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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泉源森

對「習拜會」有感
根據報章最新的消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在
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同美國總
統拜登舉行聯席會議，兩國
元首就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性
問題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
題坦誠深入交換意見。

我們希望這次的峰會能改變中美最近的
緊張關係，南海本來是風平浪靜，風調雨順
的海域，由于美帝重兵進駐，更明目張膽地
公開支持台獨首腦蔡英文，使蔡英文以為有
了美帝當靠山，即大言不慚地要和大陸分庭
抗禮，肆無忌憚以雞蛋碰石頭之姿要劍指大
陸，這種愚蠢之舉，必定會徒置台胞生靈塗
炭，殺盡趕絕，慘絕人寰。

習主席指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的局面
不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
國際社會期待。中美雙方需要本著對歷史、
對世界、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得對新時期兩
國正確方面，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
展軌道，造福兩國，惠及世界。

這次中美元首的會晤，正好是中共二十
大閉幕之後，這次會議黨和政府的內外政策
公開透明，戰略意圖光明磊落，保持高度連
續性和穩定性，我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
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把實現人民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出發點。堅定不移地改革
開放進行下去，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
中國將繼續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和平解決爭端，深化和拓展全球夥伴關係，
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
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中國將堅定和平發展，開放發展，共贏
發展，做全球發展的參與者，推動者，同各

國一起實現共同發展。
至於台灣問題，習主席闡述了台灣問

題由來以及中方原則的立場。習近平強調，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
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中美關係中一條
不可以逾越的紅線。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
自己的事，是中國的內政，維護祖國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共同心
願。任何人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都是
違背中國的民族大義，中國人民都絕不會答
應。

我們希望習近平與拜登的會議，能坦誠
相對，更希拜登不要口是心非，說一套而行
一套，言行不一，這樣的會議就等于虛有其
表。雖然美總統曾經數次表示不會支持「台
獨」，無意將台獨作為謀求對華競爭優勢或
遏制中國的工具，希美國能言而有信，承諾
落實為要。

在會議中，拜登深深地表示，美國不
支持台灣獨立，更不會支持「兩個中國」或
「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美國
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尋求利用台灣問
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希望看到台海和平
穩定。

我們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
現在是以不變應萬變，美總統拜登所言尚待
時間來證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謀求兩
岸統一還是不能放鬆，時間是寶貴的，時間
就是金錢。我們絕對不能立即相信美帝的花
言巧語，每次美帝的承諾，都是他自己來推
翻。我們還是要依照我們自己的時間表來辦
事。中國領土的完整，是全世界有血氣的中
華民族最終的願望。我們希望在我們有生之
年看到中國的和平統一，中國明天會更強！

菲律濱的外交政策
當前的世界風起雲湧，

所謂弱國無外交，菲律濱便
屬於此類國家，在這種情況
下，如何搞好自己的外交政
策，以爭取最高的利益，事
關重大。

我是很贊同杜特地前總
統的外交政策的，也希望馬可仕當局能夠
沿續這種政策，那就是親美、友華、團結
東盟、獨立自主的方針不能改，為國家爭
取最重大的獲利。

親美一向是菲律濱的外交支柱，因為
有著菲美安保條約，為國防安全的命脈，
也能省下大筆經費，去發展國內經濟事
務、解決民生的問題。

菲律濱是群島國家，四面環海，海是
天然保障，也是根本所在。 如何搞好和鄰
國的友好關係尤其重要，正所謂遠親不如
近鄰。

這就涉及菲律濱與北方強鄰中國的關
係了，中國近年來發展迅速，已成為當今
世界第二強國，菲國的經濟要依付它才能
生存；就不能不談到西菲律濱海或南中國

海的問題，我們心知肚明，南沙那些島礁
早已經名花有主了；不能說離我們近，就
屬於我們，早在我們獨立以前，就有人佔
據了，根據巴黎條約的規定，菲國的版圖
到西只劃到巴拉灣島為止。

那為什麼不能放棄這些島礁呢？ 因為
它們都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菲律濱現
今佔據了九座島礁，而且這些島礁位於菲
國的專屬經濟區內，被稱為自由群島。

