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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晨謠
王瑞虎

                 啟明星
                 還在天邊閃耀
                 月兒掛在樹梢
                 山村那粗重的酣聲
                 村中的大槐樹間縈繞

                 一聲聲金雞的鳴叫
                 把沉睡在山後的太陽
                 慌慌張張地喚起
                 于是——
                 朝霞，火一樣
                 在山村的每一個
                 角落燃燒

                 樹林裡
                 鳥兒淺淺地唱了
                 山坡上
                 牛兒開始吃草

                 田野裡
                 農民開始了
                 一天的創造

                 村路上
                 那一群群小學生
                 正打鬧著走向學校
                 山村上空
                 炊煙在輕輕地飄
                 擔水人走向河邊
                 河水唱起
                 美麗的晨謠……

                 一切都是清新的
                  一切都是自然的
                 一切都是
                 有生命的
                 一切都在
                 祈盼著美好……

擇藕記
王調忍

 前些天突然心血來潮，特別想吃蓮

藕。于是，吃完午飯就去超市買蓮藕。來到

小山似的藕堆前，左瞧瞧，右望望，一會兒

拍拍這個，一會兒捏捏那個，好專業的樣子

（其實是個外行）。認真挑選了好半天，終

于選到了兩節自認為很滿意的藕，其實是看

著順眼的。

這時，一位大姐忽然拿著一條長長的藕

節，問：「幫我看看這個怎麼樣呢？」

我正想開口說些自以為是的結論時，

上來一位瘦瘦黑黑的男人，拉著女人就嘟嚷

道：「她能知道呀，快走快走。」邊走還邊

說：「看她那樣子就不會做飯，你問她做什

麼？」

一臉茫然的我不知道做錯了啥？無端被

迫看了這曲戲。瞬間好心情就被打亂的七零

八落，當然也心虛了。這人什麼邏輯，不會

做飯的人難道不會買菜麼？

正當我悶悶不樂時，又走來一位花白

頭髮的老人，我想證明一下自己的理論。于

是熱情地幫老人家挑選，當我選個同樣又瘦

又長的藕節，並對她說：「阿姨，這個挺好

的。」她笑盈盈地答：「還可以。」

隨後拿了個又短又胖的藕，和我這個

簡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慢悠悠地說：「我

喜歡挑較粗而短的藕節，這樣的蓮藕成熟度

高，比較粉糯，口感比較適合我，估計你們

小年輕喜歡脆藕，那就選九孔的。」

啊！還分多少孔呀。我的無知暴露無

遺。

她見狀，繼續耐心地說：「是的，藕

分七孔和九孔的，七孔的比較適合燉湯，九

孔的口感比較脆，炒著吃更香。這個季節吃

藕挺好的，可以潤肺去火。其實很多食物沒

有所謂的好壞之分，主要看每個人的飲食習

慣，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原來任何小事情都有其中的大學問，

理論固然重要，但實踐才能出真知。人生不

也如此，很多事情只有去做了才知道是否適

合。

我紅著臉真想找個縫隙鑽進去，居然無

知地在大庭廣眾下表演了一場「司馬懿破八

卦陣——不懂裝懂。」

之後她又教了我一些藕的各種做法，

炒、燉、煎、煮樣樣精通。真是聽君一席

話，勝讀十年書。

老人家不僅是告訴我做菜的方法，更是

傳遞一種做人的態度。任何經驗都不是憑空

想出來的，更不是裝出來的，是工作或生活

中的日積月累沉澱的結果。

冬風雪影暖心詩
熊學江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

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

不成。故園無此聲。」許多人都說冬天是生
命的禁區，枯葉荒草，冷風刺骨，但天地愈
涼薄，愈能發現人間的暖意。比如納蘭性德
的詞《長相思》，融化了歲月滄桑，寫盡了
冬日情懷，溫暖了所有人的心。

雪，總讓人聯想到純潔無瑕的愛情。這
一年，納蘭容若從初戀的情殤中恢復。妻子
盧蕊給了他一個完整的家，他也希望能和她
一起相約到白首。所以，即便出差在外，他
也牽掛著家中的妻子。外面風聲不斷，雪花
不住，擾得將士們無法入睡，但是在納蘭容
若的夢鄉，卻滿是溫暖寧靜。

