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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蠻向文明宣戰 

洪丕柱 

星 期五晚上，正是文明社會的人們去飯館吃飯、在酒吧喝酒、

上音樂廳聽音樂、去體育場看比賽，享受文明的周末的時候，

從野蠻社會的陰溝裡爬出來的恐怖野獸卻有 預謀有組織地突

然在巴黎進行了全方位遍地開花式的恐怖襲擊和自殺爆炸。

三組恐怖份子在六個地方同時進行了七次恐怖襲擊。他們像

瘋狗一樣朝無辜者開槍，造成 129 人死亡，352 人受傷，其中

99 人重傷，傷員中有一名澳洲人。共有 8 名恐怖份子被擊斃，

警方認為所有的襲擊者均已死亡：或被自己炸死，或被警方

打 死。IS 在第一時間就在網上用阿拉伯文和法文發表聲明稱對此次恐怖襲擊負責。聲明並譏笑法

國參與對 IS 的空襲，說它對巴黎腐朽的街道里弄無濟於事。 

在巴黎北部聖但尼(St Denis)國家體育場，八萬名觀眾正在觀看法國隊對德國隊的足球賽，總統奥

朗德的也在觀看。上半場尚未結束時，場外突然響起兩次爆炸聲，炸彈在體育場入 口處爆炸，響

聲之大壓過了觀眾為球隊加油的喊聲。後來發現是自殺炸手企圖帶炸彈衝進體育場的入口處和附

近的麥當勞餐廳，炸死兩人，自殺炸手也身亡。奥德朗 在保安的保護下離開足球場，但觀眾仍秩

序井然地看完這場法國以 2：0 戰勝世界冠軍德國的比賽（在上屆巴西世界杯比賽中，德國在四分

之一决賽中以 1：0 擊敗 法國）。據體育場入口處保衛人員回憶，他們拒絕了一名疑似穿有炸彈

式背心的人入場，否則傷亡會不堪設想。 

在巴塔克蘭音樂廳（Bataclan Concert Hall）的重金屬音樂會亦遭到了恐怖份子襲擊，三名穿緊身

黑衣黑鞋的恐怖份子持 AK-47s 機槍一路向所經咖啡館掃射，最後衝進音樂廳。正是在歐洲作巡 

回演出的美國“死之鹰金屬樂隊”即將開演之前。他們扣押多名人質，高呼真主偉大，並說你們去

責怪奥朗德吧，然後將人質一個一個擊斃，或將爆炸物扔進人質群 裡炸死他們，音樂廳變成了死

亡廳，殘忍程度令人髮指！共有 89 名聽眾殞命。警察衝進音樂廳時，恐怖份子引爆身上綑綁的自

殺炸藥帶炸死了自己。所有恐怖份子 都穿有裝填自殺炸藥的背心，這是恐怖活動的新手段：殺死

儘量多的無辜者最後自殺而不被俘獲。 

在塞納河右岸的繁華地區，第三組恐怖份子從小柬埔寨餐 館（Petit Cambodge Restaurant）外用克

拉斯尼科夫自動步槍朝餐廳内的食客開槍，打死 11 人。餐館離年初遭受恐怖襲擊的《查理周刊》

漫畫雜誌社不遠。他們並在其他四 個襲擊點，包括伏爾泰大道的餐廳和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re）附近的購物街分别殺害了 1 至 18 人。這組恐怖殺手也在警察趕到時引爆身上的炸藥自殺。 

法國總統奥朗德下令立即關閉邊境。他用顫抖卻堅定得聲音發誓法國會無情反擊，並會加强對 IS

轟炸的力度。他在電視中告訴人民，内外配合的恐怖份子正 在巴黎各區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程度發

動了對法國的有計畫、有組織、有準備的戰爭，但他們應該知道，法國不會被嚇倒，不會在攻擊

前屈服，在恐怖份子襲擊面前， 全國人民定會更堅強團結。他宣佈法國進入緊急狀態，說我們已

動員了所有力量。他並宣佈三天哀悼期，宣佈將全國警戒狀態提高到最高級別，包括宵禁。政府

已出 動三千名士兵在街頭巡邏，幫助维持巴黎的治安。 

市長辦公室發出通知要求巴黎居民保持冷靜，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當局仍在全城搜捕可能的同黨。

女市長伊達格（Anne Hidalgo）說聖戰份子襲擊的地方是巴黎人鍾愛的地方，是他們慶祝多元化

的地方，是不同人士共同熱愛的地方。她說，恐怖份子襲擊這些地方，正是因為他 們無法忍受它

是人們可以共處的優秀例子。 巴黎人對恐怖襲擊表示震驚、厭惡但不驚慌失措。人們顯示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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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人在巴塔克蘭音樂廳附近的醫院門外排隊向傷者獻血，音樂廳外的人行道上擺滿鮮花。一名

