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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泉聲幽記」⾃序

在我的⼼中，彷彿有⼀條潺潺的⼩溪，它清澈的流了過去，於是，我的⼼扉打開了，奔
泉般的思維，像無窮盡的湧現了出來，在這冥冥的⼩⾃我空間，似乎有聲⾳提醒我：「寫
吧！盡情的寫吧！那地底下的⽢泉永遠往上冒，⽣命的⼒量永不枯絕，⽤你的筆，去洗滌⼈
間的污穢，使每⼀個⼈的⼼靈清⽩，純潔如天使⼀般。⽽泉聲，就永遠不停的彈唱著美妙的
⾳韻。」

有⼀回，我到⽵仔坑的山間郊遊，我看到⼀條異常清澈的⼩溪，那溪的源頭真的有⼀個
⼤噴泉，那噴泉湧現得像⼀朵花，有⼀種很細的聲⾳，來⾃地底，來⾃⽔的激盪，呵！那就
是泉聲，我發覺，那聲⾳，不祇是⽔花的拍擊，⽽且是我⼼中流露的聲⾳了，那聲⾳是⾃然
的，⾼雅的，純潔得不曾被⼈⼯改造過的，是美妙⽽富有韻味的，當時，我怔在當地，看著
奔泉的⽔順流⽽下，聽著泉聲⽽出神。

「泉聲和我的⼼聲合⽽為⼀，⽽我的思維就是奔泉，出⾃於⾃然，又回到⾃然，不是故
意去加上⾊素的，⽽是從⼼的深處，以⼀種無形的⼒量，奔放了出來，這是最純潔的，如荒
漠⽢泉，最清涼，最使⼈感到真與美的存在。」

「我仍然相信，宇宙間冥冥的真理，我經常禱告，讓光明的真理戰勝邪惡的⿊暗，⽽善
良的終必能站⽴起來，站⽴在⾃由的⼀⽅，站⽴在真善美的⼀⽅。⽽泉聲，彷彿就是我的⼼
聲，也即是我的⼒量，奔泉流過的地⽅，都是聖潔的，光明的，⾃然的和諧。」

「我同樣⼀直的想著，宇宙那麼⼤，山川何等的壯麗，⽽⼈如同⼩⼩的⼀芥⼦，⽽泉聲
在舉世的⼈之中，微⼩的更不能引⼈注意，⼀個⼈又如何⾃處於天地之間呢︖如何供獻這⼩
⼩的泉聲於滔滔洪流之中呢。我想那就是⼀個忍字，和⼀個誠字，但願我在這⼀芥⼦的⽣命
之中，真誠的奉獻⾃⼰，忍受⼀些加諸於我的災難，⽽使國家、世⼈有⼩⼩的助益，於願⾜
矣！」

在「泉聲幽記」這本書中，我將記載⼀些發⽣於我四周，親切⽽值得記憶的瑣事，也流
露我⾃⼰對⼈⽣事物的某⼀些看法，⼩女兒佛青的出世，以及她天真的童語，都將記述在這
本書中。我想，我的感情實在太豐富了，真的，我的⽂筆往往是帶著出⼈意外的情愫，我從
每⼀件⼩事之中，都會變成⼀篇篇真實的感記，這是我的執著，也是我的負荷，我揹的感情
太痴太重，這即是我執著寫作⽽永遠不停的⼀個最主要的原因。

「泉聲幽記」算起來是我的第廿八本集⼦，是我寫作旅程的第廿八階梯，數⼀數過去的
⽇⼦，也真是令⼈感傷的，⽣活如同戰⾾，思維永遠不停，為了寫作，上班的休息也不休
息，晚上睡眠祇⽤了四⼩時，犧牲休假⽇，也得拼命讀書，學習新技巧。我想，這即是「泉
聲」固執的⼒量，永不停歇的⼒量，奔放的感情，純真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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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證靈者如是說

從⼀本書說起

這篇是愚修靈靜坐年餘的⼼得，由懷疑觀察到修習⽽證真。併給靈宗⼀道，尋得最有⼒
的根據理論及應⽤靈動的論據，因此提供學習者，期振奮⼈⼼⼠氣。愚讀了⼀本書，此書作
者是⼀位醫⽣，姓林名川⽥。書名是「禪的神秘」，經道安⽼法師及⽩雲山⼈鑒定寫序，林
川⽥先⽣是修禪有道的⼀位先輩。

由此書中，從修⾏禪定功夫來印證修靈的靈動現象。茲節錄⼀四八⾴第⼆節，⼗地（⼤
乘）篇：「空寂清靜，是漏盡煩惱掃盡⼀切妄念雜想之義。並非指佛性本體之無活動性。即
是指識幻的命之活動全部停⽌的『空寂清淨體』。佛性無為不動，是指其無識幻活動，無煩
惱無妄念之意，並不是指佛性之無『⾃性』活動，因佛性是⾏正道真理之故，所以無『亂舞
亂動』之事。佛性⾏正道真理似太虛中星系的各⾃活動⼀樣，光明正⼤，極似太陽或虛空中
之正道（規律）活動。」

「假如真如是死物的話，修道坐禪何⽬的可求︖無佛法無邊之⽂句出現之故。非指佛性
無⾃性活動之理，似太虛⾃體的星系活潑活動，但其是⾏正道（軌道運動之規律運動）不是
亂動（沒規律）。佛性是無為體無識的活動，因有『⾃性活動』即頻頻規律運動，如宇宙星
球的規律運動然。」

據此，靈宗，修靈者，最重要是如何保持規律的頻動，即專念⼀處，直至無其他雜念
⽣，⽽達無唸無想的絕對境界，始可令得純粹的真如本體實相，進入海印三昧佳境。今愚修
靈，由啟靈直入太虛規律運動，⼈⼼合天⼼，意識相合，光明⾃⽣，慧性⾃然融通，豈不美
哉！此⽂對不明究理者，訪我者，發獅⼦吼，使誤會我靈宗者，⼀最強有⼒的當頭棒喝。
（附註：本篇是弟⼦⼩⼩⼼得，由理論至實證實修，今後的努⼒⽅向著⼿。有不是處，尚請
師⾒諒。若蒙師不棄，刊登書中，還請⽤化名⼀⼼即可。）

靈動⽅便⾨之助緣

由助緣到成佛的特別捷徑，正附合這⼀代⼈⼈企求感應的實證。做法是要先說明佛家的
苦輪，⼈由⽣到死，變幻無常，如⽉有陰晴圓缺，⼈有⽣⽼病死，窮通得失。無常（死）隨
時⽽至，⼈命僅在⼀呼⼀吸之間⽽已，物質享受無法彌補精神上的缺失，我們要以精神⼒來
改造⼈⼼，使⼈⼼向上向善，替國家和社會貢獻⼰⼒。

信者（有緣⼈）即教導其唸佛持咒及看經書善書，無緣者（不信者）以神通攝入（但切
記不可明⽰⾃具神通，宜適度暗⽰之即可。）使其⽣出信念，再教導其唸佛守戒修善等等，
直至其深是恆⼼⽤功，能契入空理，了悟過去之非，今之是，空即⾊，⾊即空後，再⽰現親
證，漸修感應之法⾨，如此由啟靈知確有靈後，道⼼永不退轉，能⾃⾏參究，⾃主其靈，如
此豈不是⼤善，⽽啟靈修證，即成為佛⾨⼀股⼤助⼒。（若遇⼀般不適應者，但祇導其專修
淨⼟宗唸佛法⾨，使其不失佛⼦本性。）

修靈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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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靈」──以靈⾒靈，不執不惑，加?信念。
「靈修」──守五戒⼗善，學法靜坐。
「達彼岸」──修六度，證空理，⾦剛不壞身。
「成佛」──覺悟。
愚的修法：（參考⽤）
勤究經典，長持佛號加密咒，待契入空理之後，⽅⾏啟靈和練靈。在感應時期，不可⾃

我貢⾼，⾃作主張，應誠⼼誠意，專持佛號及咒語（咒語以楞嚴咒、⼼咒、⼤悲咒、準提神
咒為主）專唸於⼀處，直至無雜思，此即是歸於⼀，再進⼀步至無唸無想，此乃淨⼟宗，⼀
⼼不亂，⼼不顛倒的地步，又稱妙果菩薩境界地。要做到專唸，可由收⼼制⼼開始，要知⼀
切妄想在持咒時，必不橫⽣倒⽣，如此愈來愈穩定。

唸佛至⼀⼼不亂，其本身即是禪定，所以淨⼟宗和禪宗乃可相輔相通，唸佛持咒雖然簡
單，但持之永恆純熟就不容易，唸佛要唸到精純，要到真如本性實相出現時⽅稱得證（真空
不空，真空妙有），這樣才算是明⼼⾒性。

