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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煌靜銘 譯

扶西黎剎詩歌

哥倫布和約翰二世（COLUMBUS AND JOHN Ⅱ）

創作背景：這是黎剎讚
美哥倫布效忠西班牙天主教
伊莎貝拉的一首長詩。

「克里斯托弗，以你的
名望，（註一）

以及永遠的皇冠和偉大
的聲譽

對歷史的誠敬！
你那尊貴的名字傳到
後代而且令人驚嘆。

「你得到全世界的祝福
用愛和滿足的頌歌
所有的路西塔尼亞（註二）
立刻宣告
你的信心是崇高的勇氣。

「有誰，像你，那麼溫和，
不變，順從，與大方地？
征服那可怕的
巨浪的憤怒
和那些懦怯，而不忠的船員。

「歡呼，卓越的海軍上將，
強硬的心，激烈的戰鬥，
因你的堅定勇敢
今天我誠懇地獻議給你
城堡以及榮譽。

「我，因為你的聲音我將

用我的原則宣佈
善良優雅的總督
而在塔頂
我要將你的名字放在皇家的旗幟上。

「而那位最高的統治者也說
因葡萄牙范氏的啟迪
前面出現了偉大的光輝
而將皇宮裏最高的職位
賜給這位退休的軍人。」

「但是……哥倫布從皇宮內
那些背信棄義的野心和蒙蔽中
迅速地逃離；
他跑，奔向居住的地方
天主教的伊莎貝爾，他的女主人（註

三）」

註 ： （ 一 ） 克 里 斯 托 弗 • 哥 倫 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年
出生於意大利的真羅亞省，父親是個羊毛
商人，十幾歲已隨商船出海。

（二）路西塔尼亞（LUSITANIA）—
古羅馬的一個省名，相當於現今葡萄牙的
大部與西班牙西部的一部份。

（三）伊莎貝爾（ISABEL）—十五世
紀西班牙國王FERDINAND的皇后，資助
哥倫布前往東方探險，條件是如果拿到黃
金、白銀、珍珠和香料，後者可獲取百分
十的酬勞。

二○二○年十月十五日

《南山鶴詩選》跋  
南 山 鶴 是 一 位 早 彗 的

詩 人 ， 十 八 歲 就 出 版 詩 集
《戀的哲學》，為菲華詩壇
的「三鶴」之一，但，那已
是六十年代的事了，於我而
言，他有如一位傳說中的前
輩，去國多年杳無蹤影又出

現眼前，鉛華洗盡而風骨依然，又來與眾人
把酒言歡。

2011年9月千島詩刊復刊後，南山鶴似
乎又找到情思的源泉及歸屬，除了為復刊後
的詩刊帶來一首首智者的小詩，他也自此成
為千島詩社月會的常到，即使他住得遠，前
來馬尼拉需要近兩小時的車程，每逢月會，
他和陳默會先約在王彬街小酌一番，再一起
移步到聚會的所在，因此在我印象中，每次
去千島詩社月會，推開包廂的門最先看見的
常是對酌的二老。 

千島詩社的月會經常延至十點多，散
場之餘，老詩人南山鶴拄著手中的雨傘，灑
脫卻又令我們覺得不安，因為老一輩只有他
自己一人來返，住得遠大家又都不順路，年
輕同仁只能陪他「打的」或幫他叫Grab，目
送他孑然一身離去。一直要等到王兆鏞、王
自然伉儷加入千島，王先生和南山鶴一見
如故，酒逢知己相談甚歡，月會散場後，執
意送南山鶴回家，之後成為慣例，記得有一
次，王兆鏞到達後沒見到南山鶴就問我，我
說他有事沒來，王先生愕然脫口說：我今天
是特地過來要送他回家的。

這一年多，是千島詩社月會的秋冬。
先是陳默身體趨弱，腿腳出門不便了，王自

然也因身體不好缺席月會，不久後，自然姐
安然而逝，令我們深感意外的是，幾個月
後，突然傳來一向幽默風趣、身體健朗，兩
周前仍在月會侃侃而談的南山鶴的噩耗，據
說那天晚上他在外與菲人朋友聚會，酒喝多
了，回家後率性沖涼，半夜身體不適緊急入
院，幾個小時後就走了⋯⋯今年7月，同一
日子，陳默老編也走了⋯⋯。

