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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龍曉初 

      從母親的年齡減去
      她的雙眼
      這輪日暮西沉的夕陽
      仍然緊挨著
      我的晨光旋轉

      從她的皺紋裡抽取
      我的年輪
      透過天窗灑下的星星
      偷換過燈下縫補的針線

      從她的腳步聲中
      安頓好我的方位
      一盞燈因牆壁收攏
      不再暗滅
      請輕一點推門

      遠行結伴而來的時光
      一路上刪掉言語
      像一個人的辭海
      不給標點符號
      留下一點兒空白

詠槐花
程連華

村前槐下久徘徊，
潔白槐花次第開。
風吹樹搖童事遠，
暗香一縷夢中來。

割麥
李培竹

一過芒種節氣，從南到北，小麥便漸

次成熟，進入收割季。

前些天，在電視播放的新聞裡，看到

江漢平原地帶，早熟的麥子已經開始收割，

只是不見成群結隊的割麥客，都是聯合收割

機在工作。

放眼望去，平整的田野裡，收割機從

這頭下去，一路向前，呼啦啦地收割，待到

那頭，身後一米多寬的麥子已被「吸進」車

肚，麥穗脫粒入袋，秸稈粉碎堆于田間，一

氣呵成。

麥田的主人只需在一旁照護著，將麥

子運回家進行晾曬，而後該出售的出售，該

留存的留存。

有聯合收割機割麥子，也就個把星期

的功夫，成熟的麥子就收進倉，隨之灌水浸

田，綠幽幽的秧苗也插種下去了。原本忙碌

的麥收、插秧季節，竟然不知不覺的完工

了，還有點雍懶的愜意。

在感歎科技發展帶來的變化之餘，想

起往年間麥收、插秧時的情景，頗有點「五

味雜陳」。

 二三十年前，麥收還是鄉村地方的頭

等大事，俗稱「農忙」。麥子成熟後，就要

在晴好的天氣裡，迅速收割回來，脫粒翻

曬，交公糧、留口糧，一刻都不敢大意。如

果誤了季節，或是遇到連陰雨天，麥子就會

倒伏在地裡發芽、霉變，損失慘重。因此，

農忙的那十天半月，幾乎是家家關門，人人

都在田里忙碌，單位、學校還會放「農忙

假」，全員參于搶收。

記得從中學時，每年的「農忙」時，

我們學校都要放一個星期的假，學生回家同

父母一起下田割麥。那時，還是生產隊集體

田地，男女老少齊上陣，以人海戰術割麥，

每天清晨露水一干，大家齊排排地站在地

頭，一人一把鐮刀，一聲吆喝，開始快速地

割麥子。

社村幹部還會組織割麥比賽，「頭把

鐮」選手會獲得毛巾、香皂之類的獎品。神

奇的是，割麥好手往往是那些體態瘦小的婦

女，她們紮在田里割麥，速度既快，麥茬也

留得齊整，能把粗壯的大漢甩得老遠，充分

展現了婦女吃苦耐勞的韌勁，著實令人敬

重。

我 們 這 些 學 生 力 弱 手 生 ， 只 能 打 下

手，幫著大人收攏、捆綁，撿拾麥穗，或是

收割田邊地角的麥子，過一把癮。那些天，

儘管曬得皮膚油黑，手臂小腿被麥芒刺得通

紅髮癢，疲勞不堪，卻是興奮不已，充滿成

就感。

童年的大雜院
常遠航

人生最美的時光，莫過于童年，童年

最深的記憶，莫過于大雜院。

80年代初，正趕上改革開放的大潮，

處處生機勃勃，一切欣欣向榮，我就出生

在那個年代。打記事起，我就被父親從農

村送到了縣城，在退休賦閒的奶奶家裡生

活。那時，縣城裡的一切事物對我來說都

很新奇，有些可以說是聞所未聞。

奶奶的住所原本是供銷社的招待所，

後來才改建的職工公寓。一排青磚瓦房由

西向東，再向北，呈橫臥的「L」狀，坐落

在院子南邊。另一排瓦房自東向西，再向

南，羅列在院子北邊。每一排房屋前面都

有一條約兩米寬的長廊，兩排房屋的中間

是個大院子，院子的中央是公共水池，家

家戶戶用水的問題都在此得到了解決。

奶奶住在大雜院南排最東頭的房間，

房子面積不大，也就二三十平米的樣子，

既是客廳又是臥室。因為住房面積有限，

所以，廚房就搭建在了臥室門口的長廊

下，簡陋至極。生活條件有限，鄰居們大

多用的都是煤爐子，燒的是蜂窩煤，趕上

誰家的爐子重新生火，就會黑煙四起，嗆

得讓人抹眼睛，捂口鼻，「大雜院」裡的

吵吵鬧鬧也就在這種日常瑣事裡蔓延開

來。

奶奶家的廚房總是被煙火熏得黑漆漆

的，但牆上張貼的毛主席畫像卻乾淨的一

塵不染。兩扇木製的窗戶上塗了紅褐色的

油漆，鑲嵌著帶了花紋的玻璃。晴天時打

開窗戶，陽光直射在溫暖又舒適的床上，

瞇著眼躺上一會兒，無比愜意！

緊挨著奶奶房間的北屋住的是王奶

奶，王奶奶和顏悅色的，似乎沒有一點煩

惱，每次見到我，她的眼睛都瞇成一道縫

兒，高興得合不攏嘴。王奶奶的北邊住的

就是我的鄰居——鍾普，他也是我最好的

夥伴。他有一頂別著軍徽的大簷帽，曾讓

我羨慕不已。每次放學回來，扔下書包，

我帶上玩具手槍，他戴上軍帽，儼然一副

「小警察」的裝扮，再約上其他幾個小夥

伴，「警察」捉「小偷」的遊戲就在院子

裡上演了。你追我趕中，天色暗淡下來，

夕陽伴著晚風，大雜院裡炊煙裊裊，屋子

裡就飄來陣陣誘人的飯香。

遊戲也是有風險的，我腦袋後邊至今

還留存著當年的印痕（一條長幾厘米的條

形傷疤）。還記得那天中午放學，小夥伴

兒們已迫不及待地在院子裡大呼小叫了。

我把玩具手槍別在腰間，拽上帶了軍帽的

鍾普，就去捉拿那幾個「小偷」了。也不

知是誰，在大門口的牆角下豎放著一輛卸

了輪子的架子車，我無意間蹬在了車幫的

一側。瞬間，車身如山一般翻壓下來，我

來不及躲閃，被重重地砸在車下。另一側

的車幫正好砸在我的腦後，我失聲痛哭卻

又動彈不得，幾個小夥伴兒也嚇得不知所

措。恍惚間，架子車被輕輕抬起，叔叔也

正好下班回來，他甩下自行車，抱著滿臉

是血的我直奔醫院。腦後的傷口縫了十幾

針，慶幸的是並無大礙，但疤痕卻永久地

留在了我的頭上，以至於我久久都不願意

再去理髮店。現在想來，那是大雜院帶給

我的唯一一次重傷。

奶奶的西邊隔壁住的是李叔叔和張阿

姨。李叔叔不苟言笑，已記不清他的模樣

了。張阿姨和藹可親，經常逗我們玩。在

他們家的門前，種著兩棵參天的梧桐樹，

一到秋天，梧桐樹就會掉落喇叭狀的花，

還有心型的黃綠色葉子，我和小夥伴兒們

時常撿上幾片樹葉，夾在書中做植物標

本，這也是兒時的我在大雜院裡做的最有

意義的事。小學一年級時，我已經收藏了

100多本連環畫。那時，上門求我借閱連環

畫的小夥伴兒絡繹不絕，我一概應允。然

而，臨走時不忘再三囑咐：「小心翻看，

不許損壞！」那神情自然是洋洋得意。收

藏連環畫的興趣，也是從那時起便一發不

可收拾。隨著年齡的增長，這是我走出大

雜院以後看到的另一個世界，我的心不再

滿足于那個小小的大雜院了，我開始嚮往

外面的世界。

九零年，父親在縣城南邊謀了塊地

