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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莊勇

從國旗說開去 閒話飲食與罪惡
國歌跟國歌一樣，都

代表著一個國家。記得香港
「港獨」叛亂把國旗扔在地
上踐踏，或是丟到海裏去。
他們甚至有了自己的所謂國
歌與國旗，這場由美英日以
及盤踞在中國的寶島台灣省

以蔡英文為首的叛徒支持，一時掀起了腥風
血雨。最後叛徒沒一個死傷的撥亂反正，中
央政府祭出了國安法，把那些黃屍港獨賣國
賊，抓的抓，逃的逃，祖國這顆蒙塵的東方
明珠終舊又恢復了平靜，還留下數不清的賣
國賊，潛伏地下，暫時偃旗息鼓，伺機而
動。這只是在國家有難時，國歌與國旗一樣
都得遭受凌辱。

記得小時候上世紀六十年代唸書時，上
午念中文，下午念英文。每天早上都舉行升
旗典禮，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先唱菲律濱國
歌，升國旗，然後再唱「中華民國」的三民
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的「國歌」。那年代中菲還沒恢復邦交。我
離開學校還沒停止升「中華民國」國旗，唱
「中華民國」國歌這程序。一直到七十年代
中菲恢復邦交，中國的台灣省，只要與大陸
恢復邦交，台灣方面一定主動絕交，他們堅
決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他們聲稱，中國大陸
只是暫時被共產黨佔據，他們終日高喊著反
攻大陸。不像現在那些台獨份子，終日只想
脫離祖國大陸而獨立。

不著邊際的撓了一大圈，還是回到正題
上。最近中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派出了七
人欖球隊到南朝鮮參加亞洲七人欖球賽，在
開幕典禮時，居然把中國國歌唱錯，變成了
港獨的歌曲。一首國歌至少有二三分鐘吧，
剛開始在幾秒鐘內應該發現有錯，應該立刻

停止，更換，看來這次播錯中國國歌不是工
作人員所犯下的低級錯誤，應該是有意為
之。事發後，引起李家超特首的注意，責成
有關部門要嚴肅跟進，一定要討論個說法。
南朝鮮有關方面道歉了。

這次辱華事件，主導者是香港派出的七
人欖球隊隊員，取得了南朝鮮當局的合作。
南朝鮮這國家最近才發生人擠人的踐踏事
件，死傷無數，又發生了對中國不友好的舉
動，看來要是沒有老美頂住，南朝鮮早就被
北朝鮮解放了。

由這次播錯國歌事件，我想起一樁事
來。有一年我與家人到越南南方的胡志明市
旅遊，到他們的菜市場上參觀一個擺攤的跟
我說：「我恨中國人。」看來那婦人分不出
華人與東南亞人民的分別，當著一個華人說
她恨中國人，令我駭然失色，我只能無言以
對，速速離去。會不會南朝鮮人民也有跟我
越南南方人民一樣的心態：仇視中國人呢？
我想那位擺攤的大媽在越南未解放前一定是
個資產階級越南北方把越南南方解放了，那
些有錢人肯定會一夜之間成為無產者，難怪
他們會痛恨中國幫忙越共解放南方，南朝鮮
會不會也有類似情結，朝鮮戰爭已過去七十
多年了，人們應該忘記了的，活在那年代的
人，至今也已七老八十多歲了，年輕一代沒
經過炮火的洗禮，應該不會對中國懷恨在
心。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這次香港七人欖球
賽在唱國歌時擺烏龍，是由那七人欖球隊員
主導的。

香港有關當局一定要清除所有黃屍港獨
賣國賊，把所有隱藏起來的曱甴全部清除乾
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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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聖誕佳節將至，衛
生部提醒民眾，特別是有合
併症的人士，在聖誕季節期
間要適度飲食。衛生部負責
人瑪麗亞.維吉爾在最近的一
次新聞發佈會上說：「在聖
誕節期間，我們許多人都吃

不健康的食物，特別是烤乳豬和高脂肪的海
鮮，然後會有幾次被邀請喝酒和吃飯。」

維吉爾說：「因此，我們提醒我們的
公民在這段時間裡要適度飲食。」她說：
「並不是說我們禁止你們吃（那些食物），
而是讓我們試著適量食用。」這名衛生部負
責人亦告訴大家，在這個節日期間，有合併
症的人也應該注意他們的食物和酒精飲料的
攝入。

有高血壓、心臟病、腎病、糖尿病和
其他慢性疾病的病患，應該盡量減少對有害
健康的食物的攝入。肥胖者和上了年紀的長
者，即使沒有罹患以上任何一種慢性疾病，
也應該少吃烤乳豬等高脂肪的大魚大肉，以
及其他有害健康的食物，以確保身體的健
康。

不過，本文主要並不是要探討吃高脂
肪食物會危害健康的問題，而是何以衛生部
要在這個時候敦促民眾適度飲食。衛生部之
所以做出以上呼籲，是提醒民眾不要在這段
時間放縱飲食；這也說明菲律濱民眾在聖誕
季節大吃大喝，已經成為一種風俗。

