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gust 12 2020 Wednes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星期三）

  

投稿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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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邂逅小暑
良余之

          一片歡快，蛙鳴蟲語聲
          打碎滿天星子的美夢
          朝陽隱透著火熱的氣息
          驅趕禾苗茁壯成長
          梔子花散發芬芳
          黃桷蘭韻悠揚
          如出水芙蓉般動人心弦

          一隻蟬喋喋不休
          獨自叫著夏天
          綠蔭下乘涼的歎息
          激怒了晴空霹靂
          一場大雨
          洗刷盡小暑的風塵

荷出水
胡振國

         終於出水了
         荷梗鼓著小小的志氣
         荷葉握著嫩嫩的拳頭
         整個春天
         荷都在測量
         淤泥和春水的深度
         無論多麼深
         都要讓自己的尺子不能短
         一定要把所有的美好
         呈現給人間
         即便春盡花殘
         又或雷雨越來越兇猛
         也要續寫淺夏動人的章節
         你看
         蛙聲和蟬鳴夾道歡迎
         一個在天空
         一個在大地上
         高聲朗誦著暗香浮動的詩句

雨中看荷
崔向珍

鄉村的荷塘，城裡的荷塘，陽光下的

荷塘，我看過無數遍了。忙忙碌碌的這些年

裡，總是想著去看看雨中的荷塘，近距離地

品味一次大珠小珠落玉盤的美好，卻一直沒

有如願。

上 個 週 末 ， 天 有 些 陰 ， 我 也 正 好 空

閒，帶了雨傘，興沖沖地直奔植物園而去。

滿塘的荷花，高過人頭，滿園的遊人，你來

我往。正是蟬聲如雨的盛夏，荷葉碧綠油

亮，生機勃勃。荷花亭亭玉立，朵朵流香。

有蝴蝶翩t飛，有蜜蜂奔忙，熱鬧是熱鬧著

的，卻都不是我想看到的樣子。我一次一次

地抬起頭，盯著頭頂上的那些灰雲看了又

看，卻始終沒有看到一滴雨的影子。

這個週末，一大早起來，絲絲縷縷的

小雨就不停地飄飛，正好合了我的心意。一

個人，一把傘，哼著快樂的歌兒，走在被雨

水洇濕了的，紅艷艷的人行道上，聽著雨傘

上辟里啪啦的雨聲，我開心得像是一個剛穿

上新雨衣的小孩子。

還未走近荷塘，那些淡淡的花香，就

熱情地撲面而來，裹著大人孩子的歡聲笑

語，給了我一個意外的驚喜。原以為，落雨

的天氣，不會有多少人賞荷。卻沒想到，曲

曲彎彎的小徑上，依舊是非常熱鬧。年輕的

父母推著嬰兒車裡的孩子，中年的兒女推著

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他們手裡舉著相機、手

機，在雨霧籠罩的荷塘間來回穿行。

夏日的早上，荷花開得最好，微涼的

風，吹亂青霧似的雨絲，每一片花瓣都若隱

若現，每一片花瓣都玲瓏剔透，每一片荷葉

都那麼青春。初開的荷花是微微張開的，帶