 羽化
 不一定要成仙
 只是把俗事
 留給俗人
 南山鶴《羽化》
 南山鶴與陳默，都是土生土長的老一

輩華裔詩人，他們不止是千島詩社的前輩，
也將是菲華文壇重要的歷史篇章，兩位詩人
一向淡泊名利，到老猶能自白：

大家都有一顆心
顏色有別罷了
慶幸自己擁有的
沒有經過世俗污染
南山鶴《心》
但 是 我 相 信 ， 生 前 作 品 能 夠 結 集 出

書，一直都是二人的心願，如今也是千島同
仁共同的期盼，在此感謝施文志兄為兩人詩
選合集出版全程的辛勞，感謝莊金耀先生的
贊同，「菲律賓莊茂榮基金會」出版這本
書，也感謝《心誌叢書》編委吳建省兄的支
持。

期待二老合一的詩選出版，期待詩與
春季的開啟。

 2020年9月25日

楊鄒雨薇

秋天的插圖
歲月如書，一年一卷，

供世人閱讀。一年四季，分
成四輯，而秋之篇章，插圖
甚多。

秋天的插圖，是村前那
棵古老的刺槐樹。雖然它不
再有春天金色的槐花，而且

黃葉滿枝，徐徐飄零，最後只剩下虯枝，
像書畫家遒勁的枯筆。而落葉厚積，鋪滿
了那條通往菜園的小路。鄉親們來來往往
的腳步印在上面，似乎較往昔多了一份喜
悅。只是，一個耋耄老人走到樹下，駐足
遠眺，卻給我的視野帶來一份震撼：大地
如樹，眾生如葉，終有飄零之日。

秋天的插圖，是離刺槐樹不遠的那
條小溪。經過了春天的蓬勃，經過了夏天
的奔放，進入秋天，溪水變得格外寧靜，
彷彿一面鏡子，擱在古村的妝台。有魚，
從水底岩石下娓娓而出；旋即，又娓娓而
隱，彷彿是一場時裝走秀。讓溪水靜中有
動，帶給人們一種禪意。

秋天的插圖，是小溪對岸那一片蔥綠
的菜園。爺爺奶奶和一些鄉親在菜園裡鋤
草施肥，白菜、生菜、花菜、萵筍，像一
朵朵花卉，綻放著自己的青春；韭菜、蔥
子，像一個個排列整齊的儀仗隊，在接受

菜農的檢閱；靜心選留經過暴曬的紅辣椒
和西紅柿，像一個個燈籠，傳遞出著菜園
的喜慶。

秋天的插圖，是一場突然而至的秋
雨。斜斜密密，飄飄灑灑，彷彿織女手中
的紗線，絲絲縷縷，牽繫著哀愁。飄落在
葉，有細微聲響；飄落在身，更有淡淡寒
意。隔窗聽雨，感覺詩意從線裝的唐詩宋
詞中紛紛跌落，帶著我走進古典的詩情畫
意，如歌往事，歷歷在目。秋雨之夜，掌
一盞紅燈，泡一杯花茶，攤開書卷，開
始跟古人幽會，頓覺蕩胸生層雲，景象萬
千。

秋天的插圖，是故鄉那謝了春紅的遠
山。曾經與小夥伴放牧過耕牛的群山，像
演出完畢的明星卸了盛裝。山坡，如同高
中時期報考體育專業男同學緊繃的肌肉，
山脊像他暴凸的青筋和結實的骨骼，處處
彰顯出陽剛之美。在秋風秋雨中，秋山愈
加顯現原始野性和澎湃激情，讓目睹生命
的本真。

秋天的插圖，是爺爺奶奶晚上從家
鄉打來的電話，是爸爸媽媽撥通的微信視
頻，是堂兄從廣州寄來的月餅。親情，築
起堅實的圍牆，讓即將到來的冬季不再寒
冷！

李永春

走近壺口瀑布
壺口瀑布是孩提時代的

夢想，及至後來來到山西工
作，才有緣得以相見。

祖國的兩大河流幾乎可
以稱之為家喻戶曉，一是長
江，另一是黃河。長江的宏
偉壯闊，長江流域的稻香魚

腴，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黃河澆灌了華夏文
明大樹，所以被人們牢牢記憶。

小 的 時 候 ， 到 處 覆 蓋 的 長 江 黃 河 畫
面，令許多人產生夢想，由此產生了諸多關
於長江黃河的流行語，什麼「不到黃河心不
死」、「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長江後
浪推前浪，黑髮難留到白頭」。人們以它們
為驕傲，人們既崇拜長江黃河，也敬畏長江
黃河。長江黃河成了我揮之不去的夢想。

