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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
段潔

暮春的太陽徐徐落下，射出橙紅色

的餘暉，映照在湛藍的天邊，天空中掠過

幾隻鴿子，響過陣陣鴿哨聲。夜幕漸漸降

臨，幽暗的天空中閃爍著點點星子，我抬

頭看著天空看了許久。我有好久沒有想起

你了。記憶裡的你，總是行色匆匆，不停

的忙碌著，我們的家裡很少能看見你的身

影。年少時，工作的繁忙，讓你忽略了我

和妹妹的成長，家裡的事情你都交給了媽

媽。然而你總記得晚上要回家來吃晚飯，

那是我們一家少有的團聚時光。

你總是不愛說話，卻總是默默地關心

我們，你會因為奶奶偶爾說的零食，默默

地買上半年，直到奶奶再也不想見到它。

你也會在每次去看望住校的我時，給我多

放些生活費，然後再看著我離去。你會在

我和妹妹拌嘴的時候，拚命地撮合我們，

也會在我們和好的時候戲謔地說，誰說剛

才再也不理她的。

媽媽的脖子上現在還戴著那條項鏈，

彩金色的鏈子上，墜著鉑金墜子，透明的

外殼，裡面有一顆靈活晃動的小馬，媽媽

說，那叫時來運轉。是你從出差回來送給

媽媽的，從此便沒有看見媽媽摘下來過。

媽媽說，你從來沒有說過愛字。我卻

覺得，你把這個字放在了心裡，也放在了

一點一滴的日子裡。

年少時，總覺得歲月很長，不知疲倦

地想要飛向外面的世界，總覺得自己是世

界的中心，覺得轟轟烈烈的才叫愛，百依

百順的才叫愛。對于你給予的關懷視而不

見，現在發現，原來平平淡淡的關心也是

一種幸福。我記得你的面容，你的謔笑，

你的感慨，甚至你的不耐煩。其實我有些

怕你，又有些想親近你，真想回到小時

候，懵懂時刻被你背在背上，抱在懷裡，

坐在肩頭，或者你把我抱在膝頭，用手捧

著我的臉，蹭蹭我的鼻子，就像我現在對

著自己的兒子那樣。

人的記憶大概是最容易模糊的東西，

我曾經覺得在毫無察覺的時間流逝裡,它

會漸漸地消失淡去。年少生活中的日復一

日，也在漸漸模糊，我甚至不能記起一些

曾經以為刻骨銘心的事情。只有那一絲綿

長的情感牢不可破地粘在了記憶裡，然後

在某個深夜裡偷偷探出觸角，撥弄你的心

弦，讓你一遍又一遍地思念。

那思念像雲朵一樣飄過來又飄過去,

最終還是落在我的手掌上，絢爛得如同晚

霞，絲絲纏繞著融入到我的心尖。

霜降之美
侯興鋒

 霜降，是二十四節氣之第十八個節

氣，天氣漸寒始于霜降；霜降還是秋季的最

後一個節氣，是秋季到冬季的過渡，意味著

即將進入冬天。

俗話說「霜降殺百草」，霜降過後，

植物漸漸失去生機，大地一片蕭索。霜降不

是表示「降霜」，而是表示天氣漸冷；再往

後，凍則有霜，大地因冷凍或將會產生初霜

的現象。霜降節氣後，深秋景象明顯，冷空

氣越來越頻繁。

 農諺有雲，「風刀霜劍嚴相逼」，說

明霜是無情的、殘酷的。其實，霜和霜凍

雖形影相連，但危害莊稼的是「凍」不是

「霜」。有人曾經試驗：把植物的兩片葉

子，分別放在同樣低溫的箱裡，其中一片葉

子蓋滿了霜，另一片葉子沒有蓋霜，結果無

霜的葉子受害極重，而蓋霜的葉子只有輕微

的霜害痕跡。由此可見，大自然中的每一個

節氣無不滿含著深意，無不是與萬物生長有

著絲絲縷縷的關係。

「寒露收割罷，霜降把地翻」，這個時

節，正是農忙的時候。

「三秋」大忙季，單季雜交稻、晚稻

才在收割，同時還要摘棉花，拔除棉秸，

耕翻整地，以便隨時準備種早茬麥，栽早茬

油菜。「滿地秸稈拔個盡，來年少生蟲和

病」，收穫以後的莊稼地，都要及時把秸

稈、根茬收回來，因為那裡潛藏著許多越冬

蟲卵和病菌。

猶記小的時候，在霜降罷的深秋裡，

天黑以後，一盞煤油燈發出微弱的光亮，我

趴在方桌上寫字、背書，母親在旁邊監督我

的學習，說是陪讀，實際上就是趁著燈光幹

活。

在我咿咿呀呀的讀書聲裡，母親要做

許多活計，納布鞋底，縫補舊衣服，剝玉米

粒，撿拾棉花等，晚上幹活效率是最高的，

夜深人靜，無人打擾。有時候，我的聲音一

停，母親便知道我犯困了，她一伸手，輕輕

地拍一下我的後腦勺，我頓時一激靈，立即

清醒過來，便又重新咿咿呀呀地讀了起來。

時光悠悠，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曾忘記

