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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文志

吳子漁

小說與油煙世界
我在菲律濱華文作家協

會，推薦老作家董君君和劉
純真作為第18屆亞細安文藝
營頒授亞細安文學獎的候選
人，主要是他們符合亞細安
文學獎的規章，從事文學創
作超過半個世紀，出版個人

著作。另外她們都是菲華作協資深理事。
菲華女作家卷《茉莉花串》收錄董君

君的作品，在作者簡介：「董君君，原名
黃秀琪，祖籍中國福建晉江，一九三九年
出生於馬尼拉，畢業馬尼拉培元中學。董
君君，在菲華文壇小說界中是一枝健筆，
她運用具有華人特色的鮮活語言，刻畫遠
離故國鄉土，而移民異地的華人生活，入
木三分。說她是菲華文壇中的鄉土語言
派，實為不過。一九八六年，董君君曾獲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小說首獎，更奠定
她在菲華文壇的地位。」

董君君亦於一九九三年獲「菲華文
經總會」小說獎，一九九九年獲「菲華柯
俊智文教基金會」小說獎，二〇〇一年獲
臺灣僑聯總會華文著述獎小說類第一名。
著有《君君小說集》、小說集《油煙世
界》。

「王國棟文藝基金會」一九九九年
為董君君出版《君君小說集》，收錄小說
三十篇，分為二輯：「故鄉舊事」十一
篇。董君君說：壽登百歲的婆婆，卅多年
來為我講的故鄉舊事，我聽而後記，經時
日的醞釀，寫成此十一篇小說。「千島新
事」十九篇。

董君君說：我生於千島，長於千島，
懂事於千島，所以我寫熟悉的千島——千
島的人和事。

林忠民為《君君小說集》寫《序》，
他說：……她的文章一氣呵成，不甚經營
細節，卻另有別緻，暗合傳統文學的法
則，不禁令人想起沈從文的名著「邊城」
和他的學生汪曾祺的小說「大淖紀事」。
他們談的也是故鄉事，也是不著力於經營
細節，淡化的筆卻感人良深。

董君君的故事固很動人，但最特出之
處，還是在文中正確的保存閩南方言，不
論雅俗，兼收並蓄，可謂巧奪「文功」。
這應是很好的歷史見證。

如果她不是獨樹一幟，亦少有同樣的
作品……董君君的小說，大慨可分為二大
類，一是老人家口傳的故鄉舊事，另者是
作者親身體驗的馬尼拉市井小民的生態，
兩者由她娓娓道來，毫無隔閡生疏之感，
都像她在描寫同住四合院的鄰人，熟悉自
然。

董 君 君 的 第 二 本 小 說 集 《 油 煙 世
界》，分為四輯：油煙世界、市井故事、

出外人的故事、千島上的故事。共收錄
三十四篇小說，司馬中原、林忠民寫推薦
序。

由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
版 列為「菲律濱•華文風」叢書之12。

司 馬 中 原 在 《 推 薦 序 一 》 文 中
說：……最後一類作品「油煙世界」，根
本就是她半生奮鬥史的濃縮版。董君君亦
文亦史的功力，亦儒亦俠的心胸，使老朽
如我者感動得淚涕交流。在菲律濱這樣特
殊的華僑社會，平常多以經商貿易為主
體，但有心於文化創進的更大有人在，創
作才人更羅列沙灘的卵石，君君與小四，
僅僅是我撿進口袋裡的兩粒而已。菲國華
裔作家，足為我師的大才人，由於我「未
能盡識」或者「無此機緣」，但就為撿到
的者兩粒而言，董君君的作品，確具太史
公（司馬遷）的氣勢，而小四的作品又具
有李清照的靈韻。

董君君在《油煙世界》後記《畫符滿
紙》裡說：……第一張符畫於小學六年級
時，（一九五二年）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
題目是「誰的錯」。承蒙新閩日報副刊編
輯「屢開一面」也給刊登見報，我知道不
是我寫得好，是題材說到當時的華社花會
盛行的禍害。題材討好，搭上時尚列車而
已。

