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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陽生春又來
彭濤

冬至一過，太陽離我們就越來越近了。早晨的天

氣不錯，我到河邊去散步，陽光斜斜地射過來，染紅

了整個河面。難得沒有風，河水像一面鏡子，將陽光

柔柔地抹在臉上，給了我一絲愜意的溫暖。兩隻白鷺

站在近岸的水邊，一會低頭看看水中的倒影，一會兒

抬頭看看遠方，對鏡貼花黃。岸邊的蘆葦靜靜的枯黃

著，頂著一蓬蓬白髮。葦桿上有一個小黑點，「嗖」

的一下射向水面，擊碎了平靜，那是一隻捕魚的翠

鳥。

這是一個沉穩靜謐的冬日，像一個歷經滄桑的老

人，走過了春的衝動、夏的熱烈、秋的豐富，走進了

冬的沉靜。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

耳順。冬就是一年四季的晚年，靜默就是對人生風雨

的最好總結。

冬日是一個適合回憶的日子，在靜謐中回憶過去

的失落與輝煌，在靜謐中找到坦然與適意的心境。

冬至過了，雖然春天尚遠，但我知道即使眼前滿

目荒涼，但總還能捕捉到一些春的訊號。

校園裡的楓樹紅得像一團火，熱烈的顏色與冬至

的蕭條有些不搭。香樟樹依然翠綠，濃綠的葉子在陽

光下泛著光芒。三兩隻喜鵲在蒼翠挺拔的雪松上嘰嘰

喳喳，靈動著校園裡的冬日。我推開校園裡「儒園」

朱紅色的木門。陽光撒滿了整個園子。有一絲沁人的

香氣撲面而來，那是廡廊邊的幾枝臘梅，明晃晃的黃

色，格外引人。

這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冬日，像一個滿懷希望的孕

婦，經過了春的萌動、夏的播種、秋的滋養，走到了

分娩的前夕。你看那枝頭飽滿的葉苞，還有隱藏在墨

綠色松針裡的幾根嫩綠，他們不就是臨產前踢著母親

肚皮的胎兒嗎？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

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能像蘇軾這般豁達的人

很少。大多數人在面對冬天時都會有一種感時傷懷的

愁緒，殊不知生老病死，、四季更替，是人生常態。

如果說保持高強度的奔跑狀態、永無不休止，我不知

道最終會跑到哪裡？

「黃鐘應律好風催，陰伏陽升淑氣回。葵影便移

長至日，梅花先趁小寒開。」朱淑真對冬天的感悟要

比其他人更深一些。大多數人看到的只是萬物凋零的

衰敗與落寞，殊不知至陰之後便是陽氣的逐漸回升，

衰亡之後便是新生命的登場。太陽南來北往，新舊生

生不息。梅花並不是冬的總結，而是春的訊號啊！

《漢書》上記載：「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

賀……」，自古以來，人們就有將冬至作為一年之

始的習俗。在冬至這一天，很多地方都有祭祖、吃餃

子、吃湯圓的習俗，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來表達對新年

的希冀。由此看來，冬至既是一年的結束，也是新的

一年的開始。「冬至陽生春又來。」走在冬日的陽光

裡，我感受到了冬的靜謐與厚重，也感受到了冬的生

機與希望。

虛擬或夢想
李慶高
1

把黑暗切開，我期盼露出的是你燦

爛的笑容；把時光收攏，我希望聚集的

是你今生的旅程。

為什麼你走過的每一條道路會在我

的夢裡顯影？為什麼一寫到愛，我就會

想起你的乳名？！

我從來沒有見過天使，你卻天使般

從夢幻中向我走來。我被望不斷的距離

感動。

我知道，只有你的呼喚能叫醒我經

年的孤獨，只有我滄桑的胸懷能卸下你

無盡的憂傷。

這個冬天，我們已一同飽經風霜。 

從此，我會死心塌地為另一個人生活。

2
如果可以，我想趕在黑夜來臨之前

推開你虛掩的門，沏上一杯茶，給你講

述貓和魚的故事。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一起回到唐

朝，考察江山與美人那個更可愛。

如果可以，我要在盛夏陪你去布

達拉宮，看風中旋轉的經幡，以及高原

的雪。

如果可以，我要和你一起去董永

的故鄉虛度光陰，我挑水你澆園。

如果可以，我想在十月就為你儲

備好過冬的蔬菜、水果和糧食，搶在大

雪到來之前為你把火爐升旺，守著你安

然入夢。

如果可以，我想在巔峰之上告訴你

全部的朝思和暮想，以及身體裡的某些

隱喻。

3
當相思成為這個夜晚惟一的痛，我

彷彿聽到了你的腳步和呼吸。

多少華麗的言辭都不能讓我心動，

