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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鵬 董拔萃

「春節」的英文應該是
「Chinese New Year」

還是「Lunar New Year」？

願把畢生精力
獻給中國統一事業（三）

隨著中國以外的越來越
多國家人民慶祝春節，春節
的英文應該怎麼翻譯？成了
中國人爭議的焦點。

大多數國人認為，春節
來自中國，外國人應該尊重
中國傳統文化，將春節譯成

「Chinese New Year」。
但許多國家卻將春節譯成「Nunar New 

Year」，引發部分中國人的強烈不滿，認為
這是不尊重中國傳統節日的行為，甚至是有
意「去中國化」。

尤其是美國，華人雖然可以慶祝中國
春節，但卻用了「Lunar New Year」的字
眼，令人不爽！

據傳，今年中國新年，美國紐約一位
華人因不滿滿街懸掛著「Lunar New Year」
而非「Chinese New Year」，怒將商場裡張貼
的「Lunar New Year」撕壞，結果被警察帶
到了警察局。

一般的破壞公物可能罪名不大，畢竟
是法治國家，應該不至於成為「重罪」吧。

我們先來瞭解春節一詞。
所謂「春節」指的是農曆（陰曆）正

月初一，也就是俗稱的「新年」，因為是中
國的傳統節日，稱為「中國新年」，所以英
文譯成「Chinese New Year」，沒毛病。

那麼，為何有「Lunar New Year」呢？
我們知道，英文「Lunar」譯成漢語是

「陰曆」之意。因此，「Lunar New Year」
就是「陰曆新年」，好像也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陰曆」或稱「農曆」是中國的傳統曆
法，在民國前，我們的祖先都是使用「陰
曆」或「農曆」，雖然有點區別，但都是中
國傳統的曆法。因此，「陰曆新年」本身就
是中國傳統的節日。

兩種譯法好像都可以講得通。
但，民族主義人士就想不通，明明是

「中國的」新年，為何就改成「陰曆」的新
年？！忽視了「中國」！

其實，「陰曆新年」不但是中國的新
年，也是越南、新加坡、韓國、朝鮮、馬來
西亞、泰國、蘇裡南、日本等國家的新年，
日本後來才改成公歷「元旦」。

有基於此，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如果
她們的國民相互問候，用「Happy Chinese 
New Year」（中國新年快樂），好像有點尷
尬。

如果用上「Happy Lunar New Year」（陰
曆新年快樂）是不是更恰當？是否更能讓人
接受呢？

除非是外國政要在華人社區恭祝春節
時，可以用上「Chinese New Year」。

當然，在神州大地上，我們還是必須
使用「中國新年快樂」，即便是涉外酒店
等公共場所需要寫給外國人看的，用英文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去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將「Lunar 
New Year」（陰曆新年）通過法律形式法定
為加州公眾節假日。「陰曆新年」是必須按
照中國農曆曆法時間，而不能根據西方國家
常用的「公歷」時間。因此，「陰曆新年」
本身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印尼也將中國春節定為「全國公共假
日」，稱之為「Tahun Baru Imlek」，譯成漢
語就是「陰曆新年」。

由 此 可 見 ， 在 國 外 ， 將 中 國 人 過 的
「春節」譯成「Lunar New Year」還是準確
的、恰當的，這與任何主義無關。

中國人過的春節，外國人也可以慶祝
呀。中國的「新年」成為世界性的節日，我
們的祖宗臉上也有光呀！

時 刻 緊 盯 台 海 局 勢 ，
認真學習和解讀中國政府對
台政策精神要義，在海外及
時準確廣泛宣傳，深刻揭露
「台獨」圖謀，成為我20年
來最重要的工作。菲律濱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舉辦的第

2至6屆「中國和平統一亞洲論壇」，我都
很榮幸地參與，並做了大量文宣工作。特
別是2019年在馬尼拉舉辦的全球華僑華人促
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籌備工作的艱辛、
大會的盛況和「兩岸和平論壇」「兩岸經
貿文化論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論
壇」「新時代中華青年論壇」4個分論壇
的熱烈場面和豐碩成果仍歷歷在目。作為
大會秘書長和大會開幕式主持人，至今回
想起來，我仍感到非常激動，難以忘懷。
作為亞洲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總
會發起者之一、秘書長，在籌組過程和成
立後的工作中，從起草《章程》、制定前
期活動計劃，以及組團到台灣地區參訪的
聯絡等方面，我也盡自己所能，把工作做
好。

