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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施文志

瘟神是該打道回府了 五十年代的王彬街（三）
今天是六月五日，最

近人心有點浮動，謠言滿天
飛。

根據衛生部的報告，昨
天的確診是二百十三宗，比
起前天多了十二樁，再向前
看過去四天，都在二百宗以

下，就這樣好像在玩數據遊戲似地，這樣
二百以下，突破二百宗以上，徘徘徊徊，上
上下下，讓人一時不得安寧，放不下心。至
於因瘟疫病歿的從五月五日清零以來，也只
有五月二十日死了三名，六月二日死了一人
外，其他日子都是零死亡。

最近坊間謠傳四起，說什麽某某大醫
院，有明顯的新冠肺炎病人住院，最近以
來，中了招的要不是嚴重的都居家自我隔
離，大都痊愈，平安無事，醫院住院病人多
了，那是大事，這說明了疫情又來了新一波
的湧動，鬧得人心惶惶，滿城風雨。於是該
醫院只得公開了入院病人數據，以安浮動的
人心，也給造謠的人重重地打了臉。其他各
大醫院也紛紛向社會公開新冠肺炎病人入院
的數據，該數據是微不足道的，也安下了浮
動不安的人心。

不過說是新冠肺炎中招的病人不多，
我們還是得步步為營，不能掉以輕心。

我有位朋友的女兒，是我女兒的同
學。聽說中了招，居家自我隔離，最近已恢
復正常。看來，我們這些糟老頭老太婆還是
不能想去哪就去哪。還是得再忍忍，橫豎關
禁閉也關了六七百天了，也不差多關幾天，

別到時功虧一簣，再次中招可不是玩的。
香港那陣子的疫情狂飆，老伴那最年

青的四叔，是岳父最小的弟弟，也是他們所
有兄弟姊妹碩果僅存的一位老人家，也八十
幾將近九十了，卻因中了招，駕鶴西歸了。

我那大哥今年八十五歲了，大嫂應該
也在八十幾，一對老夫婦雙雙染疫，居家隔
離，已經痊愈，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希望我們這可愛的第二故鄉，可別跟
香港一樣，又掀起新一波的疫情。

在大選之前那段選戰的日子，我可是
提心吊膽的，一下子召開競選造勢大會，聚
集了幾十萬人，有的說上百萬。選戰日子過
了，全民擠入投票處，投下了神聖的一票，
還不是人擠人的。

我本來以為，大選過後，確診人數肯
定會直線上升，真是天佑菲律濱。五月九日
大選後，確診數據跟剛才說的那樣，有驚沒
險的，平平靜靜，是不是瘟神將打道回府，
返回天庭述職去了。

老美把瘟神召來人間，自做自受，他
想搞垮中國，結果害了自己，如今瘟神是該
打道回府了，同人間說聲永不再見了。

新冠肺炎病毒前腳還沒走，又有人把
猴痘這瘟神召來，到底他意欲何為？

這猴痘嗎，我看我們還得向齊天大聖
燒香祈福，求求大聖，保庇一方百姓，管管
他的猴子猴孫，別在人間造孽了。

瘟神是該打道回府了，還人類一個靜
美的日子。

二○二二•六•五

幾十年過去了誰也沒想
到王彬這條唐人街再度繁榮
起來，只是嚮不起達達的馬
蹄聲，三輪車代替了停泊在
街道周圍的馬車。還是聽到
更多的閩南話語，還可以聽
到中國各省的方言和國語，

大排檔還是存在，傳統的中藥店不但還剩下
幾間，還有更多新的中藥店在賣中國成藥。
從岷倫洛教堂走進王彬街到仙沓戈律士教
堂，繁榮回歸王彬街，然而華僑的精神與文
化是不是還可以再找到真正的存在。菲華著
名作家林泥水也寫了為《王彬十唱》：一：
臥龍，二：併發症，三：馬車，四：賭窟與
賭徒，五：岷倫洛教堂，六：天堂與地獄，
七：書攤，八：落寞，九：青龍偃月刀，
十：大排檔風味。林泥水的詩篇把王彬街百
年不變的滄桑寫活了。王彬街也是菲華文藝
復興年代詩人作家的鄉愁平台，很多小說、
散文、詩歌都有涉及王彬街的題材。然而
二十一世紀的王彬街，已經被外來者顛覆
了，唯一的就是王彬街不再是鄉愁的“中
心”。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華僑週刊第三
卷，菲律濱華僑商報著名記者韋華的《王彬
街——岷尼拉市的唐人街》。