著點謙虛的羞澀，掛著亮晶晶的雨滴。開過

了一天的荷花，此時已經瓣瓣舒展，美到了

極致。一粒一粒的雨滴，半紅半綠地掛在花

瓣上，微風搖曳中珠玉亂墜，一層層荷葉上

珍珠迸濺。

細密的雨點，連續不斷地落在大大小

小的荷葉上，蹦跳，滾動，聚合為一粒粒銀

光閃閃的水珠，不染一絲塵埃，乾淨得讓人

心疼。忽然一陣風來，荷葉邊緣的水珠，不

由自主地跌落，下面的荷葉無論怎麼闊大，

也很難接住這些碎玉，只能任由它們亂紛紛

地砸到水面上，驚擾了歡快的蛙鼓。隱在葉

面下的一朵殘荷，輕輕地搖曳著，在淡淡的

煙雨裡若隱若現。一小片凋落的粉色花瓣，

靜靜地臥在荷葉中間，被一粒碩大的雨珠包

裹起來，晶瑩，透明，如同一顆完美無暇的

琥珀，與世無爭，只管在香夢裡沉睡。一隻

淋濕了翅膀的蜻蜓，停留在一根光禿禿的葉

梗頂端，在翠碧的荷葉襯托下，像極了金黃

色的小花，可愛，靈動。一朵掛滿了雨滴的

小花苞，緊緊地依偎著一支深褐色的蓮蓬，

正在努力地尋找成熟的鈴聲。

雨 絲 越 來 越 密 ， 荷 塘 邊 的 垂 柳 淋 透

了，綠絲流蘇，隨風飄搖。三五根蘆葦，幾

束香蒲，參差在荷塘裡，被縹緲的煙雨纏繞

著，詩意縱橫。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彈一彈

荷葉上的露珠，撈一把水面上的花瓣，忽然

就看到了歪倒在松樹下的一輛共享單車。孩

子拖著奶奶的手，一直拖到了荷塘邊的松樹

下面去，小手指著綠色的車子，指揮奶奶把

車子推出來。順著孩子手指的方向，蹲在地

上的我，好不容易才看到了那輛車子。我和

孩子的奶奶一起，把車子從樹下拖了出來。

我用衛生紙細細擦乾淨車把上的泥土，把車

子送回了最近的停放點。

返回荷塘，我找到那個孩子，認真地

誇獎了他。

孩子有些靦腆地對著我笑，紅粉粉的

小臉比他面前的荷花還要好看。

母愛哪去了
王田喜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母愛更是作家、乃至常人挖掘不盡

的題材，哪個人沒寫過有關母愛的作文呢？!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這是中國5000年來人所共知的經典的母愛版本。影響之深遠

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只可惜隨著世界的千變萬化，這一恆

久的、根深蒂固的存在，恐怕要成為「過去式」而難覓蹤影了。

尤其進入這個世紀，再要求小學生寫關于母愛的作文，我以

為就是強人所難的事了；非要寫，也只能是閉門造車、胡編亂造

了。因為母愛已經遠去，乃至無從下筆了。隨著現代生活水平的

無限提高，母親們已經不再為孩子做衣服、做鞋、打毛衣，更無

需打補丁式的縫縫補補了。成品店裡琳琅滿目、應有盡有，只要

足夠的鈔票就行了。或許有人會異議，這只是個別的一個方面，

不能以偏概全。難道別的方面不是如此嗎？現在的80後、90後，

處對像結婚生子像完成父母下達的任務。生了孩子，衣食住行大

多「丟」給了父母。

孩子要想吃到基本不生火的父母做的「家庭味」的飯菜，不

說難于上青天；也是吃了（相當一部分不會做）就不想再吃了。

現如今大多數孩子也是住在奶奶、姥姥家。

從上幼兒園、到上學，多是爺爺、姥爺接送。孩子和自己父

母在一起的時候少之又少，恐怕即便有「愛」也難施了。從衣食

住行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事例中看不到母愛，母愛還能體現在

哪裡？!

