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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醺人

虛心受教 包容互重
文 友 轉 來 呂 有 為 、 閔

一、萬語的「交流」文章，
由於都用了「化名」，猜不
出是誰？是誰並不重要，重
要的是就事論事。

一，呂有為、閔一撰文
對菲華作協會長一民的署名

文章表達了個人意見，首先這是對菲華作
協以及作協活動的關注、關切，身為作協
的副會長我與有榮焉，心懷感恩，感恩社
會人士原來都默默的在關心菲華作協的一
舉一動。

二，呂有為、閔一對於一民會長用
「呂不韋」來比喻熱心文化的菲華社會人
士，提出請益，無可厚非。一民會長以
八秩高齡出任菲華作協會長，凡事親力親
為，積極舉辦有助振興菲華文運的多項方
案，發起舉辦菲華中長篇小說獎的創舉，
為了增加影響力，他在文中列舉主持《呂
氏春秋》編撰的政治人物呂不韋來比喻重

視文化的人士，卻忽略呂氏的政治操守，
確有比喻不太貼切之處。我想秉持「活到
老，學到老」精神的一民會長當會虛心受
教的。

三，一民會長文章提到表揚名字的菲
華人士中，姚秀花女士、曾文獅先生在第
一時間即表達了對菲華作協舉辦活動的支
持，慷慨樂捐，並沒有因文章比喻不貼切
而引起誤會，相信他們都知曉一民的出發
點是良善的、正向的、有益的。

四，記得許多年前，菲華文學界中
人並經商有成的丁德仁、吳新鈿（心田）
先生，除了參與並領導文學團體與寫作
之外，也樂捐各文學組織的活動經費，被
文友們譽為「菲華孟嘗君」。其實，所有
的比喻都是為了讚揚「熱心菲華文化人
士」。

希望在一民會長的帶頭鼓舞下，有更
多社會各界人士來關心、支持菲華文學志
業 ，讓菲華文學更好的傳承中華文化 !

《小結 • 小考 • 小菜》  
——「移步」變數系列小結——

 （一）小結
必須聲明一下：本篇大、小標題的「小結」跟小日本國的國技扯不上

任何關係。
小日本的國技有兩項：第一項當然是侵略。參加人員等級，由上而下

是：鬼王裕仁天皇、內閣大臣東條英機、大將、中將、少將、大佐、中佐、
少佐、大尉、••••。

第二項是相撲 sumo，選手等級則是：橫綱 yokozuna、大關 ozeki（《大
關》Ozeki又是一種小日本清酒 sake 的牌子。放開髙價格檔次清酒不算，比

起一般普遍大眾化的產品，它的味道雖然稍遜於《月桂冠》Gekkeikan 和《菊正宗》Kiku–
masamune，也算第三位的上選了。小日本清酒產品多如牛毛，當然，這樣排位只是依醺老
兒個人品味評定，亦有其他說法，見仁見智）、關脇 sekiwake、「小結」komusubi、前頭 
maegashira••••。

本段說的「小結」，不是指那些摔摔跌跌、摟摟抱抱的肉團胖男，而是普普通通的大
中華文字，意思一目瞭然，不像小鬼子「大關、小結」都有一大堆囉哩囉唆勞什子枝節。

「移步」唱和變數這系列，開鑼到現在，前前後後花費不止一兩個月時間，該寫的寫
了三、四篇，不該寫的也寫了「外章」兩篇；拉拉雜雜陸續介紹過的變數有：1• 上、下片
韻腳數目互異；2• 每一句的字數參差；3• 外來的「入句」，「入句」又押韻；4• 首韻
又兼題目；5• 同詞一平五仄，仄聲韻腳數目各異••••等等。

本篇原本打算當作「完結篇」，但轉念一想，傳統詩詞多姿多采，包羅浩瀚如海洋，
老兒還想再寫再塡，直到筆拿不動為止！那麼，將來可能還會碰到其他變數，想寫豈不是
還要再開一課？所以就把「完結篇」改為「小結」，再碰到變數也好，從此絕緣也好，替
自己留條捲土重來的後路。這麼做雖然有些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意味，卻也聊勝於無。

