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农历九月来临，农历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中华民族
习惯要登高爬山，在祖籍国应
该是秋高气爽，落叶深秋的时
刻。小时候经常听姥爷、姥姥
说，当年日本南进印尼时期，
他们整家逃难往槟榔屿避难
去，在槟榔屿逗留了三年。每
年的九月初九日槟榔屿华人
吃九日斋习俗（由九月初一至
九月初九日），然后登上阿依
淡千二层梯级清观寺庙去祭
拜九皇爷圣诞。六十年代姥
姥告诉我槟城的重阳节人们
都登上千二层梯级，那年我才
十岁，第一次知道重阳节登
高。登上千二层，哇！那究竟
是一个怎么高的地方呀？我
没有概念，心里画满了无限个
的问号，那个年代只有实体照
片参考，不像今天网络上搜索
旅游景点马上就图文并茂呈
现出来了。姥爷说清观寺在
山上，需要从平地登上一千二
百层梯级高。姥爷给我一本

唐诗三百首，我当时只能朗读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
萸少一人”来幻想这千二层清
观寺是否是坐落在云端上天
庭的一座宫殿？曾祖母告诉
我槟城极乐寺有个龟池，饲养
着好多乌龟，大乌龟能驮载一
个小孩子在背上。

二十多年前自己和家人
偶尔赴槟城去，好几次都碰上
了农历九月，在老鼠岛万山一
带好多熟食摊档卖斋菜斋饭，
庆祝九皇爷诞辰，当地华人都
流行吃九日斋的习惯。为什
么槟城闽南话称菜市场叫“万
山”呢？应该是从英语 bazar
音译词这么转过来使用的。
槟城华人沟通也使用闽南语
为主方言，和棉兰有点类似以
漳州音为主，混搭了泉州和厦
门的发音，还参杂英语词汇，
语调与苏北省略微有不相
同。苏北省也以漳、泉、厦闽

南语混搭了印尼语词汇。大
体上槟棉两岸居民语言还是
互相可以沟通。槟榔屿比棉
兰先开埠半个世纪，交通措施
英殖民地建设得比较完善些。

碰巧有一年的九月初九
我们全家人就在槟城做客，我
很想登上千二层去看个究竟
向往已久的清观寺，很不巧小
孩子突然发烧，赶忙带往儿科
医院去，所以初九没办法抽身
去看祭拜九皇爷诞辰。隔天，
孩子情况正常了，好几十年前
听姥姥、姥爷说过的千二层清
观寺究竟是啥样子的？不过，
过了苏州无艇搭，今天初十已
经没人上去了，昨天就有付费
汽车可搭上去。没关系，就自
己步行上去吧，反正是过来旅
游的，很多小贩都告诉我从极
乐寺观音佛像那条路一直上
去就是了，上到顶端就有一座
清观寺，那儿空气可凉爽，风
景特漂亮，有些小贩把地方描
绘得很神奇如仙境。不过需
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我来目
睹一下千二层芦山真面目，看
一看半山云彩半山雾的境界，
今天，总算来到了此地，就实
现我多年来幻想的云端天宫
看一看去吧。

清晨六点钟买了早点和
准备了食物、矿泉水、风衣、雨
伞等物品，搭巴士上极乐寺
去，抵达了极乐寺院，观看了
龟池确实很多乌龟，不过，没
看到曾祖母说像一口大锅这
么大只可以驮载一个小孩儿
的大乌龟，我以为可以看到西
游记四个人乘搭渡过通天河
的大海龟，原来只有像小脸盆
大的乌龟罢了。沿着极乐寺
观音佛像一路徒步上山，山路
沿途都碰不上一个人，没得好
问路，就自己一个人孤身只影
往上走，谁叫我不是昨天过来
一起凑热闹呢！沿途看见好

多人昨天丢弃的木棍。有些
人怕路滑临时买了木棍当拐
杖撑持徒步，到了半山腰有几
户民房住宅，哪有什么清观寺
呢？究竟是还需要走多远
啊？我无语问苍天，都走了好
几个小时了怎么还看不到那
座寺庙？过去民宅敲门问路
看看吧，叫了很久很久，只有
几只狗在对我狂吠，家中无人
在，大概都往农田里干活去
了，自己只好又往上走。半山
腰一阵风吹过来云雾缭绕，笼
罩着远处隐隐约约看到的农
作物应该是茶园，茶园一般都
是种植在半山腰的丘陵地带。

