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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豆豆

中國征服太空 建立防禦系統 母親節的水晶蘋果
我們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類，對於太空皆不大瞭解，
而對太空的智識更是一知半
解 ， 甚 至 是 不 知 不 解 ， 大
家都是在忙著為我們自己的
生存努力賺錢，為了養家糊
口，對於太空的神秘感，我

們根本不會花時間去理解，這些東西都是國
家這些特殊人物及太空署的工作，基本上與
我們一丁兒的關係都沒有。

這個一望無邊的太空蘊藏著太多太多的
神秘感，如何我們能夠洞察其中的奧妙。我
們就會發覺到有很多可以使人類利用的價值
觀，同時也有存在破壞人類生存的危機。

當我最近讀到報載，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航天局，為了應對地外天體威脅，以及保
護地球家園，將建立近地小行星防禦系統，
這個莫明奇妙的課本，使我詐讀之下，好似
“丈二和尚摸不到頭腦”，原來主要的原因
是面對小行星撞擊人類作準備，在這之前，
我常常看到新聞報導，太空常常有些碎石向
我們太陽系的星球衝擊，但是多數都在途中
自我毀滅，降到地球者是比較微小，而數量
不多，這並非表示我們就可以安然無恙，可
以逃之一劫。

原來在1994年“蘇梅克1列號9號”的彗
星就曾和太陽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相撞，
在連續五天多的時間裏，二十多塊彗星碎片
撞向木星，這相當於五天多時間裏，木星上
空爆炸了二十億顆的原子彈，毀滅性非常的
巨大，始是發生在地球，我們完全完蛋了。

第二件重要事項，是在什麽條件下才
具有威脅成為潛在威脅天體需要滿足兩個條
件。一是距離較近，要達到與地球的軌道距
離0.05個天文單位（約七百五十萬公里），

二是面積比較大，直徑要有大於一百四十
米。

今年四月廿四日是“中國航天日”，國
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表示，探月工程四期
今年正式啟動工程研製，同時將著手組織近
地球小行星防衛系統，要爭取在“十四五”
末期，或是2025年、2026年實施一次對某一
顆威脅的小行星進行抵近觀測，實施就近撞
擊，並就改變它的軌道進行技術實驗，為未
來人類應對小行星等外天體對地球家園的威
脅，作出中國的新貢獻。

我們的太陽系之行星有多少，我們沒有
一個標準的統計，而行星之多已無法計算，
而那些小行星、隕石更是不計其數，可能有
億萬計，如是有一顆小行星或是大隕石脫軌
衝向地球，這就可能變成世界末日，我們中
華人民共和國在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
不但在經濟、政治及軍事投下大量的資金，
同樣地馬不停蹄對太空的偵察發展更是受到
很多的重視。

因為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能力征服太空，
我們就可能掌握了全世界的“制空權”，這
包括了奪取我們軍事監察及海空偵察的優
勢，建立有龐大的太空站，以及保衛我們地
球不會受到外來隕石的毀壞。

行星撞擊是地球生命面臨的重大潛在威
脅，其發生概率極低，但危害極大，所以如
今中國的所作所為是只防萬一，但是不能擔
保萬無一失，只能聽天由命。

早在2017及2019年曾經連續三年三顆小
行星分別襲擊中國雲南省香格里拉，雲南省
西雙版納和吉林省松原地區，引發了社會的
熱議，所以這種“以石擊石”加強型動能撞
擊行星防禦的概念，是提供核爆之外上的新
選項。

在慈濟世界裡，我是一
個新手，一直在內心裡有個
願想，想瞭解以及學習前輩
菲律濱慈濟人在克難時期的
大愛足跡。一年前，經過議
淞師兄建議我邀請寶蓮師姐
在我導讀的品書會中當分享

嘉賓。與老菩薩在電話交談中得知她年紀已
過八十。師姐非常低調，低調到讓我一個新
手不識泰山，她說她不善言辭，不懂分享，
經過幾次邀請，終於老菩薩點頭應允在品書
會上當我的嘉賓分享人，與大家分享她的
慈濟的心路歷程。那天的品書會分享甚是精
彩，我也與老菩薩結了一份深深的善緣。

