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20 2021 Wednesday Page15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三）

投稿郵箱:

張家界走筆
劉貴高

         武陵源
         梵音流淌。
        一頁頁沉澱下來的時間，
        洞破天籟。
        一幅山清水秀的中國畫，
        刪除冗長的修飾，
        交出氤氳的答案。
        落英繽紛，眾鳥高飛。
        我在春天裡進入驚喜，
        在秋天裡探尋幻境。
        一朵桃花打開的入口，蠱惑流水。
        一片紅葉塗抹的秋色，迷醉湘西。
 
         天門山
         紫氣騰繞。
        一道通天的門戶
        在霞光中抵達聖境。
        沿著一級一級的天梯，
        在刀劈斧砍的峭壁中，
        仰望擎天高度。
        冠世奇觀，天作之合。
        剪去人生的枝蔓，
        留下的就是絕妙的盆景。
        一支歌，給了我無限的想像。
 
         大峽谷
         曲徑幽林。懸崖絕壁下，
        綿延藏而不露的桃源。
        漫溢綠浪的歷史人文景觀，
        伴著飛瀑流泉，擦亮湘西的冊頁。
        峽谷悠長，天空高遠。
        指縫間流淌的歲月，
        灑滿璀璨的陽光。
        吹過天梯棧道的香風，
        安然入夢。
        拂過千年古籐的詩意，
        閃耀溫情。
                              
        黃石寨
        氣勢宏大。
        隨便抓一把山水
        就能聽見淼淼之音。
        瑰麗而渾厚的黃石寨，
        一場峰林起伏的花事，
        虛幻了人間煙火。
        放眼四望，天籟陷落。
        隱于山川的草木，
        在靜謐中泅渡紅塵。
         高天之上，一隻鷹，凌空飛翔。
         挾風之勢，不知誰人能夠讀懂。

最憶的味道
——雞湯米線
王卓卓

最憶是故鄉皖南，小時候母親做的雞
湯米線。雞湯是用自家養的雞，在燒柴的鐵
鍋裡，燉上兩三個小時。骨酥肉爛，芳香撲
鼻。那種味道是優質食材原本的味道，醇厚

鮮香，惹人食慾，直讓人垂涎欲滴，鼻翼跟
著一開一合。米線也是自家大米，自己製
作，剔透晶亮。吃起來彈牙綿軟，有韌性又
不硬，柔軟又不糟爛。

逢年過節，母親就會不辭辛勞，製作
雞湯米線。雞湯要慢慢燉，米線要耐心做。
我通常都給母親打下手，幫母親幹點零碎的
夥計。這些事情通常是沒有技術含量，只是
需要耐心或者跑路就能辦好的事情。比如我
幫母親燒火、添柴；母親把雞殺死在開水鍋
裡面燙了以後，坐在小竹凳上，一根根將雞
毛拔乾淨的人是我；母親將雞仔細剁開後，
將雞肉放入冰冷的水中，仔細清洗乾淨的人
是我，清洗很重要不能殘留血跡，不然雞湯
味道就不會那麼濃厚香醇；母親製作米線
前，把米送去磨粉，磨好後拿回來的人也是
我。

米線做好了，雞湯也熬好了。把濃厚
的雞湯澆在雪白的米線上，在撈上幾片在煮
米線時放入的青菜，放入一些切細的筍絲，

再點一小撮蔥花，白色的米線和筍絲、黃色
的雞肉和雞湯、綠色的青菜還有散落的綠綠
的、白白的蔥花，煞是好看且勾人食慾。

先喝口湯，濃香的湯油油的，但又不
膩，留下香味在嘴巴裡，喉嚨裡，讓人回味
無窮。如果是在陰冷的冬日，喝一口雞湯，
就能驅走從頭到腳的寒冷，從嘴巴香到胃
裡，讓人無比滿足。米線用筷子挑起幾根，
邊咀嚼邊往嘴巴裡面吸。聽著吸溜吸溜的聲
音，彈牙柔軟的米線在嘴巴裡面，慢慢的咀
嚼，米香四溢。越吃到最後越香，因為在雞
湯中浸淫越久。吃雞肉，柔軟多汁，有嚼勁
但不塞牙。雞肉細膩的紋理，在嘴巴裡面撕
扯成一條一條，緩緩咬動，慢慢下嚥。吃青
菜，已經吸飽了米線和雞湯的味道，鮮嫩可
口，筍絲還是脆生生的，豐富了雞湯米線的
口感，不僅僅是綿軟彈牙，還有爽脆可口。

