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uary  22   2022  Satur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二年一月廿二日（星期六）

投稿郵箱:

吶喊或者歌唱
胡善華

                  視線總是
                  不能輕易靜止
                  這片熟悉的土地：
                  高低不一的草垛
                  塌了豁的矮牆
                  牛羊
                  緩慢的入圈

                  它們
                  隨心所欲地反芻
                  一天的好時光

                  落單，
                  被風
                  遺棄的一片雲
                  揮舞天使的翅膀
                  乾脆停下來

                  夕陽倦了
                  也偎在
                  大山的肩頭歇息

                  在這裡，
                  望故鄉
                  嗓子被
                  泥土的氣息
                  嗆得發癢

                  鄉音漫過
                  村莊的黃昏
                  所有的莊稼
                  保持緘默

                  簇擁著
                  朝一個
                  方向傾聽
                  遠方的吶喊
                  或者歌唱

幸福的臘月
吳燕婷

　　歲月如歌，握在手中的時光總在不經意

間悄然而逝。臘月到了，也到了遊子計劃回

家過年的幸福時刻。

　　記憶中兒時的臘月是最幸福的，那時，

田地分到戶了，我們家的生活有了質的飛

越。天寒地凍的臘月，心靈手巧的母親為家

人熬一鍋香糯軟綿的臘八粥，為我們暖身為

我們祈福。農閒時，母親一針一線，為我們

兄妹準備過新年的鞋。新鞋漂亮溫暖，每針

每線飽含母親深情的祝福和殷殷期盼。

　　母親還會抽時間帶我們去供銷社選布料

做新衣。母親和售貨員阿姨，看著我們的身

高計算著買多少布。我們則在邊上指指點

點，嘰嘰喳喳選布的顏色。舅舅是裁縫師

傅，當他的木尺或是皮尺從我們身上滑過

時，我們眼角眉梢都會開出花來。特別是只

有自己有，其他人還沒有時，那種甜滋滋，

心裡偷著樂的喜悅，寫滿臉上。當舅舅讓我

們試穿新衣時，我們就盼著年快點來，恨不

得當天就是正月初一。

　　兒時的臘月，每家每戶都要準備很多自

製的年貨。我們兄妹較多，母親準備的年貨

比別人家的都要多。有很多吃的東西需要用

沙炒。比如：炒做糖糕的爆米、做酥糖的

米、芝麻、花生、葵瓜子、紅薯片，蠶豆

等。

　　爆米是糯米用橧蒸熟的硬飯曬乾成一粒

粒的米，放到炒鍋裡加沙炒至鬆軟酥脆，然

後用篩子把沙粒過濾出來。這樣炒出來的爆

米可以干吃，也可以用開水沖來吃。兩種吃

法各有千秋，干吃香脆，濕吃軟糯，但都香

噴噴。

　　花生和蠶豆是母樣種的，葵瓜子要買。

紅薯收上來時，母親選天氣好的時候，把紅

薯洗乾淨煮熟搗成泥灑上芝麻，然後搓成圓

球再壓成圓餅，曬乾。當曬到半干時，就用

剪刀剪成拇指大的小塊，形狀一般是菱形。

很小的時候，我只能在邊上看母親做這些，

大點後，我就當母親的助手，學著做，但怎

樣做都沒有母親做的好。

　　這些東西用沙炒，不容易燒鍋而且香，

缺點是如果過濾沒乾淨的話，有時會吃到沙

子。呵呵，這就要看運氣囉。沙子用後黑得

發亮。母親把用過的沙裝到一個瓦罐裡，以

便下次再用。有時鄰居沒有，也會借去用。

　　這些做好後，母親就熬製麥芽糖。母親

將麥子浸泡發芽，再泡糯米，蒸煮。父親負

責壓搾麥芽漿液。母親熬糖，一會兒蹲到灶

堂生火，一會兒起身用勺子在鍋裡攪拌幾

下。熬糖的過程很慢很慢，要幾個小時。軟

綿嫩黃的麥芽糖在鍋裡生成，香甜瀰漫整個

灶房。我們兄妹圍在邊上，舔著嘴唇想品

嚐。母親用勺子輕輕舀一勺，分給我們。我

們喜笑顏開，那美滋滋，甜膩膩的感覺從舌

尖蔓延到心底。

　　糖熬好後就切糖糕。這是個技術活，得

請鄰居三爺切，母親當三爺的助手。三爺切

的糖糕大小厚薄硬軟適中，酥脆。那場景，

熱鬧，溫馨，我們臉上洋溢喜悅和幸福。

　　炒這些東西，母親一般等我放寒假了，

