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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香
藍狐

           用心濾去所有歎喟，只留橘香
           且要臨風，向遠，鼓蕩
           抑或就此風雅成新攢的《橘頌》
           抒豪情，亮心聲
 
           「後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我的橘香，恰氤氳自南國
           汨羅逶迤的岸畔
           黃龍山，梨樹堝

            飄搖，漫染
           無關遠遁，只求深切——
           只求，每一星香熏的顆粒
           陶醉的都是心，都是血
           是家，是國
 
           你是誰的橘？橘是誰的香？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
           頌讚，在大愛的深摯裡淚光盈盈
           在大醉的酩酊中情懷烈烈心。

           濾去所有空曠
           惟餘橘香的衷曲，滾燙了熱血

一棵艾草
吳奮勇

雨水沒有帶來我等候的消息，我把自

己位移到村外。眼前的樹木很有夏天的樣

子，枝繁葉茂。我故意用腳動動五根草、

醡漿草、地錦、打碗花、馬齒莧-……有草

木的疆域就有看得見的青山綠水。三千多

年前，《詩經》用文字勾勒植物，這個雨

後的黃昏，我把植物數得不亦樂乎。

這是我一個人走過多次 的山路，曾

在這裡仰望藍天讀雲，看著月亮的臉數星

星，曾遇到一條大蛇驚慌失措，落荒而

逃。今天的天氣很好，我該還得做些什

麼？走著，走著，期待心靈的奇跡。

在另一條小路上，似乎 有人。沒有

等我再遲疑，視野裡出現了幾個小孩，他

們俯身在割東西，發出了笑聲。我沒有大

喊，越過雜草，在離他們大約三米遠的地

方靜靜地觀察著，他們正在采艾草，選擇

頂端淺綠細嫩的芽兒。

我真的好奇。在我的生活經驗裡，艾

草是針灸用的，而在鄉下，端午前後，人

們會采幾棵捆成一束掛在門楣上。還記得

在我老家還有驅蚊的作用。祖母在世的時

候，每逢夏季的黃昏，會把門關著，用曬

乾的整棵艾草和稻草綁在一起點燃，熏得

整個房子煙霧繚繞，芳香四溢，那麼接連

幾個晚上，都會睡得很香。

他們中，大個子男孩是我的學生，這

個學期我教他物理，但他還是叫我「吳校

長，」我問他採這些做什麼，他告訴我要

做青粿。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艾草還可以吃，我

不解再問，他問我吃過鼠曲粿嗎？我說，

有。他說，道理是一樣的。他還告訴我，

他母親從「抖音」上學來，他家上周做了

一次，大家都說好吃，香香的稍微的苦

澀，然後會回甘。我真想試吃，但沒有說

出口，似乎他知道我的心思，他說端午節

要再做，說要帶給，我嘴上說不要，但心

裡很期待的。

他們繼續采，他們要采滿滿的一籃，

說還要送到城裡。我順著他們走過的山路

而回，路邊是一條小山澗，流水淙淙。我

知道端午和艾草有關，在我筆下，我寫過

關于艾草的詩歌《一門艾香》，寫過「挺

直的感歎號 ，一直在門外頑強地生長，

只要願意，俯下身子，直接就能滿載而

歸」。我想他們才是真正的滿載而歸。

我呢？兩手空空，在村外胡思亂想。

一棵艾草，一個生生不息 的生命 ，

隨意而長，不需要人們施肥管理，只要陽

光空氣雨水就夠，真是一種容易滿足的生

命。生命的偉大和脆弱瞬間可以轉化，而

艾草站在《離騷》《詩經》《本草綱目》

裡，我通過文字把隱喻和實用搬弄，勤勞

善良的勞動人民很有智慧，以艾為藥，為

食物，為精神寄托，足夠看見一棵艾草的

偉大。

就在石縫裡，我看到一棵 彎曲的 艾

草，很有藝術感，我蹲下，端詳一番，狠

狠把它連根拔起，本想要用很大的力氣，

沒有想到的是輕輕一拔就行了。長長的主

根，我舉著它，舉到眼睛前平視著，像在

做一場對話，其實我什麼也沒有說，也不

想說。

我快步回到學校，把他種在花盆裡，

它的身邊是蘭花，還有一根乾枯的茶枝，

上面長著苔，我會一起愛它們。

它們從曠野來，在我身邊生長，都是

大自然的一部分。它們不管在那裡都無怨

無悔，都以植物的名義像雨水一樣滋潤大

千世界。

茶鄉風物
陳水寶

五月，茶鄉。太陽早早起床，向大地

兜售它的耀眼的光茫。山中的霧氣步履蹣

