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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妹吴淑娉（笔名章语惠）请我为她的新书写序，我

义不容辞，也甚感荣幸。

约十年多前，我在吉隆坡一个华文基督教书展的展

馆，为自己一本新书作推介，突然一位似曾相识的女士趋

前叫我，原来是久违了起码廿年多的堂妺。相认之后，才

知道她中学毕业后赴英国念大学，结婚后随大马华人丈夫

在澳洲生活四年，再跟丈夫回大马定居，住在吉隆坡市。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及文化的国家，也是近代

华人最多移居的国家之一。多年前曾有一辑十集的历史纪

录片叫《下南洋》，讲的是近几百年华人远渡重洋到“南

洋”谋生的故事。

“南洋”是一个地理概念，以“中国”为中心点，其

南方海域称之为“南洋”。现在仍称之为“南洋”的包括

今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汶莱等国家。 

下南洋的历史直可追溯至中国汉朝，但大规模的移

民潮主要在明末至清末那二百多年。当时因为中国战乱

频仍，民不聊生，沿海省份（如广东、福建）的人生活

艰难，遂萌生南移谋生的念头。他们坐的多是设备简陋

吴
思
源   《淑娉的四个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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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木制帆船，飘流过海，冒着生命危险离乡别井，到完

全陌生的环境重新开始，可谓一步一脚印，勇气可嘉。

堂妺淑娉下南洋，跟上几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她具

备国际视野，学识渊博，是位会计师，而丈夫丘宏礼是一

位内科医生，育有一女一子，本可以优哉游哉做个幸福人

妻，但多年来她马不停蹄在福音机构当义工，藉文字工作

服事社会。大概因为她年轻时在香港念的女校十分重华文

教育，她写得一手优雅的华文，常引经据典，古诗古文朗

朗上口。

在堂妹人生之中，多于一半的岁月生活在外国，在

大马亦已超过廿年。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地球村人” 

（Global citizen），中西文化汇萃，加上南洋热带风情及

热情的性格，还有因为信仰而具备的天国视野。这本书巧

妙地揉合了这四个国度的向度，读者必能从中得着启发。

吴思源
             香港资深文字工作者，曾任突破杂志总编辑

   现职完美句号基金执行董事及爱百合机构牧养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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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1年转换跑道，进入文桥当编辑。有言“学而

优则仕”，“学有所成”就当官，写作是不是也这样，写

顺了，顺理成章就当编辑？

写作算是比较“个人的事”，编辑是互动关系下的运

作。初到文桥，总干事黄子对我说，我们每两三年换一批

作者，掉队的多，重新归队是意外收获；而且一朝天子一

朝臣，你要自己去建立班底——不过，有几个一路写着来

的作者，你可以联络一下，他向我提起了淑娉。

那个年代还是“爬格子”时期，稿放进信封，贴上邮

票寄过来，得另外打字；时代快速转变，接下来是传真，

是手写的稿……有人还来不及适应之际，电邮来了—— 

十多年了，期间的确是换了五六个班底。但淑娉还是淑

娉，对文字经营勤勤恳恳，仿佛对她的信仰一样。当然期

间也掉过队，但总在不经意间又收到了她的稿，继续对读

者叙述她的云游脚踪、心路历程、灵里风景……作为一个

编辑，我想，这样的热忱应当保护。

晨
砚《细微处见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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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属平顺，也有机会不时到处旅游。在《现金

流游戏》中，一班朋友及家人到国内的福隆港度假，“我们

四处蹓跶，欣赏各有特色的建筑物，清晨到山间远足，看着

山岚烟雾从身边拂过，又戏水于瀑布前……在星空闪烁、凉

风习习下静听虫鸣鸟叫，喝茶聊天……”而他们却又在夜深

时刻在那远离尘嚣的深山中，玩起了不忘世俗人生博弈的现

金流游戏。一轮搏杀后，有人说：“游戏中的人生活规范只

有金钱和知识，没有上帝作依傍，总觉得凄凄惶惶，无所依

归。”

——这应是淑娉在她一贯文章里流淌的脉息，不必行

至绝壁惊涛，滔滔江水，才来个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彻悟和慨

叹；她在细微淡漫处亦见深意；在樱花最温柔的天然帐幔里

看到了那铺天盖地的气势，及至它们骤然掉落，群芳过后，

也没有“始觉春空”；她在这种繁衍枯荣中说：“无论我们

多么渴望，樱花都不会为我们早开，无论科技如何先进，也

不能令花朵在树上多留片刻……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各按其

时，成为美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就学习怎样相信

祂，接受祂的带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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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很日常，很家常，却常态中露出一点“不平常”，

