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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山砍柴荊
王優

            陽光甚好
           我們進山砍柴荊
           山道杳杳
           草木繁盛
           鳥在林中鳴
           寂寂更無人
           卡嚓卡嚓
           應聲倒下柏枝與黃荊
           空中沒有飛沫
           也沒有刺鼻的乙醇
           山色映入眼簾
           草木的香入肺入心
           陽光照進山林
           林下沒有棋聲
           澗底束柴禾
           歸來砌牆根
           雙親依門笑
           輕輕接過手中斧柄

 煙民
袁靖凱

         一根根沒點燃的煙
        在生活裡走著
        總有煙縷縈繞嘴邊
        神仙都活在言辭裡
        究竟那是一種釋放
        還是被眾多繩子捆綁
        一閃一閃的紅
        一截一截變白的灰
        都在兩指間化作了
        成年累月的飢渴與習慣
        他們忍受不了指間的空
        那空漸漸膨脹為
        胸中磨滅不了的躁煩與憂慮
        點燃是遲早的事
        深入肺腑的煙縷
        慢慢從頭上冒出
        風怎麼也彈不掉
        時光手指間燃過的灰

天上星星 皆是經文
謝敏

       山鳥銜著夕陽，放至山下
       黃昏是比丘們打開的經卷
       青燈點亮禪誦後
       天上
       一顆一顆的星星，皆是經文

那台全自動洗衣機
李勤安

原有的半自動洗衣機架不住大家的任

性使喚百病纏身，轉速不夠噪音如坦克隆隆

駛過還動不動罷工。老牛破車跟不上時代的

步伐該淘汰出局了，眾人心思一致要求換台

新貨，破玩意兒用著費事。

念想著新的，新的就來了。這台名叫

水仙花的全自動裝備一到單位立刻引起圍

觀，當聽說身價值九百多大洋時，在場的人

不約而同地「呀」了一聲。接近千元，相當

于那時具有十年左右工齡者兩年的辛苦，屬

於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在洗衣機作為大件的

三十年前，哪家擁有不用說是件值得炫耀的

事情。俗話說有肉不吃豆腐。毛病邪多的舊

洗衣機被扔到一邊，沒半月鏽跡斑斑，週身

埋沒于荒草之中猶如個蓬頭垢面的婆娘無人

理會。據介紹，全自動的最大好處是設置好

人毫無牽掛，到時晾曬即可。這麼懂事的機

器有人還貪心不足，說什麼要是有烘幹功能

更好，拿出來直接更換。

真正投入使用後卻遇到麻煩。我們飲

用的自來水是在山溝裏找個泉眼接上管子，

一路直下利用落差自流而來。雨水充沛，泉

眼水旺，打開水龍頭「嘩嘩」呈噴射狀；遇

到天旱大地一片焦渴，水就不怎麼爭先恐

後，往往像大病初癒的病人緩上半天氣兒蹣

跚過來。全自動投入使用那年赤地千裏，吃

水發生了危機，我們想著繼續山瘦地裂，幾

百號人訓練的不要全部擔水好了，或者添置

一批驢子馱水。

第一代全自動腦子不太好使，屬於典

型的缺心眼兒。自來水斷斷續續，欲說還

休，人家壓根兒不管這些洗過一遍「嘩」地

放空了水，下個回合洗滌時間到有水沒水繼

續玩命轉動，洗壞衣服的風險增加。

有次國強老弟扔垃圾樣投進衣物遊逛

去了，開心回歸，在不絕于耳的提示聲中拎

起衣服發現沒洗幹淨不說，有些地方起毛

了。他忍不住破口大罵，好在沒徹底昏頭抬

起老高的大腳硬是沒踹下去。

時不時製造麻煩的全自動讓人實在不

爽，牢騷抱怨之後不由得懷念原有的那台半

自動，可惜風摧雨打之下已經徹底趴下。舊