一碗吃下去，尤覺不夠滿足，再盛一
碗，呼呼吃下去，覺得心滿意足，生活如此
美好。                      

青海湖之戀
江樺

 我是一隻南方的雁，在水鄉生息多年。春暖花開時節，我決
定去大西北看一看。

 飛啊飛，不知飛了多長時間，朝思暮想的青海湖終于映入我
的眼簾，琉璃萬頃，晶瑩剔透，水天一色，一塵不染。一切是那麼
陌生，一切又是那麼浪漫，我按捺不住心裡的狂歡。

 儘管，我來得有些晚，但仍感覺像遲到的初戀。那繽紛的彩
虹，鋪展著彎彎的橋面，讓天與地緊緊相連；那美麗的姑娘卓瑪，
潔白的哈達披在雙肩，西海情歌宛如天籟一般；那一堆堆篝火，映
紅了舞者的笑臉，醉人的青稞酒把寒夜溫暖；那奔馳的馬兒，留下
鈴聲一串一串，在草地上盡情地撒歡；那遊牧的帳篷星星點點，鑲
嵌在雲水之間；那格桑花五顏六色，一陣陣清香在空氣中瀰漫；那
如影相隨的鴛鴦，看上去一夜未眠，沐浴在愛河沒有考慮上岸；那
水中跳躍的小黃魚，不知道什麼叫污染，盡情地暢遊在原生態的清
泉；那遊艇上一對對戀人，開心地揚起愛的風帆，身心融入亙古不
變的誓言；岸邊那動聽的梵音，時而縈繞在耳畔，輕輕撫慰著遊人
的心弦；那四季鼓動的五色經幡，印著佛經和鳥獸圖案，祈禱世世
代代平平安安。

青海湖張開了她的臂彎，讓我讀懂了綠水青山，也讓我領略
了滄海桑田。陽光向我微笑，星星對我近距離眨眼，風兒助我騰空
盤旋。黑頸鶴亮出了導遊名片，帶我去戲浪花，領我去逛草原。藏
羚羊見我初來乍到，變得格外溫順靦腆，還不時拋出歡迎的橄攬。
白天鵝讓出了它的地盤，獻上高原生存的秘笈寶典，教我學會了尋
覓草蟲鮮丹。雖然它們都是剛結識的新夥伴，但我絲毫也不覺得孤
單。

 據說，在青海湖許願十分靈驗。棧道上，一個穿著風衣的小
伙子，撥弄著馬頭琴的琴弦，彈唱起《愛你一萬年》，也許是觸景
生情，也許是想起了他的另一半，面朝湖水發出深情的呼喚；也許
是剛剛失戀，他于心不甘，想要挽回那失去的從前。碼頭邊，一對
老年夫婦合撐起一把遮陽傘，他們手挽著手，肩並著肩，看潮起潮

落，雲卷雲翻，臉上的笑容寫滿了燦爛。
 初來乍到，我對這裡的一切感到特別新鮮，望不盡蒼茫大地

浩渺雲煙，看不夠高原明珠美輪美奐，數不清變幻的仙境風情無
限。是啊，阡陌紅塵，緣來緣去，一曲禪音破解了多少想不通、看
不慣的糾結與羈絆，也祈禱著多少善男信女的幸福與團圓。

 青海湖的璀璨，是畫家畫不完的長卷，是詩人寫不盡的詩
篇。我只是一隻飛鳥，在塵埃中是那麼平凡，只能靜靜地鳥瞰你的
生機盎然。有人說你是王母娘娘的一顆清淚，落地後變得色彩斑
斕；有人說，你是西北大地上的一塊翡翠，供天南地北的人們參觀
遊覽。在我看來，你就是我夢中的那片藍色玫瑰，你就是我心中想
要停靠的那個溫馨的港灣。入夜，與星星月亮作伴，我頭枕崑崙，
背靠草原，約青海湖乾杯，百感交集，思緒萬千。耳聞忽遠忽近的
波濤聲，在大自然的搖籃裡不知不覺入眠。

