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y  13  2022   Fri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二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商報

李榮美 水弓

古詩今讀 複雜的思鄉情
不多久以前，我讀到一

詩“千古奇詩”是宋朝一位
詩人李禹所寫的，是首七言
絕句，可以正面讀，也可以
反面讀。正面是描寫夫妻之
間的感情，反過來讀也可以
是妻子思念丈夫的意思，讓

我們來欣賞：
“枯眼望遙山隔水，
往來曾見幾心知。
壺空怕酌一杯酒，
筆下難成和韻詩。
途路阻人離別久，
訊音無雁寄回遲。
孤燈夜守長寥寂，
夫憶妻兮父憶兒。”
這是一位妻子獨守空房懷念夫婦感情

的詩。現在我們將之倒過來讀看看，是太太
思念丈夫的絕句。

“兒憶夫兮妻憶夫，
寂寥長守夜燈孤。
遲回寄雁無音訊，
久別離人阻路途。
詩韻和成難下筆，
酒杯一酌怕空壺。
知心幾見曾往來，
水隔山遙望眼枯。”
這首詩可以說是絕妙好詞，充滿了詩

情畫意，寫出了人生的內心意涵，老酒、老
友及老伴是我們老年人的最佳的伴侶。

（一）懂得複利效應。
我們為人處世，不求任何的代價，但

是我們如經常行善，心中所得到的安慰會比
之我們物質的收穫，所謂人在做，天在看。

（二）經常復盤總結。
我們所作所為，無論是功成利就，還

是一敗塗地，在最後關頭才有定數。
（三）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我們不需去欣賞別人的成就，更不要

互相比較，互相較量，所謂“人比人氣死
人”，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四）提升鈍威力。
意思是說要有克服我們的失敗因素，

不要氣餒，更不要灰心失意。
（五）永遠要記得給自己留後路。
我們為人處事，千萬不要輕敵，只要

七天前三尺後，給自己留點後路，以免功虧
一簣，一無所有。

（六）第一桶金最難賺。
當你克服了困難之後，你就能財源廣

進，萬項事業的起步是非常的困難。
（七）不要處處鋒芒畢露。
俗語說得好，人怕出名，豬怕肥，你

一旦鋒芒畢露，人家就會開始嫉妒你，怨恨
你，我們養豬要養得肥肥胖胖，賣出去才有
好的價錢。

（八）重視事物的長遠價值。
三字經裏面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義，所以一個人要有長遠的計劃，
才能成事。

以上所言，以供諸讀者參考，不是盡
善盡美，但是我們處處要小心，所謂知人知
面不知心，要傷害你的人，往往是你一手支
持的人，甚至是你的親兄弟，語云：“知足
常樂。”又云：“人非草木，為乃無情”，
但事實上，無情之人卻是滿地開花，這些僞
君子真小人就讓他們去風神吧，所謂“囂張
沒有落魄的久”。

上個禮拜，一位四川綿
陽的老朋友，在微信傳來一
段介紹他的老家的紀錄片視
頻。雖然我不是四川人，很
多年前去過綿陽、成都，還
有重慶，看了這視頻後，可
能是血脈中的中華民族基因

起了作用，居然好像泛起了絲絲的「思鄉」
之情，每個鏡頭都似曾相識。記得第一次去
四川這個內陸大省，對我們這些從小島到大
島，一生都在大洋上翻滾的島民來說，在各
方面都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嘗試，真是奇妙極
了！！！

第一次是去成都，飛機一著陸，我就
像餓了很久的飢民，不是肚子餓，是眼睛
餓，從機窗中拚命的向外搜索，所有知道與
四川有關的知識，什麼川劇變臉、麻辣口
味、三國中的蜀國等等，一下子全湧進腦袋
裏。踏上這所謂「蜀地難，難於上青天」的
地方，在餐廳中吃第一餐時，接待的朋友問
說要不要嚐嚐麻辣的川菜，我毫不猶豫的說
「好！」，那時真有像要挺身上戰場那種
「勇氣」，辣死好過後悔死，結果一嘗後，
真的後悔死了，因為從此情定終生，愛死 
了，以後在四川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四川菜館

吃川菜，都找不回那感覺，因為除了味道多
少有不同，再加上地方不同，沒有鄰桌的川
話聊天聲，無論如何拼湊不起那感覺，好在
後來再去了一趟綿陽和一趟重慶。現在因為
患上腦病，醫生吩咐不能吃刺激的食物，尤
其辛辣和麻辣。所以說後悔死了，早知道不
嚐那一口，就不會整天思「鄉」更思「香」
了。

