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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陳天才

(金井鎮溜江鄉)
逝世於八月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

洪許秀瓊
(晉江新燒灰)

逝世於八月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時

我看見母親站起來
許星

       透過鏡頭之門 我看見
       母親和被風撲倒的莊稼
       在陽光下站起來 
       憂傷漫過她的額頭 象壹片
       跌倒的鳥鳴 漫過整個村莊

       在母親的手裏 那些倒下的
       禾苗與孱弱貧窮的生活 
       也都堅強地站起來 
       站成壹棵樹的偉岸或者
       河水的秀美 
       母親的微笑象壹張網
       失落與重生 子孫與丘陵
       就是她心得的全部 母親常說
       莊稼人的前途在農村 
       只有自己站起來
       妳才能真正理解泥土 
       花朵以及水和糧食
       某些含義 才能
       真正擁有屬於
       自己的快樂和希望

       透過鏡頭之門 我看見
       黑夜肥沃的影子 掛滿了
       早晨的枝頭 我看見
       母親和莊稼與天空
       壹起無悔地歌唱……

時光街史
王江江
一

當客車載著有些倦意的我駛入故鎮的
時候，已是傍晚時分。街口的那塊地碑，卻
將我瞬間喚醒。我仔細端詳著上面那幾個紅
紅的正體字，嶄新的白漆塗抹了一層又一
層，卻掩蓋不住它底色的滄桑。地碑兩邊綠
油油的的玉米被車揚起的灰塵弄得很髒，就
像翻開了一卷擱置在角落裡舊書的味道，吸
到嗓子裡忍不住要打個噴嚏。村子裡的人說
若是有人在背後責備，你就會打噴嚏。這或
許便是對自己長久未去照料他的一種責備。

街旁的樹，在轉著一圈圈彎曲的年輪
同時，似乎也有些彎曲了。村口那些老者也
跟著老樹彎下了腰。就像那句「笑問客從何
處來」一樣，也像乘坐的客車一樣，我成了
客。老漢滿臉的笑褶和缺了口的牙，堆積
出了他們的年齡，也透漏出了這片土地的
年歲。他們驚歎著我變化。我就像一個陌生
人，被上下打量著，就像當時我兒時陌生地
打量著這個世界一樣。

我遠遠地向老街望去。那些原本就稀
落的古屋，有的已經被磚封，有的殘留下頹
礫，人們疏散地走在街上，彷彿龐德詩中描
寫的那樣：人群中的這些面孔幽靈般浮現/
一根陰濕黑枝上有片片花瓣。正如詩人所

言，我的思想與感情在那一剎那結合。
夕陽的最後一抹餘暉映在街上，將人

的影子拉的很長很長。
甚至有些彎曲。

二
冷月無聲。
屋子的亮度蓋過了月光。油燈早已被

替帶，我也不再為夜晚讀不了書而煩惱。邁
過門檻，依稀望見幾家燈火，遂決定行走一
遍這深夜無人的街。

街面上凝積著形狀大小各異的石子。
這個村子名為石頭溝，自小便覺得石頭是神
聖之物。就像小時埋怨讀不到的那些書中所
寫，孫悟空是塊石頭，賈寶玉是塊石頭，
一百零八個人都擠在一塊石頭。

腳下踩著這些窸窣的碎石，記憶便從
腳底傳便週身每一個角落，包括額頭。元曲
裡面說古道，西風，瘦馬，這樣的意向組合
在一起是很悲涼的。這條街雖然有些年頭，
但還稱不上古道。至於風向，我向來搞不明
白，總之是有寒風。唯獨像樣一點的，也就
是那匹瘦馬了。多年前的某個傍晚，我決定
要去學騎馬。小夥伴們剛把我扶上去，我就
被立刻狠摔下去，額頭上皮被蹭掉，滲出來
的油沾著細微的石子與塵土。悲涼難以感
悟，悲傷卻是滿腹。

往回走的時候，我彷彿聽到了達達的
馬蹄聲。他們踏著的每一步，都叫做時光。
在這裡，時光開始留滯，再也不用像城市裡

那樣急匆匆地往前趕，我學著老人們的模
樣，微微彎腰將手背在後面，不慌不忙的行
走在街上。沒有了急速閃爍的霓虹，一切都
變得靜匿，一切都都得到歸宿。

只有月亮，曲著身子蜷縮在冷峭的夜
空。

三
隔天清早，有祖孫二人趕著馬車行了

數里地來此。逡巡過了半載，家裡也需置辦
些物件。霧氣打濕了孫女長長的睫毛，老人
的鬍子與呼出的氣凝為一體。

轉彎是幾家店舖，門虛掩著，一群老
人倚靠著不知誰家的屋子後牆，散散漫漫地
任陽坡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分不清哪一個是
賣貨的人，哪一個時買貨的人。村裡村外，
家國天下彷彿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一旁有
人擺弄一副字跡快要磨光了的棋，話題立刻
轉到了博弈之上。這來去之間的真假虛幻，
究竟又有幾人能知曉呢。行且行行，方圓數
里的人們被彎曲的街索連在一起，就變成了
集市。趕集的人多了，戲班子也循著足跡風
塵僕僕地趕來了。一行人在略事休整之後，
便在一處空曠的地上搭起戲台，吆喝著唱起
來了。這些曲子，並非瘦馬西風的元曲，就
像是紹興社戲，或是陝西秦腔一樣，是鄉土
氣息濃郁，地地道道地二人台。