这大概有点来自父母的熏陶。父亲受的是英文教育，却不但

写得一手好字，还会背诵古典诗词，有时甚至会给女儿来个

突击考试：“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谁的句子？她的

母亲读书不多，又曾经战乱，却能在一个个明亮的清晨，

带着女儿“走进喧闹的菜市，经过丛丛堆叠的蔬菜，提着

活剖鸡禽鲜鱼……为的便是要买一份躺在碧绿叶子上的白玉

兰。”回家后，这白玉兰给了她的众女儿各人一朵，余下的

放在梳妆台上。

我们这一代大多未经战火，严格说也并没挨饥受冻，生

病还可有医药照顾，理应都心平气和，怡然笃定。但也不尽

然，人生本身就有起落，内心就是一个战场，也是一个个要

越过的门槛。顺遂之时我们可以淡然吗？因人本性就是错觉

顶天立地，不甘雌伏的；到逆境时能不埋怨，然后醒悟人的

局限，转而寻求一个终极的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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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娉在《都在那一天》里，写的是一个星期天的一整天

里，早上出席葬礼，之后匆匆赶场一个小孩的生日会，晚上

又参加一个宴开百席，声声“饮胜”的婚宴……她说：“生

之欢愉、死之深沉，和两者之间的悲喜苦乐、铺张排场我都

在一天内尝到了，生命原是那么脆弱……”但是，那安息者

的儿子在葬礼上说起他的爸爸，是：“幸而他在卧病间接受

了耶稣，我把他交托给上帝了。”——这也是淑娉在人生门槛

上带她越过的力量，让她在心中生起暖意，让她在转转折折

中，无论人生的哪个阶段，又身在何方……看见上帝同行。

“路径有脂油”—— 诚然！

                       晨砚
                                             文桥传播中心文字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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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想，如果那年夏天，我在英国收到香港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而决定回港，我的下半生会不会重写？

结果当然是我继续留下来，入纽卡素大学、工作、

结婚、作了两名孩子的妈妈，然后辗转又回到东方社会居

住。

初到马来西亚，与华文再次接触真是乍惊乍喜！摊

开报章阅读华文时事新闻、副刊经济都给我一种“他乡遇

故知”的感觉，在书店内触目所及架上一排排的中文书籍

也带给我极大的喜悦。

常觉得语言文字有着特殊的魔力，除日常沟通，记

录事情历史，提供资讯娱乐，还可以令人舒缓情绪、净化

心灵，茫茫人海，竟然有人写出你心中的话……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用文字写下，互相分享，彼此鼓励，消

自
序 《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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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阂一一无论是纸笔或电子书写，阅

读或写作都是令人兴奋震撼的事。

想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用的就是语言一一起初神创造天

地，地面一片混沌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创世记》

记载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用祂的话语，层次分明地形成

了，语言既有生命，更有大能，先知以赛亚说过：“草必

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又

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土地，使地上发

芽结实……我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

悦的。”深信上帝的话决不徒然返回，祂会用自己的语言

滋润人心、成就祂喜悦的事。

写作的过程常要翻阅思考经文，令我与上帝更加亲

密，有时在创作上面对瓶颈，祷告后必电光火石，另有一

番领悟，毕竟祂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我的

意念！



1616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大多曾刊登在本地华文报章，第

三章“在地如在天”纪录了我在英国所见的人和事及在大

马的生活；第二丶四章是日常家庭生活点滴；第一章属游

记，时间由千禧年初至今，跨越20年！地点从香港、英

国、澳洲到大马，或在地球某一角落……

走过好些地方，发觉尽管不同国家、种族、历史、文

化及民情，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祂美丽的

创造一一秀丽风景、万变天象、周遭的人和事、圣经的每

一句话，都是上帝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南来北去，由东至

西、地球这端到那端、黑发与白发，对祂而言，是何等微

小和瞬间的事！而不论何时何地，上帝都与我同在，蓦然

回首，发觉一切并非偶然，主一直亲手带领，《诗篇》65

篇上帝应许“将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

油！”上帝多年来给我的眷顾，想必降临到每一个祂的儿

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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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文桥传播中心黄子、晨砚在写作上给我的鼓励，

晨砚及堂兄思源帮我写序，特别是晨砚仔细审阅我每一篇

文章，加以指导；文桥文字部同工怡倩、美术部绍远、诗

琴等的协助，真是感激不尽。

又特别感谢我的家人外子宏礼及孩子，谢谢他们的鼓

励及支持。

荣耀都归与上帝！

                                                章语惠
                                                           二〇二〇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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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游戏

