山峰步步高陞，群峰朝堂，鍾溪
水曲曲而來，清流急湍，波瀾不驚，在鍾
顯堂廣場前匯聚成一個小湖泊，水光瀲
灩，山色空濛，荷葉田田。溪水繼續向前
流淌，在鍾顯堂左後方戛然而下，形成
「倒吊匏瓢」，沖刷出幾個小瀑布，瀑布
流水沖擊著神龜、螃蟹、青蛙等各種奇
石，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響，似「擊鼓
弄獅」，玩賞戲弄「活水獅」，讓「活水
獅」保持激情，充滿活力。鍾顯堂四周正
好構成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風水四
獸」鎮護的形式，秀美天成，實乃天地造

化之玄妙也。不得不令人讚歎，這是大自
然的偉大奇觀！

鍾顯堂的周邊有「打鼓弄獅」、枝
枝向上「龍化樹」、「倒吊匏瓢」、七星
池、古寨、古驛道、紅軍路等旅遊景點。

「龍化樹」在鍾顯堂右後上方，亭
亭玉立，鬱鬱蔥蔥，綠蔭如蓋，枝枝葉
葉朝上生長，「橫柯上蔽」，「疏條交
映」，生機勃勃，吸引了大批遊客前來合
影留念。「龍化樹」也似乎通人意，懂人
情，他時常露出笑臉，張開雙臂，擺出勝
利者的姿勢，與遊客拍照留影。人與樹、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相依相生。這棵「枝
枝朝上」的奇樹，能給人奮發向上，積極
進取，樂觀健康的心態，遊客在此流連忘
返。

「龍化樹」下，一條鵝卵石鋪就的
便道，沿著山間小道，就著地勢，曲折迴
環，上下往返，曲徑通幽。兩邊的樹木鬱
鬱青青，高樹與低樹俯仰生姿，籐本植物
與高大喬木互相擁抱，纏綿繾綣，各自其
態，任意生長，自得其樂。微風吹拂，松
濤陣陣，花香鳥語；陽光普照，光芒四
射，樹影婆娑。這條便道就是通往祈願區
的，人們帶著塵世的煩惱和俗務，漫步期
間，心靈得到最大限度的放鬆、淨化；漫
步期間，人們的心得到洗滌、昇華。人們
來這裡祈求平安、健康、幸福，祈求心想
事成，萬事如意。

鍾顯堂的前方1千米處的中侖山正中
央是易氏宗祠，建於嘉靖17年（公元1538
年），坐乾向巽兼亥巳，土木結構，當時
只建上落及過門楹，戊午年遭賊焚燒，辛
酉年重建，原址進尺，擴建下落，可見易
氏祖輩不畏困難、艱辛創業的精神。易氏
宗祠自始建至今470多年，因年代久遠，後
裔盡力守護，同心協力，多次修葺。近30多
年來有四次大修，分別是1985年、1992年、
1997年、2003年。2003年12月7日動土，2005
年1月20日竣工，這次大修，注重堅固，力
求美觀，完工後，易氏宗祠美輪美奐，流
光溢彩，寬敞明亮。

2003年6月30日，安溪縣人民政府將易
氏宗祠列為縣級第六批保護單位。宗祠是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徵，是血脈根基，
是子孫後裔獲得文化歸屬感與認同感的直
接媒介，是家族和家風的延伸，它召喚著
子孫後代「常回家看看」，為建設富饒文
明的家鄉做出貢獻。