孤 獨的吉他手在唱著列農（John Lennon）的和平叙事歌《想像》。 

事件發生後歐洲各國都提高了對恐怖襲擊的警戒。比利時當局周六對布魯塞爾周圍地區進行搜查，

逮捕了三名同巴黎襲擊案有聯繫的疑犯。在一名恐怖槍手屍 體旁發現的叙利亞護照顯示護照持有

者上個月剛從希臘某島嶼隨成千上萬叙利亞難民進入歐洲。在自殺炸手身上共找到兩本敘利亞護

照，進行指紋檢查後發現兩人都 是通過希臘隨難民進入歐洲的。我曾說過梅克爾的仁慈會被恐怖

份子利用，“難民”中肯定混有 IS 份子，看來並没說錯。梅克爾應該吸取教訓了。現在德國也加强 

了對邊境的檢查。波蘭的歐洲事務部長說，鑒於巴黎襲擊，波蘭不會遵守歐盟關於要波蘭接受難

民的計劃，除非它所接受的是作了“安全保證”的人。我覺得波蘭做 得對，為了自身安全，歐盟各

國都應讓每個“難民”作出這個書面保證才能接受。希臘警方近日檢查了 14 集裝箱難民托運的“人

道援助品”，發現其中兩箱標明傢 俱的集裝箱裡全是槍枝彈藥，共有 5 千多枝槍和近 50 萬發子彈！ 

巴黎恐怖份子中發現一名法國長大的 20 歲的穆斯林。本地長大的穆斯林恐怖份子是最防 不勝防

的，英、美、澳的恐怖襲擊中都有本國長大的恐怖份子參與。這說明接受穆斯林難民需要處之以

極大的謹慎，也說明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教的神職人員中普遍存 在對青年灌輸極端思想者。 巴黎恐

怖事件激起全世界的聲討，因為恐怖份子是在對全人類宣戰。全世界都在哀悼巴黎死難者。在阿

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紀念碑運動場進行阿根廷對巴西的世 界杯資格賽前，成千上萬觀眾同球

員一起起立为巴黎死難者沉默一分鐘。星期六晚，世界各大城市的大樓上都出現了法國國旗的紅

藍白三色的燈光，表示對法國的支 持。凱旋門變成了三色門。還有悉尼歌劇院、大鐵橋，紐約的

自由女神雕像，美國的白宫，俄國的克里姆林宫，上海的東方明珠電視塔也都變成了三色。上千

澳洲人 在悉尼的馬丁廣場冒雨舉行燭光集會，悼念巴黎受難者。這幾天澳洲全國各地包括布里斯

本和黃金海岸都舉行了悼念死難者和支援法國的活動，教堂對死難者舉行追 思禮拜。 

IS 恐怖份子最近發瘋似的到處濫殺無辜：上個月土耳其首都安哥拉有一百多人死於自殺爆炸，上

星期四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兩名連環自殺炸手炸死 43 人，炸傷兩百多人；上星期五在伊拉克首

都巴格達和公路邊也發生兩起爆炸，共炸死 26 名什葉派穆斯林。10 月 31 日 IS 在埃及西奈半島的

分支自稱炸毁了一架 俄機，炸死 224 人。這是因為它最近連續遭受重大打擊和挫折，庫爾德軍在

伊拉克的戰略城市辛格（Sinjar）發起攻擊重新佔領這座城市，美國說它的空襲 可能炸死了 IS 的

首領之一恩瓦兹（Mohammed Emwazi）。 

澳洲總理藤博發佈書面聲明說“我谨向法國人民表達深切同情，值此可怖的時刻我們思念他們並為

他們祈禱。面對恐怖主義，自由會自行站立起來，在法國人民回應野蠻的恐怖襲擊的今晚，我們

向法國人民致敬並同他們並肩站在一起、團結戰鬥。 

美 國總統奥巴馬發表聲明說“這種恐嚇無辜平民的襲擊不僅是襲擊巴黎，不僅是襲擊法國人民，

也是對全人類和同我們共享的普世價值觀的襲擊。我們準備好對法國政 府和人民提供無論何種所

需的援助。法國是我們最長久的盟友，法國人民多次同美國人民並肩作戰，我們明確表示我們將

在反恐和极端份子的斗爭中共同戰鬥。巴黎 本身代表了人類進步的無時間限制的價值。認為能恐

嚇法國人或他們所立脚的價值觀的人完全錯了。美國人民從法國人民對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

中吸取了力量。 我們在這場悲劇中再次被提醒，自由、平等、兄弟情谊不僅是法國人民深切關注

的價值，也是我們共享的價值。這些價值能承受今晚幹下了罪惡勾當的任何恐怖行動 或仇恨思維。

我們將盡一切努力同法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一起將恐怖份子繩之以法，擊破殺害我們人民的恐怖網

絡。’ 

鑒於巴黎恐怖事件，有人提出應將反恐作為在土耳其召開的 G20 峰會上的首要問題優先討論。同

時即將在巴黎召開的 2015 年全球氣候變化峰會的保安措施也會變成嚴峻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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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襲擊後的國際反恐局勢 

洪丕柱 

 

