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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天愛地】         超越族群．迎向世界 
廖會長暨巴西客屬崇正總會的鄉親先進，大家好！ 

小龍去、駿馬來，春回大地喜臨門，最是感恩與祝福的時節。欣聞巴西客屬崇正總會
又將盛大慶祝「第五屆巴西客家日」，特此致上賀忱，並向鄉親先進們拜個年：恭喜新年
好！祝福大家馬到成功、馬年行大運！ 

回顧2011年2月22日，農曆正月20天穿日，史上第一次「客家日」正式登上時代舞臺，
榮耀面世。這個紀念日既表彰著客家族群對臺灣多元文化的貢獻，也標誌著客家傳統中敬
天愛地、惜物節用、重視環保的信念，已漸漸受到世人的關注。這不僅是客家的貢獻被看
到，更是客家的價值被發揚，我深以客家為榮。 

進一步省思「客家日」的意義，除了兼容「客家文化獨特性」、「無族群排他性」及
「國際發展性」等三大原則外，也賦有與大地休養生息的深遠寓意。在全球氣候巨變、物
欲恣意橫流的當代，「客家日」所倡導的節能、減碳、環保、樂活等價值，無疑是振聾發
聵的暮鼓晨鐘，具有啟迪人心返向大自然的療效，正是一帖調劑人類身心、修復大地瘡痍
的良方靈藥。 

展望未來，期許「客家日」跨出臺灣、超越族群、迎向世界，最終成為全人類共有共
享的「全球客家日」，這是我們客家人的無上使命，期盼我海內外所有鄉親共下為這個莊
嚴的目標而努力！ 

最後，敬祝「2014第五屆巴西客家日」活動圓滿成功，鄉親先進新春愉快、平安健康、
事業大發！ 

      客家委員會 

                                               敬賀 2014.1 

 我  愛  客  家 
．Natalia Chen． 

 ( 原作<Uma nova autora por aqui>，刊登上期的第 14 頁。因為真誠坦率的表達了無染的童心，所以感動很

多讀者。有心的鄉親還譯成中文貼在 facebook A-HA Brazil 巴西哈客粉絲團上，分享更多網友按讚。) 

嗨！我是 Natalia。我有 14 歲，我要開始
在《客家親》寫作。當鄧老師說我可以開始在《客
家親》寫稿、我的日記以及其他…我感到很高
興。「真棒！」如果能讓我寫很多，我要寫一百
萬個字喔!! 

有一個社團，我從小就有參與，他名為「客
家」。他舉辦過許多旅遊、活動和聚會…。當我
還小時，我沒特別注意客家；時光飛逝，長大後
我發現我開始喜歡客家。那裡的人總是保持笑
臉，喜歡幫助別人，總是盡力做任何事。在辦活

動的日子總是都很完美。場面總是那麼的大，那
麼的高尚，很多茶點食物都很特別好吃…。 

我愛客家！就像是我的地方、我的家，每次
我在那裡都感到自在舒適。觀賞著長輩們歌唱和
跳舞，我看到他們愉悅的交談，讓我都想哭了!  

當我照相時，他們那麼自然親切的微笑，每
張都是那麼的美麗！在全僑運動大會時，客家的
制服比起其他隊總是那麼漂亮！成績總是那麼
棒！我總是認為：長輩要我照相寫稿，正好是我
想做的！為何「客家」總是那麼神奇可愛呢？ 

千年榕樹一條根，天下客人一家親；團結和諧崇正會，心手相連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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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作品分享】鄧幸光 

 爭      氣  
本文榮獲第 3 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之「人間佛教散文創作獎」，贈獎典禮於 12 月 1 日下午在台北國際

會議中心隆重舉行，星雲大師親往致詞道賀，翌日並在高雄佛陀館接待應邀參訪的得獎者和家屬。得獎作

品已由「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出版，連同《贈獎典禮手冊》於當天發贈與會之 1200 多位來賓。 

● 評審意見 
這是一篇文字緊密，描繪生動的作品，寫在安地斯印加帝國遺址旅遊，獨自與高山症奮鬥的「爭一口

氣」過程。 

作者把風景歷史巧妙地融接在自己的身體感受之中，細密生動，在自覺大限將屆之際，「像等候一位神

秘朋友般地坦然等待即將到來的死亡，有種怯怯的親切說不出口。」文字熟練而不脫俗。 

作者終究爭得一口氣，回來敘說那雖千鈞一髮卻可能只是眾多人經歷過而少有能真切描繪的一刻，以

高山症的臨床文獻視之亦可。 

● 讀者代表意見 
您好，我是本次星雲獎歷史小說的獲獎者陳麒淩，……拜讀了您的《爭氣》，很是感動，我也很喜歡《老

鷹之歌》，旋律優美而憂傷，想像您在一線爭氣的掙扎時刻裡，聽來或許分外感觸。在《爭氣》裡，您面對

生死問題的真誠、達觀、矛盾又坦然的態度，很是讓我撼動：而這個短短的對當時的您來說，又是漫長的

過程，那百轉千回那千頭萬緒的思想跳躍與感悟靈光，更是給人力量和啟發。您文章中許多的精彩字句都

給我力量和啟發： 

「他堅持正常地呼吸，我堅持正常地存在。」 

「沒有活不起的人生，也沒有面對不了的死亡。」 

「只要一息尚存，就是活著，只要活著，就有活著的責任。」 

這樣的文字和智慧是您經過一番生死較量得來的，可謂字字如千鈞。 

向您致敬。謝謝！祝福一切！ （廣東陳麒淩） 

※ 

 讀了兩遍〈爭氣〉，的確是一篇好文章，糅合了散文及評論的韻味，既有情感的抒發，也有哲理的闡述，

難怪入選得獎。(香港 陳少華) 
 

● 得獎感言 
我已七四初度了，老來得獎仍感被肯定的喜悅。謝謝評審委員讓我「博愛座」！ 

我堅持「肯定人性、關懷社會」的寫作和編輯理念，會繼續把華文寫作作為人生修行的功課。 

空氣雖寶，卻幾乎沒有重量而被忽略。被高山症盯上的我，在「努力爭氣呼吸」和「面對死亡」的掙

扎中，終於深刻體察到那從沒有過的重量。 

生氣不如爭氣，要爭舉足輕重的生命之氣！ 

● 自我導讀 
本文描述旅行到秘魯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Cuzco﹚，感受高山症的寫實過程。文長五千多字，以秘魯

民謠《老鷹之歌》的「神鷹在藍天中盤旋，要把我的靈魂帶回安地斯山的家鄉」為線索，貫串全文；針對

六又四分之三小時「努力爭氣呼吸」和「面對死亡」的主題，採取意識流的手法作心靈的自我告白。比如

下面這些片段，就是從矛盾中掙扎出來逐漸統一和諧的心靈書寫，溫柔的抒情裡夾著些微陽剛的議論，感

性知性兼具、題旨緊扣不放： 

「在這呼吸成為一種艱困的負擔時，死亡的腳步卻像一座又一座走過來的冰山一樣更形冷峻。只要一

口氣喘不過來，我生命的版圖就會立刻全部淪陷變色。我癱軟在床，意識到死亡正加速抽取血液中僅存的

一些氧氣；我勉強逼視生死交接的場景，困惑生命的終極意義。」 

「我看到與生俱來的死之成長過程――從死亡的誕生，而逐漸分得一點生命的板塊，而感覺臨近死亡、

步向死亡、漸漸死亡……」 

「面對節節進逼的死亡，我只有努力爭氣一途；我已沒有退一步就『海闊天空』的餘地，只好原地踏

步盡量縮小自己到像螞蟻一樣只要最少的空氣就可以撐下去。」 

「我把每一次的呼吸都當成最後一口氣來珍惜爭取，我感覺微薄的大氣仍公正無私地擦過鼻腔、喉嚨

而進出身體，辛苦的肺臟仍堅持做好每一次呼吸的工作，我清楚感受到和大自然界的互動，我感恩我仍存

在。」 

「我因此領悟：沒有活不起的人生，也沒有面對不了的死亡；我因此咀嚼出生命的真味――只要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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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存，就是活著；只要活著，就有活著的責任。」 

「這六又四分之三小時在古印加帝國首都庫斯科認真呼吸、努力爭氣的過程，對我重新詮釋了『人爭

一口氣』的平常道理，成了我此生最刻骨銘心的一頁生命風景，只要《老鷹之歌》輕輕響起，就會清晰地

浮現出來。」 

有一位朋友讀後伊媚兒給我說，她隨著我的筆觸緊張、感動、流下了眼淚…。如果你也曾感動過，那

不會是因為文字的緊湊和錘鍊，而是我真誠坦率的心靈裸陳讓你共鳴的緣故。也許，你可以把我的導讀作

為線索，透過聯想和生活體驗，隨著敘述而感性起來：也不自覺的掀開知性，跟著面對死亡、探測「努力

爭氣」的生命溫度：從而讀出自己的「趣味意見」來，不必和誰(包括作者)的一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

近高低各不同。」宋朝的大詩人蘇東坡不早說過了嗎！ 

●  全   文 
「神鷹在藍天中盤旋，要把我的靈魂帶回安地斯山的家鄉。」 

從貼近海平面的秘魯首都利馬(Lima)飛到

庫斯科﹙Cuzco﹚機場，我們按照避免高山症的

要領，把一切行動遲緩下來，像太空漫步一樣，

數著腳步慢慢、慢慢地移向領取行李的地方。自

動輸送帶轉得很慢，行李出來得比我們的腳步更

慢。有六個穿著秘魯傳統服裝蓬裘(Poncho)的原

住民，用直笛、排簫、手鼓、吉他…等在旁邊演

唱著名的秘魯民謠《老鷹之歌》迎賓。旋律柔美

蒼涼，像跋涉過古老帝國的連綿山峰和蜿蜒河

水，帶著一種認命的無奈和憂傷。我只隱約聽懂

再三迴盪的這兩句歌詞，感到一縷淡淡的暈眩牽

纏著我們走向訪問古印加帝國首都的時光隧道。 

我們的旅館在海拔三千三百二十六公尺的

山坡上，早超過發生高山症的兩千四百公尺了；

我住六樓，更增加一些恐懼的高度。我們猛灌旅

館提供的可卡因茶﹙coca marte﹚，然後到房間

躺著休息調適；除了呼吸，什麼事都不敢做。 

時值十月，正是秘魯的春天。下午三點，太

陽城庫斯科市中心武器廣場﹙Plaza de Armas﹚

的陽光烈烈，我裹在預防紫外線的裝備裡聽導遊

滔滔解說，沒多久就悶得昏頭轉向。恍惚中看到

十二世紀的太陽之子Manco Capac揮舞金鞭投入

人間而成為「世界的中心」，他率領太陽之子民

在此成立了印加國。印加帝王模仿美洲獅的身

形，把這高山上的盆地庫斯科，營建成雄偉的獅

城，以武器廣場為中心，藉四條大道向四方輻射

掌控帝國的四大區域。城內的皇宮與神殿全由巨

石構建，殿內滿是黃金珠寶，歷代帝王以太陽神

之子自居，以金子象徵顯赫與富裕。在東方的中

國，也自居為「天下之中」，皇帝以天子為真命，

以龍為圖騰，也以金銀珠寶炫耀象徵。我不禁感

嘆東西文化的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竟能在遙遠

的時空差距中採取類似的方式顯耀榮華富貴。 

走進印加神殿拆毀改建的天主教堂，一股沁

涼又讓我回到現實。我摩挲著巨大堅實的石牆，

想著導遊說的「太陽的子民沒有逃遁，只是突然

從這裡消失而已」的隱喻，這些曾經當時太陽照

耀過的巨石堅持留下來就是見證歷史嗎？傳聞

歐洲的白人侵略非洲一個小國時，恐嚇要在一夜

之間消滅他們；小國的黑人國王只好帶領子民逃

到附近一座山上；這座山竟很快長高，保住了他

們的生命和國祚。而千山萬水外的庫斯科在南美

洲的高山之谷，卻無法逃過歐洲的白人侵略與滅

亡。既然這裡沒有逃遁的太陽子民，難道他們也

曾得到神助而只是幸運地突然隱匿嗎？ 

印加帝國在時間的造化中神秘地消失，殘留

的記憶空間也被擠壓得剩下幾塊堅石，甚至連給

後人呼吸的氧氣也變稀薄了。走過石板路、教堂

和博物館，倉卒進出文化的前世和今生，感嘆沒

有後裔承傳的文化之必然衰亡，而印加古文化被

無情的時空擠壓得幾乎消失的時候，幸好還有這

些古蹟被當作藝術瑰寶維護下來。我疲憊卻加速

呼吸著這稀薄的空氣，難以調適的腳步卻慢慢落

後。我的肺迫切地要吞下整個庫斯科的空氣，但

是印加帝國只留下缺氧的古蹟，茫然地從教堂的

每一個陰暗角落冷冷地望著我，好像怕我也會突

然從這裡消失似的。教堂高高在上的七彩玻璃窗

透進來的陽光，映著聖母聖子而成了頭上的光

環，絢爛得使我的視覺撩亂模糊起來。我感到兩

腿乏力、舉步維艱、額頭滲出冷汗，不知什麼時

候已落在隊伍的最後。我頹然獨坐在第一排的位

置上，忍住了陣陣噁心和嘔吐。頭痛、暈眩、肌

肉痠痛、疲倦、食慾不振、噁心、嘔吐，病情可

惡化至高山腦水腫及高山肺水腫；如未能及時醫

治，可導致死亡……。四點十分，我默誦高山症

的徵狀，天啊！我竟陷入這個症候的泥淖中了。

我凝足目力仰望聖母許願，如果現在讓我擺脫高

山症的糾纏，我願意立刻皈依。我看到光環突然

暴漲起來，滿座繽紛中更看不清聖像。我心跳好

快，頭又疼又暈，覺得快喘不過氣了，好幾次想

站起來都沒有成功，我只看到太太回頭焦急地走

過來。 

隨後的五個景點，我就只能隔著車窗亁瞪眼

了。最後車子停在販賣紀念品的一群攤子前面，

我腰酸背痛坐不下去，一站起來又暈眩想吐、頭

疼欲裂，呼吸急促得像要窒息――孫悟空的緊箍

圈大概就是這樣治他的吧！太陽落到古碉堡的

上面，近黃昏的淒冷應景而生，絲絲涼意浸了過

來。有一位招攬騎駱馬照相的老婦人，給我一杯

溫熱的可卡因茶，我一口氣喝完，全身立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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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她不肯接受我的錢，我只好向她買了一支直

