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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華陳扶助

誰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避疫期間，玩手機成了習慣，
                                       反覆看過各種禽獸的叢林生態。
                                       獅子是走獸類動物的惡霸，
                                       野牛則是牠們的美餐。
                                       儘管野牛的體質大過獅子幾倍，
                                       但獅子能合作戰鬥、殘忍且凶狠！
                                       捕獵時，有一隻咬住牛的項頸，
                                       怎樣翻滾都不鬆口。
                                       其他四五隻合力找牛的弱點撕抓，
                                       直到野牛力盡仆倒、肚破腸流。
                                       在獅子大快朵頤的周邊，
                                       還有成群醜陋的鬣狗(HYENA)，
                                       等機會分享些殘肢碎肉。
                                       觸景興懷，聯想到清末至解放前，
                                       舊中國的悽慘局面，
                                       華夏民族就像那群啃草的牛，
                                       和平、善良、畏怯又不團結。
                                       而英美等西方列強，
                                       則是聯手吞噬弱小的猛獸。
                                       自鴉片戰爭迄八國聯軍，
                                       西方都扮演獵殺野牛的獅子；
                                       以日本為首的非白種鬣狗，
                                       亦乘機參與掠奪、分享不光彩的戰利品。
                                       上世紀中葉南北韓發生內戰，
                                       美國又號召十六國的嘍囉，
                                       企圖重演蹂躪北京、
                                       火燒圓明園的骯髒把戲，
                                       徼天之幸，新中國不再畏縮，
                                       忍著傷痛，團結趕走了侵略者！
                                       世局如棋，六十年後，物換星移，
                                       此消彼長，老牌帝國已成強弩之末。
                                       驀然回首，比照獅子獵殺野牛的畫面，
                                       真替衰弱的舊中國捏一把冷汗！

2020年10月23日於澳洲

老師忌多手
三十多年前友人的孩子

的手冊上，姓氏給老師加了
一點，引起了一陣風波。

起 因 是 這 樣 的 ， 吾 友
姓冼，孩子的老師不曾見過
「冼」字，認為是「洗」字
之誤，於是在學生的姓氏加

上一點。
冼 姓 是 廣 東 南 海 一 帶 居 民 的 姓 氏 之

一。姓冼的人不多，但有不少名人，祇是老
師沒時間讀書，無知和不求甚解，自以為
是。

冼星海，曾用名黃訓、孔宇，祖籍廣
東番禺欖核，生於澳門，中國作曲家、鋼
琴家和革命家，其作品「黃河大合唱」最廣
為人知。曾任教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 因
肺結核逝世於莫斯科。名著有「黃河大合
唱」、「 夜半歌聲」等樂曲，人們可從音
樂家的姓名而認識「冼」姓，那老師不學無
術，不知中國歷史，也不讀書、閱報，學校
真是無大將！

改對成錯，除了缺乏學識，更是自高
自大，視人為無物，輕視他人，不存知書識
禮，自傲高人一等。

在正確的文字上加了一點是無學識，

居於所在地的環境因素，尚可諒解，問題不
在於她無知，而是固執和不認錯。

曾 有 人 告 訴 多 手 老 師 ， 「 洗 」 和
「冼」是不同的兩個字，她卻堅持古代兩個
漢字是通用的。

說到通用，古代漢字發展至今可能有
不同演變，但要以今日的意思作準。如果
學生寫著「張三有子女三個」，老師把它改
成「張三有兒女三個」，是通用，但無必要
改，改了叫「多手」。

「李四在草地上跑來跑去」，你把它
改成「李四在草地上跑去跑來」，是「手
癢」，毫做無意義的修改。

作為有職責的老師，修改作業也要有
分寸，可以改錯字、病句，不可改文字和
文句的意思，學生的表達是學生的內心，老
師不可修改文字及句子的意思，更不可換成
意思相反的文字。老師你可以打個大叉，給
予零分，卻不可改成你的主張，再給與一百
分。

不明瞭學生表達為何，但文句通順，
老師的動作祇能有一個，不作修改，或向學
生瞭解，不宜作無意義的增刪。不可為了彰
顯老師的權威而改，更不能修改成自己的意
思。

劉先衛

庵皂戰事
筆者的老家位於丘陵地

區的衡陽西鄉35公里外李台
上，也就是衡南縣泉湖鎮北
端台上組，與現在的衡陽縣
峴山鄉早禾村交界。站在二
樓陽台上，倘若不是門口塘
前的雜樹叢擋著，我便可以

一睹小溪對面整座庵皂後山的全貌。據目睹
「走日本」的老年人講，衡陽會戰時這裡曾
經發生過一場殘酷的血戰，戰後僅僅只存活
下來一個人。

座落福興組的庵皂東面是歐皂，南面是
劉家灣，北面是周大屋，正前方是台上，背
後方是船皂，眾星拱月般護衛著庵皂。庵皂
地勢稍高於四周其它山頭，原來山頂上還有
座燒香許願的小庵子。