等到了參加工作，我有了屬於自己的
那一點微薄收入，長江黃河夢想更為強烈
了。

趁 著 週 末 ， 我 踏 上 了 開 往 南 京 的 火
車。風馳電掣的火車把夢想和現實拉得是那
麼的近，近到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實現。那
時，鐵道上跑的基本都是綠皮火車，偶爾馳
過的紅皮火車、黃皮火車也比現在的動車、
高鐵慢得多。如果知道高鐵、動車這麼快，
說不定我會等到現在再去看長江。

看黃河的路途要艱難得多。那是很多
年以後的事了。我一直在想著去看黃河，尤
其是要看看黃河壺口瀑布。人生的不確定性
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這不，親近黃
河的機會來了。

誤打誤撞的，我到了山西工作。人說
山西好風光，郭蘭英的一嗓子把山西扔進錦
花叢中。山西位居黃土高原，煙囪高聳、井
架林立，要說風光好，其實也未必。但山西
卻也有許多值得去看的地方，不是有「地
上看山西，地下看陝西」麼？不是還有五台

山、平遙古城、晉祠、壺口瀑布麼？
中國人有個習慣，喜歡問長問短，特

別是春節。為了避免某些尷尬，到了山西沒
多久，我就迫不及待的謀劃去壺口、觀瀑
布。當然，這也是湊了一個機會，中國人還
是比較崇尚節儉的。

基建狂魔不是白叫的，四通八達的公
路足以說明問題。一個晴好的天氣，把式不
好的我駕車，向著壺口瀑布出發。高速路旁
的樹木蔥鬱，鳥兒自由自在的飛翔，都掩蓋
不了我歡喜的心情。

車子剛下高速，一陣緊過一陣的轟鳴
從遠方傳來，似兩軍對壘的萬馬奔騰，又似
大海的咆哮。人們的心也隨著轟鳴揪緊了，
緊張的手心都能攥出一把汗來。極目遠眺，
一條玉帶般的河流若隱若現的出現在山間。
親愛的黃河到了，心儀已久的壺口瀑布到
了。

強裝鎮定的我把車子歪歪扭扭的停進
車位，匆匆忙忙整理一下情緒，顧不得擁擠
的人群，拔腿奔向壺口瀑布。

要想到達瀑布，還必須經過一片積水
的河床。寬闊的河床擠滿了人們，來自五湖
四海的男男女女興奮的在水凹裡嬉戲著、打
鬧著，大有把偌大的河床變成自家後花園的
架勢。有的赤腳蹚水，品嚐著大自然的恩
賜；有的打壩壘堰，捉魚捉蝦，好一派熱鬧
景象。

最為熱鬧的當屬瀑布了。
瀑布兩旁早就擠滿了觀賞的人群。大

家紛紛選擇有利地形，一邊觀看著，一邊大
聲評論著，生怕自己的觀點不被別人採納。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黃河
是因為「壺口瀑布」而生輝？「壺口瀑布」
是因為黃河而壯觀？後來才恍然大悟，億萬
年的演繹更替中，「壺口瀑布」已經成為一
種符號，鐫刻到歷史的脊樑上。

靈子

年屆「不惑」 深圳再出發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

周年慶祝大會10月14日在深
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
發表重要講話。習主席在講
話中除總結和肯定了深圳
四十年來的發展經驗和取得

的偉大成果外，還多次提到深圳要繼續深化
改革開放、堅持創新發展，以及促進內地與
港澳融合發展，令深圳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
重要引擎。可見在面對中美和國際局勢漸趨
複雜，世界經濟因新冠疫情陷入二戰以來最
嚴重衰退的大環境下，中央仍對深圳寄予厚
望，冀望深圳能再次利用其創新能力和先行
先試的優點，再次引領中國經濟發展。

事實上，深圳的崛起正正是中國改革
開放後經濟奇跡的一個縮影，而在過去四十
年的發展中，深圳的經濟和產業已經歷了幾
次的大轉型。例如，從改革開放初期突破計
劃經濟束縛推動國企私有化，到引入港澳台
及外國資金，形成「前店後廠」和「三來一
補」的粗獷式發展，再到千禧年後致力發展
高新科技，實行「騰籠換鳥」，淘汰勞動密