那時書桌上如豆的燈光以及從廚房土牆上僅

有的一個小窗口投射過來的寒涼月光。

「 氣 肅 霜 降 漸 冷 涼 ， 草 木 枯 萎 凋 零

黃」，雖然，萬物肅殺，失去了生機，帶來

了寒氣。但是，一葉風霜降萬城，萬頃良田

一夜白，地面的黃葉隨風飄舞，兩邊的樹木

肅立迎候，遠處的田野白褐相交，這樣的景

致和雅趣，又何嘗不是上天的恩賜呢？

又見炊煙
朱先貴

清晨，一縷炊煙冉冉升起，濃濃的鄉村氣息隨之撲鼻而

來。淡淡、彎彎曲曲的，又相互糾纏緩緩上升的炊煙，洇開在

薄薄的霧靄裡，像是一幅印象派的潑墨畫，在朝霞和碧綠的原

野映照下格外迷人。

很長時間沒見過這樣的炊煙了，不要說在城市難覓它的

蹤跡，即便是在鄉村，昔日家用燒柴的大鍋灶早已被拆除，取

而代之的是家用電器和液化氣這些簡單而又快捷的家庭烹飪工

具，一縷稍縱即逝的炊煙越發稀少，越發變得和藹可親。

一縷炊煙勾起多少年多少往事，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林

林總總，飄忽在心間。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幾乎家家都是草房，低矮草房裡

的「廚房」，蒸熏著不出屋的煙味、油味，更多的是夾雜著屋

頂的柴草味。

說是「廚房」，其設置裝備極為簡陋，灶面上安裝一大一

小的兩口大鍋、一隻燒水的吊罐，土坯砌成粗製的大鍋灶煙囪

由裡伸向牆外（水煙囪），或直通房頂；時間一久，灶台、煙

囪四處裂縫，一次煮飯，滿屋生煙，熏得人眼淚直流。煙熏日

久，房子的內屋四周壁和屋頂自然是一片漆黑。碰上雨天，潮

濕的柴草生火相當困難，熄火卻又很快。為了生火有時要劃掉

一包火柴，越劃越讓人惱火；灶台裡仍然文火不旺，乾脆就用

嘴吹風生火，火未旺，煙灰吹得滿臉都是。  

劈柴取薪，生火煮飯，在科技與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已

漸行漸遠，但炊煙植入農耕生活的根還在，它無聲無息、漠視

浮華的煩擾，櫛風沐雨，薪火相傳。裊裊炊煙，是一幅妙曼的

畫卷，是奏響人間一曲和諧的樂章，是縈繞在遊子心頭的夢囈

鄉語。

緩緩上升的炊煙，瀰漫了我的心田，瞬間出現了奶奶慈祥

的目光，母親忙碌的身影，還不時地飄來了鍋巴飯的清香。

兒時每次放學回家，飢餓來襲，走到村口看到自家屋頂上

冒出一縷炊煙，知道母親正在做飯，心裡一下就踏實了，飢餓

迅速得到緩解。

一縷縷曼妙的炊煙，自由自在地飛舞，青白色的煙霧團團

擠在一起，慢慢地盤繞在房頂上空緩緩地離去；微風徐徐，炊

煙裊裊娜娜，細若纖塵的炊煙盤旋在屋頂，掛在樹梢，美輪美

奐，不禁讓人恰靜嫻雅，悠然自得。炊煙是田園生活一幅絕妙

的風俗畫。

凌晨，炊煙和農人們一起甦醒，日出而作，數千年形成的

農耕生活定律，子子孫孫代代相傳、繁衍生息。

傍晚，炊煙是收工的號子。當一縷縷炊煙從農家的房頂上

升起時，不用打招呼——鄉親們陸續地停下手裡活計，踏著夕

陽歸去；牛鈴一路叮鐺作響，老農揮鞭唱晚；一路歡聲笑語，

姑娘將幸福的時光融入氳氤著鄉情的炊煙裡隨意流淌。

依依墟裡煙，曖曖遠人村。炊煙吹老了歲月，吹得一頁

頁發黃的記憶自動打開，卻吹不去僅屬於自己的那份質樸和純

真。風清煙淡，漸行漸遠；盤旋在鄉村的余煙，它的根還深深

地紮在我們的心裡。

瞧，母親一邊添柴，一邊對子女憐愛地說：「出去，出

去，好了會叫你們。」烀玉米的日子，玉米香，炊煙也香。

又見炊煙，又見到了家鄉往日熟悉的生活，漂浮向上的炊

煙，原來是那麼的親切、自然而諳熟。又見炊煙，給我更多的

是一種安心與歸家的感覺。

吳錦郎捐圍江同鄉會
校友會雄闕殿福利金
旅菲圍江同鄉會、校友會、雄闕殿訊: 

本會吳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副董事長錦郎鄉
賢令慈，吳府陳秀端太夫人，不幸於二0二一
年十月二十日逝世於家鄉金井本宅，越十月
二十三日出殯，安葬於家鄉陵園之原。

吳錦郎鄉賢，幼承庭訓，孝思純篤，秉
承先慈樂善好施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益，
獻捐同鄉會菲幣叁萬元、校友會貳萬元、雄
