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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中秋共一月 
弄潮兒 

 是李白萬戶搗衣聲中的長安月嗎 ?
 還是蘇軾把酒問青天的那一輪明月 ?
 是西風烈，長空雁叫的那一輪霜晨月呢 ?
 還是朱自清荷塘的那一片月色 ?

 國慶中秋年年有
 難見的是中秋國慶共一月
 穿上你的霓裳舞衣來吧，嫦娥
 捧著你的桂花酒來吧，吳剛

 藉著天安門城樓的紅旗
 平添中秋的月色
 與家鄉父老們一起
 共度國慶清秋節

2020年9月24日於馬尼拉

難忘常德武陵行     
錢昆  

題記：2019年4月18日至21日。
在人間最美四月天裡，來到了常德武
陵，參加「第六屆世界微型小說頒獎大
會」，入住了「喜來登酒店」921房。

         站在亮堂堂的落地窗旁，
         眺望著無柵欄的常德武陵——
         通衢大道上的車輛，
         在綠蔭的掩映下來來往往；
         醒目而高聳的宣傳牌上——
         「善德做人，清廉做事」
         大寫著武陵人的崇德思想；

         那宜人的景觀、有序的景象，
         讓遠方的來客，
         彷如置身於新城一般；
         然而，常德武陵——
         卻是座名副其實的文化古城，
         是劉海砍樵
         和車胤囊螢閱讀的地方；
         是陶淵明筆下世外桃源的故鄉！

         繼往開來的常德武陵市、區政府，
         大刀闊斧，改革開放——
         使武陵煥然一新，張開了臂膀
         歡迎世界微小說寫手的到來，
         令人們欣欣然走進武陵——
         感受大小河街的悠久文化
         領略步行街的寬敞時尚
         和德國小鎮的異域風光；

         然而，最令我嚮往的啊
         是那長達八里，面向沅江，
         集書、畫、刻於一體的詩牆！
         它，掀起了我歡喜的波浪，
         欣賞復欣賞，淺吟又低唱，
         直至夕陽的餘暉，
         灑在了沅水的江面上，
         才揮別這豐富瑰麗的藝術長廊；

         回到了酒店，
         可腦海裡仍交相輝映著——
         詩牆的倩景和影像，      
         禁不住賦詩一首以抒情懷——
         喜愛常德詩畫牆，
         流連忘返在長廊。
         沅江之水悠悠去，
         滾滾遊人來拜訪。

         隔日的文化之旅，
         我們走進了古色古香的老西門；
         也來到了醉人的柳葉湖畔——
         憑弔詩人劉禹錫，
         為他的才情而心生敬仰；
         時近晌午，在丁玲紀念館裡，
         看到了她對文學的執著，
         和歷經劫難後鑄就的輝煌；

         4月20日下午
         「武陵杯」的頒獎大會正式登場，
         海內外的嘉濱們齊集一堂，
         接受著組委會的獎賞，
         啊，可圈可點的武陵！
         已成為世界微小說的聖地，
         和寫手們心馳神往的地方！
  

 2020年11月定稿於馬尼拉

《域外名家筆下的菲律濱》

外公的馬尼拉             蔡益懷    

我沒見過外公，但我知道他的存在。

小時候，我跟外婆住在鄉下。家裏的相

框裏，有一張中年男子的照片。外婆說他就

是我的外公。我對這個皮膚黑黑的敦實男人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只覺得他在注視著我

