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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春秋雨

「吃再王彬」（三） 防疫抗疫讓我們反思什麼
五十年代華僑社會有

“節約運動”，繼後的菲華
社會何嘗沒有推行過“節約
運動”？可是“運動”還是
運不動!可能比五十年代的華
僑社會更加奢侈!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的
華僑週刊第二卷，商報著名記者韋華的特寫
《國萃之一：食在王彬》。

【食的手段】：節約運動如今是被僑
界咬緊牙關忍心地忘卻了，在這裡在稍促有
關當局注意之餘，還是繼續我們的王彬街的
吃的藝術。用五指抓飯吃，雖然菲人小部份
還繼續循襲祖先遺教，但在高度中西文化沖
洗下的岷尼拉，用手指進食將被目為野蠻。
菲人們現在都採用美國的匙與叉，華僑自然
還是襲用筷子的居多。因為這裡是中西文化
交流得相當複雜的地方，所以除了有許多混
血兒之外，有些人的言語行動和思想，也染
上了異國的風情。從前我們譏笑菲人與菲人
之間，不講打家鹿而講英語，認為這是美國
殖民教育的成功和菲人先天缺少民族觀念的
原因。但是現在華僑與華僑之間，亦已有以
對講英語為榮的人。這班人有的固然純因崇
拜英語的旋律的悅耳，但有的卻純因自己的
中國語已講不通，是個所謂「番仔憨」了。
這也許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一道混雜濁流，
但現在還是講在這交流下的吃的手段。菲律
賓朋友在其他場合盡管以匙與叉進食，但在
有中國菜的場合中，他們現在已有大部份人
喜用我們的筷子，並且認為這是光榮的事
情，另方面當我們看見菲人採用我們的筷子

時，我們的優越感登時油然產生。而現在，
華人不會使用筷子的人也越來越多，在中西
餐桌上亦以使用匙叉為快。這該是宣揚國萃
者，在宣揚我國吃的藝術之際，忽略了筷子
此小節。

【朱門酒肉臭】：如今問題是筷子失
傳者事小，宣揚國萃以提高國民身份與地位
事大。華僑在赴畢大宴席之後，應該可見到
大批「別有風度」的僑胞們，排列於酒肆
菜館門沿，伸出手掌聲聲向你們祝福吧。如
果我們是吃飽了飯，該可明白他們正在空著
肚子，而適才大宴席上卻有許許多多的山珍
海味均因饜食而被遺棄。這些別有風度的同
僑的清化問題，至今還是華僑社會的一個嚴
重的懸案，有人認為他們衣著襤褸，有損觀
瞻，是提高國民身份聲中之一大阻礙。姑且
按下低層階級的問題，先看看高層階級，是
否也有阻礙於提高國民身份與地位的行為。
高層階級廣設華宴，大擺場面，是在促進僑
社的進步嗎？

一個菲律賓朋友以他的觀點很坦白地
說：「不!你們廣設華宴和大擺場面告訴我
們說，華僑是富有的，為了要與我們打起
一個公巴例的關係，願意花金錢宴客送禮，
動不動還個別送款孝敬。這等等只叫我們認
識華僑花錢的慷慨，莫怪我們一部份人總會
想出莫些事端向你們挖錢。可不是嗎？這樣
的一個一擊即應的搖錢樹，傻子才不懂來搖
它……。」菲律賓朋友不是已有多人能運用
我們的筷子嗎？如今，他們將更加努力於
「用中國人的筷子食中國人的菜」的工作
了。

持續兩年多的新冠疫
情，讓人們徹底改變了過去
習以為常的諸多生活習慣。
出門戴口罩和講究衛生多
了，聚在一起胡吃海喝的少
了，獵食野味山珍的不見
了。

新冠疫情的肆虐氾濫，直接影響世
界經濟、政治格局，影響商業、旅遊、交
通、餐飲、教學各行各業，而受傷害最大
的是守護在醫護前沿的工作者和千千萬萬
民眾。很多人因此摁下上班、上學、出行
「暫停鍵」。面對如此嚴重的新冠疫情，
有的人在焦慮、憋悶、煩躁中期待，有的
人則提出種種詰問：新冠疫情是「天災」
還是「人禍」？生態環境、物種變異與災
害疫情有沒有關係？等等。

