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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李漁
今年是李漁誕生四百壹

拾週年紀念。李漁是明末清
初的才子，作者等身。

李漁生前的作品被禁。
一生妻妾成群，愛財色，飽
受當時士大夫及一些社會上
道貌岸然的道學家，或是假

道學家的詬病及奚落。恥與他為伍。
他一生中不像當時的書生，學而優則

士。他不熱衷於仕途，隨心所欲。酷愛當
時自鳴清高的士大夫所不齒的戲劇與小學著
作。

他自己寫作劇本，自編自導，甚至組
成家庭戲班。他有二個朋友送了二個妾侍，
這二個小妾，天生聰明，李漁的劇作，上午
寫成，晚上就可以粉墨登場，一教就會，演
什麽像什麽。學昆曲半月就可說得一口吳儂
軟語，就像一個地道的江南女子。這二小妾
一個姓喬，一個姓王，可惜天妒英才，紅顏
薄命。這二個李漁的家庭戲班子的台柱，天
妒紅顏，二人均在十九歲時相繼病逝。令李
漁悲慟欲絕，至老都未能忘懷。

李漁是浙江蘭溪人，與香港供奉的黃
大仙同鄉，黃大仙在香港供奉他的寺廟香火
鼎盛非常。已是遊客旅遊香港必需一遊的旅
遊景點。

李漁一生勤於筆耕，留下了五百多萬
字作品。

他 的 著 作 有 劇 本 、 小 說 、 散 文 、 理
論、書信、文案。

李 漁 在 六 十 歲 前 後 ， 把 一 生 所 學 所
寫，總結出文藝理論鉅著：《閒情偶寄》，
總結出其一生的藝術理論，生活經驗，寫作
歷程的結晶。

李漁的作品有：劇本：《李笠翁十種
曲》如下《風箏誤》、《比目魚》、《奈
何天》、《蜃中樓》、《憐香體》、《慎鸞
變》、《鳳求凰》、《巧團圓》、《意中
緣》、《玉搔頭》等十種。

短篇小說集有：《十二樓》、《無聲
戲》。中、長篇小說有：《合錦四文傳》、
《肉蒲團》等等。

理論專著：《閒情偶寄》。
李漁出生於一六一一年，出才子佳人

的江南浙江省蘭溪夏李村，初名仙侶字謫
凡，號笠翁，後改名李漁。

李漁少時聰穎超群，少年時參加科舉
中秀才，名動鄉里，可惜他有心考取功名，
卻科場失意。後來其父離世，家道中落，近
四十歲時舉家遷往杭州，以賣文為生。

他提出：“小說乃無聲之戲劇”，這
句話在當今文壇上，仍是顛撲不破的至理名
言。他的著作大都不署其名。

李 漁 生 平 妻 妾 成 群 ， 愛 財 甚 於 愛 面
子。只是沒做奸犯科，也從不以非法手段斂
財，卻為當時士大夫所不容。

他的中篇小說：《肉蒲團》，李漁以
情隱先生的筆名刻印出售。

《肉蒲團》可以說是一部淫誦淫盜的
中篇小說。

香港就以《肉蒲團》為腳本改編一部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以當時的幣值，票
戶收入超過三千萬港元，還在全球各大城市
上映，賺得盆滿缽滿。

李漁的作品《肉蒲團》，被美國的韓
南（PATRICK HANAN）翻譯成英文，洛陽
紙貴，暢銷一時。

可憐的李漁生前飽受文化界的奚落，
作品被禁，死後三四百年，才名聲鵲起。

李漁可以稱做中國戲劇理論的始祖，
比法國著名的文學家狄德羅的理論體系早
一百年，比俄羅斯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早出兩個世紀，是中國第一個建立系統的戲
劇理論天才。他的《閒情偶寄》是中國戲劇
美學史上的一座無可倫比的豐碑。

外國人說李漁是東方的莎士比亞，其
實應該可以說莎士比亞是西方的李漁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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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油條