笛。她說，古時候一位印第安歌手深愛一個女

人，女人死後，歌手悲慟欲絕，用她的脛骨削成

直笛，常常傷慟地吹奏心中的思念，於是就成了

流傳於安地斯山的憂傷小調。怪不得以直笛主奏

的《老鷹之歌》聽起來那樣蒼涼。夕陽漸漸沉入

堡中，晚霞滿西天，古蹟的白天竟老得如許美

妙！我深深地吸氣、緩緩地呼氣，在緩慢而困難

的呼吸間，我看到生命的黃昏像夜色悄悄淹來。

我的肺臟堅持與生俱來的呼吸本能，不讓肺功能

衰竭走入夕陽――他堅持正常地呼吸，我堅持正

常地存在。 

我既然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回到旅館，

就只好立刻躺到床上。但是任我如何翻來覆去、

搗枕捶床，就是不能片刻闔眼。導遊通知出去吃

風味晚餐和看民俗文化表演的時候，太太想留下

來陪我；我卻堅持要她去，要她把我這一份也

「撈」回來。我非常清楚此生不想再來第二次，

我再三強調已經逐漸好轉而沒事了，我保證她回

來前就會好起來。太太緊握我的手，又摸摸我的

額頭，確定我沒有發燒到胡言亂語後，就電話給

導遊請旅館的經理過來。女經理隨意瞄了我一

眼，輕鬆地說：「沒事！再兩小時就好啦！」然

後故意笑得胸部亂颤對我太太說：「如果妳不放

心，可以揹他一同去啊！」我太太沒好氣地頂了

回去：「我們又不是韓國人！」想到韓劇的「揹」

是戀人交往的必修課程，我不覺苦笑了一下。 

他們走後，女經理叫我喝了兩杯可卡因茶，

她說這茶有安地斯山印加祖靈的魔幻效用。寄望

這魔幻加持，我試著數息呼吸、用拿手的蛙泳方

法換氣呼吸，一時都無法改善暈眩噁心乏力的症

狀。我突然想到前年在里約海灘滑水落海時憋氣

後深呼吸換氣的經驗，感覺現在要比在海裡憋氣

好得太多了。我怔怔地盯著天花板――像是白色

床單的延伸、延伸―延伸――，無限延伸成了蒼

白的天空。自己是一隻落單的黑色老鷹，老化的

翅膀負載不了逐漸沉重的孤獨和恐懼，在夜空中

無助地下降沉墜。「神鷹在藍天中盤旋，要把我

的靈魂帶回安地斯山的家鄉。」難道這就是魔幻

的效用？安地斯山不是我的家鄉，我拒絕被帶過

去――還好我的「老鷹」已經連繼續飛翔的肺活

量也耗盡了。稀薄的氧氣，讓我跌入生與死的拔

河中。我會不會就這麼不爭氣地死在異國他鄉，

當一口氣接不上來的時候，此身將安放何處啊？

生命越來越輕，輕到不能再少一口氣的程度，而

我可憐的肺臟啊，馬上就要沒有力量再爭這絕不

可減輕的一口氣了！ 

在這呼吸成為一種艱困的負擔時，死亡的腳

步卻像一座又一座走過來的冰山一樣更形冷

峻。只要一口氣喘不過來，我生命的版圖就會立

刻全部淪陷變色。我癱軟在床，意識到死亡正加

速抽取血液中僅存的一些氧氣；我勉強逼視生死

交接的場景，困惑生命的終極意義。我好幾次想

打電話呼叫送氧氣筒過來，卻挪不動絲毫身體，

手也舉不起來。想到佛家晩禱常誦的「是日已

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

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我已是沙漠

上快要亁死的魚，連掙扎求救的能力也一滴滴漏

盡，斯有何樂？斯有何悲？自然卑微的呼吸本

能，變成了努力爭氣的生命掙扎，而記憶卻肆無

忌憚地更加頻繁拉鋸我的靈魂。在靈魂和肉身就

要分離的時候，感覺心和肺特別親切地存在著。

許多平常不會想到的事，像揮之不去的蚊子飛來

飛去；許多死去的親友之模糊臉孔，像走馬燈似

地飄來飄去。我焦躁地等候母親和父親降臨，他

們臨終的時候我都因羈旅國外而無法隨侍在

側，希望他們過來接受我的懺悔並攜我同行；但

是多少影子來了又去，就是沒有我想見的父母。

我疲倦得不能再等，我的靈魂就要離開寄居的軀

殼，就要失去最後的記憶，我已經想不起父母的

樣子了。剩下一口氣的力量，我只能想到自己，

從兒子、丈夫、父親、祖父的角色扮演中，我快

速翻閱自己生命成長的過程，彷彿記起自己的前

世今生，還擱著許多無解的問號和隱晦的刪節

號；生命因為角色的多元而延伸開拓，也因此而

更有重量，更需要呼吸的滋養。 

我的肉身雖逐漸脫卸剝離，而靈魂卻逐漸騰

升，像老鷹等到上升的氣流，又開始翱翔；又如

《逍遙遊》中的大鵬，扶搖直上九萬里，我孤獨

又自由的靈魂回到了廣闊的宇宙。我想把那句改

成「神鷹在藍天中盤旋，要把我的靈魂帶回台灣

的家鄉」來吟，然而卻發不出一絲絲的聲息；我

必須找回沉淪的肉體，才能共鳴出聲音來。發不

出聲息的絕望和見不到父母的哀痛，使我突然陷

入無盡的虛空中而不想再掙扎爭氣，我萬念俱灰

地聽任肉身和靈魂自由，我告訴自己要放棄一切

了。生死一息之間，我忠實地內省觀照，不諱言

自己怕死貪生――面對死亡，還沒有完全準備就

緒，所以害怕；回顧此生，還有許多未享的樂趣，

所以貪戀。因為貪生而怕死，又因為怕死而更貪

生…貪生怕死、怕死貪生的因果相生相成。我集

中精神、凝足意志力量，斷然斬滅念頭的連結。

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落實呼吸，一念又一念地加

強轉化，終於可以明確地告訴自己――再貪生也

不免一死，雖怕死猶有生機；不如面對死亡，當

下承當最是乾脆。如此瞬間地了悟，讓我感覺雖

疲倦而有自在，雖遲鈍而無憂懼；更重要的是敏

銳了我的珍惜感恩，我像等候一位神秘朋友般地

坦然等待即將到來的死亡，有種怯怯的親切說不

出口。 

靜，寂。一切都順其自然了，塵歸塵、土歸

土，像我多少次在親朋的告別式中說的，來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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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去自所從去，就讓我回歸原初而來去自如

吧！我就這樣告別自己了！我看到與生俱來的

死之成長過程――從死亡的誕生，而逐漸分得一

點生命的板塊，而感覺臨近死亡、步向死亡、漸

漸死亡……。多少次送葬入土後，我常回過身來

閱讀周圍的墓碑，有一九五二的、有一九八○

的、有一九九九的、有二○○三的……，他們已

停格在各自當時少年、青壯或老年的容顏，墓碑

冰冷著同樣的臉訴說無常與無奈。像前世、今

生、來生之輪迴，不就是與生俱來的死之成長過

程嗎？如果每個人的生命是一塊版圖，則這版圖

是隨時間的推移而消長的，也就是說生命的軌跡

永遠是生消死長的；人生不是一天完成的，死亡

也不是一天就搶蝕所有版圖的。我們都只注意到

生，卻極少關懷死也是漸進成長的。我知道自己

最後也要死成一尊沒有呼吸的遺體，停格成無生

命的標本靜物讓人憑弔瞻仰；但我無需那種「歿

存均感」榮耀的告別式來引人感慨系之、追悼思

念。想到這裡，我的心真如槁木一樣枯寂起來，

我聽到自己像落葉剝離的呼吸聲。我本不是魚，

一息尚存，就該踏實活著；我本不是老鷹，無需

盤旋哀鳴。我還有一息連接著一息，雖然微弱乏

力，但還足夠讓我想起許許多多應該珍惜的生之

意義與使命，我必須堅持呼吸下去，必須堅守承

諾保證到我太太回來…… 

面對節節進逼的死亡，我只有努力爭氣一

途；我已沒有退一步就「海闊天空」的餘地，只

好原地踏步盡量縮小自己到像螞蟻一樣只要最

少的空氣就可以撐下去。我似乎聽到空中傳來緲

冥的告慰聲音：「你不是貪生，而是還有留戀；

你不是怕死，而是還有不捨。」這還可以意識到

的「留戀」和「不捨」，證明我還能感知，還實

實在在地存活著。我的生命，必須回歸到掌握自

己單純的呼吸本能開始；生活越是簡樸，生命越

顯真實。於是，我重新努力爭氣，就怕一個不留

神一口氣接不上來的時候，此身不知安放何處？

就怕再也沒有機會對太太訴說愛情和歉意，就怕

儲存了很久的叮嚀沒有親口告訴兒子，就怕答應

孫子的玩具沒有兌現，就怕人生可以彌補的缺憾

沒有彌補……，歸根結柢就是怕蓋棺論定我是一

個「不爭氣」的男人。我把每一次的呼吸都當成

最後一口氣來珍惜爭取，我感覺微薄的大氣仍公

正無私地擦過鼻腔、喉嚨而進出身體，辛苦的肺

臟仍堅持做好每一次呼吸的工作，我清楚感受到

和大自然界的互動，我感恩我仍存在。 

我從床上慢慢翻滾下來，跌跪在地毯上。昊

天罔亟！我更謙卑地感知自己的渺如塵介和生

命如同螻蟻般的脆弱，只要一息尚存，原不必需

求很多。我試著爬動到廁所，像女生一樣坐著小

便，尿得全身冒汗，卻有釋放後的輕爽。一股鬆

弛後的睡意襲來，我打開水龍頭用冷水撲臉，真

怕睡著了呼吸停止，就再也醒不過來。我把意志

力膨脹到極限，努力面對一次又一次死亡的可

能；我專注呼吸，用心體會空氣擦過鼻腔、喉嚨

的冷癢感覺，認真諦聽呼吸的聲音，後來就只有

聲音而無所謂什麼呼吸了。如此很久很久，差不

多像天長地久那樣久之後，我恍惚看到牆上一條

壁虎追著一隻小昆蟲出去，像有什麼東西從我的

肺臟爬經喉嚨逃竄到黑暗中。我突然打了一個噴

嚏，鼻涕唾涎齊射，緊接著一個冷颤，窒息感竟

豁然消失了，天地和我混沌在一片和解後的疲倦

寂寥之中…… 

太太不知何時拎著晚餐進來了，我不敢告訴

她我努力爭氣的過程。我一小口一小口地細嚼緩

嚥，每一口都攪拌大量的空氣吞下去，一口比一

口芳香甘美，一頓飯五十分鐘吃下來，我的暈眩

和噁心都嚼碎消化了。飯後，太太扶著我去刷牙

淋浴，竟連頭痛也清潔溜溜了。 

晚上十點五十五分，我像太空漫步一樣走到

陽台，曾照映印加古國的下弦月，像一把犀利的

彎刀，把殘留我體內的高山症滓渣也全部刈除

了。我如脫胎換骨、重新活過來的另一個人――

像回返生命的起點重修了一次人生，又像是走到

了鬼門關拜了一趟死亡之師。我因此領悟：沒有

活不起的人生，也沒有面對不了的死亡；我因此

咀嚼出生命的真味――只要一息尚存，就是活

著；只要活著，就有活著的責任。俯視夜色中的

印加古城，我沉思要如何把這股強烈爭氣的意志

和韌性，延續到往後的餘生。 

這六又四分之三小時在古印加帝國首都庫

斯科認真呼吸、努力爭氣的過程，對我重新詮釋

了「人爭一口氣」的平常道理，成了我此生最刻

骨銘心的一頁生命風景，只要《老鷹之歌》輕輕

響起，就會清晰地浮現出來。 

● 英文翻譯 
( 感謝《客家網路世界》轉載並翻譯成英文，希望中文閱讀困難者也可以藉此分享和指教 ) 

Fighting for Survival 
By Teng Hsing-Kuang 

 “Condors were circling the blue skies, as if wanting to bring my spirit back to their 
homeland in the Andes.” 

As we approached Cuzco Airport on the flight from Lima, the Peru capital close to the sea level, 
we did what was essential to avoid altitude sickness – Slowing down all movement as if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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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walking in space, dragging our feet, slowly 
and steadily moving towards our luggage 
collection point. The automatic conveyor belt 
revolved very slowly, and our luggage arrived 
slower than our footsteps. Six aboriginals wearing 
Ponchos (the traditional Peruvian costume) stood 
at the side and welcomed us by singing the famous 
Peruvian folksong “Song of the Eagle”, 
accompanied by instruments like recorders, 
panpipes, tambourines and guitars. The melody 
was soft and desolate, painting the image of 
trekking through the rolling mountains and 
meandering rivers of the ancient empire, 
accompanied by a feeling of resignation to fate, of 
helplessness and of sadness. I could only vaguely 
understand two lines of the lyrics that kept echoing, 
felt a slight daze guide us along as we embarked 
on a journey back into the time of the ancient Inca 
Empire capital. 

Our hotel was located on a mountain slope of 
3326 meters altitude, way exceeding the 2400 
meters when altitude sickness strikes. To make 
things worse, I stayed on the sixth floor, adding to 
my fear of heights. We gulped down the coca 
marte provided by the hotel before returning to our 
rooms to lie down, rest, and adjust to the altitude. 
Besides breathing, we dared not do anything else. 

This was in October, during the spring of Peru. 
The 3pm sun was shining mercilessly on the Plaza 
de Armas of the Sun City in Downtown Cuzco. I 
wrapped myself in the clothing I had prepared to 
prevent UV rays, barely listening to the tour 
guide’s incessant commentary, and before long, 
became giddy due to the lack of air. In my daze, I 
saw Manco Capac, the Son of the Sun of the 12th 
century brandishing his golden whip, descending 
onto Earth and becoming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leading the People of the Sun to form the 
Inca Empire here. Imitating the shape of the cougar, 
the Inca emperor erected Cuzco, the basin atop the 
mountain, into a majestic cougar city, with the 
Plaza de Armas as the city center and four avenues 
radiating out in four directions, controlling the four 
main regions of the Empire. The palaces and 
shrines in the city were all constructed with 
boulders, the halls filled with gold and jewelry. 
The emperors of past dynasties considered 
themselves the sons of the Sun God, using gold to 
symbolize their prominence and wealth. Similarly, 
over in the East, Chinese emperors considered 
China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y also 
considered themselves the sons of God, used 
dragons as totems, and flaunted gold and jewelry 
as symbols of wealth. I could not help but realize 
that although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re 
different, similarities do exist despite their distance, 
and was surprised that both empires used similar 
methods of showing off their wealth. 

Upon entering the Catholic cathedral that had 
been destroyed and rebuilt by the Inca shrines, I 
was brought back to reality with a jolt. As I stroked 

the gigantic and sturdy rock walls, I pondered 
upon the metaphor that the tour guide had said, 
“The People of the Sun did not escape from here, 
but merely vanished suddenly.” Did the gigantic 
rocks that the sun used to shine upon insist on 
staying on through time to witness history? It is 
said that when the Caucasian Europeans invaded a 
small African country and threatened to destroy the 
country within one night, the black king of the 
country had no choice but to lead the citizens in 
escaping to a neighboring mountain. This 
mountain grew at an astonishing rate, thereby 
protecting their lives and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Cuzco,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situated 
thousands of miles deep in the valleys of South 
America, nevertheless fell prey eventually to the 
invasion and ruin by the Caucasian Europeans. 
Since there are no escaped People of the Sun here, 
could they perhaps have received divine 
intervention too, or were they lucky enough to go 
into hiding suddenly? 

The Inca Empire mysteriously vanished in the 
passage of time, with only a few pieces of flint 
remaining in the battered residual memory space. 
Even the oxygen that human beings need to 
breathe has become thin here. Walking past the 
stone roads, cathedrals and museums, hastily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culture, we felt regret for the inevitabl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without descendants to continue 
its cultural heritage. Although the ancient culture 
of Inca was battered to near extinction by the 
merciless passage of time, these historical sites 
were fortunately conserved as artistic heritages. 
Despite my fatigue, I quickened my breathing of 
the thin air, but my footsteps could not adapt, and I 
fell behind gradually. My lungs were desperately 
gasping for every breath of the Cuzco air, urgently 
wanting to swallow all of it, but there was little 
oxygen left in the heritage spots of the Inca Empire. 
I vaguely sensed these spots staring coldly at me 
from every dark corner of the cathedral, as if 
fearing I would suddenly disappear from here too. 
The sunlight shone through the colorful glass 
windows of the church ceiling onto the heads of 
the Holy Mother and Holy Son, forming the shape 
of a halo, dazzling and blindly me. I felt weak in 
my legs, had difficulty moving, and cold 
perspiration trickled on my forehead. I did not 
realize when I had fallen behind the group. I 
slumped down alone on the first row of the 
cathedral, controlling wave after wave of nausea. 
At 4:10pm, I silently recited the symptoms of 
altitude sickness: Headache, giddiness, muscle 
aches, fatigue, loss of appetite, nausea, vomiting, if 
my condition worsens, high altitude cerebral 
edema, and if not treated in time, death… My 
goodness! I have slipped into the depths of these 
symptoms. I concentrated hard and prayed to the 
Holy Mother: I was willing to be a convert if she 
could help me escape from the clutches of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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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ness at that moment. I saw the halo suddenly 
rising and expanding, blurring the holy statues in 
its splendor. My heart beat fast, my head hurt, and 
I felt giddy and breathless. I could not stand up 
even after several attempts. All I could see was my 
wife anxiously walking back towards me. 

I could only look on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 coach as the tour group visited the next five 
locations. Finally, the coach stopped in front of a 
row of souvenir stalls. I could not continue sitting 
due to my backache, and when I stood up, I felt 
giddy and nauseous, with a splitting headache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as if I was about to suffocate – 
I suppose Sun Wukong the Monkey God felt as 
terrible with his Head Band controlling him! The 
sunset atop the ancient fortress, and the penetrating 
cold of the evening approached for the occasion. 
An old woman soliciting llama rides gave me a 
warm cup of coca marte, and in one gulp, my 
whole body was warm again. She refused to accept 
my money, so I had no choice but to buy a recorder 
from her. She told me the ancient story of an Inca 
singer who was deeply in love with a woman. 
After the woman’s death, the grief-stricken singer 
carved a recorder out of her shinbone, and often 
played a mournful tune to reflect how much he 
missed her. In time, this mournful tune became 
widespread in the Andes. No wonder “Song of the 
Eagle” sounds so melancholic when played on the 
recorder. Sunset gradually fell upon the fortress, its 
glow filling up the western sky. I did not expect 
such a wonderful transi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te 
from day to night! I breathed in deeply and 
breathed out slowly. In between my slow and 
difficult breathing, I saw the dusk of life quietly 
flooding in like the nightfall. My lungs persisted 
on using their inborn ability to breathe, refusing to 
let this ability fade away into the twilight. While 
my lungs persisted breathing, I persisted in staying 
alive. 