四十年前上山只有一條羊腸小道，山上
是大片李子樹林，半山腰上是生產隊的曬穀
場和倉庫，側面零星地住著幾戶人家。

我小時候在庵皂後山上放牛，而且在山
頂上見過戰壕也見過骨髏。大哥說他小時候
撿過子彈殼。 

1944年4月初，日本發動了「一號作
戰」，即「豫湘桂戰役」，企圖打通從中國
東北直到越南河內的大陸交通線。日本侵略
者一路攻城掠地，燒殺搶奪無惡不作。夏秋
之際，日軍十萬鐵騎揮師衡陽，衡陽城內炮
聲隆隆城外喊殺連連。衡陽會戰期間，外圍
爭奪戰也異常激烈，湘南的西北角金蘭、杉
橋、台源；以及湘桂鐵路沿線三塘、泉湖、
雞籠等小鄉鎮也發生了許多戰鬥。人心惶
惶，有消息說鬼子已經從衡永公路開拔到回
龍寺。

兵荒馬亂的年月，庵皂的小庵子裡尼姑
早已跑得不見了蹤影。一作戰小分隊奉命駐
紮在庵皂山上，摩拳擦掌準備迎頭痛擊來犯
之敵。

台上離回龍寺只有5華里地，裹著小腳
的李大奶奶，沒來得及跟隨鄉親們躲入深山
老林，只能悄悄地藏在閣樓上。

早上的太陽剛剛升起一尺竿頭，天氣格
外悶熱。正是莊稼成熟季節，農田里有的稻
子還沒有收割。山路突然塵土飛揚，戰馬嘶
鳴讓人不寒而慄。

庵皂山下是一條狹長的山溝地帶，眼瞅
著日本鬼子從李家老屋方向殺氣騰騰而來。
當日本兵接近庵皂腳下全部進入伏擊圈，只

見從臨時工地的掩體裡，子彈頃刻帶著仇恨
呼嘯而出，把鬼子殺得人仰馬翻。

炮火連天。戰爭的硝煙在庵皂瀰漫，然
而這場戰爭以卵擊石注定悲壯而慘烈，正義
暫時沒能戰勝邪惡。

兩、三個鐘頭的激戰後，敵人的高射迫
擊炮很快將山頭削平，密集的子彈將庵子炸
飛。大炮震耳欲聾，李大奶奶漸漸失去了聽
覺。

她不知道敵人以絕對優勢向山上發起了
衝鋒，阻擊的守軍寡不敵眾或死於機槍掃射
下或死於白刃刺刀下。烈士的鮮血染紅了土
地，耀武揚威的日本兵走後，庵皂突然是死
一般的靜寂。

不知過了多久，躲在閣樓裡的李大奶奶
終於清醒過來，她驚慌失措地下得樓來將木
門緩緩打開，一位滿身血污、身材消瘦的中
年軍人正好走到門口，舉手向她敬了個禮：
老人家，借用把鋤頭。而鋤頭就放在門前的
階基上，老人遲疑了一下，看他面色和善迅
即點了點頭。外面艷陽高照，紅霞漫天。

「 青 山 處 處 埋 忠 骨 ， 何 須 馬 革 裹 屍
還」。讓人感慨和欽佩的是，英勇壯烈捐軀
的士兵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燒焦身體面目
全非，仍緊握鋼槍保持戰鬥的姿勢。這位死
裡逃生的軍人，默默將陣亡的戰友安葬在挖
好的土穴中。

午飯過後，避難的老鄉陸陸續續回來
了。同時，那位軍人也出現在台上的屋場，
還給李大奶奶借用的那把鋤頭，舉手敬禮完
畢，然後轉身大踏步離去......。

這個故事是我在幼年時候聽來的。查閱
衡陽會戰資料得知，衡陽保衛戰歷時四十七
天，它是中國抗戰史上敵我雙方傷亡最多、
中國軍隊正面交戰時間最長的城市攻防戰，
時稱「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1944年6月23到8月8日，國民革命軍第
10軍方先覺將軍，指揮的抗日官兵孤軍守
城，浴血奮戰堅守47天直到彈盡糧絕。國軍
以少戰多重創日寇，衡陽陷落雖敗猶榮。

滄海桑田盡顯英雄本色，血雨腥風的歲
月仍烙印在我腦海記憶裡，久久揮之不去。
衡陽，中國唯一一座以「抗戰紀念城」命名
的城市，因為「衡陽保衛戰」英雄群體留下
濃墨重彩的一筆，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緬
懷。撫今追昔，戰爭的煙雲已經消散，就像
時光不能倒流，但願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李永春

