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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裡的老屋 
蘇振峰

         一棟石頭 

         砌成的平房 

         記錄了

         歲月痕跡 

         書寫著勤勞 

         鐫刻著

         童年歡樂  

         不曾忘記 

         寒風呼嘯的冬夜 

         熱浪騰騰的夏日 

         老屋給予

         安全感 

         不曾忘記 

         霏雨綿綿的春耕 

         繁忙

         如蟻的秋收 

         老屋

         是休憩驛站  

         時代車輪滾滾 

         老屋終究 

         埋沒在 

         繁華洪流中 

         在時空裡消失 

         留下了 

         永恆的記憶 

那扇老門
王曉偉

我的老家住在村子裡一條狹長的胡同

內，胡同的盡頭有扇木質的老門，據說老

門存在已久，儘管胡同內的房子都重建過

好多次，可那扇老門卻從來沒有被動過，

日子久了，胡同裡的人們對老門就有了濃

厚的情感。

老門的門口上部呈半圓狀，由青磚砌

成，上面雕刻著許多花樣，只因年代久了

就看不清了。老門像一座牌坊，頂部坐臥

著四隻磚石雕刻的小獅子。門口兩側也是

由青磚築建而成，因有牌坊的遮蔽保存的

相對完好。

門口底部有個矮小的門檻，門檻兩側

分別放置了拱形的石墩。

老門不知是用什麼木材做成，雖年

代久遠，但看起來依然結實。我出生在那

裡，老門伴隨了我的成長。記得小時候愛

和小夥伴兒們一起在老門前玩耍，抓石

子、踢毽兒、跳繩兒、拍畫片、玩珠子、

和泥巴等，有時淘氣起來還拿小刀在老門

上亂刻亂畫，甚至將泥巴糊在老門上，老

門默默承受著我們的調皮。

有時我們小孩子扒在老門上蕩鞦韆，

那晃悠的感覺倍爽，老門發出「吱吱」的

響聲，吵到了離老門最近的一戶。那家裡

的張大爺就會出來說道我們幾個小淘氣，

可等他走了我們再接著玩。老門上由焊制

的鐵圈作鎖眼兒，我老愛透過鎖眼作弊和

小夥伴們抓迷藏，因此我總會贏，當然，

那是我和老門之間的秘密。

老門的背部安設了木椽子，椽子可以

穿入木槽將門鎖住。記得好多次我們小孩

兒戲弄大人，把老門從裡邊鎖住。後來，

大人們著急就把老門的木椽子給卸掉了，

老門就此因我們的調皮而變得不完整。中

午吃飯時，人們端著碗從各自家裡走出，

來到老門前。有的坐在門墩上，有的坐在

門前的石板上，邊吃邊說、邊說邊笑，那

笑聲通過老門傳遍了整個胡同，來的人多

了，老門前就熱鬧了起來。

人們愛在老門前座談說笑，有次鄰

家的小孩不小心在老門前摔倒，大人們心

疼孩子就把老門的門檻給鋸掉了。因為此

事，張大爺還出來阻止過，記得當時張大

爺說老門的門檻可以阻擋邪祟，保得一方

平安，可大家不信還給鋸掉了。至於張大

爺為什麼關心老門，據說胡同裡的一切，

以前在舊社會裡都是張大爺家的，新中國

成立就分給了大家，老門之所以能保留下

來也是因為他的緣故。

後來，我上了初中，老門依舊還是

老樣子，只是歲月在它的身上留下了不明

顯的痕跡罷了。記得快要高考那年，我學

習特別用功。清晨時分，我愛在老門前讀

書，風吹過那狹長的胡同，讓我倍加清

醒，讀起書來自然認真。老門隨風開合發

出「吱吱」的響聲，像一口老鍾不斷地敲

著，似在叮囑我要更加努力，那聲音一直

陪伴著我考上了重點高中。

那年張大爺因病故去，老門貼上了白

聯，出殯那天，老門隨風而響，那聲音低

沉，像是與故人道別，讓人悲痛。張大爺

在世時老門前的衛生一直由他打理，如今

他雖離去了，但他的身影卻映在了那扇老

門上，大家被他的精神感染，都紛紛來老

門前打掃，累了就靠在那扇老門上，老門

發出響聲，仿若是為這一切所感的讚聲。

再後來我結婚，老門貼上了喜聯，

門頭蒙上了大紅布，人們吹打著從老門經

過，甚是熱鬧。那鞭炮與鑼鼓聲傳遍了整

個胡同，老門敞開著，父母就站在老門

前，我向雙親鞠上了深深一躬，直到車去

車回，接回了我的愛人，我抱著她經過那

扇老門，老門「吱吱」響動，像是見證與

祝福，祝福我們相親相愛，偕老一生。

如今隨著棚戶區的改造，一座座高樓

拔地而起，老門也難逃被拆除的命運。老

門被拆的那一天，胡同裡的人們都來了，

看著老門被拆，大家久久不願離去，直到

老門被裝進了卡車，不知去向了何處？

這日，陽光明媚，我拉著女兒站在新

小區的門口，閉上眼睛感受這裡熟悉的氣

息，女兒稚嫩地問道：「爸爸，您在想什

麼？」我微笑著回答道：「想這裡就是老

門的位置！」

女兒一連串的疑問，在她清澈的眸

中，我好像看到了消失的老門。此時，女

兒從小口袋裡拿出紙巾，用溫柔的小手為

我擦去了臉頰上那份回憶的深情。

為你點亮一盞心燈
張承斌

當秋風襲來，寒意將至時，落葉堆滿了昨日的小徑，細雨淋

濕了所有的葉尖兒，鳥兒們也止住了往日的歡呼。此刻，你也許

會瑟瑟發抖，心灰意冷。

這個世界真的是太苦了，所有的經歷都銹跡斑斑，刻滿了慘

淡的傷痕。心，記錄著昨日的傷痛，一直在滴血。人生，有那麼

多的不如意，孤獨與失落像極了遠方的一片大海，無邊無涯，尋

不到可供棲息的彼岸。誤解、擔心和焦慮，時時裹著你纏著你逼

著你。而你，依然在負重前行。流言，螞蟻一樣啃噬著僅剩下的

那點兒顆粒，不屈不撓，永不放棄。

你已心力交瘁了。

如果，今秋朔風來襲了，親愛的，請別害怕，勇敢些，邁開