今年，佩洛西竄台前夕，菲律濱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佩洛西應徹底取消
「訪台」計劃，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
張目》；8月4日，發表《嚴正譴責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聲明。

三、 鞭策勉勵，不懈努力
20年反「獨」促統工作，我自覺自

願，無怨無悔。我深刻銘記孫中山先生為
黃埔軍校書寫的「陞官發財請走別路，貪
生怕死莫入此門」。由於學歷不高，知識
儲備不足，但出於海外反「獨」促統文宣
工作需要，我經常查閱歷史資料，瞭解辛
亥革命、抗日救亡歷史，瞭解前輩先賢的
事跡。我認為，百年來從辛亥革命、抗日
救亡，到今天的反「獨」促統運動，也是
包括海外華僑華人在內全體中華兒女為國

家統一、民族振興的奮鬥歷史。每一個時
代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但為祖國統
一、民族復興的奮鬥目標始終一致。前輩
先賢的犧牲奉獻，讓中國和中華民族從受
盡外侮欺凌的屈辱中站立起來，走向復興
之路。時至今日，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民
族復興任重道遠，仍然需要敢於犧牲奉獻
的精神。誅伐「台獨」，為祖國統一鼓與
呼，打好輿論戰同樣不可或缺。面對「台
獨」猖獗，台海局勢嚴峻，美國等西方勢
力拉幫結伙，變本加厲遏制中國發展和統
一，手段之卑鄙惡劣已到極致。面對國家
主權和民族尊嚴受到嚴重挑戰，海內外中
華兒女已忍無可忍。我認為，雖然一個人
能力有限，更需要把微薄的心力融入中華
民族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讓自己的人生
意義充實豐滿。

20年反「獨」促統之路並非波瀾不
驚。投入與「台獨」分裂勢力的鬥爭，有
家人對複雜社會環境的擔憂，有外人莫名
的冷嘲熱諷，也有過電話惡意騷擾，等
等。但儘管如此，我仍義無反顧地不計春
秋、無論寒暑，默默地堅持著「苦行」，
一堅持就是20年。

回顧反「獨」促統征程中20年的堅
持，與中國有關部門的肯定、指導、海內
外先進的支持鼓勵是分不開的。2004年至
今，我出版的反「獨」促統文集獲得多位
領導和先進作序或賜文勉勵。

2004年，中國駐菲律濱使館國防和
武裝部隊武官楊海生為《點擊台海》第一
集作序：董先生以大無畏精神，以敏銳洞
察，犀利筆鋒，以對「台獨」勢力嫉惡如
仇，以對祖國統一大業的濃厚情感，用
鐵的事實和透徹的道理，以理服人，有廣
度，忠實踐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
古訓，為維護民族的尊嚴，捍衛國家領土
完整而奮戰。他不愧為以筆為刀槍的一名
敢於衝鋒陷陣的戰士。             <未完待續>

黃志專

我與僑批
步入「微」時代，你我

交流，無論遠近，即便是天
涯海角，只要手機一刷，視
頻一開，便可面對面侃侃而
談而盡歡，時間可長可短，
盡隨你便，皆順我意，誰都
不會對你爾等有半句閒言啐

語。當然，手機也可語音留言，也可輸入文
字，一來二去，將藏於心間的話語一一傾吐
表達，是何等的便捷。

然而，在科技尚不發達之前，在經濟
異常落後之時，很多人為了生計，不得不離
鄉背井，外出謀生，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遠
涉重洋，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發展。如此
一來，你我天各一方，親情表述只好付諸一
尺素紙，以表情達意，而後通過郵局投送或
是委託順道熟人捎帶，時隔數日乃至數月之
後，對方親人才收悉拆閱。如此這般「飛鴻
傳書」中，來自海外或是寄往海外的，便是
「僑批」。

僑 批 ， 當 下 一 些 人 可 能 不 知 其 為 何
物，更不知其所以，似乎難以理喻。此乃社
會發展，科技進步使然，實是在情在理，不
可為之大驚小怪。

而對於那些有一定年紀的五六十歲以
上的人來說，大多知道「僑批」是怎麼回
事，包括我自己也是清楚，而且「代讀」
過，還「代書」過。無論是代書或是代讀，
其內容大多是「親情」話題。

「親情」話題的僑批，其內容是豐富
的，既有「村前小路已辟成機耕路，銜接公
路，暢通無阻」等家鄉近況的稟報，也有
「外地生意清淡，謀生之不易」的喟歎；更
有在家鄉務農的妻子「近聞拙夫在菲涉游酒
肆賭場，致家人不安，吾亦為之憂心忡忡」
而懇望當地親人「在外多加關注，費心勸
誡。以防微杜漸」之托付。當然還有匯報家
中喜事，告知孫兒入學，問詢親人婚事，或
是喬遷新居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家長裡短
的，可以剖心置腹的，你我彼此互通互鑒，
互為牽掛與惦念，其情切切，其意濃濃，甚
為動人。