品書會過後，我打電話向老菩薩表達
感恩之意。聊著聊著，相談甚歡，意猶未
盡，於是與老菩薩相約來我工作室見面，卻
因疫情在去年幾次嚴峻而幾番延後，終於，
錦鸞師姐有一天把老菩薩載來我的小工作室
見面了。

那天寶蓮師姐送我的見面禮是一個黃
色的水晶小熊掛件，還有一朵綠色的蓮花。
老菩薩精於手工，二十幾年來，在慈濟裡
面，這些蓮花，蘋果，鳳梨應該與不少法親
家人結了善緣。而對我一個新晉志工來說，
能得到這樣的禮物真是榮幸之至，受寵若
驚。我當即把它們掛在我的手機上以及慈濟
的靜思小背包上。

寶蓮老菩薩說，她喜歡聽我的聲音，
喜歡在雲端聽我講故事。三年的疫情，很多
菲律濱慈濟前期的老菩薩已經漸漸地減少出
門了，可是寶蓮師姐每次只要園區有活動，
我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我必然親近她，給她
一個大大的擁抱。

每次當我對身邊的凡事所困擾之時，
佛菩薩總會派人給我送溫暖。

每年五月，慈濟在世界各地都會舉行
「佛誕日 慈濟日 母親節」三節合一的浴佛
慶典。這三年來，由於疫情的緣故，浴佛大

典已經有兩年的時間在線上舉行。今年，菲
律濱慈濟分會決定在慈濟志業園區舉行現場
的浴佛大典。

每次慈濟只要有活動，必然要經過事
先細緻的準備工作，真可謂「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分佈在大岷區各地的志工們
昨天在園區做綵排訓練，我又見到了寶蓮師
姐老菩薩。

老菩薩參加捧花捧燈供佛的隊伍，一
遍又一遍地跟著梵音的節奏行進。

休息間隙，我走到老菩薩面前照例給
她一個大大的擁抱，她從包裡拿出了一個
「福袋」，說是給我編了一粒水晶蘋果。很
多次老菩薩都在感歎疫情的緣故無法出門，
要編一粒蘋果給我，卻由於欠缺水晶材料而
無法完成。昨天老菩薩興奮地告訴我，前些
日子她終於在一家即將關門大吉的店裡買到
了她需要的水晶粒。

我寶貝似的把它藏進我的雙肩包裡，
晚上回家時，一關上車門，馬上從包裡拿出
來，護在手掌中，怕車子的顛簸，會不小心
把它弄壞。這是一顆水晶紅蘋果，梗上還有
一片綠葉，燈光下，折射出水晶的亮點，閃
閃發光。

作為回禮，我送了老菩薩一株供佛之
後的蘭花。我與寶蓮老菩薩又愉快的約上了
不久的將來在我的工作室見面。

這是一個薄情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
溫情的世界。溫情的能量足以把薄情消除。

浴佛回來，今天的辛勞終於完滿的結
束，慈濟人不說「辛苦」而說「幸福」。此
時飄進斗室的徐徐晚風，送來了前兩天菲律
濱福建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慶祝母親節送的香
水百合的陣陣幽香，此刻的我把這個水晶紅
蘋果捧在手心細細端詳，可以想像耄耋之年
的老菩薩要費盡多少心血才完成這個作品。

 頓 時 ， 那 首 《 遊 子 吟 》 浮 上 心
頭……。

 （05/08/2022）

鍾藝

徐霞客與《徐霞客遊記》
——學習筆記

自2011年始，在中國，
5月19日被中國政府確認為
「中國旅遊日」，因為這一
天是中國明代著名旅行家、
地理學家、文學家徐霞客撰
寫《徐霞客遊記》首篇《遊
天台山日記》的開篇之日。

