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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豆 老頑童

親愛的，惜緣 《一萼紅 • 九州同》
  ——癸卯開春展望——這輩子叫我「親愛的」

這三個字最頻繁的是她，只
要我們在一起，每個清早醒
來 ， 親 吻 我 臉 頰 ， 夜 裡 入
睡前又是一個香吻伴我進入
夢鄉。即使我們現在遠隔重
洋，每次視頻電話結束時，

我們必然要同時比一個「愛心」，再喊一，
二，三，隨後同時把電話掛斷。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換來今天的擦肩
而過，今生能當能你的媽媽，我不知道我們
要累積幾世的緣？而更讓我沒有想到的是，
我今年的陽曆生日與你的農曆生日竟然在同
一天，親愛的，這要感恩你的外婆——我的
媽。

你出生的時候，因為臍帶繞頸兩圈醫
生給我打了兩針催生的藥，還是不出來。那
時，你外婆說既然需要剖腹產，那就讓你屬
兔吧。於是，你就成了正月初一出生的兔寶
寶。正月初一中午，你出生時，聽到你的第
一聲啼哭，醫生卻忘了把你抱來給我看，我
在麻醉藥起作用時進入昏睡之前，大聲呼叫
醫生讓我看你一眼，我發現你的眼皮是紅色
的，頓時心裡一沉，趕緊問醫生，你的胎記
會不會就隨著你長大而長留印記？醫生安慰
我，大概需要四到六個月的時間，你的胎記
就會褪色，於是，我放心地睡了過去。

親 愛 的 ， 這 是 我 們 首 次 見 面 ， 老 實
說，你那時真的很醜。

一般人的嬰兒大多是吃飽就睡覺，甚
至白天黑夜亂掉，可是親愛的，你除了出娘
胎的第一個晚上不習慣病房的光亮，不能入
睡，讓新手爸爸抱在懷裡一個晚上之外，你
是白天不睡，傍晚六點就開始睡覺，一個晚
上就只需要餵一次奶的寶寶。

因為有你的到來，讓我感到這個世界
有了我存在的意義，從此不管人生有多艱
難，我們勇敢地面對。

在某些方面，你是我的鏡仔。你讀幼
二的時候，有一天，我給你與妹妹買的點心

沒有了，第一次，你有了20菲幣的零用錢，
而你卻用錢去幫助同學，自己買了一塊錢的
袋裝水。放學後，你回家報賬，你爸與我私
下說，我們不必擔心你長大之後的為人了。
雖然親愛的，你那時候讀書差點留級。

果然，到了你讀一年級的時候，第一
次來馬尼拉出席婚禮，請假了一天，當你回
到學校時，竟然班裡所有的小夥伴們挨個過
來與你擁抱，那時我的心裡閃過一句情人間
的甜言蜜語，「一日不見如隔三秋」。親愛
的，你的好人緣可見一斑。

親愛的，還記得你13歲那一年，外婆
往生，為了陪伴孤獨年邁的外公，我們仨
買了暑假的飛機票要去國內，那一年你小
學畢業，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為外公外
婆所做的一切你們看在眼裡，也一定會這樣
做，10年過去，「親愛的媽咪，你是一棵大
樹......」直至今日我們總是會一起唱。就在
那一年，你為了陪伴外公，放棄菲律賓女子
國家足球集訓隊的機會，當時，你是菲律賓
女足實力最強的後衛之一。而你當年的隊友
們去年首次進入女足世界盃的決賽圈。

昨夜，除夕夜，我開始動筆寫下我們
的情緣，寫到一半，從工作室回到家，打開
春晚，聽到了《是媽媽是女兒》，我淚奔：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夠好嗎？
我是第一次做媽媽，儘管歲月已吹白了我的
頭髮……，當告別已變得輕鬆，可我的心還
會空。」

