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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子漁 謝如意

淺談菲律濱的華文教育 阿牛玩詩
菲 律 濱 的 華 文 教 育 可

以說只是一種擺設，華裔菲
人，土生土長的華籍子弟，
新移民的華僑，居於斯，就
要在這地方接受教育成長。

華文教育自從政府頒佈
了縮短華文教學的時間，華

教每況愈下，不說別的，我的五個孩子，那
二個男孩，讀華文只是被迫無奈，三個女
兒，二個是優秀生，離開華校後把華文一古
腦兒還給了華文老師，除了認識他們的名字
外，其餘的能剩下多少呢？這是菲律濱華文
教育的失敗，也是菲華社會的悲哀。

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最後幾
根老骨頭還是會埋於斯，生為一個有著華夏
血統的華裔菲人，學會本民族語言文字跟所
在國應該不會造成很大的矛盾。

目前的華校學生流失，顯現華文教育的
失敗。

記得小時候在南島念書時，剛抵達時只
有唯一一間中華中學，後來又增加了由天主
教會創辦的天主教華校，最後又增加了一間
佛教人士創立的佛教學校。歷史最悠久的中
華中學至今已成立一百多年。

該校的組織由當地華僑華人為骨幹，
經費由全市華人商店負責，他們以集資的方
面籌得學校經費。比如這次需要多少經費，
就由經營白糖的華人商店負責，每間店舖在
一定的時間內從岷市估入多少袋白糖，每袋

抽取若干，我記得好像是五毛錢，賣給校董
會，做為應急的經費，那時的學費每學校才
二三十元。這種方法跟馬來西亞的華人有點
異曲同工。

馬來西亞的教育分二種，華文學校與英
文學校，讀華校的，畢業出來的學生，中文
水準不錯，馬來西亞出過不少的華文寫作的
作家，都是土生土長的，讀英文學校的華文
就比較差了，不過念華校的也略懂英文。

華文水準除了海峽兩岸以外，應該就數
馬來西亞的華人了，新加坡的華文水準比不
上馬來西亞，香港的華文教育更不用說了，
我想在新加坡的後面吧。這只是我自己胡亂
猜測，不盡其實。若有差錯還請讀者見諒。

一直以來，我就想要是咱們菲律濱也
學馬來西亞那樣，自己編一套菲華華語語文
課本，全部都以菲律濱的風土人情為主，宣
揚熱愛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場土地，教育
出新一代的華裔菲人。除了語文，也應該有
歷史，主要就是講述菲律濱在西班牙殖民之
前，與中國的交往，西班牙時代到美國殖民
菲律濱到日寇對菲律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
一直到新的菲律濱共和國的誕生，也多少滲
入與宣揚中菲自明朝時與菲律濱的往來。除
了語文與歷史，再加上一科公民，宣揚中國
固有的四維八德，以提高社會公德心。

這只是筆者一時興之所至，胡亂塗鴉，
見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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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牛有點調皮，也認
識了些字。有一天上山砍
柴，發現有片落葉上寫了一
首詩。雖是拖泥帶水字跡模
糊，但依稀可辨，於是便左
看右看上看下看，斷斷續續
念了起來:

「離地三尺一條溝，一年四季水長
流」，看到這裡阿牛笑了，這有什麼稀
奇？多了去了！

接著看下去「不見牛羊來吃草」，
阿牛更是啞然失笑，明明是騙人！這山上
牛羊吃草多了去了，還「不見」哩，是瞎
子？

再看下去「只有和尚來洗頭」。阿牛
一愣，和尚咋跑到這荒山野嶺來洗頭呢？
先是一頭霧水，後來略有所思似有所悟。

往事若在昨天。原來阿牛不僅會上
山砍柴，而且會暗地偷腥。黑店老鴇曾經
戲弄過他，譏笑他身上拿不出多少個錢，
卻要趾高氣揚。特別是一聽說打丑掃黃，
他就腳底抹油跑瞬間八里遠。而且他不是
富人，也不是常態偷腥，常常是「三天打
魚，兩天曬網」。如果都像他這樣，老鴇
生意怎能紅火？