除此之外，當時經常念及或書寫的一
些語句還清晰地烙印在自己的腦海裡，諸如
「別久思深，時縈夢寐」、「不坐春風，倏
經旬日」、「熏風握別，倏屆朱明」之類詞
語，有時還會自個兒跳出來，與我「親熱」
一下，方可離去。

其中，「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
地」這句經常在寫「僑批」時加以運用，向
海外鄉親表明家庭居住困難，希望在外僑親
能寄外匯來，建房蓋屋，改善居住條件。海
外親人，一收到親人「手諭」，無論如何
也要克服困難，盡最大努力，匯款過來，以

解燃眉之急。現在，我們祖國強大，人民越
發富裕，生活水平已跟海外遊子差不多了，
甚至有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婉轉「伸
手要錢」的表達辭令早已用不上的，但那段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歲月，或許還是可
以鞭策我等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要奮發圖
強，踔厲打造人生之美好之精彩，以實現
「廣廈千萬間」、「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理
想目標。

不過，翻閱記憶頁碼，拿出思維篩仔
過濾一下，「僑批」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還
是對於書信語句的解釋。

僑批，很多時候是用文言文或是半古
文體句式書寫的，用詞講究，言簡意賅，不
會拖泥帶水。為此，每每閱讀都為之點贊而
仰慕。仰慕中，一個人更值得一提，那就是
我的父親。父親文字功底深厚，尤以文言為
甚，凡寫應用文皆用「古文體」。

六七十年代，父親常給鄉里鄉親代念
或代寫僑批，無論親疏，無論遠近，父親總
是有求必應，抓刀義務代筆，友情服務，從
不收取分毫。那時有一位同鄉不同村的老
者，海外有親人，經常來「批」或匯款來，
因其不識字，眼瞎看不見路，經常由其膝下
一位女兒帶來找我父親幫忙，或念讀，或解
釋，或代書回「批」……

如此這般數十年未曾間歇，都是義務
之舉，助人為樂，鄉里鄉里鄉親都為之稱
讚，傳為美談，為人所頌。那時，我在父親
身邊耳濡目染，對於「僑批」入門自然早點
熟悉。久而久之，對於「僑批」中的一些措
辭用語也頗有所得。

這麼一來，「僑批」代讀或代書，也
就能更順暢自然，幾乎沒有什麼障礙，尤其
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釋知「當事人」，使其
理解，直至滿意而歸。

比如說，僑批開頭語，寫給祖父母或
父母的，可用「膝下」或「膝前」等，以表
示尊敬禮貌；又如，禮儀往來用語，對於
「尊長」來說，可用「揖別尊顏，瞬經匝
月」「不瞻光霽，數月於茲」等等，以表示
敘舊，飽含禮儀……

如此這般，都是一門很深的學問。即
便現在，伴隨社會發展變化，用詞用語也日
趨簡單通俗，但簡練的措辭，禮貌的用語，
依然要講究，這是為人之道。

道，魂也！此「魂」便是精神品德，
卻是不可丟棄的。

僑批，彼此往來，絡繹不絕，乃親情
之紐帶，如流水潺潺而綿延千里萬里。即便
時過境遷而不復存在，呈現於世，但其曾經
的「往昔」，依然在時光流程裡熠熠閃光，
照鑒當下，鞭策人們昂首闊步，邁向新時代
的康莊大道，奮勇向前。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吳燕婷

透心甜的麥芽糖
糖 糕 和 酥 糖 是 我 家 鄉

的美食。這兩種美食用的糖
都是麥芽糖。記得以前每年
快到臘月時，媽媽就會浸泡
麥子，讓它發芽，後再泡糯
米，蒸煮。

麥芽好了，父親就拿去
村裡公用碾裡碾碎，然後和煮好的糯米飯一
起拌勻，等著發酵。發酵好了，父親會在某
天一清早，挑著一擔發酵好的米飯，去村裡
的壓搾機上去壓搾出甜甜的漿液。那時，我
會幫父親提馬燈。