都已经过了午饭时间了，
我从背包取出来准备的面包、
食物及开水，坐在路旁的石头
上吃了再慢慢步行上去。几
只黄狗已经停止对我狂吠，眼
睛一直盯着我手上的面包，不
时伸出舌头舔着它们自己的
嘴巴，我撕了几片面包丢过去
它们在争夺抢食物。看看手
表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往上
再步行了一段路程，好不容易
远处看见了山顶上有寺庙的
建筑，两个年轻的和尚穿着棕
色和黄色的袈裟步行，我终于
到达了目的地。清观寺建立
于光绪7年（1881年），迄今已
有140年的历史了。里头供
奉神明有：元祖先师、道母天
尊、玄天上帝、观音娘娘、六位
仙师、文昌帝君、弥勒佛、斗
母、马祖、太白星君、地藏王菩
萨、三教圣人、孔子、释迦佛
祖、太上老君等。在前廊有尊
身穿蓝色道袍，神情庄重，皮
有几分仙风道骨模样的高人
逸士塑像，灵光大帝，原名张
康道长，仙逝后列入仙班，受
封为灵光大帝，他生前拯救过
数之不尽的信徒，弟子及信
众，为了纪念他恩泽庇佑，特
聘请雕刻名匠塑造了一尊骑

虎的法相，安奉在前廊供善信
膜拜，在民间享受万年香火。

一座在深山古庙的飘渺
气质，登上清观寺习习山风，
凭栏远望海船橹影，海面樯帆
出没，飞雁隐空，天际清寥，一
望苍茫，水声鸟鸣钟磬响音是
洗涤身心灵魂宗教对心灵的
洗礼，寺庙并非我想象中的样
子，也不是众口说的美如人间
仙境，只不过是座落在高山上
一座很普通的道观罢了。因
为是在山上空气确实凉快，寺
庙门口庭院里好多桌椅，坐着
几个中年男士正在下棋聊天
喝茶，好多只狗一直对我狂吠
不休。他们觉得诧异并问道：

“你怎么不是昨天上来而是今
天？昨天是九王爷诞辰才热
闹呀！今天哪有人上来呢？”
没关系，我只是想来看一看环
境，热不热闹不重要。庙的范
围不是太大，除了很多树木也
没什么特别优美的风景观赏，
询问了下山可以从寺庙前面
的梯级走下去到平地，所谓的
千二层就是指这些梯级了。

我就从梯级慢慢步行下
山去，沿途还是自己孤身只
影，姥爷说的千二层梯级现在
我就是脚踏实地了，在高处吟
诵着“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
茱萸少一人”的诗句，曾祖母，
姥爷、姥姥都已作古。慢慢的
顺着水泥梯级一步一脚印走
下去，顺便数一数是否真的有
一千两百个梯级？抵达平地
走完了这久仰的千二层，根据
我数的数目是不止一千二百
个梯级，应该有二千二百二十
多个梯级。平地就是垄尾华
人坟场。走出坟场有巴士车
站，搭巴士车回到车水路住宿
处是太阳偏西傍晚六点钟了，
劳累了一整天总算了结了多
年的心头愿，目睹了久仰大名
的九王爷寺庙 - 千二层，自己

征服了单独登山和下山的勇
气。司机告诉我从槟城车水
路往山上眺望，远处第三个山
峰有天线铁塔的就是千二
层。槟榔屿环境优美，有好多
名胜旅游景观和自然景观。
盛产榴莲和肉豆蔻，果农栽培
出各不同的榴莲品种。是北
马著名的旅游景点区，好山好
水好地方。

姥爷留下的那本唐诗三
百首，每一年的重阳节我都会
吟诵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
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茱萸，原来还
分为：草茱萸和木茱萸两类；
木茱萸再分为：吴茱萸、山茱
萸和食茱萸三种，它们都是著
名的中药，真实的植物我还未
见过呢。

峥嵘岁月过，倏忽古稀年。
鬓斑额发少，心顽腿脚健。
网场比高下，书坛辩丑妍。
浮名云天外，悟真山水间。

江春书法作品
自作诗 七十抒怀

新冠来袭，鄂北城封，
百业寂寥。
叹 制 裁 贸 易 ，抹 黑 瘟 疫 ，
国安立法，蛇鼠狂嚣。
中兴罚赔，抖音遭抢，
到处华为遇阻挠。
单边计，把道德毁弃，
蛮横奸枭！

中国勇克艰滩，
为世界康宁分疫苗。
看 西 方 强 国 ，重 谈 冷 战 ，
亚非拉美，苦筑平桥。
大地华夏，飞桥高铁，
基建航天现舜尧。
平心论，有东方新政，
好赞如潮。