皮，建了一處獨家小院。從此，我便依依

不捨的告別了大雜院，還有那些鄰居和小

夥伴兒。偶有閒時，雖說還會到老院子裡

看看，和小夥伴兒們再敘舊情，但分別後

心中的失落感倍增，對于往事久久不能忘

懷。外出求學，異地定居，寒來暑往三十

載，為生計奔波，我幾乎抽不出時間再回

到大雜院裡看看。那些小夥伴兒，那兩棵

參天的梧桐，那裡的一磚一瓦……歷歷在

目，一切彷彿就在昨天，驀然回首，童年

似流水，萬事已悠遠，老街成了背街小

巷，大雜院也已荒蕪，早就無人問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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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凱喪偶
和記訊：故僑商李文凱先生令德配，

李府陳夫人謚麗錦，係僑商李全演，全映暨

全樂，清鏝，清雙賢昆玉令先萱堂（福籍福

建晉江龍湖新內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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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竹風凄，蓮花化生，。現停柩於馬

利謹那羅育那LOYOLA MEMORIAL CHAPEL 

AND CREMATORIUM殯儀館DIAMONO一號

靈堂。訂七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

殯火化於羅育那火化堂。

李紫鮭逝世
菲 華 利 未 素 惹 防 火 會 訊 ： 本 會 名 譽

顧問李紫鮭先生（原籍南安彭口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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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擇日火化。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

旅菲福建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副監事長

李紫鮭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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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憑丁母憂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文憑委員令

萱堂，蔡府李秀珍老伯母，不幸於二0二0年

七月十日凌晨子時仙逝於家鄉永寧本宅，享

壽七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

停靈於家鄉永寧小街新村本宅，擇定於七月

十三日出殯。本會聞耗，經己函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王美勸先生逝世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濱東石商

會：本會名譽理事長(第六屆理事長）王美勸

先生(晉江東石張厝村）亦即本會經濟主任

王天祿、顧問王天福、鄉賢王天年、天生、

天龍、心愛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零年

七月九日晚九時逝世於Riverside Hospital。

噩耗惊傳，同深軫悼。距生於一九三四年九

月十八日，享寿八十有七高齡。現停柩於

描戈律市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 - Hope 

2 chapel new wing in Lacson Street。擇訂七

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Greenhills 

Chinese Cemetery。本會闻耗，經致電其家属

慰唁，望節哀顺變。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暨分團

訊：本總團暨分團榮譽顧問（即西黑省分團

榮譽理事長）王美勸大哥，不幸於二○二○

年吉月九日逝世，享壽八十有吉高齡。花亭

永訣，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描戈律市Rolling Hills Memorial 

Chapel - Hope 2 chapel new wing in Lacson 

Street。擇訂七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出殯，安葬

於Greenhills Chinese Cemetery。

本總團暨分團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因疫情期間，禮儀無所適從，就簡處

之，愿美勸大哥一路走好。

施議程喪偶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施名譽顧問議程

宗長令德配，亦即本會施名譽顧問文港令萱

堂，施府許碧珠夫人(原籍晉江龍湖石廈)，不

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三時○三分壽終於

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龄。婺

星沉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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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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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