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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要喝浓的，感情才会深
今夜，朋友到我家坐坐，她们要我沏一壶凉茶。泡着凉茶，想
起远方的你。
此刻你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今夜你会不会来？想着、想
着、听到“beep＂一声，手机的讯息提示声响了。是你！真的是你！
你说：“我来啦！＂我喜欢听到你这样说，感觉很亲切、很温馨！
偶尔，“在忙乱之中，你的讯息是我心灵的凉茶，疏缓我的烦
躁，滋润我的情感＂。于是，夜晚时分，“我们都在幸福中分享着美
丽的寂寞！＂
茶，要喝浓的，感情才会深！
那一夜，我躺在旅店的床垫上，脑袋里却闪着一幕幕你的影
子！是你让我失眠！是你让我牵挂！我们的故事已不只是回忆！
茶，有人生的滋味。酒，有心情的体会。可惜，我经不起胃病
的折磨放弃了！我放弃在夜晚品尝茶的滋味。但，偶尔还是偷偷喝
了。在享用午餐之后，来杯浓浓冰冻的“lemon tea＂。
在民都鲁时，习惯每天都享用一杯凉茶。在古晋时，每天还是
喝着一杯凉茶。最近真的太忙了，工作繁重得竟然忘了每天来一杯凉
茶润润喉咙，放漫步伐，让生活更轻松写意！托朋友的福，今夜又可
以品尝茶香了。久违的凉茶味道特别香醇。

祖母不見了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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媝 琍

我走过秦陵。始皇闭门不见我。改道直奔乌江，听江细诉当年垓
下的辉煌。忽地，远方传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急忙
烧酒依声寻去，却见枭雄上马挥鞭。乘船游荡在江苏扬州，没有
遇见炀帝的龙船。离开古运河，原想一游玄武门，又害怕看见
626年的手足相残。只好转而探问武则天到底想把帝位传给谁？
奈何，则天大圣皇帝在随从簇拥之中看不见我。行到陈桥驿来
到开封，向宋太祖借一杯，却发现自己没有喝那杯酒的份量。
於是，把饱食一餐的希望寄讬给好客的蒙古人，元朝诸君却嫌
我是南人。不知不觉，孤单的明孝陵已在眼前，只有康熙帝手
书“治隆唐宋＂长相伴。真想问一问北方那一位从“宗＂强要
变“祖＂的明成祖，倒昭穆是否也能满足他的野心？最后，我站
在禁城午门之前，背后藏着爱新觉罗的呜咽……
就此终了。
昨夜。我在梦中穿梭来去於中国疆土之上。却没有遇上一个君
皇。也许，他为专权而面红，因自为天子而耳赤。
扭开电视。我望着伊拉克难民。伊拉克难民望着打着民主旗帜维
持世界和平的反恐战舰战机战车战士。
奥萨玛在异次元空间，归期未定。
伦敦昨夜又陷入恐慌。

盧美玲

我家祖母向來喜歡用馬腳魚做魚丸，真材實料、彈牙可口，是我們一家大小都十分喜歡的。每次我從外地回來，祖
母勢必要買大大隻的馬腳魚，然後精心製作好好味的魚丸。
昨天早上，祖母一如往常，煎了一大碟香噴噴的魚丸。然後我就燒其他的菜。但是祖母在那兒不知在做甚麼的，東
找西挖，不知道在尋甚麼寶。
「奇怪，明明放在這兒的，怎麼不見了？沒有理由啊……」
「阿，你在找甚麼？」
「我在找魚皮。剛才明明放在這兒的……」
「哎呀，你會不會放去其他地方啦？」
「沒有啊，就放在那兒的。」
「可能被貓銜走了吧。」
「不會吧，甚麼痕跡也沒有啊！」

今夜，我没有胆量再游荡美洲澳洲各大土地。没有胆量见识西方
曾经的流血与不流血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平等与自由。不想见到
Jean Jacques Rousseau、John Locke、John Stuart Mill……
各大哲学家的热血沸腾…
只想问问孔子、孟子、Socrates、Plato、Aristotle…是否还愿
意为我说正义道理性？
千年之前，千年以后，我仍然在恐惧之中苟且偷生。
今夜。我将设宴招待曾经现在的皇帝国王总统总理元首苏丹与我
对饮三杯，再邀明月为证，坦荡荡的忏悔。

