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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錢昆

健康長壽之道 碧瑤百島匆匆游（上）
一個人決定壽命的長短

不是靠吃與運動而已。我們
必須注意三件事：

（一）起居有常。
我們日常的生活要有正

常的習慣，影響我們身體的
健康最重要是睡眠，我們每

天最好要睡八個小時，不要熬夜。最好是晚
上十一點以前睡覺，如是晚間有缺眠，我們
可以在中午休息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但是
不要睡得太長的時間，反而沒有利益，會造
成晚上失眠。

（二）飲食有節。
我們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飽，晚間少

吃。記得我們吃的東西要少糖少鹽及少油。
吃飯要七分飽，太飽會影響消化不良。更不
要狼吞虎嚥，有糖尿病的病友更要小心，吃
的東西減少富有澱粉的米糧，每天要注意血
糖的指數，糖尿病本身並不可怕，但是常常
會引發很多其他的併發症，所謂病從口入，
不是沒有道理的。

（三）情緒穩定。
我們如果能保持我們日常的情緒，不

輕易發怒，不胡思亂想，能與家人相處如
賓，這樣對我們的健康有很大的裨益。

我 們 「 人 窮 不 求 人 ， 沒 錢 不 怕 三
事。」

我們沒錢也必須與以下三種人保持距
離。

（一）狗眼看人低。
這種狗眼看人低的人，我們跟他們往

來就會失去我們的尊嚴，不交也罷。他們不
但不會幫助你，支持你，還會對你說些不三
不四的廢話。

（二）出爾反爾的人。
這種出爾反爾的人，是朝三暮四的偽

君子。
說話絕對不算話，是找你消遣而已。
（三）同病相憐的人。
我們如是要找同病相憐的人來幫助我

們，這簡直是異想天開，自討無趣。
沒錢不怕三件事：
（一）不怕別人找事。
我們已經是窮得見骨，家徒四壁，什

麼都沒有，別人要來找我們麻煩也沒有用。
（二）有來無往的白眼狼。
這種白眼狼只要討人家的便宜而已，

是有去無來，跟他們交往是注定損失，不交
也罷！

（三）不怕惹事。
人家不會無緣無故地尋你惹事，就是

要惹事，他們什麼也不能得到。
我們年紀長高了，最好就要遠離對我

們絲毫沒有好處的酒肉朋友，這種朋友對我
們一點點益處都沒有，反而往往要從我們得
到一些小便宜。

我們更要遠離一些兩面三刀的人，他
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益 友 不 必 多 ， 三 兩 人 就 好 ， 要 有 真
誠，關懷及愛心，損友再多也無用，他們會
嫉妒你，笑裏藏刀，與他們保持距離才不會
傷身。

位於呂宋島中部的菲律
賓夏都碧瑤，距離馬尼拉約
270公里，車程5小時。常聽
在那裡擁有別墅的晨友說，
她很喜歡隨兒孫去消暑度假
享清涼，那種泡在氧吧裡的
感覺，就是讓人神情氣爽，

充滿活力。她的話常常讓我萌生必須前往
一遊的念頭。

 壬寅早秋碧瑤行，喜見日出夏都景
 壬寅早秋，終於敲定了9月1日至2日，

先前往老員工在邦牙絲蘭的家，然後轉往
碧瑤及百島遊覽一番。孰料，天氣突變，
行前一天，華報的頭版頭條圖示文說地介
紹起了強颱風的行徑路線，並提示將影響
北呂宋的大部分地區，颱風外圍將有大量
的降水。看到颱風眼並不在菲律賓的責任
區內，並將且行且遠，於是決定按計劃北
上山海行。

9月1日上午凌晨5點，從家裡出發後便
抄小道向北高速馳去。哪料到，一向暢通
無阻的小路卻突然殺出了個守警來，把禁
行的豎牌往路中一放，讓我們走回頭路。
面對這種讓人傻眉楞眼的事，正想同他理
論時轉念一想，還是趕路要緊，於是掉頭
走大道。上了北高速後，視野一下子開闊
了。車行了一個小時，便到了前往克拉克
的地段了。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很意外地在後
視鏡上看到了一團耀眼的火球出現在地平
線上。哇，這是日出東方的美景啊！火球
的近旁是一片橙黃色，日光映照下的萬物
皆成了剪影。這美妙的景象，是我旅菲以
來第一次所見，急速地把太陽光芒萬丈的
倩影定格了下來。車下了高速，更從降下
的車窗裡拍下了一張張日出東方的亮麗景
色，這是北上旅行的意外收穫。