闕殿董事會貳萬元作福利基金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佘世昌捐
聯誼羽毛球會福利

菲律濱聯誼羽毛球會訊：本會指導員佘
世昌先生令尊佘明皎老先生（原籍福建晉江
巿永和鎮東茂村），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七日一下午七時四十一分壽終正寢，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極盡
哀榮。

佘指導員世昌先生孝思純篤，守制期
間，不忘慈善公益，對本會尤為關心，特獻
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申謝，以揚仁
風。

李仲謀遺孀逝世
佳勤軸店訊：故僑商李仲謀老先生令先

德配李府盧太夫人諡淑霞，係僑商李少華、
李冠茹賢昆玉令萱堂（原籍晉江石圳）於公
元二○二一年十月廿五日下午二時五十六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距生於公元一九三三年五
月十五日，享壽九十高齡，寶婺沉光，蓮花
化生。礙於疫情期間，喪事一切從簡，訂十
月廿七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火化於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火化堂。奉骸進位另擇
吉日安奉於華藏寺。

陳章勉逝世
菲律濱晉江榕霞同鄉會訊：本會陳顧

問章勉鄉賢（晉江市金井鎮榕霞鄉）亦即
陳副理事長華炳暨麗娟、麗雲賢昆玉令先
尊，不幸於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九時
四十七分，壽終於EAST AVENUE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訂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荼毗
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敬獻花圈、輓
聯、賻儀，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其哲
嗣賢昆玉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
情制禮，望陽眷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
宜。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中正學院慶祝八十二週年校慶
十二位才華洋溢校友線上獻唱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 2019年10月，本校
為慶祝創校80週年，在馬尼拉「雲頂世界
Resorts World」舉辦了為期兩天、三場演出的
盛大音樂節目。 這確實是一場盛大的慶典，
來自學生、教師、校友隊伍的400多名表演者
參與了該場長達兩個多小時的節目。

現在，再來介紹節目的12位表演者中的
兩位：

林燕燕 (Helen Benoza)
林燕燕校友，於一九五年在母校畢業中

學，大學在拉薩大學攻讀傳播藝術系。她是
中菲音樂會的先驅之一。宏亮的嗓音、霸氣
的台風和完美的演繹，被譽為「華社的大牌
女歌手Chinoy Diva」。

她的才華在國內外都得到認可，她經
常被邀請參加國際巨星(劉德華、姜育恆、
羅時豐、葉愛菱等）在菲律濱的演唱會。此
外，她也出現在戲劇作品中，無論是在大學
時代作為拉薩大學「丑角戲劇協會Harlequin 
Theater Guild」的成員，還是其他主流的作
品，她都出演過。她先後參加過過母校中學
合唱團、醜角劇院協會、拉薩大學和培青合

唱團等., 曾參加過菲華電視台昔
日製作的Pin Pin (Batibot)的演出，
也是Dragon Music的懷念老歌或
「昔日的音樂」的主唱。雖身為
「Healthy Soya Bean Commercial健
康大豆商業」的東主，她在中正
學院校友會也非常的活躍。

