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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付玉成

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經歷苦難才有詩
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

歷史悠久，我民族文化綿延
繁昌，歷史彌新，乃基於一
個偉大光輝的道統。此道是
由 堯 、 舜 、 禹 、 湯 、 文 、
武、周公傳至孔子而集其大
成。

儒家思想是我中華文化的代表，是中
國歷史傳統的主幹，而論語一書為儒學的
主要典籍記載孔的言行，啟示我們立身，處
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也
是引人進入大同世界的一條康莊大道。

我們要研究儒家學說就必須先讀“論
語”，論語一書是孔子和其弟子問題的對
答，是代表孔子思想的結晶，做人的準則，
及其政見。

論語傳到漢代時，有魯論語，齊論語
及古論語等三種不同的版本。我們所讀的論
語是宋朝朱熹先生所標注的。故被後世人稱
之為朱熹的學說之孔子思想。孔子的儒學
思想即用“仁”來表達，所以儒家學說也是
“仁”的定義。

在四書中之第一本“大學”之中，就
是教示我們做人的道理。故曰：“大學之
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但
是整個做人的準則包括如下：“古之欲明明
德於普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
誠其意者，先改其知，致知而格物。”

中國人主要是講究中庸及至誠，中庸
的定義即“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
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而至誠就
是誠心誠意。

孔子是至聖先師，孟子是亞聖，相差
一百年，孔子曰“仁”孟子曰“義”，就是
儒學中最高的境界，所以我中國被稱為“仁
義”之邦的由來。

根據新華社最新的報導：中共中央政
治局五月廿七日下午就深化中華文明根源工

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學習時強調，中華文
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
精神標識，是當代中華文化的根基，是維繫
全球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華文化創新的
寶藏，在漫長歷史的進程中，中華民族以
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蓽路藍縷，跋山涉
水，走過了不同的世界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
程，要深入瞭解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史，
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動全黨全
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而團結奮鬥。

我們如是要推動中華文化，首先要先
瞭解中華文化的價值觀，中華文化號稱世界
最古老的文化，據稱有五千年的歷史，這要
從我們的考古學來推理，據稱離今5800年前
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等區域曾經出現中國文
明的起源跡象，5300年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
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
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並向四方
轉射文化的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核心的引
領者，由此類推，中華文化起源於5000年，
而3000左右年才開始發揚光大。

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深化了中華文化
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等根基，進而推動全
社會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更好地
深化語權，傳承弘揚中華文明的重大意義。

近年來，我們菲華社會逐漸遠離學習
中華文化的進程，我們應該要能自悟、自覺
及自信來重新發揚我菲華的文化價值觀。

“更正啟事”
本報大眾論壇拙作中“黃聰聰主任是

我最好的朋友”一文，第五段第一行：“所
以聰聰姐可以放心，我絕對會反對‘文經總
會’來關懷校聯。”

原文是“聰聰姐你可以放心，我絕對
‘不會反對’文經總會來關懷校聯”，這乃
電腦打字之錯，請見諒。

人們喜歡津津樂道於唐
詩宋詞，但很少有人追究詩
人的經歷，檢索一下唐宋大
家們的生活，不是被貶，就
是生活不如意，要麼就是放
蕩不羈，成為世俗的異類。
真正生活愜意者是寫不出

好詩的，中國產詩率最高者是乾隆皇帝，
一生寫了四萬多首，但無一流傳後世，概
因語不驚人，無論是李杜白還是韓柳蘇，
無一不是命運不濟，壯志難酬，或空懷抱
負，因官場失意而寄情於山水，成為文人
騷客，真正春風得意而又才情迸發者少之
又少。

 詩詞如此，文學又何曾不是這樣，四
大名著作者，不是生於亂世，家道中落，
就是裝神弄鬼神，太虛幻境，只好指桑罵
槐，借物詠志，順風順水中的傳世之作鮮
見也。歷史的鑒證，近代激情燃燒的歲月
人們狂熱，作品也出眾。

艱苦抗爭的年代，人性壓抑，作品多
有發洩；所以苦難促進文化的繁榮，或凝
聚民意，或激發鬥志，或激勵人心，歌詞
詩賦均容易傳世。太平盛世，名篇反而比

較少，有傳世者，亦多出自逆行者，歌功
頌德者往往為歷史不齒。即使同一作者，
苦難歲月多有精品，養尊處優時則了無新
意。

 文人如是，百姓也是這般，艱難時
光要爭氣，日子好了，創造力卻不夠了，
苦難思進取，溫飽思淫慾驚現同工異曲之
妙。要想思緒泉湧，就得苦其心智。人總
不能事事如意，否則既有又有才還有權，
那別人怎麼活？作品來源於生活，生活是
什麼，那就是磨難。