巴黎恐怖襲擊之後，法國警察和部隊聯合，連日在巴黎等地對恐怖份子的可能據點進行一系列大

規模的搜查，包括體育場附近的聖但尼斯區。據《華盛頓郵 報》報導，在搜查中參與巴黎恐怖襲

擊的在逃的第八人，還有恐怖襲擊的策劃人阿巴無德(Abaaoud)兩人均被打死。另有一名女自殺炸

手(阿巴無德的表 妹)引爆炸彈自殺。五名男女恐怖嫌疑份子被抓獲。這次行動在凌晨四點半開始。

三輛軍車一百名士兵協助警察行動。在該區的一座公寓樓裡，恐怖份作了頑強抵 抗，同警察進行

七小時的交火，期間至少發生七次爆炸。此次行動挫敗了恐怖份子正在策劃的另一次襲擊巴黎商

業區的行動。 

與此同時，法、俄、美加緊了對 IS 的打擊。法國第一時間就空襲了 IS 的基地，國際反 IS 聯盟的

其他國家也不斷轟炸，三十多名恐怖份子被炸死。法國總統奥朗德並主動表示願同普京合作，建

立打擊 IS 的聯盟。 

最新的一系列發現使普京無法否認俄機是被 IS 炸毁的：調查組在俄機殘骸上發現了炸藥的痕跡，

所以飛機毁於機械故障的可能性已經排除；黑盒子裡紀錄的 聲音據專家認定 90%是炸彈爆炸聲；

埃及當局已拘留了兩名機場員工，他們涉嫌將爆炸物放上俄機；IS 的在線刊物登出一個

Scheweppers Gold 的黄色波蘿汁罐頭和一些引爆物的照片，說炸毁俄機的炸藥就是裝在這樣一個

家庭作坊用罐頭製成的土炸彈裡的，這種罐裝飲料在埃及市場上有售。它還說 原來要把這個炸彈

放到某參與空襲 IS 的國家的航班上，但鑒於俄國參與了對 IS 的空襲，就讓俄國為它的不當決定

付出代價吧。 

鐵的事實使普京的思想發生了轉變。11 月 17 日普京终於宣佈俄機是 IS 炸毁的。他召開开外長、

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安全局長會議，發誓要加强打擊 IS 的力度。他說：不要抹乾我們心中的、

靈魂裡的眼淚，讓它永遠留在那裡！不管他們藏身何處，也要找到他們加以懲罰。普京並下令加

强俄國的保安措施，懸賞 五千萬美元，給能提供信息者，如果該信息能導致抓獲負責策劃炸機的

人。我想，原來是想在轟炸 IS 上搞搞局的普京，讓 IS 這樣一炸，看來他現在要動真格了： 俄國

空軍一舉炸毀了 500 輛 IS 的運油車和它的煉油廠以切斷它的經濟來源。 

此外，16 日在土耳其召開的 G20 峰會上，普京突然同奥巴馬在各國首腦合影前的茶歇時舉行了一

次並未事先約定的二十分鐘的臨時性非正式會晤，只有美 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思女士和一名俄文翻

譯參加會晤。雖然這個臨時會議算不上是促膝談心，但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兩人都附身向前，臉部

表情帶有某種熱切。儘管會晤 内容没有披露，這個會晤本身的意義就足以令人浮想聯翩，因為美

俄是否會在對抗 IS 上進行一定的合作。大敵當前，其他分歧如烏克蘭問題等是否會暫時擱置一 

邊？當然合作的阻礙還是不少，特别是阿薩德的去留；要麼勸阿薩德下台，要麼要他同叛軍組成

聯合政府，要麼讓叛軍參加 18 個月後的大選選出新政府。這有點像 二次大戰時蘇美這兩個不相

容的國家能組成反法西斯聯盟那樣。 

不過阿薩德也實在不像話，是否普京會考慮因反 IS 而把他當負資產甩掉也不得而知。因為俄機被

炸毀後普京對 IS 的仇恨變得實實在在了，所以能同情 巴黎恐怖襲擊，克里姆林宮同白宮一樣打

上了法國旗的三色燈光，俄國人民對法國人民也同病相憐，深表同情；法、美、俄有可能結成反

IS 同盟，哪怕是臨時、短 暫的。但阿薩德卻在巴黎襲擊的第二天不識事務地亂放厥詞，說法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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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因為這是它錯誤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這種政策令恐怖主義擴散，奧朗德不聽我們對歐洲的 警

告，他應吸取教訓改變對 IS 空襲的政策了。完全顛倒了因果和是非。言下之意俄國也是活該，不

該空襲 IS 的啦？而在中東，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對巴黎襲擊表 示驚駭、憤怒和强烈譴責，包括

