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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蘇榮超

從修改國歌說起 詩，從未止息
最近看到微信上有文友

轉載一則視頻，說什麽日本
要求中國修改國歌，說什麽
畢竟日寇侵華戰爭已將近一
個世紀了，這段仇恨是該放
一邊了。

這 段 歷 史 是 不 是 應 該
淡忘，是不是可以一筆抹掉？這得問問
十四億的華夏子孫。

日本對中華民族幹下的罪行，真的就
可以一筆勾銷？

這麽多年過去了，日本不僅沒有悔
過，他們還千方百計地企圖抹掉他們對中
國人民對亞洲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豈
是他們說修改國歌就修改這麽輕巧的事。

日本這民族是個什麽樣的民族，不是
三言二語所能說清楚的。

他們不僅沒有悔過，甚至還把中華民
族當成他們的首要敵人，磨刀霍霍隨時在
準備對中國下手。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滅絕
華夏子孫，把扶桑三島搬到中華大地。

日本對中華民族所欠下的血債，有人
列下如下數據：黃金掠奪二十一萬噸，糧
食八億噸，稀土二億噸，木材七億方，歷
史文物三百六十萬件，死亡同胞三千五百
萬，馬關條約被敲詐了二億兩白銀，贖回
遼東半島付出三千萬兩白銀，殖民整個台
灣五十年。

這些經濟上的掠奪與血流成河的血
債，如何去衡量中華民族子孫的仇恨。

還有，一直至今，他還霸佔著中國
的琉球群島，他們把經二次大戰失敗歸
咎於美國與蘇聯，即使沒有美國那二顆原
子彈，最終他們還是會被蘇聯消滅，他們
壓根就看不起中國人，要不是中華民族那
些不怕死的人民，冒著敵人的炮火前仆後

繼，拖住了日本軍閥大部份的軍力，消耗
了他們大量的彈藥，他們正處在山窮水盡
的困境，拼死偷襲珍珠港，想借此役提高
他們的士氣，失敗的命運還是逃不掉的。

中國是勝利了，是慘勝也好，是大勝
也好，總之小鬼子是失敗了，不論他們看
得起看不起中國，他們終歸是失敗了。

以德報怨，這是中華民族的高尚品
德，對喪心病狂的日本鬼子，起不了作
用。

他們用盡心思漂白了對中國犯下的滔
天大罪，他們正一步一步地整軍，秣馬厲
兵，只等著老美從超級大國這寶座上掉下
來，他們鬆了綁，到時就可以東山再起。
他們的首要目標還是朝鮮半島，再從朝鮮
半島進軍中國。

小日本滅我華夏之心不滅，其實他
們正在掀起了侵華戰爭的前奏，他們在中
華大地辦起了日本學校，搞什麽陰風陣陣
鬼氣陰森的什麽勞什子夏日祭，日本風情
街，還送來了成千的日本人來中國養老，
這些老頭其中肯定不乏參加過當年的鬼子
獸兵，雙手肯定沾滿了中國人民、亞洲人
民、東南亞人民的鮮血。

日本在他們的靖國神社裏貼上了臥
薪嘗膽，他們還日緊繼夜灌輸軍國主義
思想，讓小日本那些兔崽子從孩提起就對
中國心存仇恨，他們學校不是用愛的教育
來教育他們的下一代，而是灌輸恨的教
育，這些新生代就是不久的將來侵華的生
力軍。可恨我們國內有關當局還存在著這
麽多精日份子，如果沒有他們的批准，那
些日本學校、夏日祭、日本風情街，還有
軍國主義貴老能到華夏大地來，是該壓壓
了，中國人。

二○二二·十一·十

已進入深秋的十一月，
島國的四季並不分明，日子
依然在擱淺的潮汐間載沉載
浮。

走在夜的涼風中，腦海
忽爾飄來一串詩句，依稀鈎
起那段古老的故事、褪色的

青春卻仍璀璨。假若人生的羅盤可以校正，
我們會像「那群候鳥/克服不了環境/成群的
飛入社會」嗎？

（未來——致緝熙雅集同仁）
加入「緝熙」和認識蔡銘同時發生在

青澀年代，純樸的時光隱約，而撿起強説的
愁，回首卻都是甜美。當我們還傻傻的分不
清什麽是文學跟人生的時候，當初的蔡銘便
在寫詩，整天與「詩」為伍，為少年的憂愁
填寫驚歎。而歲月的輪轉從不等待，我們也
始終克服不了大時代的淘洗，並「遠離了各
持己見的話題」。