回想起六歲那年的暑假，媽媽帶著我
和大弟弟一起回福建老家，雖然我們兄弟倆
在家跟媽媽都是以閩南話溝通，但一到石
獅，到處都聽到閩南話，完全沒有廣東話，
那可是人生中第一次進入全閩南話的世界，
覺得新奇萬分，這真是另一個世界。

幾 十 年 前 ， 跟 著 家 人 移 民 來 菲 律 濱
時，整天思念著香港的一切，那怕是咬了一
口蝦餃燒賣，唱幾句粵語歌曲，都其樂無
窮。後來婚後曾經回香港工作了幾年，那時
在尖沙咀碰到週修聚在一起聊天的菲傭們，
聽到她們口中講著大家樂（Tagalog）或未獅
耶（Visaya），那種親切感油然而起。

人都是如此，每天對著的就會覺得沒
什麼味道了，對新鮮的都充滿好奇的幻想，
但如果真的轉到新的環境裏，久而久之又會
懷念從前了，那就真的是思鄉了。

逸峰

《多麗 • 仲春有感》
                            仲春臨，宇寰運轉如期。
                            探紅塵、兵荒馬亂，人間理智癡迷。
                            古文明、端莊秀麗；今霸道、暴戾邪糜。
                            海寇謀私，登峰造極，串連幫派發淫威。 
                            鑑華夏、傳承儒道，歷代敬賢師。   
                            循時代，創新科技，展獻芳菲。

                            昊天晴，溫馨氣候，碧霄和煦光輝。
                            濫朝廷、策謀詭計；超級戰、拋棄良知。
                            帝國貪婪，恫嚇詐騙，趁機伸手下凶棋。
                            最堅定、莊嚴正義，嚴肅豎豐碑。
                            蒼生盼，大同夢現，理念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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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泉

我的溫泉情結
我與溫泉是有緣份的，

也是有感情的。
因 為 我 出 生 的 村 莊 就

有 溫 泉 ， 閩 南 語 俗 稱 「 湯
泉」，村莊以此命名叫溫泉
村，也有叫「湯泉」村的。
村中的龍潭溪邊「湯泉」噴

湧，熱氣蒸騰，雲蒸霧繞，宛若仙界。有幾
處水溫30℃-40℃，適宜泡澡，游泳休閒；
有幾處水溫達70℃，可以蒸煮雞蛋，宰殺雞
鴨。

這裡的天然溫泉水裡含有硫、溴、氟、
硒等多種礦物質，適宜沐浴，保健皮膚。村
民因地制宜，修建浴池，有男浴池、女浴池
和公共生活浴池，方便人們泡澡和洗滌。

聽父母說，我是個早產兒，從小體質
差，身體瘦弱，一到寒冷的冬天或者春寒料
峭的季節，我的手指、腳指和耳朵邊緣因毛
細血管供血不足，就會生凍瘡，紅腫，痛癢
難受。這時，我會哭鬧，爸爸媽媽就會帶我
到湯池裡洗澡、浸泡，好舒服呀。我家距離
湯池比較遠，走路需要將近一個小時，小孩
走不動，不方便經常帶去，他們就用水桶挑
溫泉水回家，讓我浸泡手腳，疏通經絡，舒
活筋骨。堅持浸泡一個階段後，我的手腳凍
瘡就會漸漸好起來了，臉上也有了笑容，少
了些愁眉苦臉。

父母挑溫泉水讓我浸泡手腳的事大約堅
持到了我十歲那年，我說，我能自己獨自去
浸泡溫泉了，你們不要再挑溫泉水回家了。
父母還是不大放心讓我自己去泡澡，我就偷
偷地溜去。父母看我也沒有出現過什麼危
險，就默許我獨自去泡溫泉了。從那以後，
我每年的冬季、春季都會多次去溫泉裡泡
澡，這一堅持就是幾十年。我的手腳凍瘡基
本上沒再發生過，手腳也比較紅潤有光澤，
可以大方地與朋友握手，不用擔心我的手冰
涼了。

感恩父母，感謝溫泉，幫助我治癒了手
腳的凍瘡。

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
身上生疥瘡，出現了紅斑、丘疹、水皰，因
為疥蟲喜好柔軟的皮膚，手指縫、腋下、腹
部、大腿內側、生殖器部位等都有皮疹。疥
蟲喜好在夜間人的身體靜止的時候活動，挖
掘皮膚隧道，所以夜間瘙癢更劇烈，那時我
經常半夜抓癢醒來，睡不著覺。疥蟲可惡。
買疥瘡軟膏來塗抹，身體臭哄哄的，加上疥
瘡具有傳染性，同學們避而遠之，不敢跟我
說話，不敢靠近我，我好痛苦啊。父親幫我

