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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傅炳炎
(南安朵橋)

逝世於七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二樓二一二靈堂。
出殯於八月四日下午二時

丁吳麗莉
(晉江陳埭)

逝世於七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1-GLADIOUS）靈堂
出殯於八月五日上午八時

清晨
翠薇

 天剛濛濛亮，小村還沒有完全醒來，房子頂

上和樹梢飄浮著一層霧氣。棗樹上住著的雞忽閃了

幾下翅膀，又趴成了一個圓球。遠處偶爾傳來幾聲

公雞打鳴聲，也驚不動臥在柴棚裡的牛。老牛微閉

著眼睛，嘴巴不緊不慢的反芻著、咀嚼著。

 奶奶穿上了她靛藍色的大襟褂，整整齊齊繫

好扣子。布條盤好的菊花扣圓潤、飽滿，像朵朵待

開的花苞。當奶奶打開吱呀響的木門，聞著棗花香

在院子裡洗完臉，在後腦勺上挽一個髮髻，頭髮立

刻紋絲不亂了。奶奶便開始坐在當門縫製衣服，有

時是爺爺的，有時是姑姑的，有時是我的。跳下樹

的母雞們來湊熱鬧，它們咕咕叫著圍在奶奶身邊。

試圖繞過奶奶，跑到屋裡。奶奶眼尖，用眼角的餘

光就能看出母雞的企圖，奶奶也不抬眼，照舊一針

一線的縫她的衣服，隨著一聲：「去去——」地轟

趕，母雞們又縮回身子，不敢越雷池一步，回到了

院子裡。

 這時候的我，還賴在被窩裡，雖然醒了，卻

不願意起來。我捂緊被子，只露出一個腦袋，側躺

著，看奶奶縫衣服。奶奶一幅大臉盤像畫上的大家

閨秀，神態安詳，不緊不慢、不急不躁，她半低著

頭，手指翹成蓮花狀，一下一下地縫製出勻稱的針

腳。偶爾，還把縫衣針在頭髮上抿一下，好像那

明亮的縫衣針，粘上一些頭油，用起來就會更加活

泛、輕快。

有一隻蘆花雞，從奶奶的背後嗖一聲連跑帶跳

到了屋裡來。屋裡的黑暗讓它東張西望了一下。它

定了定神，看見了炕上躺著的我，但它並不理會，

跑到灶坑裡翻檢柴草。一會兒又跑到糧囤下邊，找

尋遺落在囤邊上的一粒麥子。我躺不住了，大聲對

它吆喝著，它卻根本就不怕我，好像在說：都是一

家人，誰怕誰啊？反正你是躺著的，趕不走我。它

斜溜了我一眼，繼續自己的動作。我只好穿上衣

服，拿起竹竿趕它，它才極不情願咯咯叫著張開翅

膀飛到院子裡。

 奶奶光潔、明亮的額頭，認真縫製衣服的樣

子，是我最願意看的。門外的陽光透過棗樹的枝葉

落下來，棗樹枝的影子在奶奶身上晃晃悠悠，好像

她坐在船上一般。奶奶做活仔細，縫出來的針腳勻

稱，每個人的衣裳穿在身上都是正好合適。如果家

裡誰的的衣服沒型了，我見過她會煮一鍋麵湯，把

衣服漿了、捶了，再穿起來又是板板整整。在貧困

的日子裡，奶奶引領著我們，也是活得尊嚴和講