晉祠
我到晉祠的時候，天已

經蒙上陰影了，晉祠愈發靜
謐。

在我知道的園林當中，
晉祠屬於比較低調的一個，
猶如一個禪定的老僧，甘居
寂寞一隅。好在我不追逐浮

華，終於在一個天空還微微散發著陰冷的季
節來到晉祠。

晉祠眾多的殿宇和精巧的亭台以及精
雕細刻的樓閣相映成趣，既有山環水繞，也
匯聚著朝代眾多的文物古跡，是一處不可多
得的山水園林，被稱為「小江南」。晉祠的
知名在祠堂、在園林，其中的聖母殿、難老
泉、魚沼飛梁等皆是世人景仰的地方。周
柏唐槐、難老泉、侍女像被譽為「晉祠三
絕」。

三三兩兩的遊客都在漫不經心的閒逛
著，全然沒了往日的急促，倒是我的腳步有
點特立獨行，我急著要去看傳說中的周柏唐
槐。這好像有點本末倒置，但是我是不在乎
別人怎麼說的，所以毫不猶豫的直奔主題。
晉祠中的周柏唐槐屬於晉祠三絕之一，均有
上千年的歷史。粗大的樹幹需數人才能合
圍，筆直的身軀直指向蒼穹，它們用自有姿
勢在警示著後來人，告訴人們要敬畏生命、
熱愛自然。

久居鬧市的我站在周柏唐槐下，油然生
出一絲滄桑。它們歷經千年而不衰，不是嬌
柔造作賦予的，而是因為它們的堅韌與甘於
寂寞。它們挺拔的身軀雖然蓄積了千年的力
量，但還是謙卑的隱身於眾木之中。它們活
得很恬然與安適，它們孤獨著自己的孤獨。

晉祠的蒼松翠柏獨數周柏唐槐。
晉祠本為紀念晉國開國諸侯唐叔虞興

建，但聖母殿尤為著名，獨奪了殿堂風騷。
諸多的王侯將相先後重修聖母殿，許多的文
人士大夫也不吝筆墨的盛讚聖母殿，這和中
國的傳統孝和敬不無關係。

聖母殿面闊七間，進深六間，重簷歇山
頂，殿高19米。大殿簷柱側角升起明顯，讓
人感覺穩重；殿堂結構則為單槽式，表現了
當時的建築風格和審美意識，堪稱華夏古建
瑰寶。殿前廊柱盤旋著8條飛龍，和殿前小
溪交相輝映，別有情趣。殿頂筒板瓦覆蓋，
黃綠琉璃剪邊，凸顯殿宇莊重而華麗。

到了晉祠，不得不看難老泉。水為生
命之源，難老泉的泉水絡繹不絕，從東流到
西，從南流到北，養育了一方百姓。唐朝大
詩人李白曾經到此，盛讚難老泉「晉祠流水
如碧玉」。後來人為了保護難老泉，在泉上
建亭，名曰「難老泉」，取自《詩經魯頌》
「永錫難老」之句。現代人看到的「難老
泉」則為清代學者傅山所書。

當華燈初上時，我還流連於晉祠，那98
座三百年以上的建築、110尊塑像、300塊碑
刻、37尊鑄造藝術品我還沒有來得及好好欣
賞，但見到的屈指可數的那幾個就已經給我
以莊嚴壯觀和清雅秀麗感覺。晉祠，不愧是
宗祠祭祀建築與自然山水完美結合的典範。
宋代建築魚沼飛梁造型非常奇特，是極為難
得的木十字型橋樑，也是中國現存唯一的木
十字型橋樑，具有較高的科學、藝術、研究
價值。魚沼飛梁架在方池之上，下有34根石
柱支撐，上有柏枋相聯，斗上十字交拱，東
西寬廣，南北下斜如翼，與聖母殿上翹的翼
角遙相呼應。國寶級的建築獻殿建於金朝，
整個建築沒有使用一根釘子，完全由木頭卯
榫而成。獻殿前金人台上的鐵鑄武士個個雄
壯威猛，和聖母殿俊俏清秀的侍女形成鮮明
對比。

在晉祠，我們還可以仔細揣摩碑碣。
現存的碑碣中，唐太宗李世民書寫的《晉祠
之銘並序》文筆俱佳，開創了中國行書碑文
之先河。而武則天作序的《華嚴經石刻》也
尤其珍貴，我們從中可以一探盛唐時期的政
治、文化、文學、書法藝術究竟。