假期中去了福隆港（Fraser's Hill）几天，同行的还

有朋友几家人，大大小小一行十多人挤住在一间独立洋

房內。屋的前后都是青青草坪，种满花卉，吊灯笼、海

棠、牵牛等，还有一丛丛平地不常见的芍药，深红淡紫，

绰约多姿。屋子很宽敞，地上鋪了地毡，人踏其上，地

毡下面的木地板发出“吱嘎”声响，令我想起在英国的日

子。

由于山庄最初是英人发展的，所以风格上仍遗留英

国色彩。我们四处蹓跶，欣赏各

有特色的建筑物，清晨到山

中 远 足 ， 看 着 山 岚 烟 雾 从

身边拂过，又戏水于瀑布

前，让清凉的泉水洗去身

上的酷热。夜来孩子们在

院子里玩灯笼，我们把不

同形狀颜色的灯笼晾在衫

线上挂成一行，在星空闪

烁、凉风习习下静听虫鸣

鸟叫、喝茶聊天，十分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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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道 是 谁 带 来 了 “ 现 金 流 游 戏 ” （Cash Flow 

Game）是《富爸爸丶穷爸爸》一书作者罗拔·清崎发明 

的游戏，规则是要各人抽签选定一个职业：教师丶秘书

丶医生丶律师等，参加者根据职业每月获得一定的入息

与支出，又按自己的收支作投资。游戏目的，是看谁能

在最短时间内赚取足够的投资入息以应付日常开支。假

若投资入息高于日常开支，便可从Rat race转移到Fast 

lane快线上，快线上的人不受困于正职，所以会有较多

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银码的上落自然是更大，各项活

动也更刺激。

于是我们便在这远离尘嚣的深山中玩起这不忘世俗

的游戏。夜已深，孩子们相继睡去，剩下我们聚精会神

地为自己谋求出路，几杯咖啡下肚，到午夜时分，各人

都先后从Rat race走了出来，但都无意在快线上角逐了。

看看战果，不知道是否巧合，发觉先走出来的都是 

“入息中等”的人，越是高薪厚禄，在Rat race中耽得越

久。我们相视而笑，一人道：“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希望自

己是后者，谁不知只是在Rat race内打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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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人说：“游戏中的人立意要从Rat race里走出

来，令原本充满压力的生活更添压力，假如能夠随遇而

安，生活不是应该过得从容惬意些？”

又一人说：“现实生活中那有这么多刺激的机会？”

我想他是指游戏中我们常会遇到买卖楼宇股票，动辄

可以赚取丰厚利润的各种投资，一人接嘴道：“但人们却

以为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常有人被骗。”

“节奏也太快了！”说这话的是阿安，我们同情地看

着他，现实生活里育有两名幼儿的他，在游戏中却有了三

个已经嫁娶的孩子，倒真是快了些！

还有一人说：“游戏中的人生活规范里只有金钱和知

识，没有上帝作依傍，总觉得凄凄惶惶，无所依归。”

众人都颔首表示赞同，大家在欢笑声中一起晚祷，然

后各自归寝，这也许是我们山居数日所得的一个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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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游缅甸仰光，除了参观城内著名的几个景点，导游说

非要看看当地出产、驰名世界的玉器和红宝石不可，于是

在旅程最后一天的下午，我们一行人等便来到宝石切割工

场和零售部。

在途上，团友便开始议论纷纷，讨论怎样才可以挑

到一颗上好的宝石，例如钻石要看4C，玉要碧绿无瑕，

红、蓝、绿宝石不单要色泽美丽，还要璀璨够火……当旅

游巴士把我们载到宝石工场时，众人便一哄而散，急急去

寻找他们心中的宝物。

我往就近的柜台走去，台后的店员笑容满脸地和我打

招呼，并拿出一盘红宝石手饰，尝试以最流利的英语吿诉

我那是缅甸出产、全世界最高素质的鸽血红宝石，我一看

果然颜色鲜红如血，晶莹璨亮，她问我喜欢吗？要买吗？

我笑笑摇摇头，她大概以为我嫌价钱昂贵，于是又拿出一

盘较小的红宝石手饰，继续为我介绍……之后我又到了其

他部门，看了各种不同颜色的宝石玉器和半宝石，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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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员都说是Best quality！Best quality！买了这个后便