當時人們賭花會，瘋到問神求明牌，
有向「好兄弟」許願賄賂，簽中燒紙錢敬
筵席；甚而上義山睡夢求指點迷津……家
庭主婦扣菜錢家費賭花會，致夫妻反目。
我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母親天天叫兒子去
買花會，終於兒子偷錢去簽自己要買的花
會字花。

記得我收到一張八塊錢的支票稿費。
對一個沒有「五仙」零用錢的我，無疑是
一筆財富，我自諷是沒有買花會，是「好
兄弟」按錯門鈴給我誤中大獎。那時的我
興奮得身心並跳，幾十年後的今天，覺餘
喜猶溫，一生難忘。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我和亞蘭（黃碧蘭）陸續有作品投到商報
週刊，只記得亞藍的《美容室花絮》和我
的《希律婆》（推拿按摩婆）曾在商報週
刊佔過版位。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陷入婚
姻和兒女的深淵，根本無握筆的閒情逸
緻。馬可斯總統軍統時期，菲華文藝被迫
冬眠。

解統後文藝團體紛紛復刊，菲華作家
經多年的沉潛，驚蟄一聲復甦，作品是百
花齊放，我這不香無色無名的草花，擠在
百花叢裡，兀自開放，舒放寫作的情結，
不怕畫符滿紙，貽人笑柄……在我的寫作
生命裡影響我最深的三個人是先父，和培
元中學的陳志仁老師，還有與我情同母女
的先婆婆。

給老人的二十條建議（一）
手 機 上 常 常 有 教 人 操

練 ， 以 及 介 紹 一 些 健 康 食
物，教人吃出健康來，這些
訊息大都有益無害。

今天看到一則「給上了
年紀的老人二十條建議，可
以增長長者的壽命。」

該視頻由一位華裔醫生王偉利綜結了
洋洋大觀的二十條建議，老人要是遵循這
二十條建議可以延年益壽。

我這糟老頭為了也許可以活到百歲高
齡，耐心地花了半小時聽完了王醫生的介
紹。

該二十條建議是王大夫與他的也是醫
生的另一半綜合他們行醫的經驗寫出來的。

王醫生用標準的菲律濱國語有條不紊
地一一道來。

這二十條建議，筆者不厭其煩地奉獻
給讀者。

第一條：走路是最好的運動，上了年
紀的老人家每天走五千步已是不錯的了，不
一定要走足一萬步，這要視乎身體狀況而
定，每天能走足五千至六千步也是挺好的
了。

我 年 青 時 每 天 都 跑 步 一 小 時 ， 跳 繩
五百下，慢慢上了點年紀就不再跳繩了，
七十歲左右把跑步改為走步，每天固定走一
萬多步，一直維持到現在腿力還是可以的。

老年人壞在雙腿，尤其是有著肥胖身

軀者，以我這種仙風道骨的身材，一天走二
萬步也沒問題。

王醫生的建議第一條是走步一定要穿
舒服輕便的跑鞋，千萬別穿拖鞋。老人家出
門走路時，最好與老伴相依相偎，互相扶
持，尤其是上下扶手電梯時，千萬小心，抓
緊扶手，一不小心摔倒，真的會一失足成千
古恨，後果不堪設想。

記得有位中國台灣的富豪年紀不是很
大，乘扶手電梯時看手機，一失足真的成了
千古恨，偌大的江山拋諸身後。

逛商場我不大喜歡坐電梯，尤其在疫
情將去沒去時，電梯裏人擠人空氣污濁，還
是用扶手電梯的好。只要小心，步步為營，
謹慎行得萬年船。

第三條，老人要儘量減少工作量，及
減少壓力，若條件許可的話，把家產分給兒
女，自己剩下足夠二老的養老金。

乘身體健壯，思維清晰時，把家產分
給兒女，後輩為了爭家產兄弟反目，對簿公
堂的屢見不鮮。

第四條：睡眠要充足，睡床要講究，
不可太硬或太軟，睡房要清靜，留下些許燈
光，老人家夜尿頻繁，房間太暗，剛起床走
起來很不方便。下床前要先在床沿上坐一
會，等完全清醒再站起來。

給老人家的二十條建議，篇幅太長，
分幾期介紹，今天就介紹到這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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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萼紅 • 九州同》
  ——癸卯開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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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孽招搖離島，鬼話謀分裂，毒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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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美

