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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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國業
（南安彭口村）

逝世於七月六日
出殯日期另訂

李陳麗錦
(晉江龍湖內坑)

逝世於七月十日
現停柩於馬利謹那LOYOLA MEMORIAL 

CHAPEL AND CREMATORIUM
出殯於七月十七日上午九時

張陳烏諒(淑惠)
(晉江陳埭湖中)

逝世於七月三日

現設靈於巴西市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蔡清祥
(石獅市玉湖)

逝世於七月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七月十六日上午八時

李紫鮭
（南安彭口村）

逝世於七月十日
設靈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
出殯日期另訂

王美勸
(晉江東石張厝村)

逝世於七月九日
現停柩於描戈律市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 - Hope 2 chapel new wing in Lacson 
Street

出殯於七月十五日上午八時

施許碧珠
(晉江石廈厝後份)

逝世於七月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樓下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沒人理睬的哭泣
高洋斌

     晚風肆掠的庭院，紅楓深深
     不知幾度春秋，不知生死幾何

     細流的清酒啊
     如何灌溉，才能如夢
     一飲一惆悵，一品一斷腸

     不爭的眼，哂笑不開的心扉
     殘忍的阻塞煎熬的迸發
     潛伏在清冷的月色裡，
     淚灑青階

夜訪西資巖
王榮挺

     天色已晚
     沿著夜色來到西資巖
     一顆心 一艘帆船 一朵玫瑰
     懷著那一份虔誠
     我的慾望像包容的野草

     千里之外的微塵
     無能祠 真武廟 三大佛
     儒道釋並存

     佛因一種寂靜和幽暗
     卻有一萬種
     閃動的色彩、氣味和神韻
     而不得不忍受的喧嘩
     接近于完美的弧度
     朝南倒下的扁擔
     指示求生的方向
     佛說——

