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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源森 謝如意

迷上寫詩詞歌賦 後坑埔老街往日繁榮長相思
人 的 興 趣 就 是 這 樣 奇

怪，本來我懶惰，不喜歡寫
文章，誰知一寫，在這不到
半 年 的 時 間 裡 ， 就 寫 出 了
一百多篇的文章小說；中、
英、菲文版本的都有，還出
了電子書，在台灣的網上書

店發售，第一本書在首天就有人買了，對我
是一種肯定，也感謝讀者們的支持。

同樣地，對於從未寫過詩詞歌賦的我，
在記憶中生平只曾經有一家本地的宗親會，
托朋友請我替他們寫會歌，是唯一的一次。
想不到最近這幾個禮拜，試寫詩寫出了癮，
連續寫了十多首，正在弄我第一本詩詞歌賦
集，來答謝讀者們的支持；都是按照平白的
語句寫的，自由創作，不按嚴格的平仄之
分；在此與大家切搓，這裡有四首，還請指
教：

中華巾幗不讓鬚眉

女蝸補天造人類，婦好領軍抗強敵，
觀音慈悲為眾生，媽祖海上救生死；
秦國羋子當太后，戰國紛亂歸統一，
呂后主政極果斷，奠定盛漢百年史；

才貌雙全武則天，千古獨一女皇帝，
不讓鬚眉半根毫，文韜武略把國治；
卓文君才氣迫人，李清照絕世好詞，
花木蘭代父從軍，名聲流芳在一時；

元曲傳唱北宋年，楊門女將更希奇，
佘太君百歲掛帥，穆桂英高舉義旗；
慈禧太后雖無能，敢對抗八國戰士，
中華巾幗勝鬚眉，女子當贏男兒志。

世界文明名勝之歌

金字塔與人面獅身，安躺在沙漠腹地，
訴說古埃及法老王，無盡的傳說故事；

萬里長城猶延綿於群峰之際，
唯獨看不見當年的秦始皇帝；

雄偉的泰姬瑪哈陵，是印度之瑰寶聖
地;

古巴比倫的空中花園，如今究竟在哪
裡?

天主教名勝，救世耶穌像塑立在巴西，
佛教的神秘建筑，婆羅浮屠藏身印尼，

雲端飄渺富士山，籠罩在一片迷離，
原始河流亞馬遜，蘊藏了多少秘密？
瑪雅文明為何突然消失？
吳哥窟又深藏在叢林裡？

看那由由神像傲立於紐約市，
巴黎鐵塔是法國文化的標誌；
世上多少文明名勝，無數偏遠歷史，
都有著自己的傳奇，迷人古老事蹟。

昨夜星光燦爛

流星一閃天邊現，朗月獨照雲端顯，
晴空千里夜色美，北斗七星如珠鏈；
宇宙萬物無期大，繁星點點天外天，
滄海一粟何等小，無謂紛爭在人間。

遙望星星

在晚上，總愛獨望夜空，繁星遍數不
盡，

令人忘記憂煩與疲憊，而賠感安寧；
想在火星，遙望地球，是否也如此這般

閃爍不定？
如此黯然無光、渺小的踪影？
可笑世人總愛為了些許利益，而爭奪比

拼，
誰知他的世界，只是一點星光，暗淡而

不明。

兒時所居的後坑埔老街
街道，是上小學穿梭來往的
必經之路。無論是國營餐館
的顧客盈門香味撲鼻，還是
國營商店二樓張掛的圖文並
茂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的橫幅廣告絢麗耀眼，至今

回憶起來都是歷歷在目，款款情長。
國營商店百貨齊全，「發展經濟，保

障供給」「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
口號赫然醒目。

糧站的米和油，都是工作人員手動操
作出售，白花花的大米在米通道裡刷刷的落
袋聲、工作人員一手接過顧客給的油瓶，另
一手用容量各異的提油金屬容器，將油熟練
地倒進瓶中的親切熱乎勁，至今還在我的眼
前栩栩如生。

副食品商店裡的職工中，曾經有我的
金愛叔和藹可親招呼著我，而不苟言笑的姨
夫也曾經在其間與新來村助阿等職工一絲不
苟地忙碌著，還有忠帛師的夫人經營一間賣
鍋灶盆碟的商店等。