為了紀念我們這輩子可能唯一同日生
日的特殊情緣，我前兩天買了很多鮮花，銀
柳，香水百合，康乃馨，勿忘我等等，這是
我這輩子過節買過最多的鮮花。大年初一，
我與你爸四點起床，五點出發到慈濟園區朝
山。剛一到家，你接到你的電話，叫我回到
工作室，果然你與妹妹為我帶來了驚喜，從
美國預訂了一大束鮮花送給我。此刻，我的
工作室有十幾種香花陪著我，滿屋飄香。

親愛的，早安！親愛的，晚安！

(01/22/2023)

                       兔年紅。據英倫靈卜，對岸逆流終。
                       駭世瘟災，美言收場，先謝印度神童。
                       蔣宋禍、拖延過海，數十載、群盼九州同。
                       流疫多時，亦宜消退，功德豐隆。

                       華夏星旗，難容囂濁，急須宣統良弓。
                       腐儒訓、和平為貴，治惡癌、豈可忌兵戎？！
                       只待王師蕩寇，告慰頑翁。

 [後記]
今日世上預言家，首推英國靈媒韓怕剋 Craig Hamilton-Parker。他孩提時代，每次 說某

某親戚要死了，無不應聲倒下，氣得家長差點找外科縫上他的烏鴉嘴，免得被他點上名，就
會去那一頭找莎士比亞。2015年花旗國大選，各種民調都顯示杜林頓夫人領先，他卻獨排眾
議，聲言看見特爛舖 Trump 這人渣在白宮，因此一炮打紅。

去年一些世界大事，像花旗國集體槍擊案不斷、俄酋侵略烏克蘭、英女王（當然不能
直指着鼻子說詞，而是以象徵性說法，引用名歌曲「倫敦大橋倒垮了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教皇去世，也都一一應驗發生兌現••••。 

亞洲方面，他預言一個領導人物遇刺身亡，十幾億華人，包括老頑童，無不希望是那
倡裂的醜八怪，結果卻是小日本鬼相安倍晉三；雖不能百份百如願，還是大快人心。

須知侵華戰犯，除了鬼王裕仁，大多數上絞台伏法；小日本卻褻瀆聖地，把這些戰犯
的靈牌迎入靖國神社，既拿畜生當祖宗供奉，又讓被害國傷口上加鹽。而這安倍晉三就是第
一個畜生拜畜生的鬼相。另一個拜鬼的鬼相麻生太郎，為什麼不陪他挨刀下地獄呢？

告訴國內讀者一件趣事，麻生在小日本讀音 Aso，而在菲律濱，無論哈巴狗、癩皮狗、
野狗••••也一律叫 Aso；菲律濱人真是連鬼和狗都分不清，難怪被人叫「番仔」啦。

關於本年度，韓怕剋大靈媒指名預言台灣省將面對極大危機，另外推測亞洲有某些島
嶼因水患沉淪海底。他的說法跟另一位權威不謀而合。

印度神童阿難得 Abhigya Anand，據說本是未來世界的人，穿越時間界線回來的；所以
咱們的未來，對他來講已是歷史。這小子似乎專門提前看到災難。他看到新冠瘟疫肆虐全
球、夏威夷又下雪又火山爆發、加州森林大火••••關於本年度，他也看到島嶼災厄、
另一個島上一片刀光血影，異端從此消失！這兩點印證韓怕剋。另一方面，印度小子一反常
態，看到瘟疫結束，是兔年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只希望二位先知看到犯水的島嶼是小日本，最好四島（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
全面性陸沉，最少靖國神社那塊骯髒所在應該報銷，讓浩瀚的海水洗清他們的罪惡。

而對於我中華，洋鬼子一向不安什麼好心，巴不得咱們能多亂就多亂，好讓他們從中
漁利。英國老鬼所謂台灣省「災難」，其實是咱們的大一統；印度小鬼看到的「血」影，是
「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血」，因為正義王師已達到飛機、導彈、甚至航空母艦都用電腦遙
控駕馭的境界。機器不會流血。至於匈奴血嘛，割除毒瘤時也難免流血呀，卻不應該因此不
開刀，正是閩南話和台語說的：『割X一頓痛』！