Since I could neither stand nor sit, I had no 
choice but to lie down on the bed once I returned 
to the hotel. However, I could not catch a wink of 
sleep no matter how much I tossed and turned in 
bed. When the tour guide notified us that we would 
be going out for a local dinner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s, my wife wanted to stay and look 
after me, but I insisted that she go,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trip by going in my place. I knew 
very well that I would not be coming back here 
again in this lifetime, emphasizing repeatedly that I 
was already feeling better and promising that I 
would have recovered by that time she returned. 
She grasped my hand tightly, feeling my forehead 
to ensure that I was not speaking in delirium 
because of a fever, before making a call to the tour 
guide to ask the hotel manager over. The female 
manager casually looked at me and said in a 
relaxed tone, “No problem! He will be fine in two 
hours’ time!” Then she put on a deliberate laughter, 
laughing uncontrollably, and told my wife, “If you 

are worried, you can carry him along on your 
back!” My wife snapped back in retort, “We are 
not Korean!” I smiled wryly at the thought of how 
all Korean men seem to carry their girlfriends as a 
rite of passage of dating in Korean drama series. 

After they left, the female manager made me 
drink two cups of coca marte, claiming that it has 
the magical effect of the Andes’ ancestral spirits. 
My hope rejuvenated by the magical coca marte, I 
tried breath counting, using my expert breaststroke 
swimming method to alternate my breathing, but I 
was unable to improve my symptoms of giddiness, 
nausea and fatigue at once. Suddenly, I 
remembered my experience of falling into the sea 
while water-skiing in Rio two years ago – after 
holding my breath, I had taken a deep breath for 
ventilation. In contrast, this was a lot better than 
my experience of holding my breath in the sea. I 
stared at the ceiling – It was like a white bed sheet, 
expanding further and further… Boundlessly 
expanding into a pale white sky. I felt like a 
solitary black eagle, with aged wings that could 
not carry the burden of increasingly heavy 
loneliness and fear, helplessly falling in the night 
sky. “Condors were circling the blue skies, as if 
wanting to bring my spirit back to their homeland 
in the Andes.” Could this really be the magical 
effect? The Andes is not my homeland, and I shall 
not be brought back there against my will. 
Thankfully, my ‘eagle’ has expended even its last 
bit of energy to fly. The thin oxygen in the air had 
caused me to land in a tug-of-war between life and 
death. Was I really going to die without any dignity 
in a foreign land? Where will I be buried after I 
breathe my last breath? My poor lungs seemed 
close to gasping my final feeble breath as my life 
force ebbed away, to the point where I could not 
afford to miss a single breath! 

As my breathing became a heavy burden, the 
footsteps of Death became more solemn, like 
approaching icebergs. All it took was for me to 
miss one breath, and the territory of my life would 
instantly fall completely into Death’s hands. I lay 
motionless in bed, conscious of Death’s 
quickening pace of drawing the last traces of 
oxygen from my blood. I forced myself to take a 
close-up look at the scen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perplexed by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life. Several 
times, I wanted to make a telephone call for 
oxygen cylinders, but could neither move an inch 
of muscle nor lift my arm. I remembered the 
Buddhist evening prayer, “With each passing day, 
our life is shortened, like fish in drying water, so 
what is there to be happy about? One should 
practice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diligently in 
order to curb the fire in one’s mind. Be mindful of 
impermanence, and do not indulge in laziness!” I 
was like a fish in the desert, soon to be dehydrated, 
with the ability to struggle and call for help 
seeping away bit by bit. What is there to be happy 
about? What is there to be sad about? The h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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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ability to breathe had become a fierce 
struggle to stay alive, yet my unbridled memories 
tugged at my soul more frequently. When my soul 
and body were about to be separated, I felt the 
familiar existence of my heart and lungs.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I do not usually think of were 
buzzing around like mosquitoes that could not 
simply be swatted away; many familiar faces of 
relatives were floating around like a 
merry-go-round. I anxiously awaited the arrival of 
my parents, whom I was not able to say goodbye 
to at their deathbeds because I had been roaming 
around overseas back then. I hoped they would 
accept my apology and bring me along with them, 
but despite the many shadows that came and left, 
none of them belonged to my parents, whom I 
wanted to see. I was exhausted and could wait no 
longer, my soul was leaving the physical shell it 
had inhabited, my final memories were almost 
gone, and I could no longer recall how my parents 
looked. With my final ounce of energy, I could 
only recall my transition from the different roles of 
child to husband, to father, to grandfather. I 
quickly replayed the various stages of my life, 
seemingly recalling my past lives and 
reincarnations, leaving behind numerous 
unanswered questions and what-ifs. Life expands 
like a tree because of its various branches of the 
roles we play, growing heavier in the process, 
therefore having a greater need for the 
nourishment of air. 

Although my physical body was gradually 
falling apart, my soul was gradually soaring, like 
an eagle awaiting a rising stream of air, soaring 
again, like the roc in “Free and Easy Wandering”, 
spreading upwards nine miles, and my lonely but 
free soul had returned to the vast universe. I 
wanted to change that line in the song to “Condors 
were circling the blue skies, as if wanting to bring 
my spirit back to my homeland in Taiwan”, but I 
could not utter a single sound. I had to find my 
sunken body before any sound could resonate from 
it. The despair of being unable to make a sound 
and the sorrow of not being able to see my parents 
suddenly made me plunge into an endless void, 
ending my desire to fight for survival. In my 
despair, I allowed my body and spirit to be free, 
and told myself to give up on everything. Between 
the split second of life and death, I honestly 
introspected and contemplated, not denying the 
fact that I was afraid of death – In the face of death, 
I was not ready, so I was afraid. In retrospect, I had 
yet to enjoy many pleasures in this lifetime, so I 
was reluctant to part. Because I wanted to live, I 
was afraid to die;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die, I 
wanted to live… This is the cyclical nature of 
karma. I concentrated, summoned enough will 
power, and abruptly cut off all connected thoughts. 
I tried hard repeatedly to ascertain I was breathing, 
strengthening with each thought. Finally, I could 
tell myself with assurance that I was going to die 

regardless of how much I wanted to live. Although 
I was afraid of death, there was still a hope of 
survival, so why not face death and simply deal 
with it instantly? Such a sudden realization made 
me feel free despite my fatigue, and I was neither 
worried nor apprehensive despite my hesit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sharpened my feelings of 
gratitude. I awaited my impending death as if I was 
waiting for a mysterious friend, with an 
unspeakable and fearful familiarity. 

Silence, loneliness-- everything was going 
with the flow. 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 Just like 
the countless time I had said this during farewell 
ceremonies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One 
eventually ends up where he originally came 
from.” Just let me return to the very beginning and 
be free! With that, I said goodbye to the world! I 
saw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atural process of Death – 
from its conception to its gradual attainment of a 
slice of life. I felt Death approaching, felt myself 
moving towards Death, felt myself gradually 
dying… The many times I was buried in the earth, 
I often turned to read the surrounding tombstones, 
some died in 1952, some in 1980, some in 1999, 
some in 2003… Their looks were frozen at the 
time of their youth, their middle age, their old age, 
their freezing, identical-looking tombstones 
testaments of impermanence and helplessness. 
Isn’t reincarnation part of the natural process of 
Death? If our lives were territories, they would be 
fluctuating in the passage of time, meaning to say 
that the orbit of life is always shorter in life and 
longer in death. Life is not complete in a day, nor 
does Death conquer the entire territory of Life in a 
day. We only notice Life, but hardly care for the 
fact that Death grows progressively. I know that I 
will eventually die and become a corpse, frozen 
into a lifeless specimen of still life for others to 
visit and pay tribute to, but I do not need a glorious 
farewell ceremony that states “bo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will be everlastingly grateful” for others 
to mourn and miss. At this thought, my heart 
withered. I heard my breath dying off like fallen 
leaves. I was not a fish originally, who should 
carry on living if I had a breath remaining; I was 
not an eagle originally, I did not need to circle the 
air to mourn. I was still breathing continuously, 
albeit weakly, but it was enough to let me 
remember the many significant and precious aims 
of living. I had to persist to continue breathing; I 
had to insist on keeping my promise to wait for my 
wife to return… 

In the face of impending death, I could do 
nothing but to gasp hard for breath. I no longer had 
the leeway to step back and expect everything to 
be fine, so I stayed in my position and tried as best 
as I could to compress my body to the size of an 
ant so I could survive with minimal air. I vaguely 
heard an indistinct and comforting voice saying, 
“You are not greedy for your life. Rather, you still 
cannot bear to part with it. You are not afrai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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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Rather, you are reluctant to die.” The fact 
that I could still understand concepts like these 
proved that I was still able to perceive, and that I 
was still very much alive. I had to return to the 
stage where I learned the basic function of 
breathing to survive. The simpler life is, the more 
real it seems. So I tried again to breathe hard, 
fearing what would happen to my body should I 
accidentally miss a breath, fearing that I would 
never again have the chance to express my love 
and apology to my wife, fearing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personally remind my son of the many 
things that I had been wanting him to do, fearing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present my grandchild 
with a toy I had promised him, fearing that I would 
not be able to make up for my shortcomings…… 
To sum it up, I feared coming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 had failed to live up to my expectations. I 
treated every breath like my last, felt the thin 
atmosphere still brushing impartially across my 
nose, entering my body through my throat, and my 
lungs still dutifully taking every single breath. I 
clearly felt my interaction with Mother Nature, and 
I was thankful to be alive. 

I rolled slowly off the bed, kneeling on the 
carpet. I was thankful to my parents! I was even 
more aware of how modest and small I was, and 
how fragile my life was, just like an ant. As long as 
a breath remained, I need not ask for much. I tried 
crawling to the bathroom, sitting on the toilet 
instead of standing to urinate. Although I sweated 
profusely, I felt relief, which caused a wave of 
sleepiness to hit me. Fearing that I may stop 
breathing if I fell asleep, never to wake up again, I 
turned on the tap to rinse my face with cold water. 
I stretched my will power to the limit, striving to 
face each repeated possibility of death. I focused 
on my breathing, diligently sensing the air 
brushing across my nose, the cold itchy feeling in 
my throat, listening intently to the sound of my 
breathing, and eventually all that remained were 
sounds other than my breathing. This went on for a 
long time,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I 
vaguely saw a lizard chasing a small bug on the 

wall, felt something crawl through my lungs and 
throat, fleeing into the darkness. I sneezed 
suddenly, and my mucus squirted all over. A cold 
shiver followed this, and the feeling of suffocation 
disappeared abruptly. With this, I blended into a 
weary solitude with heaven and earth… 

I had no idea when my wife returned with 
dinner, and I did not dare to tell her about my 
process of gasping for my last breath. I took my 
time to eat, chewing carefully and swallowing 
slowly, each mouthful of food mixed with large 
amounts of air before swallowing, the sweet aroma 
growing with each mouthful. It took me fifty 
minutes to finish the meal, and my giddiness and 
nausea subsided after that. After dinner, my wife 
supported me while I brushed my teeth and took a 
shower, and even my headache subsided 
completely. 

At 10:55pm, I walked to the balcony as if I 
was walking in space. The crescent moon that had 
been shining on the Inca Empire removed the 
residual bits of altitude sickness from my body like 
a sharp machete. I felt reborn, like a whole new 
person, as if my life had returned to a new 
beginning, as if I had a close brush with death. 
From this, I realized there is no life not worth 
living, nor any death that cannot be faced. I 
therefore had a true taste of life – One is alive as 
long as one’s breath remains; one has the ability to 
live on as long as one is alive. As I looked down 
upon the night scenery of the Inca Empire, I 
contemplated on how I was going to continue 
using this will and strength of fighting for survival 
in my remaining life. 

The six hours and forty-five minutes spent 
gasping for breath and fighting for survival in 
Cuzco, the capital of the ancient Inca Empire, left 
me with a brand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mon 
saying of “Man needs his pride to survive”, 
leaving me with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in this 
lifetime. Whenever the strains of “Song of the 
Eagle” start to play softly, these vivid memories 
will start to replay.  

 

【名作欣賞】解昆樺 

雙       島 

（解昆樺，台灣師大文學博士，現在任教於中興大學，曾獲文建會台灣文學獎首獎、文建會現代文學研究

獎助。他是這次頒獎和晚宴都坐我旁邊的學弟，面允我轉載作品。他是著名詩人和文學獎常勝軍，本期先

轉載這篇「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得獎的小品文。  宇光） 

■ 評審意見 
台灣外籍新娘的心聲，難得在作家筆下代言。作者化身為外籍新娘的「我」，寫信給她故鄉好友Ｍ，細

訴她的處境與複雜的心情。跟許多遠離故土嫁到台灣，受騙上當或陷入不幸困境的外籍新娘大不同；「我」

很幸運，有一個愛她的丈夫，有小康的家庭。她遠離哺育她長大的西加里曼丹島，勉力適應她的夫家台灣

島。兩頭的牽扯，何況她腹中已有一個血脈相連的孩子。短短的篇章，寫鄉愁，寫友情，寫親情與最初的

母愛，細膩感人，很難得。 

不過，這個題材透過文筆很好，程度較高的作者化身為「我」來敘述，因而失去外籍新娘本來應有的

口吻與況味，似乎值得斟酌。(何懷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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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 M： 
我已感受到夏末豐碩的稻穗芬芳，在鄉間這

座宅院，儘管房門四闔，但濃郁的草翠氣息依舊

瀰漫竄繞在所有隙縫之間。這些味道與西加里曼

丹島毫無不同，奔放且寬廣，一如妳眼神中夏夜

那片溫馴又神祕的爪哇海。坐在搖椅，疲倦的我

回到昔日那隻任海浮沉的漁船，與妳綴補漁網，

清苦羞澀……偶爾霹靂啪啦響的捕蚊燈，打亂這

穩謐的時光片段，我本能地抱撫自己隆起的肚

子，才猛然驚覺，我早已歷經漫長旅次，跨越過

無數道黑潮，在時間與空間的另一岸，為人妻，

為人母。 

我勉力在生活裡縮小自己，學著承擔，像這

座島所有人一般。我慶幸丈夫一如當年，質樸諒

人，對我付出最真實的情感。我們擁有一家豆漿

店，大清早便開始擀麵炸油條烤燒餅，招呼客人，

擲數銅板。下午刷洗店面發了麵後，我常坐上他

那台破機車，緊挨著他，鏗鏗硿硿地穿越在屏東

平原的巷弄與田埂間，去參加國小辦的外籍新娘

學習班。在這樣的生活中，我們匆忙又平實地豢

養彼此的幸福，像拼圖扣榫在一塊，又像兩枚磁

石，在所有角落感應彼此的存在，並趕赴彼此。 

如今我看著自己漸漸隆起的乳房與肚子，對

所有距離的分辨都遲鈍了。既然不良於行，就任

性地把世界縮小放在身邊，如同此刻在燈前執筆

寫信，感覺遷居雅加達的妳其實只坐在我身邊，

歡歌依舊。我不知道懷了孕後，能這樣擁有我前

所不及的想像力，連看著裂紋蔓延的大理石地

板，都感受到這世界的破碎。木訥的夫說：「這

是顆蛋。」他也在想像，想像時間在孵孕這房子。 

而我的子宮不只是間房子，更有條臍帶血脈

交纏修築的路，交流我與孩子。我時常輕按胸

脯，感受我們悲歡相連的心跳，儘管他依舊是一

片混沌，但已開始在我的想像中備受呵護。第一

次感受到孩子在子宮裡的踢動，我就把他想像成

愛踢足球的孩子，在飽含露水的草原奔跑著奔跑

著，啊，不小心竟滑了一跤，我告訴妳，即便這

只是想像，也使我悄然心痛。 

不斷追逐足球的他，在時間轉角，會不會遇

到在童年漁村抱著國小課本與鉛筆盒上學的妳

與我，送給我們最溫暖的笑容……我不知道這倉

促的二十年以及未來時光裡，我會領悟些什麼，

兩座島，我與妳，我與夫，我與子，這些如枝蔓

交互盤生的情感，對我來說已然足夠。 

入夜早深，在夫厚重鼻息中，我想煮盤道地

的印尼咖哩魚聊慰鄉愁，看著爐灶飄吐的水氣，

拌著妳寄來的 kemiri、Lemon Grass 香料。這小

小盤子裡放滿了整片婆羅洲的夏日滋味，在往日

共坐椰林聽風時便已被我們恣意領略，即使現在

妳在赤道那，我在北回歸線這，記憶中那種種酸

辣甜苦依舊清晰無比，分毫不差。

【名作欣賞】廖宣惠 

天   眼  偈 

— 另二章 
（廖宣惠小姐，政大中文所博士生，曾任中國醫藥大學講師。作品曾獲道南文學獎、花蓮文學獎、桐花文

學獎、瀚邦華人文學獎等，也是文學獎常勝軍。這次頒獎坐我左鄰，左營回台北的高鐵上也是鄰座，傾談

了很多的文學，大方的允諾我轉載作品。她是一位眼睛很會說話、靈性洋溢的漂亮女生；善用淡筆敘事抒

情，即使說理也如鹽入水，但覺自然飄逸、本來就如此；特別是她的文字很美，像讀好詩一樣很舒服。我

很貪心，本期一口氣刊登她伊媚兒給我的三篇詩文，也許你讀後也會像我一樣妒羨 N，因為可以最先聽她說

話、讀她的美文。 宇 光 ） 

我們並不按照事情的本質去看事情，而是按照我
們自己的本質去看事情。―猶太法典（Talmue） 

N，你要我看吳明益的《蝶道》，關於一個天
生色弱，卻執拗於拍攝、追蹤蝴蝶身影的美麗傳
奇。你用精緻的日本紙，小心翼翼地將這本書包
裝如蝶蛹，輕輕地遞送到我手裡。你說他畫的蝴
蝶都很立體，以一個業餘畫家來說，是講究細節
的工筆素描，也許比某些圖鑑更專業。我相信，
翻開《蝶道》，閱讀時可知他的心靈如此敏感，
所以才看到不一樣的蝴蝶。在〈趁著有光〉那篇
他談自己色弱，以及林布蘭的畫如何透過眼睛捕
捉、表現光影時，我讀到如此詩意的句子：「世
界不僅決定於感官，也取決於心靈。」 