們。他會定期寄來僑匯，外婆和我都靠外公

寄來的錢生活。那時候大人們說到呂宋，都

帶著臉上會發光的神色，像後來人們談到香

港一樣。長大後讀了一點書，才知道那個時

候的菲律濱是亞州僅次於日本的富裕國家，

華人在那裏非富則貴。

這幾十年來，我都沒有特別留心外公在

這個國家的情況。只是知道我們這個家跟菲

律濱的親戚一直有一些聯繫，比如通信、走

訪等等，若即若離。大概是這個緣故，我對

這個國度倒還保持著一定的關注，一種不需

要傾注感情與心力的注視。我的外公是在那

裏土生土長，又在那裏終老的華人，然而也

是地地道道的菲律濱人。我的血液裏有他的

基因，這種血緣的關係自然讓我對那片土地

產生某種幽微的情意結。我想，有一天，我

會到這個國家走走。

早前，當我和幾位學生茶敘談到暑期的

旅行計劃時，我說我會到馬尼拉走走。幾位

女同學都很驚訝，怎麼會去菲律濱？他們說

到人質事件，說到一個香港人因為被指偷帶

毒品被判死刑的事，總之將之視為畏途。

不過，我還是去了，懷著一種血緣的

意緒而去。或者說，那是外公這個意象的指

引。意象，是的，那只是一個意象，一個心

靈影像，有許多不確定的心念在其中。

走出馬尼拉國際機場，竟無一種身處

異邦的陌生感，相反有似曾相識的親切與自

在。或許在香港已接觸過不少菲律濱人，以

及外公的影像已深印在腦中的緣故吧，我對

黝黑的南洋面孔同樣有著熟識感。我們下榻

在機場附近的一個花園小區，整潔的環境跟

香港的大型私家屋苑也別無二致。這些年到

那邊尋找商機的中國人多了，處處是中國內

地人的面孔，簡體字的「南洋私房菜」霓虹

光管廣告顯得格外張揚。當晚我們就到了馬

尼拉的金融區馬卡蒂。正是華燈初放的時

分，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櫛比鱗次，一如曼

哈頓暮晚的華廈景觀，難怪馬尼拉被譽為亞

洲的紐約。中央大道寬敞整潔，兩旁店舖燈

火通明，一派和樂氣象。徜徉在這綠化購物

大道，消閒而輕快，享受到的逛街體驗全然

不同於香港銅鑼灣。馬卡蒂的摩登，完全顛

覆了我對馬尼拉的印象。而菲律濱近年的經

濟增長也相當可觀，正在成為區內新興經濟

體。

不過，這不是我想探訪的地方。我開始

意識到，我要找的是一個古老的馬尼拉，是

尋常百姓生活的地方，我在不知不覺地追尋

一個意象，那就是外公的影子。我明白了，

一種不自覺的情意結在指引著我，去尋找祖

輩在這裏的足跡。但是，我又到哪裏去探尋

他的蹤跡呢？

關於外公，我知道的並不多，最多只是

從母親生前的零星話語中去淘得一點記憶碎

片，這些碎片並不足以重組出一塊殘缺的地

圖。母親的憶述中，最完整的一段是，日本

人佔領中國及菲律濱等東亞國家期間，外公

回到了福建老家。母親說，她人生中最美好

的歲月，就是跟外公在一起的時候。外公是

一個樂天的男人，給女兒帶來了一個終生難

忘的快樂童年，他會唱歌，會拉二胡，他就

像一座山一樣將她高高地托起……戰後，外

公又回到了南洋，在這裏討生活，據說是一

個活躍在社群中，樂施好善的人。

母親說，外公開了一間的士行，自己開

車，他會把女兒的相片掛在車玻璃前，有客

人上車的時候，他會指著相片對客人說，那

是他的漂亮女兒，臉上滿掛著幸福的笑容。

我能夠想像到他的模樣，一種南洋人的陽光

笑臉。

當我向當地人描述這個情形時，他們告

訴我，當年沒有的士，只有吉普尼。我相信

母親的說法無誤，她和外婆跟菲律濱的家人

一直有聯繫，當然知道外公是從事載客交通

服務的，只是她不知道菲律濱的具體情況，

便套用香港的經驗說成是的士。經過這一番

更正，我的想像相反落到了實處，跟具體的

物象聯繫起來了。當我再行走在馬尼拉街頭

時，就會特別留意街上那些裝飾得五彩斑斕

的吉普尼。雖然已經不可能再有一輛屬於外

公的車，但我總覺得要尋找的影子就在其

中，那是能夠讓我觸摸到一點歷史陳跡的實

物。

為了觸摸到更多的歷史，我特別到馬

尼拉的王城區走了一遭。這確實是一個能夠

讓時光倒流的古城，處處是西班牙殖民統治

時期的古老建築，也留下了日本侵略者與美

國人的痕跡。聖地牙哥城堡、黎剎紀念館、

馬尼拉大教堂、聖．奧古斯丁教堂等等，都

讓人看到一個城市的不同面相與厚重歷史。

這是一個神聖與庸常奇妙組合的城市。當我

坐在馬尼拉大教堂旁邊的咖啡館，喝著咖啡

吃著餐點，看著教堂高矗的鐘樓，領受著靜

穆的遐思時，也看到了教堂後牆角不雅的一

幕，一個老男人正在旁若無人地撒尿。顯

然，那也是這個城市的一種常態。

離開咖啡館，我繼續在城中城的小街里

巷中漫無目的地閒逛，路過街邊小攤檔，花

二十比索買一瓶鮮搾芒果汁。一口喝下肚，

那濃濃的果汁頓時喚醒了所有味蕾，整個消

化系統都在貪婪地品味著那一種原汁原味的

果香。我敢說，這是世界上最地道的果汁，

絕對的鮮搾，而且毫無添加。之前家人提醒

過我，不要隨便吃街邊的東西，但此時所有

的忠告都像浮雲一樣隨風而散。於是，我一

路品嚐起當地的食物，口渴了就買一牙西

瓜；見到像皮蛋一樣的煮蛋也買來一嘗，一

口咬下才知道那是幾乎快要孵出小雞的蛋。

當地人說這種蛋有營養，我也硬著頭皮將它

吞落肚了。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感受一個

真實的馬尼拉。似乎也只有這樣，才能夠讓

我更接近祖輩，瞭解他們在這裏的生存狀