不執不惑隨緣⽰現

修靈者，由於⾃性的業障未必除盡，⾃然因靈⽰現⽽產⽣幻覺，此乃幻法通靈，到此階
段乃進入幻化的神秘期。佛的⾃性（無為體）的⼀種隨緣⽰現特別多，產⽣了佛⾃性活動的
變化，此階段要不執不惑，或「不住不捨」，不迷戀⼀切的幻化妙境，不被神通所執，甚至
處處去依賴神通。此時要只問⾃⼼（制⼼），返觀⾃性，求⼀定位，不隨幻境⽽⼼馳神往，
如此不執於⼀切，順應⾃然，乃修⾃⼰的道，種⾃⼰的⼼⽥，不⾛旁⾨左道。此時修道者和
⼀般⼈⽣活並無⼆相，⽣活起居正常，營養充⾜（苦⾏須要與否︖視各⼈⾃做決定），惟保
持身強⼒健，精⼒充沛，無病無痛⽅可。

靈修者，要盡忠報國，要孝敬師長⽗母，要隨緣拜佛，不與長者相衝突。要學習天地間
的仁慈正氣，以充做普度眾⽣，救國⾏仁之⽤。仁⼼與天⼼相合，⽅可融⼩我於⼤我之中，
涅槃海中⽰現化佛和化菩薩，蓮花座上，秉性⼤化，成為⼀體。

成佛的覺悟

要知道融入⼤我之後，對⼀切萬法應⽤⾃如，不證⽽⾃證，不求⽽⾃得，不欲知⽽⾃
知，此時就算如如不動，亦有如來智慧⽰現，完全合乎⾃然，現出帝網無盡三昧佛境三妙
諦。此時眾⽣與⽣命但在⽬前。（⼀）⼀切處遍在。（⼆）⼀切時常住。（三）互相攝入無
礙（如同宇宙空間充滿各種頻率射線，因無相故，互相攝入⽽不⼲涉，⾃然⽽然）。這種現
象是無邊和無上的，如此的道才算圓滿融通，無盡無邊的千變萬化之莊嚴神秘⼤宇宙，全在
⾃⼰的⼿掌上輕輕的托著。

成佛的覺悟是隨應眾⽣的祈願，因⽽長養教化的慈悲⼼懷，⽽佛即是我，我即是佛，充
滿⼤慈⼤悲救苦救難的覺悟仁者。

證靈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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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想，靈之修證，如唸佛之淨⼟法⾨，靜坐禪定之禪法，全在制⼼和精神統⼀。⽽啟靈
時乃加持⼼念⼀⼒的「真靈復現」四字訣，如此⼀來，佛性即⽣，靈動⾃起，此四字訣，考
其真因，如阿彌陀佛之聖號⼀樣，無甚差別，此乃世尊當年勸愚和尚唸「掃巴」成熟，亦可
成佛，如出⼀轍，又如⾦山活佛⼜訣：「誰唸阿彌陀佛」整句，⼀樣如出⼀轍。所以祇要誠
⼼誠意，精神統⼀，⼀⼼不亂，即是如如不動，也就是禪定，當然就可以啟靈。

⼀年餘的預官役期間看經書。又⼀年餘的啟靈露修，四五位同參者，⼗餘個會啟靈，⼆
年餘的實際宏法和推廣佛教信仰，有了很深刻的感觸。愚以有緣和無緣分別述之，令⼈感
嘆。有緣者──下品祇知拜拜，有的根本不知拜何神何佛，亦不知唸佛︔中品之流，根本不
深究經典，⼈云亦云，隨波浮沉，造成信佛修持的種種障礙︔⽽上品者固然埋⾸於佛理之
中，⾃參⾃研，卻不肯獻身於普度眾⽣之⾏列，⽽使佛法無法普傳。有緣者如此，⽽無緣者
根本就不信，誠可悲可嘆矣！

思對治之策，也唯有盧先⽣的靈修助緣，⽅能引起⼈們的注意⼒，對中下品者運⽤適當
的神通⼒（當然不是炫耀，也不是故意叫⼈修神通），使⼈們奇之⽽進⼀步追求，此時可引
導歸於佛⾨，學習唸佛制⼼。上品者，直接教導其啟靈法，使其理論和導靈的親證互相配合
使⽤。

宏法之難處，考在家眾，⼀聞戒律即退，所以應以⽅便法述說才得宜，例如阿彌陀佛，
執持名號，⼀或七⽇「⼀⼼不亂」臨命終時「⼼不顛倒」，即得往⽣阿彌陀佛極樂國⼟。往
⽣，雖非成就無上道，彼樂⼟成就或較長，然可免六道輪迴。故倡開靈淨⽅便法。相信靈若
能得親證，必使唸佛者更深信其極樂世界的存在，加速其增上緣。

此世上有緣⼈不是沒有，⽽是業障的矇蔽，容易使⼈祇看⽬前，不看將來，⼈⼈迷惑在
物質⾁慾的追求之中，⼼靈⾼尚的精神⽣活，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眾⽣沉迷此間
久矣！早就樂不思蜀，今有⼈重振法⾳，提出新的⾒解，反⽽被排斥在傳統之外，實良可浩
嘆，但願⼈⼈睜開⼤眼，好好的仔細體會，相信在未來，必能因「認知」和「正⾒」給予正
確的重視。

清濁的分別

⼈間，畢竟是濁者佔⼤多數，如釋迦牟尼佛稱此世界為「五濁惡世」。因⽽感嘆眾⽣，
業習深重，不向上向善，⾃以為是，認科學為萬能，物質主義被重視，⼈慾橫流，又正值⼀
些所謂現代知識份⼦⾃居的⼈，很乾脆的說：「天堂地獄何在︖吾未⾒也。」「⼈類已上太
空，佛又何在︖」等語。殊不知天堂地獄乃⾃⼼演變，太空亦在太虛之中，何奇之有。迷戀
短暫不真實的⿈⾦屋和顏如⽟，放棄永恆⽣命的追求，實在可嘆。

今之世⼈，不信因果者，不信輪迴者，比比皆是，可⾒清者畢竟少數，濁者還是太多，
夢中未醒者皆濁也，醒來者又有幾⼈，還不是⼀些些的迷夢中⼈嗎︖所以愚深為此等⼈憂⼼
不已，憂⼼不已。

靈的科學說明

修靈者，或有⼈奇之，或有⼈怪之。愚俱答稱，何奇怪之有。君不⾒⼼電圖乎，⼩⼩⼀
個⼼臟器官，其跳動現象，⼀經⼼電感應器擴⼤放出，則圖⽰板嘀嘀嘟嘟直叫，經電統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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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官，就會頻動。醫⽣由此診斷其是否正常。試想當整個身⼦，接受頻率時，其頻動現
象，不是來得更活潑嗎︖更有規律的全身運動嗎︖⽽靈學導師依此知其是否為成功的靈動。
如此⼀來，不僅親知親⾒靈魂之有無，更得佛光沐浴，導引眾⽣道⼼終不退轉，樂於親近⼤
善知識，喜於接受善知善聞，佛緣有恃，是最道地⽽又確實又具體的法⾨。此何奇之有，何
怪之有，祇是⼤家少⾒多怪⽽已。⽬前，此⽅便法⾨，乃現世花花⼤千，無因果輪迴論者，
⼀個最強⽽有⼒的當頭棒喝！真是善哉！我佛慈悲。

註明：曾數次，赴花蓮各佛堂，深入觀察及深省，歸納起來，他們對於靈動現象，問其
所以然，皆曰不知。祇有盧勝彥先⽣深知其箇中奧秘，在靈書中給予揭發出來，否則三⼗年
來，無⼈說明此原由。臆想釋尊，亦曾靈修過，祇是禁⽌中下品⼈學神通，其理⼀來不忍眾
⽣受持「加速的苦⾏」，⼆來害怕捨本逐末的亂耍神通，阻礙正道的成就。因⽽今⽇佛教勢
必因以住世說法、正覺，轉⼤法輪，利益⼈天六道眾⽣。⽽愚身為弟⼦者，急起直追，為⽣
民⽴⼼，為萬世開太平，宏名永住。