今年的「中國旅遊日」，活動主題為
「感悟中華文化，享受美好旅遊日」。為慶
祝「中國旅遊日」的到來，中國文化、旅遊
部駐新加坡辦事處特舉辦「詩詞創作徵稿
活動」，面向海內外炎黃子孫徵集詩、詞作
品。鍾藝借此呼籲菲華文友們踴躍參加，共
襄盛事。

中國的歷史學家們把中國歷史劃分為
「原始社會」（從170萬年前至4000多年
前），「奴隸制度社會」（夏朝至商朝），
「封建制度社會」（周朝至清朝）。民國初
期則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國
的「文明史」，始於夏朝；「旅遊史」依專
家推測始於「母系氏族社會」的「仰韶文
化」時代。

歷朝歷代都有著名的旅行家誕生。我
們的祖先，在原始社會的活動，雖然沒有
文字作憑，但是，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神話故
事，譬如：「女媧補天」、「黃帝與蚩尤之
戰」、「大禹治水」……等等。女媧、黃
帝、大禹都是當時的旅行家。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交流一下這方面的故事和相關的名
勝、古跡。

為甚麽單選徐霞客呢？
依筆者推測，成因，徐霞客是中國以

旅行為畢生事業的第一人；其宏著《遊記》
為卓越的地理學著作和優美的遊記文學作
品，影響深遠。

徐霞客（1587-1641）名宏祖，字振
之，平生遊蹤往來有如飄飄雲霞，故得雅號
「霞逸」或「霞客」，而以「霞客」聞名於
後世。

徐 霞 客 南 直 隸 江 陰 （ 今 江 蘇 省 江 陰
市）馬鎮鄉南暘岐村人。出身於世代書香門
第，家中藏書甚多。

自幼聰穎好學，博覽地理、歷史、書
籍，尤其愛讀遊記。應試不第之後，感慨於
明末政治黑暗，黨爭激烈，遂斷功名之念，
立志「問奇於名山大川」。

徐霞客的母親王孺人女士，是位有教
養、思想開朗、有遠見卓識的婦女。她很
支持兒子的志向。在徐霞客22歲（公元1607
年）第一次出遊太湖時，她為他縫製衣服和
「遠遊冠」，以壯行色，並鼓勵他應當志在
四方。

從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始，到
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的33年間，徐霞
客的足跡遍及中國（現在）的江蘇、上海、
浙江、山東、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陝
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南、

湖北、廣西、貴州、雲南等十九個省市，行
程達10萬餘里。他在旅行中備受艱險，遇盜
被劫，絕糧乞食，均未挫其意志。每到一
處，他不僅觀覽名山大川的自然美景，而且
以日記形式記下當地的地理、人文見聞。盡
管白天徒步幾十里山路，夜晚在昏暗的油燈
下也堅持把日記寫完。即使在荒郊露宿營，
也設法燒木照亮，把當日的遊記寫完。

徐霞客的旅遊生活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公元1607年至1635年，他以攀登
名山觀賞壯麗山河為主要目的。第二階段，
他以「萬里遐征」的長途地理考察為宗旨，
重點考察與記敘喀斯特地貌的分佈及其發育
規律。徐霞客在喀斯特地貌地理學上的主要
貢獻，有（1）厘定喀斯特地貌的類型及名
稱。（2）首次確定中國西南地區峰林的分
佈範圍和特徵。（3）對岩溶洞穴做了廣泛
深入的踏勘和大量精確的記敘。（4）分析
探討了岩溶地貌的成因。不論在觀察規模；
還是在系統分析和描述上均大大地超過前
人，並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比歐洲同類著
作早200年。

《 徐 霞 客 遊 記 》 汲 及 的 內 容 極 其 豐
富，包括地貌、地質、水文、氣候、動植
物、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城
鎮聚落、民族風俗等等。

讀過《徐霞客遊記》的朋友，或許會
發問：該書不像先生所說，每天每地都有日
記啊？

問得好！答案是：崇禎十三年六月，
徐霞客抱病返鄉後，因疾病纏身，無力將
旅遊日記整理成書，特囑好友季夢良「理而
輯之」。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季夢
良將原稿首次編輯成書稿，名《徐霞客西遊
記》。