等把老員工送到家裡，看了他買的宅
基地並同其父母稍微寒暄後，趕到北高速
出口的碧瑤山麓時已是上午10點了。Waze
顯示的上山路是60公里，需2小時。可問
題是，前往碧瑤的山路有兩條，東路近而
平緩，西路則完全相反。想從東路上，但
waze總是提示我們走西路，這不是捨近求
遠嗎？趕緊撥通了犬子的手機瞭解到了：
東路關閉了。只好上了西路，朝著山城碧
瑤開去。

上山的車不少，且大部分是負重前
行。跟著慢行的貨車在兩個車道的山路上
斗折蛇行。正叫苦不迭時，一輛小車後來
居上地超過了我們，外子也按了Power尾
隨其後，跟著它爭上游似地超車。行至38
公里處竟是下坡路，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
時又上坡了。近碧瑤時，建在懸崖邊，或

建在峭壁下的簡陋路邊店多了起來，仔細
一瞧，大都是批發蔬菜的，也有賣土特產
的。

當連綿不斷的群山中，或星羅棋布，
或漫山遍野的房子和樓房在車前和車旁
一一閃過時，也預示了：碧瑤，菲律賓的
夏都到了！我們接受犬子的建議，直奔位
於市內，建在一個小山頂上的SM商城而
去。在盤旋而上的同時，看到了三天折扣
的廣告牌和不斷湧入商城的人群。不禁感
到，碧瑤，不單單是山城，更是讓人趨之
若鶩的旅遊勝地。

停了車，我們直上頂層的飲食店走廊
時，冷颼颼的穿堂風撲面而來，著實把我
們冰涼了一下，牆上的氣溫電子牌顯示是
21度，按照每上升千米，氣溫便下降6度來
算，兩個小時的山路，已是把我們送到了
海拔1500米高的山城了。

眼前的人大多是著長袖或者夾克，讓
人有置身於早秋的錯覺。這裡的氣溫無疑
是宜人的，但一路走來，陡坡處處，有的
甚至像滑滑梯似的，同路面成了60度。僅
此一點，便是老年人生活的大忌。今日前
來，若不是友人為我們訂了酒店，又自駕
游，不寸步難行才怪。

在等待送餐來吃的15分鐘裡，我們走
到了同飲食店連成一體的觀景長廊。靠在
欄杆上，居高臨下，碧瑤市的景致一覽無
遺，原來，山城就建在深山裡一處難得的
盆地裡，只是盆底不那麼平坦，致使汽車
在忽高忽低和彎彎曲曲中前行。

離開了SM 商城，我們轉往離此大約
3公里左右的Baguio Botannical Garden去看
看，到時，正巧下起了雨，買了10元一張
的門票，撐著傘進入花園。園區不大，建
在斜坡上，可一眼望盡全貌，適宜高山生
長的奇花異卉是種了一片又一片的，只見
一條可左進右出的小道，把這一片花海貫
穿了起來。我們沿著特別打造的隧道似的
造型，爬滿了籐蔓的長廊往下走，然後又
拾階而上，彷彿繞了一個圈。

只見遊客們在自己感興趣的鮮花前觀
賞、留影和自拍。我則盯著山城清一色的
白蝴蝶，看它們或在盛開的大麗花旁翩翩
起舞，或是爭食著淺綠色，像醬果似的大
麗花花蕾的場面，直到招呼的鈴聲響起才
回到了車上，準備前往夏宮（The Mansion 
House）。

夏宮離花園才700米。我們到時，那高
大而鏤空的鐵門緊閉著，裡面有人和狗閒
坐著，鴿子在斜坡草坪上優雅地走動。走
近一問才知：自從新冠疫情以來便不再接
待遊客了，只好在大門外拍了幾張照後，
便匆匆地趕往我們的下榻地。

黃國鵬

中國的寺廟究竟有沒有被商業化？
9月13日，各大網絡媒

體轉載了「中國佛教協會」
通過微信公眾號發表的一篇
聲明，「聲明」指稱：「有
人撰文提到『中國佛教協會
在 研 究 報 告 中 指 明 了 在 中
國目前現存的32600座寺廟