的用不了新的不爭氣，自來水一時半會兒又

不能正常，再買新的無異于異想天開，于是

退回到最原始的手洗。洗得兩手通紅，四肢

酸麻，而先進的全自動歇著，是可忍孰不可

忍！有人開動腦筋想辦法。

要麼說群中的智慧是無盡的，有天聽

到機器轉動的聲音，等了十幾分鐘預料中

「嘩」地放水聲並未響起，湊近一看原來出

水口堵著個破毛巾！簡單易行，從此直到

另一台替代品出現，破毛巾都堅守著自己崗

位。塞上破毛巾只是高貴走向普通的第一

步，原先洗完大家自覺給遮蓋起來防止風吹

日曬，不好使喚加上它在最高處蓋頭不見不

知扔到哪裏，天當房子地當床吧。天不颳風

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陽，驕陽四射下的草木昏

昏欲睡，熠熠閃著亮光的洗衣機外表如歲月

侵襲的美人迅速衰老。交給它要洗的東西也

不分還壞，有天半夜，一個持續頑強的咕咚

聲壞了我的好夢，豎起耳朵尋找聲音的源

頭，好像是從洗衣機傳出。已是夜深人靜的

時刻，那個弟兄還在月下洗衣？披衣起床，

去了放置洗衣機的地方，沒發現半個人影，

一定是有人忘記自己洗衣服的事。洗了這麼

長時間衣物恐怕散了，做拖把正好。揭開蓋

子藉著燈光一瞅，原來是幾條魚樣的東西在

旋轉，停死，看清是兩雙膠鞋。那個懶貨把

清洗膠鞋的任務交個了洗衣機！哪幾條「黃

魚」被我撈起扔到草叢，天亮找去吧。

如此折騰，洗衣機壽命不長。自來水

正常的時候，它已是百「病」纏身，比買了

廢品的前任好不了多少……

葡萄蘊鄉愁
陳虹

那 日 ， 讀 汪 曾 祺 先 生 的 《 葡 萄 月

令》，文章從一月葡萄籐的冬眠開始，一直

寫到十二月份再次冬眠，葡萄出窖、上架、

打條、掐須。靈動的畫麵，一下子喚起對葡

萄的鄉愁，沒有一種果實讓自己那麼熟悉熱

愛了。

童年，住在一處平房，院子中有一大

片空地，父親用來種葡萄。似乎有記憶起，

院裏就有了葡萄架，夏天枝繁葉茂，秋天果

實纍纍，哪年種的，我不知道。每年春天，

父親都會帶著大哥刨土，把葡萄籐從黃土中

翻出來，搭在用竹竿製成的架子上，葡萄籐

深棕色，梢頭已鑽出一點綠芽。然後就是澆

水。父親用扁擔，一擔擔往家裏挑水，大哥

和姐姐力氣小，隻能拎上半桶，晃晃悠悠往

家走。「水一定要澆足，要讓籐梢上滴出水

來。」我疑惑著問:這還能滴出水呀？我始

終未見過葡萄籐滴出水。後讀汪曾祺先生文

章才知道，葡萄籐中空相通，從梢頭切斷過

的破口，會往下滴水。父親是個工人，不是

果農，卻知曉這個道理，隻是聽人說的吧。

葡萄籐也開花，是淡黃色的小花，一

場雨後地上就會落滿葡萄的花蕊。父親就在

葡萄籐下擺上一張方桌，他坐在涼椅上看

書，我們在方桌上寫作業，母親在廚房淘米

摘菜，燒火做飯。風過，葡萄葉上殘留的雨

滴落了下來，發出沙沙的聲響。雨後的陽光

透過枝葉，把葡萄葉的樣子刻在了地上，那

種斑駁的光影迷離，使人忘了時間，忘了自

己。小院中、綠蔭下，有父母庇護，有姐妹

相伴，一起搖扇喝茶，聽父母說一段家常閑

話，這是一段歲月靜好,時光安然的記憶。

初似琉璃，終成碼瑙。攢攢簇簇圓圓

小。到了淺秋，小院中的葡萄熟了，在翠

綠欲滴的葡萄葉下,一串串晶瑩剔透的葡萄,

像是用水晶和玉石雕刻出來的,無論是玫瑰

香，還是馬奶白，個個水靈靈的,看著就使

人垂涎欲滴，入口那個甜啊，「入口甘香冰

玉寒」甜沁心脾，貧瘠的歲月中，這葡萄顯

得更加珍貴了。

每年葡萄都會收穫上百斤，母親總會

剪下一串串飽滿均勻的葡萄送給街坊鄰居，

鄰居家的紅棗、石榴熟了，也會給我們送過

來。淺秋的時候，家家院裏瓜果飄香，城市

裏也有收穫的喜悅。

後 來 ， 家 中 平 房 改 造 ， 小 院 都 要 拆

遷，葡萄籐已經無處安放，父親不忍把培育

多年的植物砍了，找了工人把葡萄籐挖出

來，遷到鄉下奶奶家。似乎葡萄也留戀故

裏，在奶奶家沒有存活，漸漸地枯萎。

年少時翻看國畫大師齊白石的畫集，

發現葡萄也常常在他作品中出現，不隻因為

它們的自然美，也是因為它們常令他懷念起

