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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亞鴻

老油條蒲公英

從螟蛉子說開去
最 近 看 了 一 部 上 世 紀

五十年代「國際電影懋業有
限公司」，簡稱「電懋」後
來又易名「國泰」所拍的電
影。小時候已看過了這次又
再看了一次，勾起了童年時
的點滴記憶。

這部電影片名叫《曼波女郎》，由葛
蘭、陳厚主演，丁皓、劉恩甲、唐若青等為
配角。

故事很簡單，葛蘭飾演的中學生，父
母愛之，如掌上明珠，自己又能歌善舞，是
班中的優秀學生。她父母準備給她做二十歲
生日，父親與母親搞不清準確的出生日子，
找出了領養證，因為父親的疏忽，那紙向孤
兒院領養的證書被她的妹妹看到了，於是引
出了一場風波。

這位「曼波女郎」離開疼她愛她養了
她二十年的家出走。找尋她的親生母親，在
茫茫的人海中，她是找到了親生母親，而那
生她的女人，詢問她的生活起居，知道她的
養父養母對她百般疼愛。於是在她眼前的親
生母親毅然地否認與她的關係。還鼓勵她回
家去，好好孝順她現在的父母親。

這「曼波女郎」只得重回養了她二十
年的家。

她的養父養母急得如鍋上螞蟻，見到
寶貝女兒回家了，在場的還有她班上的同
學。

於是她們載歌載舞，慶祝她的生日。

而她的生身母親跟蹤到家門口，見到她的女
兒遇到疼之如己出的父母，心滿意足，了無
遺憾地走了。

故事雖是簡單，可說出了生不如養。
養子在我們閩南僑鄉一帶，因為抗日

與解放戰爭，兵荒馬亂，夫妻一個在南洋，
一個在鄉下，不少先領養一個兒子。

養子也叫螟蛉子。其實螟蛉子是一種
生長在稻田中的害蟲。一種體形好像蜜蜂，
叫蜾蠃的飛蟲，色青黑，腰細，習慣用泥土
在樹枝上築巢，捕捉螟蛉子置於巢中，生
卵，那螟蛉子就是幼蟲卵化後的食物。成蟲
後，破繭而出，世人以為那螟蛉子就成為叫
蜾蠃的兒子。

記得《三國誌演義》中，劉備率領關
羽、張飛打敗曹操奪得了樊城，樊城縣令
劉泌身邊侍立一位器宇軒昂，威風凜凜的士
官，劉泌告知劉備，這位年青人是他的外甥
寇封，因父母雙亡，投靠劉泌。劉備惺惺相
惜，想收為義子，劉泌允准，寇封欣然接
受。劉備改寇封為劉封，讓劉封拜關羽、張
飛為叔。關公勸他的兄長說：「兄長已有
子，何故收封為螟蛉……」其實劉備的兒子
阿斗是個無能之輩，我們常見「樂不思蜀」
這成語，就是由阿斗來的。這個扶不起的阿
斗一句「此間樂，不思蜀」而留名青名。

其實養的功勞比生的功勞更大，人心
是肉做的，很多有關螟蛉子的故事，說也說
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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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撒沸騰的熱血 
坐上這把歲數里程的列

車。生命曾經的歷練，寫下
了生活中五味雜陳的酸甜苦
辣。年青輕狂氣盛，幾乎隨
時間…偷偷溜走，深深磨禿
了尖尖的稜角，年少傲漫性
格，己逐漸在風風雨雨的歲

月，更迭成蒼白和模糊。那一幕幕剛烈打鬥
氣盛的熱血，都已在生離死別的現實裡跌成
歷史。寂寂不經意中，被教會了明白生命，
只是一簇紅塵短暫漂泊紛飛的幻影。當那激
情過後溶化成層層的年輪，漸漸發現自己犯
上老去褪化的聾耳，流逝了靜聽海水拍岸的
音符。只有偶爾在國家頻頻遭受外來挑逗羞
辱的面前，無理取鬧遭遇霸道屈逼欺凌的不
平時，才能重新喚起碰擦憤怒的火花。繚繞
起熊熊燃燒的熱血，當我再次吟唱那首年青
高歌愛國歌曲 「滿江紅"。我再也壓不住湧
現心頭沸騰澎湃，滿腔撒下的熱血和涕淚滿
襟怒吼的吟誦 :