你一聲輕微的歎息卻教我淚流滿面。

在夢裡，我用清風喊你的名字，你

的回應比流水還柔軟。

寂寞的夜晚，我在雪地裡種植月

光，想像愛情在你心中的顏色。

從一個冬天到另一個冬天，我一直

在夢裡陪著你。

陪著你看太陽升起、陪著你等夜幕

降臨。

從一個冬天到另一個冬天，我們彷

彿走完了一生的道路。

這個冬天的愛情，就這樣在我的血

液中一會兒下沉、一會兒浮起。

青青如玉小分蔥
張晶晶

幾天綿綿細細的秋雨，讓空氣沁人心肺的濕潤。雨

霽天晴，雲層散盡，太陽在蔚藍的天空中盡情地散發著暖

煦的光芒。我在晨霧還未散盡的菜園裡流連，被一片鬱鬱

的小青蔥所誘惑，在寒涼的秋風中，任陽光溫暖著我的臉

頰，任那一片碧綠溢滿我的雙眼。

已是深秋，滿園茂盛的瓜果早已被採摘殆盡，只有遺

漏的幾隻老絲瓜仍懸掛在枯萎的籐蔓上，幾朵瘦小的黃花

不甘寂寞地開放著。菜園角落，藏匿著一隻碩大而長的冬

瓜，淡綠的身上彷彿抹了一層白色的乳霜，它靜靜地躺在

老黃的秋草中，讓我想起它那肥厚的汁肉，忍不住垂涎欲

滴。紅透的辣椒零星地掛在枝幹上，如同垂形的小燈閃爍

著油亮的光芒。環顧四圍，深秋的蕭索，星星點點地落在

形態各異的葉上，成了黑黃斑駁的花紋，唯有那片青翠的

小蔥，這寒涼的日子，竟是它們最青春的歲月。

早在陽春三月，黝黑的沃土被深深刨起，又被細細

地搗碎。細嫩的蔥苗兩棵一窩栽下，又齊齊一順乖巧地倒

伏。

整個春季，它們將短淺的根慢慢深入土地，吮吸著足

夠的養分，淡淡的綠，漸長漸濃。接著，夏季的暴雨一場

又一場，將大地完全浸透，小蔥的根聚滿了力量，孕育出

許多新生的嫩芽。嫩芽鑽出泥土，在第一縷秋風的歌唱中

歡快地生長，一棵、兩棵、三棵……令人吃驚地迅速生長

著。當枝頭的鳥雀在秋分之後銜來了一段枯枝，蔥蔥蘢蘢

一大片，青蔥才迎來了生命的旺季。若到寒冬，小蔥的碧

綠，被冰凍的白雪浸潤，定會愈發頑強地青翠逼眼。

 晴日秋晨，煙霧迷濛，一窩小蔥已由兩棵發成一

叢，密成小林。忽然想起南方人用「一棵蔥的子弟」形容

英俊的男子，細看一棵蔥，挺拔清秀，果真俊俏！又想起

了「青蔥的歲月」，年輕的時候，確實有小蔥俊秀的模樣

和青翠的顏色，還有小蔥辛辣的味道和誘人的芳香，如此

這般比喻，恰如其分。

摘起一棵手指粗的蔥，抖落根部黝黑的泥，剝去半

透明的皮，裸露出白嫩的根，如玉的莖，「為經十指如蔥

手」，古詩裡就把妙齡女子的十指比作這剝了皮的蔥，嫩

白纖細。「十指捲袖如剝蔥」，這句寫的卻是一位彈琴少

年的如蔥十指，細想，那會是怎樣一位雋秀清逸的少年

啊！

眼望著小蔥，自然又想起豆腐。烏黑的鐵鍋用菜油

燒熱，幾段魔鬼紅椒炸鍋，再將切成小塊的豆腐倒進去，

豆腐熟了，抓一大把細碎的青蔥，往雪白的豆腐上一撒，

頓時，那辛辣略帶刺激的蔥香便迎面撲來。吃著噴香的小

青蔥炒白豆腐，我不由得想到做人做事也應該如這菜一樣

的「一清二白」了。村裡老農說這一種叫分蔥，香味尤為

濃烈；除此，還有大蔥，超市裡常賣，香氣較淡，略帶澀

味，出自北方；不常見的一種叫「蔥蒜」，模樣很像蒜

苗，有著球形的根，學名叫「胡蔥」，我曾見過一次，竟

當蒜苗炒了肉。

菜園裡的煙霧在陽光的照耀下，漸漸消散，煦暖的

陽光繼續驅趕著深秋的寒冷，當大地正在換上金色的秋衣

之際，這一片青翠欲滴的小蔥，真好似一塊純正的碧玉，

翠生生、綠瑩瑩，點綴在秋色浸染的菜園裡，平凡而又獨

特，極強的生命力，魅惑了我這秋日晨曦裡的心神……

訃  告
陳李秀華

（晉江羅山）
逝世於一月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莊曾秀春
逝世於一月七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01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三日

鄭國純
逝世於一月六日
遺體已於七日﹝星期五﹞下午二時火
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聖樂堂

王邱雪霞
（晉江五福）

逝世於一月六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大 街 聖 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3-
CAMEL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姚麗珠
逝世於一月六日
一月九日於計順市亞靈頓殯儀館火化
一月六日至十四日七點假線上舉行九天
NEVENA彌撒

王忠沛