究。奶奶褂子寬闊的大襟兜過街頭買來的一窩小

雞，兜過從樹上呼啦啦捋下來的榆錢，兜過枝頭圓

溜溜的大青棗，兜過從鄰居家給我借來的小人書。

奶奶的衣襟裡，不，是奶奶的懷抱裡，兜過我童年

的無數歡樂和欣喜。 

人生需要善待靜
楊從彪

 我們曾有多少個日日夜夜為了未來的成功而努力奮鬥，

為解決生活的難題而冥思苦想，為抗爭突來的危機而忘我拚

搏。我們周圍到處是「敵人」，這些「敵人」侵佔我們的時

間、空間，讓我們迷戀沉醉，無法擺脫，甚至忘記了去擺

脫，優美的音樂、繁忙的工作、誘惑的電視、內心的憂愁、

無邊的網絡、迷人的社會……我們生活在無法自控的強大包

圍中，興奮著，忙碌著，快樂著。一些人也因此而害怕孤

獨，害怕被人忘記，喜歡在喧嘩中展示自己，在虛偽的熱鬧

中茫然度過，誤耗光陰。他們一旦從狂熱中走出來，安靜下

來，才感覺到時間和空間真正屬於自己，才真正發現了自

我。

我 們 跑 得 很

快，有時候快到終

點時，靜下來休息

片刻，突然發現自

己走錯了方向；當

我 們 全 身 心 去 投

入，在準備歡慶成

功時，獨思中才發

現自己走了很多彎

路；人生的成本往

往 無 法 計 算 ， 人

生的交易總在黑暗中發生；我們看著電視報道世界各地的新

聞，換換頻道，電視劇中美女不停閃現，剎那間我們彷彿被
丟進另一個世界，再看看社會上許多沒有溫飽、無法安定的
人群，感覺自己幸福多了；我們安靜下來，拿起一本放在床
邊的雜誌，翻起來是那麼親切；安靜使我們再次看清自己，
看清自己現在還缺少什麼，該確定什麼，應追求什麼，寧靜
以致遠，勤思以明志。

人生需要善待靜，學會靜，掌控靜，在靜中思考，在
思考中前進。周文王被關進監牢靜下來後寫出《周易》，
孔子被困靜下來編出《春秋》，屈原放逐時靜下來寫出
《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靜下來寫成《國語》，孫臏被
剜掉膝蓋骨靜下來寫出《兵法》，司馬遷入獄靜下來寫出
《史記》，馬克思旅居倫敦在大英博物館靜下來寫出《資本
論》……這些名人都是在安靜中完成鴻篇巨製的。

人生需要善待靜，我們如何突破現代重圍，突破社會
重圍，突破自己的重圍，學會在喧鬧的誘惑和繁忙中尋求安
靜，與靜為友呢？必須充分利用人生中最寶貴的時間，在所
有批評者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時間是一把公
平秤，老少無欺，貧富無欺，你不虧待它，它就不會虧待
你，誰能把握好時間，就可能抓住機遇，收穫成功。現在的
社會五光十色，太喧鬧了，要在鬧中求靜，靜下來思索，靜
下來咀嚼，靜下來審視，靜下來琢磨，任何成功者，都是在
靜靜的思索中、艱苦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兩次獲得諾貝爾
獎的居里夫人和愛因斯坦、愛迪生等等，無不經受住「靜」
的磨煉和鍛打，方走上人生的頂峰。人生需要善待靜，靜中