選下雨天或是下雪天，她不好到外面幹活的

天氣。因為需要我幫燒火。母親站在灶邊在

鍋裡翻炒，我坐在灶堂燒火。我有時會看著

土灶裡紅紅的火苗遐想，有時會跑到門口看

看外面紛飛的飄雪或是綿綿的冬雨，有時會

和母親聊天，聊這些東西怎麼種怎麼收。

　　聊著聊著，母親總會感歎，現在日子好

了，要是在以前，哪有這麼多這麼好的東

西。我靜靜地聽著，有時也會說自己記得的

事情。

　　在燒火時，我知道了「人要忠心，火要

空心。」一開始，我不會燒火，把灶裡塞得

嚴嚴實實，火著不起來。母親過來一看，用

火鉗扒拉扒拉幾下，火就旺了。

　　幸福的臘月，幸福的事很多，比如看母

親醃製臘肉，然後再看著掛在牆上曬得冒油

的臘肉成為一道風景，這時的幸福感也無以

言表。

　　如今，我們兄妹都在外面，母親不用備

那麼多年貨，大多是到城裡買。當年那種普

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溫馨幸福場景，現在卻很

難實現。那種溫馨和幸福只能留在記憶裡。

但我們有了新的幸福，那是遊子在臘月踏上

歸程，回家過年相聚一堂的幸福。

新春的俠義豪情
羅高

新春伴著日曆翻捲的終止、叩擊的鐘聲、餐桌上溫酒的醇香，

穿著新衣，挺著脊樑，冒著寒雪，大踏步向我們迎來。這一年裡的

收穫、失敗、喜悅、悲傷，在這一刻都化為雲煙成為過往。新春以

全新的面貌呈現，于景于物于人都彰顯其客觀的公正之舉和儒雅之

風、俠義之情。

新春凌駕萬物之上的包容心態最值得稱頌，這是天理、國法、

人情的公平公正。

勢如時間老人對不同國界、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膚色人

群的態度一般，不多一分，不差一毫地給予春的爛漫、夏的精彩、

秋的豐收和冬的美麗。

勢如造物主手中的指揮棒一般，生命底色、生逢時間、成長環

境不會因為地位尊卑、身份高低、價值取向的異同而改變為人根本

的喜怒哀樂、柴米油鹽的權利，冥冥之中的自然定數，只待置身其

間的你演繹。

勢如仗劍天涯、胸懷滄生的俠士，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他

是正義的化身希望的寵兒，所到之處秉公持衡、堅守道義，助人危

難成人之美，開啟新生活的序章。

當火紅的燈籠高高掛起，精美的祝福對聯貼起，陣陣鞭炮響

起，舉國歡慶、萬家歡騰的時刻裡，新年，這位遊走于山野大地、

燈火闌珊中的俠士，默默地凝守邊疆哨卡的安寧，悄悄地剔除海灣

中的浪捲風嘯，偷偷地撿拾白天的恩賜，暗暗地擷取黑夜的快慰；

享用風花雪月的柔情，體驗刀槍劍戟的剛勁。俠士風骨不亞于新年

與人滲入骨髓的追捧。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閒

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

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

耳熱後，意氣素霓生。」所有的實在和聯想，所有的不快和心痛，

所有的愉悅和美好都被新年的儒雅與淡然所感化，留給你的便是注

入信心熱情向前。

俠士風骨必定是勇敢地創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認真續寫更為

雄渾壯觀的新篇章。

既有「融胡漢為一體，文武不殊途」的追念，如暮年老母新年

之時院前眺望歸途子女時的滿心期待和歡喜；又是「撫劍夜吟嘯，

雄心日千里」的追索，如嚴慈老父「恨鐵不成鋼」的指點和「衣帶

漸寬終不悔」的疼愛；更是「凶奴已滅，無以家為」的追求，新

年，就這樣俯視和包容著一切，用俠士的壯志豪情書寫行俠仗義，

用堅定信念傳遞希望美好。

很喜歡那句話：「無風波不成江湖，無恩怨不出豪杰。」其

實，人人心中都駐有一顆俠士之心，仗古道心腸，行俠義精神。古

今慨歎，俠義豪情的新年，融進土地是希望的嫩芽，化在空中是一

抹春色，映入臉頰是滿腔憧憬，滋潤心田是一股暖流。

中國使館2021年度「使館之友」系列獎項頒獎儀式上

商總榮獲「華社抗疫」團體獎
<上接第17版>

多位獲獎代表發表感言，衷心感謝使館
給予的信任和榮譽，表示將繼續積極支持配
合使館工作，共同守護在菲同胞的福祉和平
安，助力菲中友好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本
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在發表其感言時表示 : 
「這次，本菲華商聯總會能被評為『華社抗
疫』團體獎，本人和本會全體同仁都感到非
常高興與榮幸。能獲得中國駐菲大使館的賞
識和肯定，使我們知道本會在過去將近兩年
間為華社和為菲律賓大社會所付出的一切，