如果異端真的從此消失，讓老頑童親眼看到九州同，就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了！

張聰

失眠
關於失眠這個問題一

直困擾了我許多年。每每給
母親打電話，她亦有同樣的
困擾，直說是遺傳學。當
然，這些許安慰是不足以讓
我信服的，我知道大抵是和
童年的經歷有關。更多的或

許是爭強好勝的性格問題。
讀高中之前我是沾床就睡，甚至剛喝

完茶或者咖啡就開始打瞌睡。高中時，除
了家庭上的一些變故，隨著高考壓力的增
加，我甚至有過一周只睡4個小時。所有的
方法都試過了，無效。

後來上了大學，我更是無法適應集體
生活，我記得第一年我基本上無法入睡，
每晚都可以清晰地聽到舍友敲鍵盤的聲
音，直至最後一個舍友關掉電腦入睡，我
才得以安心慢慢進入睡眠狀態。所以大學
四年我一直是我們宿舍的守夜人。我懷疑
我的前世是貓，一點點動靜都無法安然入
睡。

步入職場後，失眠有所緩解，但還是
時常感受到壓力而影響睡眠，有時會因為
第二天要去哪裡辦事，前一晚就無法安然
入睡。

就這樣時好時壞地過了幾年。某一
天我看到了一則崔永元患抑鬱症暴瘦的消
息，我懷疑自己是否也得了焦慮症或者抑
鬱症，但為何別人暴瘦，而我卻越發心寬
體胖呢？之後查過相關資料，其實睡覺也
是消耗熱量的過程，不睡覺也不運動吃下
去的熱量無處消耗，自然就囤積在體內成
了脂肪，所謂虛胖。但我還是一度懷疑自
己得了抑鬱症，畢竟職場中絕大多數人或
多或少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

我試過很多方法，有人說聽英語可以
幫助入睡，可我必須等到深夜最後一個英
文字母結束才能安心。有人說爬山可以改
善睡眠，於是六點多去爬山，時值盛夏，
流了一斤的汗，同行的人回家洗完澡直接
睡到下午。

而我倒好，身體是累了，但腦子精神
著，躺在床上一天愣是一點兒沒睡著。安
神口服液越喝越精神，哪怕是安眠藥，對
我來說也是第一次有效，第二次就又失效
了。體內的抗體產生的如此迅速，大抵是
心中執念太深了。

魯迅筆下有個小人物叫啊Q，我一直
都覺得我是很懂啊Q精神的，雖然個性要
強，但遇事冷靜不急躁，深諳「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的道理。即使失眠也會自我安
慰:人不一定多睡覺才好，馬克思一天只睡
4個小時，愛因斯坦幾乎不睡覺。既然處事

如此波瀾不驚，但為何還是屢屢失眠，恐
怕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或許是年少時缺
失的安全感在作祟，才有這時不時的焦慮
於深夜處暗湧。

其實人的一生都在一個一個的焦慮
中度過。因為未知而焦慮。讀書時焦慮選
個好專業考個好大學；畢業了又焦慮找份
高薪的自己喜歡的工作；工作了又焦慮如
何做的更好，如何年少有為平步青雲；到
了適婚的年齡又焦慮會不會嫁錯人，會不
會單身的日子更幸福，會不會因為懷孕生
子失去職場競爭力；有了孩子又焦慮他會
否健康平安地長大，他的學習成績是否優
秀。

直到我兒子出生的那一年，我才明白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因為心裡有所期待，
才會有開心愉悅才會有滿滿動力。這個像
天使一樣的寶貝就是來報恩的，我收斂起
所有的強勢，悉心溫柔地照顧他，從飲食
結構到生活習慣，我希望他有個無憂無慮
的童年，甚至多年後回想起依舊幸福滿
滿，能夠治癒他此後人生中遇到的挫折和
痛苦。