電視劇《康熙微服私訪》中有段康
熙帝「閉關」情節。據說，「閉關」源自
古印度，是指僧人為了專心精修佛法，有
時獨居一處不與外界來往，修法期滿再出
「關」。康熙帝當年把自己關起來，是不
是如僧人那樣潛心研修佛法不得而知，但
根據彼時大清形勢，他一定會思考如何外
防匈奴侵襲，內懲貪官污吏，安撫天下百
姓等事宜。換言之，世界各國政要面對當
今新冠疫情，面對百姓生死安危、民生福
祉，是不是也如康熙帝「想民之所想，憂
民之所憂」呢？再退一步說，佛家弟子為
了提高佛性，主動「閉關」研修佛法，其
令人欽佩的方式與精神，于今天我們面對
新冠疫情，是不是也有借鑒意義呢？

我們的工作生活被新冠疫情所干擾，
與其說是「被逼無奈」，不如說是我們重
新審視、深刻反思、警醒自問的最佳時
機。不妨問一問，近些年哪些國家在生物
研究中生產了意圖險惡的病毒細菌，其研
發的病毒細菌用在了哪裡？人類哪些行為
損害了生態環境，危害了物種生存，打開
了「潘多拉魔盒」？人們過去某些生活觀
念、方式，是不是存在危害生態環境和人
身健康安全的陋風惡習，是不是需要徹底
摒棄？「慎思之」有助于「明辨之、篤行
之」。暫時居家網上辦公、學習，暫時不
聚會、不聚餐，暫時失去「自由」，也許

更有助于我們反思曾經的生活理念、生活
習慣，梳理一下時而焦躁、時而消弭、時
而狂放的心情。

中國人一貫倡導「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修身，即修煉靈魂心性。
修身是根本，是一輩子的事。為官要修
身，為民也當修身。「身是菩提樹，心如
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有塵埃。」保
持心靈純潔乾淨，不被污染，就須常擦
拭、勤修煉。現代文明社會時期突發的每
一次瘟疫，都是對人類文明的拷問，是對
陋風惡習的抨擊，也是對「人性」的鞭
笞。

毫無疑問，政府是防控第一責任人，
疫情防控成敗關鍵在政府。但民眾同樣是
責任者、踐行者。沒有同舟共濟、萬眾一
心，防控無異于「畫餅充飢」。就像某些
西方國家，疫情何以無休止的推波助瀾？
民眾何以不買政府的賬？是國力問題、
資金問題嗎？問題恐怕是出在所謂的「民
主」「自由」上吧。

新冠疫情對人類社會的拷問包括很
多方面。這裡我們只說與人們日常生活關
聯最直接的那張「嘴」，即「吃喝」問
題。人從出生伊始，一天都離不開吃喝。
貧窮時粗糧淡菜，不免讓人心酸；但富裕
了山珍野味，能吃的毫不顧忌都吃，是不
是讓人驚悚膽寒。常言道：病從口入，禍
從口出。餐桌豐盛無疑體現了生活富裕，
但不能忽視的是餐桌衛生、飲食安全。什
麼都想吃，不等于什麼都能吃；什麼都能
吃，但人不能什麼都吃。一旦吃喝沒有了
節制，沒了敬畏，與貪婪為伍，與文明為
敵，就會吃掉文明，吃出疾病，吃出災
難。

新冠疫情終會找到消解鑰匙，得到控
制，人們也會重回往日談笑風生、悠閒自
得、賞花觀景那種日子。然而，今天的磨
難、教訓、傷痛，決不能扔到腦後，不能
好了傷疤忘了痛。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人
們的生活幸福不只來自豐衣足食，還來自
知足、知止，來自尊重自然、呵護自然、
敬畏自然。只有與珍稀野生物種形成「命
運共同體」，人們才能享受屬於自己的淨
美安全環境。

逸峰

  《蘭陵王 • 仲春遐思》
                             仲春月。廬外失蹤老鴰。
                             朔風漸，北域留情，尚伴群峰負殘雪。
                             恨疫情未歇；強盜陰謀肆孽。
                             災殃重，跨越時空，繼續行兇造傷歿。

                             良朋互關切。論交不矜年，肝膽寬豁。
                             征程長短胸襟闊。
                             永珍少歲情，厚忠友善。
                             祝願人間上正轍。溫馨讚歌迭。

                             忠烈。古今澈。慶賀太空航，蓋世功碣。
                             踏青欣遇清明節。
                             萬層審思察，千腔熱血。
                             指標深遠，盼望人類慧衷徹。