基於菲律濱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筆
者本身也是一名基督徒，所以對信徒對聖誕
節的看法和所持態度頗感興趣。在菲居住了
將近半個世紀，多多少少也知道菲律濱人普
遍是用什麼方式來歡度聖誕佳節。

菲律濱人普遍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
三大教派之一），所以非常重視聖誕節，把
它視為一年當中最重大的節日。菲律濱號稱
擁有全球為期最長的聖誕季節，每年從9月
起就開始瀰漫著佳節氣氛，到處響起旋律優
美的聖誕歌聲，節日氣氛在平安夜達到最高
潮。

聖誕節是慶祝耶穌基督誕生的節日，

信徒應該以各種宗教崇拜儀式來歡度這個佳
節；用最虔誠的心態，來迎接人子的降世。
年長一代的信徒在這個節日裡，一般都是前
往教會參加一系列的崇拜聚會，或者是在家
裡自行靈修；無論是在教會中抑或是在家
裡，大家都是在向上帝禱告，感謝祂賜下獨
生愛子，來到人間完成救贖工作，用自己的
身體和寶血替世人贖罪，成為我們的挽回
祭。

信徒也應各自反省在過去一年的言行
舉止，求主赦免我們所犯的罪，用祂的寶血
再一次塗抹我們的眾過犯，並立下志願要在
新的一年裡靠主的恩典遠離罪惡，一心一意
跟隨祂，在祂的指引下過聖潔的生活。用這
種方式才能度過一個意義非凡且合神心意的
聖誕佳節。

可是現今的信徒，尤其是年輕一代，
他們過聖誕節已幾乎跟宗教信仰毫無關係。
而今許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內，他們歡度聖
誕節的內容，幾乎都是吃喝玩樂。當然，聖
誕節既然是一個值得普天同慶的偉大節日，
就應該跟家人和親友隆重慶祝一番。雖然重
點是崇拜聚會和靈修，但也不應該完全是宗
教儀式，也要與家人吃一頓聖誕大餐，或者
參加各種場合的聖誕聯歡活動；然而要有一
個限度，不是整個季節期間，整天就是吃喝
玩樂。

聖誕期間信徒不是不可以大吃一頓，
但是要有所節制，不要過於放縱。不要以為
吃喝玩樂是很平常的事，若是不加以節制地
過於放縱，將很容易陷於罪惡當中。挪亞的
時代，上帝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
想的盡都是惡，其中一項就是大家整天都只
顧著吃喝嫁娶。

所謂飽暖思淫慾，當我們每天都過著
夜夜笙歌、紙醉金迷的生活，就會趨於放
蕩，最終墮落。

因此，信徒不單只是聖誕季節期間，
就是在平時，飲食也要有所節制，生活更要
過得有規律，才能保守自己免於陷入罪惡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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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人

 返步奉和

竹草女史《一斛珠 • 春逝》

                                            惜春何苦！長年四季環相顧。
                                            別時留下回頭路。
                                            世上癡人，淚涕交相舞。

                                            有話裁詩沽酒訴。強於啕哭哀聲度。
                                            幾行開解傷心處。
                                            臘去春歸，往返純天數！

原玉：
《一斛珠 • 春逝》/ 竹草

                                            亂紅無數。幽懷莫向飄零處。
                                            東風幾度愁無度。
                                            抱影難眠，倩與誰傾訴。

                                            柳岸無人風自舞，雲山孤雁尋歸路。
                                            客窗有恨遙相顧。
                                            聚散何由，最是離情苦。

謝如意

我們的生活充滿溫和陽光
經過了前夜在家鄉尋覓

電腦工作的勞累，近兩天睡
早起晚。

攝氏20度的氣溫，在
做些活計如做準備運動後，
就穿著就寢的短袖夏衣出門
早步，腰間紮著外衣就是

「保險帶」。天色陰陰欲雨，晨風習習抖
衣。體熱快要冒汗的時候，風柔柔把汗勸
回去；肌膚感風吹欲冷的時候，又是體熱
禮尚往來地把風冷婉言謝辭。它們如此藉
著我的身體把我調戲，在它們推來推去的
做愛中，誕生了把我的身子保持了不冷不
熱的舒適的寶寶，溫馨我身也怡然我心，
讓我在這不見陽光的時刻，心裡充滿了溫
和的陽光。

都說得熱鬧的是人際關係，而人際
關係不乏撲朔迷離。而我與氣溫和晨風的
關係，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善於處理好
了，一切都可以調適和諧。看，一坐下要
早課，立馬穿上外衣，又安然無虞了。

實事求是，隨機應變，大大小小的事
都得如此。那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有天
地而橫行無忌蠻不講情理的言行，不是潑
婦的「專利」，恐怕也是輕狂者的病態！
他們在生活中是難以有豐富而和諧的美遇
而心靈充滿溫和的陽光的，倒是可能因為
心靈長期被外邪的侵蝕和內修張力不足，
導致了由於長期浸淫潮濕孽生了蚊蠅腥臊
氣，令人避之猶恐不及。