逝世於一月九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二○八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二日上午

施安壘捐南樂崇德社
菲律濱南樂崇德社訊：本社音樂主任施

安壘同志令尊翁施聰敏老先生，不幸於去月
逝世於家鄉南莊村，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哲
人其萎，哀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施安壘同志事親至孝，秉承庭訓，熱心
公益，守制期間，猶不忘善舉，特捐本社菲
幣貳萬元，作為福利用途，敬領之餘，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莊榮樹丁母憂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　本總會

顧問榮樹,榮木宗先生賢昆仲,令慈莊府曾太
夫人謐秀春，即通桂宗老先生令德配，不幸
二0二二於元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積潤
一百有四高齡，駕返瑤池，同深軫悼。現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里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01號靈
堂，擇元月十三日星期四出殯。由於疫情關
係,一切從簡。

莊榮樹丁母憂          
菲律濱金蘭郎君社訊：本社莊副監事

長榮樹先生令萱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上
午壽終內寢，慈雲失仰，婺星韜彩，哀悼同
深！老太夫人畢生樂善好施，相夫教子，賢
良淑德，母儀懿範，留芳千古！

本社聞耗，全體理監事經函電，慰唁家

屬，礙於疫情管制，一切從簡，勉其節哀順
變。後續事宜本社將持續跟進。

莊榮樹丁母憂
菲華敦志堂訊：本堂莊監事長榮樹昆

仲令萱堂，莊府曾太夫人諡秀春，不幸於
二０二二年一月七日上午夀終內寝，享夀積
潤一百有四高齡，婺星沉輝，軫悼同深。

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属，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蘭誼。

吳自力光霓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吳自力、光霓、

梅 香 賢 昆 玉 令 先 慈 ， 亦 即 故 吳 進 益 令 德
配——吳府許太夫人諡腰治（石獅市湖邊）
不幸於二○二二年一月十日晨六時，壽終內
寢，享壽七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擇訂
一月十四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
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莊榮樹榮木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莊榮樹、榮木、淑珍賢

昆玉令先慈，亦即故僑商莊通桂令德配——
莊府曾太夫人諡秀春（惠安縣埭莊村）於二
○二二年一月七日上午九時四十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念深。礙於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擇

訂一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安葬
於華僑義山之原。

楊仁芳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楊仁芳令德配，楊府蔡

玉燕太夫人（原籍晉江羅山湖格村楊厝）亦
即僑商楊天明、麗娜、玉莉賢昆玉令先慈，
於二○二二年一月九日下午七時四十五分壽
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簡，
訂一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七時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