我常常對他說：謝謝你來到媽媽身
邊，謝謝你陪伴媽媽，媽媽覺得很幸福。
他明亮的大眼睛撲閃撲閃地寫滿了感動，
圓圓的腦袋趴在我肩膀上，可愛的小臉埋
進我脖子裡。有了他，我內心是安定的，
因而睡眠也好了很多。

兒子的睡眠一如嬰兒時期的好，一旦
睡下雷打不動，直到天亮。除了一次因父
母臨時有事把他留在奶奶家2天，那2天裡
他吃不下也睡不好，肉眼可見的消瘦。我
才知道，睡眠好是因為心安，而父母才是
一切心安的所在。坐在母親身邊半小時好
比咨詢心理醫生6次。

兒子如今已9歲，依舊保留著童真，時
不時會來個擁抱，或者親一親臉蛋，時常
撒嬌。可我又開始焦慮，這樣太親密的關
係是否會影響他的男子漢氣概。

但轉念一想，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
何必太多的顧慮，有時順其自然反而是最
好的選擇。正如大家說我兒子小時候長得
像女孩一樣漂亮，我都會說男生女相才是
好命。不是人人都喜歡冷酷霸總，有時溫
暖貼心的紳士，更符合這世俗的煙火氣。

我很喜歡現在的自己，這是最好的年
紀，一切都已塵埃落定。

即便焦慮也能自我調節；偶爾的失
眠，也懂得用中醫去調理，比如艾灸大椎
穴，即可快速入眠。或許將來還會有許多
未知的波瀾，但我已有足夠的人生閱歷去
從容應對。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莊南燕

廈門記憶：
「孤線弦」 青瞑阿華

「孤線弦青瞑阿華」和
他夫人這一對當年廈門城裡
城外知名度高到家喻戶曉的
伉儷，是我們親愛的故鄉土
地上兩位最著名的民間「文
藝戰士」。

賣 藝 人 是 「 馬 路 天
使」。這對盡人皆知的夫妻是廈門街巷裡最
富有創新精神、最妙趣橫生、最有賣座率的
「明星天使」。他們的追星族最多，行頭尚
未打開，觀眾早已蜂擁雲集。打點停當，乜
眼的阿華右眼環顧四方，四方儘是熱切的期
盼；左眼目不轉睛，大家都體諒他只能「另
眼看待」——他的左眼不但不能轉動，轉動
了也沒什麼用處。他抄起那單弦二胡（其
實只能叫一胡）——他的形象代表「孤線
弦」——用力一鋸：「a—ng -----」果斷的
兩個單音拉出來，簡潔、乾脆，好戲開場
了！阿華左手抓住琴把，右手托住腮幫，扯
著脖子嗓門乾澀沙啞：「我是廈門卓文華，
一把弦子孤條線。小弟今日來到這，嚮往眾
人相疼痛。要買不買隨在你，嘮涼唱歌大
家看。小弟自小沒父母，出門靠朋友。拜
託嘍，拜託大家人相照顧！」 「弧線弦」
再次「a---ng-----」，他老婆原是蹲著擺弄雜
物，這下子便虎背熊腰地站立起來。比她瘦
小比她年輕的阿華瞬間縮小了若干倍。這碩
大的老婆大臉盤、大眼袋、大嗓門，開口叫
唱氣吞山河！可惡她居然還勾著蘭花手捏一
條花手帕作嬌羞狀。一開場便是滿場雷鳴般
的掌聲，群眾就欣賞這壯麗的景象。