不用再买其他的宝石，因为都给比下去了！

走了一会我便觉得双腿酸软，一天的旅程令我疲倦

不已，強烈的灯光也令我头昏目眩，于是我索性在店中

央的沙发坐下。这时店外有一辆旅游巴士停下，湧入另

一批游客，立即向各柜台冲去，好像急于要把囊里的钱

财换成心目中的稀世奇珍——惊叹声、欣羡声、讨价还

价声便从四方八面响起。

我不禁忖想人之所以这样焦急，是因为他们对这

些宝物心仪已久？觉得拥有它会带来满足及喜悦，又或

者出于自己“过客”的心态？机会一晃而过，各人都希

望在短短的旅途中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以致有点急不

及待——想来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在人生的市集匆匆

而来，急急地去，不知道该把仅有的资本筹码作些什么

交易：功名利禄、才智学问、爱情亲情友情、美丽或财

富，那一样值得我们倾囊而换？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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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己也曾有这样的挣扎，在人生的市集里盘旋往

还，正当我因极度疲倦而要放弃时，上帝却以祂巨大的手

攫住了我，把我带到可安歇的地方，说：“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你得安息。”真理在怀，我便不用再寻寻觅觅，苦

苦追求，像圣经里记载在井边与耶稣对话的撒玛利亚妇人

一样，喝了生命之泉之后便再也不口渴，又像卖宝石店员

所说：“有了这件宝物，你就不用再找其它的！”

诚然，《以赛亚书》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

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

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

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

从店里出来时，有人脸露喜色，如获至宝；有人略

带懊恼，几分失望，而一种饱满充实的感觉却在我体内升

起，悠悠然漫延开来。

“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的

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圣经

“寻珠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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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日本之行对观赏樱花是充满期待的，原知道它的花

期不长，心中很是渴望在逗留短短的数天内能一睹它的

风姿。

果然不负所望，旅程的第一站，在奈良的鹿苑内，

除了可与数百头野生梅花鹿作近距离接触、喂食拍照

外，最令人雀跃的莫过于能亲眼目睹园內众多的樱花。

樱花有异于其他的树木在于它先开花后长叶，只见园内

的樱花树上满是花朵，远看白濛濛的一片，近看花瓣呈

白色，花心却是淡淡粉红；集结成球，串串纍纍，令枝

桠仿佛有点不胜负荷。微风吹过，樱花微微晃动却不落

下，因为花正盛开，要在枝桠上展耀多一会它的生命力

和风姿吧！

中 午 时 分 在 园 内

一间位于二楼的餐厅午

膳，从大片落地的玻璃

窗户便可看到窗外碧绿

茵茵的草地和樱花；吃

的是传统日式烧烤及火

锅，无论主菜或配菜，

甚 至 容 器 无 不 颜 色 美

丽，配搭得宜，嘴巴和

眼目都饱飨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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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把鹿苑内一株株盛开的樱花比喻为清新可口的

前菜，那么大阪城堡公园內的樱花便是令人目不睱给、

丰盛的主菜了。从停车场徒步至城堡，只见两旁夹道均

是樱花，密密麻麻的，只有几丝阳光从云端透下，像是

为游人掀开了最瑰丽温柔的天然帐幔；不单是行人道，

连河的两岸无不是樱花，那种铺天盖地的气势令人一改

樱花只是娇柔无力的感觉。

走了一会，天色开始暗下来，但赏樱的人依然络

绎不绝，时有三三两两梳着传统发髻、身穿颜色鲜艳、

图案美丽和服的少女走过，或撑油纸伞，或挽布制小手

袋，脂红粉白，笑语嫣然，与恣意绽放的樱花相媲美，

构成极悦目的春游图。

翌日乘车到位于金泽的兼六园，由于是北上，天

气较凉，原途所见大多是含苞的樱树。兼六园是日本三

大名园之一，所谓“兼六”是取自宋朝著名诗人李格非

所写的《洛阳名园记》中兼备“宏大、幽邃、人力、窗

户、水泉、眺望＂之六胜而命名。园内也有一些早开的

樱花，但大部分都是只有满是花蕾的樱树，在晨光中仿

佛向人们宣示他们昂然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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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樱的最后一站是东京上野公园，既是日本三大公园