中國退休老人還少嗎?
需要日本老人?
最近中國又傳來一群中

國人和中國機構與一個不承
認屠殺中國人的日本野種，
在談日本要輸出老人到中國
養老的一盤大棋。其來源是
一家媒體去年6月12日報道
「健康中國研究中心」和日

本岐阜新魅力會共同編製「日本老年人赴中
國養老五年規則（2021-2025）」日前正式
啟動。目前該項規劃正在進行前期調研等工
作。

2019年12月24日，中日韓在中國成都舉
行第八次會議，發表了「中日韓積極健康老
齡化合作聯合宣言」。2020年12月5日，有
消息說「日本老年人赴中國旅居養老五年規
劃」。今年六月，規劃的主力單位『健康中
國研究中心』相關負責人到山東濰坊護理職
業學院，山東康養集團調研座談，根據中日
簽訂的據五年規劃，日本老人旅居中國項目
在青島，威海，煙台開展及專業技術人才培
養計劃。項目提出50萬日本老人分5年進入
中國養老，中國需要培養一萬名國際化高端
養老服務人才予以應對……。」

日本人有全民健康保險，但在中國肯定
不能使用。同時有四五成的日本人有商業保
險作為養老生活支撐，這一部分同樣不能在
中國使用，因此能支付在華養老費用的只能
是退休金。但目前日本由於老齡化嚴重，退
休金普遍不高。日本老人來華住養老院單人
間。按中國行情也得接近一萬元人民幣一個
月，也就大致相當於普通日本老人一個月的
退休金。所以來華養老日本老人要把自己退
休金都投入中國的養老院中去。還有養老其
中很重要的方面是方言，方言尚且難懂，漢
語，日語沒有那麼好學，更何況是介護上的
專業語言，再來是飲食習慣等也是個問題。

目前中國養老專業方面人才處於供不應求，
定向培養的學生一畢業就被市場一搶而空，
不需要去刻意吸收日本老人來華創造就業崗
位……。

假如日本老人商業保險的養老金不能在
中國使用，而單靠日本老人的退休金是無法
在中國支撐他們每月住處和日常生活費用。
這樣一來多多少少需要中國方面的分擔和贊
助，那將造成中國社會更多的負擔，難道這
些切身負面問題，中國政府怎能視而不見，
不插手調查過問，別放任給這些私人，或半
官方與陰謀鬼怪，唯利是圖渾蛋與日本人暗
渡陳倉地幹著……。

縱觀中國社會目前已逐漸走入老齡化，
現在中國已有2.5億的老年人。所以目前中國
政府才會容許有二胎生育政策法規。我們應
非常謹慎看待此事件，日本老年人來中國養
老的問題。因為中國老年人的保健福利尚未
臻完善之前，別再有日本人來攪渾水添亂，
更值得警惕的日本人是一個屠殺中國人不願
認錯反省的民族。中國人何必對它那麼仁慈
友善？給日本人在中國開中國人不能入內的
日本學校，容辭開設日本風情街……。中國
為什麼不學習韓國人，俄羅斯人不允許日本
在其國內開學校………。

再來十四億中國人目前實際在農地幹
活的農民已有三億人，他們每年生產六億多
噸的糧食，供給十四億的中國人民的日常生
活。這些農民從年青到老年都默默一生無怨
無悔在農地幹活，它們為國家為人民日出而
耕日落而息，但當他們到年老體弱多病的時
侯，卻得不到社會和國家的關注，也得不到
社會，甚至國家的較多醫保關注，令人心酸
可憐，這才是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實際問題而
不是那些日本老年人的養老問題……。

稿於2021年11月23日

謝如意

藍空半月群星天
藍空半月群星天，水漾潮聲曼舞間。 步道蜿蜒獨一檔，老童隨意好徜徉。
晨風吹拂清涼爽，思緒翩躚和滿腔。 漫步懶慵誰可見？一雙靜坐沙灘閒。
眼觀大海接漳廈，頓覺乾坤一體緣。 近看身邊低處浪，瞬時呼嘯吞愚頑。
珊瑚濫伐人災至，頑劣回頭借鑒鮮。 瘟疫不純災害物，人群務必思從善。
獨行自在喜空前，手舞西天飄渺間。 東土紅塵誠漫漫，諸君青眼注喃喃。
悟空藏棒閃金睛，八戒染塵能引線。 挑擔沙僧甘奮勉，佛心三藏自通天。
繁燈彼岸醒雙目，兩把破刀萌眼前。 停步石欄著實寫，輝紅意美紫荊篇。
誰言早出缺群樂？木石水波皆好伴。 擊鍵彈開夜幕黑，曙光悄至又朝前！

 2021年8月30日早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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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子

歐美台「切香腸戰術」
終將自切手指

歐 洲 議 會 和 美 國 政 府
近期頻繁炒作台灣問題。先
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
明，稱「支持台灣參與聯合
國系統」，並宣稱將鼓勵其
他國家一起支持台灣「有意