（後記：這篇長⽂「證靈者如是說」，是⾼雄⼆位靈修者所撰，⼀位姓孫，⼀位姓張，
他們⾃擬法號是⼀⼼和⼀意。對這篇來鴻，我思之頗有⾒地，因⽽收入「泉聲幽記」之中。
由於靈宗是我提出來的，但，為了不要引起別⼈誤會，靈宗的本身只是修⾏的⽅法，沒有所
謂的組織，它只是⼀個空空的名字⽽已。同時，我很感激許多學⼈的關注和指教。他們是：
物理博⼠王守益、醫學博⼠劉榮標、醫學博⼠蔡國銘、⽂學博⼠臧廣恩、醫學博⼠郭⼼耕。
另師⼤教授蘇茂⽣、政治作戰教授黎聖倫、逢甲教授何秀閣、中興⼤學教授王仁祿、⽂化學
院教授周邦道、師⼤教授朱際鎰、臺⼤教授徐澤予、東吳⼤學教授李杏?、中國醫藥學院教
授張齊賢、僑光專校教授何嘰、⽂化學院教授李志夫等等。我將來有信⼼把靈學發揚光⼤，
參加救國⾏仁的⾏列，破除唯物思想和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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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古寺萫品

在⿈昏的古寺裡，我坐在經堂，⼀杯淡茶，⼀本佛經，於是我與寂靜為伴，寂靜中像有
⼀線靈明，我讀著「⾦剛三味經」，這些使我體味到「清淨妙法身，湛然應⼀切。」

⿈昏姍姍中，晚虹總是虛無飄渺的，這些都會過去的，⽼師⽗告訴我，時光如⽩駒奔
馳，⽩雲⾶逝，若不珍惜修⾏，最後只得空⽩的悵惘︔因此，最近我很希望能追尋⼀些屬於
⼈⽣的智慧。

因此，我愛寂靜，不再出⾨，想好好讀⼀些書，明⽩⼀些道理，因為「⼼彌靜⽽智彌
遠」「神愈默⽽昭愈彰」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個⼈若陷於名利紛爭中，必然聽不到⾃⼰
⼼的正念，迷失如狂風浪濤的⼩⾈，⾃然無法長智慧。

龐居⼠曾說：「中⼈樂寂靜，下⼠好威儀，菩薩⼼無住，同凡凡不知，佛是無相體，何
須有相持。」是的，懂得修持的⼈，應懂得寂靜的好處，?同莊周的藏身無數億塵埃，做如
是消遙遊。我們的寂靜是在內⼼，⽽非外表的威儀啊！

⼈⽣，是必須偶⽽要寂靜的⾃⼰想想，想它的意義，研究它的真諦，煩惱如何來︖煩惱
如何去︖善惡因緣的圓滿，從中間，⾛⼀條⼈⽣正途，纏不會迷失於⾃⼰所織成的欲望中。

⾦剛王菩薩儀軌經有⾔：「端身正坐，作如是思維，⼀切諸法從⾃⼼起，無來以來皆無
所有。」又彌勒成佛經有偈曰：「久念眾⽣苦，欲拔無由脫，今⽇證菩提，豁然無所有。」
這無所有，說明了⼀切因緣，說明了⼀切假合：知⾜可以常樂的，⽽煩惱從何⽽來︖煩惱皆
由不知⾜來的呵！這些如同耕紜與收穫，種⾖得⾖，種瓜得瓜，⼈千萬不能有非份之想。

世上⼀切因緣，總是慢慢成熟的，甚至⼀句善⾔，⼀佪善念，說⼀句佛號，這些都是種
⼦，種⼦撒在⼟中，總有開花結果的時候，所以世⼈要兢兢業業做⼈，謹傎做事，諸惡莫
作，眾善奉⾏。

坐在經堂裡，⼀杯淡茶，⼀本佛經，我度過⼀個寂靜的⿈昏，「清靜妙法身，湛然應⼀
切。」這是⼀句多麼⾼超的智慧之語，頗有持正念應⼀切邪魔思想的超然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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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把空格填滿

偶然在⽕⾞站的出入⼜，遇到⼀位南部的好友，我興⾼采烈的問：「近來活的還好
吧︖」他說：「空虛得很，還不是⽼樣⼦。」

「為什麼空虛︖」
「我也不說出⼀個以然，總之，空空洞洞，⼀⽇復過⼀⽇，吃飯睡覺⽽已。」他苦笑的

說。
「你可以把空空洞洞填滿啊！如此不就充實了嗎︖」
他仍然笑了笑，我看出他的臉上，閃過⼀絲無奈的光彩，他的⼈⽣，關於失敗空洞的鬱

暗。
有許多⼈對我說過「⽣命空虛」，在這些⼈中，不⼀定是窮苦的⼈，他們甚至是富商，

⽣意做得很⼤，事務繁忙，物質⽣活毫無困難，然⽽他們卻感覺到「⽣命空虛」，甚至認為
無聊，沒有意思。

現在，我發覺⼀項事實，有濃厚興趣的⼈，才能對事物產⽣熱情，才能發揮才華的潛
⼒，從此，努⼒不懈⽽獲得驚⼈的成果，⽽這些成果，剛好把⼈⽣的空格填得滿滿的，充實
了⽣命的光彩。

⼤部份的⼈，往往憂傷⾃⼰沒有才華，寧願⾃已平庸的過⼀輩⼦，⾃⼰堵⾃⼰的前程，
對⼀切沒有興趣，結果什麼也做不成，如此，空格永遠是空格了。

我不承認⾃⼰有什麼才華，我只是對寫作有濃濃不捨的興趣，有了興趣就有熱烈的感
情，我越過了司空⾒慣的挫折，磨礪經驗，企圖把所有的空格填滿⽽已。因此，我體會到：
⽣命的充實在於熱情︔⽣命的空虛最是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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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光輝

在XX廠⼯作了四年多，我默默堅守⾃⼰崗位，毫無疲乏，也不厭倦，內⼼中總有⼀股精
神⼒量⽀持著我。八⽉四⽇，張廠長召⾒我，他慈祥的勉勵我說：「盧勝彥，你寫了那麼多
書，⼀定曉得把握住每⼀分鐘的真理，所謂偉⼈全是爭取每⼀分鐘，追求學業與品德，⽽臻
於成功地步者。」

從廠長室出來，腦海中翻滾著廠長的⼀番話，我終於領悟，我如果無所事事的⽩過了⼀
天，就會覺得喪失了⼀天的⽣命。⽽⽣命是無時無刻，在不知不覺中偷偷的溜⾛，這種溜⾛
的時光，確實是可怕的浪費呵！

現在我終於了解農夫的⽇出⽽作，⽇入⽽息，農夫在綠野中熟練的耕作，每⽇不停的⾟
勞，是為了什麼︖那是⼀種⽣命⼒的滋長，科學家獨創新的技術，作家爬著那單調的⽅格，
這全是⽣命⼒的滋長，把握住每⼀分鐘，如此⾃然產⽣「⽣命的光輝」。

⽣命是有價值的，⽽⼈⽣價值亦全靠⾃⼰創造，這是無窮盡的寶藏，也是不可思議的神
奇⼒量，這種⼒量若好好把握，可以創造錦鏽前程。

廠長更告訴我：「⼀個⼈的成功，是爭取時間的成功，⼀個⼈的失敗，也即是爭取時間
的失敗，時間是我們所最感需要的，但也是我們最亂⽤的，所以我們要時時警惕，磨練學業
和品德，廠長的話，我永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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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命運

⼩時候，家母信佛，⾃家有⼀個⼩⼩佛堂。因此我在⽿濡⽬染之下，也會誦經，經典看
了不少，但，我那時信基督，稍長，對⼈⽣命運很好奇，讀了不少算命書，例如「麻衣神
相」、「四柱推命」、「皇極數」等等，偶⽽也替同學算命，聊作閒暇娛樂與消遣。

在這時候，我發覺⼤部份的⼈，嘴中雖不信命運，但，卻是⼈⼈對命運之學非常的好
奇，尤其每⼀個⼈出⽣之時辰不同，臉孔不同，掌紋不同，骨格不同，錯綜複雜的構成了⼀
個⼈的命運，⽬前警⼒破案線索，有時亦要憑著特殊的觀⼈術呢！

據我所知，⼈之出⽣，無由選擇，此乃先天之命運也，⽽後天之命運全靠⾃⼰創造，安
定完美的⽣活，全靠⼈類期同的努⼒結果，⼈⽣的本質是「動中求靜」和「靜中求動」，有
⼀種天賦的戰⾾性，這亦是「⼈定勝天」的最好說明，⼀個⼈若只相信命運，那就逃不出命
運的掌握，永遠成了命運的俘虜了。

所以我認為命運是可變的，我們⼈⽣的態度是樂觀的，也是積極的，我們的進展有⼀定
的⽬標，我們有共同的三民主義思想，向這「⼈⽣未來的命運」挑戰，這就是精神上的勝
利，這種境界，才是不平凡呢！

由於我研究過「易學」，會排「八卦」，知卦理中有「先天」「後天」「六⽘」「變
易」之說，由此可知⼈⽣是「動靜互變」，命運是「他造⾃創」互輔互成，相學中有「奇⾨
遁甲」，這亦是趨吉避凶之法，可⾒命運可變才說是確⽴的。