只懂英文是愚不可及
近 年 來 ， 我 們 的 華 社

普遍地興起對華教的各種鼓
勵方案，甚至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我們所尊敬的黃溪連大
使領導之下，亦極力地對文
教事業做出了各種資助的工
作，中國政府更採取直接褒

揚文教的工作者，激發我菲華社會的人士更
不吝解囊輸捐。這次商總配合校聯所主催的
「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的工作能得到輝煌
的成績，引起了華社普遍的共鳴，亦使華文
老師的各種福利金不致中斷，老師們深深地
得到了保障，但處事方面是否有同樣的收
穫，這即是本欄要與各位商討的主題。

這兩三年來，從我們祖籍國中華人民
共和國遣派來菲五百多名的外派老師，由於
新冠肺炎無孔不入，侵襲了菲國整個的國
家，這些外派老師即紛紛地回國避難，於是
使我們華校的華文老師產生「真空」的現
象，於是很多岷市及山頂州府的華校根本不
能上華文課，兩三年來華生的水準大大的下
降。我們不能指責任何人，這是天意難違，
我們只好逆來順受，聽天命盡人事。教師的
缺乏應是華校水準下降首要的原因，再來就
是網路的教育使華教雪上加霜，收穫甚微。

在華文教師嚴重的缺乏之下，加上網
路教育學生吸收甚微，使今天華教的水準一
落千丈，加上經濟不景氣，華社的受薪階級
的人士，不勝負荷。於是很多家長將其子女
轉送到菲公立學校讀書。由於菲公立學校
中小學皆是屬於免費的教育。華校的學費如
今普遍由每學期兩、三萬比索到四、五萬不
等，就是要進入華校讀書也是十二分的困
難，雖然各宗親會及同鄉會皆有貧寒補助金
的津貼。但是數目甚少，簡直是杯水車薪，
同樣地還是不能渡過難關。

無庸違言，我們華社很多人對華教的
前途抱著悲觀的態度，特別是有些青年的家
長都認為學了華語在菲地派不上用場，所以
自己不學好華文華語，就直接影響到他們的
子女學習華文的機會，對我來說，這是一
個非常錯誤的觀念，如今中國是世界上第二

經濟大國，在不久的將來，當會後來居上，
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是屈指可算，差不多
三十多年前，我開始看好中國大陸的市場，
於是我就在廈門開了一間進出口公司。但是
當時中國大陸的產品的品質太差，不能在國
際上立足。所以我就引進了日本與台灣的技
術人員到在內地設廠，並建立了三角貿易的
關係，日本的品牌在中國及台灣製造合成出
口。這樣在品質上就沒有問題，所以我就在
廈門、廣州及上海開始經營，這樣一來，我
們的產品就能達到國際的水準，所謂天下無
難事，只怕有心人。

我有一個姪女到北京國際語言學校讀
中文，我去探望他的時候，我發現這間學校
規模甚大，有成千萬個外國學生，其中有兩
千多個是非洲的留學生，他們都能講純正的
國語普通話，人家從這麼遠的地方跑來學習
中文，我們這些在海外有中國血統的華族，
反而不學中文，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新加
坡的國父前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一句話：
「只學英文是愚不可及的。」

我們菲華社會基本上是個商業社會，
如果你要學習經商或是找一個比較優厚的職
位，有了多種語言的根底，是會比較吃香。
特別如是要跟大陸有生意上的往來，你會講
中文就會更有親切感，對我們有很多的好
處，所以我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大部份都能
精通多種的語言。

再來還要追求更高深的學問，你要當
上主管就必須要有MBA或博士的學位，要
不然你只能當普通的職員而已。

我們對華教絕對不要失去了信心，因
為中華文化是隱藏了數千年的寶藏，等著你
去把它挑出來，那才是真正的無價之寶，我
們如今所需要的是使我們的下一代會懂得我
們中華文化的價值觀，以及懂得華文華語對
我們日常生活會帶來了什麼不同，我們相信
從今往後，世界會有很大的轉變，中國無論
是經濟、高科技，以及太空，軍事的演進，
必定會超越其他的國家，因為本世紀將會是
中國人的世紀，鼓勵我們的子姪學習華文華
語是我們做長輩的責任。

老頑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