 艱難困苦才有詩，回想自己幾十年的
創作，無論是工作的，還是業餘的，無一
不是委屈給我的靈感，受一次委屈，就能
寫出一篇或幾篇小文，順境之中想做文章
也都是惺惺作態的平庸之作。相思之苦給
我靈感，病痛折磨給我靈感，憤世疾俗給
我靈感，懷才不遇給我靈感，壯志未酬給
我靈感，靈感來時常常仰天長嘯，靈感不
來卻是灰頭土面。所以啊，想出好詩，就
要廣開思路，奈住寂寞，守住清貧，忍住
嘲諷，抵住誘惑，看淡一切浮華，獨守一
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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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人

返步奉和

逸峰兄《鶯啼序•嘮叨世態》
        由來畏談世態，羨無為匿炳。
        眾生相、片面塵埃，解空方算標穎。
        是該付、須難逃賬，凡間宿命上蒼定。
        勸庸包蠢匠，懷私不如心炯。

        釣譽偷名，弄權使絆，笑匹夫磨勁。
        千篇律、群眼非瞎，自欺猶待深醒。
        主題鮮、共鳴備至；筆靈暢、瞻聽閑靚。
        理簡明，得法遵行，切宜專敬。

        久分還合，國事之常，極衰終必盛。
        溫史冊，堪悲姬旦，封建愚民，孔蠹幫兇，益形枯硬。
        陳年積弊，慈禧竊治，我為魚肉人刀俎；致邦家、外鬼叼成性。
        孫文救亡，奈何繼任歪邪，戰亂皆因驕橫。

        歷朝遺恨，累苦倉黎，望振聲剛猛。
        亮紅幟、五星旗正。壯旺重光，億口齊祈，佳時隆永。
        騷壇論趣，愁多於樂，天涼好箇秋乃悟；說興亡、神社何曾靖？
        願君悉聚知音，把酒言歡，化拳行令。

方華

風情萬種虞美人
夏初，正是虞美人綻放

的日子。那如絹似綢的花瓣
兒真好似美人裊娜的裙袂，
無風自搖，風動欲飛，風情
萬千。

虞美人花未開時，絨絨
的花蕾垂懸在細長的莖頭，

宛如垂眉低首的羞怯少女，惹人憐愛。及至
萼片脫落，艷麗的花朵脫穎而出，便仿若鄰
家有女初長成，一副情竇初開的模樣。

虞美人是纖弱的，細長彎曲的花莖，
讓人有風吹欲折的擔心。可實難想像，如此
柔弱樸素的身姿，竟捧出這麼艷麗的色彩。
若遇大片盛開的虞美人，那營造出的熱烈氛
圍，讓你不由驚歎。

豈止是花美，單是「虞美人」這三個
字，就讓人浮想聯翩。

「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
香魂夜逐劍光飛，輕血化為原上草。」首先
讓我們聯想起的，一定是西楚霸王項羽的寵
姬虞美人。據說虞美人的花名即由此而來。
遙想當年，楚漢相爭，項羽被困垓下，糧盡
兵微，楚歌四面。虞姬淚別霸王，拔劍自
刎，一腔熱血噴灑，化為鮮艷的花朵。後人
便將此花稱為虞美人。

美人命薄，英雄末路。虞美人的故事
廣為流傳。唐時，教坊有曲詠虞姬，韻調優
美，後將此調名為《虞美人》。用《虞美

人》詞牌作詞的最著名句段，當屬南唐後主
李煜的。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
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
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
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
人》也是李煜的絕命詞，宋太宗恨其「故國
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而毒死了他。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有記：「高
郵桑宜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逢人作
《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
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不論沈大人
的記述是否確實，但花草有情有感，這是現
代科學研究確定的。我寧願相信虞美人花真
是虞姬的化身，在那裊裊的鄉音中，裙袂飛
揚，魂歸故里。

美麗多姿的虞美人，更多的是給我們
觀賞的價值。那或煢煢孑立的清純秀麗，或
三兩相擁的錯落有致，或滿山遍野的濃烈綻
放，都是一份別樣的風采、一種別緻的風
情。科學地考證，虞美人在很久以前就是田
野上生長的一種雜草，在耕地周圍廣泛分
佈，緣於它的種子在泥土中可以休眠多年，
單等土壤被翻耕時才發芽、生長、開花。第
一次世界大戰過後，因為土地被炮火深翻，
遍受戰爭蹂躪的土地上開滿了虞美人，於
是，虞美人便成為這次戰爭的象徵。

從古及今，正因為有了象徵，這風中搖
曳的虞美人才更具韻味，讓人流連。

林鴻東

大溪土城記（上）
平和的山大多是低伏著

的，溫潤而青翠。
四 月 的 一 天 ， 天 空 晴

朗澄澈，車在前往雲霄的高
速公路上疾馳著。路過平和
境內時，透過車窗，我遠遠
瞥見一座峭拔兀立的披綠山

峰，峰頭尖聳如齒，彷彿隨時都準備著刺破
蒼穹。想想，除了靈通山，應該不會有其它
如此卓然的，果然很快便在高速路牌上看到
了靈通山的標誌。於是，索性改變行程，從
接駁口進入大溪。