陳畋地

德藝雙馨   譽馳海宇（上）

——悼念香港名醫莊善春先生
在這禁足閉戶、自求多

福的封城日子，寄身南洋，
獲得少有的清靜與閒適，以
書為伴，以微信為遣，雖不
至於鬱悶無聊，內心卻也不
免有淡淡的憂傷與自憐。天

地之間，渺小如微塵的凡人，何者為貴？名
利錢權，「古今將相在何方？」惟有高潔的
品德、靈魂，才可垂之萬古。這是莊善春先
生留給我的人生啟示。

2019年11月14日上午，打開電腦，接到
一封發自香港的電郵，說香港莊善春醫生已
於10月13日在香港離世，將於11月18日下午
五點在香港北角英皇道香港殯儀館地下福海
大禮堂設靈，翌日十時舉行大殮儀式，十一
時出殯。我不禁悲從中來，憶2019年曾收到
他發自香港的長途電話。查日記是2019年2
月7日。他已是96歲高齡的老人，但電話那
頭，吐音輕柔而清晰，說他出門有點不便，
要借助輪椅。耳朵仍聽得清楚我的說話。他
說，看了我發給他的電子郵件，留有住宅電
話，才特地來電。還囑咐說若有經過香港，
一定要聯繫他。他還提到其胞弟莊善裕（國
立華僑大學前校長）近段來，因染上帕金森
沉痾受著病痛的折磨。

我通過電郵，發了一封唁電。內容如
下：遠羈南洋，忙於瑣務。忽驚悉莊府善春
老先生不幸於二○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仙逝於
香港。聞耗不勝哀慟和惋惜，謹此表示沉痛
悼念和誠摯慰問。善春老先生作古，乃香港
杏壇乃至華人醫學界一大損失。善春老先生
秉性善良，醫術精湛，德藝雙馨，平生懸壺
濟世，活人無數，且熱心華僑大學樓宇建設
和桑梓公益，重教興學，屢興善舉，典範長
存。其濟世精神和德澤將永久嘉惠海內外華
人社會，激勵後人。

善春先生系我敬重之忘年交及良師諍
友，昔日談笑，猶在心耳。善春老醫生精神
貫神州，友情滿寰宇。相信世界各地好友聞
其辭世，亦當不勝悲痛而噓唏不已。憾於雲
水迢隔，無由趨弔，謹致慰唁。敬望貴家屬
節哀順變，珍攝為要。

多次往港採訪，與莊善春老先生接
觸，我深深地體會到古人所說的「即之也
溫」，他的溫和、謙恭、儒雅，讓人如沐春
風。二○一四年一月十日中午，我赴印尼旅
遊，途經香港，作一周逗留。致電善春先
生，承其盛邀，應約到德己立街37號榮華大
廈，踵臨莊善春醫生寫字樓拜訪他。見到這
裡的桌椅陳設仍然是樸素而簡約，甚至顯得
陳舊。老人家的背有點佝僂，但聽力視力尚
佳，精神矍鑠，看不出他已九十一歲高齡。

父教：行醫不以金錢為重
莊醫生在送我的薄薄的自傳小冊——

《難忘的歲月》中寫道：「我來香港行醫
前，父親曾經給我訓示，行醫不要以金錢為
重，所以我亦僅以廉價醫生自居，但我並不
以廉價醫生而自卑，因在這五六十年的醫學
生涯中，我曾醫過的頂級人物包括政要、演
藝界、藝術界、國學界名人，他們並未因為
我的廉價而卻步。」這是他引以為慰和自豪
的。一九五四年起，留學英國四年的莊善春
醫生定居香港，當職業內科醫生，以醫術精
湛和醫德高尚，聞名於世。行醫六十年，他
牢記終生當教師、擔任過中小學校長的父親
莊為烜的教導訓示：要多為窮人治病，行醫
不要以金錢為重，他牢記於心，並落實於
行，以高超醫術和低廉收費，贏得眾多病患
者的交口褒贊和好評，我赴香港十來趟，一

提到莊善春醫師，不管老少，無不現出敬重
的神色說：認識他，是個好醫生。他有時走
於街上，人們見其匆匆身影，總有人上前打
個招呼問個好，病患者成了摯友，比比皆
是。莊醫師曾為西班牙、菲律賓駐港領事館
醫生，並得到西班牙國王、菲律賓總統的表
彰，榮獲兩國勳章、名譽。同時也為中國許
多經港文化人看病，受到在港的世界各國朋
友的好評。