記得多年以前，鄉中有個叫漢友的相
鄰生產隊鄉親，途中相遇就懇誠希望我們
把街邊的老屋翻新，雖然我們的老屋如今
總算翻新入住了，但他卻不幸早已辭世！
我仍十分感恩他的友好深情。他的關心就
像溫和的陽光永駐我心頭！

因為同樣的事，關心我的親友我都很
感激，但難以一一道及。只是緊鄰村落的
一個黃姓的中年男子，也是情不自禁設身
處地跟我念叨此事，並且細緻說及房屋結
構及大門看向等，雖然我們也沒啥正式遷
居更沒有宴請賓客，在我心裡牢記著他的
感情恩澤。

這就如同街一位異姓鄰居也是發自內
心的懇切盼望我們早日翻新舊房以便繼續
當鄰居。

儘管此時他們都在外省工作難以謀
面，但是我牢記其至
純關心的深情！他日
有緣相遇，當以誠摯
面謝。

近日回家，與
同村一個單身漢鄉親
邂逅相遇。這是一個
終日不辭勞苦低賤打
工自謀生路的鄉人，
他也是曾經由衷希望
我們早日翻新老房，
並且無私無畏說了些
可以刺激我的話兒的
人。而如今知道我們
老房已經翻新，那種
發自心底的喜悅讚賞
之言脫口而出，歡樂
至情溢於言表，那也

真是我所遇到的難得的真情之一。儘管它
其貌不揚地生活在社會的底層，但是他對
於我有堪稱高雅的待遇，我也是深深感恩
著他的！

由此略微聯想同街有人聽說我孩子未
婚時，就毫不猶豫要把她娘家的侄女介紹
給我們，此中的信任和真情的溫馨，在前
不久他們夫妻從外地回來事邂逅時，我也
是與他們對飲茶與開水言歡感恩不盡！同
街村和不同街村的、健在的或英年早逝的
鄰居堂親表親與朋友，也都曾經十分用力
幫我兒子介紹好對象，沒成的原因不在他
們，我永遠感恩他們！

更為讓我感動和不忍的是，在另一
條街道上的一個女同胞，竟然是毛遂自薦
要把他們一個女兒送給我們當兒媳婦！儘
管種種原因未能成事，尤其是她竟英年早
逝，但我對他們的感恩之情，答恩之念都
是沒有停息的。因為我知道，懂得愛與善
於愛是一種德行智慧和能力！古人垂訓:
「莫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常將有
日思無日，莫到無時想有時」。我畢竟不
是「葉公好龍」的人、也不是夜郎自大的
人，更不是見利忘義恩將仇報的人！

眾所皆知，我不是一個善於煙茶酒交
際的人，只是持之以恆抱樸守拙見義勇為
的人。我們生活自知富足本分度日，錢物
交往不闊綽更無奢侈，但守道答恩當仁不
讓不乏「兩肋插刀」！因此，所有對我真
好的都不是一般的酒肉兄弟，而是神交的
「淡如水」的真情人！我擁有他們就如同
擁有生活中溫和的陽光，滋潤我光明與溫
暖，促進我心身健旺氣定神閒。

我們的生活充滿溫和陽光。我慶幸在
陋俗氣氛甚囂塵上的時刻，竟然還擁有我
那掛一漏萬的無數真情。我也記得傳說中
「今離家鄉十八秋，金銀斗米我不收。兒
孫自有兒孫福，不管父親做馬游」的打油
詩和故事。我當務之急是仍然管好自己、
做好自己刻不容緩要做好的事！感恩不是
剛開始，答恩正在無窮時！

我們的生活充滿溫和陽光。「我曾踏
月而來，只因你在山中」，生活充滿溫和
陽光的人的生活美如詩畫、「自強不息，
止於至善」的人通天達地氣壯山河！

2022年11月1日早課問早安
於廈門海邊

逸峰

 《燭影搖紅 • 初冬眺遠》

                           冬令來臨，珞基峰頂凝冰罩。
                           臨窗眺遠慎思間，愁緒難揮掉。
                           畢竟三春鵲噪。雪季隨、幽居寂悄。
                           鍛心灼志，燭影搖紅，深情奧妙。

                           陌路崎嶇，塵寰穢亂虛無爆。
                           窮兵黷武霸權凶，真理悲傷耗。
                           邏輯嚴明至要。凱歌傳、山鳴海嘯。
                           發揮公正，大道輝明，蒼黎歡笑。

  （2022/11/19）

 返步奉和
逸峰兄《燭影搖紅 • 初冬眺遠》/ 勞麓

                           眺遠初冬，誰人痛苦誰人笑？
                           神龍奮起顯神通，昂首朝天嘯。
                           強盛片言居要。悍無畏、霸權對耗。
                           清零安內，太空探勝，宇寰震爆。

                           歐陸烽煙，烏邦抗暴稱奇妙。
                           女王冥府會閻王，王室雄聲悄。
                           山姆力衰降噪。作威福、終須垮掉。
                           初冬眺遠，景氣烏雲，兩般籠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