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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之吻 
冬松

         當哪為愛而瘋狂的風
         正以自己的靈魂
         欲拉擁大海入懷時
                  大海卻緊張胸襟
         欲環抱狂風入海
         共生死
         于是于 把愛
         激起萬丈浪濤
         愛，是世間上最動人的篇章
         它，抵禦寒冷
         溫暖人間
         因為愛   所以美好
         因為被愛  以致幸福
         我欲翻盡世間每個角落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讓我的心靈不會荒蕪
         不孤單
         成為我靈魂的知己
         人生中的紅顏
         生命裡的伴侶

古山莊的荷
柯芬瑩

     高擎著雨盆，迎風搖擺的荷
     密密匝匝，據說來自印度
     也許跟隨東土大唐的水氣而來
     他們默默無名，固守方池
     正如站侍左右的墓碑，
     銘刻在後輩內心
     一些筆墨，在木棉的飛絮裡遊走
     沉默了百年，流淌，爆裂
     憑借幾座遮風擋雨的屋脊
     四散的檗樹，守住了流雲
     不足百米，行將入海
     這一座孤城的浪花，
     飛濺過枯褐的蓮蓬
     鎖住了歲月的更迭

父親和山煙
陳文明

父親是一桿老煙槍，如果沒有記錯
都話，他的煙齡已有幾十年之久，老煙民
也！父親的煙史，上可追溯至他的少年時
期。據說，那時與他年齡相仿的年輕小伙
流行叼根短煙桿，神氣活現，派頭十足。
父親亦然，不久之後，他便迷上了山煙。
以至無論走到哪裡，山煙可謂寸步不離。

父親吸煙，不像別人那般講究，比
較隨性。若是煙癮犯了，便會吧嗒抽上幾
口，一解煙癮。父親的煙桿也頗為普通，
造工粗糙，僅是一節竹管連著一個金屬煙
鍋。他沒有精美的煙荷包，煙桿和煙葉一
併放于衣兜，想吸之時伸手即來。點燃煙
後，或蹲或坐，或立或倚，怎麼愜意怎麼
來。說起父親與山煙的事兒，我的腦海時
常浮現如是畫面：幹活倦了，或是閒得悶
了，父親便會從兜裡摸出煙桿，掏出煙
葉，嫻熟而自然地將煙葉又捲又掐，少許
功夫，一個小小煙球呈現眼前。只見他將
渾圓別緻的煙球安于煙鍋，隨即「刺啦」
一聲劃著火柴靠近，猛吸一口，煙球燃燒
起來，煙火明滅之間徐徐飄出幾縷青煙，

盤旋逗趣，緩緩飄散。若在家中，父親通
常不用火柴，而是直接把煙鍋伸進火爐，
吧嗒幾下便可點燃，然後開始一場吞雲吐
霧之旅。父親含著煙桿頭翕動，像是孩子
嘬奶一般癡迷。黝黑的煙鍋裡，一朵微微
紅光饒有節奏地閃爍，而那張焦黃熟悉的
臉龐旋即若隱若現，籠罩于一片煙霧縈繞
之中。透過煙霧，父親的眼神略顯深邃，
透著一股神秘與詭譎。兒時看到這等場
景，我便不由心生敬畏，不敢靠近父親，
同時不免心想：父親在想什麼呢？有時我
則認為，父親可能在想，今年的山煙能否
有個好收成？

尚在家鄉時，每年臨近農耕，父親
並不關心莊稼的播種問題，通常這些事宜
皆由母親負責。父親最為關注的卻是山
煙。每到山煙種植時節，他會挑個大好
天氣，勤懇地種下一片山煙，以供來年享
用。松土施肥，打牙收割，就他一人忙
活。看著綠油油的山煙生機勃勃、長勢豐
茂，他會高興得跟打了勝仗的將軍似的，
滿臉榮光。待到成熟季節，他便將山煙收
拾回來，經過晾曬、烘烤等一系列程序，
此前還是枝青葉翠的山煙，全然變得柔軟
油黃，泛著誘人的光澤。父親雙手摩挲煙
葉，滿是期待，索性掏出煙桿趕緊嘗鮮一