母愛「不再」絕不是一件小事。因為缺少了父母的關愛、

感受不到家的溫暖勢必會與孩子產生代溝。與和諧家庭只會越來

越遠。都說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而這一特殊老師的缺席，

對孩子的教育是極為不利的。這或許是現今很多年輕人揣著高學

歷，而社會知識、法制觀念、道德意識等不及格問題的根本所

在。都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如果家庭不和諧、再加上越來越多

這樣的「高學歷」，何談創建和諧社會、更妄論安定團結了？

現如今大多數父母親都成了甩手掌櫃，似乎輕鬆了許多。

不必再像我們的父母親那樣辛苦、勞累。每天下了班總是有做不

完的家務活，為父親、我和兄妹織毛衣，做衣褲，完全是手工製

作。後來家裡添置了「大件」縫紉機才稍好一些。尤其是母親做

的鞋，我穿了無數雙，每次都是縫縫補補做完家務，再點燈熬油

做鞋樣、打格布、納鞋底，差不多要一個多星期。手都被錐子、

線勒腫了……

亙古以來，母愛是神奇而又不可思議的。母親的所作所為都

是心甘情願的，是發乎于心底的甜蜜與幸福支撐的。寫到此，我

的腦海裡一直閃爍著母親忙碌辛勞的身影。從朝氣蓬勃到白髮蒼

蒼，那種舔犢情深的母愛真的是無私而又很偉大的。

時代變了，與生俱來的母愛或許也會變，但絕不該、也不

能消失。因為缺失了母愛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是社會難以承受

的。做人是要講責任和擔當的。尤其是為人父母的，更要拿出自

己的責任、擔當和義務關愛「八九點鐘的太陽」，讓母愛與日月

同輝、世界同在，延綿不絕……

但願我不是杞人憂天。

盧武敏逝世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西黑人省分

會訊：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

事長盧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

幸於二○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

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已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

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宗長為人幽默風

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素為宗親們尊

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宿務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

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

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宗長為人幽默風

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素為宗親們尊

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納卯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

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

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宗長為人幽默風

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素為宗親們尊

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中北呂宋分

會訊：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

事長盧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

幸於二○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

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已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

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宗長為人幽默風

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素為宗親們尊

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美骨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

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

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宗長為人幽默風

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素為宗親們尊

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班乃分會訊：

本會諮詢委員、亦即總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盧

武敏宗長（原籍石獅盧厝西坑），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

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靈。

盧武敏宗長一生熱愛宗族，關懷宗親，

本分會的創立和會所的興建，離開不了武敏

宗長的大力支持，對本分會貢獻甚巨。武敏

宗長為人幽默風趣，平易近人，人緣極佳，

素為宗親們尊敬。

今武敏宗長的不幸離世，本分會全體同

仁聞耗都深感萬分悲痛，令宗族痛失一頂樑

柱。

盧武敏逝世
旅菲盧厝西坑同鄉會訊：曾任本會理事

長、現任諮詢委員盧武敏鄉賢，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九日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壽

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擇

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靈。

盧武敏鄉賢一生愛會愛鄉，數十年如一

日，對家鄉的貢獻甚巨，如鋪設馬路、建設

校舍等等，舉凡家鄉事項無不悉力襄助。對

本會的發展也是大力支持。

同時，今（八月十一日）收到家鄉發

來的七封慰唁函：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

室、中共福建省石獅市委員會、福建省石獅

市人民政府、石獅市錦尚鎮歸國華僑聯合

會、香港、澳門盧厝西坑同鄉會、石獅市西

坑鄉親促進會。

今盧武敏鄉賢不幸離世，本會全體同仁

深感萬分悲痛，對家鄉、對本會都是莫大的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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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聖國殯儀館二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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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因疫情期間情況特殊不周之

處敬請原諒，並奠輓幛花圈以寄哀思。

洪文藝丁憂
旅菲龍窟同鄉會訊：本會洪西文書主

任文藝，文強，明月賢昆玉令尊洪顧問維協

鄉彥，不幸於二○二○年八月二日下午四時

四十五分，壽終於香港博愛醫院，享壽九十

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擇訂於九

月十九日下午在世界殯儀館三樓明思堂設靈

拜祭，翌日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正大殮，十時出殯火化。本會聞耗，經致電

慰問，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盧武敏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校友總會訊：本總會

榮譽委員盧武敏學長（高中十二屆校友），

即本總會法律咨詢組主任盧垂順學長令尊，

不幸于2020年8月9日凌晨3時，壽終于聖璐

嘉醫療中心 ( St. Luke Medical Center, BGC, 

Taguig)，享壽八十有六高鹷。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鑒于疫情處于非常時期，一切從

簡，靈軀已火化，擇日骨灰安奉另行通知。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窗誼。

盧武敏逝世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友會訊：本會名

譽顧問盧武敏先生不幸于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九 日 凌 晨 三 時 ， 壽

終 于 聖 璐 嘉 醫 療 中 心 （ S t . L u k e  M e d i c a l 

Center,BGC,Taguig），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鑒于疫情期間，一切從

簡，靈軀已火化，擇日骨灰安奉另行通知。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盧武敏逝世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本會名譽顧問

盧武敏先生，不幸於二０二０年八月九日，

逝世於ST. LUKES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已擇日於HERITAGE

荼毗，將擇吉設靈。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