【夭折了的節約】：對於婚喪喜慶等
事，華僑是傳襲地最鋪張，動輒數千元的花
費。不但傷財，且引起外人的眼紅。於是便
有節約運動的產生，冀求保全華僑精華，改
良華僑陋習，一切大喜喪事的鋪張，都定有
條規。但節約的口號喊到現在，除了小部份
之外，大部份仍然大事鋪張，節約運動是曇
花一現地夭折了。它的失敗歸根於沒有堅定
的督促和敢於嚴格懲誡的主持機構。另一個
失敗的原因，或是華僑社會本身已病入膏
肓，似難有救藥。華僑們都抱著：「我自願
用錢，你干我何事」的心理，藐視節約運
動，受虛榮心的驅使，無度揮霍。現在，你
可以看見王彬街角四大酒家一帶，遇到婚慶
喜事的時候，樓上貴賓高朋團聚歡飲，樓下
針仙叫化齊集歌頌，街道上車馬擁塞，鬧得
王彬街——這條聞名中菲的唐人街，王彬繽
紛，盛況蓋世。這個美麗繁華的時候，對於
節約運動，是一個刺入骨髓的諷刺，是一矢
悲慘凶毒的冷箭。是華僑社會日趨麻痺不仁
的一個症癥。

【傳播文化的書坊】：岷尼拉幾間比
較著名和規模較大的書坊，多半會集在王彬

街，他們陳列著中外古今的文庫，叢書，科
學，文藝，小說，雜誌，圖書，文具，以至
黃色小報，荒謬小說，春宮野史，麻雀牌
九。有的在傳佈知識，有的也許不是。他們
的店面排佈新穎入時，有的在門口放著播音
器，在營業的十餘小時中，連續免費播送中
外電影時代唱片。這一帶音波時而配合著琵
琶二胡橫笛之類的南腔北調，在王彬街的空
間匯成一曲「中外古今大會奏的交嚮樂」。
嚮得龍飛鳳舞，叫一般頭腦比較簡單的馬車
夫，以為「引叔」又在大舉慶祝些什麼，於
是急忙拍馬前來兜生意，但這裡所不可忽略
的，這些書店是一般青年學生和好學者的精
神糧食供應所。華僑下一代子弟的頭腦，多
半需要他們協同灌溉。同時它又給予店員一
個很好的自修機會，店員空閒的時候，還可
以閱讀以充實自己。可惜的是，目下新書少
得很，書店多為黃色書刊所充斥，要找一本
好書看，真是比什麼都難。有些半書坊型的
商店，兼辦喜壽綢軸和喪事輓聯。真是先天
下之憂樂，預備得樣樣皆全，莫怪人家要買
東西的，走先往王彬街一溜，從這裡什麼都
可以買到。

【煙報販童】：在這條大街上，還點
縔著幾個沒人注意的小人物。他們都是一般
學齡兒童而衣裳襤褸，蓬頭赤足，叫賣街頭
的十三四歲華僑子弟，其中福建廣東同僑都
有。有男有女，有的販賣香煙，有的叫賣報
紙和蜜果。「鄉親呀!賣香煙喲!」這句簡單
話，相信是常在王彬街走動的人所熟聽到。
有人說這裡的廣東同僑，富有極富，窮的很
窮，階級極懸殊，福建人豈也不然，我們總
認為學齡兒童不在學校裡而在路角，至少不
是一個簡單的家境問題而已，而是華僑社會
的一個問題。

岷市自解放至今六年，華僑學校相繼
樹立，正如俗語所謂雨後春筍，東一所，西
一座，鬧市僻巷也有一所，商店樓下和住眷
隔墻也有一所。

有了這麼多的學校，菲律濱的華僑可
以很驕傲地翹起嘴巴說：「菲律濱華僑學校
最多，華僑教育最普遍。我們有貧寒學生
補助金，幫助貧寒子弟唸書，我們的教職
員子弟和華僑烈士家屬，讀免費上課……」
然而事實往往會走了樣，我們姑且接下貧寒
補助金補助了些什麼子弟不說。只街頭巷尾
流浪著許多學齡兒童，聲聲吟著：「……香
煙……報紙喲……「碗糕」喲……」的音
調，便叫我們望著校舍興嘆了。