怒髮衡冠，憑闌處瀟瀟雨歇。
 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驀然回首，今天這些生長在中國領土

的台灣，卻不承認自已是中國人的無恥台灣
青少年，深感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好笑。在台
灣絕大多數受到民進黨收買津貼的台媒，電
視，報紙雜誌，甚至那些被綠化教科書薰陶
的青少年，它們都變成一簇專說假話，空
話，謊話，善於捏造不實騙人的活殭屍。這
些受民進黨課綱教化出來的青少年，也就是
蔡查某信誓旦旦告訢世人，台海一旦開戰，
就有四十五萬台灣青年，原意上戰場抵抗
「阿共仔 」 的一代。哇塞啊 !  四十五萬台
灣青年拿什麼和解放軍的海軍陸戰隊對抗  ?  
是噴吐嘴裡的口水，或是拿家裡的掃帚衝
鋒 ? 沒經過訓練坐在家裡打開天窗說亮話講
空渾蛋的青年人充斥台灣街頭。耳濡目染的
大環境，這些青年也養成一種講空話，講大
話，說謊話的騙子，台灣西門町街頭訪問一
下比比皆是，不覺稀奇。正如我們閩南人有
句老話 : 台獨青年，「 是全身死透透，只有
一張嘴未死 」。

生為野種日裔台灣的民進黨，他們對
於全身死透透，剩下最重要那張口舌俐伶的
嘴還未死，「  口舌還沒生瘡 "給民進黨帶
來可以耍流氓騙選票，可以耍無賴騙金錢。
這些日裔民進黨人除了騙，騙，騙根本沒有
什麼原則，而蔡英文這位老處女除了以歉
卑，歉卑，再歉卑的無恥偽裝下，與美國暗
度陳倉，開放允許有毒瘦肉精美國豬，美國
牛進入台灣來巴結美國佬……。馬英九執政
時期，蔡查某的民進黨誓死保護台灣人反對
進口美牛美豬，今天蔡英文這位老處女卻與
美國偷來暗去，幹著不可告人糗事，批準進
口含有瘦肉精的美豬美牛換取支撐其反中，
抗中的政權，罔顧出賣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
的生命健康，將馬英九時期那種信誓旦旦要
為台灣人健康抗爭到底的豪言壯語，都拋到

九霄雲外，甚至捧出整卡車的理由，厚顏無
恥地在為自已辨護。再看看最近在大陸被抓
的台諜李孟居，上央視時表現的形象似如一
個乖乖寶寶，投降依偎在主人腳底下講訢如
何作案，又似家裡小狗 「 支哇哇 「可憐又
可愛。如此台灣人你們還有什麼尊嚴可言，
一個舉手宣誓不成功便成仁的諜報人員，
你們的鬥志和原則在那裡 ? 再來最近一個時
期，台灣軍方的包機要飛往 」 東沙島 」，
在飛近香港情報空域區，被香港方面毫不含
糊，截停通知不許飛經香港情報識別區空
域。台灣軍方包機只好挾著尾巴無功折返台
灣。無形中這意謂著祖國解放了東沙島。今
後要補給東沙二百多名到東沙栽菜拔草台灣
草莓兵也就沒有那麼順利了。這意謂只要大
陸一旦經濟封鎖，這些日裔民進黨人還有什
麼三頭六臂的能耐可逞強 ?