當然了，對外絕不能說這些島礁不是
我們的；而為了分得一杯羹，儘管我們知
道這不屬於本國領土，但還是要對外宣稱
這屬於本國主權所有，以作為與中國討價
還價的資本。

今後絕不能夠再重蹈阿謹諾政府的覆
轍，因激怒中國而導致他們擴建人工島，
要打我們是打不過中國的；只能守住現有
的島嶼，跟中國談判，在油氣田的開發與
捕魚權上，爭取最重大的利益。

作為一個弱國，我們今後在外交上要
好好利用自己的優勢，避免淪為某方的棋
子，才能遊走於大國之間，而且還要集合
東盟的力量，創造出外交上良好的局面。

林鴻東

風獅爺的起源（四）
在 中 國 內 地 或 朝 鮮 ，

有些地方將太極圖繪在廟前
或民居牆上，也可能與石敢
當之含義有關。」鳥居龍藏
筆下的中國西南「虎頭石敢
當」、「劍虎獸牌」、「繪
有太極圖的虎頭獸牌」與今

天我所研究的閩南「獅頭石敢當」、「劍
獅獸牌」、「繪有太極圖的獅頭獸牌」是
何其的相似。閩南同樣有虎面（含劍虎）
文化的遺存。鳥居龍藏所提出的刻字石敢
當為與虎、太極圖有關的石敢當的變體的
「變體說」，對我有啟發作用，但我不太
認同。我個人認為，石敢當的來源應該是
極為古老的石頭崇拜，無論是刻字石敢
當還是畫圖石敢當，都是石敢當文化的分
支。只是後來刻字石敢當因製作更為簡
單，流傳得更為開闊久遠而已。

四、從獅面石敢當到風獅爺
最近在研究獅咬劍，同時也在研究

石敢當。就這麼巧，這兩類風物都是三個
字，也都是厭勝物。獅咬劍，台灣人叫劍
獅，也可以說是咬劍獅。受獅咬劍啟發，
幾天前，我忽然想到石敢當這名字，會不
會也是倒置語法，其實就是「敢當石」。
當就是擋，「敢當石」就是敢擋石。我
們知道，人們也喜歡把門口的石墩或石鼓
俗稱為門當，這門當的「噹」，同樣是
指「擋」。門當就是門當石，與石敢當一
樣，都有避邪鎮煞的功能。套用獅咬劍與
劍獅的說法，石敢當也可以稱為當石，而
門當石很可能只是當石中的一種。如果這
樣理解，石敢當就可以解釋為「擋煞的石
頭」。語序倒置，是閩人的習慣，如公雞
叫雞公，客人叫人客，補菜叫菜補，諸如
此類。故獅咬劍與石敢當，應該是同一文
明的產物。兩者之間的淵源極深。獅咬劍
（獸王）與石敢當的結合，時時可見。兩
者之間的整合是極有可能的事情。

這幾年，我在《鷺客社》發起了一
場「尋找劍獅——被遺忘的閩南之徽「人
文活動。除了自己不斷尋找之外，不少文
友與讀者亦加入進來，形成了小有規模的
「尋獅」愛好者群體，至少也有二十多位
了吧。泉州泉港的鄉村建築設計師王茂光
便是其中熱心的一位。有一天，小王又給
我發來了與新發現的劍獅有關的圖片與視
頻。此尊新發現的劍獅位於泉州市泉港區
前黃鎮鳳安村萬安宮門口。其造型與之前
發現的劍獅（獅面）石敢當劍獅不一樣，
它不只是獅面，還帶著立式的獅身。對
了，它與金門風獅爺極其相似，完全可以
視為大陸版的風獅爺。這是迄今為止，閩
南可以找到的最像金門風獅爺的「大陸
風獅爺」。之前，我在系列文章中多次指
出，獅面無論是含劍還是不含劍，都可謂
是閩南版的吞口，而獅面石敢當，或為金
門風獅爺的前身。遺憾的是，雖然找到了
大量類似金門風獅爺的獅面石敢當，兩者
之間卻多多少少還是有一定的區別。泉港
發現的此尊獅身石敢當，由於與金門風獅
爺幾乎無異，成為了「閩南風獅爺」民俗
存在的重要證據，同時，也為金門風獅爺
大陸起源說提供了重要的佐證。