沙地烏阿拉伯、阿聯酋長國、卡塔爾，甚至連哈馬斯和阿薩德的支持者伊朗都參與譴責，說明阿

薩德是如何孤立。阿之所以這麼說， 是因為法國明確要他下台，奧朗德說阿薩德不能成為解決敘

利亞危機的一份子。阿薩德經常指責西方和阿拉伯國家，並斷然拒絕同西方合作對抗 IS，因為西

方支持 要他下台的叛軍，所以阿薩德已成為國際抗擊 IS 的絆腳石，這就是為何我說他已成了俄

國的負資產。 

現在出現了這樣一個多元方程式：阿薩德為了保自己的統治，反對叛軍，視 IS 為同盟軍，視西方

為仇敵，視俄國為支持力量；俄國為了自己在叙利亞的利益 支持阿薩德，幫助他打擊叛軍，但為

了使自己的行動變得有理，同時也轟炸 IS，卻不料招致 IS 的報復，損失慘重，現在比以前更想狠

狠懲罰 IS 了；各叛軍組織 本是反阿薩德的獨裁統治，不料起先由叛軍面貌出現的基地組織的分

支後來演變成殘忍的 IS，佔領他們的地盤，構成對他們的威脅；IS 又佔領伊拉克大片土地， 迫害

庫爾德族，使庫爾德人和伊拉克奮起反擊 IS；西方各國出於反專制獨裁的理念支持叛軍，又出於

痛恨反人類的法西斯殘暴手段濫殺無辜，以及對伊拉克的支持 而對 IS 實施打擊。這个方程式的

解只能是阿薩德下台，所有其他力量組成廣泛的聯合戰線，共同打擊 IS，捨此無解。這當然對叛

軍、庫爾德族、伊拉克和周邊鄰 國都有好處，但如何照顧其他各方利益，如俄國，就要看是否有

政治大智慧來解決了。 

剛才說到俄軍炸毀 IS 的運油車和煉油廠，這是一步狠棋，切斷它的經濟命脈，也是盟軍已在做的。

美國已多次轟炸了 IS 的油車車隊、煉油廠和輸油管。 IS 很有錢，擁有幾十億美元，是最富的恐

怖組織，所以有持無恐。它的錢大部份來自所佔領的伊拉克和敘利亞的油田：60%的敘利亞和 10%

的伊拉克油田、輸 油管和煉油廠等，擁有每天 35 萬桶的生產能力。它實際每天生產 10 至 12 萬

桶原油，能賺取二至四百萬美元，每年收入五億以上(500 美元就能賣到一支 AK-47s 機槍)。在盟

軍轟 炸下，現在只能生產四萬桶。它將部份原油賣給阿薩德政府，其他的用運油車將油經一條秘

密通道運往土耳其邊境的黑市油收購處廉價(每桶 40 美元以下)出售。 現在美國已開闢了反 IS 的

第二戰場；斷它的財路，除了炸它的運油車、煉油廠和輸油管，也炸這條運油通道。IS 還曾從伊

拉克的銀行裡搶走過大量現金，去年又 在攻佔北部大城摩蘇爾(Mosul)後掠奪了大量資產。此外它

還像黑社會一樣無惡不作：走私、偷運、對佔領區百姓和生意敲詐、收刮、“徵稅”、綁架、掠奪 

農民種植的作物、販賣婦女成為性奴隸、攔路搶劫，都是它的財原。去年光綁架就取得二千萬美

元。 它的錢財大多以一些個人戶口存在銀行，就像一個組織良好的犯罪集團，要確定這些戶口很

不容易，要從檢查可疑戶口的進出帳目做起。 

巴黎恐怖襲擊後，美國出現了一個自發的匿名黑客小組向 IS 宣戰。他們將一部錄像放上 you tube ，

說要用他們的專業技術公開挑戰 IS。IS 有很強大的在線宣傳能力，進行招募、籌集資金、出版刊

物，通過 Twitter 對數以千百計的穆斯林青年進行極端 思想洗腦。匿名黑客們催毀了 IS 數以千計

的 Twitter 戶口，黑掉了它幾百頁的網上宣傳、募捐、招兵資料。這是目前國際反 IS 的一條新的

策略。 

巴黎襲擊後，抗擊 IS 反人類的極端恐怖組織的正義鬥爭正在軍事、經濟、科技各條戰線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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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天下女人心 

白 蓮 

 

近二十年了，我属典型的居家妇，一心致力于照顾家人， 坚守果菜不可久置于冰箱，冻肉不可食

的原则， 几乎天天跑去超市买新鲜，满脑袋皆是孩子衣食住行，也许无意中便忽略了个人情感的

需求吧。 

不久前在微信上读了两篇文章，同一作者，题目分别为［忆顾城与谢烨：一纸深情为子书］，和 

［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本人虽才疏学浅不好对文章妄加评论，但仍想以做女人的另一角

度啰嗦几句，先从文中 ”不留雪泥鸿爪“ 说起。 

有时会神质兮兮的认定自己是自北宋年间托生来的，因为对苏轼极为仰慕，所以读到”雪泥鸿爪“，

自然会想起文豪《和子由渑池怀旧》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

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还有另外四句，感慨人生变幻无常，所向莫测。 

从两篇文章中女主人公的 “忍负与承担”，我联想张学良原配于凤至，蒋介石发妻毛福梅，都是女

长男三岁，男的十五岁即遵奉父命成家。毛福梅生了蒋经国后早年死于非命。于凤至活到 93 岁高

龄，年轻时成全赵四小姐同自己丈夫同居，狱中陪伴张学良，后因患乳癌赴美就医，直到逝世，

坚守生是张家人，死是张家鬼。 

女人是明白还是糊涂呢？不得不提及近代女作家张爱玲，她写尽了人间情爱，那么多的哲言妙语，

实际生活中自己却深受孽情之苦。 

二 十出头清高的她爱上了一个军统特务，在他面前，张爱玲自叙道，觉

得自己”低的像地上的尘埃“，尘埃中居然长出花朵，很快乐。为了这份

快乐张爱玲竟然一再容 忍此男人肆意玩弄自己的情感，这很可能是张爱

玲为什么在自己作品［色戒］里严重违背史实，并在小说里锵锵有力的

声明 “我爱你，关你什么事”。 

我很为电影 “色戒” 里面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打抱不平。现实生活里

的郑苹如 “虽历尽酷刑，在牢房里仍然相貌惊艳”，气质更是过人。她在接近刺杀丁默邨的一系列

行为过程中始终信念坚定，没有丝毫的情感变异。军统特务丁默邨是个肺痨 色鬼，形象远不如电

影里的梁朝伟，张爱玲却将 “下体是通向女人灵魂的通道” 写入“色戒”，让女人终在男人的性爱中

违背人格而萌发了情的感动。 

回到前面说的两篇文章，提到 “除却巫山不是云”，意喻情感专一。 

唐代元稹，考中科举后弃了“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崔莺莺，迎娶高官之女韦丛，但不久岳

父官败，韦丛病逝，元稹纪念亡妻写下［离思］，其中，“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取

次花丛懒回顾, 半缘修道半缘君。”，但不久元稹就环视四处都是水，仰望满天彩云飞了。 

可见，“除却巫山不是云” 对大多数男人来讲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而女人虽将此句认真的引用过

来，但难免一生其实从未到过沧海，浮云飘过也拟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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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名存至今，是因”先生“ 鲁迅，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张学良将军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

