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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的早晨

透早（早晨）的時候，泉州大街小巷

漸漸醒來了。開始有了聲響，有了動靜，

伸伸懶腰，打著呵欠，揉揉惺忪的睏目

（還在睡覺的眼睛），從柔軟溫潤的懷抱

裡極不情願地爬起來，投入到無邊的時間

洪流，拉開一天嶄新的序幕。

週而復始的泉州早晨，時光浸潤，

歲月干磨，老于世故，但步態仍然穩健從

容。　在這光早時分，隨著雞鳴狗吠，開

門聲、人行之間相互的問候聲，孩子們的

哭鬧聲、鍋碗瓢盆的撞擊聲、各種聲音摻

雜在一起交響，使得街巷都生動起來，開

始了一天平凡又實在的生活。

泉州人整天都被這種有規律而又沒有

節制的聲音吵醒。　寧靜被打破後，寂靜

在隱遁，喧囂在裸奔。　早市，也不知誰

的一聲叫賣，一下子便人聲哄嚷，在清晨

的靜謐中緩緩、空曠地響起，升騰，漸漸

瀰漫，直至市井聲聲。雖然每天早晨都落

入俗套，卻也讓人回味無窮。穿過市井，

心暖暖的。

踱步出門的老歲阿（老年人），坐在

熱氣騰騰的路邊早餐鋪裡，要上一碗麵線

糊喝了起來，看到熟人還調侃幾句。吃過

早餐，孩子們都背著書包讀書去，心婦們

（家庭主婦）開始買菜、買魚、剁肉準備

一整天的伙食。此時的街巷湧動著生機，

充滿著活力，你瞧，上班高峰期，路上腳

踏車、電動車、三輪車、公交車……也有

走著的路人，混在一起，攪在一起，像煮

熟了一鍋熱氣騰騰的稀飯。

隨著「吱吱扭扭」的響聲，沿街店舖

一一洞開。一個名叫大頭的店舖頭家急忙

起床開店開張，頭髮也顧不得整理一下，

眼角還掛著目屎膏（眼屎）。店舖門面是

一塊又一塊古樸簡陋的門板，並編著數

字，可以一塊又一塊被抬起合併後墊在鋪

前，晨拆夕合。

他的小店招牌跟他中年的狀態一樣也

是油膩膩的。　整個店裡黑乎乎油膩膩，

摸哪兒哪兒粘手，走哪兒哪兒粘腳。雖然

窗戶上安裝了排氣扇，但一開火炸油條，

依然油煙滾滾，排氣扇葉片上直往下滴答

落油渣。　此刻，只見他，在自己門口支

起一大鍋，不一會兒，傳來刺啦聲和油條

的香味，油條香立馬把過往行人的饞蟲和

餓勁兒一起勾了起來，直嚥口水。

如此場景，不知在老街上重複過多

少次，還有這個永不消逝的油條攤和永遠

油膩膩的大頭。記得小時候，時常穿行于

老街兩側店舖的夾縫，兩隻小眼睛都忙不

過來似的東張西望，腳步卻本能地在大頭

他老爸炸油條小攤前停留下來。　金燦燦

的油條被一雙特長筷子從翻滾的油鍋裡一

根根撈起，隨後快速地放在鐵絲圍成的網

籃裡瀝油，如果是前天未賣完的油條再

次復炸，在我們這裡叫 「老油條」。　

悄悄告訴你，大頭的老爸，我們背後都叫

他「老油條」。在我們這裡油條是麵線糊

的標配。　接著，一塊塊四方的菜頭粿上

場了，菜頭粿也是早市的主角，當菜頭粿

也被投入油鍋熱炸，先是沉落去的，幾秒

鐘的功夫，粿們又一起浮了起來，擁擠在

漆黑的花生油表層，原本白白的菜頭粿瞬

間炸得金黃焦香，我們本能地嚥了一口唾

沫，垂涎三尺，以舔唇聊以自慰，並瞬間

化作聾人，大步跑回家向大人討錢。一旦

有錢就來它一塊，燙得不得不來回換著手

拿，咬上一口，香得直呵氣。泉州人的生

活不會像大城市裡的人那樣大起大落，不

會驟然高入雲端，瞬間跌落塵埃。　老街

的生活是一條寬闊平緩的河流，不疾不徐

地流淌，隱忍大度且盡顯人生真諦。

泉州是豐碩的寶地。多少人創造傳奇

攀上高枝，喚風呼雨；多少人甘心平凡歸

隱鬧市，自斟自吟。　閩南語說：「開通

衢，構雲屋，眼前生意旺盛；往來穿梭，

各事其業，貨物十分充盈。　泉州人個個

猛，門口擺三堆土豆也要自己做頭家。　

他們骨力（勤奮）無驚窮，能吃苦，經年

累月都忙碌做生意，頭腦特靈光，人脈門

路廣，努力掙錢。雙腳賺一嘴，無驚米糧

貴。早食飽，午食巧，暗頓半枵飽。」基

本是自己捅開臨街牆壁自辟個門面，有單

干的也有合夥租賃經營，街面兩旁的店舖

紛紛開張，一排檔，二染缸，三藥材，四

布莊……其實，精明的商人一千年前就已

經用深邃的目光丈量了泉州的價值。　他

們用雄厚財力構築了自己的夢想，每一塊

磚、每一片瓦都安排得如此殫精竭慮，每

