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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頑童 鍾藝

《江城子慢•海外悠思》
                              浮生找誰訴。鄉井背，祖輩率先渡。
                              歷朝苦。多動盪、殺伐兵騎交馭。
                              待資哺。熱血男兒躬買棹。汪洋瀚、慈聲留不住。
                              首途擇木鴻飛，單求活口填腹。

                              天涯飄零幾代，我軒轅子弟，流浪如故。
                              論和煦。俄聯美、瘴氣烏煙周佈。
                              看歐陸。王室經常傳臭事。陽光下、唯神州健步。
                              碼頭停倦時胡不歸去？！

返步奉和
老頑兄《江城子慢•海外悠思》/逸峰

                              韶光疾飛去。辭鼠歲、牛年邁閑步。
                              歎西陸，蒼黎困、泛濫美歐深佈。
                              昊天煦，華夏齊心功效著。神州固、全民擔變故。
                              世紀病患凶災；強權潰敗胸腹。

                              謙恭人間見證：霸凌征戰外，靈慧無住。
                              善慈哺、兒孫幸，抗亂懲凶親馭。
                              鬥爭苦，平等和祥同禍福。良知勝，真誠交往渡。
                              地球連動安寧共贏訴。

衣著與品德
自成家立業之後，我就

較重視衣著，尤今年逾「古
稀」。不必是名牌，只求合
身、光鮮，穿了個人感覺良
好就行。我不認為這種行為
有違「儉為德之恭，侈為惡
之大」的古訓，因為，它合

乎古「禮」，也合乎「佛靠金裝，人靠衣
裳」的世情。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來看待
這個問題。

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第八》中談
到 大 禹 ， 說 ： 「 …… 他 惡 衣 服 而 致 美 乎
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渠，禹，吾無閒然
矣！」譯成白話文，即：「他平時穿的衣
服破舊而祭祀時的禮服卻極其華美，他居
住宮室低矮卻盡力於農田水利。禹，我對
他挑不出毛病！」禹，一心治水，平日雖
穿著很隨便，但逢祭祀，必著華服。

孔夫子本身對衣冠問題更是重視和
講究。他說：「君子不用深青透紅和黑中
透紅的布鑲邊，不用紅色和紫色的布做平
時在家裏穿的便服。在夏天，穿粗麻布或
細麻布做的單衣，但一定是套在外面；黑
色的罩衣，配黑色的羔羊皮袍，白色的罩
衣，配白色的小鹿皮袍，黃色的罩衣，配
黃色的狐貉皮袍。……不是上朝和祭祀時
穿的禮服，一定要裁邊，不穿黑色羔羊皮
袍和戴黑色禮帽去弔喪。」（《論語•鄉
黨第十》）。日常接待賓客，他總是「衣
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儀態美
妙、莊重。孔夫子被尊為「萬世師表」，
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古人推崇「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尚書•虞書•大禹謨），但是，並不死
板。唐代詩人李商隱寫過一首《詠史》
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興由勤儉
敗由奢，何須琥珀方為枕，豈得真珠始
是車。運去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
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蒼梧哭翠
華。」這一首詩作於唐文宗逝世的那一
年。前半首講唐文宗不貴琥珀之枕，不寶
珍珠之車。按照前賢總結出來的「興由勤

儉敗由奢」的治國原理，唐帝國該在唐文
宗時得到復興。

後半首講：實際生活遠遠不是這回
事，唐帝國的國運日益衰微，像駿馬那般
飛奔躍進的盛唐氣像已經一去而不復；唐
王室的實力日益貧弱，沒有能力去制服像
蟒蛇一樣盤踞在中央和地方的宦官、政
閥、軍閥三股力量。

事實上，早在唐文宗執政時，就有
官員提醒他：生活樸素跟精心治國是兩碼
事。史載：唐文宗曾對柳公權說：「這件
皇袍洗過三次，我依舊穿在身上。」柳公
權聞後，回答道：「當皇帝，一要會用
人、講賢、退不肖；二要肯聽話，能納
諫；三要明賞罰、振紀綱。至於穿洗過三
次的舊衣服，小節而已。」