步子往前走。

我們，已走過了盛夏。夏花，活在塵世的煙火裡，曾是那樣

地絢爛而又奔放，散發出無窮的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而今，深

秋的眼神裡，它日漸萎靡。但那最後一抹艷麗，依然光彩，依然

奪目，依然傾盡了它的心力，留給世界的，將是永遠無法忘卻的

美好。

我們，只是這個世界的一名旅行者，匆匆涉足為數並不多的

那些名山大川，或許望峰息心，或許窺谷忘反，但最終須要原路

返回。我們也只是無窮時間的短暫消費者，于歷史的長河中會轉

瞬即逝，消逝得無影無蹤，抑或連一絲草灰蛇線都不曾留下……  
但這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
望，射天狼。能否綻放生命的光彩，取決于今天的態度，將來並
不顯得那麼重要。

娘，您老了，雙鬢早已青絲成雪，可您卻從不曾想到停下
來歇一歇。村東頭的那塊黝黑的地兒，是您一生的寄寓和厚望。
您打開年輕的畫夾，就在此細緻耐心地描摹刻畫，一幅幅杰作由
您的汗水裡成型，走向成熟，滋養著一個又一個簡樸而又真實的
年輪。如今，園地青青，菜蔬兒茁壯，一根根，一絲絲，從骨子
裡向外透出韌勁和活力，真像您一生的堅持與耐勞。您雖然不識
字，但深明大義、勤勞本分，憑藉一雙粗糙的手，硬是將原本凌
亂不堪、一地雞毛的窮困生活過成詩一樣，還加了鹽，讓平淡的
日子超越原本，有了幸福的滋味。我們在開著鮮花、香氣撲鼻的
山道拾階而上，縱然緣淺，不能登臨峰頂，領略險峰的無限風
光，不能親身感受「一覽眾山小」 的豪邁與開闊，但也覺得不虛
此行，不枉此生，雖愧而無憾。

這便是人生的過程和意義所在。而這些，無論功成與否，皆
是您一生的辛勞和付出。

所以，當黑夜來臨時，我會站在夜之中央不慮退縮，高舉一
盞明燈，將夜之黑驅趕出內心之境，讓微光照進來，點亮生命之
火，繼而闊大成一片。如果你漂泊在生活的海面，迷失了方向，

那麼我便是燈塔上的那盞燈，照亮你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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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養獅
（晉江金井山蘇）

逝世於一月十一日
於一月十一日下午五時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王文圃
（金坑東星三落）

逝世於一月九日
出殯日期另訂

施吳金練
逝世於一月十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一月十六日

許清白
（晉江檀林）

逝世於一月八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流芳百世

許清白逝世
和記訊：僑商許清白老先生（原籍晉江

檀林鄉）亦即許文燦、文柏、文詩、文蘭、
文鈺、文鈴賢昆玉令先尊，不幸於二○二二
年元月八日下午一時三十九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七十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訂元月十八日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靈堂。擇
訂元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王志泉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王名

譽顧問志泉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
十二日上午九時十六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
壽八十高齡。

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疫情期間，一切
殯葬禮儀從簡，遺體已十三日上午七時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石獅總會召會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

訂於元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八時，召
開第十五屆第六次（ZOOM ）理監事聯席
會議，報告重要事項，請本總會同仁屆時
踴躍參加。

Time: JANUARY 19, 2022 08:00 PM 
Asia/Manila

Join Zoom Meeting
Meeting ID: 977 0006 4483
Passcode: 12345

雷伊颱風重創拜斯　

佛光山致贈教育局太陽能燈和屋頂補助金

 　　由總住持永光法師指導發起，補助三
好校園與教育部聯席，協助受損房子的老
師。三好校園Sagay教育局局長Dr. Bermejo
特別致電感謝，並表示說：「師父我們這裡
的災情還可以自己處理，您可以協助島的南
邊災情嚴重的老師們嗎？」同在內格羅斯島
（Negros）上的拜斯（Bais）市是沿海地區，
周邊山脈環繞，雷伊颱風風雨造成屋子、果
樹、土石崩落泛洪。Sagay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科長Dr. Josette Balandra驅車七個小時，與佛