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鳥飛絕，萬徑
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被很
多人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孤獨的一首詩。

鳥獸盡散，人跡全無，唯有一舟一人，
一蓑一笠，于皚皚大雪中，獨釣寒江，蒼涼
到極致，也孤寂到極致。

但是在積雪之下，也隱藏著柳宗元旺
盛的生命力。明代胡應鱗評價：「獨釣寒江
雪」，五字極鬧，與「紅杏枝頭春意鬧」中
的「鬧」並無二異。

所謂枯寂，不過是一種表象。遠離了喧
囂京城的名利場，詩人反而看見了世界的廣
闊，尋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清歡，從而收穫了
心靈的滿足。或許只有雪野的空曠，冬天的
淒冷，方能反襯人心的溫熱。

公元773年的冬天，對劉長卿來說，一

定非常漫長。因為遭人陷害，他被排擠出朝

堂，過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一日風雪大

作，旅途中的詩人沒能趕到預定地點，荒郊

野外，只能看見一座簡陋小院。但是，對于

他這個陌生的深夜闖入者，小院的主人不僅

沒有閉門謝客，還熱情地將其邀請進屋。他

有感而發，寫下了《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

雪夜歸人。生命總是如此的曼妙，但人生似

乎也總是心酸伴著喜樂。

為什麼陌生人的善意更容易溫暖人心？

因為我們對他們從來沒有付出過，所以他們

給的善意就像是一份突如其來的禮物，我們

會倍感溫暖。

嚴歌苓說：「我們總是依靠陌生人的

善意生活。」這世界擁有太多不經意間的感

動，即使人生再落魄，我們也能與溫暖不期

而遇。白居易在《問劉十九》中寫到：「綠

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

一杯無？」風雨雷電與雪一樣都是老天爺的

脾氣，為什麼雪總被詩人寵愛？

也許詩人們並非獨寵雪，而是等一場

雪來時的相聚。屋外大雪紛飛，屋內爐火正

紅，邀上好友，圍爐夜話煮酒。

雪不停止，便可以一直聊下去。與友閒

坐，燈火可親。與其說我們期待冬日的雪，

不如說我們期待一份簡單的溫暖，最是平

凡，也最是可貴。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這首

《別董大》風靡大唐的時候，詩中的兩位主

人公高適和董庭蘭，還只是兩個落魄的中年

大叔。他們是年輕時的熟人，本來冬日裡的

一場久別重逢是生平一大樂事，可惜現實的

生活壓力，讓他們不得不各奔東西。不過這

兩位兄弟，誰也沒有一蹶不振，雖然早已過

了不惑之年，可年輕時的熱血依然還在，他

們相互勉勵，再次踏上征程。

這世間，有太多懷才不遇的人，不是每

一個都能遇上自己的伯樂。這命運，也許也

如冬天般冷酷，但是這人間卻總能遇上一個

懂你的人。

有人說，人窮盡一生都在找尋一個知

音，一個與自己擁有著一模一樣靈魂的人。

一位作家說：「曾以為長大是遇到更多

的人，後來發現其實是去告別更多人。」

文學家說，盛唐沒有了岑參和高適，唐

詩就少了那根最硬的骨頭。

從詩句「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

即飛雪……輪台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

路」看，岑參是詩人，更是戰士。

一壺烈酒，一匹戰馬，漫天飛雪。

「兄弟，回去給家人帶句好，今年我又

不能回去啦！」邊塞苦寒，送別戰友，沒有

離愁，只有豪邁。

有人問，明知道一件事會付出生命的代

價，有誰還願意去？

董卿在《朗讀者》舞台上回答道：軍

人。她曾讀過一位戰士的墓誌銘：「對于世

界，你是一名戰士，但是對于我，你是全世

界。」《熔爐》中有句名言：「冬天之所以

那麼冷，是為了告訴大家身邊人的溫暖有多

重要。世界上最美麗最珍貴的，反而是聽不

見且看不清的，只能用心才能感受得到。」

天南地北的好友們，你有多久沒聯繫朋

友了呢？寒冬時節，願你能夠被溫暖包圍。

訃  告
薛振國

逝世於十一月三十日
停柩於DUMAGUETE HOLY CROSS中
學教堂
出殯於十二月六日下午一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吳曾秀端
（晉江羅山）