還有一項鮮為人知的事，她
於一九九一年參加了台灣的「五
燈獎」歌唱比賽，也參與劉德華
馬尼拉演唱會的演出。她也積極
參與華社無數的演唱會如「進化
Evolve」，最後一次是由岷市青會

所舉辦的「Legacy」演唱會。她同時也是一
位很成功的女商人。 

楊少森  ( Bernard Chua) 
被稱為「菲律濱張學友」的楊少森以

其非凡的才華和魅力吸引了觀眾，同時也是
母校和華社最優秀的主持人之一，主持過許
多大型活動，其中包括菲華商聯總會舉辦的
菲律濱獨立節慶祝活動和菲華文教中心以及
中正校友總會舉辦的各項慶祝活動。作為他
主持工作的一部分，主辦單位總是會要求他
務必也演唱一兩首歌曲，讓慶典更加令人回
味。除了活動之外，他還受邀在中國和菲律
濱舉辦的著名音樂會上演出，展示菲華社區
有才華的人才。此外，他也以書法著稱，曾
在母校擔任書法講師。綜上所述，楊少森先
生確實是一個非常難得有多項才華的人才。

10月30日晚上8點，請勿錯失機會，通過
Zoom平台ID：932 9071 6862，密碼：cksc82觀
賞本校82年校慶線上音樂會，感受林燕燕、
楊少森等十位才華出眾的校友魅力四射的歌
聲和演出。

安徽省僑辦海外華文教師線上研習班開班
華教中心組織全國百位華校華語教師參加

華教中心訊：中國國僑辦主辦，安徽省
僑辦、合肥學院承辦，本中心協辦的「2021
年海外華文教師線上研習班」于10月25日上
午9:30舉行開班儀式。安徽省委統戰部常務
副部長陳昌虎、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庚
家、中國新聞社安徽分社社長吳衛中、合肥
學院黨委書記王其東、合肥學院校長吳春
梅、本中心主席黃端銘以及任課教師、參訓
學員出席了儀式。

儀式由合肥學院校長吳春梅主持。
安徽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陳昌虎在

致辭中向學員們表示誠摯的歡迎並致以崇高
的敬意，向合肥學院和本中心表示衷心的感
謝。他指出海外華文教育是海外僑胞傳承中
華民族語言文化的重要途徑，是中華文化在
海外的「留根工程」。陳昌虎副部長感謝海
外華文教師的默默付出，使得華文教育在海
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華民族血脈得以不
斷的延續。他表示安徽僑辦歷來重視海外華
文教育，多次舉辦「海外華裔青少年夏冬令
營」「中華文化大樂園」「華文教師培訓」
等華文教育活動，高質量選派華文教師赴菲
律賓支教。陳副部長認為華文教師是華文
教育的關鍵因素，希望此次培訓能夠提升
海外華文教師的能力素質，幫助華文教育
迎接新的發展時期。

本中心主席黃端銘在致辭中感謝安徽
省僑辦和安徽省教育廳從2011年開始，先
後派出148人次的外派教師支持菲律賓的華
文教育事業。他表示非常高興能夠看見那
麼多菲律賓華文教育工作者，為了更好地
完成教學任務參加此次研習班。黃端銘主
席指出此次研習班彙集了眾多擁有深厚理
論功底和豐富教學經驗的專家講師，課程
安排得豐富緊湊、結合實際，充分考慮了

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現狀。他讚揚合肥歷史底
蘊悠久、文化內涵豐富，肯定合肥學院能夠
圓滿地完成此次任務，並希望今後有更多的
合作機會。他鼓勵菲律賓華文教育工作者要
繼續奮鬥，成為「帶領人們走出黑暗，走向
光明」的人生引導者、靈魂塑造者。

菲律賓僑中學院總校中文主任曾穎代表
學員發表講話。她向主辦方、承辦方、協辦
方表示衷心的感謝，向授課講師表示崇高的
敬意。曾穎主任代表全體學員保證嚴格遵守
學習制度，認真學習，全身心地投入菲律賓
華文教育事業。本次線上研習班為期14天，
分成上午與下午兩個班，每班72課時，共計
144課時。參加的學員分別來自大馬尼拉的中
西、僑中總校、僑中分校、近南、中正、能
仁、崇德、計順基督，呂宋的羅申那振聲、
那牙耀華、甲美地清錦，米沙鄢的怡朗華
商、描戈律三一、宿務中華，棉蘭老的東棉
光華、納卯龍華。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吳春梅、陳昌
虎、王其東，下圖左起：黃端銘、曾穎、江
芳、陳芬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