沁园春·辛丑年秋记感
■ 廖省：林越

登高瞭远见峰恋, 薄雾迴绕云海还。
高寿双亲当益壮, 府家铭感谢天宽。
尊师敬老传今古, 孝道重阳继旧观。
岁月匆匆催鹤发, 童颜易化换新官。

重阳节有感
■ 棉兰：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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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槟城“千二层”九皇爷清观寺

喜剧世界的开拓者德谷·斯拉末—许仁忠（1）
■ 亨利·耿杜·查纳多（Herry Gendut Janarto）

铭记所爱之人，有很多方
式可供选择。许仁忠（Kho
Djien Tiong），又名德谷·斯拉
末·拉哈惹（Teguh Slamet Ra-
harjo），选择了一种方式来铭记
他挚爱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
导师拉登·阿尤·思丽慕腊夫人
（Raden Ayu Srimulat）。他纪
念的方式不是建造别墅、雄伟
的宫殿或美轮美奂的陵墓，而
是成立了野欢乐思丽慕腊冶
（Aneka Ria Srimulat）喜剧团。

通过这一剧团，思丽慕腊
之名得以永存。多年来，德谷
通过该剧团为印度尼西亚培养
了众多喜剧演员。可以说，他
所做一切都是独具匠心、颇为
罕见的，甚至可能是全球独一
无二的。

令人感动的是，德谷和他
的妻子思丽慕腊来自不同的族
群——华族与爪哇族。 夫妻
二人伉俪情深，编写了一曲甜
蜜、浪漫与和谐的乐章，他们的
名字也合而为一，永不分离。

吉他高手和歌朗章迷
七岁时，少年德谷迷上了

弹吉他，但却无法拥有。对那
时的他来说，有一把自己的吉
他只是个遥远的梦想。于是，
德谷只能在村中邻居威洛·金

刚（Wiro Kingkong）先生家里
观摩如何制作吉他。除了吉
他，威洛先生还擅长制作大提
琴和低音大提琴。

每当威洛先生给即将成
品的吉他或大提琴调音，并即
兴弹奏时，德谷都会聚精会神、
专心致志地观察。毫无疑问，
他已成为威洛先生家中的常
客，有时甚至还忘记回家，常常
需要养母吉嫩（Ginem）来唤他
回家。

德谷和他的养父母——
吴木贵（Go Bok Kwie）、吉嫩一
同居住在梭罗市的伯林嘉丁村
（Kampung Pringgading）。他们
的生活虽谈不上贫穷，但也只
能算是普通。德谷的养父吴木
贵是一名工人，每天在离伯林
嘉丁村不远的瓦隆伯冷（Warung
Pelem）区的林源美（Liem Gwan
Bie）印刷厂工作。德谷的养母吉
嫩来自沙拉迪加（Salatiga），是一
位普通的爪哇家庭妇女。

德谷，1926 年8 月8 日出
生在克拉登（Klaten），原名许

仁忠（Kho Djien Tiong）。这个
包含了三个音节的姓名拥有特
殊的含义：“许”（Kho），“许多”
之意；“仁”（Djien），指“仁爱”；
而“忠”（Tiong）则意味着“忠
诚”。德谷在原生家庭的九兄
妹（五男四女）中排行老七。他
的亲生父母，许瑞兴（Kho Swie
Hien）、吴春娘（Go Djoen Nio），
分别来自日惹和博约拉利
（Boyolali）。

在克拉登巴楞村（Kam-

pung Bareng）的家中，许瑞兴经
营了一家小面馆。生活可谓捉
襟见肘，收入也只能勉强糊口，
更不要说养活这么多孩子了。
而这也是他和妻子愿意把德谷
过继给亲戚抚养的原因。

吴木贵和吉嫩成家已久，
却未育有一儿半女。因此，这
对夫妇想从子女众多，但生活
并不富裕的亲戚家中收养孩
子。他们一致选中了当时尚且
年幼的德谷，而吴木贵正是德

谷生母吴春娘的弟弟。跟随吴
木贵一家在梭罗定居后，许仁
忠改名为德谷·斯拉末·拉哈
惹。到了入学年龄，德谷就在
普沃蒂宁拉丹（Purwodinin-
gratan）区 的 中 华 会 馆 学 校
（Sekolah Tiong Hoa Hwe
Kwan，简称 THHK）读书。他
的同班同学兼密友郭森石
（Kwee Som Tjiok），日后成为了
梭罗著名的克里斯蜡染布（峇
迪）公司（Batik Keris）的老板。
当时，两人都喜爱吃刨冰。