義地參與」聯合國體系及國際社會；其後歐
洲議會更首次派出所謂的「官方代表團」訪
問台灣，並與台當局所謂的「官員」們會
面；同時間，台灣當局亦首度對外證實，正
在與美軍進行合作，並稱有美軍在台灣協助
提高「防衛能力」。歐洲議會、美國和台灣
三方沆瀣一氣地分進合擊，明顯是有意利用
「切香腸戰術」挑戰北京底線，以達到「亂
台遏華」的最終目的。惟這種頻頻在台海問
題上打「擦邊球」的做法，不僅不利於未
來中美、中歐關係發展，影響到疫後經濟復
甦，亦可能隨時「玩出火」，造成不可挽回
的局面。 

「切香腸戰術」（Salami tactics）亦被
稱為漸進式戰術，即通過逐漸挑戰對方底線
的方式來模糊焦點，以達到逐步漸近地改變
現狀的目標。歐美台三方從今年開始的各種
舉動及默契配合，很符合漸進式的「切香腸
戰術」，其目的是妄想通過不斷挑戰北京的
底線，來一點一滴地改變台海現狀，以圖實

現「亂台遏華」，打亂中國的發展步伐。 
不過，北京早就已經看穿了歐美和台

灣地區的意圖，並以「不動如山，動如雷
霆」的策略應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早
前就警告美國，指如果美方繼續打「台灣
牌」，必然會給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的巨大
風險；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警告，若美方頑
固抱守「以台制華」幻想，企圖以「切香
腸」方式實質性提升美台軍事聯繫，中方將
堅決反制和回擊。 

事實上，對於歐美來說，其經濟及產
業鏈已經因新冠疫情及飲鴆止渴般地大肆印
鈔變得極為脆弱，一旦離開了中國產業鏈的
支撐，首先歐美的產業鏈恐怕分分鐘便會面
臨崩潰的危機，若歐美產業鏈崩潰，其經濟
必將受到毀滅性的衝擊。

對於台灣地區來說，一旦台海現狀發
生改變，大陸必定會做出反擊，而鑒於歐美
經常性出爾反爾的行事作風，屆時極有可能
為保自身利益而放棄台灣，這不僅會令蔡當
局的如意盤算全部落空外，更會使台灣成為
孤島，社會民生受到極大影響。其實從近期
大陸武裝直升機首次飛臨台灣西南空域，以
及軍機繞島巡航等訓練都可以看出，解放軍
在該海域的相關訓練已經掌握了主動權，若
歐美台三方繼續「切香腸」，恐怕最終切到
的只會是自己的手指。

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
我 一 生 熱 衷 於 弘 揚 中

華文化，支持華教的工作，
六十多年來，我還是不停地
學習，除了經常寫作之外，
我同時也看了很多古今中外
的 名 作 ， 所 謂 「 書 中 自 有
黃金屋」，「書中自有美嬌

娘」，此話一點也不假。到了老年，才會體
會到什麼是「學而後知不足」，還有什麼叫
做「學無止境」的意涵，最近由於疫情氾濫
成災，我們被軟禁居家隔離快要兩年，在此
兩年中，我幾乎改變了我一生的人生觀。利
用我空閒的時間來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
情，如幫助那些需要我幫助的人，我交遊廣
闊，四海五湖，南北兩線我都有認識的兄
弟，有的時候，難免有些人看我們不順眼而
會暗中來修理我們，或是講一些對我們不利
的話，我們只要把它當成耳邊風，不必跟他
們計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沒有人可能是
十全十美的，這樣我們就不會樹敵，心裡無
恨，我們才能快快樂樂地過一天。

最近我在香港「文匯報」看到一篇首
版的新聞，即柏楊遺孀拒授權納入台灣教
材，憂「去中國化」策略下被用來辱華，主
題是「醜陋的中國人」，永遠停止發行。我
年青時看了很多本楊的著作，柏楊原名郭衣
凋，他的著作分為三類，即柏楊隨筆，郭衣
洞小說集及銀河書系，他在這裡以鄧克保筆
名寫了一本非常值得我們去看的名著「異
域」，是形容兩次大戰時被國民黨遺留於中
緬邊境的國軍，在大森林裡和大環境拼鬥求
生的故事，即在仄緬交界金 三角不毛之地
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感人肺肺的真實
事蹟。

根據柏楊遺孀張香華女士如今是任教
於台灣島內知名中學的教師表示，最近柏
楊「醜陋的中國人」摘文被選入台灣地區中
學一年級的教材，他正式向兩岸出版商聲明
「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永遠停止發行‘醜
陋的中國人’一書」。她更直言不同意授權