如果说朱安本是小脚乡村之女，未曾见过大世面而奉行封建礼数，默守传统妇道，那么于凤至却 

是出洋美国度过了大部余生的，然而二人命运的相似足可以见得还是出自于不凡女性的厚德载物。 

我个人认为如果朱安女士写自传，一定是不同于［鲁迅妻子朱安：一生欠安］一文的，她接受了

自己的命运，对 “先生” 尊崇至极，属德高贤良的传统中国女人，令人敬佩。 

于凤至确是曾经沧海，一生无悔。如果现在的人仅凭表象去判断一个，特别是不同社会时代的，

人的内心，再加以个人主观意识去撰写她／他人思想，实有不妥。 

正如张爱玲的“我爱你，关你什么事”，人只能要求自己须做的事，不可强加于别人。父母包办婚

姻的弊病，若俩人共同承担就顺之情理吗？凡人也罢，无论 鲁迅先生还是张学良，蒋介石，都不

可能因此被禁锢。朱安作为传统贤德女人，深明大义，我想她心中不但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气不平，

反而更多的贤惠孝道。 

若真能与东坡同代，我会情愿做他的侍妾或丫鬟，能与文豪沾边已是莫大荣幸，既是自己的选择

就把美好留在心中。叹哉，惟愿情长久，千年共婵娟。 

我想说，女人的一生，安然于内心的平静，如果一味奢求男人的关爱，欲望会让你的生活难以完

美，情感更要受挫，到头来，终归是自己折磨自己而已。 

  

 

  

那排列队的桉树 

韦 钢 

女儿背上书包上学了，去上学前班。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 

于是，他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项目，每天送女儿去上学。停车场停好车，他牵着女儿的小手走

过一排列队的桉树，再上一个坡便到了教室。天天如此。每一天都是那么明媚。 

后来有一天，他对女儿说：从今天开始，爸爸不送你上去了。你自己去吧。女儿点点头。停好车，

他下来帮女儿整了整衣服，背好书包：去吧。 

女儿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便一直向教室的方向走去。 

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女儿的背景，目送着女儿直到看不见。他依然站在那里望着那个方向，

半响没动。心里感慨：女儿长大了！ 

这是若干年前的事。这个他，就是我。而这件划时代的事在我的脑海里始终就像昨天一样。 

而就在昨天，真的昨天，就是 24 小时之前，女儿通过律师资格认证，正式成为澳洲的一名在册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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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女儿的吩咐，我西装领带穿戴整齐，去参加她的律师资格认证与宣誓仪式。仪式在一个法庭

内进行，庄严肃穆，不准照相。各路人马有序就坐。诺大的大 厅，安静的连地上掉一根针也能听

见。当时针指向预订的时刻，“啪，啪，啪”。侧门外突然传来三声木块敲击声，门开了。全体起

立。三个法官，一个主法官、两 个副法官，在一个手举图腾棍的人的引导下进入法庭。入座后便

直接开始认证程序。没有首长讲话。 

先由具有资格的举荐人起立做举荐陈述。陈述完毕，主法官象征性地与两位副法官商量一下。两

位副法官点点头，主法官便宣布：XXX 你已通过认证，正式成为律师。20 名年轻的新律师一一

通过这个程序。之后是集体宣誓。仪式便结束。 

从法庭出来，大厅里挤满了 20 名崭新律师的家人和朋友。人声鼎沸，人们互相祝贺，合影留念。 

可我脑子里却始终浮现着女儿独自走过那排列队的桉树，走向教室的背影。 

 

  

 

  

“像雲一樣柔軟，像風一樣輕” - 姐姐妹妹舞起來吧 

藍 湘 

 

詩人艾青這樣形容芭蕾舞：“像雲一樣柔軟， 像風一樣輕，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寧靜。” 

日前，在昆士蘭世界舞蹈學院 2015 年匯演晚會上，一段不同尋常的芭蕾表演，

引起了眾人極大的興趣。參演的二十位舞者，都已不是豆蔻年華的少女，他

們大多為人妻、為人母，事業有成，然而都不 是專業的舞者。當晚，只見他

們身穿傳統的 romantic tutu 淺藍色芭蕾長紗裙， 一樣的芭蕾演員髮型和淡雅

的化妝、帶著一樣的自信而歡愉的微笑，走進舞台的強光之下。他們舞步輕

盈，旋轉優雅，不斷變換著動作和隊形，演繹著如詩如夢的芭 蕾故事。一舞

終了，觀眾報以驚訝的讚嘆和熱情的掌聲。 

幾乎每個女孩子在童年，都有過芭蕾紅舞鞋的夢。如今，懷著昔日“像雲一樣

柔軟，像風一樣輕”的夢，這些姐妹走進世界舞蹈學院成人形體芭蕾的課堂。

每 星期一次或幾次，他們在老師反覆的“抬頭、收腹、挺直、開胯、繃腳…” 

的提醒下，接受嚴格而科學的訓練。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每次大汗淋灕的

苦練下，他們學會了芭蕾的基本動作，了解了頭、手、腿、腳和身體的各種

不同舞姿、體 會了芭蕾的基本三要素：開、繃、直，掌握了不少優美的舞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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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終於有一天，她們欣喜地發現：身材挺拔了，腰肢苗條了，肢體柔軟了，站出來自己都覺得

有了 自信。 

共同的興趣更讓姐妹們結成了一個大家庭。大家定期聚會聚餐，或切磋舞藝，或探討人生，還組

織美術、音樂、園藝等專題講座。舞蹈使人健康、優雅、自信、快樂。更多的姊妹們，放下手中

一刻不離的手機，隨著優美的音樂，舞起來吧！ 

 

 

  

旗袍二三事 

新雨清如许 

 