中，漢傳佛教商業化比較嚴重，但是整體
形勢近80%的寺廟沒有被商業化』，商業化
都集中在••••••」。

2016年3月，有人撰文提到「中國佛教
協會在研究報告中指明了在中國目前現存
的32600座寺廟中，漢傳佛教商業化比較嚴
重，但是整體形勢近80%的寺廟沒有被商業
化，商業化的寺廟都集中在北京、上海、
廣東等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省市和河南、
四川、浙江等一些佛教文化古城。換句話
說，中國有20%以上的寺廟都被商業化了，
總數量在6500座以上。」近期，互聯網上
又再次出現了多篇文章引用上述文字和數
據，並將其改頭換面為「中國佛教協會統
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現存寺
廟32600座，其中有20%以上的寺廟已經商
業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浙江、河
南、四川等地」。

「中國佛教協會」在「聲明」中強
調，「上述內容給我會和全國佛教界的聲
譽和形象造成了嚴重損害」，「我會從未
發佈過類似報告或統計數據」

「以上內容通過惡意炒作佛教商業
化問題，肆意抹黑我國佛教寺院和佛教教
職人員，給我會和全國佛教界的聲譽和形
象造成了嚴重損害，侵犯了我會的相關權
益，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經查，
我會從未發佈過類似報告或統計數據。相
關作者已於近日發表公開致歉聲明，承認
「該數據和資訊引用查無出處」並向中國
佛教協會誠懇致歉。希望廣大信眾擦亮雙
眼，明辨是非，對謠言不信不傳。希望有
關媒體和個人，盡快刪除含有不實信息的
文章，停止損害佛教界聲譽、侵犯佛教界
權益的行為，我會也將保留進一步追究法
律責任的權利。」

「聲明」中的「有人」確有其人，這
個人的名字叫「石章強」，他在2016年的微
信公眾號中的「中國寺廟近80%沒有完全商
業化」，但他在文中又說明「換句話說，
中國有20%以上的寺廟都被商業化了，總數
量在6500座以上。」

可 能 是 那 幾 個 字 「 中 國 有 2 0 % 以 上
的寺廟都被商業化了，總數量在6500座以
上。」，才「引起了」中國佛教協會的重
視，才發聲明！

但令人不解的是，石章強的那篇文章
是2016年發表的，中國佛教協會為何在時隔
7年之久才發佈聲明呢？

其實，石章強在微信公眾號發表的
那篇文章題為《從少林寺釋永信事件看中
國寺廟的品牌化營銷？》中在分標題為
「中國寺廟現狀」中提到「8月16號，中
國佛教協會公佈了一條名為『中國寺廟近
80%沒有完全商業化』的研究報告」，而
這個所謂的「研究報告」被中國佛教協會
矢口否認，認為是「惡意炒作」和「肆意
抹黑」，並要求原作者「盡快刪除含有不
實信息的文章」，否則將「追究法律責
任」。任何媒體作者，看到這樣的公函式
聲明，早就刪除了文章。幸好，互聯網是
有記憶的。原作者從「中國寺廟現狀」開
始，對「寺廟商業化誘因」、「嚴謹的產
品結構」、「品牌化傳播」、「盈利模
式」、「獲利能力測試」等諸方面進行深
入研究，這應該是一份學者型人士的研究
報告。但主要關鍵在「引用了」有關「權
威部分」未曾發佈過的數據，這個數據可
能是作者在研究中預測的，因此才引起有
關協會的反應。

這個微信公眾號為「石章強」的作
者，並不是一般「草根」的「大V」，而是
也有「頭銜」的，除了「正高級經濟師和
錦坤品牌創始人」外，還有「上海品牌委
秘書長、上海市政府品牌專家委員、國家
名片提名和終審評委••••••」

這樣背景的作者發表的文章，應該不
會信口開河，可能是有理論依據支撐的，
但不應該用了「權威部門」的頭銜。

其實，寺廟有沒有被商業化，看官不
妨在各自的城鎮看看。如我所在的地方，
一座千年古寺，門票是40元，這還不包括
乘車到山門的10元車費。進入寺廟收費處
後，附近商店售賣的「智慧燈」、香燭、
「開光」過各色各樣昂貴的紀念品，不知
算不算被商業化？還有另一座濱海城市知
名的寺廟，以齋菜而聞名，但是價格卻不
菲，一桌素菜動輒千元乃至數千元錢，即
便最為普通的炒麵，也得20元上下，本想
吃個「千年素食文化」，怎奈口袋財力不
支，「望菜興歎」，善哉善哉！