再次與他有更積極的接觸，已是三十年
後的千島。這時的蔡銘依然意氣風發，但卻
多了一種中年的成熟和穩重，從詩人到商人
其中的過程是繁複而矛盾的，但在商人的身
上我讀到赤子的詩心，在詩人的影子裡有夢
和堅持。就像「在聖大」一詩中他對人生對
愛的一份情懷與執著。

「把身份和貫籍遺忘
孤獨地走過寬廣的操場
看矮矮的青草慢慢的長高
在聖大，我夢想着
一個自由，沒有派別，
沒有爭執和分裂，
只有愛與和平的遙遠國度」
 ——在聖大

在菲華傳統的商業社會，如何保有熾熱
的深情在一不小心便質變的日子裡，至關重
要。

或許就是他這份與生俱來的遄飛逸興，
在每次千島聚會、在一群「撐起半個菲華文

壇」的詩人間，遂構成一條通向繆斯的方
向，讓我們朗讀那些熟悉的意象，與激情對
話。

席間，蔡銘的詩論仿如穿起思想的翅膀
在空中跌宕，遺留的痕跡卻是學習的源泉，
詩的養份滋養著彼此成長的路。然而，自古
詩人卻是寂寞的，唯有飲者留名。從身份的
轉換到地域的遷移，太多的包伏積壓在我們
這代人的肩膀，沉重是唯一的解讀。

「遠離深山密林，我明白
你也有離羣的孤寂，和
存在的枉然，雖然
在季節變換的時候
路過的鳥類
會在你身上棲息
帶來一些遠山的
顏色和聲音
然後成羣地離去」
  ——移植樹

又或者，人生不過是一場戲，在各種艷
麗的名字背後，當成功的淚水隨時間慢慢沉
澱，學習從束縛裡逃脫從痛楚中清醒，依然
是我們需要面對和必修的課題。

「戲散了/觀眾離去/留下/歡笑、淚水 /
感嘆聲

//演員退到台後/卸妝/我走出戲院/繼續
演戲」

  —— 戲

曲已終，戲未散。我們持續粉墨登場，
在人生這齣漫長的表演中演繹好角色。

而詩，則為我們不完美的生命補白，甚
至添上一筆輝煌，並在逐漸老去的日子裡、
在陽光的照耀下折射出微光。

紅葉蕭索的十一月，意圖把秋色抹濃，
而蔡銘的詩卻如天邊那片彩霞，不經意間染
紅了半邊歡顔。他的詩，他的情，從未止
息。 

鄭亞鴻

柬埔寨見聞錄
柬埔寨的吳哥窟與中國

的長城、印尼的婆羅浮屠、
印度的桑吉大塔被稱為東方
四大奇跡，被聯合國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被旅遊愛好
者譽為「一生必去一次的地
方」，我早就心嚮往之，於

是，在一個國慶假期飛往暹粒。

洞里薩湖的水上人家
到達暹粒的第一天，我們先到洞里薩

湖遊覽，乘大巴從酒店到洞里薩湖只需半個
多小時。

洞 里 薩 湖 意 為 「 巨 大 的 淡 水 湖 」 或
「大湖」，又名金邊湖，位於柬埔寨境內西
部，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洞里薩湖在
雨季因湄公河回流，面積可達10000多平方
公里，在旱季為6000多平方公里。湖濱平原
平坦、廣闊，長500公里、寬110多公里，西
北到東南，橫穿柬埔寨，在金邊市與貫穿柬
埔寨的湄公河交匯。它像一塊巨大碧綠的翡
翠，鑲嵌在柬埔寨大地之上，為高棉民族的
發展與繁榮提供了堅實的資源保障，是柬埔
寨人民的「生命之湖」。因為湄公河水內含
沖積物質所帶來的養份，使得湖中滋生大量
的魚蝦，無論旱、雨季都出產甚豐。目前洞
里薩湖是柬埔寨北部的主要「肉食倉庫」。

