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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吳子漁

身體如寶 心情如金 閒談潔癖
最 近 這 幾 個 月 來 ， 我

幾乎天天寫文章，除了寫時
事評論、家庭倫理，以及有
關歷史的故事外，我也喜歡
寫一些我個人感受的文章，
支持本欄的讀者為數不少，
很多認識我及一些很多不曾

見面的讀者都喜歡與我傾談他們想知道的
事情，使我每天都很忙，沒有什麽空閒的
時間。我寫作的材料，很多是從我的至交
好友、文藝界的同仁或是教育界的人士傳
給我的訊息，這些東西包羅萬象，五味雜
陳，應有盡有，色香味俱全，寫文章對我
來說，是一種發洩情感的好去處，更是舒
解緊繃神經、發揮靈感的最佳方法。

最近數月來，我寫了很多疏導中老
年人，對於居家隔離被封城的困難，以及
如何面對現實生活的需求，增加生活的情
趣，擺脫無聊寂寞的歲月，現在對我們
來說，最重要的莫非是“健康”及“心
情”，再來就是我們的“人生”何去何
從？前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話談人生，
我將之簡錄來與各位欣賞如下：

“話談人生”。
人生在世，不如同草木一秋，過著

過著，不知道每天就消失了。活著活著，
不知何時就閉眼了。累了一輩子，忙了一
輩子，究竟什麽才是你的呢？金錢是你的
嗎？不是，人走了以後，錢就是廢紙，既
帶不走，也用不上，再多的錢留給子孫，
再喜歡錢也不能隨身，錢只是活著的用品
而已。

房子是你的嗎？不是。百年之後，
房子成擺設，不能隨你入土。不能帶進天
堂。就是一磚一瓦，冰冰凍凍，就是一座
一間空空蕩蕩，只能留給後人，你再也用
不上。

車子是你的嗎？不是，命終結後，
車成物件你沒有機會再開，也沒有辦法再
坐。即使再昂貴，再豪華，也不過是廢銅
爛鐵。愛人是你的嗎？不是，若無愛，夫
妻會分散，若變心，愛人成路人，所以不
能保證，現在的愛人能一直相依相隨，即
使白首到老，最後也不能陪你，共赴黃
泉，子女是你的嗎？不是，子女只是借助
你的身體來到這世界體驗為人樂趣，長大
了以後，會各自成家，成家後，就要獨立
生活，不能常伴你身旁。

人這一輩子，真正屬於自己的，其
實只有兩樣，一是“身體”。一是“心
情”。稍大著的時候，身體出力，人走了
以後，身體成灰。從出生到死。只有身
體，對自己不離不棄，從開始到最後只有
“心情”讓我們自己輕鬆開心，身體如寶
要護好，心情如金要愛惜。人定生中辛辛
苦苦的幹起早貪黑的忙。累了一輩子，腰
酸背痛，忙了一輩子，落下毛病，年輕時
候，不注重身體健康，最後健康沒了，身
體垮了。賺來的錢，都拿來看病買藥了。
人活著錢多錢少，身體健康就好，是富是
窮，心情愉快就行。

不要為錢財累壞了身體，不要為瑣事
影響心情，少一點死撐硬扛，多休息。少
一點斤斤計較，放寬心，只有心情好才不
會生病。只有身體好好，才能留住命。人
生短暫，世事無常，過一天就少一天，活
一天就賺一天，錢財多少沒什麽。事成事
敗無所謂，健健康康無病就是寶物開開心
心無愁就是好福，平平安安無災就是財。

這篇文章說起來，好是好，就是對世
間萬物都不要重視，只有健康才是寶，但
是我們為人處事，除了我們自己外，還有
我們對家庭的責任，對社會的關懷，以及
對國家的忠誠，你說是不是？

說起癖，第一時間就讓
人想起潔癖，這倒是種好的
習慣。愛衛生，清潔成癖，
多好。好像現在疫情當下，
保持社交距離，一家人同桌
進餐，都用公筷公匙，出門
戴口罩面罩，我這糟老頭，