醺人

《詩酒中秋》（捲簾體）
天涯任我行，自在不求成。
酒酹中秋月，清風兩袖輕。

自在不求成，佳朋醉結盟。
秋中宜品酒，慶節縱詩情。

酒酹中秋月，詩隨雅韻鳴。
江湖長笑傲，薄倖一狂生。

清風兩袖輕，醉意傲公卿。
滿腹裝詩酒，天涯任我行。

鄭亞鴻

我的興趣愛好
人一生中總會有自己的

興趣和愛好，興趣和愛好因
人而異。我小時候的興趣愛
好有畫畫、看書、看電影和
集郵。

先說畫畫。我家並沒有
喜歡美術的人，但我就喜歡

畫畫。上小學時，課堂上我總在書本上、作
業本上亂塗亂畫，不注意聽講，所以我小學
的學習成績並不好。不過，這一愛好打下了
美術基礎，在初中的一次全校美術比賽中，
我獲第一名。初中快畢業時，廈門美術學校
來招生，美術老師推薦我去報考。我沒去，
那時我的學習成績已在班上前幾名，想上高
中，上大學，也就很少畫畫了。但畫畫這一
枝之長在後來編班級黑板報及工作單位宣傳
欄時派上了用場。

小時候我喜歡看書，看的大多是連環
畫（小人書），一有零花錢我就去買小人
書，這大概是跟我喜歡畫畫有關。到初中
時，我開始看小說。記得有一位親戚到我
家，帶著一本《林海雪原》，我如獲至寶，
借來花兩三天時間看完。書看多了，就為寫
作打好基礎，我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拿去
當年段範文。

我從小喜歡看電影，也很「入戲」。
我還記得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一江春水向
東流》。當我看到被張忠良拋棄的素芬投河
自盡、兒子哭著喊媽媽時，小小年紀的我流
淚了。上小學時，有一次第二天就要期末考
試，晚上我還跑去看電影，結果在電影院碰
到班主任老師，被訓了一頓。

再說集郵。上小學時，我們班裡有好
幾位同學集郵，書包裡藏著郵票，經常拿
出來互相交換。我也喜歡上集
郵，那時集的是信銷票，且集
不 全 ， 但 集 郵 的 愛 好 一 直 保
持下來。1989年，泉州市舉辦
《泉州十年改革成就》集郵展
覽，我組編的一部專題郵集在
郵展上獲三等獎。集郵現在已
有些變味，我雖每年都訂購新
郵票，但只是收藏，很少去欣
賞了。

參加工作後，我的職業是
水利水電，和原來的興趣愛好
並無關係。但由於很長一段時
間在偏僻的水庫、水電站，業
餘時間無處可去，我把大部分
時間用來看書閱讀。改革開放

後的上世紀80年代，我便開始寫作，並加入
泉州市作協（當時叫文聯文學協會）。出於
對電影的喜愛，我也開始寫影評，在福建省
首屆影評徵文等徵文中10多次獲獎，被吸收
為省影評學會會員。

退 休 後 ， 我 的 興 趣 主 要 是 寫 作 、 旅
遊、攝影。退休後有更多的時間寫作，我出
版了兩本個人專集。有時間就和老伴去旅
遊，這幾年先後到越南、韓國、緬甸等國，
還登上黃山。攝影也成了我的愛好，我的一
組攝影作品曾在全市水利攝影比賽中獲一等
獎。有這些興趣愛好，加上一些社會活動，
有時比在職時還忙。

孔子曾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愛因斯坦也說:「興趣是
最好的老師。」興趣愛好可以讓人找到生活
中的樂趣，從中自覺學習，不斷提高各方面
的素質，體驗生活中的美好，感悟人生，擁
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愉悅時光。特別是退休
後，有興趣愛好就不會感到空虛無聊，生活
依然充實。也許我的興趣愛好太多了，沒有
在某一項深入鑽研，都屬「半桶水」。一位
組編郵集頻頻在全國郵展中獲獎的郵友曾對
我說：「其實論集郵和組編郵集，你的起點
都比我高，可惜你沒堅持下去。」是呀，我
缺乏他的那種恆心。不過我想，興趣愛好畢
竟是工作之外的興趣愛好，我不看重名和
利，只是自食其樂。人活一輩子，做自己喜
歡的事是最快樂的，這種滿足感，這種享
受，是最重要的。雖然它未必能為你帶來名
和利，但卻能讓你的聰明才智得到全面發
揮，生活變得多姿多彩，人生價值得到充分
體現。

（2022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