星塘老屋葡萄架下的生活，即使離鄉多年，

不變的是大師對故鄉星鬥塘的那種鄉愁。

故鄉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多重要，鄉愁

就有多濃烈。一個小院，一架葡萄籐成為我

童年回憶中最溫馨的畫麵，如今市麵上葡萄

品種繁多，可怎麼也吃不出童年的味道。我

隻有在記憶裏，一遍遍重溫著葡萄架下的歡

樂，宛如父親母親都在身旁，我在旁邊嬉

鬧。

訃  告
盧武敏

(石獅市盧厝西坑鄉)
逝世於八月九日
擇吉日荼毗於Heritage墓園

吳灼華
逝世於八月八日
奉 定 於 計 順 市 E  R O D R I G U E Z 大 街 N 

ELYSEUM COLUMARRIUM納骨塔

施良順
(晉江前港)

逝世於八月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

佘吳婉婉
(晉江東茂)

逝世於八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三樓三○一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林阿民捐
長和郎君社福利金

菲律濱長和郎君社總社訊:本社副理長

林阿民同志令尊林水牛老先生不幸於二O二O

年七月十三月上午八時五十分寿终正寝於澳

門，享壽七十九高龄，

哲人其萎，轸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飾终令典，極盡哀荣。

林副理事長阿民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

德，对本會愛擭有加，於守制期間，

特捐菲幣叁萬元充作福利基金用途，仁

風義举，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黃禎潭博士捐福利金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16016訊：本

會永遠指導員黃禎潭博士慷慨獻捐本會三十

萬菲幣為本會福利金 ，購買營養品饋贈本會

消防隊員，以提高消防隊員的身體素質，黃

永遠指導員禎潭博士為人慷慨高義，古道熱

腸，非常關心本會消防隊員的安危和健康，

每年他都會慷慨解囊獻捐一筆福利金來慰勞

本會消防隊員，為本會消防隊員所稱道。

黃永遠指導員楨譚博士一貫熱心公益，

仁風義舉，殊堪足式，特籍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加拿大李啟斌逝世
菲律濱粵僑李隴西堂訊：本堂加拿大

海外顧問李啟斌宗長（RUDY LEE）祖籍廣

東臺山。亦即李慧蓉，慧慕令四兄，不幸於

二○二○年七月卅一日壽終於溫哥華市醫

院，享壽積閏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溫哥華市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VANCOUVER CANADA，

十四日起供人瞻仰遺容，十五日上午十時舉

行彌撒，十一時出殯，安葬於FOREST LAWN

紀念墓園之原。本堂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宗誼。

盧武敏少將逝世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訊：本會永遠指

導員盧武敏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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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遽殞，軫悼