最後，我勸⼈要向⼈⽣挑戰，向命運挑戰，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如此的⼈⽣⽅才是有價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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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論年輕⽂學

在⽬前的⽂藝界中，「年輕⽂學」是⼀個被批評的對象，認為沒有價值、淺薄，不值得
重視，只是依賴著熱情，不重視現實，是⽂字的風花雪⽉。

今天的「年輕⽂學」，其不被重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抒情，因為年輕⼈的情感過於
豐富，熱情奔放，所寫的⽂章⾃然較偏重於「軟」性的抒情⽂了。

這些⽂章，事實上並不全然⼀致，雖有缺憾，未能爐⽕純青，及於藝術之極致，但，直
率的性情，天真的美感，也可以使得讀者共鳴和欣賞。往往⽂學是不拘於⼀種形式的，只要
寫出其堂奧，就有芬芳的⽢美味道，這豈不是比囿於⼀些形式好的多呢︖

我相信每⼀位作者都年輕過，也寫過不怎成熟的所謂「年輕⽂學」，我喜歡過佈滿詞藻
的綺麗散⽂，寫過現代詩，有些的確是有著缺憾⽽不⾃知，但，也有些到⽬前⾃認為頗有存
在的價值，並不因其幼稚的想法⽽消蝕其⽂學的內在因⼦，反⽽看出嘔⼼泣⾎的努⼒痕跡。

現在我認為，「年輕⽂學」是「成熟⽂學」的⼀種過渡時期，年輕⼈不必為⾃⼰的「年
輕⽂學」⽽臉紅，沒有「年輕⽂學」又何來「成熟⽂學」呢︖有些作家勸⼈等作品成熟再拿
出發表，這是只知其⼀，不知其⼆的說法。

⽬前的忠勤副刊，可以說篇篇精彩可讀，也不乏年輕⼈的作品，這是可喜的現象，比之
其他報刊，更不覺遜⾊，這是「副刊」作，編者努⼒的成果，至於「年輕⽂學」和「成熟⽂
學」各有特⾊，更無分別。

所以我認為：⽂學就是⽂學，「成熟」和「年輕」又何必勉強加以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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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寫作與環境

有⼈問我：「寫作和環境有關嗎︖」我說：「寫作確實是需要環境的，有好的環境，⾃
然產⽣好的作品。」

想起過去投考軍校，我覺得還真是⾛對了路，當年我沒有報考⼤專聯考，抱著⼀股愛國
的熱誠，就這樣毫不猶疑的進到軍中來了，想想，這⼤考⼤專聯考，只投考軍校的真誠情
操，在現實的社會中，多少⼈罵我是傻⼦。

我是傻⼦嗎︖並不，進軍校的⼈才是聰明的，測量學校四年，我竟寫了四本書，這是軍
校的賜予，我沒齒難忘，在那個環境中︔忠勤報（當年是⾶駝報）賜予我最寶貴的園地，慢
慢的茁壯了我的⼼靈，使我學習到了測量技術和寫作技巧的兩項特長，這是誰的恩賜︖難道
不是我⾃⼰的選擇正確嗎︖

忠於國家民族，效命於測量事業，埋⾸寫作，這麼好的環境，除了軍中，又有何處可覓
呢︖由於安定美好的⼯作，身⼼舒泰的環境，畢業出來，到⽬前為⽌，我寫了⼆⼗八本書，
「泉聲幽記」是第⼆⼗八本，尚有⼆本也進了印刷廠，這是我的成續，也是軍中給我的厚賜
啊！

長官⼀向對我特別的照顧，時時給我⿎勵，上至廠長、主任、規劃中⼼主任，我的直屬
組長、課長等等均慰勉有嘉，沒有他們，我沒有今⽇，這些都是要深深感恩的，我當永遠銘
記⼼中。

寫作確實是需要環境的，我當年若沒有下定決⼼進軍校，也許現在⼀事無成，說不定在
菜巿場賣菜，在⼯廠做苦⼯。⼈⽣之境遇，對錯的抉擇，真是天壤之別，環境對於寫作，太
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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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的剖析

提起⽼⼦，我就聯想到我以前讀「道德經」︔那是道家⾦蓮正宗龍⾨法派宋常星先⽣批
註的，這本書批註稍微偏向道家思想，我覺得⽼⼦的思想比較系統化，⽽道家思想少有⼈整
理，比較零亂，有些更失蹤了，這是頗可惜的。以前讀「道德經」曾經寫了⼀篇⼩⼩的⼼
得，但，那是簡陋的⼀種想法，在價值上是差了些。

現在談論到⽼⼦的思想，我把⽼⼦思想分成三點來說：
其⼀，精神勝利說──我們常常聽到⼀句話便是「比上不⾜，比下有餘」，⽽事實上⼈

⼈都也有如此的觀念存在，⽼⼦要我們「比下」，要我們不要同上去比，如此的思想就是永
恆的勝利，為什麼呢！因為⼈⽣的賽跑中，你若回頭看⾒他⼈猶跑在你的後⾯，你必產⽣勝
利的感覺，精神也必特別愉快，如此更能振作有為，若你向上比，你則洩氣了，如此沮喪的
下去，倒不如精神永遠勝利的好，所以⽼⼦要我們比下不比上，永遠勝利，此是⽼⼦的奇特
思想之⼀。

其⼆，智慧絕滅說──⽼⼦曾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慈義，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的這個思想，可以說比精神勝利說更令⼈奇怪，他說：「智慧的平
等，⼈⼈也就不會有差別之⼼，如此⼀來，天下便太平了。」⽼⼦要⼈做到把聖賢的道理拋
棄，把智慧拋棄，⼤家統統⼀樣，甚至因為⼤家的無知，連賊也沒有了，因為⼤家都⼀樣，
盜賊又何必偷東西呢！我認為⽼⼦的這個思想是想⽤⼈⼒來改造⼤家變成⼀樣的平等，但，
事實上這辦不到的，因為⼈的天賦本身就不⼀樣，要想壓迫⼤家⼀樣，⽤愚民政策事實上是
不可能的，因為⼈天⽣有求知的本能，智慧絕滅根本不可能，所以到今天為⽌，⽼⼦的這種
倒流的理想，根本就是無法實現的。在我本身來說，我亦然反對⽼⼦的這種思想，就算⼤家
全回到原始時代吧！⼈類還是要遭到洪⽔猛獸的逼害，若無洪⽔猛獸，原始⽣活的不求進
步，毫無創意，⼈⽣又有何價值可⾔︖豈不是如同其他動物吃飯拉糞⽽已了。

其三，無為說──⽼⼦的無為說，更是⽼⼦思想的⼀⼤精華，為什麼︖因為我認為他有
所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味道在裡⾯，無為⽽為的做法，依道德經中說的正是躲避
煩惱的⼀種⽅法，因為⽼⼦要⼈⼈做事不可有⽬標，所謂⽬標也就是「無為」了，因為沒有
⽬標的幹，就算成功了，也毫無欣喜的感覺，就算失敗了，也沒有悲傷的感覺，不問⽬標的
做法，也許就是成功的⽅法呢！⾏為的沒⽬的，沒有勝利，也沒有失敗，也就不會產⽣煩惱
了，這個道理和佛家的「不起⼀絲妄想」很彷彿、很相像，我本⼈很贊成如此的「無為⽽
無」，不為名，也不為利，到頭來又有名，又有利，世事就是這樣⼦，⼀點也不會差錯的，
「無為⽽為」的學說我是頗為激賞的，但，⼀般⼈想做到這種境地，還是很困難的，畢竟那
是超凡入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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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守夜⼈

⾬天，⾬霏霏的落著，⾬形成了⼀個網，網以外的視線被隔絕，建築物顯得朦朦朧朧
的。這是⼀所郊區的⼯廠，⼯廠前有⼀條⾺路，直通到巿區，在這落⾬的季節，路上看不到
⾏⼈，祇有偶⽽⼀輛⾶馳的計程⾞經過，衝破這⼀帶的凄冷。

假如在⿊夜來臨的時候，這⼀帶是很⿊暗很恐怖的，⼯廠背⾯是墳區，靠左邊是⽕葬
場，⽽整座⼯廠像沉落在無底的⿊幕裡，祇有值夜室的窗⼦露出了⼀丁點的燈光，在閃縮
著。

王彬靠在值夜室的窗畔，看著這⿊暗的⼤地，偶⽽⼀個閃電，使他微微的顫抖，他是今
夜的守夜⼈，他也是第⼀天上班，經過長時間的失業，使他連考慮都沒有考慮，就答應了朋
友的介紹，在這⼯廠當⼀名守夜⼈，⼀個⽉的薪⽔三千塊，⾺⾺虎虎，夠他⼀個⼈活了，甚
至他還可以有時候充充闊，泡泡咖啡廳，抱抱那個叫什麼『明珠』的咖啡女郎。他想。