祖母不死心的找遍了所有可疑與不可疑的地方，甚至也翻了幾袋垃圾，都不見魚皮的蹤影。最後，不得不歸納一個
結論――是被貓給銜走了。
我想強調的重點，其實不是「祖母不見了魚皮」，而是祖母的強勁記憶力。一個快要八十歲的老人家，不但沒有老
人癡呆症，甚至比家裏任何一個年輕人的記性都還要好。
她記得我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的事蹟；她記得很多鄰居朋友的情況；她記得學過的英文；她記得我隨口說說的事
情；她記得偶爾看過的電視劇情節；她記得家裏的每一個複雜的電鍵；她記得很多很多人一一提名禱告。
不但記性好，祖母還說，她現在洗菜的動作快了很多；自從媽媽在去年離世之後，祖母就成為照顧家裏大小的重要
人物。前幾個月家裏不得已必須裝修，我最擔心是祖母需要常常上樓下樓〈她一向有膝蓋痛〉；但最近她告訴我，在那
段上樓下樓的日子，膝蓋竟然沒有痛，上帝真的特別寵愛她。
此外祖母沒有停止過種菜。她可以做一整天的家務與菜園工作而不喊累，卻不習慣上街走逛，喊累喊頭暈的。爸爸
說她是勞碌命，我說是神奇，神給她的恩惠很奇妙。
其實祖母沒有不見了魚皮，只是魚皮不見了。上帝賜給祖母的健康、硬朗、毅力、耐勞，把失去太太與媽媽的我
們，照顧得很好。
魚皮不見是小事，但願我們不會這麼快失去我們最可愛的――祖母。

蔡 頭 村
“蔡頭村里蔡頭橋，蔡頭橋旁砍蔡，今天一
個食指兒，明天一個腳趾兒．．．．．．蔡頭
村里蔡頭路，蔡頭路旁砍蔡頭．．．．．．”
午後，天空雖無雲，郤是昏沉沉的，像是蓋上了一
層黑紗．
被高舉的斧頭，閃動著微弱郤凜冽的寒光，像一個冷
酷殺手的目光，正凝聚力量作無情的一擊．斧下是一塊
兩呎高的圓形黑色大木頭，這塊大木頭其實是一棵大樹的
一段樹身，看來沉穩堅實，有如一個練就了一身刀槍不入
硬功夫的鐵漢，也正蓄足了勁，準備硬接這一下殺著．如
果鏡頭移近點，就會看出其實斧頭要砍的並不是這塊大木
頭，而是橫在木頭上的一條枯枝．枯枝似乎在微微顫抖，
利斧砍下，應聲而斷的枯枝，竟濺出星星血花．揮斧者拾
起滾落地上被斬下的枯枝的一小截，扔進身邊一個麻袋
里．沿著還擱在大木頭上的那條枯枝，鏡頭往上探溯，看
到枯枝竟連著一個肩膀；這是一個白髮稀疏，面容枯槁，
骨瘦如柴的老人，那段枯枝原來就是他的手．
這是太ｘｘｘ老神仙相隔五十年來，再次下凡化身為
人視查民間，在踏足｀蔡頭村´於｀砍蔡頭橋´前看到
的第一個景像．老神仙心里疑惑，莫不是那老人家犯了什
么嚴重的罪，以致要當眾執行遠古時代的殘酷刑罰｀斷肢
法´？但是看情形又不像．那老人正一拐一拐地經過他眼
前，存細看，這老人還瞎了一只眼，鼻子和兩隻耳朵也沒
了，一邊手只剩姆指和食指，另一邊手才被砍去了前臂一
小段，而赤露的雙腳，也沒有腳趾，一邊還只剩半個腳
掌．老神仙更是驚訝，到底在這個老人家的身上發生了
什么事？
“喂，老先生！＂老神仙拍拍老人的后背．那老人一
怔，停下腳步，緩緩地回過頭來，眯著一隻眼打量著他．
“可否告知，這．．．？＂老神仙指了指他的手問：“到
底怎么回事？＂
“荷．．．你．．．你是外地來的？＂老人突然彷彿看
到什么奇異景像似的，睜大獨眼盯著老神仙，並伸出僅有
兩隻手指的那邊手，對老神仙的手腳又摸又捏．
這突兀的舉動，讓老神仙嚇得退了兩步，心想莫非這
老人家精神有問題？身體殘缺不全再加上患精神病，那也
真是太可憐了．
“真是外地人．．．不可能――＂老人還在喃喃地道．
“咚！＂突然老神仙背后傳來悶嚮，打斷老人家的話．
老神仙回過頭，又看到一個坐在輪椅上瘦弱的老人，
被砍下了腳掌，正將腳收回擱在輪椅踏腳板上，這也是個
耳鼻手腳几乎被斬盡了的人．
在之後，另一個中年人將耳朵湊了過去，揮斧者執著
他的耳朵，舉斧待要割下；如此情景愈加讓老神仙疑惑得
不可開交，怎么這些人像俎上魚肉，任人宰割也不吭聲？
老神仙既是來民間視查，遇到這等詭異之事自是非得弄清
楚不可，便使出仙術，對揮斧者遙吹口氣．那揮斧者但
覺手上一輕，斧頭變成了根稻稈，他還以為自己眼花，揉
了揉眼再瞧清楚，確是根稻稈沒錯．在揮斧者感到驚愕之
時，老神仙已走到他面前，兩｀人´打了個照面，雙方都
嚇了一大跳．揮斧者嚇一跳，是因為在這地方竟還有一個