毫無疑問，皇帝的一些愛好和行為，
是會引起臣民的倣傚的。古籍《後漢書•
馬援傳》記載：「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
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
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
匹帛。』」又，史載：清朝道光皇帝提倡
勤倡節約並以身作則，衣服久用而不更
新。甚至，出現破爛，經補後又繼續穿
用。斯時，宮庭之人，把衣服上的補丁，
稱謂「補月亮」，蓋新布較舊料光鮮，望
之如夜空懸月。

有關補衣的事，道光皇帝還鬧出笑
話。據云：有一次，道光皇帝發現衣服的
膝部有破裂，就令太監取去交人縫補。事
後，內務府報賬五十兩白銀，道光甚感便
宜。隔無幾日，道光臨朝時見一大臣衣服
上膝部也有補丁。就順口問所費幾何？此
大臣心知內務府皆有貪污行為，怕報少了
引來麻煩，想了老半天，才以百倍價格報
之曰：「二十兩白銀。」道光聞後，大嘆
己貴。

衣著與個人的形象和品德有密切的關
係。「打腫臉充胖子」，固是虛榮心在作
祟；不修邊幅，在社交場合上，何嘗不是
一種「失禮」的行為？

柯強

實話實說
世 紀 疫 情 首 當 其 衝 的

是我們偉大祖國，但在突如
其來不明真像的病毒面前，
體現了祖國以人為本，生命
至上的擔當和社會制度的優
越。在極其暫短的時間裡，
全國上下眾志成城，抑制了

病毒，取得可喜可賀的戰績，世界獨一無
二，為世界抗疫防控樹立了光輝的榜樣。令
人贊許及佩服！

祖國人性化五千年文明的儒家思想傳
承，給世界認清文明古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精髓，同時世界也對祖國的繁榮昌盛，
給全球的貢獻心服口服，出於內心的讚揚和
欽佩。這將是後疫情時代世界規則的重新洗
牌，也許是世界未來走向光明的曙光。

中華民族的優秀在於五千年文明古國
的底蘊，在疫情得以控制之時，正是國外
疫情失控之際，祖國政府深思熟慮地考慮到
六千萬海外僑胞的安危，重啟封閉已久的國
際航線，宣佈三十幾個國際機場可以重開國
際航線，也誕生五個一的航班規則，這是海
外僑胞無法用語言表達對祖國母親的感激之
情和感恩之心，可以用熱淚盈眶來形容海外
赤子內心深處的感恩戴德。

當時民航總局宣佈的國際機場，泉州
國際機場也在其中，但是民航總局對三十幾
個國際機場有附文，必須經過機場所在地衛
健委同意，才可以重啟航線。假如機場所在
的地方衛健委不同意，航班就沒法承航。

祖國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成
績可嘉，是祖國根據我們國情及僑胞優勢的
英明而偉大創舉，是今天祖國走在世界前列
的高瞻遠矚。今天祖國真正的強大，就是海
外僑胞真正堅強的後盾，是海外僑胞最實實
在在的體會，僑胞在外二等公民的恥辱隨著
祖國的強大也許已不復存在，腰桿也直了。

菲律濱是泉州地區閩南人的主要聚集
地，也是閩南人最值得驕傲的群族。在泉
州地區菲律濱的閩南人不管是故鄉的修橋造
路，還是拉電帶來光明，還是為了下一代教
育問題，慷慨解囊建學校等等。試問那一方
面沒有他們的足跡。

反過來給我們帶來一個思考，他們付
出的代價，他們受益嗎？理直氣壯的答案沒
有，他們的奉獻是出自於民族情感和故鄉之
情，他們的每一個銅板不是去偷去搶的，是
受盡恥辱的血汗錢，這就是愛國情懷的難能
可貴之處。

在此時此刻讓我們想起在世紀疫情期
間，網上看到一句非常經典的話，祖國建
設你不在，別在為祖國添亂了！令人不知其
然，深感傷心而催人淚下。六千萬海外同胞
在改變開放的初期，在國外受盡恥辱，衝鋒
陷陣於第一線，為了自己生存，肩上扛著大

包小包的國貨，不辭勞苦奔現於異國他鄉的
大街小巷，力盡艱辛的一幕，令人淚流滿
面，心痛欲絕。在國外的僑胞也許至今記憶
猶新。相信在祖國的骨肉同胞絕對不明白，
也不怪誰，因為你們沒有親臨其境，理解萬
受！