读了许多关于旗袍的文字，总像是走进了《花样年华》里的场景，张曼玉曼妙的身

姿，秋雨冲刷过的小巷，青青的石板路，张开的油纸伞开得像一朵寂寞的花。而旗

袍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却是可触摸到的厚重，而且散发着樟脑的味道。 

我儿时的家里，有一对顶天立地的红木衣柜，柜壁厚得超过我五岁的手长，柜膛大

得可为我捉迷藏时容身。高高的柜脚之间是雕刻精美的镂空格栅，对开的柜门上留

着一个锅盖大的圆形印记，大炼钢铁前那里曾镶嵌着铜垫板和铜拉手。在柜子的上

层躺着祖母的旗袍，蓝锦缎的面子，灰鼠皮的里子，在弥漫着淡淡樟脑香的衣柜里

闪着幽幽的光。 

如果我能穿越到七十多年前，我会坐在村口戏台前的墙垛子上，裹着狗皮褥子看大

戏。那应该是在正月里，飘飘飞雪，被戏台上嘶嘶作响的煤气灯映得五光十色。台

上唱的是龙凤呈祥，预示着来年的风调雨顺；台下八仙椅上坐着我的祖母，脚蹬紫

色毡靴，身着蓝缎面的鼠皮旗袍，双手插在皮袖隆里，祖母的头上应是带了同色的暖帽，就是额

前镶了翠玉的那种。我的想象不是凭空的，祖母在照片里也是这样正襟危坐，端庄祥和。祖母喜

欢看戏，家里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后，我们就不再去邻居家排排坐地看电视了。孝顺的父亲总

是把频道调在戏曲台，祖母看戏含蓄得很，不做声，不嬉笑，似乎一切都已了然于心。我就是这

样看懂了武家坡，大登殿，四郎探母，三岔口，还有挑滑车。 

旗袍在祖母的年代里粘合着一种传统和礼仪，即使出身小家的姥姥出嫁时也是一身大红袍子，只

是那袍子在若干年后给母亲改做了衣衫。小家小户亦讲究行为礼数，我母亲很小就会代理姥姥出

席村里的各式应酬，直至今日我母亲还偶尔说起旧时如何行礼，如何开言，甚至如何端碗动筷子。

此时我想，要经过多少代口口相传的教诲，才使我姥姥这样清贫的女子穿出旗袍的素雅，又有多

少个我奶奶展现了旗袍的内敛。 

我一向不大敢穿旗袍，不是走不出旗袍的婀娜，而是走不出旗袍的风致；不是坐不出旗袍的端庄，

而是坐不出旗袍的含蓄。然而柜子里那件柔软滑润的旗袍总是让我的心痒痒地向往，于是我决定

在我的婚礼上穿一回旗袍。好在那时旗袍还没有被过度消费，否则婚礼上会把我和领位小姐混淆。 

那时结婚礼服多为西装套服，一个婚礼下来新娘以换三次装为好。我想我当时够另类，婚礼从开

始到结束全程旗袍。那是一条无袖长及脚踝的桃红真丝旗袍，金丝盘扣，手工滚边，从左肩到右

膝花团锦簇地绣了一路。那时的友谊商店还是凭护照才能进的，忘了是如何混进去的，但我那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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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就是在店中玻璃展柜里被我一眼看重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衣柜的内容更新了数次，从北京到

新西兰，从新西兰到澳洲，只有这件旗袍一直伴随着我辗转，它承载着我生命里太多的东西，我

没有再穿它，可每每抚摸着它，让它流水般的腰身从指尖滑过，心也就荡漾起来。 

每个女孩都有一个青春的梦，每个女人都有青春的记忆，尤其是东方的女子，若生命中没有和旗

袍有过交集，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些遗憾吧。因为当穿上它的瞬间，你才会感到‘阅尽千帆皆不是,

天长地久夜未央‘，尘封的记忆会慢慢打开，属于你自己的小秘密会像小兔子般突地一跳。如果

你也是和我一样喜欢张爱玲的《沉香屑》，喜欢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那你就穿上旗袍再

读一遍，你一定会有如身临其境，感受到自己的成长。若说岁月如歌，旗袍便是最绵长温暖的那

一段。 

然而，旗袍终究是要像默默观望的过客，注视着街上的人来人往。你无法想象骑单车的女子穿上

旗袍是一种怎样的调侃，即便开叉高及大腿，以便让坐公车的女子可以狂奔，此法可行却好笑。

开车呢？也不妥，身段被拿捏得抡不了胳膊回不了头，何况我开车就爱穿 T恤打赤脚。我时常为

旗袍感到哀怨，直到有一天。 

九十年代初，我去武汉公出，大概一两个月吧。武汉公司接待我的是总经理的秘书 Fanny。Fanny

是一个地道的武汉女孩儿，而那时的外企已经时兴起英文名了。Fanny 好似蔡少芬的翻版，我总

叫她小 Ada。第一次见到小 Ada可以用眼前一亮来形容，除了蔡少芬那标志性的下巴和弯月般的

的眼，最吸引我的是那随意的白底碎花的棉布旗袍，使小 Ada除了拥有蔡少芬有的美艳，更拥有

蔡少芬没有的灵秀。小 Ada 不愧是武汉的辣妹，豪爽健谈又温婉可人，很快就和我熟络起来。充

裕的时间使我们能谈天说地，渐渐地话题就转移到衣服上。小 Ada 见我对她的布艺旗袍赞不绝口，

便提议下班后带我去选几件。 

武汉的春天已很热了，我俩吃完了蔡林记的热干面便向汉正街进发。小 Ada轻车熟路地领我进了

一家小店，里面的布艺旗袍令我眼花缭乱。对比丝绸对着色和印染的挑剔，布艺的旗袍花样繁多，

裁剪也更随意，现在的说法叫改良，介乎于裙与袍之间。难怪武汉满街的女子不管老少，穿着这

布艺旗袍都是那么自然，即不做作也无约束，即使手提竹篮也不失韵味。我虽件件爱不释手可也

是理性地选了三件。一件白底蓝花，短至膝盖上三寸，可与鸡尾酒礼服媲美。一件通身是古朴的

条纹，肩部稍作包裹，配上高耸的发髻应是相当知性了。还有一件纯色亚麻布上不规则地开放着

暗红的牡丹，既不扎眼也不单调，办公室穿最宜。小 Ada的眼神从凌厉到敬佩，我知道选对了。 

第二日清早，女人对新衣的迫不及待使我早早地起来梳洗打扮。公司给我租的公寓与公司有十五

分钟的车程，只不过这个车是三轮车，是当时武汉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单程 5元，清晨坐在上