一處精美的木雕、石構的古大厝都如此用

心良苦。他們在自己的熟悉的行當內大放

異彩。

泉州街道兩邊大都是房簷低矮的兩層

半小樓，也有一層半的，應是從小樓外牆

搭出來的簡易房。門和窗都小，門內外間

無非一張飯桌，幾張椅子，一個碗櫥，桌

上放有一台收音機。從早到晚，街邊的煤

球爐架口鍋就是灶腳（廚房）了。有時一

閃眼，見到更小的裡間，光線昏暗，也許

小得只夠擺張床。經過這裡的，多數是佝

身低頭出入的老歲阿們（老年人），他們

神情有些不自然也有些不自信。人們在他

們面前無動于衷地出入，從來不留意身後

那些窺探的眼睛以及低聲的議論。

還記得在西街影劇院隔壁的豆乾社

此時已經開張，每天從清早六點鐘到暗晡

（下午）三點左右，幾種不同的機器依序

同時隆隆作響，打破半條街的寧靜。如要

你趕巧，幾步之遙的菜市豆制攤位就可買

到新鮮的豆腐和豆乾，或許也帶餘溫。泉

州人幾乎頓頓離不開豆製品，老豆腐嫩豆

腐，想到泉州人餐桌上的一樣重要原料就

來自西街，作為西街人的我虛榮心有些小

小膨脹。

泉州人家勤勞厚道，與世無爭，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在自己的「一畝

三分地」辛勤地勞作拖磨著。他們在泉州

的各個角落生活和勞作，以擁抱月亮的方

式，迎接早晨的到來。但是，他們的日子

過得悠閒而恬淡。閒暇下來，厝邊頭尾會

圍在石埕、深井一起，坐成一圈開始納

涼，他們大多數是老歲阿（老年人），有

的搖著扇子，葵扇潑風；有的在織毛衫；

有的褲腳挽到了膝蓋處，一顛一顛晃悠著

二郎腿；空嘴哺舌，或是話仙泡茶，或講

天捉皇帝，或是坐在門前那磨得發亮的青

草石上，看著來來往往惶恐急行，滿身風

塵的路人甲，路人乙，悠然自得。

泉州的早晨只有聲色正酣的夜晚來

鋪墊才顯得繁華昌盛。泉州人自古以來，

總是認為十二點正黃昏。土生土長的泉州

人超愛吃傍晚路邊的「批炸擔」。　「批

炸擔」（鹵料攤）十分簡陋，雨腳架底，

架板為桌，幾個高低不平、有方有圓的凳

子排在街邊，各色人等坐在那板桌上，專

心一意進食。聽大人講過，這裡的「批炸

擔」，也就像似今天的「深夜食堂」，他

們主要服務三種人，一是家中辦喪事守孝

的，二是的加班夜班者，三是看護病人。

話說，坐在「批炸擔」前食客們，饕餮燒

烤，狂飲啤酒，溺迷于霓虹閃爍的夜色

裡。幾杯燒酒喝落肚，便口無遮攔，葷七

素八了，只圖個痛快自在。這種十二點正

黃昏的狀態要持續至次日早晨。

早些時候，鐘樓腳下總有些流動的

「批炸擔」，蒙蓋著一層厚厚的油膩的長

椅短桌，無論早晚出來，總有各種小吃，

賣雜菜湯的，賣水圓湯，賣菜頭酸的，賣

冰水的，賣方鼓水的，賣炒米粉，或者鹵

料攤，豆花攤，切些鹵料，喝點豆花。特

別是豆花，味道香甜，讓人難以忘懷。　

時常見有人擔著兩個一前一後的木桶，

木桶並包裹棉墊或草墊進行保溫。豆花

凝漿較稀，賣者嫻熟地用大蠔殼淺勺舀起

置于碗中，並調些糖水、香蕉油等香料。

走街串巷叫賣的燒豆花，那一碗熱騰騰混

著糖水和香蕉油的豆花，色白如玉，質嫩

如飴、綿而不老、嫩而不溏，既營養又充

飢，既止渴又生津，那豆香濃郁成泉州不

少囝阿（孩子）兒時充滿理想的甜蜜回

憶。

光陰，兀自過去，不留痕跡。但太

陽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泉州的早晨每一天

都是新鮮的！過去、現在、將來，總是如

此，依然如此！

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供稿
「中菲人文之驛」編委會編輯

感 謝 信
親愛的菲華各界聯合會疫苗工作組

全體同仁及志願者們：

值 此 2 0 2 2 新 年 到 來 ， 農 曆 春 節 將

至。我謹代表菲華各界聯合會並以我個人

名義向大家表示最誠摯的慰問，對全體疫

苗工作組同仁及志願者在支持本會防疫抗

疫工作上給予的大力支持，及維護僑胞生

命安危、共同抗擊疫情、促進菲中抗疫合

作所做的突出貢獻表示最誠摯的感謝，祝

願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面對新冠疫情持續反覆，變異毒株