點了⼀枝新樂園，王彬吐著煙圈圈，玻璃窗關得很緊，風被關在外頭，煙圈圈很圓很
圓，他彷彿聽⾒今天傍晚那個引他到值夜室上班的技⼠向他說。

『⼀個⼈守夜怕不怕︖』
『怕什麼︖我祇要⼀本書，⼀瓶酒，時間就可以打發掉。』王彬說。
『值夜室的守夜⼈，往往幹了⼀天就不肯再幹了。』那技⼯若有所思的說。
『為什麼︖是不是太苦。』
『我怕不是吧！』那個技⼠腳有點跛，⾛路不⽅便，王彬伸⼿去扶他。
『我告訴你也無妨，那值夜室，以前的⼀個⽼頭守夜⼈，在值夜室上吊，就在那房樑

上。』
『我不怕，⼈死已矣！又有什麼可怕的，我王彬⼀向不服鬼神，鬼神⾒了我都得怕

我。』王彬豪放的笑著說。
王彬想，那技⼠簡直神經有問題，無緣無故告訴他這些幹什麼，值夜至有⼈⾃殺，真他

媽的霉氣
他抬頭望望房樑，彷彿有⼀個⽼頭吊在那裡，繩⼦晃啊晃的，真他媽的蛋，活⾒鬼，⽼

想這些幹什麼︖想想那個在城裡當百貨店員的三八『阿花』！阿花個⼦不⾼，長得甜甜的，
他說過要娶她做⽼婆，三八『阿花』也假裝害羞的低著頭，真有意思，女孩⼦⼀談到嫁⼈，
總是頭低低的，⼼裡卻樂不可⽀，認識『阿花』好幾年了，每次他都是請她看晚場電影，然
後送她回家，經常如此，但是，王彬卻害怕⾒到『阿花』的⽼三八『養母』，那個鑲滿⾦
牙，開⼜⼗萬聘⾦的吸⾎鬼。

他無聊的抽著煙，桌上的清酒，喝了半瓶不想喝了，倒是花⽣⽪散了⼀地，⼀本華嚴的
七⾊橋，躺在桌⼦邊邊，華嚴的作品，他不欣賞，總之，是社會⾔情亂愛的⼩說，他欣賞偵
探，或者是武俠也可以，再不然祇有無聊的時候看看那些『亂愛』⼩說，看⼩說祇是消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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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否則，他真不知幹些什麼纔好。

他又想起了那個跛腳技⼠的話。
『你以前當過守夜⼈嗎︖』
『沒有，這是第⼀次，不過這會習慣的，我⼀⽣飄泊，什麼事也幹了，現在祇求安定下

來有⼀份差事，別的沒什麼所求。』他記起那年失業的冬天，公園的長椅上，⼀個值夜警察
吵醒了他的美夢。警察問他幹什麼的，他說睡覺的，警察問他睡覺怎不回家，他說，這椅⼦
就是他的家，那個警察怔了⼀怔，居然摸摸⿐⼦⾛了，哈！

『嗨！你真的不怕嗎︖』
『怕什麼︖』他嫌這跛⼦真囉嗦，⽼是問他怕不怕，是什麼意思。
『聽說⾛的守夜⼈都碰⾒過那個⽼頭。』
『哦！』他不禁打了⼀個寒顫。
⾬仍是⼀著，不⼤也不⼩的，值夜室裡陰氣也很重，他躺下身⼦，值夜室就是⼀張床，

⼀張桌⼦。⼀張椅⼦，四四⽅⽅的平擺著，其他，就是⼀扉⾨，⼀個⼩窗，窗外，暗昏昏的
⼤地，彷彿世界末⽇。

就是這個時候，是的，有⼈在⾨外⾛動的跫⾳，那聲⾳像是從很遠來的，也像就在這附
近，跫⾳很輕，踮著腳⾛路。他⼼裡想著，三更半夜有誰會在這裡⾛動，這附近並無⼈家，
除了⽕葬場與墳地，⽽在這附近就祇有這間⼯廠，祇有⼀間⼩⼩的值夜室，⽽值夜室也就祇
有王彬這個活⽣⽣的⼈。

王彬壯著膽⼦，輕輕的移動腳步，突然的把⾨打開，祇⾒⾨外站著⼀個年過半百的⽼
頭，⽩⾊的鬍鬚，根根⾒⾁，臉⾊很蒼⽩，像是非常疲乏似的，⽼頭張著陰沉的眼瞪著王
彬。

『我可以進去嗎︖』⽼頭說。
『進來坐吧！外⾯正下著⾬呢！』王彬讓他進來坐在⾃⼰的椅⼦上，⾃⼰則坐在床邊。
『這麼晚了，你從什麼地⽅來︖』
『從很遠很遠的地⽅，⾛了很遠很遠的路來的。』⽼頭說著，臉⾊越發蒼⽩，似乎⼀點

⾎⾊也沒有。
『那你到那裡去︖』
『不知道。』
王彬望望他，越發覺得奇怪，這⽼頭真莫名其妙，⾃⼰連到那裡去都不知道，⽼頭穿著

⼀身⽩⾊長衫，身上卻沒有被⾬⽔打濕，王彬望望窗外那猛烈⽽下的⾬，再望望⽼頭的衣
服，⼼中冒出⼀股涼氣，連這⼩值夜室也陰氣重重的。

『你是新來的守夜⼈嗎︖』⽼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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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第⼀天︖』
『是的。』
⽼頭伸出⼀隻⼿，那隻⼿又細又長，指甲長長，⽪⾊枯⿈。在半空中劃了⼀個圈圈，聲

⾳帶著顫抖的說：『你知道守夜⼈的故事嗎︖』
『不知道︖』
『五年前，有⼀個守夜⼈死了，就在這屋⼦裡。』
『他是怎麼死的︖』王彬壯壯膽⼦。
『⼀個⼩偷想偷⼯廠的器材，被守夜⼈發覺，守夜⼈被扼斃，同時⼩偷做了⼀個假的現

場，利⽤繩⼦套入守夜⼈的脖⼦，縣在樑上，偽裝⾃盡。』
『那守夜⼈是誰︖』
『就是我。』那⽼頭兩眼迫視王彬，王彬嚇得冒出⼀股涼氣，⽼頭的眼光中有⼀種怨恨

在擴⼤。
『⽽那⼩偷是......是誰︖』王彬⼜吃的說。
『就是你。』⽼頭的渾身⼀股陰氣直迫過來。『我就是這樣死的。』⽼頭伸出⾆頭，⾆

頭拖得很長很長......。
王彬在朦朧中，想起了五年前的事，事情已經被⾃⼰遺忘，⽽⽼頭當時的慘像，他現在

清楚的在眼前搖晃，他望了望值夜室，真倒霉，他忘了這就是五年前的那棟值夜的房⼦。
第⼆天的清晨，第⼀個來上班的⼯⼈，發現守夜⼈的暴斃。
（星期作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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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全⼒以赴

美國第三⼗九任總統卡特，他寫了⼀本「卡特⾃傳」，縱觀全書，我體會出簡簡單單的
四個字「全⼒以赴」，我們要成功，就要「全⼒以赴」，盡全⼒去做好每⼀件事。

我的學長，吳學超⼠，測量學校畢業，他⽬前服務於美國太空總署，在他⼿底下，共有
⼆百名博⼠，他說：「美國登陸⽕星的成功，其精神就是全⼒以赴，在⼀九七六年的年初，
⽕星的地質地形圖，我們早就製作得準確⽽完美。」據我所知，美國太空總署的科學家，他
們把太空登陸計劃，全當成⾃⼰的⽣命⼀部份或全部，⽽這種精神就是「全⼒以赴」。

我現在覺得，不論我們做任何事業，⼀定要計劃，然後努⼒的去實踐。不能漫無頭緒，
⼼灰意冷，沒有⼀點精神。要知道，猶疑不決，遇事推拖，沒有責任感，這正是⼈⽣事業的
絆腳⽯。

對於寫作⽅⾯，若想成功，唯⼀的要訣即是「全⼒以赴」，把寫作和⼼臟跳動的⾎液循
環相連結，也即是⼀時⼀刻⾟勤耕耘，把握時間，寫出更遠、更⼤、更完美的⽂章境界。我
相信，如此的寫作，沒有不會成功的。