塗抹藥膏，帶我去浸泡幾次溫泉，把我的衣
服、床單、毛巾等也一起拿去溫泉裡浸泡，
清洗，消毒殺菌。不久，疥瘡漸漸痊癒了，
我又回到課堂上課了。

感謝含有礦物質的溫泉，幫助我治癒了
疥瘡。

現在想想，父母親為我的身體健康付
出了很多。要照顧好一個幼小的孩子，讓他
在風雨中茁壯成長，著實是不容易啊。可憐
天下父母心！感恩父母！感恩自然！感謝溫
泉！

我的村莊以及鄰近村莊的許多人都有
泡溫泉的習慣，所以，我們鄰近的人很少有
聽說過得皮膚病的，這應該是得益於富含礦
物質的溫泉吧。感恩大自然的饋贈，感恩造
化，讓我有幸出生在一個有溫泉的地方。

德化縣位於福建省中部，戴雲山雄踞
域中，森林覆蓋率達77.3%，是「中國瓷
都」，有「中國最佳生態旅遊縣」「中國夏
季休閒百佳縣市」「中國早熟梨之鄉」等許
多榮譽稱號，風景優美，民風淳樸，吸引了
眾多國內外遊客。 

德化縣的南埕鎮，地處石牛山國家級
森林公園西側，是石牛山公園的一個主要景
區，四周群山環繞，峰巒疊翠，景色秀麗，
保持了較好的原始森林狀態。近萬畝的闊葉
喬木、遮天蔽日，釋放出大量的負離子，人
稱天然的超級「人氧谷」。吸引了眾多遊
客，慕「氧」而來，是旅遊度假休閒的好去
處。

南埕鎮塔兜村的溫泉，屬偏硅酸溫泉，
含氟量豐富，是閩南地區少有的優質溫泉。
偏硅酸是人體皮膚結締組織，關節軟骨組織
和關節結締組織中必需的元素，能提高皮膚
的彈性，保持彈性纖維周圍組織的完整性，
有助於骨的鈣化，促進生長發育，特別有利
於兒童智力的發展以及骨骼的成長，也可防
止老年骨質疏鬆，對人體主動脈硬化具有軟
化作用，對心臟病、高血壓、動脈硬化、神
經功能紊亂，胃炎及消化道潰瘍具有一定的
醫療保健作用。

氟的醫療價值主要是長期飲用高氟水能
夠防止齲齒，適量的氟可加速骨骼的形成，
增加骨骼的硬度。塔兜溫泉作為硅質氟熱
水，其氟和偏硅酸含量都具有較高的醫療價
值，綜合療效利於身心健康。

這樣一處難得的天然溫泉，一個近在咫
尺的旅遊佳境，可惜我還沒有到過。「我欲
因之夢塔兜，一夜飛度『人氧谷』」。

期待著沐浴塔兜溫泉的暖意和舒心。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蘇麗莎

耶！我中獎了
記憶中，我與「中獎」

絕緣，參加任何大小抽獎均
是榜上無名，甚至是公司人
人有獎的年終抽獎，我都是
敬陪末座.久而久之，我對任
何抽獎活動，興味索然.

一個月前某日下班後，
感到肚子有點餓，於是到公司附近一家便
利商店購買一包餅乾充飢，我付了錢，拿
了餅乾準備走出店外，工讀生模樣的收銀
員，急忙的喚住我說：「小姐，等一等，
您的發票還沒有拿」，說著將收銀機上面
列印好的發票撕下來，雙手交給我微笑的
說：「小姐，祝您中獎」。我隨手將發票
塞入手中的一本書內，壓根兒沒有想要收
集發票，待下次發票開獎時再來對獎。