據以前諸多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果：
金門風獅爺是從獅面石敢當演化而來。依
據是，我在采風的過程中及讀者提供的線
索中找到了大量介乎於兩者之間的獅面
（獅身）厭勝物，且明顯有逐步演化的痕
跡。其演化邏輯是這樣：閩南地區普遍存
在著石敢當與石獅公兩種石質厭勝物。普
通的石敢當大多體形小巧。稍為大點的石
敢當則往往與獅面（獅頭、獅首，或有銜
劍）進行法力疊加，產生了獅面石敢當。
這獅面石敢當受到石獅公的影響，慢慢與
石獅公的形象融合，又演化出站立式的獅
形石敢當。這便是金門風獅爺的起源。

（全文完）

李芙蓉

懷揣謙遜之心
有這樣一個故事，說一

位法國夫人隨女兒來到上海
居住，女兒給她請了一個女
孩做保姆。相處過程中，法
國夫人各種挑剔，女孩認為
夫人是故意刁難她，實在忍
受不了，準備辭職不幹。女

孩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另一個胖女孩後，胖
女孩說，如果你要辭職的話，就推薦我去
試試。

胖女孩來到法國夫人家裡後，同樣的
做法，法國夫人指責她走路姿勢不對，要
穩要輕；看人眼神不對，要純要正；坐姿
不對，要雙腿併攏；直接用手拿食物給主
人不對，要用盤子……總之看哪哪都不順
眼，簡直一無是處。

但是胖女孩沒有氣餒，沒有抱怨，
她照著法國夫人的話在穿衣鏡裡不斷審視
自己，發現法國夫人說得很有道理，她走
路輕微彈跳，腳步很重，地板咚咚響；她
看人喜歡斜視，給人不誠實之感；坐椅子
時，她兩腿敞開，很不雅觀；拿食物時，
直接用手拿雖然快捷，但是既不衛生又不
禮貌……

她認為夫人的「挑剔」不是刁難，
而是指出了自己無意識間養成的壞習慣，
平時自己生活得隨意而且散漫。她坦然接
受夫人的建議並不斷改進自己。幾個月之
後，終於博得了夫人的肯定。法國夫人告
訴她，自己出生於貴族家庭，從小接受的

是上層社會的良好教育。隨著時間的推
移，胖女孩的謙虛好學精神贏得了夫人的
讚許與喜歡，被夫人送去法國留學深造，
開啟了不一樣的人生。

不由得，我想起了唐太宗李世民和
魏征的故事。魏征是個直脾氣，只要發現
李世民有不當之處或不軌之心，便不顧死
活直言進諫。據記載，前後上諫有兩百多
次。李世民虛心聽取魏征的建議，終成一
代明君。魏征死後，唐太宗傷心欲絕，感
歎道：「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為
鑒，可知興替；以人為鑒，可明得失。魏
征沒，朕亡一面鏡子矣！」胖女孩正是以
法國夫人的「挑剔」為鏡，不斷審視自
己，修正自己，提升自己，獲得了異於常
人的優雅氣質，也遇到了人生路上鼎力相
助的貴人。

同樣一件事，不同的人對它的態度
完全不一樣，甚至截然相反，當然，結局
也肯定不一樣。有的人長著一顆玻璃心，
遇到點芝麻大的不如意便滿腹抱怨畏難而
退，有的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者
不想改變自己，只幻想著讓現實和社會順
應她，到頭來瞎忙一場，終是兩手空空，
而後者卻是積極面對每一次挑戰，審視，
接受，改變，最終化繭成蝶，華麗轉身。

為人處世，我們應懷揣謙遜之心。
三人行必有我師。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
亮。只要你細心觀察，生活中處處有學
問，人人可為師。

李淑雲

紅塵有夢不虛行
——讀蔣光平老師散文集《讓夢想開花》有感

敞開的窗前，初冬的風
吹來一絲寒意，而面前書桌
上蔣光平老師的《讓夢想開
花》，卻給人一種如沐春風
的溫暖。書的封面，一位少
年手舉著紙飛機和蒲公英站
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使人浮