足不出戶，疫情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在那時開
始自我流放於社交中，疫情肆虐多少天，我
就蝸家多少天，為了能生存，只有自絕於人
群，自絕於社會，要不是電訊發達，拿起手
機，就可以天南地北與親朋戚友亂蓋一通。
可會關出壓抑病來。說起那科學的進步，真
的做到了天涯若比鄰了。我每星期都與移民
澳大利亞的妹妹一家以及移民加拿大的幺弟
一家，面對面地舉行家庭會議。一個在北半
球，一個在大洋洲，一個在南洋，三兄弟妹
在地球三個角落，談得不亦樂乎。我們兄弟
妹都已是六十幾歲與七十幾歲的老人了，隨
時想見面都成問題。我們的孫兒輩有的也成
家了，沒結婚的都有異性朋友，都在談戀愛
了。我們怎能不老呢？

話扯得太遠了，說回本題吧。
在疫情當下，大都的人們都講衛生，

這講衛生已發展成潔癖了。
好像，我一天就洗二次澡，衣服每天

換洗，一天洗手不計其數。跟疫情前實在有
天淵之別。

目前最暢銷的日常貨品肥皂、清潔劑
應該名列前茅。醫生、醫院等救死扶傷的人
或機構，應該收入不匪吧。

說起潔癖，應該分成外在與內在。
外在潔癖是保持自己身體與衣著的清

潔，內在的潔癖則是潔身自好。
記憶所及，我認識個法官，他的內在

潔癖是令人側目相看的。
這位法官出身貧窮家庭，從小就讀於

公立學校，大學也是國立菲律濱大學畢業，
畢業後就進入岷里拉法院當秘書，後來工作
勤力，任勞任怨，被提拔為法院法官，他審
判案件，公正不亞，不貪不取。上下班都搭
公共汽車，一直到退休，他的法官位置，幾
十年如一日，沒有升遷。他也樂在其中，一
直到退休，過他的兩袖清風，清清白白的退
休日子。

這位法官，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
來者也不為過。

像他這種人是另類的潔癖，他能在初
級法官的位置幾十年，也是一種奇蹟。

內在的個人衛生，疫情關係養成了潔
癖，是好事。

疫情前我就沒那麼講究衛生，一天也
懶得洗幾次手，褲子二天才換，孩子們總為
這事跟我譏詁，現在想起來也真的是不講衛
生，褲子穿了一天，在市場上轉，身上的細
菌什麼的，不沾滿了才怪呢！

經過了這次疫情的衝擊，大多數的人
都講衛生了。想來，後疫情時代，人們都多
少染上了潔癖，大家都各潔其身，一身乾乾
凈凈的，希望人們不僅外表乾淨，內心也都
清清白白乾乾淨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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醺人

《選譯故友莊垂明佳作》之二 
                         瞭望台上                  On the View Deck 

                        指向前面                  Pointing ahead
                        嚮導說：                  the tour guide announced:
                        『那就是邊界"           That's the border
                        不可擅越。』             No trespassing."

                        站在落馬洲的瞭望台上  Standing on the Luo Ma Zhou view deck
                         我偷問蒼鷹                  I stealthily asked the gray hawk
                         凜風、鳴蟲                  the cold breeze, the chirping insects
                         什麼叫作邊界                what a border is
                         他們都說：                  They all said:
                         『不懂。』                  "Don't dig."

前後記：
故友這首詩，表現主題「自由」凸出深刻，又暗諷人類分邊分界的愚蠢。這詩當年參

加台灣省短詩比賽得過大獎，當然是好詩；現在再看，依然是好詩，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刊登這組中英對照，並不是拿譯文來炒冷飯，而是向另一代的文友推介佳作。醺老兒

一向覺得上好的作品，值得一再宣揚；反之，一些不倫不類的匠氣「詩」，就最好藏拙，
不要魚目混珠，騙騙瘋子騙騙癡呆，貽笑大方。大家說是不是？

三十年前譯詩前後都有一段小插曲，如今回憶，猶歷歷在眼前••••。
有一次和垂明「尾」兄聚飲，酒酣，他指我鼻子責問：『你這小子到處找詩譯，為什

麼不譯我的《瞭望台上》？』要知道醺人和「尾」兄的交情比親兄弟還要親，凡事可以毫
無禁忌不客氣直言。醺人說自己譯詩的規矩，有人譯過的不再譯，留下精力介紹別的，又
免得人家嫌我爭强好勝••••他打斷我的話說：『你的另一條規矩是徵求作者同意。我
現在就告訴你，你看到的所謂譯詩是未經同意擅譯的！現在授權給你譯！』