 （二）小考

相對於大考 exam.，小考 quiz 顧名思義，是不太難的一種簡短測試。
記得小時候上學，有好多教書匠發起脾氣來，就突然來個小考，讓同學們嚐嚐零蛋的

滋味。如此「教學」，不配當老師，因此稱這些傢伙為教書匠。
閒話打住。寫了這麼多變數，下面也來個小考。不過大家千萬不要害怕，醺老兒不是

教書匠，小考是善意的交流，不是惡意的懲罰。請看竹草女史和老兒的一組唱和：

《鹽角兒 ‧ 臘梅》/ 竹草
                                開時逸韻，落時逸韻，冰魂含蘊。
                                霜縈綠萼，香縈綠萼，竹松相襯。

                                潤春妝，添芳粉。憐仙蕊，先傳花信。
                                問寒客、長留夢影，唯恐律回緣盡。  

 返步奉和
  竹草女史《鹽角兒 ‧ 臘梅》

                                吟聲不盡，頌聲不盡，千般孚信。
                                寒侵拒屈，冰侵拒屈，靜期蜂粉。

                                綴觀瞻，宜裝襯。逢詩酒，尤彰奇蘊。
                                羨君子：怡然淡泊，支放自成丰韻。

看完上面這組酬唱，請問拙和返步，變數在什麼對方？

  （三）小菜
退休後，有比較多時間來跟各種詞譜、詞譜為伍，領悟了一些填詞術語，想跟各位

同好分享這份心得，恰巧這組酬和是很好的範例，正好借這個機會來一一介紹。不過，為
了行文方便起見，容許老兒先介紹一個範例組詞以外的術語：「疊句」。例如辛幼安的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以及李易安的『傷心枕上三更
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兩個例子都出自詞牌《采桑子》（又名《醜奴
兒》、《羅敷媚》）。這牌子，詞譜並未要求「疊句」，稼軒、清照卻不約而同，都自
動疊了，旨在強調增加力度，竟像是心有靈犀一樣，難怪後世稱他兩人為「南宋濟南二
安」。其餘三個術語都可以由例詞看到：

1• 「疊韻」。像原玉頭兩句末端的兩個「韻」字；拙和的兩個「盡」字。
2• 「局部疊句」。像頭兩行頭兩句的「時逸韻」「縈綠萼」；一句四字中三字重

疊，不像「愛上層樓」整句四字都疊，所以加上「局部」兩字。
3• 第二行首兩句末端兩個「萼」重疊，但不在韻腳上，不叫「疊韻」而叫「疊

字」。
當然，「疊韻、局部疊句、疊字」都是老兒臨時擬撰的說明字眼。一般牌譜都用不同

顏色的框格，在旁邊加個「疊」字而已，連押韻也通常用符號指示。
一組唱和就能夠示範三疊，是不是值得提出來討論？回到小考。才女竹草這闋詞《鹽

角兒》一共六個仄韻：「韻、蘊、襯、粉、信、盡」，首韻「韻」字重複用兩次。拙和是
「返步」，末韻「盡」變成首韻，也用兩次，卻是不同的字。變數是「疊韻」。

乍看之下好像迷魂陣，說破了不值一文錢，對不對？
以前說過，只要用心去想，辦法總會想出來的。用心想當然是件好事，但假如漫無目

標，不著邊際，再辛苦也是徒勞。現在補充四個字，善自運用來處理許多麻煩，是萬應良
方：「普通常識」。把握好這四個字，遇到什麼問題無不迎刃而解，包括應付小考。  

只要記得多用普通常識，無論碰到天大的事，都是小菜一碟。正是：

吟社唱和逢雜症
普通常識是靈丹 

萬語

朗朗乾坤，還有正義？
還有是非嗎？

筆者的一篇《德不孤必
有鄰》似乎將「呂有為們」
惹得夜不能眠、惶惶不可終
日，終究按捺不住那顆躁動
齷 齪 之 心 ， 反 唇 相 譏 起 來
了。 

筆者始終不明白，華社
一位耄耋尊長，恪盡職守，為了振興菲華文
壇，振臂一呼，竟惹得「呂不韋們」心神不
定，甚至恨之入骨，有這麼大的怨仇嗎？ 

「呂有為們」碌碌無為，不為菲華社
會做點實事，不為文壇做點益事，反而對勤
勤懇懇耕耘於菲華文壇的一民先生說三道
四，無理取鬧，用意何在？尊老愛幼是中華
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這種家教家風早已在
菲華社會中發揚光大，薪火相傳。可是，不
知何故？「呂有為們」竟然毫無知覺？ 

