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二○二○年十月卅一日（星期六） 商報

October 31 2020 Satur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

編者按：
本期《薪傳》刊頭由中國知名畫家林良

豐揮筆。林良豐，福建廈門人，畢業於福建工
藝美術學校。擅長中國山水畫、道釋人物畫。
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廈門市張曉寒美術
研究會會長、廈門美協中國山水畫專業委員會
會長、福建省美術家協會山水畫藝術委員會副
秘書長、廈門市弘一法師研究會副會長。著有
《林良豐水墨畫》、《林良豐畫集》、《佛教
名勝寫生集》、《中國美協藝術家圖冊：美術
家林良豐》、《新世紀水墨時態：林良豐》、
《林良豐十八羅漢圖冊》、《心月妙相：觀音
菩薩法相》等畫集。

中秋月圓
一一寄子美、昭華、王勇 

(泰國)嶺南人
今晚，湄南河的月亮
比往日更明亮更圓
中秋，與國慶
同一天並肩蒞臨
人生幾回逢！

我們，一群詩友文朋
在湄南酒店，香港廳
重聚，詩酒唱酬
舉杯，邀窗外明月
與我們共飲
席間，談笑風生
今晚的紅酒
更酣更醇

子美、昭華、王勇
冬夢、寶華、弄潮兒
你們，在香江、巴石河
也在舉杯邀明月？
揮毫，筆走龍蛇
揮灑    風騷

人生苦短，雙慶同天幾回逢！
酒逢知音
來！來！來！舉杯共飲
猜喲！猜喲！

2020年9月12日於曼谷

回家的月
一一答嶺南人詩長〈中秋月圓〉

王勇

         李白的床前明月光
         來照千島的我
         島上愈來愈老的月
         掛在椰子樹上
         像一把彎刀
         收割我漂泊的歲月

         天安門的月
         來照千島的我
         我在黎剎廣場對著
         岷灣的浩瀚，朗讀
         不再訣別

         故鄉是午夜的一縷
         清香，有檀香的
         也有沉香的味道
         泡一壺鐵觀音
         默誦一遍《心經》
         茶煙昇起的剎那
         一枚觀自在的月
         在海天灣的窗口
         牽著落日大道
         奔跑的落葉
         回家

2020年9月13日於馬尼拉

期待明月
一一和王勇詩長〈回家的月〉

弄潮兒
   雙喜盈門
   中秋節裏慶國慶
   不亦樂乎

   然而新冠病毒
   仍在千島肆虐
   狂風暴雨
   不時橫掃著大地
   今年的中秋夜有沒有月
   不得而知

   但願今年的中秋節
   一輪明月
   同時照著天安門
   照著東西塔
   照著王彬的南北橋

   到那時
   今人同看千秋月
   千古明月照今人

2020年9月13日於馬尼拉

《菲華作協作家作品評介》

菲華作家施柳鶯文學創作論(上)

胡德才

菲律濱華文作家施柳鶯的文學創作以豐
厚的文化意蘊、個性化的藝術表達彰顯出作
者傑出的文學才華、高雅的藝術品味，是菲
華文壇不可多得的收穫，也是菲華文學藝術
成就的突出代表。

施柳鶯於1948年生於福建晉江, 童年旅
居香港，1961年定居菲律濱。大學畢業於菲
律濱中正學院中國文史系，曾留校執教一時
期。1960年代末開始文學創作，1969年，以
小說〈機房往事〉獲《大中華日報》小說
創作賽第一名，在菲華文壇脫穎而出。1970
年代，菲律濱實行軍統，所有華報停刊，乃
輟筆十年。1980年代軍統解除，華報復刊，
乃重新開始文學創作，同時加入菲律濱辛墾
文藝社並任副社長。作品散見於各大華報及
《綠帆十二葉》等作品選集。1982年，以小
說〈茉莉花〉獲《聯合日報》副刊「竹苑」
首次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一名。1980年代後
期，以小說〈丁香結〉獲「王國棟文藝基金
會」第三屆小說獎。出版有短篇小說集《上
帝的手》、散文集《掌中漢字》和《施柳鶯
文集》等。其作品被視為菲華文壇的一朵
「奇葩」，作者素有「菲華文壇才女」之美
譽，學者則稱其為菲華文壇「遐邇聞名的
『三大女小說家』」之一。