番。
後來，父親外出務工，臨別家鄉之

時，諸多特產沒帶什麼，卻嚴實地裹了一
捆山煙。他說啥都可以不帶，但這必須得
帶。很快所帶山煙告罄，難以為繼，但他
並無吸食捲煙的習慣，何況山煙在他心裡
無可替代。所以每縫故里鄉人外出，他便
捎話幫著帶些山煙。鄉人如約帶來，父親
很是激動，嘗後卻又沉著臉道：「和自己
種的，真是沒得比。」而後，他又高興地
說：「不過，有總比沒有的好！」

記得一年，記者採訪民工子弟就學
情況，碰巧採訪到了父親。得知父親喜好
吸煙，記者索性讓他吸著山煙，攝制了一
組特殊的鏡頭。父親欣然落座，翹著二郎
腿，嘴裡愜意地叼著煙桿，吐著煙圈，怡
然自得，焦黃而興奮的臉上洋溢著滿足與
神氣。後來，此事為親友津津樂道，父親
更是逢人便說：「呵，吸著山煙上電視，
我怕是頭一個哦！」

父親常說，哪兒的煙都不及家裡的山
煙味兒好。而家裡的山煙，自己種的味道
最棒。父親與山煙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
情結，難分難捨。那是幾十年間形影不離
的濃厚感情，亦是父親對故土綿長的眷戀
和依賴，更是一方水土養育的難忘恩情！

青草的味道
劉顧農

春天，在夾雜著各種各樣花兒草兒的
清香中徜徉，「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
花紅欲然。」這季節注定是要勾起人對往
事的深情回憶！

記得童年時的家境就是一張沒有色彩
的畫，枯冷而蒼白。那年頭，「嘉谷隱豐
草，草深苗且稀。」父母的辛勞很難填飽
一家人的肚子。正如前行艱難的航船渴望
找到一處溫馨的港灣可以休憩，可以卸載
些許負重，父母便無奈地把我長期寄居在
外祖父家裡。

鬍鬚花白的外祖父為人隨和，每個
小孩子在他眼裡都是天使，都是他的掌上
明珠。那時，一生與泥土有著不解之緣的
他，每次到田間地頭去，總要把我帶上。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記
得那時田野裡的風是輕柔而新鮮的，帶著
一股甜絲絲的味道。特別是到了每年春
天，田野裡到處有不知名的野花搖擺著身
子輕輕地舞著，此時風中飄來的味道是甜
中透著香，在田野裡走著走著人就醉了。
我喜歡花，到了田野裡總是盡情地去採好
多好多不知名的野花，把它們一把把地紮
起來，放到鼻子底下嗅一嗅，瞇上眼，暈

暈乎乎的！草地成了我的樂園，跳躍、打
滾、奔跑，心中只希望每天都重複著這樣
的日子！可是，令我不解的是，我的外祖
父彷彿對花從來就不感興趣，他關注得最
多的，同時也是最喜歡的倒是田野裡那一
片片長得翠綠茂盛的青草。我常常看見外
祖父勞動累了的時候，就非常愜意地坐到
青青的草地上，隨手從草叢中拔出一根青
草，放進嘴裡像老牛一樣有滋有味地嚼起
來。「外公，這草的味道怎麼樣啊？」我
睜著好奇的眼睛望著外公，天真地問。

「好著哩，好香好甜的，你也來試
一試。」外公微笑著從身旁拔出一根青草
來，送入我的嘴裡。

我懵懵懂懂學著外祖父的樣子，嚼起
青草來。「哎呀，好苦！」我叫著把嘴裡
的青草趕忙吐了出來。然後抓著外祖父的
手說：「你騙人，你騙人……」我對他不
依不饒起來。

外祖父一開始還笑著，後來看我真的
生氣了，也斂起了笑。他把我拉到他的腿
上坐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頭說：「好孩
子，別吵了，外公告訴你，這青草的味道
開始是有點苦，但是嚼得久了，那味道就
會變成苦中有甜，只是你小孩子家覺察不
出來罷了。你看，現在這日子，大家都填
不飽肚子。如果要餵豬喂雞鴨來改善一下
生活，增加一點收入，哪來的糧食？那就