老漢原本打算著天黑前趕回去。也忍
不住湊上前去看一陣子。如今早已不再時人
煙稠密，戲班子也不常來了，這熱鬧場面一

年也難趕上。小孫女要學著男孩子們的樣子
騎在牆頭上看。台上的人時而淒慘悲憫，時
而插科打諢。台下的人嗑著瓜子，隨著劇情
的發展反覆啼哭歡笑。那一片嘈雜之聲，都
是田野裡一片稻香的回聲。

四
我看到街上有一口井，已經乾枯了，

裡面被扔進去了石頭和廢木棍子。孩子們在
枯井上用石子刻出條條框框的白印，玩起了
遊戲。那些遊戲的規則我已經忘了，記憶也
如印記一般模糊茫然。老街就像石子刻出那
些歪錯的線條，線條繫著過去和現在，記著
美好與興衰，寄著延匯與交伸。當我某天在
晚秋時節歸來，通往故鎮的小徑是否會同那
口井一般，早已被紛紛地落葉掩埋。

在清晨上路，在傍晚到達。有多少人
曾在在這條街道上停駐觀望，來來往往。他
們懷著對未知世界的期盼，對未知命運的渴
望。

隨著街道的線條，一轉彎，就看不見
了。

憶起無花果
孫鵬忠

 老家院子大，母親栽了幾種果樹。依
她的說法每種果樹都有其寓意：蘋果，平
平安安；柿子，事事如意；石榴，多子多
福……我曾開玩笑說咱家不會栽梨樹吧，
母親立馬訓道：「你還沒結婚，說點吉利
話。」

一天母親買來一棵無花果樹苗，栽在
大門裡側。我問：「栽它又有什麼講究？」
她說：「講究多了，將來你娶妻生子了，小
孩吃了無花果，助消化，治拉肚……」我笑

道：「那醫生不得排隊喝西北風去。」
春來了，果樹們相繼吐艷：蘋果花雪

白，柿子花粉黃，石榴花火紅……無花果則
無動于衷。如果說花朵是植物的語言，那麼
無花果便是默默無語了。

正巧，孩子出生那年，無花果結了。
沒有看到開花，果，就從葉腋處鑽出來。原
來，它是花托膨大形成的肉球，花，是腋生
的隱頭花，藏在肉球裡。無花果長出一片葉
就結一個果，一茬接著一茬，從夏到秋。

無花果沒有石榴的個頭，沒有蘋果的品
相，可是，摘下成熟的無花果，輕輕剝去外
面一層薄皮，一嘗，軟糯、甘甜。兒子剛扎
牙的時候就喜歡咂吧熟透的無花果了，再大
些，一次能吃2～3個。小孩吃了，真的如母
親所言：助消化，治拉肚。母親不懂醫，她
只是聽信民間偏方，但這和《本草綱目》中
「開胃，止洩痢，治五痔、咽喉痛。」很吻
合。

母親幫我們把孩子帶大，妻單位分了
房，我們就搬了出去。母親不願跟我們一起
住，有時硬接她過去，她卻像走親戚，住不
到幾天就藉故回去。她說：「住樓，不接地
氣。」其實我清楚，她怕我們嫌棄她。

放暑假，我常回家摘無花果。推開大
門，常見母親坐在無花果樹下光滑的石凳上
乘涼、打盹。見我進門，她說：「這樹不生
蟲，葉子又大，樹影稠，多好。」葉好果更
好，無花果很勤奮，幾天熟一茬，小孩吃，
大人吃，鄰居吃，總也吃不敗。人喜歡吃，
小鳥也來湊熱鬧。我每次摘，母親總是叮囑
幾句：「別摘淨了，給小鳥留點吧，做人別
貪。」那時妻在單位管倉庫，我把母親給小
鳥留無花果的話講給妻聽，她會意地點點
頭。

這棵無花果樹不斷從根部萌發小樹，
二十多年來，不再是一株而是一叢了，如果
不年年砍一些而任其萌發，要有上百棵甚至
更多。現在，密密的，形成龐大的一簇，都
努力地向上生長。這樣，果實越結越多，我
說：「無花果的養生功效有十多種，挺稀罕
的，這一年能賣不少錢。」母親笑而不語。

如今母親不在了，而無花果樹仍然枝繁
葉茂，碩果纍纍。鄰居見了我，善意地說：
「不少成熟的無花果被小鳥啄了，找兩根長
竹竿，上面繫上彩色布條、塑料袋之類，將
竹竿綁在樹上，風一刮，小鳥就不敢來吃
了。」我也和當年的母親一樣笑而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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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明家屬
捐涵口福利

