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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陳淳淳

《菲律濱•華文風》叢書三

3：許少滄著《澎湃岷灣》
人之行，莫大於孝

今 天 受 林 鼎 安 先 生 的
邀 請 ， 到 石 獅 市 景 玉 堂 參
加「中菲忠孝文化交流座談
會」。

忠 孝 文 化 是 人 們 生 活
中一種耳熟能詳的文化，忠
孝在家訓文化裡佔有主體地

位，古人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
生也。」孝是道德的根本，人類的一切品行
的教化都源生於孝道。很多人在孩童時期，
就受到父母及長輩們要對父母盡孝、要對國
家盡忠的啟蒙，進學後，接受文化知識的教
育，對忠孝有著明確的認知和理解，為了表
達對父母及長輩的養育之恩、崇敬之情，便
會產生孝的觀念，孝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家
庭倫理；孝是子女對父母的情感道德；孝是
維繫血親關係和睦穩固的重要紐帶，家庭及
家族的和睦相處是構建安定社會的要素，社
會安定便能國泰民安。一個孩童在成長的過
程中接受忠孝文化的教育，便會有了忠心報
國的初心，忠孝一體、家國同構是中華民族
悠久的歷史記憶，幾千年來忠孝文化對構建
和諧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忠國孝親是中華
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

百善孝為先，「父母在，不遠遊，遊
必有方」是古人為盡孝道承歡膝下贍養父母
的美德，古人家庭常有四世同堂，甚有大家
族同居，孝道是家庭和睦的核心基礎，子女
對父母及長輩的行孝情感是面對面的精神溫
暖。現代社會是科技信息時代，交通快捷，
子女求學、工作、經商等離家千里已是常
態，子女對父母及長輩的行孝方式通過電子
設備傳輸。時代更迭，人的情感價值觀已然
發生了變化，人的獨立意識日趨強烈，常看
到子女與父母同城不同居，四世同堂的家庭
已不多見了，每當節假日在公園裡看到的多
是父母帶著子女遊玩，少見子女陪著父母散
步。現代人過於忙碌，無暇顧及父母的精神
需求，或是當代子女對孝道有了新的認識，

現代子女對父母的行孝方式是物質豐厚了，
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數少了，為人子女者孝敬
父母莫要只止於物質，精神的撫慰更能使父
母感到幸福，人生最大的幸福應該是陪著父
母安度晚年，而人生最大的遺憾莫過於子欲
養而親不待。古人言：行孝要及時，莫等空
嗟歎。人生百年，生老病死是生命的自然規
律，子女不要總是因工作忙而忽視對父母行
孝道，孝在於行，再忙的工作也能擠出打電
話的時間，縱然遠在千里之外，定時給父母
打一個電話，足以溫暖父母的一個寒冬，千
年的修行才能與父母今生一次的緣分，別讓
你的孝心遲到。

孝道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只
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孝道文化的傳播，
「菲律賓孝道學會」多年以來孜孜不倦地
在菲華社會傳播孝道文化，孝道文化走進華
校，弘揚孝道文化，喚醒感恩之心，傳承孝
道感恩父母，已然成了菲律賓各華校德育課
程的內容。打開《道德美文選第19集》閱讀
那一篇篇華校學生寫的「感恩的心」和「責
任與擔當」的作品，在那些字裡行間裡，散
發著學子們真誠的赤子之情、純真的感恩之
心。孝是道德修養的基礎，啟發學生的孝
心，引導學生對孝道的認知和理解，可以增
強學生的道德修養、提升學生的文化素質、
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讓學生在成長過程
中學習孝道文化，可以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
道德觀以及人生觀。古人以儒家八德「孝、
悌、忠、信、禮、義、廉、恥」來論人品，
現代人以人品來衡量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忠
孝文化經歷了幾千年的發揚與傳承，形成中
國人道德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慈孝之心，人
皆有之，雖說傳播孝道文化，任重道遠，但
只要人人有顆感恩之心，汲取孝道文化的精
髓，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弘揚忠孝文化、
傳承忠孝美德推進現代社會精神文明的發
展，便是每個人的社會責任與擔當。