初見「施柳鶯」這頗富詩意的名字，以
為是筆名，卻原來是本名。因「出生時，有
黃鶯鳴於柳上，祖父便命名為柳鶯」，「西
湖十景」中有「柳浪聞鶯」，傳統文化人的
祖父為孫女取了個富有濃厚文化氣息且詩意
盎然的名字。施柳鶯不負祖父之厚望，自小
沉迷文學，醉心寫作，四年大學專攻文史，
一生流連唐詩宋詞，以小說散文創作聞名於
世，文筆清新脫俗，滿紙古韻詩意。筆名
「小四」，則被著名詩人鄭愁予笑稱為「好
可愛的名字」。

一、「最快樂最踏實的人生就是在現實
中點綴一點兒詩意」

施柳鶯既是一位感性的富有詩人氣質的
作家，又是一位清醒的現實主義者。她總是
立足現實、理性面對生活、思考人生， 又心
懷理想，從不放棄精神的追求。施柳鶯以其
文學創作一直在追問和闡釋著一個關於生命
意義和人生價值的哲學命題，那就是：人為
什麼活著 ? 幸福是什麼 ?

菲律濱華僑首先是以卓越的經濟成就聞
名於世的，在菲律濱堅持華文創作是一條充
滿艱辛的道路，需要克服諸多困難。正如菲
華作家蔡滄江所說：「眾所周知，菲華作者
幾乎百分之百是業餘作者，經濟的收入也決
定了作者從事創作以及文藝活動的時間、經
費的籌措難易等問題。」因此， 終生獻身
於菲華文藝活動與創作、被譽為「菲華文壇
泰斗」的老作家施穎州深有感觸地說：「做
文藝運動，需要『才』，也需要『財』。」
菲華文壇有許多優秀作家，有才氣，也有財
力，「寫得一手好作品，同時又肯將工作或
金錢貢獻給文藝運動，菲華文藝才有今日輝
煌的成就。」菲華作家能開墾出一片文學的
綠洲，為世界華文文壇奉獻纍纍碩果並佔據
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歷盡了艱難困苦的。

生活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菲華商業社會， 
施柳鶯也常處於夢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但
卻能理智地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 在生活
和心理上求得平衡與調和。她感知到人生的
缺憾、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所以一生「與筆
墨結下不解緣，用自己堆砌的世界去彌補人
間的缺憾。」她曾在小說〈幸福〉裡借恬恬
和逸這對平凡夫妻與一班身為闊太太的同學
的生活進行對比，形象地詮釋了擁有財富、
安逸並不等於擁有幸福。簡樸平淡的生活、
彼此尊重、互相理解、心心相印，才是更實
在的幸福。在施柳鶯看來，幸福的生活既不
在象牙塔中，也不能淹沒在柴米油鹽裡。她
認為：「最快樂最踏實的人生就是在現實中
點綴一點兒詩意。」就是一方面腳踏大地，
面對現實 ;  另一方面，心中有理想，讓平凡
的人生因有精神的追求而更詩意盎然。生活
裡的施柳鶯，常常在她雙手沾滿麵粉、或者
熱油剛冒煙、蝦子剛下鍋的節骨眼上，接到
詩人陳和權的電話，要給她朗誦剛完成的新
詩。等到分享完詩人的喜悅，鍋裡的菜已燒
焦了。她稱這是一種「若有所憾的快樂」，
當然也是「現實中點綴的一點兒詩意。」菲
華女作家大多是她這樣的「雙棲動物」，一
手執筆寫文章，一手執鍋鏟做飯。她以董君

君為例：「青菜豆腐茶米油鹽，春花秋月一
卷唐詩一爐香，奔馳於廚房與書房之間。滾
滾紅塵，有自己的一角清靜地 ; 漠漠穹蒼，
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其樂樂何如 ? 」正因為有
一顆純真的心、有一雙詩意的眼，施柳鶯才
能在喧鬧的馬尼拉街頭，因偶爾看見一位身
穿中山裝、懷抱中國琵琶的華人而觸動內心
深處對故國家園的緬懷與鄉愁，偶然驚鴻一
瞥的驚喜卻揮灑成一篇情思綿邈的華章 (〈琵
琶行〉) ，平凡的生活也就因此充滿了詩意與
光彩。