我們乘遊覽船遊湖。在接近一處水上
人家時，便有幾條機動小船駛來，靠近遊覽
船。這些小船都由大人掌舵，船上有兩三個
小孩，其中一個女孩脖子上圍著一條大蟒
蛇，向遊客討錢。出於同情，遊客都會給點
錢。而在水上人家區域，我們見到百貨店、
加油站、學校、醫院、教堂以及餐廳等，儼
然像個集鎮。看到遊覽船，許多婦女兒童便
會划著小船前來叫賣東西。

導遊介紹說，洞里薩湖有5萬多水上人
家，在獨特的船屋上以捕魚、種菜等為生，

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越南戰爭期間逃難而來的
越南難民。他們至今無國籍，當地不允許他
們上岸謀生，只能在洞里薩湖裡維持著人類
生活最低的水平。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無國籍的人在艱難
度日？

吳哥的孩子
在柬埔寨吳哥的各景點，都可以見到

三五成群的孩子。他們都赤著腳，有的裸露
著上身，只穿一條褲叉，一見遊客到來，就
會走向前，大些的孩子手裡拿著圍巾或明信
片叫賣，小些的孩子則用不很流利的中文說
「糖果」、「給我一千」（柬幣一千等於人
民幣2元），向遊客討要。除了柬埔寨，很
少地方能讓旅遊者在景區有機會接觸這麼多
當地的兒童。他們都是由於家庭貧窮而沒上
學的孩子。

在來柬埔寨之前，我就在網上看到網
友關於吳哥孩子要糖果的介紹，特地交代老
伴把家裡的糖果都帶上。現在國內很少有人
吃糖果，而親友有人結婚，還送糖果。這些
糖果都放著沒動，如今派上了用場。除了分
發糖果，很多遊客也紛紛拿出「一千」柬幣
零錢分送。

這些孩子都很可愛。接觸中國遊客多
了，他們都能講幾句簡單的中國話，見到女
的一律叫「姐姐」。一個中年女團友，拿出
幾張「一千」柬幣分發，發完，後來的一位
女孩分不到，她說了一句話表達她的不滿：
「姐姐不漂亮！」而一位團友在向六、七個
孩子分發「旺旺」餅乾時，一個大些的孩子
居然用中國話喊道：排隊！

在整個吳哥景區裡，究竟有多少這樣
的孩子，恐怕沒人統計。但我們知道，有很
多孩子把這裡當作他們的家、他們的樂園、
他們接觸外面世界的場所……

（2022年11月1日）

醺人

 返步奉和

建亨吟長《曼麗雙輝》
                                   紫荊飄纛幟，飛揚禹域說花朝。
                                   勵行兩制，外魔莫撼，炎黃兒女俊驍。
                                   葉落原塵依大勢，根歸故土順時潮。 
                                   焉能當附屬，母懷顯赫始稱豪！
 
                                   京徽至寶，篆隸兼騷。 
                                   對酒狂書草跡，揮灑擲杯墨氣滔。 
                                   大展香江藝，後世識嬌嬈。 
                                   古國文房今健在，流更遠，
                                   筆劃趨專精，簡體新驕。

原玉：
《曼麗雙輝》/ 陳貼新（建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廿五週年—— 
——香港書法界大聯展2022感賦——

 
                                   正金秋十月，香今日大國天驕。 
                                   東方古港，南疆海岳，明珠分外妖嬈。  
                                   峻峻獅山威岌岌，茫茫維海碧滔滔。  
                                   讚春秋廿五，踐行兩制領風騷。
 
                                   文聯俊傑，業界英豪。  
                                   龍虎遊天戲海，掀浪勝蘇海韓潮。
                                   筆虎臨池躍，舞劍墨豬驍。  
                                   大海灣方家共展，弘國學，
                                   攜手同追攀，喜贊今朝。
 

（2022年10月18日於香港）
（詞牌《曼麗雙輝》係香港文聯主席、香港文促會會長蔡麗雙博士自創的詞牌！）

林鴻東

風獅爺的起源（三）
虎面石敢當與獅面石敢當

在閩南石敢當的眾多種
類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虎面
石敢當與獅面石敢當。虎面
石敢當與獅面石敢當最早出
現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已
無可考。我是在研究劍獅的