在下卷〈言說八千尺〉中，他甚至浪漫地想
學昆蟲的語言。黑翅膀的飛魚曾告訴達悟族人何

時捕魚，山裡的繡眼畫眉曾告訴泰雅族人打獵是
否順遂，他問自己：「八仙山的蝶告訴你什麼？」 
N，你可知道，有時為了要看見這個世界，我們
都得先看不見，才能好好聆聽存在說什麼嗎？ 

在你跟我分享這位自然寫作者對大地詩意
地關懷後，我也想跟你分享我在一些冷僻佛典發
現的祕密。翻開《高僧傳》，你會看見許多眼醒
在那裡，輕輕朝你眨啊眨，六神通之一的特異功
能，傳說中的「天眼通」。 

聽說擁有「天眼」，可以看見過去未來，洞
燭機先，那是無所不知的，先知的眼。如高僧竺
僧朗，在路上走著走著，就可看見同行有人衣物
在寺中被偷的情形；又如佛圖澄，不但看得到百
里外的幽州火災，提前作法祈雨滅火，連弟子去
買香，被暴徒搶劫幾乎垂死，他也可燒香施法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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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高僧傳》中，他是使用天眼通的次數最頻
繁的，多達 15 次。可是，沒人知道他是如何看
見，傳中只記載他：「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
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究竟麻油與胭脂
調配比例多少、塗在哪隻手掌、怎麼塗、塗多少，
才能讓千里事如在目前？經典沒紀錄，倒是記錄
了一件事，書上描述他的身體奇異： 

「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
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
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
內中。」 

畫面挺生動，不是嗎？彷彿夜間可以看到一個
僧侶點著蠟燭夜讀，起身，拔出左胸前的棉絮，拉
一段腸子如燈管，把書房照得亮燦燦地，信步走至
河岸，拉一段腸子出來淘洗，把國家大事、種族紛
爭的盤盤委屈拖出，翻來覆去、一遍又一遍地洗
滌，直到大地蒼生血淚都清洗乾淨為止。 

我姑且推測，這位天眼通的高僧，本身是有
殘疾的，只是經典美化了。也許人身有些異常的
小缺陷，才可將世局看透？ 

N，就在我幾乎要將這類高僧劃入奇詭、不
可理解之非常人時，一段文字卻悠悠地飄入眼
簾，伴隨一個詩人枯瘦的身影。那是史上赫赫有
名的文才子李商隱，《宋高僧傳》寫道： 

「義山苦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宮冥禱乞
願，玄明旦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癒。迨乎
義山臥病，語僧錄、僧徹曰：某志願削染為玄弟
子。」 

義山就是李商隱，你不知他的眼疾究竟是白
內障或是青光眼？或是對這仕宦不遇的坎坷境
遇絕望冷眼？你也不知高僧知玄所寫的〈天眼
偈〉三章究竟是何物（也許比詩更神秘），不然
為何對李商隱有這樣大的安撫力量，可以讓他
「讀終疾癒」？總之，這段文字紀錄讓人感到好
奇。於是我查閱知玄這個高僧的資料。原來這個
高僧小時是神童，五歲祖父要他作詩，他沒走幾
步就說：「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
在，明日定隨風。」若不是因緣成熟，七歲決意
出家，文壇是不是又多一才子？又或者李商隱真
的成為弟子，跟隨他出家呢？彷彿看見分身倒
影，知玄與李商隱的臉互映著，花謝花開。 

朋友總是這樣的，眼裡總是你倒映我，我倒
映你，沒有相似的質地不會共鳴。但在彼此的倒
影中，又如兩個世界，相即又相離。繁華謝落的
他，走入空寂的他。這樣的朋友，是隻言片語可
以安神定魄，是可以讀其字不藥而癒，默契於心
而為依託。 

如果知玄不出家，或許他會以才子形象為世
界所記憶，如同現在大家記得李商隱。但我寧願
知玄早入空門，畢竟，不只李商隱等他，還有一
條百年的大魚也在等呢！聽說知玄化緣路過一
戶雍氏，雍家有個枕潭，潭中有大魚如龍，四足、
齒牙纖利。雍家把這條奇特的大魚當作寵物，每
天餵食，一餵就四個世代。 

雍家人來來去去、生生死死，這條詭異的魚
卻還活著，越長越大。 

偶爾，雍家人還是忍不住想撈起這寶貝，看
看牠究竟長多大了？每次才剛起網釣之意，雲霧
就飄來，潭面變得晦冥不清。直等到知玄經過，
他化緣後，輕輕地撐船渡潭，大魚一看到他，瞪
目鼓躍（也許情景就像海豚跳出海面，快樂翻
轉？）知玄看到牠跳出潭面，也不划了，他將船
槳扣著船舷，有規律地唱誦，大魚緩緩游近，知
玄摸著牠的頭。不多久，雍家人夢見大魚變成龍
托夢，說牠受皈依已升天，不會再回來了！ 

也許這題材拍成〈高僧知玄的奇幻之旅〉也
不錯？  

我開玩笑的，但《高僧傳》龍登場次數真的
不多，反而老虎最常出現。牠們會在深山化緣的
途中，像隻大貓般，溫和馴服地護衛僧人行走，
或是在山洞中與他們一同禪坐。 

N，你知道為何高僧或修行人容易得天眼通
嗎？我也是經過田調許久才知道這個祕密。每當
僧人們靜坐、閉目凝神，後腦枕骨中間，連結左
腦與右腦處有個「松果體」就會啟動。漢傳佛典
大多記載這類僧人達到修煉後全息全知的神奇
故事，然而南傳佛教則較少紀錄故事，藉由口傳
保留嚴格的教戒與修煉方法，他們稱這種靜坐轉
化人體的方法為內觀（vipassana）。 

在古巴利文中，「瑜珈行者」最早並不是指
體位上修練姿勢的那種瑜珈，而是每時每刻覺知
到自己的「內觀」。古印度對「佛」的定義是：「去
除任何貪、嗔、痴、愛的種種不淨雜染，時刻安
住於光中之人。」N，我去訪查南傳的寺院時，
葛印卡說：「全世界都睡著了，只有瑜珈修行者
清醒著行走。」僧人們閉目凝神，為了更好更深
地看入自己內在，觀身內之身，也觀身外之身。
透過內觀法向內覺察、感受自己的光，進而達到
自性清明、純粹之路，這是覺察者之途，覺察者
是那些擁有力量和能力從內在看見的人，由心巧
妙地引導。 

但內觀要精勤修練到什麼程度呢？說來不
可思議。那些僧人也是凡人，也要面對生命的疾
病與痛苦與死亡。但在死亡中，他們依然清醒地
觀看，以致於死亡來時，他們能安詳的走。因為
那刻，他也會如實冷靜的觀察痛苦，並且在其中
靜定、不起一絲煩惱。是以高僧死亡前多半知道
自己的死亡日期，死亡時也是在靜坐中平靜而
逝，火化則多有舍利子的記載。 

N，能被歷史記憶書寫的人物總是有限的。
我喜歡李商隱幽微的情感，生命獨特的印記，也
喜歡知玄這類出神入化的高人，在歷史上他們彷
彿活在另一個空間裡，傳奇的物事超乎常人理解
太多。當詩人遇上高僧，聖與俗的兩個世界互相
照面。李商隱有神秘的靈感，知玄則有著詩人敏
感的質地。這種邂逅真令人著迷，特別是死生之
際，他成為他的寄託，兩人靈魂如此相似，境遇
卻又如此不同。 

我想起清末民初學者王國維的〈浣溪沙〉：
「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天眼所
見，是眾生之苦，是流連於浮世顛沛流離、生老
病死的大夢，於是你也該猜得到，為何知玄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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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李商隱的〈天眼偈〉沒有流傳下來？ 
那原不是寫給眼睛看的，而是心。 
不然，你怎麼理解李商隱在有眼疾的情況

下，還能讀得清楚、繼而痊癒這種事呢？我彷彿
聽見高僧知玄慢慢吟道：「花開滿樹紅，花落萬
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那刻，知玄
世界裡，花開滿枝又隨風自然飄落，漸行漸遠

了；另一邊則是李商隱的世界，一枝獨秀的花朵
還執拗地不肯輕易謝落，孤伶伶地像個問號懸在
那裡，懸在人生痴迷的種種事物，絕美的姿態凝
成美麗的詩篇。 

N，翻動書頁的那刻，竟錯覺他們的臉、我
的眼，瞬間疊印，相即又相離。 

( 本文榮獲第一屆瀚邦文學獎散文首獎 2013.9.5)

           望龍埤的黑阿嬤          廖宣惠

N，聽說你買了一台舊式拍立得相機，想推
遠黑與白的界線，在人文地景中尋找詩意。你還
買了阮義忠的攝影文集，打算探索這個黑白世
界。 

我想起某日，和你走在望龍埤的步道上，那
潭水就是濃濃的墨色。倘若要拍美麗的「春江水
暖鴨先知」，你得走到樹下，從暗處拍去，眼前
景色才會明亮起來。可我想，若要拍人生中的陰
影，似乎是拍不成的。也許那更像一種滋味，不
好下嚥地滋味。 

我想起黑色的神聖意義。 
大涅槃金剛乘告訴我們，卡利女神之所以全

身漆黑，是因為世間萬物都被她吞噬。「這道理
就猶如黑色能吞噬一切顏色那樣，世間所有的名
和相，均在卡利身上消失無蹤。」羅摩克里什那
解釋說，卡利的黑暗是距離所造成的結果。當我
們在遠距離觀看某物時，它在我們眼中所呈現的
正是黑色。「一旦走近後，你就會發現她實際上
並不屬於任何顏色。遠望一潭湖水其色如墨，待
走近掬起一捧手，你將發現那湖水清澈透明沒有
任何顏色。」 

這世界可有比湖水更黑又透明的顏色？ 
N，望龍埤有許多小販賣茶葉蛋、玉米、蕃

茄、冰淇淋，臨去前我們注意到一個老婆婆，擺
著攤子瑟縮在邊緣；一整籃的甘草李子，連同她
的臉都是黑色，非常不起眼。我無意間瞥見時，
她正默默地擦掉臉龐的淚，可能是生活艱苦，也

可能是為冷清的生意發愁。雖然動作細微，我還
是看到了。目測也有 60 好幾了吧？什麼原因讓
婆婆大老遠來這裡擺攤？ 

婆婆眼睛不好，似乎有些白內障，霧霧的，
略帶透明。拿在手上的李子黏呼呼，透明塑膠袋
沾上糖水，袋口沒有綁緊，黏黏的糖水滲到剛剛
買的蕃茄。就如她的眼淚，默默地流到我血紅的
心。那刻，我彷彿看見一個肉身老菩薩，承擔生
命的苦難與重量，在風雨裡叫賣著。她在觀光勝
地的望龍埤旁賣李子，酸澀如人生的李子。 

我在她身上看見黑色聖母卡利的影子。 
沒有多問婆婆為何年紀一把還出來賣李

子，也沒有問她為何流淚。我走近說，「這些李
子看起來不錯，」她突然振奮起精神說，這是自
己種的，無農藥，還要我試吃。 

我當然知道李子不好吃，再多加甘草、糖水
仍無濟於事。但我還是買了。即便明白自己微薄
的小錢對她來說，也像一時淋的甘草糖水，下一
秒，咬下李子，依然酸澀。那刻，婆婆笑了。她
的臉亮了起來，我好像看見光。 

遠遠地，望龍埤那隊鴨子已經游出視線外，
如同婆婆逸離我的人生，成為一道風景。我想，
雖然人生陰影中的風景是拍不成的，若心裡有
光，再酸澀的味道，嚐起來都有特別的滋味。 

雖然，我也沒吃完那袋李子。 
奇怪的是，吃李子時，想起婆婆的笑。嘴是

酸的，心卻甜甜的。 （轉載自《人間福報》）

 千  年  桐 廖宣惠 

客家委員會為推廣客家文化及鼓勵文學創作，自 2010 年起每年舉辦「桐花文學獎」，吸引來自海內外各地民

眾熱情參與，參賽作品也來自全球。顯示客家文化之認同及喜好客家文學者，已趨於普遍。本詩榮獲 2013

「第四屆桐花文學獎」一般新詩組佳作獎。 

假使其他條件不變，源自喜悅的欲望會強過悲傷的慾望。──史賓諾莎《倫理學》 

這個族群習慣在炎日曝曬下沉默站立 

將枝頂包裹成心，於是 

每片葉的掌紋有了星狀脈搏 

他們撐一座守望的林 

開一季燦爛的雪 

那雪，以詩的身影斜飛 

一字一行，緩緩飄落 

 

他們還習慣用百日孕育核桃狀的果實 

一隻隻好奇的油金龜 

飛入肥皂裡，洗人間冷暖 

飛入油漆裡，粉飾太平 

或是再飛入油墨裡，滾一滾 

蛻變為詩？ 

 

千年前，傳奇的油金龜還治天刑 

治那無可治的哀傷痲瘋 

治大大小小的毒凍瘡 

為人生不可名狀地長長苦難 

結一粒短短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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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文學】     英千里教授為我們證婚 
．台灣大學外文系名譽教授 鄭恆雄． 

（鄭恆雄教授是我堂妹鎮枝的夫婿，係享譽國際的語文學專家。透過網路，他們找到失聯近 40 年的我。本

文是「傳記文學體」的報導，很有文獻價值，感謝他授權轉載自《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 

所附照片為 Word 檔，印刷後可能更不清晰；雖然往事依稀、時空已遠，懷舊思親的孺慕之情卻更熾熱。

尤其是「照片二」，先父主持拜阿公婆、點紅燭、講「四句」祝詞的場景，鄭恆雄告訴我：「我們一直感念

在心…顯示典型的客家結婚祭祖儀式，可能有一點客家民俗價值。」 

珍惜老照片，是懷舊追遠的最佳線索。本文提供我們最好的見證。 宇 光 ） 

     英千里教授在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任教並擔任系主任，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退休為
止，共十七年。我在台大外文系讀書的時間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三年，那時他有時生病請假，
所以無緣選修他的課。我只有一次有機會旁聽他的英詩課，那時他正在談英國倫敦泰晤士河一帶
的地理環境。我的印象是他對倫敦很熟習，從哪一條街可以接到哪一條街，如數家珍。我後來才
知道，他在英國留學多年，因此對英國非常了解。我在大學時，對英詩很有興趣，也寫一些詩發
表在《現代文學》雙月刊及《笠》詩刊上，沒有機會聽到他講解英詩，真是一大憾事。可是他為
外文系聘請的名師如趙麗蓮教授(教「西方經典作品」)、黃瓊玖教授(教「西方戲劇」)、曾約農
教授(曾國藩之孫，教「中英翻譯」)、朱立民教授(教「美國文學」)、俞大綵教授(教「英文作文」)
等，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的老師如 Father Thornton (教「二年級英語會話」、「英文散文和寫
作」、「莎士比亞」)、Father O’Hara (教「西方古典文學」及「社會學」)、Mrs. Wood (教「一
年級英語會話」)、宋美珠老師(教「演說與辯論」)等，都是一時之選，全部使用英語講課。他們
的課程我都修過，使我在英文聽講讀寫各方面都突飛猛進。另外教法文的有黎烈文教授和來自加
拿大魁北克的 Father Bourque，他們都教學認真，循循善誘。我一共跟他們修了三年法文，使我後
來在美國讀語言學博士時，輕易的就通過第二外語法文的考試。台大外文系畢業以後，我入伍服
預備軍官役，一九六四年退伍，先到新開幕的台北市第一家五星級飯店國賓飯店服務，認識了我
未來的太太鄧鎮枝，然後於一九六五年申請回台大外文系的英語實習室當助教。那時英教授還是
主任，但是因為身體不好，所以由英語實習室主任楊民皓教授代為面試。我很幸運的獲得錄取，
成了英教授當主任時最後的助教之一。次年他就因病退休，由朱立民教授接系主任。同年我因為
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East-West Center)獎學
金攻讀英語教學碩士，因此辭去助教之職，赴美讀書。 