阿牛聽了老鴇的話總是不服，硬硬地
跟老鴇抬槓:你甘我願愛咋咋的，你管我個
球？

老鴇是見過世面的人，有頭有臉的見
得多了也高攀上了。如今碰到阿牛這個愣
頭青不知天高地厚，便勃然大怒猛的拉下
臉皮對阿牛一頓臭罵:你都他媽的「打一槍
換一個位置」，「麻雀戰」算啥真本事？
你知道人家穿得道貌岸然，開著小車伴著
護衛入場到處「游擊戰」、「運動戰」，
一個錢兒都不須花，還專喝「頭水春」的
茶，專吃雛肉嘗鮮以便檢驗貨色，捧紅幾

個頭牌二牌吹捧一等二等之類貨色，一邊
讓我生意紅火財源滾滾，另一邊罰款紛紛
雙管齊下缽滿盆滿那才是好漢！

回憶到此，阿牛腦門一拍說道「有
了」！原來就有那些野和尚，平時戴上帽
子堂皇響噹，一到這裡有人前呼後擁把他
們帽子脫下，才看到原來他們都滿頭無發
光溜溜，因為怕給人家抓辮子，洗頭可還
可以不用吹發，拍拍屁股走人也利便揚長
而去。原來是像詩中說的這樣「只有和尚
來洗頭」公公開開喔。

經過野和尚們洗頭後，一群野雞身
價百倍。像阿牛這樣的牛羊類來吃的是殘
羹冷炙再炒熱，喝的是參雜著水冒牌的
「二鍋頭」、「三鞭」、「四特」、「五
加皮」酒等，更沒有貨真價實的「女兒
紅」、「狀元紅」的美酒！還他媽的價錢
特貴。如果碰到野和尚作秀巡邏走過一陣
風刮地皮罰款，還給頂嫖客帽子帶了走
人，那才叫晦氣倒了血霉呢！

阿牛想到這裡倒抽了一口冷氣，在山
上罵罵咧咧起來:老子花著血汗錢貢獻脂
膏，還被冷落虐待得一無是處，你他們的
野和尚與老鴇狼狽為奸合著整人缽滿盆滿
又賊喊捉賊盛氣凌人。不幹了！

罵夠了，氣消了，阿牛還是冷靜下來
了。這詩寫得好啊:「離地三尺一條溝」
（有天線啊），一年四季水長流（向錢
看啊）。不見牛羊來吃草（沒我們的份
啊），只有和尚來洗頭（讓老鴇夜和尚們
剛愎自用了）。想到這兒，阿牛一拍大腿
也在落葉上寫下一首詩自嘲自樂:

聰明絕頂野和尚，擁抱老鴇拚命晃。
愚蠢邯鄲學步漢，名利雙消身被殘。從此
青樓不去看，專心自保德才全。黃粱美夢
喜甦醒，日照中天好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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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彥豪

囚徒父親與女兒的哺乳
近日，我偶然看到一幅

畫：看起來有些怪異並有點
色情，一位年輕的女子在監
獄牢房裡為老人哺乳，畫作
標價3，000萬歐元。如此繪
畫作品能否高價出手？但其
背後的故事卻來自真實的歷

史記錄。在法國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一個
老人因偷了麵包店一條麵包而被判處「餓
死」，並關進監牢等待死亡。就這案件，
以「餓」制「餓」，這是哪門子的法律？

生命和法律哪個更重要?我們先不說
法律如何荒唐，如此荒誕不經。我想說，
老人若不是餓慌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行竊；他若不是家裡「窮」得揭不開鍋，
才鋌而走險，偷盜。從一個可悲的「作案
者」，看一位可憐的老人。

其實，我決非為老人開脫罪過找幾
條理由，而是想為父親減輕懲罰找到一些
證據和動機，畢竟事情已然發生了，逃不
掉，理還亂，後果不堪設想。為一條麵包
而丟掉了一條生命。值不值得？我們先不
去討論這個問題，說一說有沒有什麼對
策？我不知道老人究竟有幾個子女，家裡
還有什麼親人，如何救一救父親吧，面對
如此的法律，他們可是束手無策呵！在牢
獄中，年輕的女兒難道眼看著可憐的父親
就這樣活活的「餓死」在牢房？她是唯一
的訪客，也沒有帶任何食物，而且監獄
也不允許，怎麼辦？一個大膽設想出乎預
料，感天動地，為了讓父親能夠活下去，
她懷抱著幼小的嬰兒，利用自己唯一探監
的機會偷偷給父親哺乳，四個月了，父親
總算活了下來，終於倖免於難。

然而，對老人頑強的生命，監獄疑
惑不解，當局也困惑了。於是他們在牢房
開始監視，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行為，讓
獄卒們驚訝了。原來女兒是用自己的乳汁
餵養了父親，救活了父親，而給她的嬰兒