街尾我家對面的碾米廠和街中後蓮坑
村的碾米廠以及街頭東星村的碾米廠。那真
如「三駕馬車」在老街並駕齊驅，機聲隆隆
報道著民生人間煙火的信息，也川流不息著
辛勤勞動的鄉人們穿梭織布般的編織與五穀
雜糧相依為命的金色人生。

金愛叔是在糖果餅乾店裡，一個個透
明玻璃瓶裡的各色糖果之類整齊羅列任人選
購，而姨夫所在店CA則經營粗鹽和煤油，
還有一個個方框裡盛著的各類海產乾貨如鯧
魚乾以及鹹帶魚，還有花生等琳琅滿目。同
字殼形狀布列的貨物在兩個店面打通成一間
中，兩三個工作人員移動其間分工配合接待
顧客。

無論是什麼商店，絲毫見不到什麼塑
料袋包裝的污染，而是一律用干稻草拔出幾
根捆綁帶魚類，或是用老報紙類嫻熟地把零
售的糖果或花生等都包裝得乾脆利落有稜有
角，令人歎為觀止。

兒時買東西排隊或擠壓也是有的事。
一斤豬肉七角七分，一斤新鮮的海蠣一角九
分。街頭兩個店面成一間的賣肉窗口一開，
早已是人群蜂擁人頭晃動，口中高喊揚起手
招呼叫買人聲嘈雜，我有印象是恐怕排骨還
買不到而自己的肋骨可能被擠傷了。

與這鏡頭有的一比的是買海蠣，那僅
僅是街中一個小小窗口打開出售，雖說有排
隊的，但急不可耐怕買不到的人兒中，總有
人在排隊中加塞子偷偷摸摸，或乾脆原形畢
露從小窗主隊中的左右拼擠搶購。有時候，
因為到貨供不應求，渴望買到卻買不到也是
無可奈何的事。

布店和文具店恐怕是買賣即使興隆也
不雜亂的地方。南一中校長楊宏毅先生的妹
妹杏燦女士和穿著整齊靚麗，貌相俊帥和藹
可親的楊忠志先生，都是我兒時就熟悉的店
員，他們與顧客笑臉相迎，量布及用線綁紮
才裁下來的布給顧客有條不紊。除了賣布，

好像還有賣手錶，牙杯一類的。大店中還有
可以容顧客小憩坐一坐的地方。

至於文具店，工作人員是我們熟悉的
鄰居叫莽阿，整潔穩重點她，時常拿著雞毛
撣子擦用玻璃裝修的櫃檯，背後木櫃上高高
張掛著許多畫，最懸的是那幅古裝戲「打漁
殺家」的畫（一人一手手掌放平覆地，另一
人站著彎腰揮一把明晃晃的刀要剁那人的手
狀的瞬間定格，讓人為以手掌覆地的人捏一
把汗！他們兩人互不相讓虎視眈眈如打賭，
觀眾看了心驚肉跳感到懸）。

青年時代我經常去那文具店裡買油光
紙和紅紙，因為雖在青春期我們沒有太多的
所謂「叛逆」，我只是愛思考也愛把思考用
毛筆寫在四分錢一張的白色油光紙或大紅
紙上自勵。買放在玩小木槍時用的炮紙，
也是在那文具店或移動賣貨郎的擔子裡可
以買到。我十七歲時的正月初一還在傻乎乎
樂顛顛地跟夥伴們一起打小木槍玩，讓我姨
大表兄清雲兄看到了都嫣然失笑喔。我的確
幼稚而孩子氣十足啊！如今想來「彷彿就在
昨天」，但是賣貨鄰居早已不知去何方，而
姨大表兄也早已不見了，只留下無窮的回憶
「不思量，自難忘」。

就在那文具店裡，我看過關山月畫的
大叢紅梅花開畫。畫裡題詞我很喜歡，依稀
記得這些字眼:看飄風驟雪亂群山，仰首看
梅花。歎錚錚鐵骨，凌空挺立，蕩胸靈氣，
炫目明霞，一笑暖千家，不盡春消息，傳向
天涯。還有下半闕「看叢林烈焰，大漠驚
沙」等文字我記不住了。總之那畫的美美在
眼中，那題詞的妙妙在心中，比我們平時高
唱《紅梅贊》、《一剪梅》的歌的詩情畫意
毫不遜色，至今依然能夠昂揚我們為實現共
產主義理想而奮鬥的鬥志！這一切雖然過去
了但不是夢，不妨在今天正月初一抖出來曬
出來與有興趣的人們玩一玩！