跚，對陽光作最後一番抵抗。周圍的樹林一

片莽莽蒼蒼，遠處的村莊一派迷茫。一切顯

得如此的和諧而又安詳。

隨著清晨的流逝，炎炎烈日迫不及待

地開始了它的統治。彷彿剛剛掙脫鳥籠的野

鳥，撒開手腳，放肆地向大地傾洩著它的強

光和熱量。風似乎也害怕似的躲起來了。只

有在陽光鑽進雲層的間隙，才敢用它的小手

輕輕拂過樹木的臉龐，留下它顫抖的愛的轍

痕在空氣裡。

地上的綠色植物，慵懶地站著，有些

不知所措。它們無法拒絕只能默默忍受。把

它在春天吸收的水分，吝嗇地交上一小部

分。因而，肥膩的葉片一下子又顯得乾癟瘦

削起來。瘩垃著腦袋，有些垂頭喪氣，以行

動表達著它們的不滿。

路上一個鬼影子都沒有。只見一隻小

鳥降落在那泛著白光的圍牆之上。接著便是

輕鬆的踱步，隨意地浪叫了兩聲，尖尖的小

嘴在那空無一物的圍牆上空啄了幾下。全然

不將這炙熱的陽光放在眼裡。我故意吹出的

一聲哨子也沒將它嚇倒。撲騰兩下翅膀，繼

續踱它的方步，啄它的圍牆。 

午後。狂風捲集著烏雲，在茶鄉的大

地上肆虐橫行。地上的塵土 、紙屑和垃圾

袋集體放假，一齊飛向空中，手舞足蹈。又

似一名醉漢，東倒西歪，在小巷內橫衝直

撞。俄而，一道閃電如一把利爪將這黑暗之

魔緊緊扼住，照亮了周圍的一切。遠處的茶

山，樓下的人影清晰可見。可黑暗並沒有退

卻，閃電以失敗告終。緊接著，雷聲隆隆，

似戰車駛過茶鄉的天空，發出一聲聲渾厚的

悶響，嚇得稚子一溜煙滾回屋內，連連呼喊

他爹以壯膽。少頃，未收到請柬的暴雨，把

它的躁動注入茶鄉的土地上。我在屋內觀看

著大自然在發脾氣，被熱氣搞得煩躁不安的

心突然輕鬆了起來。

天空收走了黑幕，暴雨帶著暑氣一齊

撤退，太陽又露出了笑臉。隨著炎熱的敗

逃，南風的手腳也開始變野了，用力地搖晃

著樹木的腦袋，宣告著它的完美歸來。

晡時。太陽漲紅了臉，掛在遠處的山

坡。西天的斜暉漸漸暗淡，茶山昏昏欲睡。

這時，一雙雙缺少運動的大腿，開始和一條

老路密集地接觸。老路兩旁的綠色財富，以

它一年四季面不改色的忠誠，證明著人們愛

它愛得有些道理。稚子擺弄著蘆葦稈，進入

無憂無慮的自我的世界。以他的小碎步，顯

露著他愉快的心情。時不時飛起的一隻小

鳥，讓我感受到這世界的可愛與美好。曾經

漠不相關的周圍的一切，似乎在一瞬間全都

進入了我的生命。以它們的鮮活，攪擾著這

平靜如水的寂寞的日子。

微風薄如蟬翼，以一種不易察覺的力

度，輕輕撩動你的秀髮，把它的清涼緩緩地

注入你的肌體，將汗珠緊緊地按在了你的毛

孔裡。被烈日的熱吻灼傷的皮膚得到了些許

的安慰。綠葉竊竊私語，而有些心急的樹

葉，便倦于等待，掙脫了枝幹的束縛，向你

的眼前飄去。你匆匆趕路，忘卻了路旁的小

草野花，行進的節奏並不被打亂，漸漸地把

它們甩在了後面。

暮色蒼茫，籠罩著安溪邊陲的這一茶

葉小鎮。忙碌了一天，倦乏的小鎮在群山的

懷抱裡安然入睡。在這靠人們勤勞的雙手建

起的方形建築物裡，住著各式各樣的人。在

它寧靜的外表下，一代又一代，演繹著一幕

又一幕有關生離死別愛恨情仇的人間悲喜

劇。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演員。

訃  告
陳祥軒

(晉江永和)
逝世於六月二十三日
設靈於香港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

樓福海堂

出殯於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

林金榜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出殯日期另訂

曾李秀錐
逝世於六月二十六日
出殯日期另訂

王尚捷
(晉江金井丙洲)

逝世於六月二十八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2 0 2 -

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七月四日上午十時

林天賜
（晉江市深滬鎮柳山鄉）

逝世於六月二十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
出殯於七月五日上午七時

流芳百世

李清安家屬
捐陳埭同鄉總會

菲律濱陳埭鎮同鄉總會暨商會籌委會

訊：本兩會李清安鄉賢（原藉晉江市陳埭鎮

洋埭李村），不幸于二○二○年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中午十二點三十五分逝世，享壽