未知何故，沒有即時出版。此後，幾
經損毀散佚；至乾隆41年（公元1776年）才
首刊出，改為現名《徐霞客遊記》。因此，
我們現在看到的《徐霞客遊記》全書共10
卷，62萬多字，只有1050天的日記。

《徐霞客遊記》還是優美的遊記文學
作品。清代錢謙益稱它謂「當為古今遊記
之最」，是「世間真文字、大文字、奇文
字。」（《囑徐仲照亥遊記書》）。奚又溥
又為該書作《序》，亦云：「其筆意似子厚
（唐代柳宗元），其敘書類龍門（漢代司馬
遷）。」足證其佳。

《徐霞客遊記》在文學上的特點，是
（1）寫景記事，悉從真實中來，具有濃厚
的生活實感。（2）寫景狀物，力求精細，
遠較前人的遊記細緻入微。（3）詞匯豐
富，敏於創新，絕不因襲套語，落入窠臼。
（4）寫景時注重抒情，寓情於景，情景交
融。（5）寫景時亦注意表現人的主觀感
覺。（6）寫景狀物常運用動態描寫世擬人
手法。這一些特點，使他的遊記文學具有恒
久的審美價值。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王承天

賀神舟十三號戴人成功凱旋
（其一）

科研半載果頻豐，三傑英姿傲碧穹。
披甲揮旗翔玉宇，訪星踏月探天宮。
班師稱譽回鄉里，圓夢如心立史功。
海外僑民聞喜訊，高歌一曲寄丹衷。

（其二）
歡慶神舟奏凱旋，高歌徫業寄詩箋。
三雄攬月尋玄秘，半戴居天寫史篇。
巾蟈丹襟圓夙願，鬚眉壯志破疑難。
興邦奮起精科技，莫忘初心使命擔。

陳扶助

亞速營成為人間煉獄
                                 戰略港口馬裡烏波爾，
                                 有座大鋼鐵廠，始建於蘇聯時代。
                                 為了防備核子彈攻擊，
                                 地下工事複雜而堅固。
                                 它深度有八層，廣度超過廿四公里，
                                 可藏匿四萬人，水電通風設備齊全。
                                 2014年俄烏為克里米亞歸屬引起衝突，
                                 極端民族主義又是新納粹份子安德裡，
                                 招募反俄志願者組建亞速營。
                                 因為獲得當權者重視，
                                 美國中情局和北約大力資助，
                                 隊伍由數十人迅速發展至數千人。
                                 經過歐美將官嚴格訓練，
                                 能操作精良的尖端武器，
                                 選擇鋼鐵廠這座現成的基地，
                                 更是深山藏猛虎可攻可守。
                                 俄國軍方也知道它的厲害，
                                 所以特別軍事行動剛開始，
                                 就調來車臣的特種部隊。
                                 在頭一週交戰中，車臣彪悍的死士，
                                 已消滅亞速營的大部份兵力，
                                 但未能阻截它遁入鋼鐵廠的地下堡壘。
                                 現在鋼鐵廠被圍困的人丁，
                                 包括許多逃避戰火的市民，
                                 西方僱傭兵和北約將官。
                                 難民遂成為困獸的人質，
                                 令進攻的俄軍十分棘手，普京一度喊停。
                                 為避免犧牲太多的無辜，
                                 出面調解的國際大人物，
                                 先後有聯合國秘書長，
                                 梵蒂崗教皇，法蘭西總統。
                                 亞速營困獸為了減少生活物資的消秏，
                                 只同意釋放部份婦孺老弱，
                                 局勢仍然僵持！悲劇如何落幕？
                                 此際的亞速營已成為人間煉獄，
                                 外面被槍炮封鎖，內部缺糧缺藥，
                                 敵對雙方都應該憑著良心和智慧，
                                 尋求妥協的方案，而不是拱火澆油，
                                 增加經濟制裁，供應尖端武器，
                                 是緩和局勢，減少傷亡的辦法嗎？

    2022年5月5日寫於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