之一，也是赏樱热点，甫入园內只见两旁夹道的樱树全都

长满细长的叶子，一片葱绿。在园內漫步，偶尔会看到一

些仍有花的树，但都凋谢得七七八八，花瓣在地下铺了点

点棉絮般的白。虽然是花季之末，却仍有大批游人，或在

树下铺席野餐，或扶老携幼在还有花的树旁拍照。

想我们这次赏樱之旅可算是十分合时，先在奈良大

阪亲睹满开的樱花，体会到什么是风华正茂、花繁似锦；

在兼六园又看到了它含苞待放的风韻，及后在东京的落红

片片，韶华胜极—— 虽不是顺序，但都见证了樱花生命历

程的三个重要階段。记得游富士山时，导遊说富士山是世

界上自杀人士的第二选择（首选是美国金门大桥）。又最

近“安乐死”议题因在某些国家得以合法化而为城中热

话，种种原因令人选择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禁令人

叹息。

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

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收割）也有时……” 

——赏樱之旅令我们体会到，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樱花都

不会为我们早开，无论科技如何先进，也不能令花朵在树

上多留片刻—— 花开花落、日升月沉，四季递嬗、生物繁

衍枯荣，都是在上帝的掌控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各

按其时，成为美好。”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就学习怎

样相信衪，接受祂的带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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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

游中国长江三峡，约200公里长的航程就如一幅延绵

不断的山水画，人在其中，除了饱飨秀丽的景色，更可重

温历史，带给心灵如江水一波又一波的震荡。

从宜昌逆流西上到重庆，五日四夜的行程，船内船外

风光各有精彩——除房间略为狭小，船上有很多宽敞让人

休憇的空间。食物中式西式种类繁多，大快朵颐之余，还

有各项节目讲座、歌舞时装表演、书法国画班等等让乘客

随兴参加；小孩子有负责人带领，在甲板上踢球、学放风

筝……

不过美景当前，乘客大多爱坐近船头或窗前，一边闲

聊，一边欣赏两旁的青山绿水。导游沿着游轮到达的地方

按时讲解，除介绍著名景点，并解释三峡工程主要有防洪

作用——在长江上游兴建水库储水，因暴雨引致的大量洪

水，就会调节而不尽往下流，困扰中国数千年的水患也因

此纾解，降低民瘼，也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游船经过的第一个峡是三峡中最长的—— 西陵峡。西

陵峡自古以来以滩多水急、泡漩汹涌而见称，许多船只都

在这里葬身洪涛，以致有“三峡千古不夜航”之说。三峡 

工程成功截水后，长江上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从

船上往外望，见两旁青山不断，河水舒坦平阔，不复急流

险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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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描写的就是三

峡中的第二峡——巫峡的景色， 据说这区雨量多 、湿气

重，两旁峡多且高，湿气久久不散， 故形成了天下闻名

的巫山云雨。在烟雾缭绕中只见神女峰傲然屹立，建水

坝后，三峡蓄水深175米，神女峰蓄水位将上升50米，是

众多景点中受影响最少的一个。

瞿塘峡只长8公里，以雄伟险峻著称，部分河深只

一、二百米。蓄水之后瞿塘峡的景色变化较大，在绝壁上

凿出来的古栈道很多都被淹没。有人引李白《长干行》

诗句：“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提问小媳妇送别夫

君滟滪堆礁石所在，导游回答由于礁石位于峡口，阻碍航

运，已在1960年代整治河道时被炸平，资料图片将会在

正筹建的三峡博物馆内供人参观凭吊！

航程的尾声，游船来到三峡的起点，这是唐诗“朝辞

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里所提到的白帝城，也是

《三国演义》刘备临终托孤的地方，一时间小时候所听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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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都纷纷涌现脑际：桃园三结义、煮酒论英雄、曹操

夜宴长江赋诗、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等等……几许英雄人

物，多少风云事迹，都随着时间的消逝而灰飞烟灭；滚滚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难怪词

人对着滔滔江水，会有这样深的彻悟和慨叹！

游长江，无论是想起古时的人与急流险滩搏斗，抑

或是见证现代人在万里长江上兴建大坝，都显示出人类与

大自然的或抗或相和。在巫峡瞿、塘峡一带绝壁上停放了

一些棺木，这就是有名的“悬棺”了。据导游解释，这是

3500到1800年前巴蜀地区的人留下的遗物，曾有一段时

期，峡中可看到几百个悬棺挂在崖上。导游要众人猜测巴

人这样做的原因，有人回答说是防遗体被水淹；也有人说

把棺木放得高高在上，是尊敬之意；但更多人认为是希望

死者能更接近天国——遥望那些古老的墓穴，心想人类渴

望寻找天国的愿望，竟是千古相同。

不禁为自己因相信耶稣而将在天国占一席位而感到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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