晉祠，一個幽雅而又別緻的地方。

謝如意

親親
微 信 時 髦 說 「 親 」 ，

我 不 趕 時 髦 卻 加 倍 說 「 親
親」。「親親」誰不愛？！

孩提時期多被親人親而
尚未真懂「親」的含義；長
大時，即使在青春期也不是
那樣想「親」別人，哪怕對

鍾情的異性的好感「槓槓的」，總也不是想
隨便去「親」。為什麼？

大概自己「一根筋」，或者叫「心無
二用」，讀書就想盡心盡力讀好書、工作就
想兢兢業業做好工作，實在沒有太多的慾望
去想隨便「親」別人，尤其是「親」異性！
這還因為：當自己少年喪父後中的自知——
在某些自卑中更多的自強意識、加上決不
肯輕易高攀他人或寄托於依賴他人；自己重
情，不會辜負別人，卻容易遭別人辜負！

導致「小小的我」「坐懷不亂」主要
不是什麼高尚道德，而恐怕是極強的自我意
識和自強不息的自控能力，能夠趨向於遠離

誘惑或吸引，默默無聞埋頭苦幹於諸如以行
善為樂的「日行一善」、以精進為榮的「好
好學習」、以無爭為高的「慎獨」修為等。

回首當年往事：曾經奇怪自己為何還
未長鬍子，不久就鬍子拉茬青春痘猛長；曾
經對於婚戀充滿迷惑，想像著床上有一件異
性衣服是啥感覺，忽然不知怎麼就變成「有
婦之夫」！都說人間有「魔術」出神入化，
我看人生更是一個個的「謎」，勝過「魔
術」的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接。

都說「四十而不惑」，我想我比別人
至少落後了三十年，可能「七十而不惑」就
感覺滿意了。就仍說「親親」這件是吧，不
隨便「親」人就是其中還有一個次要原因，
那就是覺得兩口舌相交很是不衛生，不知道
這是不是偏見，但是我的真看法。

曾經討厭那簡體字把繁體字的「親」
字弄成「親不見」，就是少去了繁體字中
「親」字右邊那個「見」字。討厭的原因是
說親人不相見怎麼好溝通聯繫親情，如果是

夫妻不相見更難以生育下一代怎生了得？
然而，如今的時代某些現狀，使我

佩服「親不見」的「前瞻性」：一因就算
沒有結婚或者雖結婚而不相見，還有「試
管嬰兒」和「克隆人」的問世；二因「計
劃生育」對抗自然而只准一對夫婦「只生
一個孩子」，其他的「格殺勿論」。如果
不被「殺」，就是有錢被「罰款」就「沒
事」！像那些妓女與嫖客群交更容易「親
不見」，但能「見」的是「日日見財」；
比妓女的錢財更輕鬆「來得快」的人民
「公敵」更天天「光榮」。

合法夫妻辛辛苦苦的生育，竟淪落
到「沒有交罰款」就「違法」！？這不是
「夢」，而曾經是「血淋淋的現實」！

合 法 夫 妻 辛 辛 苦 苦 地 生 育 和 養 育
兒女，不僅沒有獎金「保駕護航」，卻
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和「經濟制
裁」，這是「破天荒」的怪事，也是冒天
下之大不韙的殘忍。既然如此，「親不
見」倒是很「科學」了？

因為，合法夫妻要「見」「寶寶」的
「門檻」太高、養育也太難了，因為要被
「莫須有」的打擊和遭受罰款。那就不生
育吧！

但如果「親」不「見」，誰來「養

老」？怎麼辦？就「發明」用「啃老」代
替「養老」吧：把「老」的無情地「啃」
死了就不用「養」老，這是「中山狼」
「特色」理論。

雖然也許不用「養老」，可是誰來
「養」「寶寶」？「寶寶」以後如不要新
的「寶寶」，「斷代」社會就在「成」中
「滅」了！這樣一種屠殺人的靈魂和人的
生命的「特色」「理論」，究竟不是「歲
月的殺豬刀」，而至少是「腦殘」者的
「斷魂草」吸盡民脂民膏！

「親不見」了，至少少見了！上下
輩、同輩都如此。只管「一切向錢看」，
一切向「鋼筋水泥妓女」靠攏，讓「鋼筋
水泥妓女」「秒殺」大眾、淆亂乾坤、折
騰民生、消滅將來，這是最無道最兇惡的
「新冠病毒」！但是，只要活著，畢竟仍
要有親。清晨自己原創的一條發在朋友圈
的短信就放在這裡了：

親親，誰在呼喊？親親，願實現理
想！不愛人，要罰款；不養人，要撈錢；
不造物，要印錢。在「親不見」的狂潮或
漩渦裡，我們如果還能擁有五穀和大床、
擁有大地和菜苗、擁有良師益友，我們就
該慶幸自己有幸活在「人間天堂」了！

寫於2020年10月17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