光急難救助團在拜斯
（Bais）重災區的教育
部會合，親自引薦，希
望災區困難的地方，能
看見有三好，有希望、
有重建家園和校區的力
量。
　　從佛光山描戈律
圓 通 寺 驅 車 到 拜 斯
（ B a i s ） 需 要 四 個 小
時。住持妙淨法師、監
寺覺林法師與光明大
學前任校長Dr. Correa
及兒子Paolo、佛光青
年描戈律分團團長李
瑞安，一同前往拜斯
（Bais），準備了500

份賑災物資移交Gino市長，及屋頂補助金。
這次補助十六位老師重建家園的材料補助金
及太陽能燈，期望為災後的心情帶來一道光
明和希望。
　　Bais市緊急救難委員會主席Gino先生特
別倍同佛光急難救助團，前往關心受創最嚴
重的山區Barangay Panalaan，並慰問山間唯
一小學災後學校和老師情況。原本的校區因
土石流已經被沖走，並形成一大片的河流，
校舍建築有兩棟教室已看不到房頂，也看不

到原本的建築地基。校長赫本很尷尬的看見
佛光急難救助團說：「我的房子被沖走了，
身上穿的都是別人捐的衣服和短褲，很抱歉
沒有在更好的情況下接待你們。」周邊圍上
了小朋友，看見佛光急難救助團一團人走到
剩下的行政樓前，勉強打起微笑問：「我很
想念老師和朋友，因為疫情我們已經兩年沒
有來上學讀書了，水又把學校沖走了！」然
後問赫本校長：「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上
學？」
　　Dr. Adolf Aguila教局局長感謝佛光山，在
災情發生後第一時間看到學校的損失，特別
關心勞苦功高的老師，疫情後老師確實是我
們國家的英雄，盡心將遠距教學怎麼讓學生
居家學習能跟上進度。風災不但吹掉房子，
土石流更是把房子的牆壁和地基都沖刷得搖
擺倒塌。Dr. Adolf Aguila還說，佛光山能夠
帶著這份心意，遠道前來支持與關懷，「真
的是看見人間因為有你們而感受到這份溫
暖」。他也很慶幸Bais能遇到三好校園專案
在這裡播種，希望帶給疫情、災情中出生長
大的孩子，有更正面的生命觀。
　　佛光山萬年寺住持妙淨法師先表示，佛
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和佛光山菲律賓總住持永
光法師對當地第一時間的關懷，特派我們佛
光急難救助團教育隊到Bais 關懷，除了與當
地市長救助災民之外，更感謝教育局安排，
為十六位老師嚴重受損房子，獻上我們一分
補助和愛心。特別附上大師的〈為菲律賓雷
伊災民祈願文〉，希望老師能夠透過大師的
文字，發起慈悲的心，面對生命、天災或疫
情的坎坷，發起堅毅的精神。佛光人發自於
人溺己溺的慈悲，體會在人最困難、最需要
的時候，獻上一份急需的糧食物資，及帶著
一份祝福給予精神上的救助。這次更是帶著
光明大學和三好校園的訊息，讓災民在哪裡
跌倒就在哪裡起來，未來還是有希望的。
　　Dr Aguilar教育局長特別安排辦公室裡
十九位科長，邀請Dr. Balandra說明三好校園

的申請方案，期盼Bais 能夠用三好教育重建
家園、能夠重建校園。
　　監寺覺林法師表示，看到七十幾歲的前
校長Dr. Correa，還有Dr. Balandra，乃至於第
一次跟我們認識的Dr. Aguilar教育局局長，
對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 充滿信
心，在佛光山大家庭裡，彼此激勵向前走，
說到三好，眼睛都會升起光亮的眼神，衝景
三好落實到菲律賓每個學校，為菲律賓學子
們帶來不同的生命體會。
　　在山區的赫本校長，看著他背後的學校
已經被水淹沒的慘狀，他說：「我一定要把
三好作為我們學校的基石！」
 　　Sagay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科長Dr. Josette 
Balandra說，拜斯市 Barangay Panalaan的情
況，令人心碎。這裡的居民仍然需要幫助，
尤其是建造他們的房子，他們房子裡的家具
等等。 這個地被颱風侵襲變成一條河流，學
校也需要搬遷了。因為幾乎一半的學校被沖
洗掉了，這裡的人們正努力的，從颱風奧黛
特期間的創傷經歷中力圖求生，我們不斷地
在祈禱。
 　　「風災送暖 人間有愛」，第三梯次補助
500間屋頂受災戶，此次雷依風災對菲律賓來
說真是淒慘。住持妙淨法師扮演佛光親善大
使角色，上山下海就是將大師佛光人愛的禮
物，與教育部團隊親自送達到災民的手中。
三好校園的老師學生見著都落下眼淚，感動
大師與佛光人持續的那一份暖心。「風災送
暖 人間有愛」—讓災民看到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