一九六八年我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英語教學碩
士，隨即回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一九六八年十
二月我和鎮枝結婚時，想請英千里教授證婚。台大外
文系同事翁廷樞老師和英教授很熟，就陪我一起到溫
州街英教授的居所送喜帖，並且請他證婚。英教授看
到喜帖，很高興，一口就答應了。那時他有病在身，
仍然勉力前往台北市國賓飯店為我們證婚，使我們感
激莫名。(見照片一) 

→照片一：英教授為右起第四位→ 

照片中，英教授笑容可掬，為我們證婚，顯得很高興。可是次年十月他就過世了。這可能是
英教授最後一次證婚。我何其榮幸，能當英教授最後的助教之一，更何其榮幸，能請到他為我們
證婚。這都是我和太太永誌不忘的事。英教授雖在病中，仍對晚輩百般提攜，和藹可親，真是一

代學者的典範。 
←照片二：客家女婿鄭恆雄(左一)與新娘鄧鎮枝(左二)在岳父

(鄧景興，右二)及岳母(鄧張三妹，右一)家祭祖，居中者為堂

叔鄧連興← 

我在外文系任教三年以後，於一九七一年獲得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會進修獎學金再到夏威夷大學攻讀語
言學博士，專研台灣南島語言之布農語。一九七六年
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返外文系任教，至二零零六年
由專任教授退休。任教期間，我從事英語教學與測驗，
在許多國際會議發表這方面論文，同時為台灣之大學
入學英文考試服務，並編輯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之《高

中英文參考詞彙表》(http://www.ceec.edu.tw/Research2/doc_980828/ce37/ce37.htm)。我也撰寫不少
有關應用語言學理論以分析文學作品的論文，並教授此課程，讓學生了解語言學和文學之密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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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對於布農語，我持續研究，發表論文，並於二零零九年完成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編輯
之網路多媒體《布農語郡群方言詞典》(http://e-dictionary.apc.gov.tw/Index.htm)。這是第一本網路
多媒體布農語郡群方言詞典，不僅有詞彙、例句，還有其錄音以及關於布農族生活文化的圖片，
對於保存台灣原住民布農族語言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里程碑(以後布農族年輕人再也不可能像本詞
典中錄音的耆老一樣說流利的布農語郡群方言了)。我二零零六年起至二零一一年擔任兼任教授，
教授「英文聽講讀寫綜合訓練」，讓全校學生選修。因為此課訓練學生融合英文聽講讀寫四種技能，
應用於日常英文的環境中，甚獲學生歡迎。我在外文系任教期間，一直秉持英教授鑽研學術，服
務社會，提攜後進的精神，希望能略盡棉薄。二零一零年台灣大學頒給我教師社會服務優良獎，
二零一一年頒給名譽教授，肯定我在社會服務及學術研究之貢獻。 

 【走在山海之間的風景．巴西人的飲酒文化】 唐雅陵   

借酒澆愁 巴西人反越喝越愁 

( 選自作者「走在山海之間―隨意窩 xuite 日誌，網址已遷至 http://blog.xuite.net/tyalin_11/twblog ) 

    今天是星期五， 
   停止忙碌遠離憂鬱， 
   拿杯啤酒放在我的桌上。 
   今天是星期五， 
   再多拿些啤酒。 
   煩悶至極， 
   腦袋一片空白… 
這是一首巴西人耳熟能詳的葡萄牙語流行

歌曲「啤酒」，歌詞言簡意賅。巴西人喜歡在一
天工作結束後與三五好友把酒言歡、閒話家常、
宣洩情感，以紓解生活壓力及緊張情緒；星期五
和星期六晚上的「歡樂時光」（happy hour），更
是上班族與大學生的固定社交活動。 

自古以來，人類就有飲酒的習慣與愛好，不
管是做為祭祀、醫療用途還是單純的娛樂助興，
永遠不缺理由。從古希臘羅馬的葡萄酒、中世紀
的啤酒、現代的蒸餾酒到各地原住民的「嚼酒」
（用唾液發酵的原理來製酒），人類社群都會因
當時的生活與文化型態，而有飲酒行為。 

巴西第七頻道電視台「紀錄」（R7）調查指
出，啤酒是巴西人消費最多的酒類，占比例
61%，其次是甘蔗酒和葡萄酒。甘蔗酒雖排名第
二，卻是巴西最著名與傳統的酒類，而用甘蔗酒
加白糖、檸檬與冰塊調和而成的「鄉村酒」（葡
文為 caipirinha），則被視為歷史文化資產。 

甘蔗酒是拉丁美洲最早出現的蒸餾酒，16
世 紀 初 起 源 於 巴 西 東 北 部 培 南 布 可 州
（Pernambuco），有近 500 年的歷史，後來在東
南部米納斯吉拉斯州（Minas Gerais）發揚光
大，因酒精濃度高（38-54°），可以舒緩饑餓、
消暑暖胃、減輕痛苦、提升勇氣，為殖民時期前
往巴西內陸拓荒者必備的飲品；時至今日，更成
為極具外銷潛力的巴西特產。 

傳統上，男性飲酒行為較多，但巴西父權社
會裡的男尊女卑文化，隨著多元社會發展，逐漸
被兩性平等取代，這樣的現象也反映在飲酒習慣
上。 

聖保羅聯邦大學（Unifesp）調查顯示，近
6 年來 14 歲以上巴西女性人口喝酒比例提高
24%，從 15%變成 18.5%，主要反映在社交性飲
酒，而非在家飲酒；這一點，和女性因職場需要，
與男性一樣得交際應酬有直接關係。 

聯大研究員、心理治療師拉蘭傑拉（Ronaldo 
Laranjeira）指出，巴西人對飲酒的開放程度極
高，尤其是啤酒，被稱為「大人的汽水」；而未
經酒精「洗禮」的年輕人，免不了被調侃是「長
不大的孩子」，許多受不了激將或誘惑者，往往
還未成年就開始接觸酒類。 

調查顯示，32%有飲酒習慣的成年人表示，
在某些場合一喝酒就停不下來，如 49 歲的公務
員喬伊斯（Joyce），她喝酒比其他朋友兇，當朋
友們喝第一杯時，她已經三杯下肚；30 歲後完
全失控，想停也停不下來，光是週末的「歡樂時
光」已經不能滿足她，平時也得喝幾杯，結果開
始影響工作。 

調查顯示，巴西約 90%成年人有飲酒習慣，
其中 10%因飲酒過量損害健康，10%嗜酒成癮：
如同喬伊斯的情況，約 8%的受訪者因喝酒影響
工作，9%的家庭或婚姻關係受衝擊。 

儘管研究指出適量飲酒對健康有好處，比如
能活血、補氣、助眠，但一旦喝酒成了病態，對
個人與家庭的健康和睦都會造成負面影響；事實
證明，社交性飲酒與酒癮之間的分隔線之細微，
有時連醫生都很難分辨。 

大部分的人社交性飲酒都是淺嘗即止，不會
擔心自己喝了多少，情緒也不會失控。但藉酒澆
愁、藉酒裝瘋，將隱藏於內心諸多如不安、害怕
與憤怒等負面情緒藉機發洩出來，就可能衍生行
為失常，家庭暴力接踵而至。聖保羅聯邦大學對
巴西 108 座城市 7000 個家庭調查結果顯示，
49.8%的家暴事件發生時，施暴者都喝醉酒。 

心理學家方塞卡（Arilton Fonseca）表示，
人們通常對酒後胡言亂語與行為乖張者具有較
大耐性與理解力，將自己與他人所有失常表現歸
咎於酒精的作用，並自我安慰喝醉酒的人不曉得
自己在做什麼，因此受害人忍受的暴力迫害時
間，往往長達 10年以上。 

巴西人類學家樂蒂（Raul Lody）說：「酒是
超越善與惡的飲品。」飲酒固然是傳統文化，可
做為生活的調劑品與潤滑劑，但如同「水能覆
舟，亦能載舟」的道理，飲酒也需適可而止，才
能真正樂在其中。  

（原載《全球中央》雜誌 2013 年 1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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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        忠            曹林盛 

早上跑步回家，血通氣順，筋肌靈絡；一見
還穿著半透明睡衣的老婆，便要扭把過來親親。
因為據所有成人電影的情節，這時男人的體味，
是最具雄性的吸引力，讓異性難以拒抗。 

不過糟老娘應該是異性中的異類，她非但沒
有相迎配合，反而施出客家拳「細妹屠龍」中的
第八式，左掌擋在糟老汗答答的胸前，右掌則作
狀隨時劈下﹔糟老幻想中的鶯聲嬌嗔，被「快去
洗澡！把衣服換掉」的號令戳破。 

家中小狗「多比」，還以為樓下正在發生甚
麼家庭暴力，衝下來見到的卻是滿臉無辜的糟
老，悻悻然地坐在門關上脫運動鞋。倒是牠，不
嫌糟老甚麼體味汗臭，撲上來就給他一連串濕答
答的大吻。 

糟老跟狗分開，前後不到兩個時辰，當然狗
的時間觀念跟人類不一樣，但是從牠的反應，可
以感覺到糟老是牠生命的中心。 

很多很多年前，糟老在聖保羅郊區開建材
店，因為治安不好，不時有屑小盜賊光顧。於百
方提防無效後，決定養兩條看門狗。今天回想，
那時候養狗是要「利用」牠們，對牠們並無一絲
「愛」的成分。 

那時白天把牠們關在四、三公尺見方的狗屋
中，從不過問牠們的起居，更沒有關心牠們有沒
有吃飽等。對牠們，糟老可以說是招來揮去；但
是牠們就是再累再睏再渴再餓，只要糟老走近，
牠們都會蹦跳著往前相迎，沒有一絲一毫的不
悅，更談不上甚麼心不甘情不願。 

狗這樣的個性，我形容為「愚忠」。 
為甚麼在「忠」前要加一個「愚」字？因為

同一條狗，如果牠跟著警察會去咬強盜，反之則
會去咬警察。當然我們不能說狗沒有「立場」，
因為狗不能辨是非，只是天性忠於主人而已。 

能像狗一樣對主人「愚忠」的人，糟老至今
還未能有幸相識。在職場，巴西勞資涇渭分明，
僱傭的合作關係終止後，為數不少的還會對簿公
堂，何「忠」之有？ 

在社會和朋友之中，我們誰不曾因為個人的
目標或需要，對某人、團體或機構「忠」誠地配
合過？但當目標已達或需求更改時，我們很「自
然」地會棄東投西，在所謂的「配合」的過程中，
誰的奉迎手段如果能投其「主」流所好，那麼他
達到其個人目標的機會就會相對地提高。 

當然人跟狗的差別，在於人能辨「是非」，
所以人會有自己的立場。 

為了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即是說不擇手段
地去咬警察或強盜，我們還可以容忍。難以接受
的是沒有立場地，兩頭亂咬到處示「忠」者，此
輩豈不是連狗都不如？ 

再者，狗不會棄窮就富，亦不會擇木而棲。
「愚忠」，人確不如狗，但是我們卻會所謂的「明
辨是非」。但是何「是」何「非」，又是誰能乾坤
獨斷？ 

人憑什麼值得狗兒這樣的癡愛？如果人的
性格都像狗一樣，我們的社會是否會更和諧？ 

                日 落 原 鄉           黃偉祐 
無言的海誓，浪漫的山盟，遙遠的在虚渺

中。那竹林中的四合院，依稀在記憶中；昏暗的
小雜貨店，門口那條懶洋洋的土狗，頭也不抬的
迎送往來。漫長的等待熟悉的身影，趁著夕陽餘
暉日落之前，那奇蹟驚刹的出現，願那一刻時光
静止。但從不如人願，痴與蠢又呈現在眼前，日
落之前…… 

回去吧！瀟灑的揮揮，頻頻的回首，不可能
的事永遠不會再出現。但不相信沒有什麽是永
遠，相信會千里迢迢的趕赴一場盟約，因為驟然
離去，再相逢己遙不可期。突然的驚醒，原是一
場夢，但確是那麼的真實。人生如戲在那塲戲中
吃力的扮演，各自微笑，各自流淚，結束一場意
味著另一塲戲的開始，來來去去沒有絲毫的停
歇。山與水可以兩相忘，日與月可以毫無瓜葛，
青雲可以打濕諾言。旣然如此又何必聚散兩依
依，守不住的約定，又何必輕許諾言，記得也好，
忘了也罷。夕陽有它的詩意，黃昏也有畫情，日
落之前天涯的你我各自安好。 

又是炊煙升起，暮色照大地，我張開一雙翅
膀，背駄著那遊子滿懷的思念，回到了嚮往的地
方。綠草茵茵，白霧茫茫，在曠野中我嗅到了那
熟悉的芬芳。記憶中的故鄉，清清的流水，小小
的浪花，綠油油的水田，漫山遍野的青春花朶，

一切都是那麼的優雅美麗，好山好水好人情。但
在齊柏林看見台灣，鳥覽記錄片下己是千瘡百
洞、體無完膚。故鄉的美好在人為的破壞下，政
府無能與縱容，奸商唯利是圖，濫伐濫墾，高山
削成土丘淪為別墅、度假農庒、水果茶園，造成
了淹鄉滅村的土石流，生命財産瞬間消失；假
米、毒澱粉、混合油等四處亂流，防不勝防。我
們平凡的百姓已不知如何，信任政府的公權政
策，抑是奸商的唯利政策，最後又是官商勾結，
苦了百姓。 

故鄉我愛你 365 天！記得那春風吹起萬物
向榮的氣息，夏雨打濕孤獨的屋簷，秋天飘落思
念的紅葉，冬霜將至轉眼又一年。夢見妳，想妳
的 365 天中！回家的路，故鄉感覺中妳沒走遠。 

酒 鬼 應 徵 
酒鬼到洋酒公司應徵，品酒十幾種，酒鬼都

一一準確說出了酒的年份、度數等，考官們無不
震驚。經理向女秘書使個眼色，女秘書一回頭，
把一杯尿給遞了上來；酒鬼嚐了一口之後說：「女
性，23 歲，懷孕兩個月！」全場鴉雀無聲。 

酒鬼以為自己應徵失敗，憤怒的說：「如果
得不到這個工作，我就把孩子他爹說出來！」 

在場的各部門主管異口同聲道：「你被錄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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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出 健 康                  右 玲 

近幾年「客家日」的表演節目不斷地更新。
隨著潮流，歌唱節目有伴舞群，讓鄉親耳目一
新。去年一首<十八姑娘一朵花>歌舞劇，演譯出
了一個女人的一生；一曲<阿里山的姑娘>舞出壯
男美女熱情的舞蹈，配上自製趕工出來的鮮艷服
飾，讓這場表演「安可」聲不斷。相信鄉親對我
們一年一度的「客家日」，有愈來愈多的期盼。 

說實在的，從配合曲目、老師編排舞群動
作、隊形的變換。對一群未受專業訓練，臨時召
集訓練的人來說，真是不簡單，老師和舞群都很
辛苦，更何況是炎炎夏日啊！去年本來還有一個
「排舞」的表演，最終因為成立時間才幾個月，
團員有部份還不熟悉動作而作罷。 

說起客家會館會有「排舞」，還是和「客家
日」有關係，早期做節目策劃最是頭疼，找人、
求人，遠方會唸經的和尚又請不來。後來是咱們
鄉親自覺：自己會裡就有人才，何需外求？再說
我們圖的是眾樂樂，就是水平不到位也有趣呀！
那時婦女組眾家姐妹萬眾一心，想把節目做好，
放下身段；管他胖瘦、年齡，都積極參加伴舞的
行列，練舞時大家才發覺其中好處；流汗又瘦
身、返老還童、嘻嘻哈哈好快樂！所以有人提議
找老師來教我們吧！ 

很幸運的我們找到林碧珠老師，她是我們鄉
親，平常熱心在 Aclimação 公園和文教中心做義
工，她高興地答應來教「排舞」。剛開始練時選
定周三或周四，客家大樓可以提供場地，安排下
午時間時，很多人說還要工作，不方便來；安排
晚上時，又有人說怕被搶，也沒來。試辦一個月