蔣光平

蒜味人生
從小，就一直不喜歡吃

蒜。每次吃飯，如果哪道菜
裡放了蒜，一頓飯吃下來，
我的筷子絕不會去碰一下。
對蒜天生的反感緣於吃蒜時
那種辣辣的感覺，讓我非常
的不適。另外，吃了蒜後嘴

巴裡那種臭臭的味道，更讓我經常有種想嘔
吐的厭惡。

本以為，這一輩子與蒜算是絕緣了。
可沒想到，上大學後我卻愛上了一個喜歡吃
蒜的男生。他是西北人，平時吃麵，都愛放
一瓣生蒜在面裡，他說這樣吃起來才過癮。
開始，我對他這種吃法很不習慣，甚至為此
吵過架，每次聞著他嘴裡發出來的那種濃郁
的蒜臭味，我都有種窒息的感覺。

但因為愛，漸漸地，我也就習慣了他
的這個愛好，而且不知不覺中，我居然也愛
上了吃蒜，甚至到了每餐必吃，無蒜不歡的
程度。

大學畢業後，我和他走到了一起，接
著是結婚生子，日子過得波瀾不驚。雖然沒
有大富大貴，但兒子聰明可愛，家人健康
平安，本以為會和他守著這樣的平靜日子
慢慢變老，但三年後卻收到了他的離婚協
議書。那年，他剛剛提拔為單位的局長，職
位的陞遷讓他的應酬越來越多，回家的時間
越來越少，甚至有時候一周都見不到他的人
影。漸漸地，關於他有第三者的一些流言蜚

語也逐漸流傳開來。對此，我對他始終抱以
無比的信任。我想，一個靠吃蒜長大的苦孩
子，是不會背叛純真的愛情的。但當那天他
親自把離婚協議書遞到我手上時，我委屈的
淚水終於止不住流了下來。我問他為什麼要
這麼做，希望他能給自己一個心服的理由。
他說，「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滿口的蒜臭
味，一個滿口蒜臭味的女人，我怎麼帶得出
去？」我說，「我可是因為你才吃蒜的啊，
而且你不也是愛吃蒜的嗎？」他說，「我已
經很久不吃蒜了。」突然想起，自從他當上
局長後，他確實不吃蒜了，而是吃上了山珍
海味。我知道，眼前的這個男人再也不是以
前那個愛吃蒜的老公了，我們已經走在了兩
條平行線上。接過他手上的筆，我毅然簽了
字。

後來，聽說他又結婚了，不再吃蒜的
他官越當越大，雖然嘴巴不臭了，但名聲卻
越來越臭，最終因經濟問題不幸落馬了，聽
到這一消息時，我的心有種隱隱的疼痛。心
想，如果他能一直陪我吃一輩子的蒜，也許
就不會有今天這種結果了。突然間覺得，其
實人生就像吃蒜一樣，雖然吃的時候味道不
好，但嚥下去後那種滋味卻讓人回味無窮。
蒜就像我們的生活，雖然普通平淡，比不得
山珍海味，但在平淡中卻別有一番滋味。蒜
能殺菌消毒，是任何山珍海味也替代不了的
保健食品。但是，我卻沒能找到一個願意陪
我吃一輩子蒜的人。

醺人

《三台•及第真善美》
——有贈杏壇、岐壇、吟壇巨擘逸峰兄——
——步萬俟咏「見梨花初帶夜月」原韻——

                       早時蠻邦事教化，備嘗杏壇風雨。
                       作則身、勇往直前衝，點頑石、留芳番浦。
                       之乎也、解惑絲千縷。粉筆板、清除迷霧。
                       耐寒暑、憑仗真誠，盡本份、敲鐘擂鼓。

                       七年台省學棄疾，鵲藥堆中來去。
                       淨白掛、菩薩佈甘霖，濟苦難、無分男女。
                       閻王殿、起死不歸路。人世上、回生門戶。
                       積善德、妙手仁心，保康復、免沾泥絮。

                       硌磯山明峻嶺秀，正宜遣消晨暮。
                       歷軟紅、不說意難平，潑肝膽、詩詞相處。
                       篇章美、樹南瀛雅炬。網訊連、酬唱穿府。
                       豔陽下、三兩知交，遞雲箋、等閑之務。