施柳鶯打從懂事起，「就是個不吵不鬧
好乖好靜的女娃」，又是個「早熟、善感的
女孩。我總在父親為我築起的那一角小小的
木樓上，編織我十七歲的夢」。她曾有過居
於象牙塔中、徜徉於花前月下、醉心於吟風
弄月、不食人間煙火的青春歲月，但她更有
穿行於時間的隧道，體驗為人妻為人母的瑣
屑與凡俗，遍覽人間百態、市井色相之後的
理性選擇與思考。她「並沒有穿上羽衣，只
顧在彩雲裡飛翔，她也是充實地生活在人世
間。」她在感性與理性、詩意人生與凡俗生
活、浪漫理想與殘酷現實的矛盾糾結之中尋
找著平衡與調和。作為「塵緣最深的凡夫俗
子，捨不下人間諸般情愛」，她出門要「看
父母臉色」，在外總牽掛著孩子，她是賢淑
的家庭主婦，協助丈夫管理著商務。但她更
是一位有精神追求的作家，對中華文化在海
外的傳承發展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並借對
菲華文藝界生活的描寫探討人生的價值和生
命的意義。

小說〈天涼好個秋〉、散文〈廚房·書
房———給煌煌〉等作品就一方面從一個側
面再現了菲華文藝工作者的現實困境，另一
方面也鮮明地表達了她的精神追求和對生命
意義的思考。〈天涼好個秋〉的主人公林
揚 (「我」的表姐夫) 是一位熱愛文學、醉
心寫作的年輕作家，大學讀書時就是校刊主
筆，常在報刊發表詩歌、小說等文學作品，
是一班女生心目中的偶像。大學畢業後在父
親和伯父共開的兄弟公司做事，但卻對文藝
繆斯忠心耿耿、追求執著、如醉如癡。他還
和一群菲華文藝界朋友組建起文藝會所「稻
香村」，定期聚會，談文論藝、吟詩作賦。
「稻香村」內，三面牆壁，掛滿了各文友的
題字, 從李白的〈將進酒〉到李煜的〈虞美
人〉，從辛棄疾的「少年不識愁滋味」「卻
道天涼好個秋」到林黛玉的「孤標傲世偕誰
隱 ? 一樣花開為底遲 ? 」白牆黑字、翰墨飄
香, 愁思哀情、詩意濃郁。這是一個「悲喜
交集、有笑有淚的圈子」。可是這位性情灑
脫、才華橫溢的作家，「口沫橫飛地跟我講
唐宋八大家」、講徐悲鴻畫馬、講張大千入
敦煌臨摹壁畫的表姐夫一回到家裡，在其妻 
(「我」的表姐) 和其父林伯伯面前，就變成
了「一本正經、呆頭呆腦的樣子」。何以如
此?原來其父、其妻都「打從心眼裡看不起寫
作的人，認為舉凡寫作的、畫畫的，都是些
不務正業的窩囊廢。」

表姐和林揚原本是大學同級不同班的同
學，對林揚這位大學時代的「風頭人物」也
是極仰慕的，起初也曾自豪地向「我」 (小
四) 介紹這位未婚夫：「呵，小四，你不知
道。他的文章寫得有多好，毛筆字有多棒，
人有多瀟灑。他的堂兄弟我都見過，風度沒
有一個及得上他 ! 」可是結婚、生子後的表
姐卻變得非常現實，提起婚前對林揚的崇
拜，覺得那是「年少無知， 不曉得丈夫是要
來依靠、要來養家餬口的， 不是要來寫詩寫
文的。婚前的優點， 婚後全變了缺點」。她
只是精心持家、專注於生意、一心掙錢。在
她眼裡，丈夫則成了他全家堂兄弟中最沒用
的人。在這位妻子的心中，有用與沒用，考
量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生意做得好壞、
錢掙得多少。丈夫林揚和他那群文友在她眼
裡就是一群瘋子。在她看來，丈夫「有時間
不把精神放在生意上，不是溜出去找那一群
神經病的，就是躲在書房裡鬼畫符。」因此
她對丈夫癡迷於讀書、寫作極為不滿，常為
此吵架, 撕書撕文稿。她向表妹傾訴的理由
是：「寫文，寫文，小四，寫文到底有什麼
用 ? 能幫助我們什麼 ? 」能「養活我們一家
嗎 ? 」菲華作家自然是絕不可能靠寫文章養
家餬口的，林揚因此總是默默地任妻子、父
親罵個痛快，在家裡從沒有揚眉吐氣的時
候。讀書、寫作只能偷偷地進行，偶爾收到