面可谓凉爽怡然。可我穿着这布艺旗袍坐在上面却别有感触，仿佛置身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十五分钟的时间已把时光倒转，以至走进办公室还没从自我设计的场景中走出来。旗袍真是有些

魔力，能把心里无边的想象勾引出来，纵使再平常的女子，脸上也能闪现出光辉。我想这就是经

典的魅力。 

晚上恰巧又是宴请，吃完了亢龙太子酒轩，乙方又请我们在西式酒吧品酒。小 Ada还是一味的豪

放，大有千杯不倒之势，而我只点了我的最爱的 Margarita来应景。酒的微醺使我的思路跳跃辗

转：我时而想这身旗袍不管是宴请还是休闲都独具妙处；时而又想布艺旗袍的随意与舒适更适合

今天忙碌的女性；小 Ada 快乐地猜着拳让我觉得年轻真好，她身上的碎花旗袍展现着青春的热烈；

而我身上这亚麻布的旗袍也让我从 Margarita里品出几许沧桑，酸甜苦辣咸不正是人生百味吗？ 

如果那夜我只想着‘时光只解催人老’，那今夜，漂泊十多年的今夜，我似乎听到了‘何处高楼

雁一声’。旗袍的味道，让我忽然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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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鳥緣-續八：替 Berty 找伴 

维 和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 Bessi 的返回已不抱任何幻想便開始計畫為 Berty找伴。 

每次乘先生從海外回來休息便利用週末一起出去物色，好像沒多少買鳥者能告知準確的性別。 最

後也就本著不管是何性別能使 Berty有伴為先。 第一次挑選了一隻非常漂亮、全黃色的幼鳥取名

Barry。 由於是 hand-reared/人工一手養大的 Barry非常溫順其性格與 Berty非常相似，它們和平共

處倒也安定。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意識到兩只是同性別。仍然沒放棄繼續物色的念頭。 一次在週

末跳蚤市場我們倆同時被一隻身材魁梧尚具有野性的雞尾鸚鵡所吸引，它的乳白色的兩翅點綴的

深灰色邊更具英俊。 它立刻便成為我們家的成員取名 BB。 當我的手指第一次被它啄破時便意識

到它不是 hand-reared/人工一手養大的。 開始對它存有畏懼，隨著感情的培養特別是它喜歡我用

嘴喂它喜愛的葡萄我們就逐漸貼近了，但它對 Berty和 Barry不友好甚至有點專橫。 那時，三隻

鳥之間從未出現過做愛之舉，所以其性別仍然是個謎。 

BB 似乎沒有長期住紮的意念，一次乘後面沒關好飛

了出去。 我們當時認為會像 Berty一樣會認家再飛回

來，但我們用了整個下午發現了它並看著它落在一戶

後院，然後飛到我們頭頂的電線上與我們對視了整整

一個多小時 終於下定決心飛離了我們。 它明顯是不

想回首但顯然與我們還是有感情的。 

想像它不是 hand-reared/人工一手養大的應具有生存

能力我們也就不多慮了並給予它美好的祝願。 

下期請看我與鳥緣 -續九：Baby Sitting 

 

 

  

玉鲁汝 

傅晓燕 

我站在苍茫的澳大利亚荒原上， 

这片我神往的土地， 

自由和民主的大陆， 

博大到雄占一个大洲， 

自由到独自漂浮在海洋。 

我站在苍茫的澳大利亚荒原上， 

用因特网上的数字来挖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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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的煤炭和红色的铁矿； 

用无边的视野来放牧你， 

黑白相间的牛羊。 

我张大了鼻孔， 

努力嗅出你的荣耀和悲壮， 

我四处张望， 

王子和公主在白金汉宫里携手徜徉; 

自由和民主的河水奔突， 

却冲破了平等和法制的河床。 

故园的钟声还在我的耳畔回响， 

小桥流水涓涓汇入磅砣的扬子江。 

女王的旌旗依旧在联邦的名义下猎猎作响， 

原住民的号角， 

悬挂在博物馆里永作瞻仰。 

玉鲁汝，是你的名字， 

我是来自东方的女瑛。 

用我纤细的手指， 

抚摸你坚硬的粗犷， 

用我黄种人的面颊， 

贴近你 OLGAS 的胸膛。 

而我，却为何感受不到拥抱的力量？ 

玉鲁汝，是你的名字， 

红色的身体映出太阳的光芒。 

我热爱太阳，也热爱红色。 

仿佛爱人的心房袒露， 

日出日落，不变这血染的炙烈， 

千年风化，依旧是热爱的心脏。 

我远涉重洋，漂泊四方， 

只剩下一颗忧伤思念的心儿， 

跳动着希望。 

原来，你就是这地的心脏， 

我可否也化作你的模样， 

永远属于澳大利亚， 

也属于我爱过的每一个人儿，每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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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种幸福 

钟 宏 

 

每个早上 

我都看到 

一轮 

为你冉冉升起的太阳 

 