七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因時

值瘟疫肆虐之季，病毒蔓延，一切禮儀從

簡，于六月廿三日上午出殯。本兩會聞耗，

經去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衷順變。

李清安鄉賢家屬感念其生平熱心會務，

對本會籌備工作積極參與，為表達其敬重鄉

誼之家風美德，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會會

員之福利，獻捐本會壹萬元菲幣，作為會務

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彰，並申謝忱。

 李清安家屬捐
陳埭鎮校友會

陳埭鎮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李清安學長（原藉晉江市陳埭鎮洋埭李

村），不幸于二○二○年六月十九日（星期

五）中午十二點三十五分逝世，享壽七十有

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因時值瘟疫

肆虐之季，病毒蔓延，一切禮儀從簡，于六

月廿三日上午出殯。本會聞耗，經去電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衷順變。

李清安學長家屬感念其生平熱心會務，

盡力輔佐各項會務工作，為表達其敬重鄉情

窗誼之家風美德，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會

會員之福利，獻捐本會壹萬元菲幣，作為會

務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予以表彰，並申謝忱。

黃文旦先生逝世
菲律賓江夏黃氏納卯分會訊：本會永遠

榮譽理事長文旦宗長(晉江東石鎮湖頭村)，

亦即本會理事啟明令尊。于二零二零年七月

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逝世于納卯市家中。噩

耗驚傳，同深哀悼。距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

十二日(農曆丙寅年九月初六日)，享壽九十有

五高齡。現停柩于納卯市Cosmopolitan funeral 

parlor- davao city殯儀館。

擇訂于七月四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

本會聞耗，經致電其家屬慰唁，望節哀

順變。

黃文旦先生逝世
旅菲檗湖永黃氏聯鄉會訊：本會名譽理

事長文旦鄉賢(晉江東石鎮湖頭村)，亦即本

會理事錄取，名譽理事啟明、啟智，啟泰，

美美、燕燕賢昆玉令尊，于二零二零年七月

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逝世于納卯市家中。噩

耗驚傳，同深哀悼。距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

十二日(農曆丙寅年九月初六日)，享壽九十有

五高齡。現停柩于納卯市Cosmopolitan funeral 

parlor- davao city殯儀館。

擇訂于七月四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

本會聞耗，經致電其家屬慰唁，望節哀

順變。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訊：本會顧問黃

文旦鄉賢(晉江東石鎮湖頭村)，亦即本會名

譽理事黃錄取，鄉賢黃啟明、啟智，啟泰，

美美、燕燕賢昆玉令尊，于二零二零年七月

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逝世于納卯市家中。噩

耗驚傳，同深哀悼。距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

十二日(農曆丙寅年九月初六日)，享壽九十有

五高齡。現停柩于納卯市Cosmopolitan funeral 

parlor- davao city殯儀館。

擇訂于七月四日下午一時出殯火化。

本會聞耗，經致電其家屬慰唁，望節哀

順變。

張金鍊逝世
和記訊：僑商張金鍊先生亦即張建全，

安琪，安妮暨昆玉令尊，不幸于二○二○

年四月三日逝世于崇仰醫院，享壽六十三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靈體經火化，靈

骸訂七月四日，五日，設靈于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

FREESIA）靈堂，訂七月六日（星期一）奉

骸安位于普濟禪寺。

呂友平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呂友平老先生（晉

江市科任鄉）亦即呂志超，志群，志雄，嘉

儀，嘉治賢昆玉令尊，于二○二○年四月

二十日下午一時二十五分，壽終于崇仁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靈體于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上

午十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堂。靈骸訂七月