菲律濱晉江涵口同鄉會訊：本會名譽

理事長陳奕明鄉賢不幸於二○二○年七月

二十二日上午六時，壽終於FATIMA醫院，享

壽六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陳名譽理事長奕明鄉賢生前熱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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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撥出菲幣二十

萬獻捐本鄉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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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天才逝世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菲律濱晉江商會

總會訊：本會理事陳天才鄉賢（原藉金井鎮

溜江鄉），不幸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九

時五十分，壽終正寢於岷市寓所，享壽九十

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本會聞

耗，經致電慰唁，望其家屬節哀順變。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06靈堂。擇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

（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火

化。

陳天才逝世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榮譽理事長

陳天才昆仲（原藉金井鎮溜江鄉），不幸二

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

寢於岷市寓所，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206靈堂。擇訂於二零二零年八

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在聖國

殯儀館聖樂堂火化。本總堂聞耗，經致電慰

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王志偉逝世
菲律賓永寧鎮聯鄉總會、總商會訊：本

會顧問王志偉鄉賢不幸於2020年8月6日上午

八時零一分，逝世於UCPI 医院，享寿七十有

一龄，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现停柩于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殡仪馆B座靈堂，擇訂於

八月十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

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前

往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奠輓幛花

圈以寄哀思，而盡鄉誼。

魏健中逝世
中正廿八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財政

主任李麗瑜學姐令夫君魏健中學長(中正第

廿三屆級友)不幸於二O二O年八月八日十二

時四十七分，壽終於宗仁醫院(CHINESE 

GENERAL HOSPITAL),享壽七十有三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已於八月八日上午出殯

火化，現骨灰壇恭放在佛光山萬年寺神位。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善自珍重！

中正廿三屆魏健中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初中第廿

八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康樂主任魏健中級友

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八日(星期六)凌晨十二

時四十七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年七十有

三。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靈體於PAZ殯儀

館火化，翌日八月九日(星期日)上午奉安於佛

光山萬年寺。

魏健中級友不僅為本屆級友會會歌編

曲，並多次擔任級友會合唱指導，今不幸辭

世，令眾級友無限悼念，連日來紛紛致電慰

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中正正鳴級友會
魏健中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甲組正鳴

級友會訊：本會魏健中級友不幸於二○二○

年八月八日(星期六)凌晨十二時四十七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享年七十有三。天不永年，軫

悼同深。靈體於PAZ殯儀館火化，翌日八月

九日(星期日)上午奉安於佛光山萬年寺。

同窗六年，遽而辭世，本會級友聞耗，

無限悼念，紛紛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楊建明逝世
尚一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前任師長，現

任顧問施玉梅師長令夫君，亦即本會常務顧

問楊旭陽，理事會組織副主任楊彤霞及校友

楊旭東賢昆玉令先尊楊建明老先生，不幸於

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於

崇仁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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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濱華支退伍軍人總會，菲律濱華

支後裔聯誼會訊：本總會前會長楊旭陽同志

令尊，楊小桐（建明）同志，不幸於二零二

零年八月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於崇仁醫

院，並於越日八月七日上午火化，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 本總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林啟全丁母憂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咨詢委員林

啟全先生令慈劉愛華太夫人（石獅市瓊林中

路瓊南巷25號）慟于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中

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

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于石

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祭出殯

儀式。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籍表哀悼，以盡會誼。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濱聯會訊：本會林

名譽會長啟全令先慈劉愛華老伯母（石獅市

瓊林中路瓊南巷25號）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

九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

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

靈于石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

祭出殯儀式，後出殯荼毗於石獅市火化場。

本會聞耗，林劉太夫人往生極樂世界，

駕返瑤池，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湥

切慰問。林名譽地長啟全孝思純篤，必定哀

痛逾恒，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

順變。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林

常務理事啟全學長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

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

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于

石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祭出

殯儀式，後出殯荼毗於石獅市火化場。

本會聞耗，林劉太夫人往生極樂世界，

駕返瑤池，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湥

切慰問。林名譽地長啟全孝思純篤，必定哀

痛逾恒，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

順變。

洪文彬喪偶
和記訊：僑商洪文彬尊夫人，洪府許秀

瓊夫人（原籍晉江新燒灰）於二○二○年八

月八日晚九時三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

享壽七十有二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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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

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楊旭陽丁憂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楊旭陽委員令

尊楊建明老伯父，不幸於二0二0年八月六日

下午一時三十分逝世，並於越日八月七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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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騰輝逝世
菲華專欄作家協會訊：本會財政主任

施騰輝同仁，商報「大眾論壇」主編不幸於

2020年8月7日下五時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年

七十二歲。

騰輝同仁在菲律賓商報擔任編輯數十

載，畢生從事文化事業，宣揚中華文化。施

騰輝同仁畢生愛國愛港愛菲，正義敢言，曾

在華文報刊、雜誌撰寫專欄，是菲華專欄作

家協會發起人之一。

施騰輝同仁逝世，是菲華華文報界、菲

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本會同仁聞噩耗無不

悲慟惋惜，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