⼈⽣雖然是短暫的，但有價值的⽣命在於貢獻⾃⼰的能⼒給國家社會，他國家國族的光
芒放射出它的榮光，⽽所謂「天⾏健，君⼦⾃強不息」，就是⽤⼩我的⽣命推動時代的巨
輪，更明⽩的說法即是：在我們有⽣之年，為了報效國家民族，全⼒以赴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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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盧勝彥三個字是抄的

在臺北，遇到⼀位姓唐的⽂藝理論專家，他拖我到路旁，細聲細語的問：「盧勝彥，你
那本啟靈學是抄來的吧！有⼈說你是抄的。」我同樣細聲細語的回答他：「你知道嗎︖盧勝
彥這個名字我也是抄來的，抄⾃我⽗親的⼾⼜名簿，哈哈！」

我覺得那些欲打擊我的⼈，⼤可不必去翻舊典，去斷章取義，找⼀本書名相同⽽內容完
全不同的書，就想利⽤歪曲的⼿法來「栽贓」。我善意的勸告他們，請他們偷出我⽗親的⼾
⼜名簿，影印⼀份，然後依照⽼辦法，登在那七併八湊的書上，⼤聲疾呼的向社會⼈⼠公
布：「盧勝彥這三個字不是天⽣就有的，盧勝彥是⽂抄公，因為盧勝彥這三個字抄⾃他⽗親
的⼾⼜名簿，請看我們的影印證據。」如此⼀來，盧某⼈的名譽掃地，因為連他的基本姓名
都是抄襲的，更不必論及他的⽂章。

記得以前我對⽂抄公抄襲作品，是深惡痛絕的，在我的⽂章中，也批評了⽂抄公，因為
他們不顧別⼈創造的艱⾟，整篇整段的抄襲過去。但我對盜取古⼈詞藻，引申古⼈的⽂字，
取材再加創作，我們不能任意的苛責，因為寫⽂章的⼈必須多讀書，⽂章是學來的，也是融
會貫通來的，事實上⽂章的由來就是醞釀成熟，然後開花結果，瓜熟蒂落，這三種過程。

⼈⽣景況，千奇百怪，形形⾊⾊，包含無盡，⽽我們為⼈最重要的是理智，紀伯倫說：
「理智是⼀個精明的僕⼈，是⼀個忠誠的響導，⽽且也是⼀個聰明的忠告者。」這句話是非
常有意義的，愚者相信表⾯的謠⾔，⽽智者⽤⼼思去探討實相，真正的聰明⼈會把⼆本書拿
來比較⼀番，盧勝彥的「啟靈學」和劉天霞的「啟靈學」會⼀樣嗎︖事實上祇有書名⼀樣，
⽽內容完全不同，這種「栽贓」⼿法，不值⼀笑。

至於有⼈說：「盧勝彥書中的六神通和咒語全是抄的。」這句話沒有錯，這六神通（天
眼、天⽿、他⼼、宿命、神⾜、漏盡），祇要是學佛學道的⼈都知道，實不必我動⼿抄襲。
更可笑的是，咒語⾃然是抄的，⼤悲咒還有⾃⼰獨創的⼤悲咒嗎︖普天下的⼤悲咒，是同⼀
個⼤悲咒，你不抄，難道還是⾃⼰構思創造，不被佛教徒笑掉⼤牙才怪呢！

最近有⼈利⽤我「盧勝彥」三個字賺錢，他抄襲了我的作品在書內，又⽤「盧勝彥」三
字來欺矇讀者，他們要打擊我很簡單，他們⼤可不必歪曲事實，祇要向社會⼈⼠公布：「盧
勝彥三個字是抄的，抄⾃他⽗親的⼾⼜名簿，請看我們的影印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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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死過⼀次

那年夏天，我騎著腳踏⾞回家，頭暈沉沉，內⼼之悲痛不可名狀，我想到明天的報紙上
也許會有我的名字「研究靈學的盧勝彥⾃殺身亡。」我想著想著，淚⽔不由⾃主的又流了下
來。

剛才是這樣的。那個⼈嘴巴嚼著檳榔，滿⼜⾎紅的耀武揚威，他⼿上拿著⼀本罵⼈的
書，不⽤說那是罵我的，他說：「怎麼樣︖廿八萬，我把書交給你焚?。」在那時候，我的
⼼⼀直往下沉，往下沉。我想，我的房⼦不過是廿萬，存款簿不過三千元，現在每⽉薪⽔四
千元，就算退休⾦也不過拾萬，我那來的廿八萬呢︖幼稚⽽無知的我，當場痛哭流涕，環顧
四周，茫然無助。

我問了⼀位姓楊的年輕⼈：「為什麼他要無緣無故害我呢！」他說：「他是想利⽤你的
名字賺錢，因為他窮極無聊，⽽你樹⼤招風，正是他的好對象，⼈怕出名，豬怕肥啊！」

我騎著腳踏⾞，跑了好幾家西藥⾏，才找到⾜夠使⼈「⼀睡不醒」的安眠藥。買到藥，
愈想愈傷⼼，在那些書上，我被套上「莫須有」的罪狀，什麼「啟靈學」是抄的，⼆本書名
就那麼巧合。「六神通」是抄的，每位佛學者誰都曉得的六神通。咒語是抄的，咒語難道⾃
⼰能創造︖他想利⽤⼈性的錯覺，⽽使⼈⼈產⽣錯誤的觀念，打擊我的名譽。另外李炳南⽼
居⼠，何公開說不認得我呢！現在祇有住在臺中模範村的苑居⼠能替我作證，因為我⾒李⽼
師，正巧他在場。然⽽現在，這些都不是問題，因為，我決⼼⼀死百了，什麼都不去想它，
⼀切的譭謗將因為我的死，失去了⽬標，歸於無形，我真的後悔了，沒有那五本靈書，我不
會出名，沒有那五本靈書，我不會急著把⽣命拋棄，以前我譏笑⾃殺者是弱者，今天我才瞭
解，⼀個⼈⾛頭無路是什麼滋味。明天報紙上會這樣登吧：「研究靈學的盧勝彥⾃殺身
亡。」會有多少⼈笑我，盧勝彥叫⼈不要⾃殺，⽽⾃⼰卻⾃殺了。

回到家中的院⼦，我精神恍惚的差⼀點從腳踏⾞跌了下來。內⼈盧麗⾹跑出來接我，我
那寶⾙女兒站在旁邊叫：「爸爸回來了，爸爸吃飯了。」我內⼼⼀酸，抱起「佛青」，淚⽔
淌了出來，我低頭忍住淚。

「你怎麼了。」麗⾹問。
「我⼼裡很難過，麗⾹，我想⾛了。」
「⾛到那裡去︖」她不解的望望我。
我說不出話來，我紅著雙眼看她，她也正訝異的望著我。我想：我這⼀輩⼦實在窩囊

廢，買房⼦的錢也是太太資助的，⾃⼰勉強積存⼀點滴錢，寫幾本書，賣斷稿本，也遭嫉妒
眼紅。如今，我愛麗⾹，也愛「⼩青」，卻不料要捨棄她們⼆⼈⽽去，我實不敢想像，她們
沒有我的⽇⼦是怎麼過的，麗⾹會再嫁嗎。⼩青如何長⼤成⼈。她們怎麼辦。

吃飯的時候，我的淚⽔又流到⽩⽶飯上，麗⾹⼀直望著我：「你今天怎麼了︖」
「我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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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她嚇了⼀跳：「為什麼要死。」
「麗⾹，我遇到那個⼈，他完全破壞我的名譽，名譽是⼈的第⼆⽣命，名譽若破滅，我

豈不是如同死了⼀般，所以，我想死了算了。」我告訴了她⼀切經過。
「你不要那麼傻，祇要⾏得正，坐的正，怕什麼。沒有⼈會相信他的，尤其你⾃⼰會靈

通，何不請⽰請⽰，是否可以⼀⾛了之。」麗⾹勸告我。她⼀向較堅強。
「我不敢請⽰⽼師，⽼師會笑我傻瓜。」我說。
「居然你想死，那麼我同佛青怎麼辦︖你這是逃避責任，枉費上天至靈看中了你，你可

以幫別⼈的忙，⾃⼰的忙卻無法可解，豈不可笑。這樣吧！你要死可以，但我同⼩青是跟定
了你。」

她哭了，⼩女兒佛青也莫名其妙的哭了，三個⼈擁成⼀堆。
「麗⾹，⼈們會誤會我。」
「不會的，時間會證明⼀切，現在⼤家都擁護和⽀持你，⽽打擊你的不過是少數幾個

⼈，我們是法治的國家，不要怕，你就當成沒有這回事，不就⾏了。」
「我⼀直在想，何以我的⽼師道⾏那麼⾼，卻隱居深山不出世，他畢竟是聰明⼈。⽽

我，我這個笨蛋、笨⼈、愚夫、憨⼈，卻傻傻的什麼統統講了出來，我後悔了，我真的後悔
了。麗⾹，我們找⼀座山隱居起來吧！不要再去理會⼈們的得救不得救。在這世界，⿊⽩不
分，眼睛短視的⼈太多，不必研究嘮叨⼦的靈學了，做⼀個逍遙⾃在的⼈多好。」