最近一個時期美帝二週三次發表售台
攻擊性武器，其中有一百套反艦發射魚叉
導彈，再來一百枚可打中國沿海城市三百公
里 「拉馬斯導彈 "。台灣仔歡天喜地買了這
些美國軍售，就如夜行人吹口哨給自己壯壯
膽壓壓驚。殊不知今天的中國軍力己是台灣
軍力的十六倍，武力統一台灣已經是今天
十四億中國人的共識。我們正在作全面考慮
的準備，台灣仔既使花再多憨錢購買美國飛
彈，中國都不怕，第一波解放台灣的前哨
戰，就要派出上百架無人機斬首蔡英文，打
擊軍事機埸，射擊雷達站，發電站，轟炸軍
火庫，隨後中國海軍陸戰隊才搶灘登島解放
台灣。由東方-16B升級為專打美航母量身訂
做的 2500 公里東方-17高超音速變軌飛彈，
已佈署在福建，廣東沿海，還有東方 21D，
東方 26 也是守住對付一旦參戰的美日航母
而準備……。中國人不惹事，但你們這些美
日澳渾蛋要來惹事，雙手奉陪到底，來吧 !:
少

十四億中國人胸中燃燒的熱血己到了
沸點，台灣問題未決，我們的國家未能統
一，是全世界中國人一種沉痛的恥辱，是中
華民族難以揮去的悲哀，更是中國共產黨全
體黨員無法割捨的使命。自新中國成立以
來，七十年已悄悄地在我們手指間縫隙輕輕
溜走。前四十年在兩蔣的反攻大陸幻想中白
白耗掉，再來是被日本孽種民進黨拖延狡猾
忽悠了的後三十年。今天我們還有一些中國
人還心存幻想被這位風韻無存的老處女蔡英
文，幾句緩和的鬼話所迷住和相信是一種善
意，日本人浪子野種的狡猾、滅我中華之心
絕不會收歛，中國人啊，為什麼我們總是如
此懮柔寡斷無法覺醒，愚蠢沉迷於沒有戰爭
的和平，為什麼我們總是要跟強盜高談闊論
彼此的善良和良心 ? 為什麼我們總是要跟婊
子談 論「 貞節 「 的碑坊。今天台獨份子，
都是一堆不見棺材不流淚的頑固日本人，除
了用武力解放幹掉，台灣永遠不是屬於中國
人的台灣。清醒吧，我的祖國，我們絕不
能妄想企盼台灣省會輕輕易易「和平回歸 
」……，只要稍為細心睜眼觀察，台灣早已
淪陷在日裔台灣人手中。老油條可大膽的預
測，若不及時武力解放或經濟封鎖，再拖下
去中國共產黨將會是跌成丟失台灣寶島的民
族罪人，不信嗎 ? 讓咱們好好拭目以待，等
著歷史証明吧.……。

2020年十一月廿五日於嗎仁娜

黃仲遠

書香五店市
十 月 初 午 後 的 一 個 陽

光裡，我偕同兩三好友徜徉
在位于晉江鬧市一隅的五店
市，直面著一份歷史的寧靜
與書香的致遠。千年巷陌，
悠悠古韻，書香飄蕩。一座
祠堂、一片紅磚瓦礫、一顆

古樹、一口古井……五店市古民居記錄著過
去閩南先賢耕讀文化的翰林墨香，這是歲月
的見證，更是心靈的召喚。五店市就是一位
氣宇軒昂，滄桑中帶著睿智，沉默裡帶著俊
朗的英才，宗廟、祠堂、進士宅第，這些古
建築的背後是敦厚的家風，樸實的學風，一
直以來是我們後代子孫慎終追遠的場所，其
蘊含著質樸的精神感召力，綿延承載著千年
的正能量。

在古宅的一處書屋，我們品著一杯香
茗，掏一縷書香，茶香在書香中瀰漫，至茶
香散淡，書香仍濃……遙想當年，這裡書聲
琅琅，歷史在這裡濃縮與訴說著，我更加感
到了一種守望的感動與溫馨。