後坑埔往日繁榮長相思。在我這個街
尾人老房翻新之際、在街頭尖峰宮與做賣山
草、賣草蓆的市場雖然都不在時，但是街頭
公路邊竹林掩映下的百年老店「竹腳大腸
羹」，卻以「刺桐人家」招牌助陣門庭若市
風起雲湧，倒是我雖然敬而遠之而隨時可以
如駕親臨一看究竟的。這是今日後坑埔老街
還在繁榮的「現在進行時」，但卻是私營店
的了。

今晨走筆寫後坑埔老街往日繁榮長相
思，順手牽羊道及街頭老店仍繁榮，街中公
路雖不見拓寬，但順告街尾我家圍牆外通街
後的路有了新增、街中通街後的舊路有了拓
寬，街中與街尾間更早時就有了新增通街後
公路的繁榮氣象。我在廈門「正月初一，童
言無忌」中順此給讀者諸君拜年了:祝大家
新年平安吉祥、願後坑埔老街與祖國一樣，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接再厲興利除弊再
創新的輝煌！

後坑埔裡前輝煌，美意深情正久長。
造福有恆豪氣壯，保真無價德才香。謹以此
與諸君共勉！

2023年元月22日早課拜年於福建廈門

付玉成

自我記
整整過了一甲子，回

首往事，猶如昨天，雖平淡
無奇中，但無愧於心，無愧
於行，用老邁的心伴著老邁
的身，記下此生的滄桑。 

屈指一甲子
道義兩崑崙

                     三生得失事
                     笑談四季中
                     五弦彈天韻
                     六時笑風月
                     七上八下中
                     九九歸依統
                     生於壬寅冬月七
                     向來刻薄人丁稀
                     十年寒窗棒槌苦
                      一朝得道破天機

南國水土育肉身
北方教化養心思
歲過三旬成家業
望子成龍獨向西
三分天下撐檯面
伊人同行不同期
倚仗鋼強闖世界
負重前行心力支
光明磊落朝前走
仁義禮信名望立
此生不行缺德事
走滿天下無人欺
不求富貴出人頭
只圖問心無愧兮
仰天長嘯歸天去
不負歲月不負斯

20230124

老頑童

返步奉和

農夫兄《客地年味》
天涯處處是林園，客次僑居脈絡連。
隨俗習非誰恐後，血濃於水我爭先。
詩風逗趣花旗地，喜味添齡國曆年。
莫道頑童疏世務，依然老朽寫春聯。

[原玉]：
《客地年味》/ 農夫

燈樹才收又貼聯，新新年後舊新年。
無須剪布添衫褲，不忘蒸糕敬祖先。
最惜兒孫圓桌聚，堪欣親友手機連。
忽聞菲漢道恭喜，頓覺客身回故園。

鄭亞鴻

愛的奇跡
湖南衛視節目《生機無

限》有一集記錄了這樣一個
故事，講的是67歲老人余華
芳從廣東獨自坐車赴北京，
想和兒子一家一起過年，尤
其對2歲半孫子的疼愛和掛
念，是她此行真切的動機。

但不幸的是，她到了兒子家後，一天深夜
突然昏迷。兒子一秒鐘都不敢耽擱，立刻
將她送到醫院。到達醫院後，老人已經深
度昏迷，醫生診斷是急性心臟病，心跳已
經消失。醫生馬上開始緊急搶救，做心肺
復甦，多名醫生護士全力搶救老人。在搶
救的過程中，醫生叫來家人，讓家人在搶
救的時候呼叫她，兒子在一邊不停的呼喊
著，但是大媽好像就是沒聽見一樣，一點
效果沒有。經過半個小時的搶救，老人仍
然未曾甦醒，沒有恢復心跳。

見搶救無效，醫生準備放棄，建議老
人的兒子把直系家屬都叫過來。然而老人
的兒子不甘心母親就這樣離去，突然想起
了家裡的孩子是老人最掛念的人，便拿手
機點開視頻遞到老人面前，讓孩子的媽媽