求索能成功。我們不妨都來試一試。

心清如蓮
馬慶民

「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炎炎夏日

裡，要說開的最盛的花，非蓮花莫屬。彌望那荷葉田田，

迎驕陽而不懼；花若仙子，出污泥而不染，薰風輕撫，綠

紅相映，恰似不沾凡塵的娉婷美人，翩翩而舞。

兒時讀蓮花，楊萬里《小池》裡的一句「小荷才露

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便旖旎了整個夏天，暢想之

餘，更埋下了一個欲醉江南的少年夢。

中學時學到周敦頤的《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對蓮花美的認識，更是從外

觀昇華到了內心和品格。

「出污泥而不染」做為蓮花獨有的美譽，被歷代文人

所謳歌吟唱，賦予了太多的情感。得意也好，失意也罷，

跌宕起伏中能守的住本心，難得可貴，一如那一塘蓮花，

無論風雨，亦或嘈雜，都不被塵垢所染，始終葆本色初

心，可謂蓮花之美，人生之美。正如孟浩然所言：「看取

蓮花淨，方知不染心。」看蓮花之潔，就如同看見自己質

樸的本心。也唯有如此，人生才會不迷方向，生活方可坦

然。

在一本書裡讀到一個故事，傳說釋迦牟尼佛出生時就

會走路，而且步步腳下生蓮花。又因蓮花吉祥清靜，能悅

眾心，佛教中便用蓮花象徵彌陀所居的淨土。諸佛以蓮花

為蓮座，清心靜神，不戀凡塵。

《華嚴經探玄記》裡說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

柔軟，四可愛，象徵著神聖與不滅，又時刻提醒自己，要

保持一顆乾淨的心。後來，佛教東傳入中國，被中國人視

為吉祥花卉，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吉祥豐興的預兆。不僅

廣為栽種，而且還採食蓮子、蓮蓬、蓮藕......

從古至今，愛蓮花者頗多，便會絞盡腦汁親近蓮花。

印象最深的是《浮生六記》中的芸娘，總會在夏月荷花初

開時，用小紗囊撮條葉少許，置花心，隔夜取出，烹天泉

水泡荷花茶，香韻尤絕，沁人肺腑。

夏季的晚風清涼拂面，手捧一盞荷花茶，瓣瓣清香，

層層疊開。那股清新回甘的蓮味，是生活的味道、歲月的

味道、人生的味道。

對芸娘來說，就算是身陷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苦，也願

擁有琴棋書畫詩酒花的美，尋得一顆明亮澄淨的心。

冰心說：「人的一生應該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

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不

可。」依我看，人不僅要有才、情、趣，還要有一顆充盈

而澄澈的本心，方能始終。

漫漫人生路，願我們都能生若夏花，心清如蓮。

許經淑家屬
捐厝錦福利金

旅菲厝錦（厝仔）同鄉會訊：本鄉會

名譽理事長許經淑鄉賢，不幸於七月二十

日午時逝世於PINAMALAYAN DOCTORS' 

HOSPITAL，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名譽理事長經淑鄉賢生前熱心社會

公益事業，關心本鄉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

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二萬

元獻捐本鄉會充作福利基金。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林阿民捐
華僑工商聯總會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訊：本會副會長林

阿民先生令尊林水牛老伯，不幸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時二十分，壽終正寢於

澳門，享壽七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珠海火

化。本會聞耗，經去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林阿民先生，一貫關心會務，熱心公

益，出錢出力。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會會

員之福利，特獻捐菲幣拾萬元，作為本會福

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

以表彰，並申謝忱。

林阿民昆玉
捐西濱鄉會文教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林文教主任

阿民，建華，月芳，月清，月瓊賢昆玉令

先尊，林水牛鄉賢（晉江市西濱鄉西霞美

村），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五

時二十分，壽終正寢於澳門，享壽七十有九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於二零二零年

七月二十六日在珠海火化。本兩會聞耗，經

去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林水牛鄉賢生前一貫熱心社會公益，樂

善好施，其哲嗣賢昆玉孝思純篤，秉承先人

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之期，尚不

忘公益，特獻捐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文教

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

以表彰，並申謝忱。

丁吳麗莉急逝
和記訊：僑商丁金莊尊夫人，丁府吳

麗莉夫人（原籍晉江陳埭），亦即丁洋洋，

丁妍妍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二○年七月

二十九日上午七時三十分急逝於ALFONSO 

CAVITE，享壽六十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1-

GLADIOUS）靈堂，擇訂八月五日（星期

三）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

墓園之原。

華社救災基金髮動支援
本國抗擊新冠疫情捐款
昨天收到兩位無名氏
各自捐來五百萬元

        華社救災基金訊 : 今天（8月3日）收到兩位無名氏各捐
五百萬元。
        至七月三日捐款為.....192,554,000
        今日收無名氏A捐5,000,000
        無名氏B捐.....5,000,000
          至八月三日總結.....202,554,000
        連前倡捐.....100,000,000
        合共.....302,554,000