過程中，慢慢熟悉起這兩種類型的石敢當。
2014年3月，泉州的媒體在報道安溪吾宗村
的一座獸頭石敢當時，也把那座獸頭石敢
當稱之為「虎頭石敢當」，據說依據是額
頭上有個「王」字。2021年3月《翔安區政
協》微信公眾號發佈的一篇文章《【漫話文
史】風獅爺原來是這麼來的~》。文中把大
嶝溪墘裡的一座獸頭石敢當稱之為「虎頭
石敢當」。翔安政協文章沒有直接解釋把
大嶝「明代」獸頭石敢當稱為「虎頭石敢
當」的原因，但從文意中看，判斷很可能
是根據兩點：一是「形似貓」，二是中腹
分兩列刻「龍軍虎將」。虎面石敢當在閩

南確實時常可見，但我認為，前述三點都無
法成為判定獸頭為虎頭的確鑿依據。一是額
頭上有「王」字的，還有獅。獅與虎同樣被
中國人視為獸王，獅甚至被視為能食虎豹的
終極獸王。其二，「形似貓」的，可以是虎
也可以是獅，況且大嶝這座獸頭石敢當的獸
頭，還真讓人看不出貓形。再者，僅僅「龍
軍虎將」的刻字又豈能指明這獸頭是虎頭？
由於雕刻得比較簡略，加之歲月的侵蝕，一
些獸頭究竟是虎是獅，並不是很容易判斷。
對此，我個人認為，虎面與獅面的區別最重
要的判斷依據是毛髮，正如我們可以觀察到
的，虎面的特點是毛髮直、短、細，獅面的
特點是毛髮濃、長、卷。獸頭有濃密鬚髮特
徵的，往往都是獅。此外，虎的耳朵較為顯
眼，這也是一個易於辨識的方面，大多的虎
面雕刻，都會強調虎耳的存在。總之，無論
是大嶝溪墘裡的獸頭石敢當，還是安溪宗吾
村的獸頭石敢當，兩者的獸頭均更為接近獅
頭的形象，還是稱為獅面石敢當更妥切。

這幾年，我在研究「劍獅」的過程
中，發現了「劍虎」的存在，續而又發現
似獅似虎的銜劍獸面。隱隱約約地，察覺
劍獅有一個從虎面到獅面的演化過程。續
而，我又發現，劍虎、劍獅其實質就是虎
面、獅面，是虎面、獅面與七星劍的疊
加。故劍虎石敢當與劍獅石敢當，其實就
是虎面石敢當與獅面石敢當。關於虎面石
敢當，廈門著名鄉土作家黃紹堅先生曾給
我提供了線索：「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博士
著有《中國西南行紀》一書，記載了四川
會理、雲南霑益等處「鬼面銜劍」、「虎
面銜劍」的石敢當」。看到留言後，馬上
到網上購買《西南中國行紀》一書。書中
果然找到了鳥居龍藏寫的《雲南省及其他
地區之「石敢當」》一文，文章如下：
「十一月十八日，一早從霑益州城出發。
本日隨行護衛者有六名兵卒、壯丁和一名
馬伕。出城南門，沿丘陵邊緣一路前行。
途中經過諸多小村落，看見這一帶人家都
有安置石敢當之風俗。

石敢當在中國內地為常見之物，將此
三字刻在石上，立於門外以作避邪之用。
通常都立房屋正面的空地上，然值得留意

者，雲南的石敢當，無論其形狀抑或安置
場所，與其他地方均有明顯區別。即不僅
在石上刻石敢當之文字，並且還把石頭雕
刻成虎形，在胸部刻上石敢當三字，放置
在房頂。由其所放位置看，正好與日本放
置在房頂上用作避邪的鍾馗像頗相似。此
外，還看到在家的大門處，用一尺大小的
圓形木板，畫上虎頭，口銜寶劍，頸部處
寫上石敢當三字。

為何雲南的石敢當不同於他處，其形
狀為何系虎形？因中國人自古就信仰虎為
百獸之王，其威力可降伏各種邪魔。大概
雲南人就是緣於這一信仰而採用了如此不
同的形式。」

鳥居龍藏撰寫此文時間是清末，現
已過了一百多年。他對中國風土的觀察是
極為細緻的。文中，鳥居龍藏迷惑於虎面
石敢當與劍虎石敢當中的「虎」。顯然，
他是不明白中國風水術上的法力疊加法。
鳥居龍藏隨後還觀察到了太極圖與石敢當
的組合，虎形與太極圖的組合，並為此提
出：「石敢當上單刻文字系為後世之變
體，而此前可能與虎與太極圖有關。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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