對孩子說：「奶奶我愛你。」於是，手機
裡傳來老人2歲半孫子奶聲奶氣的聲音：
「奶奶，我愛你！」

隨著這聲叫喚，奇跡發生了！老人停
止跳動的心臟重新開始了跳動。緊接著，
老人的心率儀開始有了波動，本已經成了
一條直線的心臟波動線，突然有了起伏，
停止了半個小時的心跳恢復了！至此，一
聲稚嫩的「奶奶我愛你」，挽救了一條生
命，將奶奶從死神手裡搶了回來！對此，
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兒子的呼喚沒能讓老人從死亡線上
回來，孫子的一聲叫喚卻讓老奶奶起死回
生，這說明老奶奶對孫子的愛有多深，她
捨不得離開孫子，掙扎著又活了過來，奶
奶對孫子的愛創造出奇跡。是的，世界上
最真的情，莫過於親情，而奶奶（也包括
爺爺和外公外婆）對孫輩的愛是天生的、
本能的、無私的，她們比兒女對孫輩更能
寬容，甚至到了溺愛的地步，相信很多人
對此都深有體會，願天底下慈祥的奶奶們
都安康長壽！

（2023年1月2日）

胡濟衛

給春晚《難忘今宵》換一個領唱如何
央視春晚是億萬國人不

可或缺的年夜大餐，但是，
今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壓
軸曲目，卻缺少了李谷一領
唱的《難忘今宵》。在近40
年幾乎每一屆的春節晚會
中，《難忘今宵》在「共祝

願祖國好」的歌詞裡畫上句號——對億萬
觀眾而言，這是春晚不變的記憶。

在我的記憶中，自1983年至今的40年
春晚，只有兩年沒聽到李谷一唱《難忘今
宵》。一次是1983年，彼時，這首歌尚未誕
生；另一次是2012年，《難忘今宵》沒在春
晚唱響。但今年，李谷一卻失約《難忘今
宵》了。1月21日，李谷一在其個人社交媒
體上發文稱，今年在醫院治病，參加不了
春晚，很遺憾陪不了大家過2023的新年。她
表示，「我的新冠病情恢復的慢，還在後
遺症反應中。」此前，央視主持人河南老
鄉張澤群曾在微博上透露，由於剛剛「陽
康」，身體抱恙的李谷一隻能缺席兔年春
晚。期盼龍年春晚，李谷一老師再度唱響
《難忘今宵》。

李谷一老師最初是湖南花鼓戲劇團
的一名演員，我在幼年時期就看過她主演
的《打銅鑼補鍋》和《劉海砍樵》兩部小
戲曲電影，至今仍記憶猶新。她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初期演唱的歌曲《鄉戀》，在當
年那個特定的時代被列入了「靡靡之音」
的範疇，曾受到過批判，並被禁播多年。

《鄉戀》是電視風光片《三峽傳說》的片
頭曲，是由著名詞作家馬靖華作詞，著名
作曲家張丕基作曲。1983年，李谷一在中
央電視台春節晚會的舞台上，首次也是開
場第一個上台，為觀眾演唱了一首《拜年
歌》。在全國觀眾和台下觀眾一再強烈要
求下連續獻唱了包括《鄉戀》在內的七首
歌曲，開創了一個歌手在一次春晚演唱最
多歌曲的先例，讓全國人民和全球華人記
住了她的名字。1984年，春晚總導演黃一
鶴，覺得缺少一首與整台節目相配合的歌
曲，特意找到詞作家喬羽，定制了一首能
夠反映家人團聚、祖國大團圓、親人間的
骨肉之情和對未來的希望的歌，這便是
《難忘今宵》，一唱就唱到了現在。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李谷一老師畢
竟老了，她首創的氣聲發音法，既不同於
美聲唱法，又有別於民族唱法，其歌聲是
通過胸腔的共鳴發出的，難度之大是當下
那些念歌的歌手們很難做到的。作為一個
七十歲的老人，這種高難度的發聲，確實
有點強人所難了。她已為國人奉獻了近40
年，讓她頤養天年，好好休息一下未嘗不
可。竊以為，沒有領唱的《難忘今宵》，
的確不足以展現國人對過去一年的回顧與
不捨和對新的一年的期盼與展望。央視應
該打破「唱」規，在沒有李谷一領唱的情
況下，物色一位新人擔綱領唱，既賡續了
春晚的傳統，又可讓年輕的一代帶給我們
一個全新和不同的年味！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