鄉間青春路
拙蘭

不知道你們是怎樣度過青春期，我的

美好年華似乎只沉浸在單調的學習，美好的

友情和化不開的親情裡。另外，還有那個年

代車馬慢的一紙書信裡。

過節時收到或近或遠的一張賀卡，印

象挺深的是兄的同學回信附的是武大櫻花，

燦爛奪目若雲霞，而特意囑咐他，回信落款

不用顯示地址，感覺學校名氣太大，不想引

起別人的注意。

而且那時期不開化，農村的學校也保

守，遇到困難都是找熟悉的男同學解決，好

像能聊的少。唯一安慰的暖心的景色就是下

午放學，去校外田野裡跑步了。

這種做法蔚然成風。尤其是冬季，出

校門不遠即是土路，農家麥田風光，灰濛濛

的天地下，一望無際的綠色，或有蒼茫的遠

樹，在寒風中駐足。三三兩兩，或是一個

人，開始向遠方出發，吐滯氣，鍛煉身體，

似乎是越跑越輕盈，心情越輕鬆，也減緩了

對伙食清淡，十幾里外家的思念。

偶遇女同學，慢下來，聊東聊西，說

各自小時候的糗事，各村的鄉間趣味。有時

候走到一塊菜地，有愛好的同學還要進裡，

尋一葉未包捲的白菜心，掰一片吃。現在想

起很清爽鮮嫩。

那時間似乎是外表開朗活潑，內心羞

澀偏執。去串親戚，放著正街大道不走，要

繞到偏僻羊腸小路上去。為此，坑坑窪窪不

平的生產路走過，結冰的魚塘見過，溝溝壑

壑坎坎坷坷路過，荒郊蕭殺的氣氛感受過，

靜寂思遠有過。

過年走親戚，路過有同學的村莊，不

怯生畏熟的我執意慣常不走尋常路，通天大

道無視，穿小巷，越小街，走到旁門左道

上，誰知路不熟，除了冬日麥田莊稼地，竟

無路可走，只好推著自行車，費勁地從梗上

壟上過，那茫茫大地上，只有一小黑點艱難

而行，落得新衣一身土，風塵僕僕，似從遠

方來，走盡天涯路。

直到後來見的人多了，讀的書多了，

似乎才不總在歧路，囧途，思想也變得通

達，也開始不再囿于事，拘于人，內外一

致，開始搞笑調皮。

沒有白走的路，該拐的彎，一點一滴

的經歷匯成自己的不同。

正如耳濡目染的鄉間戲，曾經趟過的

泥濘，曬過的暴日，流過的不息的汗水，生

我的那片土地，養我的親愛爹娘，熱鬧不消

停的兄弟姐妹，兒時玩伴，濃情的童年鄉

村，豐富了自己的經歷，樸素樸實簡單樂觀

的心性，皆因此而來，由此而生。

水稻裡的恩情
楊秀廷

那是三十多年前一段汗水浸泡的日

子，鄉村、土地、時光和親人饋贈我的愛

與哀愁，經由歲月的窖藏，已沉澱為我生

命裡無法析出的鹽質。

已經連續二十多天沒下雨了，稻田里

的水一天一天地幹下去，越來越多的稻葉

被陽光和空氣過度稀釋掉肌體裡的汁液，

有的已經捲曲起來，耷拉著，頹然露出惶

惑的色澤。

母親拄著鋤頭，失落地查看開始出現

裂縫的稻田和無精打采的稻禾，深陷的眼

睛裡溢出了淚水。我默默地望著辛勞而愁

苦的母親，空落的心裡像被什麼擠壓著，

沉甸甸的。

那個暑熱難當的下午，我和母親把稻

田里僅剩的已經露出脊背的十幾尾鯉魚捉

了。我們已經說好借家族裡一個嬸娘家在

村寨邊的那口小塘放養這些魚，等到過年

時由兩家人平分。我提著小木桶去找來清

水給盛在大木桶裡的那些魚「換水」，回

來時卻見母親坐在田埂上，哭了。母親的

兩隻腳上還裹著厚厚的田泥。

我不知道怎樣安慰母親，其實在那

樣的境地裡，我的無助和茫然已經無處存

放。那是剛剛分了責任田的日子。我們家

只有那兩畝多的農田，全家五口人的口糧

就靠它，可是，正在拔節分櫱的水稻卻缺

少水的滋潤，怎能不讓人心焦呢?