「那你是不想死了。」
「我內⼼還是很難過，還是在掙扎。名譽是我的⽣命啊！」
「我若死了，名譽是更好，還是更壞︖」麗⾹冷靜的問我：「也許⼈們更認為你不敢⾯

對現實呢！你要堅?站起來，那種⼈我們可以不必理會，但，為了⾃⼰理想，還是要活下
去。」

我聽了麗⾹的⼀番話，⼤為動容。
「你怎能講出這些道理︖」
「我的⼼中有神，要我這樣告訴你。」麗⾹說。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穩，我內⼼開始感到平安了。第⼆天，我上班，翻開蔣院長的講

詞：「向憂愁屈服，是最不上算的⼀件事，憂愁能使⼀切的東西褪⾊，使東西可愛之點消
沒，使前途⿊暗，使靈性受束縛，使能⼒遭綑綁，使靈命麻痺。」

我死過⼀次。現在，我活得好好的。承擔⼀切「莫須有」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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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懷念⼀代偉⼈

⼀年容易，去年的今⽇，總統蔣公在風⾬雷電的暴作夜晚，溘然崩逝。⼀年的時光⾶
逝，⽽今天，我們的追思之誠，⼀⽇更甚於⼀⽇。我們懷念領袖⼀⽣獻身⾰命，其精神⾼超
的風範，懷念領袖戰⾾的⼀⽣。今天，總統蔣公在我的⼼靈中，猶如天上的⽇⽉，永遠放射
著璀璨的光芒，那是⼀種永恆、真正的恆星，我相信總統蔣公的光芒將帶領著我們，光復神
州，必勝必成。

恭讀總統蔣公病中隨筆⼗五則，內⼼受更⼤的感動，赫然知道如何惕勵⾃⼰，如同親聆
其訓誨，更增加反x必勝的信⼼。我們曉得⾰命軍⼈要從戰⾾中得試煉，以精神戰勝物質，
靠正義和真理做為⾰命的信⼼和⼒量，誓復⼤陸，揭穿xxx幫的欺詐虛偽。

領申遺訓中明⽩指⽰，不可有依賴，⼈⼈要⾃強，樂觀奮⾾才是圖強之道，今天，我實
⾏三民主義，同⼼⼀德，團結⼀致，忍辱負重，祇有實踐領袖遺訓，以充分的準備，以不變
應萬變，必能獨⽴⽣存於世界。

在這個懷念深思的⽇⼦，我們要秉持國家奮⾾的⽬標、原則和政策，秉持總統蔣公的遺
訓，嚴守⾃⼰的崗位，不懈不怠。蔣公雖離我們⽽去，但，精神實永留我們的⼼中，如同仰
⾒領袖蔣公的⼀⽣為國，⼀意為民的苦⼼孤詣。懷念的⽇⼦中︔唯有我們反攻⼤陸，光復神
州，我們懷念總統蔣公才有意義。（寫於蔣公逝世⼀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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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評介「凌晨輕歌」

很早以前，我就讀過「嵐曦」的作品，他寫的很勤快，從⽂章中，我早看出，此⼈將來
必成⼤器，因為他的作品有⼀股潛⼒，擅長利⽤沉思抒發⼼靈的美感。隔了不久，嵐曦給我
寫信，我於是曉得嵐曦就是⾺⽔⾦。

嵐曦能寫出如此的作品，得⼒於⼤⾃然，我曉得他住在東勢天冷，有⾼山，有⼤溪，蒼
翠的綠意和潺潺的清泉，也可以說是他靈感的泉源了，我曉得⼤⾃然的⼒量是無⽌盡的，也
許就是這種⼒量，使他孕育著多彩的⽂思。

「凌晨輕歌」⼀書要出版時，他要我給他⼀篇序，我毫不猶疑的答應了，我在接信的當
天就下筆草就⼀篇，當天就郵寄給他，在那時，我沒⾒過他的本⼈，他也沒寄作品給我看，
然⽽我早讀過他的許多作品，我相信⽂如其⼈，⾔為⼼聲，我寫的，他必然點頭⾸肯。

「凌晨輕歌」分上下兩輯，上輯是西窗下，下輯是靜江微波，所寫的東西非常廣泛，著
筆還是在⼼靈上的感觸，我覺得他的短篇散⽂雖短，但滲透著淡淡哲思的意味，年紀如此的
輕，有這樣的深思熟慮，頗不簡單

書中有所謂的「情緒篇」──寫給故鄉的，⽂字相當簡潔，幾句淺⽩的話，勾出了他的
鄉思，例如：「躊佇在⼤⾥橋上，看著溪流。又想起⼤甲溪我的故鄉。」這樣簡單的⼆句
話，把意思完全表明了，他的感情極濃厚，例如：「⾬天裡，天上出現兩道彩虹。第⼀次看
到。很想從第⼀道⾛過去，從第⼆道⾛回來。」他這是在說什麼︖相信必能令⼈深思和體會
了。

我欣賞他的⼀些短句，出奇的把⼈帶入⼀種特殊的玄想之中，「秋⾬四⾳」中的⾬，幾
乎可以撩亂⼈的⼼弦呢！此書的印刷還算不錯，唯⼀的缺憾是「打字印刷」，畢竟打字的書
比排版的，看起來還是不習慣，「凌晨輕歌」⼀書是⾺⽔⾦的第⼀本⽂集，頗有代表性，我
想將來再版印刷時，必能改為活版印刷。

謹以此⽂，略作推介，祝福作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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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讀「萬⾥雄風」

──評介莊⽂樺的訪美記遊
⾼雄巿議會議員莊⽂樺先⽣，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訪美國六⼗五天，歸來後寫了⼀部

書，這本書就是「萬⾥雄風」，作者在出國前出國後，曾親訪筆者⼆趟，書⼀出版，即專⼈
送達，可⾒作者對這本書的重視。筆者利⽤空餘時間，⼀星期內全讀完，看完即有⼀種感
覺：「氣勢如天⾺⾏空，萬⾥縱橫︔愛國不落⼈後，電打雷劈，⼀⾔⼀語，語重⼼長。」

⽂樺兄的為⼈粗獷豪邁，談起話聲震四野，他的⽂筆真如同其⼈，流暢且鏗鏘有聲，⽂
字的組合在⾃然中透露出淡雅的優點，在說理⽅⾯，更是獨創⼰⾒，⾒識超⼈⼀等，有極為
不凡的智慧在有意無意中顯⽰出來，這種作品，其意義更是特出不同呢！

讀此書，有幾點感觸和共鳴的，特別在此提⼀提。
第⼀、美國的所謂「混亂」、「騷動」、「衝突」，「製造錯誤」其實祇是⼩部份錯

失，⽽⽂樺兄認為，美國的⼤多數「群眾」，正享受著史前空前的最⼤繁榮，這⼀點的認
識，我相信誰也不敢否認，美國的「群眾⽂明」的確是偉⼤⽽嶄新，也唯有如此，才能吸引
世界各國的「⼈⼠」。今天⽂樺兄提出「群眾性真理」，要我們⿎舞「群眾⽂明」，把巨⼤
的民意伸張出來，這也是歷年古代聖哲所⾔的「民為貴，君為輕」了，更是「尚君，天聽⾃
吾民聽，天視⾃吾民視，天聰明⾃吾民明威」的義理。希望吾們深深體會。

第⼆、「萬⾥雄風」的論述非常的廣泛，所遊歷的地⽅也非常多，觀察闡微入密，此不
同⼀般⼈的⾛⾺觀花，有許多資料⾜供我們的未來建設參考，例如夏威夷的觀光事業、「由
搖藍到墳墓」的週密完善社會制度、「奧⽴岡⼈報」的報紙⼀貫作業、全民競選的可貴、有
計劃性的公共交通系統等等。 這些資料，在⼀舨⼈來說，也許不算是什麼，但，在有⼼
⼈來說，是彌⾜珍貴的。

第三、⽂澕兄過去著有「選壇風雲錄」和「競選縱橫談」，⼆書專論選舉與政論，在出
版界是⼀項從未有的創舉，其⼈從事競選群眾⼯作理論與實際之研究，可算是年輕的政治⾏
動家之⼀，「萬⾥雄風」⼀書，論及美國⼤選和群眾選舉，更是⾒解非凡，莊⽂樺認為政治
的可貴在於「民意」，⽬前我們要嚴防特權政治、官僚政治、權威政治，使吾們能在民主制
度之下，開出燦爛芬芳的花朵，使百姓群眾蒙其利，⽽不是少數⼈的政治⽽已。