五店市自唐開元形成，以酒旗招風歷
經千年，鱗次櫛比的商舖，成了富商名士的
聚集地。籠罩在濃濃古意和書香氣息的紅磚
古厝下，這裡名人輩出，遠有莊有恭、莊一
俊、蔡克廉、蔡萬進…，近有蔡萬霖…，鄉
賢祠門上威武的彩繪門神清晰可見，「青陽
人杰」四個大字顯得高古而又渾厚，柱子上
精妙的對聯上仍可追循昔日宗族崇文重教之
風。循著歷史的足跡，我們可以發現了莊用
賓提出的選賢標準：「論德不論官，以賢不
以族」，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我也彷彿
看到中了進士的李聰，辭官回鄉講學教書，
教化民眾的場景，留下了諸如：「一文錢不
要妄用，一片紙不要妄費」，「不要聽妻兒

變異，隨時更張打扮：亦不要隨時俗奢靡，
苟且依阿打哄」，「見人好事，心便喜也，
可見吾心無妒忌；使人人皆是吾心，天下無
有不平事」等等通俗易懂的大眾語言，警醒
著後人。

五店市就像是一部翰墨飄香的古籍，
「一榜三龍齊奮，五科十鳳聯飛」「 「錦貂
榮輝科甲第，繡披顯耀鄉賢家」 ……, 無不
折射出古代先民厚重的文化光芒。它雖地處
閩海之地，遠離皇城，山高水長，隔不斷先
民們的士子情懷，儒家正統文化早已融入先
賢們的血液之中化之實踐。從虎爺巷、池亭
巷到布政衙巷、書齋巷，在樟井聖泉、雁塔
地靈處，穿越歷史的時空，我們彷彿看到才
子佳人們手捧著四書五經，閱誦著國學的精
粹，構成了一幅幅動人心弦的浪漫畫卷。

打開五店市的歷史，一頁頁翻閱著濃
縮在歲月深處的歷史，一縷縷書香從指尖滑
過，瀰漫在心靈的天空。「三更燈火五更
雞，正是男兒立志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
舉成名天下知」。從朝北大厝一路走下來，
那一座座名人故居、進士宅邸，讓人十分留
戀，雖然有些仍在修復中，但仍不影響我們
對其驚歎與欽佩之情。古樹下的談笑風生，
廟會裡傳來的高甲戲、南音，古厝的紅磚瓦
環繞著曾經的琅琅書聲。

一路上，我們在行走、記錄、沉思著。
從天官第、南音館、朝北大厝、莊氏家廟、
蔡氏家廟、布政衙，直至青陽山，漫步在古
老的小道上，在歷史與現實的重疊中，我們
尋覓著閩南先民耕讀文明的文化歸屬，這裡
確實是繁華都市裡一片不可多得的古韻，它
靜立在鋼筋水泥的高樓林立中，帶著古樸的
清幽與淡雅。在古街深巷處，莊一俊、蔡克
廉……彷彿向我們緩緩地走來。

弄潮兒

馬尼拉：四代人的足跡
2008年，受在馬尼拉的

表姐之邀，我和弟弟妹妹及
女兒飛往馬尼拉探親遊覽。
至此，馬尼拉留下我家四代
人的足跡。

最早來到馬尼拉的是我
爺爺。我的家鄉在閩南泉州

的一個村莊，家鄉人多地少，靠種地難以維
持生活，上世紀30年代，我爺爺和我奶奶結
婚後，便跟著其叔父下南洋， 到菲律賓馬
尼拉謀生，先是當工人，後來做些小買賣， 
所以我家的家庭成分是「華僑小販」。