八、九、十日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七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七時

出殯安葬于華藏寺靈骨塔。

呂友平遺孀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故僑商呂友平令德配，

亦即呂志超，志群，志雄，嘉儀，嘉治賢昆

玉令慈—呂府柯太夫人謚秀真（晉江市科任

鄉）不幸于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

時十二分壽終于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靈體于六月三十

日（星期二）上午八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

堂。靈骸訂七月八、九、十日設靈于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七月十一日

（星期六）上午七時出殯安葬于華藏寺靈骨

塔。

陳文景丁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本

會副理事長陳文景鄉賢、理事陳炎火鄉賢，

港商陳炎評鄉賢、陳波治、陳秀棉賢昆玉令

尊陳祥軒鄉彥，不幸于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

日，壽終于香港伊利沙伯醫院，享壽八十有

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七月

二十二日下午三時于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

儀館二樓福海堂設靈祭奠，翌日上午八時

三十分舉行大殮儀式，十時辭靈出殯。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達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本會
永遠榮譽理事長陳文景學長、理事陳炎火學
長、港商陳炎評學長、陳波治、陳秀棉賢昆
玉令尊陳祥軒老伯父，不幸于二0二0年六月
二十三日，壽終于香港伊利沙伯醫院，享壽
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于九龍紅磡暢行道萬
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設靈祭奠，翌日上午八
時三十分舉行大殮儀式，十時辭靈出殯。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達沉痛哀
悼和深切慰問。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教育基金會訊：本會
名譽董事長陳文景學長令尊陳祥軒老伯父，
不幸于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于香港
伊利沙伯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擇訂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
于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設
靈祭奠，翌日上午九時舉行大殮儀式，十時
辭靈出殯。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
表達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旅菲永和古厝同鄉會訊：本會理事長陳
文景鄉賢、常務理事陳炎火鄉賢，港商陳炎
評鄉賢，陳波治、陳秀棉賢昆玉令尊陳祥軒
鄉彥，不幸于二0二0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
于香港伊利沙伯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擇訂七月二十二日下
午三時于九龍紅磡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
海堂設靈祭奠，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舉行大
殮儀式，十時辭靈出殯。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達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菲律濱至尊國際獅子會訊：本會會長陳
文景獅兄令尊陳祥軒老伯父，不幸于二0二
0年六月二十三日，壽終于香港伊利沙伯醫
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擇訂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于九龍紅磡
暢行道萬國殯儀館二樓福海堂設靈祭奠，翌
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舉行大殮儀式，十時辭靈
出殯。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達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