「尾」兄這小子竟連我的底都摸清了！醺人不禁發楞••••他又說到現在為止，這
首《瞭望台上》是他的代表作（三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是），看那譯文實在彆扭！••••
別說他要大吐苦水，那譯文醺人看過，也覺得彆扭，也考慮過破例自譯，礙於譯者（姑隱
其名）雖不是朋友，也算半面相熟••••「尾」兄一再央求，不答應只怕會跟我拼命，
就點頭••••。他立刻要去找原詩，醺人說不必，那首詩我背得出來，拿紙來••••
當面譯完交卷，「尾」兄高高興興拿去投稿了。這是譯前受指責的經過。

譯文刊出幾天後，早餐桌上兩個晚輩滿臉憤色，指責我用俚語 slang 翻譯。追問了，
他們說最後兩字 Don't dig 是俚語。醺人解釋：原文可以用「對不起，不知道」、「不清
楚」、「不明白」••••為什麼偏偏是「不懂」？因為說這話的「蒼鷹」是鳥，「凜
風」根本

沒有實質，「鳴蟲」又是蟲類，它們都愛自己，而且幸運不說「人話」。
    兩個晚輩都很聰明，馬上頓悟釋然，雙雙改憤為笑點頭。醺人又透露原作者最欣賞

的就是這俚語，換成如此這般（照第一種譯法唸出來），是大學教授的口氣，像話嗎？晚
輩哈哈大笑，說要趕快跟同學說清楚（顯然同學指責過這長輩，讓他們難受），高高興興
去上學了••••。

壯哉垂明「尾」兄的文釆，莘莘學子都仔細討論，連醺人的譯文也沾光了。
醺老兒彷彿看到「尾兄」在瑤池，含笑遙遙舉杯••••。

王承天

元旦寄語
辭舊迎新豁眼觀，
昇騰紫氣繞山川。
神州築夢天如願，
豪傑興邦志益堅。

情到濃時詩筆健，
人逢豐歲酒杯歡。
吟鞭指處春潮湧，
縱有風雨亦自然。

老頑童

《看不得歌》
看不得人家老公   
把老婆罵得團團轉 
(反之也是)    
在喧鬧聲中       
來一盤夫妻肺片   
盡三杯女兒紅     
(或是狀元紅)  
看不得人家文章   
把文痞抄得團團轉
(反之也是)    
在垃圾堆邊       
來一缽「燉三六」
(狗肉)  

盡三杯孔府家酒   
看不得人家綠黨   
把綠島騙得團團轉 
(單行道，反不轉)     
在圓環街頭       
來一盤蠔仔煎     
盡三杯金門高粱   
看不得人家普丁   
打鄰居打得團團轉 
(也是單行道，反不轉)  
在狼煙味裡       
來一碗羅宋湯     
盡三杯純級伏特加 

看不得人家特爛舖 
把任何事搞得團團轉       
(反之也是)    
如果他嚥牛排     
嚥出手病(他的特長)     
噎死了   

地球會不會停轉？ 
在慶祝會上       
該吃死  
還是絕食？       
該醉死  
或是戒酒？   

莊杰森

《愛心關懷筆記之十四》

「我沒空」仍遍地竄的奇葩
當人們以虔誠喜悅的信

仰迎接耶誕節，同時以感恩
戴德的暖心告別2021年，卻
怎麼也揮不掉，肆虐蒼生幾
近兩年，來回徘徊的噩夢。
除夕前三天，新一波疫情再
度吹響大地，而這一進化的

變異毒株，雖自詡是「我沒空」（Omicron，
中文譯音)，卻來得又快又猛，亂竄延伸的範
疇也越來越廣，令人招架不住，徒呼負負。

連日來，在年關報復性消費的心理作祟
下，人人攜家帶眷四處旅遊的結果，馬尼拉
大都會地區各階層中「奬」的案例成倍數不
斷增長，連帶拖累家人，及周遭親友，尤其
12歲以下幼童、嬰兒染疫的比例正在激升。
雖說染疫者多為輕中症患者，可多元症狀所
呈現的不同變化，因人而異，一時難以概括
診治，致使多數人尤其年長者仍需及時急
診、或就醫，造成各大醫療體系的超載而紛
紛拒收患者，乃意料中事。