微薄的稿費，也只引來妻子輕蔑的譏諷和嘲
笑。苦惱的林揚不禁對「我」感歎和思索：
「人，真不知為了什麼而活著。」林揚的苦
惱，正是施柳鶯對人生價值的思考。

人 為 什 麼 活 著  ?  在 小 說 裡 、 在 生 活
中， 都是有兩種答案的。面對林揚的發問，
「我」 (小四) 脫口而出：「為了愛，為了
理想。」這是一種答案，自然也是林揚和他
的文友以及作者和菲華文壇的眾多作家們的
選擇。而在另一些人看來，「為了愛，為了
理想」而活著的人不是瘋子就是傻子。什麼
愛啊、理想啊，那是像夢一樣虛無縹緲的東
西，是不實用的，是不能養家餬口的。因
此，他們「只為賺錢而活」，認為那才是實
實在在的，這是另一種答案。小說中「我」
的表姐、林揚的父親以及生活中的很多人正
是選擇的後者。茫茫人海、芸芸眾生，「只
為賺錢而活」者甚眾，但真正對人類文明的
演進、社會的進步做出更大的貢獻者還是那
些「為了愛，為了理想」而活著的瘋子和傻
子。

不過，要將「理想」堅持到底有時是
很難的。林揚與彼此意趣相投的文友含煙在
「稻香村」籌備開張的過程中的頻繁交往引
來一班長舌婦的閒言碎語。含煙本是當地數
一數二潘氏家族的第三媳婦，協助丈夫分管
華人區的房地產業，「稻香村」就是她家所
有。這位豪門媳婦，卻是一位醉心文學的才
女，「神韻氣質充滿了古典美」， 「三十幾
歲的女人，十幾歲的心靈，文章裡有濃烈的
愛、淡淡的愁。」

林揚和含煙相遇彷彿在天涯海角有了
一個心靈上的夥伴。可是搬弄是非的謠言卻
傳得沸沸揚揚。林揚的父親因此氣得住進了
醫院，林揚的妻子更是獨自闖進潘家，當著
潘家少爺教訓含煙要恪守婦道，含煙因此挨
了丈夫的打。一場風波過後，含煙悄悄地離
開了潘家，「稻香村」尚未開張就轉讓給了
別人。林揚雖心有不甘，卻已準備妥協、投
降，去「賺大錢，發大財」。但他堅信文藝
不會死亡，少一個像自己這樣沒有鬥志的人
沒有什麼影響，「一批不怕頭破血流的傻瓜
自會繼續拚命下去。」

    (未完待續)

山城永春一日游(下)       錢昆
我們一行人在寫有「東關橋」三個大字

的石碑前合影后，便朝著離此不遠的何香凝副
委員長提儀創辦的永春「北硿華僑農場」旗下
的茶廠進發。

「永春北硿華僑茶廠」坐落在永春縣東
華區一座綠樹成蔭的小山坡上，它彷彿巳完
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正靜悄悄地處在退休的
狀態。廠長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甫一落座，
便親自沏了新茶讓我們喝，繼而又沏上了上世
紀80年代珍藏至今的水仙牌烏龍茶，我們呷了
第一口覺得有些澀，第二口便神奇般地感到絲
絲的甘甜且餘味悠悠，這便是大名鼎鼎的烏龍
茶，抬眼望，接待室的一面牆上掛滿了得獎的
木製牌匾，金光閃閃的底色映襯著紅彤彤的金
獎兩字。可惜的是，永春的金牌烏龍茶被鄰縣
的安溪鐵觀音的盛名給淹沒了。但願即將來加
盟的博士後能重拾上世紀80年代「永春北硿華
僑茶場」的輝煌成績。

聽了廠長的介紹，始知，「永春北硿華
僑農場」是由何香凝副委員長提儀創辦的，為
了支持華僑農場的建成，她於1953年捐了7000
稿費，又於1960年至1964年五年間賦詩作畫贈
送農場，勉勵歸僑「團結愛國」，華僑農場自
創辦以來，從1953年至1960接收了東南亞難僑
3000多人。華僑農場的創辦，充分體現了祖國
是海外華僑的強大後盾和對華僑的大愛無疆。