每个清晨 

我都闻到 

鲜花 

在枝头为你吐露芬芳 

每个夜晚 

我都梦见 

天使 

向你张开洁白的翅膀 

每个黎明 

我都听见 

鸟儿 

在空中为你欢声鸣唱 

今天和昨天 

像 

但却不一样 

每一天 

都蕴藏着一个 

崭新的新希望 

赶快 

把心中的怨恨和不满 

掏出来 

丢进 

阴冷潮湿的垃圾场 

现在 

就化作甘甜的春雨 

去滋润焦渴的家园 

此刻 

就变成温暖的阳光 

去照亮亲人的心房 

再把一颗颗 

尊重与宽容的种子 

慷慨地播在 

每一个人的心田上 

只要肯付出真诚与善良 

幸福 

就会在心中生根、成长 

每一天 

快乐之神 

都将轻叩你的门窗 

 

诗二首 

许雪纯 

一: 淮玉子 

箫曲无渡笃雪寒， 

云波海雾灯塔楼。 

问君檀香莲似尊， 

荷花盛入荷花里。 

     

    

二: 听竹 

夜雨低垂万里遥， 

竹音不似声胜似。 

孤果易食鹊喜桥， 

听竹七夕仙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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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楹花詩歌專欄 

 

紫楹花 
韋鋼 

有情人儿月光下 

不识足底紫楹花 

千朵万朵踏不尽 

来日漫天映紫霞  

 

藍楹花開戲春風 
藍湘 

藍楹花開戲春風， 

一夜滿城紫霧濃。 

遊人紛來為拾英， 

披霞踏靄疑夢中。 

 

赏紫楹 
濮贵新 

紫气春来百姓家， 

万朵楹花蓬勃发， 

风雨过后缤纷落， 

化泥来年再做花。 

   

紫花吟 
蔣海春 

千树万树紫花开， 

风送幽香紫气来。 

转眼缤纷落如雪， 

昆仑山里人犹在。 

紫花颂-和海春 
芝芝 

春日艳阳百花开， 

房前屋后紫烟来； 

满树紫花华舍盖， 

茵绿怡红万户栽。  

 

紫楹花——蓝花楹 
钟宏 

在这十月的黎明 

风儿 

伸出温柔的双手 

悄悄的拨开 

一重重 

淡蓝、淡紫的梦 

轻轻地、轻轻地 

将我从梦中推醒 

窗外的你—— 

头戴女神的桂冠 

闪烁公主的明眸 

你的笑靥 

羞怯了 

紫罗兰的妩媚 

你的肌肤 

弹射出 

蓝宝石的晶莹 

静静的街道旁 

你婷婷玉立 

沐浴 

海风的清新 

陶醉 

晓雾的迷蒙 

湛蓝的天空下 

你婆娑起舞 

摇曳 

新娘的婚纱 

飘洒 

西子的风情 

我欣慰—— 

冬去了，寒风 

没能掠走你的纯净 

我欢喜—— 

春来了，枝头 

如期绽放你的深情 

我赞美—— 

你不屑 

藏身于豪门相府 

却甘愿 

装点在大街小径 

为每一双惊叹的目光 

演绎 

梦幻成真的仙境 

向每一位漂泊的游子 

传颂 

大地春回的诗情 

紫楹花，蓝花楹 

澳洲十月最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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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紫楹花詩六首 
江哲彥 

市花篇 

(布里斯班市花) 

小燕呢喃舞匆匆， 

滿城嫣麗映長空。 

風吹紫英輕飄逸， 

隨河奔流向海東。 

寧靜篇 

天籟寂嫣姹雲紫， 

蟲鳴亦渺幼蟬滋。 

一抹寧靜映宇寰， 

南洲初夏夢穎絲。   

愛情篇 

紫縈連綿落無聲， 

綻放時節盼重逢。 

當初相見恨別離， 

今定與爾踐山盟。 

夢縈篇 

暮靄西沉仙氣紫， 

夜燈光凝夢縈思。 

不是年少多情郎， 

亦作護花集蕊絲。 

  

高貴篇 

天佑君王御嫣紫， 

凌雲雅懿猶絨思。 

樹叢綠野敷花妍， 

軟帽佳人綻愉熾。 

答友篇 

答藍湘前輩詠楹 

藍天無垠貫長空， 

湘鄉萬里夢芙蓉。 

詠思晨起如潮發， 

楹花染紫布市中。 

 

 

  

攝影： 《芭蕾天使》 

韋鋼 

攝於 2015 年 11 月 15 日 - 昆士蘭世界舞蹈學校年度匯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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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協簡訊 

 

協會活動 - 11 月 28 日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與 2015 年 11 月 28 日在 Sunnybank Hills 圖書館會議室聚會。歡

迎四位才華橫溢的新會員。新老會員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逐個自我介紹，互相認識，

暢所欲言。弘揚中華文化、以文會友的協會宗 旨使大家走到了一起。會議預定三小時

。三個小時後大家仍然意猶未盡。 

 

 

協會活動 - 聖誕新年聚餐 

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於將於 12 月份舉行聖誕新年聚餐座談活動。具體安排待定。請

注意通知。 

 

 

徵稿 

《昆州華文》歡迎大家投稿，無論你是否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的會員。稿件題材、體

裁不限。文責自負。以反映昆州華人社會和生活的作品為佳。對於投稿作 品，昆士

蘭華文作家協會保留決定是否刊登的權利。昆士蘭華文作家協會為非贏利性群眾團體

。目前所有投稿均無稿酬。期待您的參與。 

 

 

“一刊兩字” 

由於人手有限，本刊暫不對稿件進行繁簡體轉換。無論作者使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

均原樣刊登。算是“一刊兩字”之首創。對此給讀者帶來的不便我們表示歉意。敬請

諒解。  

 

 

本期編輯： 韋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