王小柳

悄悄話
悄悄話只能兩三個人之

間說，如果聽得人多了，就
不成為悄悄話了，關於這一
點我有經驗。

把悄悄話告訴很多人，
可不是什麼好事。剛上初
中的時候，我們七八個女

同學，喜歡討論學校裡的新鮮事。哪個老
師課上的怎麼樣，哪位同學家住在什麼地
方。少年情竇初開，也會說說悄悄話，哪
個男生今天說了什麼好笑的話，哪個男生
做了什麼見義勇為的事情。因為悄悄話說
的人數比較多，時間長了，誰喜歡誰，就
成了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悄悄話可以拉近兩個人的關係。當
我們離開家到外地讀書的時候，人生地不
熟是不是覺得很是孤單。有一天，我坐在
教室後面的位置，同學在上面講著課題設
計。這時有個師姐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
她看了看我愁眉苦臉的樣子，悄悄和我說
起話來了。她說她剛過來讀研究生的時候
也不適應，那時候大家歲數也都不小了。
她說她特別難過的就是，和她男朋友不在
一起，現在這個季節，她男朋友所在的南
方城市，正是各種水果上市的時節，真想
快點兒到節假日，她就可以奔赴她男朋友
的城市。她的話語與其說是訴苦，倒不如
說給了我不少安慰，有人和你說了心裡的
悄悄話，你就好像遇到了故交。後來我們
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經常會約著逛街、
聚餐和上自習，一起完成學習任務。

兩個人相處，是不是可以說心裡悄
悄話，是衡量兩個人關係的試金石。有些
話，我不問，你說了，這就是信任。有些
人，我問了，你才說，這是距離。有些時
候，我問了，你不說，這就是隔閡。不管
兩個人是否單獨相處，哪怕在人來人往的
快餐店，只要是那個人，你就會自動調到
悄悄話模式，彼此說著暖心的話語，遇到
對的人，你可以毫無忌憚的說出內心的想
法，並得到安慰。如果兩人氣場不對，哪
怕兩人處於單獨相處的環境，也不過說的
還是場面話。不過是在透露著，對方希望
你瞭解的事情，以及需要你瞭解的程度。
這時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像聽悄悄話一樣
的聽，雖然你知道這時的悄悄話已經變味
了。大家常說，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管
不住嘴，總喜歡把別人告訴的悄悄話說出
去。什麼事情，只要這一個人知道，全部
人就都知道了。既然這樣，那有什麼事
情，比如你們家準備搬遷，或者你好事將
近，準備結婚了。倒不是說所有人都要
參與，只是這樣的大事，有的同事、朋友
不知情也不好。你把事情告訴那個管不住
嘴的人，很快所有的人就都知道了，也省
得你自己奔走相告，還能節省一點社交成
本。

我們淡淡地笑談一些關於悄悄話的小
故事，也希望你可以有那麼幾個小圈子，
讓你暢所欲言。朋友在一起，娓娓訴說著
悄悄話，分享彼此心路歷程，相伴成長，
也是一種小幸福。

蘇麗莎

體驗僕人謙卑、服務精神
看到網絡新聞報導說，

台灣嘉義縣協同中學師生日
前透過洗腳禮，從中體驗僕
人謙卑、服務精神。該校由
校長帶領主任為老師們洗
腳，再由老師們為高中生洗
腳，最後由高中生為國中生

洗腳，藉此謙卑服務他人。
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前一天最後晚餐

時，曾為12位門教徒洗腳，在耶穌那時代，
主人為了表示對訪客的歡迎，都會請僕人或
親自幫客人洗腳，耶穌是天主子，也是天國
的主人，為迎接門徒們進入天國大家庭，衪
親自幫門徒們洗腳，這是接納的行為表現，
聖經記載，耶穌為門徒們洗為時說：「若我
為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
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

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此意味我們每個人
不但要謙卑，而且要彼此接納，彼此包容，
互相關懷，彼此相愛，耶穌一位門徒「猶
大」出賣了耶穌，他為了貪圖三十個銀元便
向當時的猶太政府透露耶穌的行蹤（當時耶
穌是被通緝中），耶穌因而被抓拿，遭受酷
打毒鞭，受盡折磨，耶穌雖然預知「猶大」
會出賣他，仍然為」猶大」洗腳，此是寬恕
的精神表徵。