反觀今天祖國繁榮昌盛，海外僑胞為
之歡呼雀躍，這是親臨其境海外僑胞為祖國
偉大強盛，深感自豪和驕傲，這也是海外遊
子赤誠拳拳愛國心體現無遺的民族情懷。但
請祖國人民千千萬萬也別忘了天崖淪落人沒
有功勞，也有苦勞的現實。

在這事實面前，重要的是換位思考，
誰也沒理虧誰，問題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
華夏兒女，就是欠我們的祖宗的恩惠，這就
是民族精神的傳承和擔當不可或缺的民族情
感。五千歷史的中華文明必須發揚光大，這
是中國立於世界之巔永不言敗的重中之重。

所以菲律濱閩南人最妒忌和最不明白
的是，外省的機場都可以復航，而且疫情之
前菲律濱主要航線的泉州機場，每天兩班，
班班爆滿，但在疫情之後的今天仍無開往菲
律濱的航線，泉州菲律濱的閩南人不管回國
還是返菲，需要輾轉其他省份才可以實現，
這就是泉州在菲閩南人的羞澀和無言以對的
心聲！

以情以理，民族的情結，故鄉情已在
菲僑胞和故土民情融為一體，留下不可磨
滅的歷史見證。投疫工作是祖國當前的中心
任務，僑胞們非常理解和支持，也非常欽佩
祖國的偉大，相信僑胞出於內心絕對聽黨的
話，絕對義不容辭地配合，但不能個案，而
否認所有人。有作為和擔當，體現於全面的
考量，而不是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相
信辦法總會有的，事在人為吧！同時也希望
泉州地區的閩南人去問問菲律濱閩南人對此
的想法和感受，在泉州地區十家九戶都有你
們的親人或朋友嗎？

這就會得到最好的答案，民族情感和
故鄉情是菲律濱閩南人歷史傳承，在泉州閩
僑博物館也許可以佐征。菲律濱閩南人的傳
家至寶不能丟，更不能讓她受傷，應該好好
地呵護。

也許是忠言逆耳吧！也許是在菲僑胞
們的共同心聲吧！

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如果
不明白愛國的重要性，不明白民族精神的
可貴之處，一個民族會何去何從？一百年中
華民族恥辱就是最好的見證！歷史的經驗值
得教訓，在這艱辛的歷史時刻，守望相助，
同舟共濟應成為海內外同胞共同的綱領和共
嗚。海外僑胞的唯一心願就是祈願祖國繁榮
昌盛永立於世之巔，同道中人不分你，我，
他，同甘共苦，共同努力，願望一定會實
現！祖國萬歲！

紫雲

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十大瘟疫
一、史前瘟疫：十萬年

前舊石器時代，一種流行病
殺死非洲的年輕人，使非洲
人口減少到一萬人以下。

二、瑞典：在五千年前
的屍體上發現鼠疫菌株，類
似實際的黑死病。雖已知第

一次大規模鼠疫的爆發是查丁尼鼠疫，在公
元541年，使拜占庭帝國屈服，並無情地襲
擊了二百多年，殺死二千五百多萬人。但在
此之前，大約五千至六千年前，人類數量急
劇下降，研究人員現在開始認為找到了罪魁
禍首——第一次黑死病。

三、雅典：公元430年至427年間，被稱
為雅典瘟疫，當時消滅了三分之一的雅典人
口，研究人員仍然不確定雅典瘟疫是什麽。

四、牛瘟：公元165年，羅馬被一場殘
忍的瘟疫所震撼，許多學者認為是爆發天花
病例，每日殺死二千人，最終導致羅馬帝國
無可避免的衰落。

五、拜占庭帝國：第一次淋巴腺鼠疫
的出現，它讓拜占庭帝國屈服了嗎？它只是
羅馬帝國的另一個名稱。瘟疫襲擊了帝國的
心臟——君士坦丁堡，第二年蔓延到羅馬帝
國的整個郊區。

六、中世紀歐洲：接著黑死病、大瘟
疫，這場瘟疫始於一三三四年的中國，這場
瘟疫是致命的，沒人能阻止它。一三四八年
再次沿著貿易路線進入歐洲，毀滅性的黑死
病，死亡人數達到頂峰，橫掃整個歐洲百分