我的父親那時剛剛經受了一次大手

術，還未從那場大病中緩過來，幫不上什

麼，母親便整天蓬頭垢面、風風火火地奔

忙在田間地頭。我已到三十多里外的鎮上

讀初中一年級，懂了些事，學校放農忙

假，我回到家裡，每天除了打柴割草餵

豬，就跟著母親去責任田抗旱。

抗旱保苗的日子是很磨人的。我們的

責任田離家有幾里路，母親常常天不亮就

出門，很晚才回來。她整日守在溝渠邊，

頂著毒日頭，佝僂著身子去疏理水溝裡的

泥渣和枯草落葉，以便把那點已經小得可

憐的水引到田里去。

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來，發現放在

門邊的那兩把干葵桿沒有了。母親會不會

又到田里去了呢？父親知道了，也很是著

急。我扶著父親，乘著月色，急匆匆地往

田里走去。

快到田邊的時候，我驚呆了，在迷

濛的夜色裡，母親正挑著兩桶水，桶裡晃

漾著淡淡的光正隨著腳步移動，一搖，一

晃。母親低著頭，從溝底下的小水塘邊一

步一步地走上一小段很陡的土坡，走到田

埂邊，慢慢放下擔子，然後把木桶裡的水

倒進稻田里。

父親說：「二崽，那是你媽。」我回

過神來，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

我流著淚奔到母親面前，母親只是笑

笑，為我擦了臉上的淚水，就挑著水桶跟

我們一起回家了。

第二天，我也挑著木桶跟母親去挑

水保苗。水，一桶一桶地讓我從溝塘裡挑

到稻田里。一個上午下來，我滿身滿臉都

是汗，過路的人都用一種特別的眼光看著

我們母子倆。我挺著胸，一趟接一趟地挑

著，說不出那是一種自豪還是一種悲壯，

只覺得那汗，那鹹鹹的感覺一直滲到心裡

去，浸潤了生命裡一段最難忘的日子。

當我第五十次走上土坡，把水倒進稻

田里後，我去看我插在田里的草標，那順

著田泥縫隙迅速隱去的水，還是沒有浸到

草標的根部。我很是失望，跟母親說了，

母親用衣袖擦了擦臉上的汗水，笑著說：

「是禾兜喝了，它們渴呢。」我想想也

是，便又挑著桶往土坡下的小水塘走去。

兩周的夏季農忙假，我有一半以上的

日子跟母親挑水保稻子，有月亮的晚上我

們也去。

有一次，在我們母子倆放下水桶歇氣

時，我突然對母親說：「娘，打比我是這

田頭的一根稻子，娘會把我扯走，放到水

塘裡讓我飽飽的喝水吧。」母親沉默了一

會，才說：「不!娘就讓你長在田里，娘擔

水來養。」那一刻，燥熱的夜風和混雜的

蟲鳴好像突然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吸走了，

我的心不由一陣緊縮，鼻子發酸。在淚光

裡，我彷彿看到，漫天的雨點正旋轉著向

我飄灑而來。

我跟著母親擔水保苗的日子，扁擔磨

破了我肩膀上的皮肉，汗水浸濕我青澀的

記憶，但生活的另一枚種子卻已播撒進我

的心靈沃土中。兩年後我考上了外縣的一

所師範學校，後來我成了家鄉的一名小學

教師。再後來，我考上了大學，離開了大

山深處那個古老的苗族村莊，離開了母親

和那片土地上的農事。從此，我任由思念

和鄉愁在心地萌芽、拔節、開花……

蔡清祥逝世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婦女委員會訊：

本會名譽主任李華沙女士令夫君--蔡清祥先

生（石獅市玉湖)，亦即蔡培聖、培泉賢昆

仲令尊，不幸於二0二0年七月九日上午八時

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壽六十八齡。哲人安

仰，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 FREESIA靈堂)，擇訂七

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本會聞耗，全體職員同表深切緬

懷，已第一時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施議程喪偶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菲律濱晉江商會

總會訊：本會名譽理事施議程鄉賢令德配，

亦即理事施文港鄉賢令萱堂，施府許碧珠

夫人(晉江龍湖石廈)，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

月十日下午五時壽終於CARDINAL SANTOS 

HOSPITAL，享壽九十有三高龄。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樓下102號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望

節哀順變。

施議程喪偶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施永遠榮譽會長議程鄉彥尊夫人，亦即本

會施執行副理事長文港鄉賢暨鄉僑建華、天

涯、明杰、霜妮、雪妮賢昆玉令慈施府許

碧珠夫人（原籍晉江巿龍湖鎮石廈村厝后

份），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三時

零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

有六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

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一０二

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出殯

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施議程喪偶
旅菲石廈同鄉會訊：本會永遠名譽理事

長施議程令德配，即本會常務顧問文港，理

事天涯先生令萱堂，施府許夫人謚碧珠（石

廈厝前），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

三時零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

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設

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

一０二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

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旅菲晉江石廈溪森羅殿董事會暨婦女組

訊：本宮常務顧問施議程老先生令德配，亦

即本會董事會名譽董事長施文港賢昆玉令萱

堂，本宮婦女組副主任王麗容令家姑，亦即

本宮婦女組委員許碧珠善信（原籍晉江石廈

厝前），慟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三時

零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

有六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

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一０二

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出殯

日期另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旅菲蘇浙校友會訊：本會常務諮詢施

文港學長令萱堂，施府許碧珠夫人（晉江石

廈），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五時

壽終於CARDINAL SANTOS HOSPITAL，享壽

九十有三高龄。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102

號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李紫鮭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秘書

長李紫鮭老先生，不幸於二○二○年七月十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逝世於岷市崇仰醫

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將擇吉日

吉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

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本會常務理事李紫

鮭先生（南安彭口村）於二○二○年七月十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逝世於岷市崇仰醫

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聖國殯儀館，

擇日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李文凱喪偶
旅菲龍湖內坑同鄉會訊：本會李常務

顧問文凱尊夫人，李府陳麗錦夫人，亦即本

會李全演鄉賢，執行副理事長全映暨全樂，

清鏝，清雙賢昆玉令先慈，不幸於二○二○

年七月十日下午二時○一分壽終於馬利謹那

VALLAY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

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馬

利謹那LOYOLA MEMORIAL CHAPEL AND 

CREMATORIUM。訂七月十七日（星期五）

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蔡建南逝世
旅菲晉江錦埔同鄉會訊:本會常務顧問文

彬宗先生，即財務主任建南胞兄，慟於二零

二零年七月九日上午 十一時四十六分，歲次

庚子年五月十九日午時，壽終於馬加智醫療

中心(Makati Center)，生於一九五二年，歲次

壬辰年八月二十六日吉時，享壽七十 高齡。

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設靈於達義市傳統

教堂( CHAPEL 1，GARDEN WING. CHAPEL 

OF HERITAGE PARK ,TAGNIG CITY.)靈堂。

擇訂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

傳統紀念墓園。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

屬，免其節哀順變。

施文港丁母憂
旅菲蘇浙校友會訊：本會常務諮詢施

文港學長令萱堂，施府許碧珠夫人（晉江石

廈），不幸於二０二０年七月十日下午五

時，壽終於CARDINAL SANTOS HOSPITAL，

享壽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樓

下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李紫鮭逝世
菲華布商公會訊：本會常務顧問李紫鮭

先生，於二０二０年七月十日（星期五）下

午二時正，壽終於岷市崇仰醫院，享壽七十

有二高齡，噩耗傳來，同深軫悼。

現得悉李常務顧問家屬將於計順市聖國

殯儀館設靈，具體安排等待公佈。

菲華新市場聯合總會洎防火會訊：本

會職介主任李敏順令尊李紫鮭先生，不幸於

二０二０年七月十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逝世於岷市崇仰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

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靈於計順市聖國

殯儀館，將擇吉日吉時火化於聖國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