現在的教科書摘錄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
一大原因，在於對現在台灣教教育和新課綱
「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的無法茍同。她
指出，「青少年」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
況下，即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
楊的精神。

張香華表示，「當初柏楊於1984年發
表演講時，主要針對的演講對象是成年人，
對於沒有建立起民族自信的‘國一’學生而
言，並不適合。」

柏楊1920年出生於河南人文大師，自稱
是「野生動物」，畢業於東北大學政治系。
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自立晚報」副總
編輯及藝專教授，因觸怒台灣當局被判入獄
多年，是兩岸三地熟知的著名作家。他的言
論及書籍引動了社會各界產生了廣泛爭議。
代表作「中國人史綱」2008年4月29日，柏
楊因肺病呼吸衰竭而於台北逝世，享年88
歲。2010年9月柏楊遺骨突如其來於故鄉河
南新鄭。

柏楊於1984年9月24日在美國愛荷華大
學演講，強烈批評中國人的不是。此一時彼
一時，當時中國是不團結，不守公共秩序，
隨地吐痰，在大庭廣眾之中，大呼小叫，
不守公共衛生，不排隊等等的壞習慣，於是
將中國形容為「醜陋的中國人」。但時過境
遷，中國人已經脫貧，中國人生活水準提
高，中國人大多數受過高深教育，中國社會
發達，科學進步，中國的貨物暢銷全球，我
們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所推動的一帶
一路經濟路線，帶給全世界很多國家深受其
惠，所以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並不醜陋，反而
是覺得「可愛」，如今台灣教育局要將「醜
陋的中國人」納入台灣的教科書，居心何
在？旨在要誤導台灣的學生，因為其書名
「醜陋的中國人」就有「辱華」的意識。這
些學生看後就會產生誤解，以「反中國」為
其目的。柏楊遺孀尚算深明大義，立刻阻止
海峽兩岸的出版商立即停止發行，她的做法
是十二分正確的。我們高度尊重她的意愿。

方華

塔川秋美
深秋時節去皖南，一

定要去塔川打卡。
沿著名的宏村東側山

路行不多遠，就到了塔川。
塔川是一個村莊，穿過一片
古木掩映的下坡小路，山坳
處的塔川村就進入眼簾。

秋末冬初，是塔川最美的時節。滿山
坡金黃、深褐、火紅和墨綠的樹木互相間
雜，五彩斑斕，極富層次。白牆灰瓦的小
小村莊被繽紛的色彩包圍，在山野間顯出
幾分清冷，清清淡淡的，宛如世外仙境。

收割後的梯田袒露著，遍佈坡旁埂邊
的雛菊在暖陽裡恣意綻放，讓行旅者陶醉
在一片花香裡。

村莊背倚的山巒為高聳雲端的黃山西
南餘脈，二三十幢古民居依山而建，層層
疊疊，錯落有致。問尋村民，知小村之所
以叫塔川，是因為這裡的房屋、田地分佈
錯落有致、層次分明，像塔一樣，且村落
裡有河流蜿蜒穿過。

漫步於村中，賞溪流繞屋，觀紅葉
掩隱，聽竹林鶯啼，聞雞犬鳴吠，領略山

間村民寧靜悠閒的生活樂趣，真是心神俱
怡。

最美的時光是清晨，雞鳴聲中，天漸
漸透亮。站在高處瞭望塔川，薄霧籠罩，
樹影朦朧，徽派建築農家小屋在影綽的樹
影和霧氣裡，若有若無若隱若現，讓人立
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之感。

塔川山林裡分佈最多的紅葉樹是烏
桕。烏桕葉紅的時間最長，而且同一地點
相鄰的樹，有的已紅葉落盡，有的卻依舊
綠色滿枝，讓人歎奇。落了葉的烏桕樹也
另有一番美態，烏黑的枝幹恣意伸展，彷
彿在天空中遒勁的書寫。

夕陽將下時的塔川是另一種美景。一
束束金黃色的陽光透過雲霧的縫隙，斜射
到這片村落和樹林，給它們蒙上一層既顯
堂皇富麗，又顯夢幻的色彩。站在這種巍
為壯觀的景致裡，耳邊彷彿聽到陽光的交
響曲，讓人心潮起伏。

秋深以後，塔川總要迎來一批批的攝
影和美術愛好者。有人說，塔川之秋就像
一塊調色板，每位身臨其境的人都會繪出
自己心中的那幅濃筆重彩的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