「呂有為們」顯然沒有閱讀西漢史學
家司馬遷的《呂不韋列傳》，才會不以史實
為依據，不以正史客觀評說。或許「呂有
為」看多了路邊八卦野史故事，亦或是道聽
途說，才會得出呂不韋是個十惡不赦「大奸
商」的答案。由此可以斷定，「呂有為」不
學無術，心懷叵測，妒忌賢人。如果沒有呂
不韋，就不會有秦始皇，更不會有流傳至今
被文人傳頌「一字千金」的《呂氏春秋》。
連這一點的歷史常識都不知？何來大談呂不
韋的人品？「呂有為」者，名不副實，簡直
就是「呂無為」。 

我們再談司馬遷的《呂不韋列傳》，
這是一部以生動的文學語言塑造了呂不韋的
形象傳記,以價值評判為尺度表達了讚賞呂
不韋的態度。呂不韋及門客編撰的《呂氏春

秋》在秦國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義，這部傳
世之作通過介紹齊人鄒衍的五德終始理論,
為秦統一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提供了理論依
據。司馬遷的歷史觀是以五德終始說為基礎
的,肯定了呂不韋及《呂氏春秋》在秦國社
會發展中的價值。在列傳中,司馬遷重點敘
述了呂不韋一生中的兩件事。一是採取措
施,優先發展農業、獎勵耕戰；二是選拔和
重用賢才。以現在的觀點，發展農業與重用
賢才都不過時。 

「呂有為」對史學家司馬遷的《呂不
韋列傳》不去認真閱讀，便信口開河，胡言
亂語出什麼「槍手、打手」、「家奴」？莫
名驚詫，難道社會就不能有正義、正氣？論
壇難道就可以是非不分？黑白顛倒？ 

在「呂有為」的陰暗心理，凡經商者
皆為「奸商」。商人當然不是慈善家，商者
必然以營利為生。如司馬遷所言：「往來販
賤賣貴，家累千金。」，試問：又有哪位商
者「販貴賣賤」呢？谷賤且能傷農，這樣簡
顯易懂的道理怎麼就不知呢？ 

言歸正傳，倘若一民先生坐上菲華作
協的寶座後，沒有發聲、沒有做事，就必然
不會惹得「呂有為」的冷嘲熱諷，也不會引
來閔一的鸚鵡學舌。閔一總是跟在呂有為的
身後，夫唱婦隨，一唱一和，呂有為鼓噪筆
者是「槍手」，閔一便跟著起哄「家奴」，
嗚呼，可悲！能否有點新意，拿出有邏輯有
史實的言語來？ 

為正義、正氣疾呼竟成了「槍手、打
手」，為明辨是非而吶喊竟被誹議為「家
奴」，朗朗乾坤，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謝如意

青春在線 心鄉芬芳
我不是草原的兒女，不

熟悉牛羊成群白雲飄飄的盛
況。但是，伴隨一次次《敖
包相會》的歌聲，一次次激
起了蒙古包的激情。

我不是西北高原和邊疆
的英雄，不熟悉沙漠駝鈴和

黃沙漫漫。但是，汪國真的詩歌讓我記起了
那「如果把目標放在了地平線，留給世界
的只能是背影」；我也伴隨《駿馬奔馳保邊
疆》的歌聲，讓滿腔愛國的豪情飛躍萬水千
山，和56個民族合成的共和國的人民去繼續
實現當年的理想。

青春在線，心鄉芬芳！
北京的皇宮大樓都留不住我，因為青

春在線的我有深深的對於故鄉的纏綿。我不
懂得什麼「小人懷土」，也不理解為什麼四
川姑娘說的她們「一跑就是幾千里」的肺腑
之言。但我深深地相信閩南俗語「一處生，
一處養」。彼此都是對的，不必厚此薄彼，
因為，我們都是青春在線，心鄉芬芳。

故土的風雨坎坷阻擋不住我的「自強
不息，止於至善」，因為我們早已不是僅僅
會學著「描紅」練字、不再只是依賴著家母
在織草蓆的麻線上刷成紅線提示，我才懂得
在拿著席栲織草蓆中懂得「揀財」的孩子，
我早已在用機器織草蓆的「更新換代」前
就自如地或掌控席栲、或穿梭竹製「席杯」
（是大概兩米多長的織席工具，其頭有削成
往上向後半個席杯寬度的缺口，用以夾住席
草，配合掌握席栲另一人的上下翻飛形成的
麻線間的孔洞，穿梭織席的麻線之間的孔洞
中織席）。