日 前 ， 吃 過 晚 餐 後 ， 隨 手 拿 起 書 桌

上一本書翻看，一張發票掉下來，仔細一
看，原來是獲得工讀生「特別祝福」的那
張發票，再想想今天是5月25日，剛好是發
票開獎日，晚報會刊登中獎的號碼，於是
乎，走回客廳，拿取姐姐買回家的晚報，
碰碰運氣對對看吧，我不敢奢望能有幸中
1000萬的特別獎，或是200萬的特獎，因此
先對增開的六獎（獎金200元），哇，一
對，發現我手中的發票最後三個號碼與第
六獎的號碼完全一樣，我不敢相信，再次
核對，確定無誤，於是興奮地大聲呼叫姐
姐說：「耶！我中了」，姐姐問我中了什
麼，我回答：「中了兩百元發票」，姐姐
不以為然，說我大驚小怪，這可是我生平
第一次中獎，我怎能不高興呢？當然，我
還得感謝便利商店那位工讀生，他的祝福
還蠻靈驗的。

鄭亞鴻

在桃花盛開的北溪
春 天 是 一 年 之 起 始 ，

是春意盎然、充滿生機的季
節，而桃花則是這濃郁生機
的 具 象 ， 是 報 春 的 信 使 。
「桃花春色暖先開，明媚誰
人不看來。」閩南三月，一
個春光明媚的日子裡，我們

幾位朋友相約到永春北溪桃花谷一遊。記得
小時候在我的家鄉，我們家也曾有十幾株桃
樹，那是我爺爺在赴菲律賓謀生前在屋後的
山地裡種的。我經常徘徊在桃樹下，看著它
開花、結果。那時我關注的不是桃花，而是
什麼時候能吃上熟了的桃子。而現在，我更
喜歡的是觀賞桃花、拍攝桃花，這也是我們
到北溪桃花谷的興趣所在。

北溪桃花谷位於福建永春縣岵山鎮西
南部的北溪村，是個風景怡人的小山村，這
裡峰巒秀美，林木蔥鬱，清泉淙淙，岩石奇
峭，山水相映，是國家4A級景區、中國最
具魅力休閒鄉村、「福建省最美的鄉村」和
泉州市「十佳魅力鄉村」。

此時的北溪，已經到了桃花盛開的季
節，100多畝7000株粉紅、深紅、純白花瓣
的桃花綻放在山間、在河谷、在溪邊，大小
花白碧桃、五色碧桃、垂枝碧桃、絳桃、壽
星桃、紫葉桃等均在其中，千朵艷麗的桃花
迎著太陽競相怒放，紅的似火、粉的如霞、
白的像雪……

再加上綠葉青木的點綴，構成
一幅絢麗多彩的田園美景，到處瀰漫
著桃花的清香，沁人心脾。但這天遊
客並不是很多，除了一些散客外，集
體來游的是泉州兒童醫院的幾十位女
醫生、護士，估計是慶祝「三八」婦
女節組織的活動。她們紛紛與桃花合
影，「人面桃花相央紅」。

桃花谷不光有桃花，還有清澈
的桃香湖，遊客可乘坐遊船在湖中蕩
起雙漿。谷內的三大壯觀瀑布九疊泉
瀑布、石門溪瀑布、雙溪瀑布，如白
練垂天，各具特色，蔚為壯觀。在通
往九疊泉瀑布的木棧道旁，建有北溪

書院，其大門的一副對聯「春風一席還須
留多少問學者，燈火三更又誰知幾個讀書
人」，讓人感受到文人墨客的「集古今文，
暢懷千古文章」的情懷。此外，分佈在桃花
谷的北溪講堂、北溪畫苑等，散發著濃厚的
文化氣息。北溪還建有桃香湖酒店、九天香
酒樓、度假山莊、獨棟別墅、連排山景客
房、環山旅遊步道以及娛樂設施等，旅遊配
套設施趨於完善。藏於閨中的北溪有如一幅
人與自然相和諧的鄉村圖畫，受到了遊人的
青睞。

記得有首歌唱道：「桃花處處開，此
處別樣花，似梅含苞風雪中，盛開遍野如紅
霞。」是的，如今很多地方都有桃花盛開，
泉州市區的桃花島、東湖公園、少林寺等都
可觀賞到桃花。但那些地方，往往人群熙熙
攘攘。永春古稱桃源縣，著名教育家、書法
家和愛國僑領梁披雲描寫家鄉的一副嵌名五
言聯「桃李芳菲永 源流浩蕩春」，簡練地
反映出了桃源古地桃花盛開的美好景象與悠
長的歷史韻味。我們驅車60多公里到北溪桃
花谷，就是想遠離喧囂的城市，置身一處清
靜幽閒的「世外桃源」，體驗浪漫與閒逸。
徜佯在花海裡，我們聞著桃花的清香，呼吸
著山谷清新的空氣，恰如王安石《春日即
事》所云：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閒
行。

2022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