逝世於十二月一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
廈樓下SUPERIOR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八日上午七時

蔡楊雪珍
逝世於十一月廿九日家鄉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洪孝瓶
逝世於十二月二日
停柩於家鄉石獅市蚶江鎮洪窟故宅
出殯於十二月八日上午九時

王蕭淑勤
（晉江金井）

逝世於十一月三十日香港
擇吉日出殯

蔡培根捐
瑤里同鄉會獎助學基金

旅菲瑤里同鄉會訊：天道無情瑤里痛失
英才，乙志可風菲僑難得翹楚。本會指導員
蔡天乙鄉賢，亦即本會執行副理事長蔡培根
鄉賢令尊，於公元二○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晚壽終正寢，與世長辭，享壽積閏九秩晉四
高齡。椿樹凋零，德望猶存，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蔡天乙指導員的離去使本會痛失一
位人中豪傑的優秀僑領，讓菲華社團永遠失
去一位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社會精英。治
喪期間，菲華各界紛紛以各種形式向蔡天乙
指導員的逝世致以沉痛的哀悼。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蔡培根鄉賢幼承庭
訓，孝思純篤，守制期間，猶不忘公益，為
繼承和發揚蔡天乙指導員博施濟眾，助人為
樂的無私奉獻精神，特獻捐菲幣伍拾萬元設

立“天乙、碧玉獎助學基金”。此義舉乃本
會首例，這種無私奉獻，真誠相助的美德，
必將成為一種精神財富，激勵著學子們刻苦
學習，努力鑽研，不懈奮進，學有所成，造
福桑梓，回報社會。我們相信這個好的開端
將會帶動更多的愛心人士加入進來，為本會
獎助學基金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孝道仁風，大愛無疆，令人敬佩
可欽，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薛振國逝世
菲華工商總會訊：本會顧問薛振國先

生，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
時三十分，壽終於環球城（GLOBAL CITY）
ST. LUKES醫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老成
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DUMAGUETE 
H O L Y  C R O S S 中 學 教 堂 ， 擇 訂 於 十 二 月
六 日 （ 星 期 一 ） 下 午 一 時 出 殯 ， 安 葬 於
DUMAGUETE華人墓園。

本會聞耗，深表惋惜，經馳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在其靈前獻花致奠，以
表哀悼，而盡會誼。

吳修群、修立丁母憂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

會第四屆會長吳修群學長泊修鎮、教育主任
修立學長、修齊、玉珍賢昆玉令慈，即吳康
健老先生令德配，吳府曾秀端夫人（原籍晉
江市羅山街道羅裳村），不幸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一日子夜零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
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樓下SUPERIOR
靈堂。爰訂十二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七
時 出 殯 ， 安 葬 於 仙 沓 羅 莎 永 恆 紀 念 陵 園

（ETERNAL GARDENS M. PARK, STA CRUZ 
STA ROSA LAGUNA）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思，以盡窗
誼。

吳修羣昆玉丁母憂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常務理事吳

修羣同志洎修鎮、修立、修齊、玉珍賢昆玉
令先慈，即吳康健老先生令德配，吳府曾秀
端夫人（原籍晉江市羅山街道羅裳村），不
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子夜零時壽終內
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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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示殯儀館新
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二月八日（星
期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仙沓羅莎永恆
紀念陵園（ETERNAL GARDENS M. PARK, 
STA CRUZ STA ROSA LAGUNA）之原。