父親把漿液挑回來，倒在灶上最大的
鍋裡後，媽媽就生火熬糖，然後時不時用勺
子在鍋裡攪拌幾下。接著，就換我幫媽媽燒
火，媽媽負責看糖的成色程度，一邊做其他
事。這燒火很有講究，開始鍋時水份多時，
火可以大點，可以用猛料，但慢慢就只能
細火慢慢熬了，不然，糖熬糊了，就不好吃
了。

熬糖的過程很慢很慢，要幾個小時，
一般要到吃過中飯才能成形。看著鍋裡那軟
軟的嫩黃的冒著香氣的天然麥芽糖，我不停
嚥口水。趁媽媽不注意時，我用勺子輕輕舀
一勺，送入嘴中，那美滋滋，甜膩膩的感覺
從舌尖蔓延到心底。

吃過中午飯後，媽媽把早已炒好的芝
麻和爆米拿出來。爆米是糯米用橧蒸熟的硬
飯然後曬乾成一粒粒的米，最後放到炒鍋裡
加沙炒至鬆軟酥脆，然後用篩子把沙粒過濾
出來。這樣炒出來的爆米可以干吃，也可以
用開水沖來吃。兩種吃法各有千秋，干吃香
脆，濕吃軟糯，但都香噴噴。

媽媽把洗好晾乾的木盆，乾淨的布都
準備好，再把靠牆的案板移出來架好。一切
就緒，就等師傅來。

一般來幫我家切糖糕的是鄰居三爺，
他切的糖糕厚薄硬度都適中。

三爺來了，繫上圍裙，把爆米放到灶
上的小鍋裡。媽媽則在小灶裡加點微弱的火
加熱爆米。爆米熱了，三爺從大鍋裡舀出溫
熱的麥芽糖，再加上芝
麻一起拌勻，增香味，
又養眼。

三爺覺得好了時，
就把鍋裡拌好一團鬆軟
的不成型的東西放進木
盆 裡 ， 鋪 平 ， 用 手 壓
緊，然後蓋上那塊乾淨
的布，再蓋上大大的木
鍋蓋。三爺換上一雙乾
淨的鞋子，就雙腳踏進
了盆裡，踩在木鍋蓋的
兩邊。

他感覺踩嚴實了，
才出來，換上鞋子，拿
起鍋蓋，掀開布，端起
木盆，把木盆反扣在案
板上，在木盆底部輕輕

敲幾下，再拿起木盆，案板上呈現了一個大
大的厚度五公分左右的黑白相間的圓餅。

三爺拿起菜刀，用左手拇指在刀刃上
試了試鋒利度，覺得不夠鋒利，又轉身在水
缸邊沿上，左一下右一下磨刀，然後再用拇
指試下。他覺得可以，擦乾淨刀轉身到案板
前，把圓餅分成七八公分寬的條柱，然後一
條條地切成片狀，只看到刀從右往左移動，
發出嚓嚓的聲音。三爺的身子也從右往左優
美地移動著。這切的速度比我們切青菜還要
快，切出來的糖糕仍然是條柱狀，沒有散開
來，但每一塊又都切段分離了。

糖 糕 切 完 後 ， 剩 下 的 糖 就 用 來 做 酥
糖。酥糖是用米粉或是麵粉和芝麻一起磨成
的粉加麥芽糖做的。媽媽把大米洗乾淨然後
炒熟加芝麻一起磨粉，那時一般都是媽媽炒
米我燒火，然後幫媽媽一起用石磨磨粉。後
來有機器機粉就不用石磨了，我和媽媽解放
了，但少了許多快樂。

做酥糖一般是外婆來幫忙，有時鄰居
也來幫忙。這個也是技術活，糖放多了就硬
梆梆的，糖放少了就不成形，當時成形了，
但一放手或是手一碰就碎了。

米粉放在鍋裡炒熱加上溫熱的麥芽糖
拌勻，然後捏成大小如湯圓樣，裝壇即可。
吃的時候輕輕從罈子裡一個個拿出來。這個
可是嬌小姐只能輕拿輕放，不像糖糕，可以
稍微粗蠻一點對待。

如今，每年都會吃到這兩樣東西，但
卻沒有再看到過做的過程。腦海裡時常想起
父親挑擔，我提馬燈的情景，想起和媽媽一
起熬糖時的情景，想起三爺切糖糕，外婆和
媽媽做酥糖的情景。

這種當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場景，
現在卻很難實現！這種幸福可能只能留在記
憶裡。

我已過不惑，父母和三爺已到古稀，
外婆已經離世，曾經的年味成了心底的想
念。但那種偷吃甜透心的麥芽糖的感覺，那
種記憶那種幸福或許還有那種智慧那種精神
的傳承，永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