時，人數老是不見增長，還好這段時間練過的人
領受到效果，口口相傳人數才增加起來。 

當初老師說要收學費每人五十元巴幣，為了
讓學員看重這個時間，現在想來很有道理，付費
的學員就比較少缺席，而且真正固定每個周四的
鍛鍊，讓大家愛上這個時間，既達到運動全身筋
骨的效果，加上有些人愛耍寶讓大家笑聲連連。               
想想看在這麼好的場所，老師認真又有活力的口
號聲帶動下，激發出大家學習的興趣，有幾位比
較少運動的，剛開始跳時，會比手勢就忘了動
腳，不然就是同手同腳，有些時候腳像打了結似
的差點跌倒。林老師總是鼓勵不斷，耐心指導，
讓本來看來像跳機械舞的，現在也有模有樣；亮
光玻璃像鏡子一樣，映照著我們舞動的身影，充
滿著活力，讓我們看到努力出來的成績。 

個人去年去九寨溝玩時，導遊帶我們到天門
山，說有九百九十九個階梯，有勇氣的人就去爬
吧！抬眼望去人山人海，愈高處愈少人，想來測
試自己體力如何，就努力地爬上去了，雖然休息
了幾次，自覺情況還不錯，下來後雙腳也不抖也
不痠疼，這大概得歸功於一年多來的「排舞」訓
練吧！ 

現在將這個好「空頭」報給大家聽，自己的健
康自己做主，我們每周四晚七點半上課，月費一百
元，想要快樂健康，就請不要吝嗇於投資自己；騰
出時間、花點小錢。客家大樓開放給大家使用，請
鄉親好好珍惜它、使用它，讓它的存在更有價值。
二月十六日「客家日」我們將展現「排舞」成果，
請拭目以待！歡迎大家也來加入我們！

靈 異 怪 事             林羅貴珍 

筆者前些日子在《美洲華報》看到一篇科學
家研究兒童有前世的記憶，並且有前世今生輪迴
之說，不禁使我憶起年輕時外祖母告訴我的一段
真實怪事。筆者只是耳聞沒見過，這真實的怪
事，信不信由你。 

我外婆娘家姓鍾，她說有一位遠房的姪兒名
叫建文(化名)，她的家境不錯，從建文的曾祖到
他本人三代都是單丁，也就是說獨子。後來建文
20 歲那年，經媒人介紹和一位 18 歲的陳紅玉小
姐結婚。婚後第二年就生了一個男孩，但很不幸
嬰兒第二天就夭折了；更甚的是之後三年間紅玉
一連生了兩個男嬰也同樣的情況夭折了。鍾家全
家人都陷入愁雲慘霧中！而紅玉每次痛失骨肉
都哭得死去活來…… 

話說那第三個男嬰的屍體要送去埋葬之
前，建文的母親實在不捨，她突發奇想，叫建文
說，去把你的印章拿來，在死嬰兩耳朵背各蓋一
個印（是長圓形的），這秘密只有她母子知道而
已。然後才把嬰屍送葬。又過了兩年，紅玉又再
生一個男孩（這是第四胎）。當嬰兒生下來時是
紅玉的婆婆為他洗澡，她竟然暗暗的稱奇，並感
到驚喜，她發現嬰兒的兩耳朵背後各有一個紅色
圓型的胎記，她暗地裡叫兒子媳婦來看，並且說
有蓋印的事不要傳揚出去，只說是天生的（床公

婆做記號）的胎記。而這個兒子很慶幸的存活下
來，長得眉清目秀令人看了就喜歡，取名「漢
良」。到了他兩歲會走路也會說話的時候，經常
半夜從夢中驚醒哭鬧，偶而會胡言亂語，沒有人
懂得他在說什麼。家人以為他會是問題兒童，帶
去給醫生看都說他沒病。到四、五歲後就不會
了。後來又帶去給一位會看病又會相命的漢醫
看，也說沒病，卻建議最好抱養一個女孩給他作
伴（不是做童養媳），此兒將來會飛黃騰達，但
願好生教養他。正好她姐姐翠玉連生五個女兒沒
生兒子，後來紅玉就抱養她姐姐七個月大的屘女
取名玉琴。漢良有這位妹妹做伴，兄妹倆非常和
睦，在成長中兄妹學業成績都非常優異。漢良天
生有經商的天份，在某工專畢業後就開始勤於經
商。他人長得英俊、幽默、健談，人緣極佳，娶
得一位布商的女兒江怡君，婚後生了三男一女。
玉琴女中畢業後就留學日本，後來嫁給住日本名
古屋的住日華僑，每年都會回來看父母。 

建文和紅玉經過數次失子的慘痛折磨與數
次的狂風暴雨後，在他倆的向晚人生中竟得到了
美麗的彩虹。 

外婆說紅玉是碰上開朗的公婆和丈夫，早年
時代社會封閉，像紅玉這樣的遭遇幾乎都被怪為
不祥之人，她真可謂是不幸中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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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護照在巴西          倪子 

在南美洲頭號大哥的地盤上，國人獲得的外
交待遇並不如想像中的熱情、友善，與其他可自
在出遊享受免簽待遇的百餘個國家相比，我護照
在這足球王國確實面臨諸多的不便與困擾，可謂
毫無用武之地。 

曾經以為台灣護照通行無阻，以前出差時，
只要出示那本綠色小本子就能行遍大江南北，一
路綠燈出入各大小國。雖然在政治上幾乎都是無
邦交關係的國家，但這並未影響台灣護照的效
力，從未有過護照不被承認，出入境受限的窘
境。記得幾年前到希臘出差，海關櫃台前等著入
境查驗的旅客大排長龍，此時，聽見一位海關人
員高喊「有持台灣護照的旅客嗎？請直接到這
排！」就這樣，那天的台灣朋友們一一走出各排
人群，依照指示前往定點，享受到最快速的通關
待遇。但，就在這熱情奔放的足球王國―巴西，
那本魅力無窮的綠色小本子卻碰壁了！天啊！
怎會這樣？我們的護照也是經過嚴謹審核後方
可取得啊，怎可不被承認哩？ 到底當年兩國政
府間發生了甚麼事？(退出聯合國後)  

依據我外交部 2014/1/15 的網站：「巴西政
府與我國無邦交，所以不承認我國護照。國人前
往巴西駐台商務辦事處申請簽證時，必須先申請
「通行證」 (Laissez Passer) 代替護照使
用…」。重點是，除了目前的 22 個邦交國外，台
灣與其他各國也都無邦交啊！在這樣的國際局
勢下，國人持台灣護照(普通護照)前往世界各地
洽公旅遊，也不會因為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而受
阻。目前給予台灣免簽待遇的國家或地區有 131
個(含 2 個可以電子簽證方式前往之國家)，這個
數字遠遠超過半數以上的聯合國會員國數。另
外，再檢視我們的 22 個邦交國，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海區國家就佔了 12 個，台灣的外交關係在
拉丁語系國家看似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然令人疑
惑的是難道沒有正式邦交關係，台灣一切的一切
在巴西就消聲匿跡了嗎？在學習葡語的大學
裡，來自歐美國家的同班同學對於台灣不陌生，
尤其是台灣的電子科技產業，但納悶的是為何課
外所接觸的學校教職員或巴西學生對於台灣簡
直就是一付未曾耳聞的模樣?!難道來自台灣的
是外星人嗎？我的葡文老師甚至是因為有了我
這個台灣學生才開始認識台灣的，萬幸！真的是
要全民拼外交啊！ 

入鄉隨風、入境隨俗，遵守當地的法律，為
各國僑民旅居異鄉的生存之道。雖依現行巴西相
關法令，對於無邦交國家不承認其護照，明文將
台灣、不丹、中非共和國等 3國並列為需辦「通
行證」(Laissez Passer)的國家。然而律法是人
訂的，白紙黑字是死的，孰不知外交局勢千變萬
化，初一十五不一樣，只有掌握國際動態加強兩
國友好關係，搭配全民的努力與支持，才是王
道。在國際政治局勢中，台灣幾乎已被全世界孤
立。(如果和全世界都斷交了，那台灣不就「獨
立」了嗎?! ) 其實，不論經濟或軍事，台灣地
位的重要性與戰略價值，一直都是各大國覬覦的

目標，其背後涉及的政治角力影響著亞洲政經局
勢，而兩岸的關係卻總是處在「剪不斷、理還亂」
的劇情中，肥皂劇的情節上演了將近一世紀，叫
好也叫座，百看不膩，也維持基本的收視率。 

繼2010年11月歐洲議會及歐盟部長理事會
通過對台灣免簽證待遇，於翌年 1 月 11 日起國
人可於歐洲 28 國免簽證旅遊後，美國去(2013)
年也正式宣布台灣為美國免簽計劃地區，同年
11 月即可免簽赴美。來自中國大陸葡語班的同
學以正經八百的口吻說:「…想搞個台灣護照…
方便啊…哪兒都可以去…台灣民眾水平高…」，
頓時，浮出莫名的驕傲感，但心裡想說的是「誰
說方便的？在這裡(巴西)，台灣護照根本甚麼都
不是！」 

話說在巴西申辦中國旅行證的矛盾與無
奈，是否關乎民族意識與愛國情節，就只能見仁
見智了。幾位在義大利、德國、英國工作的台灣
朋友申請中國旅行證大部分原因是因為需要入
境或過境中國(未攜帶台灣身分證時)才辦理；而
在巴西申辦的中國旅行證多了一項功能那就是
做為台僑護照的代替品；在「物美價廉、快速簡
便、省時省力」的現實考量取捨下，台僑通常被
迫矮化以中國旅行證代替護照出入境巴西。當
然，撇開上述現實因素，台僑亦可選擇巴西政府
核發的「通行證」(Laissez Passer) 出入巴西。
(其實，入出境巴西的 Laissez Passer 本質上與
入出境中國的「台胞證」很類似。) 另外，巴西
政府只接受經當地公證處認證之官方文件，例如
巴西台僑的台灣出生證明，通常給巴西的公證翻
譯人進行翻譯，因為根據經驗，由我外館核發或
公證的文件在巴西無法律效力。前述種種情況讓
人不由自主聯想，當核發護照的主要業務量減
少、又與巴西政府交流接觸不多時，我駐外館處
對於服務台僑的機會是否也隨之降低了？我外
館功能性令人擔憂。 

其次，巴西將舉辦 2014 年世界盃足球賽及
2016 年奧運會，此二大重要國際賽會預計吸引
為數不少的台灣加油團、觀光客以及新聞媒體到
此朝聖，也將帶動兩國貿易的發展。以目前巴西
政府對我國不友善的外交待遇，屆時恐將面臨旗
/歌、國家稱謂問題 (奧會模式)，亦可能讓許多
台灣遊客不得其門而入，我政府相關單位應及早
因應與布局。 

美國給予 37 個國家免簽證待遇，中華民國
(台灣)是唯一無邦交、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
家，這是全民共同努力的結果。姑且不論巴西與
台灣政府之間曾經有過的愛怨情仇，現今最重要
的應該是打破僵局，加強雙方的交流管道，讓巴
西當局更加認識台灣全民外交的成果，取得政治
互信，積極爭取合理的互惠待遇，不應輕言放棄
兩國友好的機會。 

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台灣護照能暢通無阻的
通行足球王國，或我政府相關單位至少爭取國人
持普通護照時也能申辦巴西簽證，減低規費負
擔，讓台灣民眾/僑民能自在的遊走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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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情懷】        客家情懷人生路 
．童崇山． 

( 本篇係客家大老童崇山鄉親的客家書寫――情懷是客家的，書寫也很客家；時間跨越兩世紀，空間則跨越

千山萬水、天涯海角。請讀者慢慢在字裡行間邂逅他的客家情懷。由於全文太長，只好分兩期刊登，本文

是下期。  宇光 ) 

上期摘要：羊頭馬尾來出世、阿婆介嚴格調教、糊塗擎手去日本、幸運升學與當兵。 
● 順利就業吃月給 

高工畢業後不久，就到台中介車輪埔接受四
只月介士官訓練營受訓。退伍後就有工業學校介
老師，介紹 到楊梅啟信化學工廠上班。七只
月後又接到做兵介通知單，這擺運氣好，本來二
年介兵役期，阿石伯為到想愛反攻大陸，多訓人
馬，就將役期縮短一年。入營後經過考試，分成
9組，每組 9儕，有雷達追蹤、機械部各 3儕，
目的係愛訓練 90 高砲檢修人員，對象係電器、
機械科畢業介學生，教官係留美轉來介年輕職業
軍人。經過四只月介訓練後，每組又配上三個阿
兜仔摎 兜共下到各地去服役。結果第8組介

兜儕分到金門服役七只月，就退役轉台灣來。 
回到化學工廠上班不久，就有聽到台灣電力

公司輸配電工程處楊梅倉庫愛招考材料管理

員。 到台北報名時，在供應課服務多年介生

份人，初次見面就喊 去佢宿舍坐尞飲茶，結

果正知佢係龍潭人，也有教 材料管理人應該

愛知介重要事項。結果 也順利過關，轉到楊

梅倉庫上班。 常透感覺到世間事，人算不如

天算，果然係恁仰！ 

● 良緣天定福氣好 

楊梅武營街在舊市場唇，透到大成路相接，

係條短短吂到 200 公尺介路，係 上中壢下新

竹讀書坐火車逐日愛行介路，有一間電影院，路

坑唇有一間伯公廟，也有七、八間介木匠店摎二

間棺材店，經過這條路時，常透分 感覺到驚

驚仔，也盡少看落店肚去。 

1957 年家兄認識這條路做木匠介石泰嫂，

佢講電影院對面有一間裁縫店係阿菊姐介，佢有

一介老妹盡得人惜又乖巧， 來摎你問看看。

阿菊姐手藝好、工錢好、人客多，佢介老妹十七

八歲，開始就有盡多介顧客看中意，想愛討來做

心舅。石泰嫂毋知消息，也有人寄出盡多封信追

求冇成介事。毋識字介老哀仔也坐火車去過鶯歌

工廠，探問同一介楊梅人，可知為到這屘妹介婚

事，付出多少心血多少介慎重。老人家介條件係

阿爸毋會賭儌、冇暗病、冇大婆細姐，又愛簡單

介家庭，毋愛多姐嫂介大家庭，因為佢介屘女毋

係盡狡猾，驚人欺負。頭擺介人講「爺娘想子長

江水」就恁仰。阿姆惜屘女，23 歲介細阿妹還

吂出嫁，愛仰結煞？就在這介時節，開始談起

介婚事。做媒人介石泰嫂談起 介家庭事時，

建議厥姆做得到佢隔壁木匠店，問阿霖伯就知一

切事。阿霖伯兩公婆係吃齋人，逐日帶便當到

瓦窯來做事，係 介做瓦師父，佢講細倈盡乖

有讀書盡有孝，佢爺哀也盡好盡老實介人。老人

家聽轉去屋下摎佢妹仔講，「聽阿姆話嫁分佢就

好，因為吃齋人講介話可以相信」。所以阿霖伯

係 婚姻介大恩人，也是改變 人生介貴人。

一星期左右，由媒人安排兩儕到中壢看一場電

影，一路兩儕也冇講話， 摎佢都驚人看到。

三儕在戲院內，媒人坐在中間， 還記得電影

介名係「白鯨」，當時 27歲介鄉下人，初回摎細

阿妹看電影，感覺到盡歹勢又緊張，不但淨冇看

得細阿妹介面，連電影介結果係男主角仰般殺死

鯨魚也係佢分鯨魚吃忒 都毋知。在 1957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訂婚，在愛訂婚前一日， 表兄

弟在路上看到 介時節，問 天光日勞動節愛

去關西尞冇？ 對佢講天光日 要訂婚。佢問

摎麼儕？ 講係阿菊介老妹「錦堃」。佢聽到當

場譏笑 ，認為係不可能介事；佢講楊梅街路

頭，恁多人想愛追求都毋得到，仰般有可能分

得去。聽到表兄弟一番話後，雖然還吂看清楚細

妹介面，分 也增加一片歡喜心，認為自家係

一介幸福介人。 

楊梅武營街係好所在，出能人。像客家活動

中心主任委員張永西先生、中華會館前理事長張

宏昌先生，就係在這條路出世介人。大家都講武

營街介細阿妹仔最純僕老實又靚，可惜伯工專專

顯外庄； 童家就有叔伯四兄弟討這條路介細

阿妹仔，連僑界知名人士許啟泰先生摎《客家親》

主編鄧幸光老師，帶在山林璧角恁遠介地方，也

知好走到楊梅武迎街來取寶。 

訂婚當日， 在緊張之下等細阿妹仔兜茶

出來見面之後， 毋知愛仰般做文章來形容當

時初見面介心情， 也只能照人講介「盡純樸、

靚靚仔、老實人」，加上兩句分佢，就係「戇霸

霸也盡得人惜」。講出來冇人相信，當日臨暗仔，

日頭還吂落山，佢送喜餅到火車頭奔朋友，愛轉

屋下時摎 要去工廠值夜班相堵頭，兩儕都還

吂相借問。實在也難怪，講起婚事前後都吂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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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毋湘識見面就分爺哀來主意介婚事。訂婚