謝如意

男人浩蕩的愛
東天早已三陽開泰，海

角我說男人浩蕩的愛！
大舅父曾是個馬來西亞

僑胞，只因回國後嬌妻纏綿
挽留而致手續過期，終在家
鄉了其一生。3,聽媽媽講，
大舅父每次來到我家，總少

不了給我買東西，長期如此，就不簡單。
那是愛的連貫，儘管我當時不懂，但到如
今格外感恩。我就沒有他的大量，我雖有
情，但重在人的交往。4,大舅父養有五女兩
男，在我妹妹五歲早夭之後，為了撫慰家
母心靈的憂傷，特地把他的一個女兒送到
我家來。

不管這個女兒後來怎麼樣，都無妨大
舅父浩蕩的愛的表達。因為，父母可以養
得兒女的身，但保不了兒女的心。大舅父
早已逝世，表妹也早已嫁人當奶奶了，但
是，大舅父浩蕩的愛在我心中紮下了根。5,
此外，我更記得我在上大學時大舅父勉勵
和幫我解決思想問題的書信的字跡，那是
浩蕩的愛的延續，無時或止，感恩！6,男人
浩蕩的愛，如山，崇峻；若水，悠長。可
以令人思波微漾，也可以鼓起生活風帆。
大舅父的姓名叫葉東海，他生活如一葉扁
舟，給我留下無盡的情浪，深如東海，悠
悠綿長。7,二姑父原籍福建南安詩山，終
生在福建晉江內坑當個修車工人和補鞋
匠。它人高馬大好酒量，天天小酒若尋
常，來到我家都是自己踩著自行車來的。
經常還帶些地方特產共享。8,如果說大姑
父是一個高個子白面書生式的俊男，那二
姑父就像是個關東大漢威猛異常。小時後
的我並無跟姑父細談的印象，只有跟表兄
弟姐妹的相聚之歡。9,二姑父曾經當面對
我說，他怕他去世後這親戚就斷了，所以
他樂意把他的一個女兒許配給我。我不知
道我是怎樣回答的，只記得那時候的我十
分「菜鳥」，是一個只知讀書的「青蔥」
男兒，對誰都沉默寡言。就在我上大學的
期間，二姑父生病中一直寫信來要我去他
家走走看看，可是，一學期才能得回家一

次的我，實在也沒有去看他，永別就這樣
成了，留下無言的痛。二姑父姓名叫呂榮
源，我至今所獲的光榮的源頭裡，有他獨
特的一份。感恩！10,男人有浩蕩的愛，從
我大舅父和二姑父的事的一點看得出來：
他們和我二舅父、大姑父一樣，都是樂於
把他們的最美好的，無私給予他們愛的人
分享。儘管父輩代表不了下輩的情感、儘
管生活裡頭有難免的滄桑，但是，男人浩
蕩的愛，如山，崇峻；若水，悠長！我的
感恩是永遠的，我因此的幸福感地久天
長！11,大舅父二舅父與大姑父二姑父都逝
世了，但我還擁有部分表親的真情，這是
浩蕩的愛的延續。我沒有妹妹，所以沒有
當別人的舅父的可能。

我也沒有機械效仿別人的癖好。但
我知道自己一直在努力當好真正的人、當
一個也有浩蕩的愛的人！我將繼續努力愛
好自己，不負親友厚愛；我更將自己的美
好，繼續無私無畏地奉獻給值得我愛的人
們！12,男人浩蕩的愛,如山，崇峻；若水，
悠長。

還有好多師友的男人，都給我無言而
浩蕩的愛，我雖沒有說，但有感動感恩，
願意知恩答恩。13,男人浩蕩的愛，如山，
崇峻；若水，悠長。這一切於好女人的浩
蕩的愛，築成了人間大愛的不可逾越的屏
障，保護善良、拓展美好、通天達地萬古
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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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天

菲律濱暑夏随吟二首
（一）菲國暑日

菲邦溽暑耀金鼓，慣看陰晴變幻多。
天上即時雲厚黑，大地頓刻雨滂沱。
農家恐懼水淹宅，動物驚慌鳥毀窩。
若是澍霖清氣爽，使人豁朗解煩痾。

（二）千島暑天
斜陽隔岸醉紅羞，千島暑天熱氣浮。
稻穗微黃新結籽，香蕉半綠尚難收。
野花搖曳蝶飛舞，椰樹婆娑鳥伴遊。
漫步江邊觀落日，霞天美景喜凝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