 本會聞耗，經專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聯誼之情。

吳修群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吳參議委員修群學長令慈吳府曾秀端夫人
（晉江羅山街道羅裳村）不幸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一日子夜零時，壽終內寢，享壽
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新廈樓
下SUPERIOR靈堂。爰訂十二月八日(星期
三)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仙沓羅莎永恒紀
念陵園(ETERNAL GARDENS M.PARK,STA.
CRUZ,STA.ROSA,LAGUNA)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一葉惠明何以成就一方惠民？
　　中新社浙江麗水12月3日電　沸水緩緩注下，月牙兒狀的
茶葉在杯中上下翻騰。片刻之後，涇渭分明的葉片懸立于茶
水兩端。隨即，陣陣清雅茶香沁入心脾……
　　連日來，中新社報道團隊漫行于浙江佘鄉景寧，飲一杯
惠明茶，聽一方惠民經。耳畔響起香茗與鄉民的故事，伴隨
著佘歌，已綿延洞宮山脈多年。
　　景寧，長三角地區千米以上高山最多的縣之一，加之濕
潤的氣候、適宜的土壤等先天條件，讓這裡成為茶葉的樂
土，茶園總面積達到7.31萬畝，幾乎“村村有茶園，戶戶採茶
葉”。2020年，景寧地區茶總產量為3092噸，產值達4.89億元
人民幣。
　　來自澄照鄉的“茶三代”嚴督偉記得，從小到大，每到
清明前後，父母總會早早地出門，去茶園採茶。殺青、揉
拈、炒制……一通製作流程下來，茶葉成型，長輩便會挑著
這些茶葉去鄉里售賣，“我家的茶園不大，但卻是一家主要
的經濟收入。”
　　耳濡目染下，“喝著惠明茶長大”的嚴督偉在2011年成
立澄照茶葉合作社，下設葉芽泉家庭農場。如今，這一農場
裡種植了250畝生態有機茶，生產的“金獎惠明”遠銷海內

外，帶動了周邊數十戶村民增產增收。

　　在多年來的惠明茶產業發展中，像嚴督偉這樣“先富帶

後富”的例子不勝枚舉，已然成為當地“心照不宣”的共富

路徑之一。

　　除了“能人”帶路，龍頭茶企的引領，亦是景寧以茶致

富的“秘笈”所在。

　　記者一行來到奇爾茶業的天堂湖茶園。不遠處，滿目青

翠中隱隱露出幾團白色。走近t一看，方才看出是羊群正“沉

浸式”吃草。奇爾茶業董事長葉有奇告訴記者，這是其從

2016年開始探索的“養羊控草”生態種養模式，根據“羊吃

草不吃茶葉”的經驗，羊群成了茶園的“除草機”和“施肥

器”。

　　如今，這一模式已在景寧全縣鋪開，澄照鄉、鶴溪街

道、鄭坑鄉等產茶重點區建立標準化網格“養羊控草”茶園

3000多畝，帶動“養羊控草”面積10000多畝，建立生態教學

實訓基地2個，休閑觀光和親子活動遊20多萬人次，實現了農

旅融合發展。

　　全域茶產業的健康、有序運行，離不開頂層設計的支持

與引導。

　　為促進茶產業鏈健康發展，給茶商茶農吃下一顆“定心

丸”，2019年，景寧專門為惠明茶頒佈了一部法——《景寧

佘族自治縣促進惠明茶產業發展條例》。翻閱這一條例，現

代技術、現代管理理念、標準化生產經營等內容頻頻出現，

表明當地將這一傳統產業打造成現代、生態、精品的惠民產

業之決心。

　　共富路上，茶與文化、旅遊、民宿等跨界組合，讓茶產

業鏈得以延伸擴容，以倍增效應撬動著縣域發展、民眾增

收。

　　與茶打了半輩子交道，佘家阿姐雷福珠在大均鄉伏葉村

的山間，融以別出心裁的巧思，打造出一間“可以住的茶

肆”。品紅、煮黑、留白、溢清、飲黃……這家名為“山語

間”的茶民宿每個房間都有著不同的主題風格，用色彩靜靜

地講述茶與佘鄉的故事，一時間成為愛茶人的打卡好去處。

　　如今，走出惠明茶發展的初始階段，越來越多的村莊試

圖謀劃講出更多與惠明茶的故事。

　　澄照鄉三石村總支書記陳興和談及村莊的發展規劃，暢

想著未來腳下這片土地引進莊園式茶企，讓遊人體驗採茶之

樂，品味茶道之美。

　　那時，再看景寧佘歌響徹之處，香茗升騰起裊裊茶香，

招呼著遠道而來的客。一葉惠明，如此得以惠民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