過第二日，楊梅街路頭是非滿天飛，有人講「細

妹可能分芒神牽到，街路頭恁多介優秀好額介青

年愛討佢毋嫁，嫁都庄下去」。這兜是非 吂聽

到，係分 聽到， 也毋敢去佢屋下尞。訂婚

過成禮拜仔， 第一次帶佢出去楊梅國校散

步，在 15暗晡介月光夜， 牽佢手，一手指天

頂介月光講，「阿梅英，暗晡夜天頂介月光來作

證， 這一生人一定會分妳得到幸福美滿介生

活」。這句話分 來講，係感動天地介一張長期

支票。 常透講人生介姻緣，因因果果摎前世

牽連不能切斷介，係毋係恁仰介時節，仰般街路

頭拋出來介繡球，會分伯公帶到庒下掌牛仔手頭

去，冇愛嫁分會賭儌介屋下去，偏偏又送去分賭

儌介倈仔來做輔娘呢？所以講天公惜戇人，戇噹

鳥自有飛來虫。 

爸盡善良，頭腦好、有口才，隔壁鄰舍

有事時，常透請佢去解決。可惜有交到幾介賭儌

伴仔，佢毋算係賭儌仙仔，有時朋友喊到，佢會

出去兜鬧熱。係搞到歸日吂轉屋時， 姆就會

著急，愛 摎佢去街路頭尋佢轉來。因為會賭

儌分輔娘子女盡冇結煞， 兜做子女介看到就

驚，冇一介會賭繳。所以 爸分 兜來講也係

功德無量介人。 

三月八號婦女節，就係 兩公婆介結婚

日。結婚後 搬到娘家帶七、八年，丈人哀講

妻舅仔還細，轉來作伴，也有店面分 輔娘做

裁縫，就恁仰決定下來了。 

在電力公司倉庫上班，近屋下，逐日騎

腳踏車 20 分左右盡方便，屋下也照顧得到。冇

工程車來領材料時，逐日閒閒冇事做， 兜就

打嘴鼓看新聞喫茶，日子就按樣過介。 

● 移民巴西歷滄桑 

1968 年接到在巴西多年介堂阿哥回信，有

關移民巴西介事。佢講愛來巴西移民愛有本錢可

做生意，冇就愛學會巴西話可以摎人打工。結果

到台北買一本日語翻譯介葡萄牙語入門摎一

本字典，將書肚介單字寫在小紙條上，逐日上班

就帶 40-50 句去背(一面寫葡文背向寫日文)，一

方面也研究文法摎動詞介變化。當時還後生介

，經過兩年介苦讀， 在台灣就能講一口流

利介葡語。一方面到中壢介旅行社，請蕭先生辦

理移民手續，一切順利進行。可惜因為房屋介處

理毋順，本來準備全家愛共下出國介，同時也知

老弟也在準備半年後愛帶全家移民巴西， 就

放心將家族摎四介細人，拜托佢順便照顧帶來。

在海上坐船就要 43 天左右，想到當時也下了相

當介決心。 

在 1969 年 12 月底離開台灣，在離開前

一禮拜， 上台北到姪女屋下摎佢講移民巴西

介事。正知姪女婿退役後到警備司令部上班，當

日去尋佢時，有分 一張名片，佢在名片後背

寫幾個字，意謂「童崇山係我二叔，請惠予方便

關照」，王慧民簽名。接到名片，交談幾句就離

開佢介辦公室，也毋知佢係麼介身分。轉到屋

下， 想這名片對 愛離開台灣介人冇麼介意

義，儘採丟在細皮包肚去。出發介日到高雄愛上

船時，港口保安人員看 介證件時，就問 「你

介退伍軍人出境證仰般吂辦到，做毋得離境」，

正知旅行社介蕭先生還痾痢肚，愛仰結煞就好？

快快補辦手續到臨暗也還吂辦好事， 看到船

頂介職員跳上跌落非常冇閒。 忽然想到姪女

婿分 介張名片， 問港口保安人員，你兜認

識王慧民麼？佢兜馬上講認識， 就從皮夾子

拿出王慧民簽名介名片分佢看。你想佢兜仰般

講，「唉喲！二叔你早毋講，明天朝晨上船吧！」

歸日對 魯夫介人，看到名片當下改口喊 二

叔，在船頂點名時還交代全部介船員，童先生係

介二叔，請大家愛摎 照顧。三、四日介航

海，逐日吃冇停也盡舖湃。到日本轉移民船，坐

43 日到巴西介山多士港口。 

半年後， 介老弟帶二家人從台北坐飛機

到日本，愛轉坐移民船到巴西，因船期吂到，佢

兜人就歸日到超級市場看鬧熱。 輔娘係盡樂

線介人，看貨看到盡煞忙時，手上牽介四歲大介

倈子走到奈位去都毋知，害到大家愁到冇結煞，

也好得在日本介堂兄去服務台幫忙正尋回來。 

兩家族在1970年 8月到巴西，半年後 妻舅

仔也帶 介丈人一家移民到巴西。 兜儕也冇去

摎人打工，就開始做自己介本行生理女裝加工廠，

從細細介方法用手剪，慢慢正開始使用電剪大量生

產，將事業擴張起來。 福氣好，買一間舊屋交通

便利，逐暗晡做事裁剪到星光半夜，毋識有人囉

唆，因為隔壁帶一介聾耳老阿婆。 

1980 年分輔娘摎佢介姐嫂四、五儕共下轉

去台灣參加雙十國慶。 

1986 年，出國 17 年正摎 輔娘共下轉台

灣。回想頭擺，從細到後生討輔娘、尋頭路、吃

月給、踏上移民路，帶著全家大細來到南美介巴

西開荒，歷盡滄桑驚險曲折，也能轉險為安。今

晡日轉到台灣拜祖先，看到頭擺祖先所起介老屋

陳舊，為到答謝祖先介恩德， 發起老屋重建

介事，我摎堂兄弟兩儕講：「 兜 18 世若係冇

重建老屋，以後可能冇人會做重建介事。」結果

得到佢兜儕介贊成，經費先由台灣各地童家叔伯

兄弟募捐；結果差毋多歸半係由巴西三個叔伯兄

弟來負擔，尤其得到阿鎮哥最大介贊助，就恁仰

完成老屋介重建。分 來講，這係報答祖先介

恩德做出最有意義介工程。 

老屋重建事安排好後，順便參加旅行團到泰

國遊尞。 兜係用巴西護照，旅行社就知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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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毋知巴西護照要有黃皮書介證件。臨暗仔

到泰國曼谷機場時， 兩儕又分佢扣留做毋忒

出境，中華航空公司服務生也盡毋禮貌，對 兜

講：「你們明天下午 3 點介飛機必須回台去，機

位已定好了。」這句話分 輔娘聽到盡毋歡喜，

安慰佢毋使愁恁多，吉人自有天相。因為這

擺轉台灣時，也知忒慧民從警備司令部退下後轉

到泰國曼谷擔任中華航空公司保安局長。 就

寫一張便條講：「王慧民，我是二叔和叔姆，從

巴西回台順便到曼谷來看你，手續不全不能出

境，在候機室過夜。」就拜託中航介服務生放在

佢介辦公桌上。 

第二天早晨，王慧民看到紙條後，馬上摎中華

航空介經理親自到候機室摎 兜相見時，聲聲句句

對 兜回失禮。結果由經理寫一張介紹信摎一大包

禮物洋酒，坐佢車仔到城肚見衛生部長，摎 相談

十分鐘後，就簽名准 兜入境。 兜轉到機場辦

理入境手續後，中華航空公司還派一輛轎車送 兩

儕在臨暗時正趕到巴達雅歸隊。 

客家親徐翠真女士講介：「朝中無人莫做

官」， 講係：「朝中無人毋好緊旅行」正對。

老古諺語講「在家千日好，出門半朝難」，一點

也毋會差。 

兜到巴達雅歸隊時，共隊介台灣人譏笑

講「仰般吂奔佢送轉台灣去？」 毋知佢兜

心中介想法。三日後回航時，慧民帶兩個隨機保

安人員上機，拜託佢照顧 兩儕後對 敬禮後

就下機。飛機起飛後，兩個機上保安就請 兩

儕換到頭等艙並兜洋酒分 。 毋知該兜台灣

人對 兜介看法係仰般形？ 
● 行功了願廣佛緣 

1988 年舊曆 8月 15， 毋知今奔日係中秋

節。朝晨頭 3 點鐘左右， 還睡目，忽然感覺

到有盡粗介手指來抓 頭那，在發屎驚之下，

想係毋係蜘蛛鬼來摸 介頭那。精神上醒醒介

開始緊張起來，想一定要摎佢搞清楚，係冇

介時節下擺毋敢在這位睡。 將頭那向上看

時，有一尊盡大尊介彌勒佛笑咪咪抓 介頭

那， 就知今晡日佛緣到哩。 

當日就去佛堂求道，受明師點穴，當下目汁

雙流，也在佛前發願愛清口、開堂、開荒度眾。 

1989 舊曆 8 月 15 在聖保羅開一間寶導佛

堂，開始度人求道。 

2000 年正月時參加巴西轉台灣摎新加波、

馬來西亞介道場見習團。 

為到答謝前賢開荒傳道介恩德，轉到巴西

後，七月份 又到巴西北部聖路易斯開一間童

氏佛堂。聖路易斯係一个盡靚介海島，離聖保羅

三千三百公里。13 年來也度有一千五百多巴西

人，也有二個神父來佛堂求道。到恁遠介地方開

佛堂，係因為 介屘女―意玲，嫁奔當地華僑

王家做心舅，站在天恩師德介好因緣，分 有

行功了願介機會。 

● 感恩知足更珍惜 

老人家冇事做，逐朝晨摎老伴仔到公園散步
運動。 問佢：頭擺恩俚訂婚後， 在楊梅國
校操場，向天頂介月光摎妳保證該句話，妳還記
得麼？佢大聲講：「當然還記得呀！你保證愛奔

一生人快樂摎幸福。」 又問佢：「 當時開
出來奔你介長期支票，有分妳領來使用麼？佢笑
笑講：「確實有奔 領來使用。 毋敢嫌你，承

蒙你啦！」 聽到這句話，盡值忒 沙鼻ㄝ˙
分 盡歡喜。 

客家情懷人生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上
天配來分 介姻緣，佢毋敢來嫌 ， 也毋敢
來嫌佢。雖然八十出頭，看起來還係戇霸霸ㄝ；
對 來講，佢還係 心目中最得意、最得人惜
介老伴仔！

幸 福 的 活 法               蔡正美 

《幸福的活法》乍看這書名，以為又是一本
坊間常出現、教人如何追尋樂趣、享受人生的
書；或是某自然主義作家對人生的美好體驗。事
實上，本書的作者稻盛和夫是位有極大成就的日
本企業家，但是，這也絕不是一本單純的企業成
功指南。作者將自己本著正面、積極的心態，自
小努力不懈，一路走來，通過極多的挫折與磨
難，終致邁向成功的深刻體驗，以過來人、修行
者的姿態寫出，來鼓舞對人生有所困惑的人們，
尤其是還在人生路上摸索的年輕人。 

在此書的前言裡，作者列舉自己於 27 歳之
前所受的許多磨難。升學初中，兩次報考同一所
學校失敗，只得進了一家「墊底」的學校。高中
畢業仍然考不上好大學，只好去上當地的鹿兒島

大學。大學畢業後參加就職考試，屢次都不合
格，多虧一位教授的介紹，總算進入一家公司上
班，但卻是一家瀕臨破產的虧本企業。使得年輕
時代的稻聖屢屢陷入生活的困境。 

然而，這一連串的挫折並未使他灰心、氣
餒，他照樣努力奮鬥。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使
他於遭遇不幸時，能適時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
獲貴人相助，度過難關。譬如當他患肺結核臥床
不起時，有位高等小學的老師，主動代他遞交升
學志願書，並在考試那天照料他；高中畢業也得
利於一位老師之助，說服了作者的父母，讓他的
大學夢得以實現；後來在京都創業時，更有賴於
京都一企業董事的資助，用房產作擔保，從銀行
借來基金供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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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一連串自助必得天助的親身經驗，稻盛
先生告訴年輕人「只要滿懷希望，持續不斷努
力，人生之路一定光明」。更明白指出「即使才
能不足，孜孜以求，成績一樣不遜於人」。但比
熱情、才能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心態。他認為，
人生是由個人自己內心如何描繪而定的。因此，
只要抱著正確的態度，朝目標―內心的藍圖不懈
地努力，理想就一定能實現。他於分析日本與美
國教育方式的差異後，更肯切的勸導年輕人要提
升自己的創造力。與此同樣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
品德。他指出人們道德意識的強弱，是決定一個
國家盛衰的重要因素。 

當我的閱讀進入此書主題的章節後，更驚喜
的發現，這的確是一本與眾不同的書。作者稻盛
先生是一位充滿智慧的企業家，在某些方面與已
逝的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s Jobs)相像，是
位睿智的商界修行者。他不僅已洞見宇宙人生的
許多真理，更將這些理念一一運用於他所經營的
企業―京瓷公司裡。 

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地提出：人生的目
的在於追求美好的心靈，接著他以「拼盡全力，
活在當下這一刻」為此章第一節的標題，並說明
「所有一切都發生於當下，過好每一天，才能找
到真正的力量，發現通往幸福之路的入口；不會
把握當下的人，即使有多宏偉的目標也只是誇誇
其談，如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無法企及。」。如
此「持續過好內容充實的今天」的觀點，處處顯
現於稻盛所經營的企業裡。他的京瓷公司，自創
辦以來，從不作中長期計畫。 

在此，筆者要點出的是，稻盛這一個觀點，
似乎與現代企業經營理論大相逕庭。今日的企業
經營，只要是稍具規模的，首重企劃。藉由詳盡
的企業規畫，來模擬、預估公司的未來發展、規
模與可能的營利狀況。並藉此取得市場上的資
金、貸款。然而，稻盛對他的觀點作出解釋，他
說：「那些自誇能預見久遠將來的人，所說的話
基本上都會以『謊言』作為結局」。他認為許多
企業上的預測，如多少年後公司營業額應達到多
少，人員增加多少，設備、投資增長多少…等遠
景的描繪都不可靠。他提醒人生中出乎預料的環
境變化、意外事態的發生，是無可避免的，使得
你不得不改變計畫，將預測數字往下調整，甚或
被迫放棄整個計畫。這樣的計畫變更如反覆發
生，員工們就不再拿計畫當回事。結果會失去追
求那遙遠目標的熱情與士氣。 

事實上，稻盛這個觀點是有事實根據的。巴
西擁有石油、瓦斯、運輸與造船等多元事業的 X
企業集團老闆艾克‧巴帝斯達( Eike Batista)，
就是一個活例子。在 2012 之前艾克曾是巴西何
等風光的企業人物，被公認為巴西最有經營力、
最富有的人。曾幾何時，當其旗下最重要的 OGX
石油公司，啟動開採海中油礦後，被發現每日產
量還不及原先預測的三分之一，有限的原油產量
讓公司一直入不敷出。隨著，在上市時被誇為金
母雞的 OGX 石油股票，在股市的行情直線下跌， 
X 企業集團的負債額亦不斷增加、以致周轉不

靈。不久前艾克只得向法庭申請石油公司的破產
保護，借著法律的傘來避過被債權人(幾個公家
與私人大銀行)一舉瓜分抵債的危機 。由此可見
企業界一些過分吹噓、誇張的預測，加上金融界
唯利是圖的炒作，不僅造成許多投資人的莫大的
虧損，更讓那發佈不實預測以蒙混市場的公司信
用掃地，甚至陷入無法經營的窘境。 

對京瓷企業的掌理，稻盛和夫只用心於建立
每一年的年度經營計畫，不去瞎預測三、五年之
後的事情。他將年度計畫細化成每個月，甚至每
天的具體目標，然後百方設法去達成。他強調「活
在當下這一刻，過好這一刻，無論是對我們的事
業還是日常生活，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有
了盡力活在當下這一刻的自我暗示，每一分鐘都
很踏實的往前邁進，就像跨過一座一座小山。小
小的成就連綿不斷的持續累積，終於能將之前乍
看宏大高遠的目標達成。就如荀子在《勸學》中
所言「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
成大海」。 

事實勝過雄辯，稻盛和夫是日本尚存的四大
經營之聖之一。在 42 年的企業生涯中，締照了
京瓷與第二電電兩個世界五百強公司。把員工視
為同志與夥伴，稻盛在一九八四年把自己十七億
日圓的股份贈與一、二萬名員工；更於一九八五
年，將他所持的價值兩百億元的公司股份、與現
金投入稻盛集團，創設了「京都獎」，用以表彰
每年在全球挑選出的、在尖端技術、基礎科學、
思想藝術等領域有傑出貢獻的人。他除了造福員
工，更為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做出貢獻；同時
為這一代有理想、有作為的企業家們建立一個嶄
新的座標。 

任何學佛的人，只要開始翻閱稻盛的著作，
就會想像：作者如不是一位實修的佛教徒，也必
是一位對佛理有相當研究的人。果然，稻盛和夫
於第一章的第二節就清楚的揭櫫「人生是為心的
修行而設立的道場」。他更進一步說明「人生的
目的，就是在災難和幸運的考驗中磨練自己的心
志，磨練靈魂，造就一顆美麗的心靈」。姑且不
論作者此句中用「靈魂」一詞代替「心性」是否
恰當。然而，他所要闡明的是可以理解的。人們
一再輪迴於這不完美的娑婆人間，就是要不斷地
回來學習，冀能不斷地增長智慧，有朝一日終於
滌盡無明煩惱，證得菩提﹝大覺開悟者﹞。一生
秉持佛家理念的稻盛先生於 65 歳時、因胃癌動
過手術後，就正式皈依佛門。從此將大部分時間
奉獻於慈善事業，並到世界各地演講。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稻盛所闡揚的都是佛
理，那麼只要直接學佛就夠了，又何必再讀他的
書？其實不然，作者將已融入他企業經營及待人
接物的佛教理念，用深入淺出的筆觸，在此書的
十二章裡循序列舉出來，再於每一章段的數個小
節裡，不厭其詳地以舉例證、說故事的方式，讓
讀者能心領神會，體悟出稻聖是如何將佛法實實
在在地運用於人生，也就是佛陀所倡導的「佛法
不離人間覺」的真諦。如此，生活中的在在處處
都成為修行、提高生命價值的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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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do um de nós é calado, todos somos calados. 
．Alex Ka Wei Tso． 

De acordo com o jornalista Leonardo 
Sakamoto, em seu blog no portal UOL, um jovem 
chinês foi agredido no metrô, na sexta-feira do dia 
11 de janeiro de 2014, por conta de um assalto. A 
vítima foi supreendida por dois bandidos, que o 
agrediram, rasgaram sua roupa e levaram seu 
dinheiro, seu tênis e seu celular. 