協同中學師生們為下屬的洗腳禮，固
然會讓人「短暫」體驗出僕人謙卑、服務精
神，但是，要使謙卑為人服務的精神落實而
長遠的運用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則須具備寬
大、仁愛及慈悲的開闊心胸，如同耶穌為門
徒們洗腳的精神所在，但願我們能用心體
會，傚法耶穌，在為人服務時，同時也付出
愛，包容與關懷。

禾木

日本染指台灣問題
中國軍事演練震懾

日本染指台灣的意圖越
來越明顯，中國通過在台灣
海峽的大規模軍事演練對日
本及其背後主使的勢力發出
了警告。

根據台灣空軍發佈的
「空情動態」，5月6日，

解放軍一批戰機進入台防空識別區，包括
運—8反潛機1架、空警—500機2架、轟—6
戰機2架、殲—11戰機6架、運—8遠干機1
架、殲—16戰機6架，總數達18架之多。

解放軍軍機分別從台灣西南、大陸東
南沿海和台灣西南飛入台防控識別區。台
媒分析，轟—6飛到防空識別區東南角，主
要是演練模擬對西太平洋的外國軍艦船實
施炸射而來，運—8則有針對潛伏在南海、
巴士海峽、西太平洋一帶的外軍潛艇進行
偵測、反制的考慮。

台空軍稱，7日晚又有5架次解放軍軍
機飛入台灣西南空域，包括1架空警—500預
警機、1架運—8遠干機、2架轟—6轟炸機，
另有1架運—8反潛機從西南空域進入台灣
東部空域，這是解放軍軍機連續3天進入東
部空域。

解放軍6日一天內派18架次軍機繞台，
而「遼寧艦」航母編隊已連續3天在西太
平洋進行艦載機起降演練，台島內輿論認
為「態勢並不尋常」。台灣軍事學者分
析，從5日與6日這兩天進入台西南空域的
解放軍軍機群的組成與飛行路線看，「可
能是一次大規模體系化打擊機群的先期演
練」。後續階段是否會出現架次數更多、
編組更完整，以及戰鬥機護航路線更往台
灣南方與東南方空域延伸的大規模實兵操
演，格外值得觀察。據猜測，台西南方和
南方海域應該也有解放軍水面艦艇進行反
潛操演。解放軍這波「體系化打擊機群」
實兵操演的場景設定，不排除是與「遼寧
艦」航母戰鬥群聯合作戰，從不同方向對

假想海上大型目標發動鉗形攻勢。而這個
假想海上目標除了台軍海軍艦隊外，也可
能包括從菲律賓海方向接近的美軍艦隊。

台灣媒體稱，除了解放軍戰機進入台
防空識別區，還有解放軍的「遼寧艦」、
美國的「林肯號」航母打擊群以及日本
「出雲號」准航母同時出現在台灣東部海
域。除了「出雲號」是單艦外，2艘中美
航母都是完整的打擊群，而且還都是「高
配」，無疑是全世界軍力最高水平的展
現。

台灣東部海域最近「溫度相當熾
熱」。島內猜測，解放軍的演練除了震懾
台美外，也是對日本的一次敲打。

日本近期插手台灣問題的動作頻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日訪問英國，與英國首
相約翰遜達成原則性共識，讓日本自衛隊
與英軍實現「相互准入」。約翰遜稱此舉
「具有里程碑意義」，將加強「英國對印
太地區的承諾」。岸田文雄則宣稱「今日
烏克蘭或是明日東亞」，「現在是七國集
團鞏固其團結的時候了」。

美國和北約製造烏克蘭危機和戰爭
自以為得計之後，高調推動「北約亞太
化」，呼籲應對「印太威脅」，「幫助台
灣自衛」。在亞洲，日本異常起勁地作出
響應，為「北約亞太化」衝鋒陷陣。

日本自然不是「走單騎」，背後主
使的是美國。美國近年不斷推動和拉攏盟
友配合其戰略重心東移，日本、英國、澳
大利亞等國，各懷各的鬼胎，各打各的算
盤，賣力地為美國效犬馬之勞。在美國操
控下，日本插手台灣問題的野心已昭然若
揭。

解放軍大規模的演練是向日本及反華
勢力展示中國保衛領土完整，實現國家完
全統一的決心和意志，對日本插手台灣問
題、干涉中國內政的企圖是一次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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