（2023年3月18日）

《菲律濱•華文風》叢
書之3《澎湃岷江》是許少滄
的二十三萬字的極短篇的結
集。2009年5月出版。

【內容簡介】：廿世紀
九十年代中旬開始，菲國一
反過去政茦，向中國大陸採

取移民開放。一時新僑似潮水般湧進菲島，
如一波大移民潮，無可避免衝擊著整個社
會，因而衍生了不少社會問題。《澎湃岷
灣》是作者藉其所處社會所見所聞，寄寓於
一篇篇的小小說裡。有正面，也有負面，其
中既有對對菲國有所貢獻之同僑給予肯定，
對他們認同菲律濱這塊土地給予鼓勵；相反
地，也有對因教育或環境殊異之新僑所作所
為的「奇案怪情」之探討。書中對破壞幾代
華僑辛辛苦苦建立的形象有所感慨，亦有對
中國人民族性之反思、對菲國華社浮誇之風
的尖銳嘲諷；因之，時而悲憤交集，時而怨
歎無奈……

許少滄在《後語》文中說：對一位土生
土長在蕉風椰雨島國的華裔子弟。我啟蒙時
期，無論是在華校、家庭、或親朋鄉友間，
總會聽到長輩們有意無意地這樣告訴我說：
「中國是個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古老大國、
禮教之邦；中華民族更是個優秀的民族。」
及至稍為長大，上了中學，開始涉及聖賢思
想的認識，對於那些「忠、孝、仁、愛、
信、義、和平」「禮、義、廉、恥」的高超
立德之說，無不焉嚮往之；再至成為大學生
後，思想較具成熟了，目睹長輩們守望相助
之精神，儉樸勤奮之有成，及那中規中矩地
獲得友邦人士之肯定，更是對國人做人處事
之哲理心折不己，因而不覺竊喜生為「中國
人」是多麼的慶幸!

然而，就在我踏入社會工作，為父多
年，我卻逐漸地發現，幾乎工商業愈越發
達，社會愈越繁榮，人們道德觀愈越薄弱，
風氣愈越敗壞，令我不覺迷惑思索；而到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旬開始，一批繼一批來
自祖籍國的移民，趁著菲國門戶對他們開放
的機會，似潮水般爭先恐後地湧進菲律濱
來。他們的做人價值觀更是令我吃驚不已。
他們的到來，無論身份是合法與否，幾乎都
是那麼勇於將人家的法律踐踏在腳下。輕者
不是違背人家的零售商菲化案，就是營業沒
有執照；重者為達金錢目的，任何殺頭之事
都無所不包；況且，不僅幹得有聲有色，還
是那麼勇往直前。

令人不禁懷疑，這跟他們生長的國家制
度，社會教育是不是有連帶關係？又是另一
樁令我迷惑思索。

幼年時，假日裡，父母常常帶我們兄弟
姐妹到岷灣公園玩去，及至入了大學，我若
遇上什麼困擾，或不能解的問題——包括書
本上，我會一個人跑到岷灣公園去，坐在岸
邊，面望大海，靜靜地思索問題；再觀看著
海浪一波波拍擊著堤岸，時猛時緩，隨潮汐
之變而有所不同。

再一次，我又坐在岷灣海岸思索著上述
種種問題；只是這一次，我已是上了年紀的

人了。朋友得悉，便半開玩笑對我說：「人
生已過了半百，凡事何須如此認真；就將眼
前所見所聞之一切當為一種「奇案怪情」，
豈不是人生消遣一樁。」在這時候，老友吳
新鈿兄正不斷鼓勵我寫極短篇小說，他的理
由是在這訊息突飛猛進的時代裡，人們生活
節奏是那麼緊張，競爭又是那麼劇烈，寫一
篇二千字的極短篇小說，也許會有較多讀者
閱讀，因為對方僅需花上八、九分鐘便可閱
畢。這樣，讀者無形中邊會多起來，寫的人
也就較不冤枉白費心機了。吳兄為人溫文爾
雅，曾擔任「菲律濱華文作家協會」數屆會
長，是菲華文壇上一位健將。我心思一動，
但覺這些「奇案怪情」正是寫極短篇小說的
消遣題材，再加上身邊發生的一些小故事，
我便時而一篇篇地寫下去，不知不覺間，卻
成了一冊極短篇小說集。

由於我這一篇篇極短篇小說都在千島之
國所創，正如岷灣波濤，潮漲汐落之聲各有
不同。時有呼號、吶喊；時有悲恨、無奈；
或時有笑哭不得，故我書名便題為《澎湃岷
灣》。最後，必須一提，無論是這本《澎湃
岷灣》極短篇小說集，還是《掌故王彬街》
短篇小說集，前後這兩本書結集過程中，都
是承蒙吳良源兄的鼎力幫忙，他常常放下工
作幫我打電腦、校對、修正。不計較利益以
誠相交，令我非常感動。謹在此向他致至誠
之謝忱。