況。

走著走著，來到一座老建築。走進去

一看，庭園深深，迴廊樓道，顯然是一座舊

時華庭。摸著那烏亮的木梯扶手，以及雕花

的窗櫺，我想起了老家的故宅。那個由外公

和他的弟弟合資興建的庭院大宅，是我兒時

和外婆的居所。雕樑畫棟、青石紅磚、鏤花

窗櫺，於今想來簡直是精緻的藝術寶殿。聽

長輩說，外公所修建的這座庭園，是當年的

老家最富麗的民宅。看著眼前庭院的一樑一

柱，懷想舊時的居庭，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

的錯亂感，彷彿看到了外公背著年幼的女兒

在家中嬉戲的情景。然而，我外公在這座城

市的故居又在哪裏呢？

像許許多多在南洋討生活的男人一樣，

外公在馬尼拉還有一個跟當地人結合的家

庭，而且兒女成群。聽母親說，她的異母弟

妹都發展得很好。一個家庭開枝散葉，有的

去了日本、美國，有的則還在馬尼拉。那對

於我來說，是另一個故事了，但我會想，如

果生活是一座山，那個皮膚黝黑的男人如何

肩負起這一切的？換一個思路，我的祖輩是

如何遠渡重洋，落腳於這塊土地的？當我追

尋起自己的來歷，懷想多少年來走過的人生

路，領受著生活的百般況味時，總是不免思

及這些無解的疑問，且愧疚於對祖輩漂泊人

生的忽視與無知。

這天，我專程跑到馬尼拉的唐人街，

遊逛在王彬街頭，吃街邊的糯米糍，看華人

的商舖，無非也是為了沾染一點地氣，勾勒

一幅祖輩在這裏打拚時的生活畫面。在回程

時，我登上一輛吉普尼，那種在地的感受更

為強烈。吉普尼是一種廉宜的交通工具，一

程只需八比索的車資，男男女女的乘客緊挨

在一起相對而坐。坐在後排的人付車資時，

交由前面的人傳遞給司機。司機的找贖同樣

以這種方式回傳，分毫不差地傳回各人的手

中。我付的是一張二十比索的紙鈔，司機找

回零錢時，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女生友善地示

意這是找給我的。女生對著我微笑，有著菲

律濱人的爽朗大方神情。交談起來，知道她

是一個大學高年級的學生，正在讀商業管

理。雜處在同一車廂中，聲息相應，我好像

也成了一個馬尼拉人。再看看司機的背影，

我想，我的外公也是這樣的吧？我好像又看

到了擋風玻璃前掛著的那張照片，好像又聽

到了外公的聲音：這是我的女兒，她生活在

中國。

外公，一個只在中國生活了三兩年的菲

律濱華人，對中國的瞭解應該不會有很多，

但我知道他對故土並不陌生。他能講流利的

閩南話，還會拉二胡，據說常常會在夜深人

靜時拉上一段。當我面對馬尼拉灣，面對那

絢爛的晚照時，再想到這個黑皮膚的男人

時，耳畔彷彿傳來一道幽幽的二胡聲。我不

知道那是什麼曲調，但我能從那悠悠的長調

中，感受到一個男人心底最深層的聲音，那

是他的故園，也是他的鄉關。

作者：蔡益懷，香港著名作家，文學
評論人。現為《香港作家》總編輯。著有小
說集《前塵風月》、《情網》、《港人敘
事》、《想像香港的方法》、《小說，開
門》等。

《菲華作家評介》   

海外華人生活的獨特把握與詩意抒寫(中)

一一菲華詩人陳扶助的詩歌創作       戴冠青  

二
在詩歌創作中，陳扶助不僅敢於直面現

實，淋漓盡致地抒發自己的政治主張和人文

關懷，而且在詩寫自己的人生閱歷時還常常

融入獨特的生命體驗，傳達出獨特的情感把

握，充滿主體性的情感特徵十分鮮明。

體驗不僅是一種經歷，更是一種生命的

投入，一種心靈的對接，一種思想的碰撞，

一種詩意的回味。德國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

認為：「如果某個東西不僅被經歷過，而且

它的經歷存在還獲得一種使自身具有繼續存

在意義的特徵，那麼這東西就屬於體驗，以

這種方式成為體驗的東西，在藝術表現裡就

完全獲得一種新的存在狀態。」 (【德】伽達

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洪漢鼎譯，上

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在陳扶助的

許多詩作中，我們都可以看到熔鑄著詩人生

命體驗和靈魂探險的閃亮結晶。例如在〈哭

吧！先生們〉一詩中，詩人深沉地寫道：

              如果哭泣不是為了矯情，

             如果嚎啕真是

             最痛最悲的發洩，

             男性的壓力可比磐石，

             有時要刀叢拚命，

             有時要牛馬般操勞，

             怎麼也不像北宋詩人

             李清照所描摹的

             深閨怨、妝台淚。

             想想：當山洪暴瀉時，

             若不開閘放水，

             就有決堤裂壩的危險！

             為什麼鬚眉群體，

             有那麼多觸目驚心

             血濺肉飛的暴力？

             為什麼？邏輯學會告訴你，

             因為有太多逞強鬥狠

             忍住淚不敢哭泣的大男人。

(陳扶助：《陳扶助詩文選集》，香港拓

文出版社2003年版。)