不管何時何地，貧病相隨的家庭，總
為看病發愁。莊醫生體諒其艱難，收費低
廉，對一些實在困難的病患者，不收診療
費。前幾年，他突然收到一封發自加拿大的
感謝信，一位闔家移居加拿大的陳氏港胞，
說他在一九五五年曾上門求醫，蒙莊醫生免
費醫治並贈藥，不敢忘情。隨信附來一張支
票。時隔半個世紀，陳先生一直記掛著並感
激於心。後來還同樣收到來自澳大利亞的答
謝性匯款。醫者仁術也。能夠「不以利祿為
意，而以仁厚為心」（宋代散文家蘇東坡
語），足為病痛中人送去熨帖身心的充滿溫
情暖意的仁愛之光。醫者多存一份體恤病人
痛苦和難處的善心仁心，則治病扶危外，為
病人平添一份給力的撫慰和額外溫暖，人們
都感銘一輩子。

自強：靠勤奮屢蒙師友厚愛提攜
莊先生委託其弟莊善裕先生印製的自

傳小冊《難忘的歲月》，豎排繁體字，共
六十六頁。我赴印尼等地旅行近月後，回家
急急披覽，其文風如其人，樸實無華，澹泊
洗煉，只敘事不議論，真誠坦然，如晤對摯
友，烹茶漫飲，款款憶敘，情思綣繾。從書
中，我歆羨他遇到了太多的好人善翁，每每
在人生最關鍵的轉捩點上，都得到貴人的提
攜和幫助。這自然是憑他一貫的勤學和聰
明，才能得寵於大學教授，如克立普夫教
授、安禮遜爵士（泉州培元中學創辦人）、
高頓教授、欽茂教授、楊國璋醫生（香港醫
務及衛生署署長）等。飽學之士不免愛才惜
才，樂於幫助勤學的青年學子。他從菲律賓
聖多瑪示大學醫學博士畢業後，克服經濟拮
据的窘境，輾轉於英國利物浦大學、倫敦大
學、德國漢堡（歐陸假日旅遊），到香港行
醫，當領事館醫生，都在貴人的幫助下如願
以償。這也應驗了所謂「自助人助天助」之
古語。有恩於莊先生的縷縷情誼，總難忘
懷。難得的是，他寫此書時已接近九十歲高
齡，時光的磨礪汰洗，他仍一一清晰記得，
與其說他記憶力好，不如說是他有著鏤骨銘
腑的感恩之心。

莊先生從一九五○年獲得賓聖多瑪示
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本可就業謀生，但他
卻懷著強烈的求知慾，遠赴英國利物浦、倫
敦繼續攻讀。在高等學府裡，他珍惜機會，
總是第一個到學校，且每次最早趕到學校，
即到圖書館看書，因而時常邂逅常到圖書館
看看有什麼新刊物的高頓教授。可見他的勤
學和用功。

許多當年執教過莊先生的大學教授，
分手後成了時常聯絡、通候的國際好友和忘
年交，東西半球間，鴻雁傳書，抒懷寄慨，
相互關心、相互欣賞，暮雲春樹，彌殷彌
珍；純篤友情，在穿越時空中延續、昇華。
每到耶誕節前後，他收到的賀卡都有一百多
幀。年年如是。現今他每天收到的信函有十
多件。天天如此。握管覆信，成為日常功課
和人生一樂。二○一四年一月十日莊先生請
我到樓下吃西餐，順路在樓下信箱取信件，
當天就有7封。

金阿根

門江老菱
俗 話 說 ： 「 天 河 的

角，老菱出殼」。金秋十
月，當晚稻彎下沉沉的稻
穗，河面上成片的菱蓬下，
掛滿了成熟的菱角，水鄉人
便忙於釆摘。一到傍晚，

華燈初上，月色朦朧時，蕭山城裡街頭巷
尾賣熟老菱的，在熱氣和香氣繚繞中傳來
「南門江老菱哦，火熱噴香的熟老菱！」
的吆喝聲，不由得你停下腳步，買上一二
斤嘗嘗鮮。