紅燭華文教育基金會
召開網上發展討論會議

紅燭華文教育基金會訊：8月3日，本會召開網絡視

頻會議就本會發展進行了討論。本會主席吳武龍，創會主

席、永遠名譽主席蔡建新，咨詢委員張杰、蘭建民參加了

會議。會議由蘭建民主持。

會議開始，與會者回顧了本會成立的背景和歷程：本

會成立于2016年2月20日，是在菲律賓華教中心及華教中心

黃端銘主席關心、支持下成立的。以提高本土教師待遇、

服務華校為主旨。成立四年來，在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下，

取得了一些成績，受到了方方面面的一致認可：吳武龍主

席受中國國僑辦邀請參加第四屆世界華文教育大會，獲得

了中國僑聯海外組團資格，聯合其社團組織了獎師重教、

迎春節、慶中秋等大型活動，組織學生參加中國華文教育

基金會和中國僑聯的徵文比賽及網上課堂活動……

接著，咨詢委員張杰就紅燭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

不足進行了總結。吳武龍主席、蔡建新永遠名譽主席對張

杰咨詢委員的發言表示贊同。大家對吳武龍任主席期間本

會的發展成績大家一致認同。吳武龍指出，雖然存在這樣

或者那樣的不足，但是應該看到，紅燭基金會總體上的發

展勢頭是好的。新冠疫情的爆發，給華文教育帶來了諸多

問題，如何在新形勢下服務好華文教育是目前本會面臨的

最大問題。蔡建新說，紅要想實現長足發展，紅燭基金會

必須進行升級改造。蘭建民就實際操作過程的問題也談了

自己的看法。隨後，吳武龍、蔡建新、張杰、蘭建民就以

上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與討論。就一些原則問題達成了共

識。

會議持續了兩個小時，吳武龍、蔡建新表示，將會把

今天的會議成果與其他成員進行交流，盡快落實到行動中

去。因疫情影響，本次會議在網上進行。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
八月五日開始頒發助學金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向來為幫助族生上

學問題，鼓勵他們勤勉向學，力求上進，未來成為有用之

材，為社會多作貢獻，多年來本會均持續不斷舉辦族生助

學金。

本會訂於八月五日（星期日）開始，頒發二○二○至

二○二○年度助學金，希全體族生家長見報後，帶好學生

的證件（ID）來本會會所（1266 JOSE ABAD SANTOS AVE 

TONDO MANILA，TEL：82533412、82533418）領取助學

金。

本會助學金是由諸位熱心宗長共同捐獻，他們為弘揚

中華文化，鼓勵族生學好漢語，不遺餘力的無私奉獻，備

受族親們欽佩和贊揚。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為避免人群接觸，造成病毒傳

播，本次助學金將全學期一起頒發，不再分為上、下學期

了，敬希垂注為荷。

印華作協泉州旅遊文學專委會會長
致賀菲律濱華文作協新屆理事就職

菲律濱華文作家協會訊：本會第十三屆理事會將于八

月十五日舉行換屆。

消息通過報紙、網絡、公眾號等社交媒體迅速傳播，

海內外文學團體與文朋詩友聞悉，紛紛發來賀訊、賀信，

茲再分享兩則如下：

  一、印尼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袁霓暨全體理監事：欣聞

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第十三屆理事將于8月15日舉行就職典

禮，謹此致于熱烈的祝賀，並祝賀一民先生榮膺新一屆會

長，祝願菲華作協在一民會長的領導下，會務蒸蒸日上，

更加輝煌。

 印華作協與菲華作協關係良好，如有活動互相支持，

願我們一起攜手，共同為東南亞華文文學的壯大而努力，

為東南亞華文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佔有一席之地而努力。

二、泉州市旅遊協會 ‧ 旅遊文學專業委員會會長、原

泉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蔡芳本先生以書法題賀一民先生榮

任菲華作協新任會長：老鳳新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