──春蟲

衣著鮮麗，精神抖擻，四肢健全之人；而老神仙則是因為
他看到了揮斧者的容貌，滿臉長毛，兩顆外露犬齒又長又
尖，雙眼血紅，鼻子沒有了，只剩兩個黑洞，根本不像是
一個人，只是由於穿著衣服，遠看像個人樣．那怪物意識
到它的斧頭變成稻桿，應該是眼前這個傢伙搞鬼，猛然咆
哮一聲，朝他撲去；在這剎時間，老神仙心里也打定了
必是這怪物逞凶，操縱村民乖乖獻肉而不敢反抗．疑惑即
去，便不再遲疑，吸口氣，呼的吐出三味真火．這三味真
火乃老神仙精氣所聚，何等厲害，任風吹水澆都不滅，怪
物頓時全身著火，在地上翻滾哀號．不一會，怪物就被燒
成白骨，看這骨架，郤還是人的骨架，顯然此怪乃由人所
變化而來，只是一個人怎會變成怪物？這時已有不少村民
被驚動，遠遠的站著觀望，三五成群互探究竟，郤不敢近
前來．唯有一位缺手殘足的年邁婦人，柱著拐杖從拱橋的
另一端搖搖擺擺走過來，到了橋的中間，腳下一個不穩，
整個人就撲倒．她也沒掙扎站起來，就順著橋的斜度，滾
到了那堆還冒著輕煙的白骨旁，也不理會騰騰熱氣，就將
頭骨摟在懷里．那老婦人緊緊摟著頭骨，縮起脖子，將臉
頰壓貼在頭骨上，以致餘熱將她灼傷，發出皮肉燒焦味也
混然不覺．婦人全身不停的擅抖，間中猛然几下抽搐，彷
如在一湖苦水中投下石子，帶起陣陣悲愴的漣漪，不斷的
擴散，憾動著人的情緒．這又大大出乎老神仙意料之外，
他以為消滅了怪物，眾人必定振奮欣喜，對他感恩戴德，
但此刻情景郤顯然並非如此；老婦人的舉動，顯得哀痛凄
涼，好像死的是她的兒子，而環顧村民，個個臉色慘淡，
還帶著几許惶恐．本已疑雲盡去萬里晴空，此刻烏雲郤又
遮天蔽日而來，老神仙心想，看來是時后表露身份了．他
長袖一揮，恢復真身，頓時頭頂金光燦爛，腳下生雲，七
彩雲朵將他托起約十餘呎高，老神仙就站在半空，俯視眾
人．這一下，圍觀的村民更是慌張失措，但聽見不知是誰
高呼一聲：“妖怪呀！＂有者連跑帶滾找地方躲，有者攤
坐地上一副束手待斃的樣子．
“唉！＂老神仙在半空中看到這情形，不禁搖頭嘆息，怎
么這些人連仙和妖都分不清？便朗聲道：“大家勿驚慌，
我是太ｘｘｘ老神仙，你們看我頭上的光環，妖怪怎么會
有光環呢？＂見村民還是驚疑不定，又說：“我剛才不是
為你們消滅了那頭怪物嗎？若我是妖怪，又豈會幫助你們
呢？＂老神仙降在一個攤坐在地上村民的面前，溫和地
說：“看存細點我的樣子，你們不是常年都有供奉我的
嗎？怎么認不出來啦？＂那村民大著膽子，打量了好一
陣子，終於肯定了：“是．．．是太．．．太ｘｘｘ老神
仙．．．是神仙．．．＂
“嗯．＂老神仙對他點頭微笑道：“你去叫村民都
到廟里集合，就說太ｘｘｘ老神仙幫你們除妖降魔來
了！＂――――――――――――
蔡頭村唯一的一座廟宇，供奉的正是太ｘｘｘ老神
仙．殘破的廟內，老神仙見到自己的雕像蒙上了一層厚厚
的塵，變得五官不清，活像剛從灰坑中鑽出來似的，坐在
供台上朝眾人尷尬地笑．
“嘿，難怪近日來總覺心神不寧，在｀天上人間香火排行
榜´上排名也下跌了几個名次，原來是有此因由．＂老
神仙想著，一股氣湧上心頭：“待我查清楚誰敢在我地盤
上動手腳壞我香火，再揪出來好好懲治一番．＂老神仙輕