儘管機器織席以後，我們席鄉的傳統
手工織席漸漸不見蹤影，但是，孩提時代的
織席手藝在我們手中不老，青少年時代與家
母織席的芳心猶存！家母邊織席邊教我唱著

抗美援朝的歌曲的，還是一如既往響在我的
耳邊、扣動我的心房：「嗨啦啦啦啦，嗨啦
啦啦；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
啊，地上開紅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得那
美帝國主義連滾爬(那個)連滾爬」！

青春在線，心鄉芬芳。
不是所有過去的都成「過眼雲煙」、

現在的生活更不該是什麼「夢」。「我們
的青春不是夢」！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
我們，儘管不能都像習主席那樣接掌大權叱
吒風雲，但是《少年先鋒隊隊歌》早已在我
們的心頭打下烙印：「不怕艱難，不怕擔子
重。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學習偉大的
領袖毛澤東」！

我們深深地知道：就像隨便出賣土地
這不可再生的公共資源後已經和將繼續留
下後患一樣，我們不能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
的一切視而不見司空見慣，我們要「有一分
熱，發一分光」地用自己愛國的赤誠抖動愛
民的衷腸肝膽，向當局「冒死以諫」：不要
等到讓罪惡的一切嚴重喪失了水土、毒害了
水源才來「無可奈何」地造成萬民離鄉背井
去「逃亡」，去「移民」「變遷」！

與任何人一樣，我們是逃脫不了有朝
一日會「垂垂老矣」的境況。但是，「曾經
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掌握了毛
澤東思想這「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的我
們，隨時準備奉獻自己的青春，為了祖國母
親的健康、為了人民的希望、為了「天下為
公，四海大同」的理想而奮鬥，生命不息，
戰鬥不止。一息尚存，衝鋒陷陣在前！

「主人只管澆灌，你只管登攀。綠葉
紛披伴隨著陣陣蟲眼，繁花簇擁這一條好
漢。營養提供源源不斷，果實下垂低調不
揚。一片喧囂是塵世，剛柔芳心乃妙鄉。早
安吉祥」！

寫於2020年10月18日長征勝利紀念日之晨

華社香客

求神以誠摯 莫要假金欺神明
新的一年又到，首先向

大家預祝新年快樂，萬事如
意。在中國人的傳統，新的
一年的來臨，大家都會向神
明祈求護佑，求神拜佛也就
成為了一般華人的傳統。

焚香燒金在中國的傳統
文化，已經維持了千多年的歷史，始自東漢
末年的時期。這種傳統能夠維持千年以上，
自然是有其可信而靈驗的地方，我們現代人
無法有科學的解說，但是言之確鑿，已經深
入中國人的傳統。求神拜佛最重要的是虔誠
與誠信，如果沒有虔誠之心，便成為了對神
明的不敬與褻瀆。自然不能得到保佑與眷
顧。金紙的製作，是以薄的錫箔加於紙張之
上，再加上黃色的漆而成黃金之色。

目前，市面出現了用印刷機製作的金
紙，也是說上面並沒有錫箔，我們稱之為
「假金」，用假金便犯上對神明不敬之誤，
拜神而不虔誠，又何來得到神明的眷佑。

在菲律濱的華裔，亦同樣傳承了求神

拜佛的傳統，同樣需要果品及焚香燒金。在
購買之時，敬請大家小心為意，不要用假金
而造成對神明的不敬，這是身為信奉的基本
原則。也只有一份的虔誠與真摯，才能得到
眷護。

除了神明，中國人亦十分重視對祖先
的緬懷，沒有他們，何來我們，對於祖先的
奉拜，同樣是中華的重要節日，其中有清
明、盂蘭及重陽。這些日子都需要用焚香燒
金來表達自己的緬懷。在金燭店內，有形形
種種的奉拜用品以供選購，雖然說沒有人可
以證實燒金焚香可以達到天宇，但是既然在
中國奉行了千多年的歷史，自有其可信的地
方。

中國人常言的「舉頭三尺有神靈」，
也是在奉勸大家，凡事都要憑良心，達信
義，不要胡作非為。

在短暫的百年人生，如何達到社會的
和睦誠信，誠實地對待你身邊的人，也誠實
地對待神明，必能達到延年益壽的效益，大
家不妨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