在這首詩中，詩人寫出了男人的辛勞、

痛苦和壓抑，並真誠地傳達出自己的價值取

向：哭泣並不是大男人的矯情，也許它可以避

免太多逞強鬥狠的暴力，於是他大聲呼喚：哭

吧，先生們！而在〈情債〉中，詩人則把懷念

已逝祖母的殷殷之情化作一種奇譎的想像：

「總希望『佛說輪迴』真有其事，/祖母又轉

世來到我家。/我樂意做牛做馬，/以結草啣環

的精誠，/任憑她鞭笞、吆喝和驅馳。」(陳扶

助：《陳扶助詩文選集》，香港拓文出版社

2003年版。)只因為小時候太冥頑，對祖母的

寵愛驕橫無禮，所以「我欠負太多，/應該償

還！/我收受太多，必須付出」 ！在這些詩作

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詩人沒有那

麼一種深入骨髓的心理經歷和生命體驗，就沒

有這種殷切的呼喚和真誠的內疚，當然也就沒

有這種獨特的藝術表現。

陳扶助的詩作還善於在生活細節的巧

妙捕捉和娓娓動人的傾訴中透露出一種海外

華人華僑的獨特心態和生活況味，真實、深

沉，而又讓人感慨萬分。例如〈淡淡斜陽〉

一詩抒寫了一個很有韻味的生活細節：老

伴隨「孩子們去我們從前/創練的天地裡創

練」，「我」只好「每天掛越洋電話，/問老

伴昨晚睡得香不香？/能適應北半球的酷暑

嗎？」因為，「漸漸地，/我有被架出戲棚的

感覺，/我不再參與台上的表演，/也不是台下

比劃評點的觀眾。/在陌生的邊緣，/我依然

很在意，/掛越洋電話，/發傳真書札，/以證

明自己的存在。」(陳扶助：《陳扶助詩文選

集》，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版。 )當年在越

洋創業的時候，自己也曾經是人生舞台上一

名風風火火的角色。如今孩子們已長大成人

頂替自己出外闖蕩，而自己年歲已高退守在

家時卻發現已被邊緣化了，失落了當年的風

光和精彩，只有通過電話書信才能證明自己

的存在。這雖然很無奈，卻很真實，有一種

獨特的感傷讓人怦然心動，久久回味。詩人

曾經在他的一篇散文〈四口三家兩半球〉中

也寫到了表現這種海外華人華僑獨特心態的

另一種無奈：他的兒子又在新西蘭建立了一

個新家，他無法左右年輕一代的決定，也無

法改變孩子的觀念，但卻又多了一份牽掛和

念想，因此在篇末，他充滿感情地抒發道：

少時辭國飄洋，作客異鄉，生我育我的

家，曾經是遊子心中永不熄滅的燈台。

成長之後，結婚生子，又是家外有家，

異鄉漸作故鄉看。

於今桑榆垂暮，兒媳要築新家，去則天

遠人殊，留則夕陽孤影，人生的變化能不感

慨唏噓？(陳扶助：《陳扶助詩文選集》，香

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版。)

人到老年，渴望葉落歸根，於是分外

想念「故國林泉」，年輕一代卻偏偏要去開

闢新的天地，兩難變成了三難，這種獨特的

心態獨特的感情，在這兒被詩人用充滿詩意

的語言表現得十分雋永蘊藉，情味綿長，非

常耐人咀嚼。在這些篇章中，我們都可以看

到，對故國家鄉，對海外家庭，詩人都有一

份難捨的情懷，在海外思念故鄉，在故鄉又

想念海外，兩邊都有親情，兩邊都有血緣，

哪一邊都無法割捨，只有長期旅居海外的華

人華僑才會有這種深入骨髓的邊緣感，只有

曾經拚搏過的華人華僑才會有這種孤獨而又

無奈的生命體驗。詩人就這樣通過一個韻味

悠長的生活細節的捕捉和獨具眼光的發現，

把常常為許多作家所忽略的海外華人華僑這

種極其普遍的兩難心境表現得真實感人，讓

人回味再三，顯示出了陳扶助對海外華人華

僑生活與眾不同的把握和揭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