喂的是牛奶，此舉正所謂「忠者，其孝之
本與。」後來，法官從女兒的身上看到了
一種人性的光輝，人倫的同情，博大的愛
心，還有女性的智慧，被女兒的孝心感動
了。於是他們寬恕了老人，並釋放了她父
親。

「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情深
似海，恩重如山。理能勝天嗎？

愛因斯坦說過；對於我來說，生命
的意義在於設身處地替人著想，憂他人之
憂，樂他人之樂。父親雖然給了女兒一條
生命，而女兒卻拯救父親的生命，這是親
情的延伸，也是生命的報答。從父女共赴
這次家難中，在生死攸關之際，我們看到
了人與人之間的「報恩」，面對生命，人
生的意義是不是在於「報恩」？不管是親
朋還是好友，不管是貧窮還是富有，不管
是高官還是百姓，乍看起來，很多人不理
解。不過，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每
個人都有自己做人的準則：我認為生命需
要知恩感恩和報恩。  

  古人云：孝者，德之基，人格之始
也。自古以來，關於孝敬父母的事跡層出
不窮，如，明朝湖南道川守將沈至緒的獨
生女沈雲英代父守城。當父親率兵迎戰異
軍客死疆場，她化悲痛為力量，親自揮刀
高呼為國殺敵，士氣大振，終於奪回失
地。真所謂是，異軍攻城圍義兵，娥眉汗
馬解圍城；父仇圍難兩湔雪，千古流芳忠
孝名。如，周朝的子路，負米養親。子路
為了贍養父母雙親，常常到百里以外的地
方背回米來，盡到自己的孝心。負米供甘
旨，寧辭百里遙；身榮親已沒，猶念舊劬
勞。翻閱一本《二十四孝圖》雖然講的是
中國古代二十四個孝子的故事，但其中的
「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嘗糞憂
心」令人髮指。

我想說，不論任何時候，善良和愛心
永是孝道之道。

胡濟衛

漫話官員與文人
孔 子 是 「 讀 書 做 官 」

這一理論最早的創始人。他
在《論語•子張》中就曾說
過「學而優則仕」的話。他
一生教育培養出了一大批德
才兼備的學生，號稱「賢人
七十弟子三千」。許多學生

學成畢業後，都忠實地踐行了他的這一思
想，在不同的諸侯國做著或大或小的官員。
就連「性鄙好勇」的子路，也曾經做過衛國
的蒲邑宰。

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和兩千多年後我們
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一樣，仍在沿襲著孔子的
這一理論。因此，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
官員與文人之間就存在著一種割捨不斷的淵
源。很多文人都是通過讀書做官這一途徑，
去實現自身報效國家的理想和價值。而其中
的許多人，又都是集官員與文人於一身，你
很難從中將二者剝離開來。比如韓非、韓
愈、柳宗元、王安石、蘇軾、毛澤東等，他
們或以其顯要的官位引領著一個時代的文化
潮流，或以其說理雄辯的詩文影響著一個時
代的政治。

醉臥長安的李白因獲罪於宦官高力士
而被唐玄宗逐出長安。「賜金還鄉」是後人
為掩飾李白在長安受到排擠和打擊的事實，
而故意演繹出來的一種比較體面的說辭。落
魄潦倒的李白沿著官道一路東行，在洛陽與
杜甫度過一段「醉眠共秋被，攜手同日行」
（李白詩）的美好時光後，迤邐來到了安徽
亳州。因為李白在西京長安是犯過「錯誤」

身有污點的人，一路之上沒有多少人願意出
面來接待他，許多人唯恐避之不及。那時的
汪倫僅僅是安徽亳州的一個地方小官（唐開
元年間任涇縣縣令，轄屬亳州），他冒著丟
官的危險盛情款待了被皇帝貶逐的李白，這
讓李白十分感動。

在汪倫的府上，李白一住就是月餘。
梁園雖好終非久留之地。一個月之後，李白
告別汪倫執意要走。汪倫挽留不住，只好雇
了一葉扁舟，在桃花潭邊為李白把酒餞行。
酒足飯飽後的李白千恩萬謝辭別了汪倫，當
小船緩緩駛離桃花潭時，岸上忽然傳來了一
陣美妙悅耳的歌聲。李白回頭一看，一群歌
女正翩翩起舞為其踏歌送行，而此時汪倫正
站在岸邊頻頻向他揮手。一生傲骨的李白，
面對此情此景，聯想到自己長安被逐報國無
門，一生的遠大理想和抱負（天生我材必有
用）將會到此為止，而一路走來又閱盡了人
情的冷暖，不禁悲從中來，心頭一熱潸然淚
下，揮毫寫下了「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
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
情」的不朽詩篇。後來，汪倫的名字與詩人
的這首《贈汪倫》一起流傳千古。