只能依靠這些青草，它們是大功臣啊！」
我似懂非懂聽著外祖父的話，看著他

臉上嚴肅的神情，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
後來的日子裡，我懂事的每天拿著鐮

刀筐子到田野裡去割回青草，讓外祖父去
餵豬喂雞鴨，每次勞動都收穫滿滿，都能
得到外祖父的誇獎。

隨著時光的流駛，歲月之輪終于跨過
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泥濘之程，歷史翻過了
沉重而苦澀的一頁。

從此，我們再也不用去田野割青草
餵豬喂雞鴨了。可是，我發現外祖父依然
保留著這樣一個習慣，那就是每次來到田
野，他總是特別垂青和愛戀那遍地翠綠茂
盛的青草。而且，無論什麼時候他走到草
旁，也總要彎下腰去從草叢中抽出一根
青草，放進嘴裡咀嚼起來：「好香好甜
呀！」一邊說著，一邊瞇縫著眼睛滿意地
笑，彷彿他品味的是難得的美味佳餚。

「棠梨花映白楊樹，儘是死生別離
處。」清明時節，我來到外祖父安眠的地
方，我發現在他老人家安息的這一方土地
上也長滿了青草。忽然間，我眼前浮現出
外祖父的身影，于是，我學著他老人家的
樣子，扯出一根青草放進嘴裡，頓時有萬
般滋味化作大顆大顆淚珠，落在青草的葉
上，閃了一下，又落入土中，洇濕了外祖
父的那片屋頂！

訃  告
李清輝

(石獅洋厝村)
逝世於八月三日

現 停 柩 設 靈 於 丹 轆 聖 彼 得 （ S t .  P e t e r 

Chapels）殯儀館
出殯於八月九日上午八時

王志偉
(石獅永寧西岑)

逝世於八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B
座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日上午七時

李清輝逝世
  旅菲洋山寶塔同鄉會訊：本會理事長

李清輝鄉賢因病醫治無效，于2020年8月3日

（農曆六月十四）晚二十一時三十五分逝世

于丹轆（Tarlac）醫院，距生于1954年12月17

日（農曆十二月廿三）享壽六十七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于丹轆聖彼得

（St. Peter Chapels）殯儀館，親人隨侍在側，

擇定於二○二○年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

七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丹轆市和平花園紀

念墓園。

故李理事長清輝鄉賢為人謙遜，一貫

熱心公益，對鄉會大小事務極力支持，特別

是擔任理事長以來，更是不遺餘力，敦睦鄉

親。不料天妒英才，英年早逝！本會聞耗，

深感痛惜與震驚，除即致電家屬予以慰唁，

勉其節哀順變，並盡力協助飾終事宜。

李清輝先生逝世
菲華工商總會訊：本會北呂宋常務理

事、財務委員會副主任李清輝先生(Mr. Lito 

Lee)（原籍石獅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三日（星期一）下午九時卅五分逝世，

享壽六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

現停柩於TARLAC省PANIQUI聖比得殯儀

館，擇訂於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

殯，安葬於Garden of Peace, Barangay Sapang 

Maragul, Tarlac City。本會聞耗，急電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楊建明逝世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友會訊：本會指

導員施玉梅女士令夫君亦即本會名譽理事楊

建明老先生不幸于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下午

一時三十分逝世，並于越日八月七日上午火

化，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本會聞耗，經馳

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友會訊：本會

名譽顧問楊旭陽女士，理事楊旭東先生令尊

亦即本會名譽理事楊建明老先生不幸于二零

二零年八月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並于

越日八月七日上午火化，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訊：本校前退休校

長施玉梅女士令夫君楊建明老先生不幸于二

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並

于越日八月七日上午火化，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 本校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訊：本校教育課程

顧問楊美美女士令兄長楊建明老先生不幸于

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

並于越日八月七日上午火化，北斗星沉，軫

悼同深。 本校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王志偉逝世
旅菲石獅西岑同鄉會訊：本會榮譽理

事長王志偉鄉賢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

上午八時零一分逝世於UCPI，享壽七十有一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B座靈堂，爰訂八月