集型產業。
可以說，不斷探索新的發展方式，不

斷轉型上新台階，並務實地專注於發展，是
深圳賴以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深圳不
斷創新發展的過程中，亦孕育了如華為、大
疆、騰訊、邁瑞等知名大型企業，為深圳的
經濟發展注入了很大的動力。

其實，在習主席到訪深圳之前，中央便
發佈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
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二〇二〇——
二〇二五年）》，明顯是有意通過給予深圳
更多更大的決策權力，支持深圳繼續為進一
步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探路」。

筆者作為親身見證深圳崛起過程的媒體
人，對於其創造的經濟奇跡和中國經濟騰飛
感到無比的自豪，同時亦深刻地體會到政事
通達、人心和順和社會穩定才是有利經濟發
展的不二法門。近年不但陷入長期的政治爭
拗，更爆發了如「佔中」和「黑暴」極端暴
力社會運動，大大窒礙了社會及經濟發展，
若是再這樣虛耗下去，曾經的「東方之珠」
不但會被深圳進一步拋離，更可能會因固步
自封而失去競爭力，實在是令人感到扼腕。

鄭亞鴻

人要有敬畏之心
在今年新冠肺炎病毒

肆虐期間，「敬畏」一詞
頻頻被人們提起。

「敬畏」，包含「敬
重 」 和 「 畏 懼 」 兩 個 含
義。「敬」是發自內心對
神聖事物的敬重，而不是

外在因素的強迫；「畏」不是一般的畏
懼，而是心服，是敬服，更不是膽小怕
事。所謂敬畏之心，就是指人類在自然規
律和社會規律面前所懷有的一種敬重與畏
懼心理。懷有這種心理，它能讓人懂得自
警與自省，有助於人規範與約束自己的言
行舉止，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
然的和諧關係。

應該說，對敬畏之心，古人就有深刻
認識；人懷敬畏之心，在中國也是個優良
傳統。儒家有「畏天命」「畏聖人」「敬
其在已者」等敬天愛人之說；道家強調，
人對自然規律、對人與自然相和諧應懷有
強烈的敬畏感。朱熹道：「君子之心，常
懷敬畏。」。曾國藩說自己平生有「三
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他的一生
始終常懷敬畏之心，堅守做人為官的基本
準則，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到原則不動、
底線不松，最終成就了自我。《曾國藩家
書》中寫道:「不要以為家裡有人做大官就
敢欺負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就敢
恃才傲物；在順利之時,更不要忘乎所以，
很多人身敗名裂就是不知道顧忌。」這些
學說、主張對當時人和後來者都是大有教
益的。

我們看到，從反腐打下的「老虎」

到拍出的「蒼蠅」，從違法亂紀的演藝名
人到坑爹的官二代、富二代，他們無一不
是缺乏敬畏之心，自以為有權、有錢或有
名，就可以無所畏懼，無視黨紀國法，無
視做人的底線，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想幹
什麼就幹什麼，最終吞下自釀的苦果。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的人缺
乏對大自然、對新冠病毒的敬畏，不採取
防護措施，不遵守防控規則，處風險之中
而渾然不知，不僅後來自己被確診，家人
也被連累隔離；有的國家同樣缺乏對新冠
病毒的敬畏，防控不力，致使數量驚人的
國民確診和死亡。如果在疫情開始時，大
家就心存敬畏，全力防控，就不會上演後
來的悲劇。對病毒的敬畏，就是要敬而遠
之。敬畏病毒，其實就是敬畏自然，敬畏
規律。敬畏，說到底是一種人生態度，是
一種行為準則，也是人生的大智慧。人要
有敬畏之心，古言「頭上三尺有神明」，
人在做，天在看。歷史教訓表明，在整
個人類發展過程中，不能只講索取不講投
入，不能只講發展不講保護，不能只講利
用不講修復。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
敬畏自然，其實是為我們的生命留有餘
地。人類只有心懷敬畏，遵循自然規律才
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對
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
無法抗拒的規律。

在當今新冠病毒還在全世界傳播的
錯綜複雜形勢下，只有心懷敬畏才有危機
感，才會牢記慎獨二字，才能知方圓、守
規矩，才能化解這場全球新冠病毒危機，
也才能踏踏實實幹事，清清白白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