同深。已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

靈。盧武敏永遠指導員一貫關心本會，數十

年如一日，今盧武敏永遠指導員的不幸離

世，本會全體同仁萬分悲痛，痛失棟樑，是

本會的一大損失。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

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并襄理飾終事

宜。

林摩西丁母憂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本會故理事林清源

令先德配，即本會林理事長摩西，林科，亞

倫賢昆仲令先慈，林府莊太夫人謚秀美（晉

江市西濱鄉留美村），不幸於二○二○年八

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四分壽終於臺灣省高

雄市東安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訂。本會聞

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

盧武敏逝世
菲律濱宋慶齡基金會訊 : 本會董事盧武

敏少將，一生忠于社會，熱心慈善，奉獻國

家，造福民眾，見義勇為，實為當今社會之

楷模。盧董事不幸于二零二零八月九日(星

期日)凌晨三時，壽終于聖路加醫療中心( St. 

Luke's Medical Center, BGC, Taguig)，享壽八十

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本會同仁

聞耗，無限哀痛，感念盧董事為人處事之高

尚風範，永為典範。本會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胡爾濃丁憂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常務委員胡爾

濃同志令尊胡炳南老先生，不幸於二○二○

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三時零五分壽終於馬加智

醫療中心，享壽九十高歲，老成凋謝，軫悼

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尼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一零一靈堂，擇訂於八月十七日﹝星期

一﹞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

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胡爾猛丁父憂
菲華布商公會訊：本會名譽理事胡炳南

老先生，亦即經濟主任胡爾猛先生賢昆仲令

尊翁，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三

時零五分壽終於馬加智醫療中心，享壽九十

高歲，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尼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一零一靈堂，擇

訂於八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

安葬於馬尼拉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莊國華喪偶
旅菲惠安龍蒼同鄉會讯：本會莊顧问國

華令德配，亦即本會故文斗鄉贤令儿媳，莊

府吴美瑛夫人，不幸於二0二0年八年十一日

下午8点45分於Gat Andres Bonifacio Memorial 

Medical Center逝世，享寿六十有七高龄，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计順市亚蘭

礼沓大街巴示殯儀馆（Internment:Where: La 

Funeraria Paz, Inc Chapel J143 G Araneta Avenue, 

Co Kaliraya st, Tatalon QC When: August 13 - 14, 

2020Viewing time: 6:30am - 6:30pmLibing: To 

follow，）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经派员慰唁其家属，勉其节

哀順变。

盧武敏少將逝世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訊：本會永遠指

導員盧武敏少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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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星遽殞，軫悼

同深。已擇日於HERITAGE荼毗，將擇吉設

靈。盧武敏永遠指導員一貫關心本會，數十

年如一日，今盧武敏永遠指導員的不幸離

世，本會全體同仁萬分悲痛，痛失棟樑，是

本會的一大損失。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

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并襄理飾終事

宜。

胡炳南逝世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副主席

胡爾明宗賢，胡爾濃、爾猛宗親昆仲令尊，

本會名譽主席、宗聯傑出模範族長胡炳南宗

彥(原籍泉州豐澤東涂街)，不幸於二O二O年

八月十四日凌晨三時零五分，壽終於馬加智

醫療中心，享壽積閏九十有五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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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八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八

時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纪念墓園之

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

順變，善自珍重，並襄理飾終事宜。

吳灼華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顧問灼華宗長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八日凌

晨四時半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一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特殊時期遺體已於八月

九日火化，靈灰訂於八月十六日（星期日）

安位於計順市E RODRIGUEZ大街N ELYSEUM 

COLUMARRIUM納骨塔。本總會聞耗，已派

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前港施良順逝世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族親施良順老

先生於二○二○年八月十日上午十時壽終於

崇仰醫院，享壽七十有五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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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於八月十四日（星期五）上

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

終事宜。

盧武敏逝世 
百閣公民學校董事會訊：本會名譽顧

問盧武敏少將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

凌晨三點，壽終於聖路克醫療中心（St Luke 

Medical Center BGC,Taguig）享壽八十有六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本會聞耗，經派

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并襄理飾終

事宜。 

百閣菲華商會訊：本會名譽顧問盧武

敏少將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凌晨三

點，壽終於聖路克醫療中心（St Luke Medical 

Center, BGC,Taguig）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并襄理飾終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