 生命需要在歷經磨礪之後成長，心需要在歷經滄桑之後變
淡。我從來不畏風風雨雨，也從來不懼溝溝坎坎，不停的行走只為
看見花開看見佛，一生的修行只為遠離喧囂、淡泊名利與金錢。人
們發現，來到青海湖，眼光會變得更遠，胸懷會變得更寬。有多少
人放棄了心中不應留存的私心雜念，有多少人卸下了肩上不該背負
的沉重負擔。在這裡，融入夢幻般的調色板，一切是那麼輕鬆，那
麼隨意，那麼自然，讓人們深深地體會到天人合一的簡單。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要與青海湖說再見。望著回歸的航
線，我步履變得有些蹣跚，這裡的一切讓我留連忘返。我想展開一
頁素箋，輕抒唯美的時光，描一紙的情懷，再寫一紙的眷戀，讓文
字繾綣成美麗的心經，醒于花間，悟成憚。離開青海湖之前，心裡
似乎也有些遺憾。我還沒有見過煨桑祭海，我還沒有登過唐僧的馬
鞍，我還沒有把文成公主的故事聽完。可是啊，畢竟我的家住在江
南，青海湖只是我旅行的客棧。仰望蒼穹許下心願，無論路途多麼
遙遠，我會抽空再來這兒捧一把聖水，洗一洗心，擦一擦臉，淨化
靈魂，享受悠閒。

 遠山的白雪還沒有融化，近水的漣漪一望無邊；湖畔連片的
油菜花開得正艷，草場上的氈房升起裊裊炊煙。依依不捨的我，在
湖心島上放聲高喊，美麗的青海湖，我來過，我愛過，從此我與你
結下不解之緣。

董欣恭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进步党大岷北区支部

訊： 本支部西文书主任董欣恭大哥令萱堂董
府施招治義老伯母，於二零二一年元月十八
日（星期一）早上五點二十分壽終于崇基醫
院，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3 CACADIUM靈
堂。擇訂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支部聞耗，深表哀悼和懷念， 经派员
慰唁，勉其節哀順变，并襄理飾終事宜。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秘書長
董欣恭先生令萱堂董施招治太夫人(原籍石
獅永寧沙堤)，於二O二一年一月十八日凌晨
五時二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八
高齡，婺星匿彩，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303-
Cacadium)靈堂，擇訂一月廿五日(星期一)上
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
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
賻儀輓聯，共表緬懷軫念，而盡同仁情誼！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董欣恭委員令
萱堂董府施太夫人諡招治伯母(原籍石獅永寧
沙堤)不幸于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早上五
時二十分，壽終于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八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CADIUM)靈堂。擇訂一月二十五日(星
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常務理事
董欣恭令萱堂董府施招治太夫人，不幸于
二零二一年元月十八日（星期一）早五點
二十分，壽終于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八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館SANCTUARIUM 303- 
CACADIUM靈堂。擇訂于一月廿五日（星期
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奠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
誼。

董欣波丁母憂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董

欣波聯絡主任令先慈董府施太夫人諡招治
（原籍石獅永寧沙堤）不幸於二0二一年一
月十八日早五時二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櫃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CADIUM靈堂。擇訂
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董府施太夫人往
生極樂世界，駕鶴西歸，經函電慰唁其家
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董欣波聯絡

主任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
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會訊： 本
總部董外交主任欣恭大哥令萱堂董府施招治
義老伯母，於二零二一年元月十八日（星期
一）早五點二十分壽終于崇基醫院，享壽
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館
SANCTUARIUM ＃303 CACADIUM靈堂。擇
訂一月廿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表示沉痛哀悼和
深切的懷念， 即已致函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並致奠花圈、輓聯籍表哀思，襄理飾終
事宜，以盡洪誼。  

董欣恭丁母憂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 本總會董副

秘書長欣恭鄉賢令萱堂董府施招治老伯母，
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元月十八日（星期一）早
五點二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
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館SANCTUARIUM 
303- CACADIUM靈堂。擇訂於一月廿五日
（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奠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
誼。

蔡志向丁憂
菲 律 濱 石 獅 市 同 鄉 總 會 訊 ： 本 總 會

蔡福利委員蔡志向鄉賢令尊翁蔡永德老先
生，不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凌晨二
時仙逝，享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TUGUEGARAO CITY 
ORTIZ MEMORIAL CHAPEL ING. 殯儀館，
擇訂於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TUGUEGARAO CITY華僑義山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致函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奠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
誼。