吹口仙氣，雕像灰塵盡去煥然一新，發出黃澄澄的亮光，
像塑了金身，被聚集在廟里的村民大開眼界，嘖嘖稱奇．
然而他這么做郤不合神仙規例，因為｀天規´第ｘ條即規
定，凡神仙者不得自行濫用法力／或威脅／或迷惑凡人為
自己建廟修廟，必須憑著在人間行善，感化凡人自動為其
建廟膜拜．所以老神仙見到供奉自己的廟宇殘舊不堪，雖
欲顯法力將它更新，但還是按捺了下來．老神仙轉過身
來，看到方才被砍了一截前臂的老人，便關切地問：“你
的手沒事了吧，止血了嗎？＂
“唉，那還有多餘的血可流，無數次的砍蔡頭，血早都流
干了．＂老人說著，突然跪下道：“求神仙大發慈悲，我
們缺手殘足給治好吧！＂其他村民也紛紛跪下哀聲祈求．
“好罷！＂老神仙看著一張張蒼白的臉，也感到難過，便
道：“將你們被砍去的手腳呀什么的都拿來，我幫你們接
回去．＂
“還剩什么手腳？＂那老人仰起頭道：“早就被那｀衣冠
禽獸´拿去獻給｀白毛大仙´當做排骨清湯祭五啦．＂老
神仙聽了一怔，問道：“誰是｀衣冠禽獸´？｀白毛大
仙´又是那路神仙？＂老人長嘆一聲，道：“唉，這事說
來話長．．．．．．＂
話說，卅十年前蔡頭村算是個富裕的大村莊，土地肥
沃，出產豐饒，三百多戶人家，村民個個善良純樸．有
一天來了一個自稱｀白毛大仙´的仙人，向村民顯了一手
法術，說要長居於此以｀護持´這村莊，讓他們能繼續長
享太平安穩日子．其實村民本就生活安逸，豐衣足食，那
需要什么｀護持´，並且村里己蓋有大廟供奉太ｘｘｘ老
神仙了，只是老實的村民見對方既是｀仙人´，也有點道
行，多供奉一位亦無妨，便同意他留了下來．這位｀仙
人´自己選擇住進了老神仙的廟里，凡村民來廟膜拜的，
祭品一半就歸他．最初三年倒還無事，但之後其邪性漸
露，一腳把老神仙踹下供台，自己獨吞一切供品，几位心
思比較慎密的村民，見情勢不對，便聯合眾人欲請｀仙人
´移尊他去，然而出頭的几位不久俱染上怪病而亡，其
他村民見狀心知肚明，為保性命只好作罷．但｀白毛大
仙´並不滿足於此，還設下規例，凡經過廟前大路者，必
須獻上牛或羊等牲畜一只，無牛羊者須獻等價的金錢．後
來此條例更不斷擴張，凡過橋者（每次計），使用道路
者 （每百步計） ，下田耕作者 （每小時計） ，
消遣娛樂者 （每小時計） 等等都須貢品，甚至居民的
每日每月每年收成，也得按數量獻上一半，實行多重征
收．此條例如洪水猛獸，淹沒了蔡頭村的每個角落和村民
生活的每個方面，個個村民叫苦連天，但｀白毛大仙´彷
如不聞，為防村民逃往他處，他離開大廟，住進了村子前
的森林里．那里有一條橫越森林的路，是村民通往其他地
方的唯一通道，他就在森林里佈起｀失心迷魂陣´，因此
那森林就被稱為｀陣子林´，凡闖入｀陣子´的，都頭昏
眼花，失去心智，找不到出路．眼見｀大仙´胃口奇大，
貪得無厭，就快將蔡頭村吃挎，村中年青力壯者覺得實不
能忍受下去，便自組成一支隊伍，拿了刀槍冒險闖｀陣
子´，誓要除滅這沒救苦救難，反讓人民受苦受難的｀白
毛大仙´．誰知這支壯志凌雲的隊伍，一入｀陣子´仿如
上了梁山的英雄好漢，成了賊就回不了頭，一個個都中
了｀白毛大仙´的陣法，失去心智，長出獠牙長毛，變成
半人半獸，反過來受｀大仙´驅使，助紂為虐殘害村民．