《澎湃岷灣》：【目次】：楊宗翰【主
編序】《在台灣閱讀菲華，讓菲華看見台
灣——出版《菲律濱•華文風》書系的歷史
意義》。【輯一】：中華文化宣揚者、「紙
老虎」的故事、出名狂、跌破眼鏡、聖郎
中、何謂國恥、團結的故事、阿旺的哲學、
資本主義走狗、飽食終日、相競誇耀、亦復
如此、不得其解、便宜貨的代價、強國記、
反美者、原則的故事、獎、名位的故事、惶
惶然、「威脅論」的故事、相輔相成、僑領
的日記、敢言三部曲、目的。【輯二】：岷
灣夜、新女性、翡翠駿馬、感恩、殘腿的老
人、何懼獨立、先行懺悔、懲罰下的光榮、
化外之民、方枘圓鑿、丹佛小記、時逝已
矣、老人與小狗、皮蛋的故事、咖啡文化、
投資者、撞車的故事、大國的風度、廖老太
太的操心、文化工作者外傳、不是悲哀是什
麼【輯三】：用筷子的人、鞠躬盡瘁、兒女
的教育、師生之間、中文前途論的故事、長
夜漫漫、咄咄逼人、糾正教學、強國的先決
條件、先從教育自己做起、紅帽子功、作假
世代、自有活水源頭來、罪案累累下的中華
文化、化仇恨為革新、教育。許少滄：《後
語》。

【作者簡介】：許少滄，字自民，戰
後生於菲律濱岷尼拉，是第二代華裔子弟，
跟成千成萬華裔子弟一般，在僑居地完成中
小學華文教育。菲律濱是一個小國家，旅居
菲國華僑更是一個小群族，不說世人從未曾
花時間去了解這小群族，台灣讀者更是知之
甚少。做為這小群族?的一員，作者心願無
他，只冀望讀者若能從其筆下窺知菲國華僑
生活上之一二，便心滿意足矣！

鄭亞鴻

最近令民進黨當局驚憂的幾件事
最 近 ， 有 關 台 灣 、 金

馬的幾件事在網絡上迅速發
酵 ， 引 起 台 灣 島 內 軒 然 大
波。

一 是 金 門 縣 議 會 成 立
「跨黨派問政聯盟」及「無
黨籍聯盟政團」，共同發表

金門成為「永久非軍事區」倡議，期望金
門能從此遠離無情戰爭的夢魘，確保鄉親
生命財產平安。

二是駐守在金門二擔島的一位陳姓台
軍士兵穿著救生衣游向大陸，在海上因體
力不支，被大陸海警救至廈門。他打電話
給家人，表示在大陸吃好喝好，一切都很
好，不想回台灣了。這是1990年以第一位投
奔大陸的台軍起義士兵。

三是馬祖台軍在沙灘寫下「馬防部
伙房都沒肉，肚子餓只能吃罐頭」「馬防
部伙房主菜都是白飯」「不要罐頭」，公
開對民進黨當局表達抗議，要求台防務部
門立即查處。此事引發島內網民熱議，痛
批「無恥政府，豢養網軍最在行，真可
悲！」「所以還能讓我相信你們（民進黨
當局）天花亂墜的徵兵制？」

四是台媒稱，島內有500台軍退役將
領，將組團赴大陸參加黃埔軍校建校99週
年活動，並將悼念黃花崗72烈士及抗日烈
士。

參訪活動是退役軍人社團去年就提
出的建議，由退役軍人自發主辦、自主報
名，也是自費前去參加的。島內少數「台
獨」分子對此深感不安，民進黨隨即炒作
稱這是大陸的「統戰陷阱」。

五是洪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表示願意
和中國正式建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

說，中方歡迎洪方有關表態。
第一件事表明，要和平、要發展、要

交流、要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
第二、三件事，反映出台軍軍心動

搖、士氣低下，因為他們不知道為誰而
戰，為何而戰，不想當「台獨」 的炮灰。
一旦大陸決定「武統」，「台獨」分子不
要指望台軍能發揮多少作用。

第四件事，退役將領在該問題上的立
場和做法，與民進黨當局的態度差異如此
之大，實際上反映了一個現實，台軍退役
將領還是正視歷史、對中華民族有著高度
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台軍對民進黨當局並
非言聽計從，從而暴露出台軍對民進黨當
局的不滿情緒。

第五件事說明同中國建交是順應歷
史發展大勢和時代進步潮流的正確選擇，
「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法基本準
則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想必不久中國
與洪都拉斯兩國將會正式建交，洪都拉斯
將成為與中國建交的第182個國家。

將這五件事聯繫起來，不難看出雖
然民進黨當局不想為緩和兩岸關係做出努
力，加緊與外部勢力勾結，企圖以武謀
「獨」，但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
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聲。