離別之前，我們一行人來到了山坡下的
大門前，在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書法家，也
是我在黎明大學時的老校長梁披雲先生親自書
寫的廠名「永春北硿華僑茶廠」前合影留念。

 永春果味醋醇香，白鶴拳館演武場
 桃溪牌永春老醋是全國的四大名醋之

一，永春和桃溪是因老醋而聲名遠揚。2002年
4月28日，福建省省長習近平一行人來到了永
春，參觀了「桃溪老醋坊」，足見永春老醋的
名不虛傳。

今天，我們在鄭總的引領下也走進了
「桃溪老醋坊」。當講解員從入口處的第一部
分「打翻了醋罈」，講到第十部分的「體驗桃
醯」使我們對永春老醋的認識也由表及裡地更
上了一層樓；因而來到了體驗館，喝了講解員
調配的果味醋後，一種古、蘊、醇、珍的感覺
也油然而生了，還未追問配方，講解員很爽快
的告訴了我們：「250毫升礦泉水，加上20毫
升蜂蜜、十毫升永春老醋、些許果汁。一款開
胃、助消化口感好的果味醋飲料便誕生了。」

真的沒想到，泉州人舌尖上離不開的調
味醋，還能配成飲料。驚喜之餘，我們二話不

說地各買了一箱窖藏老醋帶回家慢慢享用和分
享給至朋親友。

同地勢平坦的老醋坊相比，「永春白鶴
拳史館」則是位於大羽山上，在綠樹的簇擁
下顯得格外的醒目。一下車，便見「演武場」
三個大字被鐫刻在石牆上，下面的小沙彌雕像
各自擺出了拳術的招式，或蹲、或踢、或立、
或雙手握拳、姿勢各異、很是可愛。我們一時
童心未泯，拳性大發，面向偌大的演武場也各
自比招式來個四個淑女四個樣的拳打腳踢大合
影；大羽村白鶴拳弟子們在這「演武場」裡接
受了一代又一代傳人的授課，他們也從這裡出
發把白鶴拳傳播到五大洲的數十個國家，設立
武館。鶴道已成為了中外人民的友誼之道。現
在的演武場，每年都會迎來了海內外拳術愛好
者們前來切磋技藝和旅行團前來參觀、遊覽。

拾階而上，我們來到了「永春白鶴拳史
館」。參觀之後才驚訝地發現，白鶴拳的創始
人竟是一個叫方七娘的浙江麗水女子，她於清
末隨夫前來永春開館授課；我們熟悉的詠春拳
源於永春的白鶴拳；春生堂藥酒是白鶴拳傳人
以1820年在永春創立；陳嘉庚先生接見閩南國

術團成員的照片也在館中懸掛。在旅遊團人潮
的不斷湧入時，我們才結束了參觀，朝著五里
街的特色餐館馳去。

當我們圍坐在一起，只見桌上火鍋式的
大盆骨湯裡跳躍著：豬肝、豬肺、豬腸、肉
羹、水丸、豆腐和菜等等，在鄭總的指點下，
我們倒了一湯匙的醋入小碗，再舀上一勺清淡
而補鈣的湯，攪拌後慢慢喝下。哇，大家異口
同聲的說著同一句話：「開胃了！」在慢嚼細
咽和海闊天空地神聊之中，大家不約而同地認
為，雖然「咯攤」的食材遠不如山珍海味來得
高擋，但經濟、美味、解饞及齊聚一堂、其樂
融融的氣氛延續了往日永春、安溪和德化等的
山民們在五里街裡圍爐邊吃邊談的風俗；成了
永春遊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選項。

夜色闌珊，在握手告別時，我們是那麼
的依依不捨。永春，這個從未遊覽過的山城竟
然如桃花源般的令人難忘，它的底蘊是那麼的
深厚，內涵是那麼的豐富；讓我們直覺得今次
的永春之行，不是結束，而是開始！再見，永
春！謹以絕句一首，抒發對永春老醋的點贊和
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桃溪果味醋醇香，豪飲一杯爽胃腸。
特色咯攤提味道，窖藏老醋來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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