蔡泉通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蔡顧

問泉通學長令慈蔡府葉玉蘭太夫人，不幸於
二零二一年元月十七日上午仙逝故里，享壽
積閏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家鄉東石玉井蔡府本宅，擇訂於元
月二十一時出殯。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
悼,以盡窗誼。

許新民遺孀逝世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

本會許故常務理事新民同志令德配--許董瓊英
太夫人(原籍晉江石龜許厝鄉)不幸於二O二一
年一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四十六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婺星韜

彩，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訂
一月廿一日(星期四)凌晨移柩於北甘馬仁省
(St. Martha Memorial Homes Bagasbas Road, Daet 
Camarines Norte)設靈，擇訂一月廿五日(星期
一)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北甘馬仁省華僑義
山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蔡志向丁憂
菲 律 賓 同 惠 堂 訊 ： 本 會 副 理 事 長

蔡 志 向 昆 仲 令 尊 蔡 永 德 老 伯 父 ， 不 幸 於
二０二一年一月十六日淩晨二時仙逝，享
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于TUGUEGARAO CITY 格加勞市
ORTIZ MEMORIAL CHAPEL ING.殯儀館，
擇訂于一月二十日上午九點出殯，安葬于
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勞市華僑義山。

本堂聞耗，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致奠花圈、藉表哀思，以盡會誼。

董欣恭丁母憂
許新民遺孀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故許名譽
顧問新民令德配許府董瓊英壽終于ST.LUKE'S
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 ) 靈堂。
訂元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凌晨移柩于北甘
馬仁省ST. MARTHA MEMORIAL HOMES, 
BAGASBAS ROAD, DAET, CAMARINES 
NORTE設靈。擇訂元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上午九時出殯安葬于北甘馬仁省華僑義山之
原。本總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許新民遺孀逝世
菲華博愛聯義社訊：本社副理事長許新

民昆仲令德配許府董太夫人諡瓊英女士，不
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四十六
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壽八十有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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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TULIP）靈堂，擇訂於元月二十一日（星
期四）早移柩於ST. MARTHA MEMORIAL 
H O M E S ， B A G A B A S  R O A D ， D E A T ，
CAMARINES NORTE設靈，擇訂一月二十五
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北甘馬仁
省華僑義山之原。本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思，並襄理飾
終事宜，以盡社誼。

敦志堂暨蘭亭結義社訊：本社副理事
長許新民昆仲令德配許府董太夫人諡瓊英
女士，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下午
三時四十六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

壽八十有三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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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TULIP）靈堂，擇
訂於元月二十一日（星期四）早移柩於ST. 
MARTHA MEMORIAL HOMES，BAGABAS 
ROAD，DEAT，CAMARINES NORTE設靈，
擇訂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北甘馬仁省華僑義山之原。

本社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並襄理飾終事宜，以盡
社誼。

董欣恭丁母憂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

訊：本支部西文書主任董欣恭大哥令萱堂董
府施招治義老伯母，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八
日（星期一）早上五點二十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 CACADIUM靈
堂。擇訂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支部聞耗，深表哀悼和懷念，經派員
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蔡泉通丁母憂
計順市菲華商會訊：本會蔡副秘書長

泉通先生令慈，蔡府葉玉蘭太夫人，不幸於
二○二一年元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多，壽終於家鄉東石玉井，享壽九十有三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東石本
宅設靈。擇訂於元月二十一日火化。

本會聞耗，已送慰唁函，望其節哀順
變。

計順市菲華中學董事會訊：本會蔡董事
泉通先生令慈，蔡府葉玉蘭太夫人，不幸於
二○二一年元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九時
多，壽終於家鄉東石玉井，享壽九十有三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東石本
宅設靈。擇訂於元月二十一日火化。

本會聞耗，已送慰唁函，望其節哀順
變。

李連轉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李連轉令德配，李府許

太夫人諡淑貞（原籍晉江龍湖新內坑鄉）亦
即李天祝、天偉、天貿、柏妃、碧雲、碧株
賢昆玉令先慈，於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
積閏壹佰零二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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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FREESIA）靈堂。擇
訂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出殯安
葬於華僑義山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