民進黨當局想把台軍當炮灰，從台軍
普通士兵到高級將領都表達出不滿，遭到
抵制也是理所當然、咎由自取。反對「台
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勢不可擋。
這五件讓民進黨當局驚憂的事也表明，歷
史潮流浩浩蕩蕩，兩岸統一是大勢所趨、
人心所向，不是「台獨」勢力能阻擋得了
的！

（2023年3月16日）

鍾藝

菲華文學作品集目錄（二）
1964年出版的書籍：

莊克昌《爐香齋小品》（小
品）。

1965年出版的書籍：亞
薇主編《劇與藝（3-15集）
（劇本十三本1965年1971年
出版）》。

1966年出版的書籍：莊子明《華僑社
會萬花筒（三）》（雜文）。許希哲主編
《劇藝叢書》。（劇本），蘇子《機緣》
（劇本），菲劇藝出版社《藝與劇》（劇
本）。獨雁文藝社《雁影》（合集）。

1 9 6 9 年 出 版 書 籍 ： 高 祖 儒 《 華 商
拓殖菲島史略》（歷史），吳若《點鐵
成金》（劇本），鄭衍蕃《春草吟箋》
（舊詩詞），莊子明《菲律濱歷屆總統傳
記》（傳記），莊克昌《海上語林》（散
文）。

1970年出版書籍：莊子明《菲律濱歷
屆總統傳記》（中英對照）

1971年出版書籍：莊子明《菲華人
物春秋》（傳記），莊子明《菲律濱經濟
評論》（評論），林騮《生命篇》（小
說），林騮主編《菲華創作》（綜合）。
莊長泰主編《菲華文藝年選》（綜合），
莊克昌《筆耕餘譚》、《椰風蕉雨叢談》
（散文）。

1972年出版書籍：寒松《流星集》
（新詩），楊虛白《虛白詩存》（舊詩
詞），莊子明《扶茜黎剎傳》（傳記），
亞薇《椰子成熟的時候》（短篇小說），
莊克昌《寶島履痕》（散文、遊記）。

1975年出版書籍：若艾《大賭賽》
（新詩）。

1980年出版書籍：王素清《悼亡三部
曲》（散文）。柯叔寶《頌大漢魂》（散
文）。王若《蕉窗吟草》（舊詩詞）。

1981年出版書籍：莊子明《十誡的故
事》（長篇小說）。

1982年出版書籍：柯叔寶《奮鬥人
生》（散文），莊雲萍《忘憂詩草》（舊

詩詞）。
1983年出版書籍：新潮文藝社主編《菲

華新詩選》（新詩），王文漢《風塵五十
年》（傳記），蒲公英《四十季度》（新
詩），陳烈浦《馬可仕統治下的菲律濱》
（評論）。翁華璧《謅言集》（評論）。

1984年出版書籍：莊昭順《莘人文
選》（散文），亞華兒童研究會《亞華華
文作家》（傳記），關飛雄《騮馬情關》
（散文），藍菱《野餐地上》（新詩），
《環球詞苑》（舊詩詞）。

1985年出版書籍：新潮文藝社《菲
華散文選》（散文），柯叔寶《柯叔寶自
選集》（散文），陳天懷《空山秋菊》
（舊詩詞），許經明《桐蔭聯鈔》（舊詩
詞），雲鶴《野生植物》（新詩），林濤
《再生日記》（散文），《菲律濱散文
選》（散文），陳台民《中菲關係與菲律
濱華僑》（評論）。

1986年出版書籍：龔書輝《芳草詩
鈔》（舊詩詞），張香華主編《玫瑰與坦
克》（新詩），菲華長風聯誼社《紮根的
浮萍》（小說），洪玉華、蔡麗麗合編
《十字街頭》（散文），月曲了《月曲了
詩選》（新詩），林泥水《恍惚的夜晚》
（小說），朱惟堯《朱雲詩草》（舊詩
詞），和權《橘子的話》（新詩）。

1987年出版書籍：莊克昌《莊克昌詩
文存（上下冊）》（散文），莊子明《阿
局外傳》（短篇小說）二版。

1988年出版書籍：張香華主編《茉
莉花串》（綜合），柯俊智文教基金《菲
華文學（一）》（綜合），秋笛主編《綠
帆十二葉》（新詩），李怡樂、林泉合編
《論析現代詩》（評論），菲現代詩研究
會《萬象詩選》（新詩），明澈《起點》
（新詩），林健民《菲律濱不流血的革
命》（新詩），岷江詩社《岷江詩社課題
集》（舊詩詞），吳國森主編《讓德文
選》（綜合）。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