爺爺沒多少文化，是個老實人， 這注
定他在南洋不可能有大作為。他靠做小本生
意，省吃儉用，除了寄錢回家外，還積蓄了
些錢，回家鄉在祖屋東邊蓋了有十來個房間
並有小樓的護厝。在我們家鄉，有不少「番
客」由於夫妻長期分居，在南洋又娶了「番
婆」， 生兒育女，可爺爺始終孤身一人，
保持著對奶奶的那份情感。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父親師範學校畢
業，和我母親結婚。爺爺認為他有文化，
想讓他到菲律賓發展，並為他辦好了「大
字」，寄來了路費。可父親卻違背了爺爺
的心願，選擇參加地下革命活動。大陸解
放後，考慮到在外已漂泊幾十年，年紀巳60
歲，且我父母都有工作，爺爺於1958年回國
養老。10歲的我才見到爺爺。回到奶奶身旁
見到好幾個孫子孫女，爺爺感到很欣慰。

我的二姨媽也在上世紀30年代到馬尼

拉定居。90年代，父親離休後，應二姨媽邀
請，同我母親在我愛人的陪同下到菲律賓探
親遊覽。我相信，父親在踏上馬尼拉土地
時，一定感概萬千，因為這是爺爺為生活而
奔波的地方，是他因信仰選擇放棄的地方。

後 來 ， 爺 爺 、 父 親 、 二 姨 媽 都 逝 世
了，但我們和菲律賓親友的聯繫並未中斷，
菲律賓的表姐幾次回國探親。應表姐之邀，
我們也來到馬尼拉。我小時候的好幾個夥伴
就都被父母接到馬尼拉，至今生活在馬尼
拉。

在菲期間，在表姐的陪同下， 我們拜
訪了幾位兒時夥伴，遊覽了黎剎公園、唐人
街等，還到過被稱為「小碧瑤」的大高地火
山和蘇碧灣。在黎剎公園，我想起位於晉江
上郭村的黎剎廣場。在唐人街，我彷彿看到
爺爺當年奔忙的身影。在「小碧瑤」，當我
們坐在湖邊的餐廳裡，望著四周被碧藍的湖
水環抱著的火山；當黛綠色的火山在淡淡的
霧靄中，幻夢般地忽隱忽現時，令人感到心
曠神貽。在蘇碧灣，面對風景如畫的天然海
灣、蔚藍的海水和潔白的沙灘， 頓時覺得
心胸廣闊。在馬尼拉雖然只有短短一星期，
但我感受到菲律賓美麗的熱帶風光，感覺到
菲律賓人民的善良、菲律賓華人華僑的勤
奮。中菲兩國友誼源遠流長，有著非常緊密
的關係。菲律賓目前約有200萬華人華僑，
其中泉州人數量近100萬。中菲雖然經歷過
一些風雨，但兩國深厚的關係是無法被輕易
割斷的。

華僑大學頌
——寫在華大創校60週年紀念的日子裡 

                                      有哪一座神聖的學府，
                                      能冠上華僑的名字？ 
                                      有哪一座高聳的教學大樓，
                                      能浸透華僑的心血？ 
                                      啊，年屆花甲的華僑大學 ，
                                      你是東海之濱一顆閃閃發亮的明珠 ，
                                      你是東西塔旁一道四季如春的景色 ；
                                      你是洛陽橋畔一座名垂千古的豐碑。
                                      你是泉州僑鄉的驕傲，
                                      你是海外遊子的寵兒！

                                      華大辛勤的園丁們，
                                      你們是到死絲方盡的春蠶，
                                      你們是成灰淚始乾的蠟燭，
                                      你們是搏擊長空的雄鷹，
                                      你們是志在千里的老驥。
                                      請接受我一個海外遊子的敬禮！ 

                                      華大的莘莘學子們，
                                      你們是僑鄉兒女的精英，
                                      你們是僑鄉父老的希望，
                                      你們是海外華僑的驕傲，
                                      你們是偉大祖國的花朵。
                                      請接受我一位老華僑的祝福！

                                      自古最圓故鄉月，
                                      從來最甜故鄉水。
                                      請允許我以海外華僑的名義，
                                      祝福華大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
                                      請允許我以菲華寫作人的身份，
                                      祝華大揚鞭催馬、再創輝煌！

11/01/2020於馬尼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