六十的地區。
七、美國——美洲的流行病，天花最

早於一五一九年在佛羅里達州、卡羅萊納、
弗吉尼亞的殖民地發生，在被殖民的歐洲人
帶來後，摧毀了當地的人口。一六六三年由
於所謂的新世界與舊世界相距甚遠，印地安
人對歐洲的病毒，如麻疹、瘟疫，尤其是天
花，幾乎沒有免疫抵抗力。蔓延到中、南美
洲，在短短的一百年裏，查士丁尼瘟疫的一
半時間裏，消滅了百分九十的阿茲特克人，
從一七○○萬人下降到一三○萬人。到一九
○○年估計只有五十三萬名土著美國人還活
著。這是美國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災
難。

八。現代瘟疫：約一八六○年發生在
中國。一八九四年襲擊香港，這場瘟疫持續
二十年，殺死約一千萬人。科學家分析了原
因，即老鼠身上的跳蚤。

九、脊髓灰質炎：這是由脊髓灰質炎
病毒引起的，並造成多人死亡，尤其是五歲
以下的兒童。

一九三三年，美國已知有五千例麻痹
性脊髓灰質炎病例，至一九五二年躍升至五
萬九千例，遠遠超過十倍，後來兩種疫苗的
開發阻止了該病毒的擴散。

十、艾滋病毒：艾滋病（AIDS）是一
種危害性極大的傳染病，男女均可發病，截
至二○一七年底，全球現存活HIV/AIDS患
者三千六百九十萬例，新發現患者十三萬
四千五百十二例。

萬語

也談呂不韋
近來，菲華輿論壇似乎

掀起「呂不韋」大討論，但
不怎為何？竟有一些人稱呂
不韋是「大奸臣」、「大奸
商」等等……。 

筆者想以正史為據，以
正視聽。 

首先，看看呂不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
歷史人物？ 

呂不韋（？—前235年），姜姓，呂
氏，名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省安陽市滑
縣）人。戰國末年衛國商人、政治家、思想
家，後為秦國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孫。
早年經商於陽翟，將秦國質子異人帶回秦
國，扶植其成為秦莊襄王后，被拜為相國，
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帶兵攻取
周國、趙國、衛國土地，分別設立三川郡、
太原郡、東郡，對秦王嬴政兼併六國的事業
作出重大貢獻。莊襄王去世後，迎立太子嬴
政即位，拜為相邦，尊稱「仲父」，權傾天
下。受到嫪毐集團叛亂牽連，罷相歸國，全
家流放蜀郡，途中飲鴆自盡。 

呂不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又名
《呂覽》），包含八覽、六論、十二紀，匯
合了先秦諸子各派學說，「兼儒墨，合名
法」，史稱「雜家」。 

嫪毐其實也不是什麼「集團叛亂」，只
是與秦始皇的母親私通，而呂不韋受到牽連
也只是投秦始皇母親所好，介紹了嫪毐給秦
母認識，用今天的話只是「拉皮條」。 

我們再看看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
一篇文言文——《呂不韋列傳》。「秦昭王
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
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
政歸秦。 

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
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母華陽後為
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
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
南雒陽十萬戶。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
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
「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
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
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
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
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遊說者
眾，王不忍致法。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
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
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 

「歲余，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
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
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 

從司馬遷的文章上看，呂不韋當初如果
只單純地做生意，而沒有將秦始皇的父親子
楚用金錢「救回來」，可能就沒有秦始皇。
而且 

從司馬遷的文章上看，秦始皇的生父其
實就是呂不韋。 

君不見，呂不韋被「遣出京城，發配到
河南封地」後，各諸侯國的賓客使者絡繹不
絕前來慰問呂不韋，說明呂不韋的人品好。
呂不韋只是自己覺得害怕，飲毒自盡。 

這樣的史實，某些人不知從哪裡得來的
「呂不韋是大奸商、淫亂宮闈」等等？ 

秦始皇殘暴，無意中「逼死」生父，
將生母趕出宮中，大逆不道，為何就視而不
見？！

呂不韋主持編纂《呂氏春秋》，為後世
留下博大精深的智慧墨寶為何只字不提？ 

將歷史史實斷章取義，不知某些人想達
到何種目的？

或者是不懂的歷史，人云亦云，這樣恐
貽笑大方！ 

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