不斷肆虐。關鍵時刻，疫苗工作組全體同

仁在本會侯澤欽副主席的堅強領導下，響

應號召，挺身而出、主動作為，一方面全

力協助中國大使館做好華社疫情防護工

作，一方面積極落實本會與善舉總會暨崇

仁總醫院共同推動的華社免費疫苗接種行

動，累計已為數萬華社同胞進行疫苗加強

針及青少年疫苗接種服務，贏得了社會各

界的一致讚譽。此外，還有諸位在幕後默

默奉獻的後勤暨秘書處工作人員，不分晝

夜堅守崗位，耐心接受群眾咨詢，周到細

緻並及時完成繁重的登記匯總工作，你們

辛苦了！

衝鋒在疫情防控最前沿，你們用行

動樹起標桿，用堅守詮釋擔當，用奉獻鑄

就情懷，以無畏無私的勇氣書寫著偉大抗

疫精神，抗疫逆行的你們就是菲華社會最

美的風景線。

承 蒙 各 位 同 仁 及 志 願 者 的 辛 苦 努

力，此次華社疫苗免費接種行動得以圓滿

完成。大疫面前有大愛，未來讓我們繼續

努力，堅決打贏疫情防控戰，共待春暖花

開。

菲華各界聯合會
主席 楊華鴻

2022年1月17日

菲華各界善舉總會暨崇仁總醫院
共推華社疫苗免費接種行動圓滿落幕

奮戰一個月服務僑胞近五萬人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1月15日，由菲

華各界聯合會、華僑善舉總會暨崇仁總醫

院共同推動的華社疫苗免費接種行動圓滿

落幕。自去年12月15日開始自今近一個月

時間裡，總計為近五萬民眾提供了免費疫

苗接種服務，此次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

一致讚譽和積極響應，不僅為迅速築起華

社疫情防控堅固防線發揮了重要作用，也

為推動菲中抗疫合作做出了積極貢獻。

此次疫苗接種行動，由菲華各界聯合

會具體負責組織實施。在楊華鴻主席的親

自關心指導下，副主席侯澤欽的帶領下，

本會諸位副主席、秘書長、各分組正副組

長、秘書處以及菲華各界青委會等同仁，

齊心協力、勇于擔當、無私無畏。面對繁

重的疫苗接種工作，一線志願服務人員充

分發揚不怕苦不怕累精神，科學調度接種

力量和疫苗供應，嚴守接種流程與技術規

範，實行分時預約，優化接種點環境，做

好現場防護措施和醫療保障，不僅高質高

效地完成接種任務，也確保了群眾放心接

種、安全接種。于此同時，後勤組及秘書

處人員堅守崗位，不分晝夜，不厭其煩，

耐心接受群眾咨詢，及時匯總登記資料，

確保申請接種全過程井然有序、萬無一

失。

人間有情，大愛無疆。我們要感謝此

次捐贈免費疫苗的華僑善舉總會暨崇仁總

醫院，這些愛心疫苗挽救了無數家庭免受

疫病折磨，每一劑疫苗都是大愛、彌足珍

貴。我們也要向奮戰在疫苗接種一線的本

會同仁和志願者，表達誠摯敬意！迎難逆

行、感謝有你！讓我們共同期待，疫情消

散日，春暖花開時。

校友聯訂期
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訂于二零二二年元月二十日（星期四）下午

八時正召開本會第十二屆理事會第二十七次

會議ZOOM〔視像會議〕，敬請本會名譽主

席、主席、副主席、當然委員、委員、參議

委員、理事們撥出寶貴時間，事先下載好

ZOOM軟件，以便準時參與。

成衣紡織廠商會
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成衣紡織廠商會訊:本會訂於二

O二二年正月二十日(星期四)晚上八時，召

開第七十一，七十二屆第三次理事會視頻會

議，討論會務進展事宜，敬請各位職員下載

好Zoom Meeting軟件，會議編號及密碼將預先

發於微信群裡或個別傳訊通知，屆時務希全

體職員預備準時上網參加，以利會務推展。

首都銀行基金會
惠贈育仁獎學金

北黎刹育仁中學訊：本校於二○二一

至二○二二本學年度，再次承蒙首都銀行

（METRO BANK基金會）“SHARE A GIFT 

OF EDUCATION”惠贈五名中小學生獎學金

五萬元披索。

近年來又配合菲華商聯總會主辦頒發

獎、助學金予眾多所華校莘莘學子，造福華

教，澤惠華生，熱心教育，令人敬仰。本校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