由於他們還穿著｀生前´的衣服，故此親人還認得他們，
惟他們己迷失人性，變得六親不認，｀衣冠禽獸´之稱謂
即由此而來．
一入｀陣子´便變成｀衣冠禽獸´，村
民們從此更嚇得不敢踏入｀陣子´半步．老神仙聽到此，
恍然大悟地道：“方才我滅了個｀衣冠禽獸´，有位老婦
人郤哀痛莫明，難不成那就是他孩子？＂“正是．＂
“想不到這妖孽如此利害，竟懂得｀失心迷魂´這難以破
解的魔法．＂
在村中只剩老弱婦孺的情況下，因付不起沉重苛捐雜
稅，田園逐漸荒蕪，整個村莊也開始敗落，村民生活日益
貧困，甚至以野草樹皮維生．｀白毛大仙´看征收越來越
少，反而搜刮的更加徹底，最後更在各處設立了｀砍蔡
頭´，讓付不起各項征收的村民，以自身血肉代替．
“至於｀砍蔡頭´情況，老神仙也親眼目睹了．＂老人
道：“在這期間村民曾到廟里再三祈求，唯不見老神仙有
何反應，也就心灰意冷認命了．＂
“不是我不聽你們祈求．＂老神仙解釋道：“只是近來
凡間噪音日增，空氣污染也日益嚴重，影嚮了天上視聽
效果．＂
“唉，老神仙若早點來看我們，我們就不至落得如此景
況．．．．＂另一位坐輪椅的老人道．
“其實我每七天便到凡間巡視一趟．＂老神仙道：“只是
天上一天，地上十年，因時差之誤，苦了你們了．＂
“現在就請老神仙打救我們，將那惡魔消滅吧！＂先前那
老人說著，朝他下拜：“老神仙法力無邊！＂
“老神仙法力無邊，助我們早日脫離苦海！＂其他人也
附和道．
“這｀白毛惡魔´作惡多端，貪婪成性，我自然不容它再
為害人間！＂老神仙斬釘截鐵地道．
“在這之前，可否請老神仙先醫好我們的殘缺？＂老人又
懇求說．
“這個．．．．原本要接上被砍下的肢體不難，不過
現在你們的肢體都已被那妖魔吃了．．．．＂老神仙望著
伏在地上的人，沒有一個形體完整的，心中暗嘆：“所謂
法力無邊，那是唬人的，就算神仙也不能無中生有呀！＂
正感為難之時，突然想起久遠前，某位神仙曾為一個失去
身軀的任性頑童，以蓮花根莖為手腳，變出一個軀體來，
這方法倒可一用．只是這村莊里窮困得連根草都難找，那
里來的蓮花？何況他也不懂得這法術，還要去請教那位神
仙，真是活到老學到老，神仙也不例外．其實每個神仙都
有各自的得意絕學，而仙術也五花八門，套一句俗話就
是｀學海無涯´，要學也學之不盡．
“這樣吧，我要保留元氣去對付那妖魔，暫時不能替你
們醫治．＂老神仙只得隨口扯一個理由：“待我除了那
妖魔，恢復了元氣，再為你們醫治如何？放心，既然你
們供奉我，我就必定不讓你們失望．＂只要除了｀白毛大
仙´，身體上的殘缺還可忍受，況且有老神仙親口保証必
醫好他們呢．
村民們彷彿看到好日子正朝他們飛奔而來，剎時間
就可來個熱烈擁抱，｀蔡頭村´以往繁榮情景即將再現
眼前，原己乾涸的眼眶，也被滿懷激動的情緒擠出了一
抹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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