我想，如果當初汪倫不接待李白，也
就沒有了這首著名的贈答詩作。中國有句俗
話叫：能給餓漢一口，不給飽漢一斗。汪倫
在那種特定的時代和特殊的時間節點，能夠
不顧個人的前途和命運，向落魄的李白伸出
援助之手，與其說是出於一個人的良知與同
情，毋寧說是一個地方官員對一個落魄文人
和文化的敬重。

鍾藝

李白的人生軌跡與遺跡
——學史筆記（三）

民 間 傳 說 ： 天 寶 二 年
某日，渤海國（今日的朝
鮮和南韓）派使送給唐朝廷
國書一封，書中文字奇特，
滿朝文武官員都不認識。唐
玄宗覺得很沒「臉子」，大
怒道：「堂堂天朝，濟濟百

官，怎麼連一封番書都不認識，豈不被小邦
恥笑。限三天之內破譯，否則，在朝官員一
律罷職！」賀知章上朝回家，悶悶不樂，李
白問明原由，微笑著說：「這有何難？」次
日，賀知章奏明皇上。唐玄宗急召李白入
宮。李白持函當場翻譯。原來，函中威嚇唐
朝割讓若干城池，否則將起兵入侵。唐玄宗
火冒三丈，令李白當場草詔回覆。李白竟然
提出條件：「臣前應試，遭右相楊國忠、太
監高力士侮辱，今二人站在陛下之前，臣神
氣不旺。臣今代皇上起草詔書，非比尋常，
乞聖旨命楊國忠磨墨，高力士脫靴，以示寵
愛，也使外邦使者不敢輕視。」玄宗正用人
之際，下令照辦。

最後，悉書是回覆了，李白與楊、高

二人也結下深仇大恨。
及後，某日，玄宗令李白填詞作詩遊

樂。李白大筆一揮寫下了二首《宮中行樂詞
二首》。其一，是：「柳色黃金嫩，梨花白
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選妓隨雕
輦，征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
陽。」

李白的原意，是歌頌楊貴妃的美麗，
沒想到高力士卻把它扭曲為污穢娘娘，他告
訴楊貴妃：「李白以趙飛燕比娘娘，飛燕當
時下了些甚麼事，怎麼好和娘娘比呢？」原
來趙飛燕私通宮外男子燕赤鳳。經高力士大
夫說，楊貴妃也就認定李白是刻意揭了她的
隱私（傳說楊貴妃與安祿山有私通之事）。
李白自然沒有好果子吃。

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
「賜金放還」，離開長安到了山東。翌年
又離開山東，南遊吳越。在遊浙江新昌縣
東的天姥山前夕，李白寫下了《夢遊天姥
吟留別》一詩。李白固然迫切要求建功立
業，為國效勞，但他並不艷羨榮華富貴，
而是認為「鐘鼓饌玉不足貴。」（《將進

酒》），「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
（《古風》）他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
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
別》）。後世，蘇軾讚美李白：「戲萬乘若
僚友，視鑄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
世」（《李太白碑陰記》）、同年，李白與
杜甫在洛陽相識，同遊河南、山東一帶，把
酒論文，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

李白在長安遭受挫折，心情苦悶。此後
十一年內，繼續在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地區
漫遊，「浪跡
天下，以詩酒
自適。」（劉
全白《唐故翰
林學士李君碑
記》）他寫下
了許多的詩詞
名詞，也留下
不 少 歷 史 遺
跡。例如：在
安徽省馬鞍山
有：太白樓、
捉月台、衣冠
墓；在九華山
有太白祠『在
貴池市有李白
釣台。

唐 天 寶
十二年（公元
7 5 3 年 ） ， 李

白從梁園到宣城，進行了兩年的漫遊，在宣
城遇到了族叔李雲，寫下了《宣州謝眺樓餞
別校書叔李雲》一詩。

首句：「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意思是說：
「昨日」那些時光棄我而去，不能挽留；現
在的時日擾亂著我的心，使我煩憂透頂。末
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已萌
生歸隱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