《 梁 祝 》 是 阿 華 伉 儷 的 傳 統 保 留 節
目。這驚天地泣鬼神變蝴蝶的愛情故事激勵
著他們風雨如磐的馬路天使生涯。老婆是太
粗大了卻也是現成的「祝英台」，她粗壯
地扭動腰身對著一隻眼珠閃光、一根琴弦
拉鋸的「梁山伯」眉目傳情。「梁--------哥
啊----------！」她一聲多情的尖叫，引發觀
者中好幾聲猥瑣的響應：「哎喲喂啊-------
密代志勒！（什麼事啊）」密密層層的人群
圈住這一對做誇張癡情狀的「二人轉」，大
家每每在這一時刻就用最瘋狂的掌聲和最狠
毒的笑聲鼓勵他們把「十八相送」痛快淋漓
一直送下去。

他們伉儷什麼都賣過。有一次賣上海
香皂，50年代、60年代上海產品是中國的第
一好東西。夫妻倆當街做「美女化妝」廣
告，在「孤線弦」的伴奏下，那「美女」山
一樣地蹲在地上用一盆水濕了毛巾抹了香
皂，塗得滿臉皆白，一邊塗一邊唱，得意忘
形自我讚美：「這號薩文（廈門人以英語叫
肥皂）就是好，洗得人變『月西嫂』！」 
「月西嫂」是清末的廈門大美人，她的梳妝
樓就在第八市場營平路的小巷子裡。先前廈
門人說美女首舉的便是這「月西嫂」，眼看
阿華夫人這般駭人的模樣蹲在路邊，滿場觀

眾這下子是真情實意地笑得東倒西歪、死去
活來。

他們伉儷很能與時俱進緊跟形勢，熱
門什麼宣傳什麼，寓教於樂又講究朗朗上
口、押韻好記，讓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婚
姻法》才頒布，夫妻倆點上馬燈在菜市口開
夜場，一條一款說唱道情。末了，餘興未
盡，那老婆繼續發揮鄭重補充：「再跟同志
說一項，守寡可以再嫁翁！」（此一句廈門
話是很押韻的，同時又準確表達了法律精
神）

「孤線弦青瞑阿華」夫妻倆的愛情故
事據說也是可歌可泣的。「青瞑阿華」之
「青瞑」就是瞎眼的意思。事實上他只是半
瞎，很少人知道他何以半瞎，更多人不知道
他的身世，彷彿他一出生便是廈門街頭巷尾
說唱賣藥的「馬路天使」。聽說他老婆先前
是在寮仔後賣身，因塊頭大體力好，雖面目
丑卻名聲大。不知是真是假，曾經有嫖客約
了十二人存心要與之一夜決個誰死誰活。結
果那十二條漢子變成十二堆「藥渣」，她卻
白條條彌勒爺一般盤坐床上對著門口吼叫：
「第十三個婊子生的是誰？給你爸進來！」
解放後，政府改造妓女，願意從良的自己找
人去嫁。阿華為何找了她？有笑話說，那時
是妓女一人裝一口麻袋讓人挑，阿華從小餓
怕了，吃什麼都揀大的拿，一看這麻袋最大
最鼓一把抱住死不放手。結果她就成了他的
老婆。

「孤線弦」夫妻的文藝活動一直堅持
到文革爆發。當時他們也打算以「街頭藝
術」來移植《白毛女》、《沙家濱》什麼
的，但「紅衛兵」不允許他們在街頭玷污革
命樣板戲，他們的革命願望不讓繼續緊跟，
他們的文藝生涯被一刀斬斷。我們這些當年
的少兒觀眾去「廣闊天地」以後，在遙遠他
鄉思念廈門，聚集聊天常常會提到這對可愛
的人兒。返城後，我才知道晚年的「孤線
弦」夫妻守著一堆紙包的「十三太保」、
「鷓鴣菜」在廈禾路「工農兵百貨商店」
（原工程機械廠對面）門口人行道上打盹。
我時常從那裡過往，有一回，看見這對早已
無人喝彩的「文藝老明星」窩在那裡，在一
角冬日的陽光下互相推讓一塊巴浪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