「萬⾥雄風」⼀書，凡三⼗萬⾔，全是⾎性⽂章，愛國的⼼聲洋溢，⿎舞⼈⼈關⼼國
事，作者是「不能不⾔，不忍不⾔，不敢不⾔」，他不能低頭、閉⽬、掩⽿的去愛⾃⼰的國
家，因⽽他抬頭，張⼤了眼睛，開⼜的說出⾃⼰的⼼聲。

我認為，莊⽂樺的這本「萬⾥雄風」的確寫得很好，⽂筆之佳不⽤說，其內容和深度。
⾼超的智慧，更是我們⼀般年輕⼈所必須追求和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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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讀「夢園⼩語」後

今年四⽉間，筆者出席聯勤六⼗五年度⽂藝座談會，幸遇盧勝彥君在座。我久仰他的⽂
采，知道他的巨著⼀本⼀本的暢銷，尤受⼀般青年學⽣的歡迎。當然我不會放過討教的機
會。盧君予⼈的印象是：溫⽂儒雅，⼀派書卷氣，他的談吐，更是⽂如其⼈，輕聲細語中含
有智慧的哲理。

這本散⽂集，誠如作者代後記所謂⼼⾎的短章。從夢園⼩語中，可以看出他悲天憫⼈豐
富的感情，那感情是超然的、昇華的。與⼀個從未謀⾯名叫夢夢的⼈，互通信息達三百⼆⼗
九封之多，討論⼈⽣問題，哲學、愛情 其⾒識的獨到，深刻的⽣活經驗，無怪乎這位多
產作家在他的⼆⼗八部皇皇巨著中，有再版、八版、⼗版的輝煌暢銷記錄，成功非偶然了。

「夢園⼩語」讀來清新可⼈，像⼀位摯友，向你傾吐⼀切︔又如⼀位智慧的長者，以睿
智的警語，叮嚀、關懷︔像⼀位詩⼈，那開朗的胸懷，那句句清新雋永的辭章，其⾼度的可
讀性，讓⼈讀後產⽣⼀種靈巧歡愉之感。

這本夢園⼩語，也在歌詠⼈⽣，浸淫書中，你可享受多彩的世界，歡暢的⼈⽣︔有悵
惘、有愛、有幻想。這本書的成功處，感染⼒強，其⽂筆的優美，對⼀般愛好寫作的青年朋
友，可作為良好的習作範本，亦不為過。

「我不管他⼈怎麼說，我認為作家就是：『尋訪幽靜⼼靈的⼈』。」「每⼀朵花都有每
⼀朵花的⼼靈，⼀滴⼩⽔珠，⼀⽚輕輕的雲，你如去體會『他們』的世界，你會尋訪到真
理。會獲得⼼靈的幽靜。」可以看出作者意境的⾼超，有⼀種隱⼠般的飄逸情懷。在「缺陷
的美感」⼀章中，作者謂：「我說這世界上就是⼀種缺陷美的世界。有缺陷才是完美，沒有
缺陷，很不可能。」這話多富哲理，耐⼈尋思，越推敲，越有意境。「鄉愁的詩」作者憑他
具有寫詩的秉賦，⼤膽的將其當代詩壇泰⽃余光中先⽣的「鄉愁四韻」⼆⼗⾏詩，改寫為簡
捷、流暢、⽽不失原精神的四⾏詩：「長江的⽔就是醉酒的鄉愁，海棠燒沸了⾎︔期待雪⽩
飄來的信，嗅嗅母親鄉⼟的臘梅⾹。」⽂字組合之美，韻律的俏麗，我⼤膽說⼀句，青出於
藍，只是余光中先⽣的名氣也不⼩。

總之，「夢園⼩語」這本集⼦的確是盧君的⼼⾎結晶。以作為茶餘飯後的欣賞⼩品亦
可︔以作為⼀般青年學⽣散⽂習作的參考亦可。「這本書是你的，也是我的。」對，我就以
作者這句話作結束。因為以我這⽀禿筆，實在描繪不出什麼名堂來。所以，特向你推介，實
地去欣賞他的原作「夢園⼩語第⼆集」較有真實感。（該書坊間亦有出售。總經銷：臺中巿
青山出版社（胡秋華謹注：本⽂原刊載於聯勤忠勤報，因有感於「夢園⼩語」這本清新的散
⽂集，有很⾼的可讀性，尤對⼀般青年學⽣很適合，為純站在替讀者服務的⽴場，特轉載此
⽂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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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由衷的祝福

四⽉三⽇，國軍聯勤總部頒贈第⼗屆⽂藝⾦駝獎，散⽂銀駝獎的得主是盧勝彥。
盧勝彥是由民聲副刊⼀⼿培植出來的作家，⽽現今又是民副的臺柱，他可以名正⾔順地

說是民副這個⼤家庭的兄長，所以他的獲獎，也是民副每⼀份⼦的光榮。
前些時，筆者曾稱盧勝彥為中部的散⽂權威，但盧勝彥卻謙稱⾃⼰是⼀名「⾃⽢寂寞」

的⽂藝⼩兵，認為強中更有?強中⼿，天外有天，⼈外有⼈，⽽不願戴上「權威」這頂帽
⼦。

此次，由盧勝彥的獲得散⽂銀駝獎，我們不難窺知筆者的眼光是沒錯的。以前對於他的
褒獎，非但不是拍⾺屁，更非瞎捧，完全是因他的作品有深度。

這些年來，盧勝彥寫得更深沉、更廣闊、也更成功。「將來，祇要把作品擺了出來，交
得出作品，交得出閃耀光輝的作品，相信⼀比較，誰也無話可說」，此乃盧勝彥信守不渝的
寫作⽅針，難怪他的作品能⼀部比⼀部受讀者的喜愛與推崇。

推溯盧勝彥的寫作背景，我們可以發現他還有更深厚的潛⼒，或許下屆的⽂藝⾦駝獎中
的散⽂⾦駝獎得主，就是盧勝彥。

本來盧勝彥是「筆下春秋」的主筆，但最近⼀直未⾒他那痛快淋漓的⽅塊，異常思念！
願他能再握「春秋」之筆，為孕育他的母親──民副，貢獻⼀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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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成功作家

盧勝彥在「成功者的箴⾔」⼀書中說：「⼈⽣是有條件的，⽽成功也是有條件的。」誠
然，換取成功的碩果，非但要具備豐厚的條件，⽽且需付出極⾼的代價。

今年才三⼗歲出頭，卻已經出版了⼆⼗八本書的青年作家盧勝彥，真可謂是遠景燦爛，
前途不可限量。

從盧君早期的作品「淡煙集」、「夢園⼩語」、「⾶散藍夢」 ，⼀直到最近的「⼼
窗下」、「成功者的箴⾔」、「靈機神算漫談」等書的出版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作者寫作的
⼀般⼼路歷程，他已經⾛出了當年的⼩圈⼦，開拓出了新的領域和風格，⽽且⽂筆更清新華
美了，內容更成熟豐富了。

詩、散⽂、⼩說、散論、⽅塊，盧勝彥的寫作領域是廣泛的，從新近出版的幾本書中，
我們可以發現，作者是有著多⽅⾯的才華。在他⼗餘年的創作⽣涯中，⼆⼗八本集⼦，⼀本
捱著⼀本的陳列者，在他⼈⽣遙遠的旅程上，構成了他的⽂藝王國。他那慎密的思路，光耀
的才華是令⼈羡慕的︔⽽他的衝勁，恆⼼和努⼒也是令⼈欽佩的。他永遠握著⼀枝筆，忠於
⽂學的創作，默默的在耕耘著⽂藝的園地，灌溉出滿園的花朵。

盧勝彥的書，尤其是他的散⽂集，更是深得青年朋友的喜愛，也是我所偏愛的。在他的
散⽂中流露著年輕⼈的純真，和⼀個⽂藝⼯作者的摯情︔的確，他的寫作態度是莊嚴的，他
已付出了整個⼼靈和無數的⼼⾎ 。

他說：「⼈⽣是有條件的，⽽成功也是有條件的。」我們相信盧君的成功，絕非天才，
⽽是具備了成功的條件，付出了換取成功的代價，終於成功的。

讀過他的書，我們不難想像出他未來在⽂壇上的成就和地位，我們虔誠的祝福他！
（後記：筆者與盧君素不相識，但偏愛他的作品，讀過他的幾本集⼦，使我感動深深。

最近讀他的「成功者咸⾔」，有感⽽發，遂提筆撰寫此⽂，表⽰我由衷的感佩和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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