1.
第一站我選擇先到後時。後時原名壺

嗣，由吳氏開基於明洪武四年，其開基祖來
自漳浦六鰲。之所以會想到它，是因為它是
台灣阿里山山神吳鳳的故里。果然，到村口
時稍加詢問，很快便找到了吳鳳紀念館。在
吳鳳紀念館邊上，恰好是修葺一新的吳氏宗
祠——報本堂。報本堂興建於清乾隆五十五
年。官至清朝翰林檢討的平和（現為雲霄縣
火田鎮岳坑村人）進士朱光章在興建之初所
撰的《育才社碑記》中寫道：「壺祠吳府，
安厚巨族也」。此文獻透露出兩個信息：一
是壺嗣曾為安厚屬地，這也正是為何後時人
講話竟與安厚人如此相似；二是早在清初壺
嗣吳氏已是人口眾多的巨族。吳鳳出生於清
康熙三十八年，自小隨父渡台，在壺嗣祖地
僅生活過五年。然而，這短短五年卻給故鄉
帶來了莫大的榮耀。如今，作為吳鳳故里的
後時村籠罩在阿里山山神的光環裡，成為平
和眾多名人故里中最為亮眼的地方之一。

從報本堂出來，我徑直走進了後時的
村莊，不料卻大為意外，原來村莊裡竟隱藏
著一座規模巨大的土城。村民稱其為壺嗣
城。壺嗣城城門依舊完好，走進土城，只見
其內部豁然開朗，別有天地。整座土城的核
心是一座祠堂，祠堂前有大埕（石鼓埕）。
報本堂的原址或許就在這裡。現在的土城，
似城非城，似園非園，巷道幽深，宛如迷
宮。住在城內的村民告訴我，後時民間流行
一句諧語：「走得進壺嗣，走不出壺嗣」，
講的便是此種情形。壺嗣城總面積約有幾萬
平，其建築面積或有上萬平，東西南北各有
一門，每一道門的門樓裡都供奉著一尊土地

神。城牆與屋牆由土角磚砌成，巷道則由溪
石鋪就。溪石經年累月蒙受村民踩踏，顯得
珵亮光滑，印證著土城的古老歷史。城內遺
址中，已找尋不出太多財富積澱的痕跡，只
是隱隱瀰散著一股昔日的宗法氣息。這股宗
法氣息通過宗祠與村名，透過林葉與蔓草，
在斷壁殘垣間如幽魂般頑強徘徊著，歷久彌
新。從村名上看，「壺」字原型源自葫蘆，
葫蘆象徵著「子孫萬代、福祿安康」，在南
方少數民族的傳說中，葫蘆內部更是人類祖
先的故鄉，而「嗣」字則有子孫後代的意
思。壺嗣的村名和土城中心氣勢非凡的宗祠
形成了強烈的呼應。有意思的是，從航拍上
看，壺嗣城的形狀正好是壺形。如今，壺嗣
吳氏，應驗了這座古老村莊最初的設計構
想，其遠播四方的子孫，已由明初的小小家
庭，繁衍成今天逾5萬人的閩南巨族。有人
告訴我，平和縣山格鎮大眾爺威惠廟邊上，
有一座維新樓，當地人稱之為壺嗣樓，正是
壺嗣吞氏所建，而山格的壺嗣後裔，儼然已
成該鎮第一大姓。

 2.
離開壺嗣城後，我來到了莊上城。
早就聽說過莊上城，有報道稱其為世

界上已發現的最大土樓。土城始建於清順
治至康熙年間，佔地3萬多平，建築面積近1
萬平。除了以規模大聞名，還有一點頗受關
注，那就是與天地會的關係。據一些學者研
究，天地會脫胎於「萬姓集團」（重要成員
皆隱去真姓，改為萬姓）。該集團曾效忠於
鄭成功，成為其麾下勁旅。村民中流傳，建
城主葉沖漢是「萬姓集團」首領萬禮結義兄
弟，且萬禮還曾在莊上城客居三年。從建樓
時間看，倒是吻合。早在明崇禎年間，「萬
姓集團」便在詔安二都犁壁石大山（距莊上
城直徑七公里）聚眾造反，其活動區域主要
是今天的平和、詔安、雲霄交界地帶，大溪
便處於其核心區。萬禮死後，以萬禮堂弟萬
五道宗為首的「萬姓集團」殘部返回老根據
地秘密成立了後來影響深遠的天地會組織。
顯然，如果沒有天地會的暗中支持，要在其
老巢修建規模空前且明顯具有軍事功能的鄉
村土城，是不現實的。儘管歷史的真相已是
撲朔迷離，天地會元素的存在，卻使莊上城
因此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

老頑童

返步奉覆

探長兄《說屈原》

                          文豪自了名堂缺，尚有癡人讚笨忠。
                          醜婦如非親外鬼，何來綽號菜心空？！

                          完璧！大是！

原玉：
《說屈原》/ 王斐

                          百戰諸侯餘幾國，秦王一掃楚廷空。
                          靈均拒統殉君獨，贏得人人讚死忠。

                          統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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