許多已打完三針在外走動者，自覺性高
且沒有任何短距接觸者、或全程戴好口、面
罩，也時刻勤洗酒精者，怎麼也想不透自己
是如何被病毒看上眼？更冤枉的是，自始至
終堅持宅家，同樣也打過三針疫苗者，怎麼
也沒有被放過，照侵不誤？一連串的迷惑，
只能留待時間驗證，「我沒空」病毒的蘆山
真面目。適值不可悖逆的緊要關頭，筆者謹
此再次苦勸大家共體時艱，嚴厲遵守防疫規
則，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儘可能避免各種
大小群聚，尤其外出用餐，更是避之則吉。
殊不知、當人人脫下口罩張口進食的瞬間，
便是「咬住」病毒的最佳及最快時機，印證
「病從口入」諺語。另外，有症狀和無症狀
的感染者，或先前染疫康復者，多為隱形病
毒帶原者，當病毒在人體內與白血球、即T
細胞兵團搏鬥，求生意志堅強的病毒，極有
可能拚出新變異病毒，而這新變異病毒，無
論是強勢與否，勢必得從口鼻分泌物大量釋
放，如果人人沒有戴好口罩，另一個看點
「禍從口出」也就難以收拾。

倘若人人戴好口罩，即便𧗠生的新變異
毒株，再怎麼厲害怎麼狡猾，也會因為沒有
宿主收留而自然被阻斷。因此、人人戴好戴
滿口罩，再搭配面罩，保護他人，即保護自
己，保持愛的社交距離，就是珍愛彼此的表
現，乃當前人人應具備的健康思維、及愛心
任務。

因應新變異病毒的快速擴散，凡是感

覺頭痛，流鼻涕，喉嚨痛（或癢），全身痠
痛（或關節痛），腹瀉等等，無論有沒有發
燒，即當成已染疫，應立刻自主隔離，避免
傳染給其他家人或親友。一般輕症者，不用
去擠醫院，在電話諮詢醫生後可在家服藥治
療，休息幾天即可康復。年長者、或患有併
發症者，以及兩歲以下幼童，尤需特別留
意，及時請教醫生妥善照顧，以免錯失治療
的黃金時機。

防疫一路跌跌撞撞的菲律濱，倘若仔
細觀察，廣大基層群眾所使用的口罩，多為
可水洗、且可重複使用的普通布料所製，沒
有過濾功能的防護力，可想而知。抑或因應
龐大的低價巿場需求而躉銷低品質、低防護
率的一次性無紡布口罩，成為市場炙手可熱
的搶手貨。然而，「物不美、但價廉」的口
罩，畢竟防護不足而有失其配戴的意義。尤
有甚者，可能還因此成為防疫破口。除非政
府嚴格把關各式口罩，維護市場合乎科學標
準的產品，否則、坊間廣為流通的各種一次
性口罩，絕對良莠不齊，且不易分辨。甭談
過濾病毒效率近乎「零」的布料口罩，僅充
當潮流飾品，有沒有配戴，實在看不出有什
麼差別。政府自疫情爆發以來，即明令規
定，凡出入公共場合、搭公交車等，必須戴
口、面罩，違規者將受法律制裁，誠然有其
功能與時空的多重考量，多一層面罩必有多
一層的保護，何樂不為？世衛組織曾有專家
公開分析，認為菲律濱在去年六月德爾達株
（Delta)蔓延時，未如鄰國印度等地發生，一
日五萬人大規模確診的慘況，逃過一劫的幕
後推手，似乎和面罩政策息息相關。

再說，如果強調採用醫療體系所使用、
某知名品牌的高效能防護口罩，或其他同樣
具防護效率的優質口罩，其售價可不為一般
庶民所負擔得起，不如退而求其次，鼓勵搭
配一個售價僅剩十元的面罩，還來得安全有
效。奈何少數政客看準選舉，為討好選民，
各盡所能掀起口水戰互鬥互嗆、以一些似
是而非的謬論抹黑面罩，面罩一時之間被網
民批鬥得體無完膚，只能暗然退場。然而，
貿然取消面罩措施，是福是禍，全在一念之
間。人生得失難料、禍福相依。放眼未來，
儘管前路仍佈滿荊棘，包括防疫措施，民眾
觀念，都得與時俱進，思維的改變，自律的
強化，才能加速平息這場無聲的生化科技
戰。祈盼大家把此篇溫馨提醒文字，散播出
去，讓大愛正能量，永遠和你我相知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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