十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聖十

字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全體同仁聞耗深表哀悼，經電唁其

家屬悉懷自玉，節哀順變，並致奠輓幛花圈

以寄哀思，而盡鄉誼。

張祖賢喪偶
和記訊：僑商張祖賢先生尊夫人，亦

即張安茹，菊茹令先慈——張府莊夫人麗

華——LUCY TAN ZHANG（晉江市張林池埔

口）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六日下午五時，

壽終內寢。享壽六十三齡。靈體於八月七日

（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由於疫情期間，喪禮一切從簡，擇吉日

安奉於普濟禪寺地藏萬壽塔。

高泉竹基金第十七年利息
撥捐教師醫療補助

華教中心訊：由本中心管理的「高泉竹紀念基金」第

十七年的利息繼續撥捐教師醫療補助。

此項基金由捐獻人高泉竹校長的家屬在本中心設立，

啟動基金為50萬比索，每年所生利息80%捐獻由本中心下屬

的菲律賓華語教師協會所設立的「菲律賓華語教師醫療補

助基金」，用來補助本國華語教師的醫療費用；另外的20%

添入本金。

2019-2020年度，「高泉竹紀念基金」撥捐給菲律賓華

語教師協會作為華語教師醫療補助金的金額為16,527.23比

索。基金本年度結存為597,342.07比索。

南安同鄉總會舉行
視頻會議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為使會務正常運作，經

小組會議將照每個月第二星期禮拜二召開。本會訂即二○

二○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召開第十五屆第廿

一次全體理事會議。由於新冠疫情未除，而將使用視頻方

式。至於會議編號與密碼亦將提前發給本會常務顧問，永

遠榮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洎全體理事，屆時敬請準時撥

冗參加。

菲律賓華文作家傳記名錄徵集函
本市訊：菲華語言與文學研究院為了保護和豐富菲

華文學史料，擬收集、整理和出版《菲華作家傳記名錄》

（暫定名）系列叢書，冀通過菲華作家口述或回憶、追

憶，及附錄菲華作家主要代表作和國內外專家學者評述等

形式，忠實記錄菲華作家成長和創作歷程、菲華文學發展

點滴、菲華作家參與國際華文文學交流情況、菲華文作家

間及菲華作家與國外華文作家交流交往軼事等，向世人展

現菲華文學的發展全貌、菲華作家從事文學創作的心路歷

程、優秀菲華文學作品在世界華文文學界的影響力等，並

為菲華作家之間交流借鑒和國內外的菲華文學學者瞭解、

研究菲華作家提供史料參考。久聞您致力於華文寫作耕

耘，早有成就，現將邀約函寄上，敬請提供口述、回憶、

追憶史稿及聯絡方式等。必要時，本院將派專人與您進一

步溝通聯繫，並協助補充完善文稿。

《菲華作家傳記名錄》（暫定名）系列叢書編纂宗

旨：一是給歷史和後人留下菲華作家成長和從事文學創作

的歷史記錄；二是為國內外學者瞭解和研究菲華作家提供

史料參考；三是努力推動優秀菲華文學作品走向世界。

《菲華作家傳記名錄》（暫定名）系列叢書項目目前

還沒有經費支持，大家都是義務工作。提供文稿者亦沒有

稿費，菲華語言與文學院可協助編輯工作，系列叢書以菲

華語言與文學院名義出版。

請 您 大 力 支 持 我 們 的 工 作 ， 讓 我 們 攜 手 為 建 設 菲

華文學的努力，和進一步推動菲華文學發展貢獻更大的

力量。投遞通道微信號：ng13122004672或電子郵箱：

hongchiok@gmail.com。《菲華作家傳記名錄》主編為黃鳳

祝。方便的話希望能提供自傳或提供以下信息：A、個人信

息：

漢語姓名、外語姓名、筆名、學歷：（最好是從小學

到大學的名稱）、出生日期、職業和職稱、

祖籍、國籍、居住國、郵箱、電話、微信號、開始

寫作時間、著作、譯作、其他著作（主編、合著、校對

等）、獲獎情況；B、他者評論題目；C、寫作心得和理

念；D、照片一張。

金鑾御苑向商總贈送
  維他命丸和藥物等醫療物資

菲華商聯總會訊 : 金鑾御苑向本會贈送一批維他命丸

和藥物等醫療物資，以捐贈給有需要的貧困戶。

 8月3日（星期三）上午，本會由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

權代表前往金鑾御苑，領取該批贈送物資，並隨即運送到

本會以待分發，並

與董事兼一帶一路主任李雯生、秘書長顏長江博士等

代表共同接收。

  本會謹此對金鑾御苑的善行義舉，向其致以萬分謝意

和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