想聯翩，彷彿有一個綺麗的世界隱藏在書
中，令人產生迫不急待地去讀的慾望。

蔣 光 平 老 師 從 小 就 愛 好 寫 作 ， 高 中
畢業後又如願以償考入一所師範學院中文
系，這無疑為他的寫作插上了騰飛的翅
膀。十多年來，先後在國內外報刊雜誌上
發表文章1000餘篇，獲得了首屆「華鎣市
文藝最高獎」、第四屆「廣安市文藝最高
獎」，以及「四川省報紙副刊好作品獎」
等各種獎項。

蔣 光 平 老 師 的 散 文 集 《 讓 夢 想 開
花》，全書分為六輯，分別是：戀戀紅
塵、圍城內外、心靈感悟、流年碎影、談
指吮食、無關風月。書中沒有太多華麗的
詞藻，行文落筆簡潔自如，一件件看似平
談的事物，經蔣光平老師娓娓道來，卻妙
趣橫生，入木三分，有的更是蘊含著抱樸
守拙的涉世之道，令人回味無窮。

書中《1979年的愛情》，文中的母親
起早摸黑，用兩天的時間為父親做了兩雙
新鞋，作為定情物送給父親，樸實無華的
文字裡卻寫出了那個年代裡愛情的簡單和
美好，與當今被「房子、車子」充斥的愛
情有著天壤之別。文章裡有一個境頭特有
意思，愛面子的父親，軟磨硬泡在戰友那
裡借來手錶，中山裝衣兜上還別著兩支閃
閃發亮的鋼筆，把自己打扮得像個幹部，
讀來令人忍俊不禁。

讀一本接地氣的好書，就像結識一位
良師益友，獲益匪淺。《讓夢想開花》的
確是這樣一本好書。書中很多文章題材新
穎，構思巧妙，令人耳目一新，值得一讀
再讀。像《我的「低碳」國慶周》、《在
古詩中約會春天》等等。如果離得近，我
一定去《開家打鐵鋪》一文中提到的「表

姐」開的那家打鐵鋪看看，捕捉那些紛飛
的火星閃過的亮光，看看它們是懷著怎樣
曼妙而執著的心情走進蔣光平老師的腦海
中的，令他有了開家打鐵鋪給城裡人減壓
的想法。

誰 的 生 活 都 不 是 一 帆 風 順 。 儘 管 如
此，在人生的某一個路口，遇到困難，仍
寄希望於上帝，而上帝眼明心亮，眷顧的
都是那些有準備的人。哲理文《真正的上
帝》就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大學畢業前
夕，在別的同學奔波於各種招聘會時，
「我」卻沉迷於遊戲中。後來父親的一個
電話令「我」大夢初醒，父親在家用錢為
「我」鋪的路成了死路，好幾萬塊錢的血
汗錢打了水漂，工作亦無著落。人生不是
一條直線，亦沒有任何捷徑可走，求助於
上帝倒不如求助自己，自己才是自己命運
的主人。

蔣光平老師十幾年筆耕不輟，堅持寫
作，自然有書相伴。一路走來，與書的感
情亦非同尋常。因此有了《冬季有書不覺
寒》、《人生有夢書相伴》等與書有關的
文章，裡面的許多句子讀來震耳發聵。如
「書跟雪一樣，能將讀書人染塵的心洗滌
乾淨」、「以書為伴，可以把夜照亮，把
心烘暖」等等。有書相伴的人生自是多姿
多彩。在書海裡，「願為波底蝶，隨意到
天涯」，在閱讀中見自己，見天地，見眾
生，這或許是每一個喜歡讀書之人，與書
相伴，過逍遙自在通透明淨的人生的真實
寫照。

傍晚時分，一個人漫步在海邊，蔣光
平老師的《讓夢想開花》不經意出現在腦
海中。多麼富有詩意的書名！人生在世最
大的幸福，莫過於潛心篤志去實現自己的
夢想。蔣光平老師做到了。

正所謂紅塵有夢不虛行！2017年6月，
他又創辦了妙筆寫作培訓網校，如今桃
李遍佈大江南北。蔣光平老師用文字敲響
了自我生命的鼓點，敲出了自己獨特的韻
味，值得我這個喜歡了三十年文字的人膜
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