 O blogueiro relata que, salvo “um homem do 
alto de seus 80 anos, os demais passageiros, que 
viram tudo, não se manifestaram” e que o rapaz 
falava em chinês ao telefone, o que chamou a 
atenção dos assaltantes. 

Uma advogada que estava no local quis 
prestar queixa na polícia, porém obteve tratamento 
igualmente xenofóbico por parte dos seguranças do 
Metrô, pois como consta no artigo do blogueiro a 
resposta ouvida foi a de que “a culpa é 'desses 
coreias'. Esse pessoal vem de fora e fica andando 
com o bolso cheio de dinheiro por aqui, aí, dá 
nisso''. A velha tática de pôr a culpa na vítima e 
cegar-se para as gritantes injustiças deste país. 

Na insistência da advogada de levar o caso à 
delegacia, o chinês a surpreendeu, implorando 
“Moça, não, não quero. A polícia daqui não gosta 
da gente. Tenho medo.'” 

Fica evidente que esta nova leva de 
imigrantes chineses, que está vindo para São Paulo, 
está enfrentando o que nossos pais já vivenciaram 
e talvez – incluindo seus filhos nascidos no Brasil -  
vivenciam até hoje. Me refiro ao preconceito 
institucional que corre nas veias do Estado, que faz 
com que imigrantes de diversas origens não 
consigam se defender das injustiças do país, por 
conta do preconceito e do descaso. 

Grande parte dos chineses , incluindo nós 
Hakkaneses, deve ter lembranças de sua chegada 
no Brasil, e felizmente hoje podemos dizer que 
após mais de décadas aqui muitos de nós já podem, 

apesar dos desafios,  se considerar bem 
estabelecidos em sua vida pessoal, social e em seus 
negócios. 

Pois bem, se o tempo nos fez, de certo modo, 
mais brasileiros que estes que hoje estão chegando, 
cabe a nós garantir que suas vidas prosperem 
através do laço da fraternidade, através do auxílio 
ao entrosamento cultural, através da luta lado ao 
lado pelo respeito à nossa importância para o país, 
ainda que tenhamos algumas diferenças internas 
entre nós. 

Não viemos para roubar empregos ou 
congestionar os serviços públicos, viemos todos 
em busca de oportunidade e prosperidade. Temos 
nossa riqueza cultural e nossa força de trabalho, 
geradora de renda  e de dinamismo para o Brasil. 

Casos como o do jovem chinês acontecem 
infelizmente com muita frequência, mas ficam 
invisíveis aos olhos do Estado pois temos que 
enfrentar o preconceito e a má-vontade dos agentes 
públicos para conosco.  

A colônia chinesa, assim como os bolivianos 
e os nordestinos, dentre outros, precisa 
urgentemente encontrar algum modo de se afirmar 
perante os outros, com o intuito de esclarecer que a 
nossa dignidade e a nossa cidadania não é menor 
que a de qualquer outro paulistano, ou qualquer 
outro brasileiro, só por termos nascido em outro 
lugar, só por compartilharmos de gostos, hábitos, 
línguas diferentes das locais. 

É hora de darmos voz às nossas vontades, aos 
nossos sonhos e projetos. É hora de cobrar mais 
segurança e mais respeito aos chineses. Para que 
na próxima vez que um chinês for agredido, 
possamos contar com o respaldo legal para nos 
defender, ao invés de nos encolhermos diante de 
bandidos que nos vêem como alvo fácil, e de uma 
polícia bruta, despreparada e racista. 

貳零壹肆 愛妳(你)一世     鍾啟文 

跨年前夕網路瘋傳 2013、2014 的轉語「愛
妳一生、愛你一世」！人類號稱萬物之靈長，感
情世界豐富而多元，甚至於糾結得剪不斷理還
亂。有人患難真情一輩子；有人不堪貧困分手離
異；有人糟糠相惜，不離不棄，飛黃騰達後亦始
終不渝。有人卻不然 ! 

中庸第十二：「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
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
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意思就是說：君子的道廣博而又精深，普通男女
雖然平庸，也概略體體會君子之道；但行之於至

高深境界，即便是聖賢亦有不易通達之處。一般
男女縱然不賢明，也可以實行君子的道；但至高
深境界，即便是聖賢也有難以踐履地方。天地如
此之博大精深，但人們卻仍是常常不知足。所
以，君子說到『大』，就大得連整個天下都無法
承載。若君子說到『小』，就小得難以巨細靡遺
皆能識透。《詩經》說：『鳶鳥飛向天空，魚兒跳
躍深水。』即表示上下分明。君子之道，即起始
于普通男女，其最高深的境界，卻彌昭著於整個
天地之間。」 

夫婦，應解釋為組成家庭的夫妻。大家熟知
的「五倫」，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五種人際關係。在《論語》顏淵章中孔子
曾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記》哀公問
篇又說：「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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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物從之矣！」《中庸》二十章裡也提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基此，強調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當時孔子僅有：
「達道」之稱，而尚無五倫之說。 

 所謂五倫，亦即五種人倫關係，最初似見
於《孟子》滕文公篇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然而，孟子則更進一步闡述：「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此見於《孟子》離婁下第三章。儒
家一再強調君子之道，素位而行皆是重於人際關
係。男女之間情投意合，共結連理，生兒育女則
人際倫常由之衍生聯結。夫妻之情義內涵，綱常
責任影響之深遠，已不言而喻矣！ 

2014 甲午馬年新春，在此與諸位鄉親們拜
個年。祝福大家「馬年行大運，如駿馬有勁有
神」！又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家庭美滿溫
馨」！  

【重要紀事】 

2013 全球客家懇親大會 
來自全球 28 個國家、超過 600 位海外客家

鄉親，2013 年 11 月 19 日齊聚台北福華飯店出
席「2013 全球客家懇親大會」典禮。 

總統馬英九親自到場歡迎並致詞，希望大家
能藉此機會見證臺灣保存客家語言文化的成
果，以及打造臺灣成為世界客家新都的努力。 

馬總統追溯其客家血脈，從江西永新、湖南
湘潭到臺灣的族群歷史，分享他身為客家人的尊
榮感；他並以數個親身經歷的小故事，說明客家
語言文化的特色與魅力，早已超越族群的界線，
成為大家學習的對象。 

客委會主委黃玉振在致詞時對馬總統長期
支持客家事務表達感謝之意；也對所有與會客家
鄉親及海外客家子弟不忘客家心、堅持客家血緣
與客家精神感到佩服。在稍後的專題演講中，黃
主委細數 5年多來客委會所作的各項努力。他也

期盼透過這次的大會，能增進海內外鄉親的相互
了解與認識，也為客家長遠的發展貢獻心力。 

大會邀請徐振興、何石松、范瑞玲及黃靜蓉
等學者專家，針對客家語言及文化的新科技傳
播、全球客家社團的經營與連結等議題進行專題
研討；還邀請德國高晴宏、模里西斯侯明明，以
及美國中西部張瑞玲分享經營社團的成功經驗。 

客委會為了海外鄉親能深入了解臺灣客家
新印象，20 日、21 日兩天安排各地客庄參訪的
行程，走訪新竹、苗栗、高雄及屏東等地客庄，
讓鄉親體驗「四海為客‧臺灣是家」的精神。 

巴西地區有鄧幸光、劉學琳、劉徐利英、劉
學德、曾慧卿、鍾東和、鍾林秀文、李連平、李
曾梅妹、鍾錦江、李瑞香、童陳鳳禎、邱錦輝、
陳惠卿、林陳鳳嬌等 15 人全程參加，鄧幸光帶
團，會後按所願參訪。 

        客家親雜誌未來之我見         長  虹 

《客家親》雜誌至今已經發行五十二期，走
過十七年的歲月，就像是一位婷婷玉立的女嬌
娘，令人讚嘆，叫人珍惜。 

 這些年來，偶爾聽到讀者之微辭，雖然不
能做到盡善至美，總的來講，算是可圈可點。但
是對雜誌的編者來說，每一期的出刊，都是他的
嘔心瀝血，只有親身歷其境的人，才能體會出個
中的甘苦。 

 近年由於電腦網路的發達，加上電郵傳送
快捷，文章取得容易。不管是書、報、雜誌都受
到很大的衝擊。因此客家親雜誌的編輯們能洞察
先機，防微杜漸，有此先見之明，可喜可賀也。 

 話說千禧年之年初，《客家親》雜誌編輯出
國旅遊，臨行前用電郵告知我，希望在他旅遊期
間，能幫《客家親》雜誌邀稿。我想，這是小事
一樁，便滿口答應。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開
始發電郵給昔日的同窗，要他們提筆相助。結果
收到的回信，令我啼笑皆非。一位同學說：我現
在是水利會管理員，挺忙的。一位說：每天股市
分析，早已不提筆。一位說：在菸酒局任品酒員，
連讀報都沒時間，還寫什麼狗屁倒灶的東西。有
一位更絕，竟然說：網路那麼發達，別遜了，還
寫什麼，東抄抄西抄抄不就成了。 

 後來才明白，原來水利會管理員，就是每
天到池塘釣魚是也。股市分析員，就是每天到證
券所看板，希望奇蹟出現，回到一萬點的盛況。

菸酒局品酒員，不由分說，每天飲酒作樂，當然
不會讀報紙。 

 重點是，最終我沒邀到半篇文稿沒關係，
還被人說我太遜了。從這裡我瞭解到，經營一份
雜誌，除了財力之外，還要有不斷的稿源，這才
是永續經營的最大難題。 

 二〇〇三年，參加在台灣高雄舉辦的全球
客家文化會議。趁此機會，在富岡同學經營的磚
窯休閒中心，為我舉辦同學會。去國多年，同學
見面不勝唏噓，近十位同學早已先我們離開人生
的列車。當年青澀的青年，而今垂垂老矣！大家
都白髮蒼蒼，歲月在每人臉上留下痕跡，一群近
一甲子的人相聚，當年的躊躇志滿早已不見。談
到最多的話題，就是子女和健康的問題，每人或
多或少身體都有些毛病，不是高血壓、高血脂、
高膽固醇，便是高血糖，不是脊椎長骨刺，就是
膝蓋磨損。同學見面，大魚大肉，高粱、甜點，
百無禁忌，醫生的囑咐早已選擇性地忘卻，酒酣
耳熱，講話的音量提高了，舌頭有點不聽使喚，
講話結巴了。 

 午飯後，一群老人興致勃勃相邀到梅梅後
山續攤。同學們要帶我去胭脂窟，我不明其意，
他們說我假聖人。一位同學吟唱著：胭脂窟裡美
人多，也有老少也有少，還有二八女多嬌。原來
是一個有粉味的地方。二十六位同學，有兩位太
太隨行，不敢造次。我是唯一不想去的一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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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連累到載我的同學，讓他也不能參與盛會。
同學們高呼一聲做鳥獸散，相互尋歡去了。 

 在吃飯的時候，我曾舊事重提，關於邀稿
的舊事。他們都說，好久沒提筆，這隻筆重得快
提不起來。事實上，這隻筆會比釣魚桿重嗎？這
隻筆會比酒瓶重嗎？這隻筆會比攬阿妹的腰重
嗎？每人的人生價值觀不同，而造就不同的生活
態度，其實沒有是非對錯，一切都是環境使然。 

 十九世紀中葉，有兩大革命，改變整個世
界的歷史，一是法國的人權革命，君主立憲，三
權分立，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憲法都還沿用其模
式。一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瓦特發明蒸汽機，機
器代替了人力，造就現代的工業起飛。 

 在此工業革命過程中，有人接受改革，有
人堅持守舊。在當時，用機器磨出來的麵粉又細
又白。因此，用驢馬推磨，磨出來的麵粉便漸漸
式微了。但是，義大利有一個磨坊，堅持他的原
則，不願接受改用機器磨麵。每天還是用驢馬推
磨。大家都奇怪，這位堅持守舊的老闆，幾年來，
磨坊都不曾停工，這些粗糙的麵粉又賣給誰？ 

 又是幾年後磨坊終於停工了，鄰居到磨坊
裡探個究竟，原來這些年來，這位英雄在磨坊裡
磨出如山如海的石粉，最後還賠上一條老命，這
個秘密終被揭穿了。 

 大時代的變遷。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不願
從善如流，可以堅持你的原則，也可以隨時代的
腳步，與時俱進。有時你的堅持，不願轉念，會
帶你走向萬丈深淵，永劫不復。 

 美國有一份雜誌，大家都非常耳熟，那就
是《生活雜誌》。在我還沒出生時便已發行，在
發行七十一年後，宣佈停刊，一時造成輿論嘩
然，因受到網路的衝擊，不得不做出這種抉擇，
在大家錯愕和不捨聲中，結束它輝煌的歷史。 

幾乎每個男人都曾瞄過一眼的雜誌，那就是
艷名遠播的《花花公子》雜誌。去年營業虧損， 

也有意停刋，連這種雜誌都無法經營下去，

走到盡頭，遑論一般傳統雜誌。 
今年八月，美國最負盛名的《華盛頓郵報》，

經營不下而易主。老牌的《新聞週刋》也中箭落
馬，宣佈停刋。 

我不是在幸災樂禍，而是兔死狐悲，物傷其
類之嘆也。 

《客家親》雜誌，在巴西發行的歲月中，所
展現的韌性和團結，有目共睹，尤其是這本《客
家親》雜誌在財力和人力匱乏中經營走過十七
年，也稱是一種異數了。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這群懂得中文，會
說客家話的客家人，每年都有幾位向我們揮手告
別。每回看到報上的訃聞，都令我心有戚戚焉！ 

 客家諺語：人老三件歪，屙屎淋濕鞋，行
路頭低低，打屁屎嘎黎。我漸漸體會到這種無
奈。以前尿尿強而有勁可以救火，現在任你怎麼
甩都甩不乾淨。今天我要說的重點是，任你多麼
不願意老，但老還是隨之而來；生是偶然，死是
必然，能看透，便能處之泰然。假如，這群懂中
文的客家人，有一天都走了，這本雜誌何去何
從，正是我憂心的地方。感恩茶會中說：再過十
七年後，再辦一個茶會。我聽了，心頭一揪，人
的一生能有幾個十七年呀！ 

《客家親》雜誌面臨同樣的問題，網路的興
起、族群的老化、大環境的變遷，只能走一步算
一步。從《客家親》創刊之始，直到今日，我幾
乎每期都參與，一起成長的感情是不一樣的。從
開始到現在，我也看到雜誌在變遷。創刊初期，
有許多巴西客家作者投稿，漸漸地少了，轉載的
文章出現了，現在一半以上是靠海外客家作者供
稿，如果總編再不提筆相助，這本雜誌便失去原
來創刊的意義。這個擔子，感覺上是愈來愈重，
愈來愈辛苦了。 

 在我們出生的年代，做那個年代的事，沒
讓生命空白就好，至於未來，交給上蒼吧！一切
順其自然，莫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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