随着年龄的增长，德谷想
要弹吉他的热情并未消退，反
而更加高涨。一放学，德谷便
会去威洛先生家，这已经成为
了惯例。之后，他不再满足于
只是观摩威洛先生娴熟地制作
吉他，而是开始尝试弹奏。在
他心里，一直想拥有一把属于
自己的吉他。然而没有办法，
父亲没有足够的钱买给他。

德谷渴望学习吉他的热
情日益高涨。之后，他与有吉
他的同乡朋友来往更加频繁，

也有了许多好友做他的吉他老
师。对德谷来说，为了学习吉
他，学业只能无奈的屈居第
二。学习吉他时，德谷不敢有
一丝懈怠。在日本占领时期，
包括中华会馆在内的学校被关
闭，德谷被迫辍学。此后，他便
更加刻苦地练习吉他。

时局动荡之下，由于无学
可上，德谷开始和父亲一起在

“林源美”印刷厂工作。印刷厂
破产后，德谷利用空闲时间更
加认真地学习音乐。他与伯拉
威村（Kampung Perawit）的好友
陈长平（Tan Tiang Ping）共同成
立了原创歌朗章（Keroncong）
乐队。他的许多朋友都参与其
中，分别有：李昌炎（Lie Tjong
Yan）、林瑞福（Liem Swie Hok）、
林虎旺（Liem Houw Wan）、郑基
良（The Kit Liong）、许 仁 迪
（Kho Djien Tik）和杨张音（Yo
Thio Im）。在这个音乐团体中，
德谷不断磨练自己的才华和吉
他演奏技巧。除了努力学习吉
他外，他还向李昌炎和林虎旺
学习小提琴，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
琴演奏家也是他的梦想之一。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
设 中 的 角 色 和 贡 献（第 二
册）》。本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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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兰：晓杨

当地时间10月6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
利文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
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落实9月
10日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共同
努力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约一个月前，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
通电话时强调，中美关系不是
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
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当时

拜登总统也释放了对话合作的
信息。此次中美高层在瑞士举
行面对面会晤，就是致力于落
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
识。双方表达了加强战略沟
通、妥善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对
抗、寻求互利共赢的共同意愿，
为回答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这
个“世纪之问”提供了答案。

近年来中美关系急转直
下，究其原因在于美方对中国
作出重大战略误判，对双边关
系存在严重误读。因而，双方
加强战略沟通，特别是美方调
整对华错误认知，对推动中美
关系重回正轨至关重要。

首先，美方应深刻认识两

国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一段
时间以来，美国国内存在一种
谬见，认为中国一直在占美国
的便宜。但事实呢？以经贸为
例，中美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
不到25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
的约6295亿美元。中国美国
商会日前发布调查报告显示，
美国企业对中国业务的乐观程
度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达
到3年来的最高点。试想，如
果只是一方占便宜，中美经贸
关系怎么可能发展至今天的深
度和广度？美企又何以如此看
重中国市场？

基辛格博士曾在《美国的
全球战略》一书中指出，“中美

两国发展合作关系不是一方施
予另一方的恩惠，而是符合双
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此次在
会晤中明确表示反对以“竞争”
来定义中美关系，是对美方一
些人认知误区的校正。

同时，美方还应当正确认识
中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中方
一再强调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而是追求不断超越自己。中国没
有争霸战略，只有发展战略，目的
就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美
方一些人将中国定义为“最大战
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假想敌”，千
方百计想把国内问题转嫁到中国
身上，显然是找错了药方。美国
面临的最大挑战永远来自其内

部，不妨也立足办好本国的事情，
成为更好的自己。

外界注意到，美方近来在
中美关系上有一些积极表态，比
如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搞

“新冷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等，这些表态非常重要，但行胜
于言。美方不能一边说无意遏
华，一边穷尽手段打压中国。美
方应当切实尊重中方主权、安全
与发展利益，停止利用涉台、涉
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
题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推动中
美关系重回正轨的前提。

历史和现实证明，中美对
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受严重
损害；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

会受益。正因此，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今年8月在参加阿斯彭
安全论坛时呼吁，中美两国必
须努力与对方接触，以避免一
场对双方乃至世界都将是灾难
性的冲突。他同时希望美方转
变对华强硬路线。

从安克雷奇到苏黎世，中
美高层今年以来两次面对面会
晤，展现了世界期盼的对话合
作的意愿。避免冲突对抗、寻
求互利共赢——中美不仅需要
为此保持经常性对话与沟通，
更应加快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
识，尤其是美方这个“系铃者”
应当尽快让世界看到它的“解
铃”行动。

德谷·斯拉末

美方应用行动落实中美元首通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