莊榮樹丁母憂
菲律濱互勉社總社訊：本總社副理事長

莊榮樹昆仲令先慈莊府曾秀春太夫人，不幸
於二○二二年元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
積閏一佰零四高齡，駕返瑤池，哀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01
號靈堂，擇訂元月十三日出殯安葬於華僑義
山之原。

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副理事長莊榮樹
昆仲令先慈莊府曾秀春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二年元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一
佰零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家屬
礙於疫情期間，飾終事宜一切從簡，現停柩
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301號靈
堂，擇訂元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華僑義山之莊曾秀春太夫人生前淑德永昭，
相夫教子，樂善好施，母儀足範，留芳千
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家
屬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忠義之誼。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莊常務
理事榮樹令慈莊府曾秀春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二年元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積閏
一百有四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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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號靈
堂，擇訂於元月十三日出殯。

莊曾秀春老太夫人一生相夫教子，遞
減為懷，堪稱典範，如今福壽全歸，駕返瑤
池。本總會聞耗，深表哀悼，鑒於新冠疫情
嚴峻期間，飾終事宜一切從簡，全體理事經
已傳訊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
思，而盡鄉誼。

莊榮樹榮木昆仲丁母憂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顧

問榮樹，榮木宗先生賢昆仲令萱堂，莊府曾
太夫人諡秀春，不幸於二O二二年一月七日
上午夀終內寝，享夀積潤一百有四高齡，駕
返瑤池，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3號靈堂,擇訂元月十三
月出殯。由於疫情關係，一切從簡。

莊榮樹丁母憂
旅菲惠安龍蒼同鄉會訊：本會常務顧问

榮樹，秘書長榮木賢昆仲令萱堂，莊府曾太

夫人諡秀春，不幸於二O二二年一月七日上
午夀終內寝，享夀積潤一百有四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

本會聞耗，全體理監事同表至深緬怀，
礙於疫情管制，一切儀式從簡，經函電慰唁
其家属，勉其節哀順變。

塔前王忠沛逝世
旅菲塔前同鄉會訊：本會理事王忠沛，

不幸於二０二二年一月九日去世，享壽八十
有五高齡，痛失鄉賢，悼念同深，現設靈於
聖國殯儀館二０八靈堂，擇定於一月十二日
上午出殯，火化於安聖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以盡鄉誼。

莊榮樹丁母憂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

副監事長莊榮樹學長令萱堂莊曾秀春太夫人
不幸於二○二二年一月七日上午壽終內寢，
享壽積閏一百零四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其家屬礙於疫情期間，飾終事宜一切從
簡。莊曾秀春太夫人生前淑德永昭，相夫教
子，樂善好施，母儀足範，留芳千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家
屬節哀順變。以表哀悼，而盡窗誼。

姚麗珠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初中第廿

八屆級友聯誼會訊 本會姚麗珠級友不幸於
二○二二年元月六日(星期四)凌晨二時，壽
終於仙道示紅衣主教醫療中心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九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靈體於元月九日火化在
計順市亞靈頓Arlington Memorial Chapels & 
Crematory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姚麗珠級友家屬為其在線上舉行九天
Novena彌撒自1/6日至1/14日，7 PM。希各位
級友參加，以表哀思而盡窗誼。

詳細信息如下：On Line Novena Mass, 1/6-
1/14, 7 PM, zoom link : bity.ly/LCY Mass. Meeting 
ID: 820-1829-8161. Password : auntyala。

姚麗珠逝世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三屆雁群級友

會訊 本會姚麗珠級友不幸於二○二二年元月
六日(星期四)凌晨二時，壽終於仙道示紅衣主
教醫療中心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享
壽七十有九高齡。婺彩沉輝，軫悼同深。靈
體於元月九日火化在計順市亞靈頓Arlington 
Memorial Chapels & Crematory火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麗 珠 級 友 家 屬 為 其 在 線 上 舉 行 九 天
Novena彌撒自1/6日至1/14日，7 PM。希各位
級友參加，以表哀思而盡窗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