既然稱南門江老菱，那不得不介紹
一下南門江。它始於蕭山城區蘇家潭，北
端接西河，連城河（蕭紹運河段），經牛
腳灣通錢塘江。南端經蜀山、所前，至白
鹿塘堰壩後，經臨浦，出峙山閘，通浦陽
江。東從漁臨關通西小江，使蕭山水稻地
區形成四通八達的水網。南門江長10多公
里，寬60餘米，常年水位5‧7米，最高水
位7‧21米，水深2‧5米，流域面積160平方
公里。由於河面寬闊，水流平穩，綠波粼
粼，河床泥土厚實而肥沃，是菱角生長的
好地方。種菱人在春寒料峭時就在田間挖
溝注水，把菱種播下去。菱角在田溝的水
裡發芽長苗後，用鐵叉扎入河底泥土裡漸
漸長大擴展，夏季開花結果，秋季釆摘。

南門江老菱已有一千多年種植歷史，
其菱自成一色，可與蘇州折腰菱、荊州郢
城菱、昆明浮根菱、南湖無角菱媲美。它
具有殼薄肉厚、香氣濃郁、生鮮熟補，飯
菜皆宜，是繼蕭山蘿蔔乾、蕭山楊梅、蕭
山大種雞後，與湘湖蓴菜、美女茭白等水
中作物一道為蕭山名優土特產。

菱的醫藥功能和營養價值很高。據明

代李時珍《本草綱目》載：菱，名芰實，
葉浮水上，花黃白色，花落而實生，漸向
水中乃熟。實有兩種，一種四角，一種兩
角。嫩時剝食甘美，老則蒸煮食之香糯。
具有「安中補五臟，不饑輕身。蒸暴，和
蜜餌之，斷谷長生。解丹石毒。鮮者，
解傷寒積熱，止消渴，解酒毒，射罔毒。
搗爛澄粉食，補中延年」。還有有利尿止
瀉、補脾健脾、通乳益氣，對癌細胞有抑
製作用，緩解和輔助治療皮膚病等等。因
為生食鮮甜，熟食香糯，菱肉燉豆腐是當
地一道家常菜，所以很受消費者歡迎。而
且其花其殼可入染髮劑，若以此配方，這
染髮劑真正屬於生態綠色環保的了。

碧雲天，黃葉地，十月是農家收穫
的季節。割稻、釆菱兩種活，都是農家的
喜悅。而採菱更能享受獨特的情趣。那一
片片一簇簇碧綠的菱蓬，厚厚地鋪在水面
上，釆菱人平穩地坐在一隻圓圓的大木盆
裡，稱之菱桶。右手一根短槳，左手一把
木杓，雙手在水裡劃著，木盆打著旋兒搖
晃著緩緩前行，在菱蓬裡劃出一條水路，
停在中間便探出身子，左手熟練的托起菱
蓬，伸出右手把成熟的菱角釆下扔在身後
的菱盆裡。就這樣一邊向前劃著釆著，一
邊哼著江南水鄉民間小調，悠閒自在，其
樂融融。摘下的老菱多了，木盆沉甸甸的
越來越吃水，划到岸邊卸貨後繼續作業。

菱鄉人是好客的。晚上，把洗淨的老
菱倒入鍋中燒煮，菱熟了，陣陣香味飄灑
在夜色中是那麼的誘人。倘若此時你路過
某戶人家門口，一定會熱情地拉你一起吃
剛出鍋的火熱老菱。嚼著菱肉，喝著紹興
老酒，天南海北，古今古外，說新聞，談

年成，敞開心扉，酒多
話多。儘管秋夜涼意襲
人，但渾身感得熱氣騰
騰的。此刻才覺得享受
鄉村生活的美好和樂
趣。

假如你到了蕭山，
不妨去尋找正宗的南門
江老菱，嘗嘗它香糯的
滋味。不過，現在南門
江老菱不多了，種在西
小江河灣濱兜的西小江
老菱，品種本來就是相
同，味道比南門江老菱
毫不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