總算沒有白費心機。在此，本人也要感謝中
國大使館和黃溪連閣下等領導對本會的厚愛
與信任，以及在疫情期間與本會密切配合，
才能使抗疫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同時也要感
謝華社各團體，尤其是菲華各界聯合會和中
國商會，一直與我們同心協力完成任務。這
番本會榮獲『華社抗疫』團體獎，不但是一
種光榮，更是在提醒我們做好應盡的責任和
義務。疫情尚未結束，我們今後將再接再
厲，把工作做得更完善，才不會辜負使館對
我們的托付，和全華社對我們的厚望！」

2021年度「使館之友」系列獎項共設有
「使館之友」傑出貢獻獎、「使館之友」優
異表現獎、「使館之友」突出豐獻獎、「華
社抗疫」團體獎、「華社抗疫」優異表現
獎、「華社抗疫」突出奉獻獎。其中本會榮
獲「華社抗疫」團體獎、名譽理事長張昭和
榮獲「使館之友」傑出貢獻獎、副理事長、
抗疫委疫苗接種組副組長林榮輝，和副理事
長、抗疫委疫苗接種組組長施東方博士、農
資共同主任戴國安、青合副主任柯智超和勞
工理事施純程，分別榮獲「華社抗疫」優異

表現獎、董事兼外交主任、馬尼拉華助中心
副主任施超權、東北呂宋董事陳光曦、農資
副主任柯志超分別榮獲「使館之友」優異表
現獎、勞工主任洪逢駿律師和外交委員會秘
書兼馬尼拉華助中心秘書林清輝分別榮獲
「使館之友」突出奉獻獎、秘書長、抗疫委
疫苗接種組聯絡主任顏長江博士、稅務委員
會共同主任、光啟中學疫站志願者主任李月
西、「一帶一路」委員會聘任委員、嘉南中
學疫站志願者主任莊曉宏、本會律師李培培
分別榮獲「華社抗疫」突出奉獻獎。

曾飛虎捐菲華各界青委會福利
菲華各界青年委員會訊：本會副主委曾飛虎先生，年青

有為，事業有成。熱心公益，勇于奉獻。是華社冉冉升起的
一顆後起之星。他一貫熱心會務，積極參與各項工作，是本
會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此次欣逢榮膺晉江金井毓英中學菲律濱校友會第廿一
連廿二屆理事長。榮升之際，不忘關心本會，特獻捐菲幣伍
萬元，作為發展用途。熱心奉獻精神可嘉，殊堪敬佩與讚
揚。

菲律濱傢俱廠商聯合會視頻就職
施純亮慨捐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國曆二零二二年元
月十六日（星期日）晚上八時，菲律濱傢俱廠商聯合會假
ZOOM雲端視頻會議室舉行慶祝成立六十五週年紀念暨第
五十九連六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本會施建設主任純亮鄉賢眾
望所歸，榮膺新屆理事長。長才展佈，殊堪祝賀！是晚，菲
華僑社各友好團體嘉賓雲集，相聚雲端視頻會議室，共襄慶
典，熱鬧非凡！本會在洪理事長源集鄉賢的率領下，理監事
同仁等多人應邀連線出席觀禮。

新屆理事長施純亮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為
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履新喜慶之餘，猶不忘本會之公益
福利，特慨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
風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曾飛虎捐新市同鄉會
菲律濱新市同鄉會訊：晉江金井毓英中學菲律濱校友會

於二○二二年一月十六日（星期日），假座巴蘭玉計市東海
皇宮酒家舉行慶祝成立廿六週年暨第二十一連二十二屆理監
事會職員就職典禮。本會理事長曾飛虎鄉賢眾望所歸榮膺新
屆理事長。曾飛虎理事長為人豪爽，一向熱心公益，關心本
會福利，於慶典大會上捐贈伍萬菲幣福利金，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彰。

龍塘四鄉聯合會
訂期召視頻會議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訊：本會訂於二O二二年元月廿五
日（星期二）晚上八時，假座ZOOM 視頻會議室召開第三十
屆第九次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進展等重要事宜，希諸同仁撥
出寶貴時間，準時參與會議商討會務事宜，會議ID將於開會
前一天以信息與微信通知，屆時希本會全體理監事撥冗出席
視頻，共商策劃，推展會務。

菲華各界聯合會召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兹訂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下午三时召開2019-2021年度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
職員聯席會議。

届時敬請本會各名譽主席、正副主席、常務委員、委
員，本會青年委員會正、副主委，財務撥冗踴躍出席，建言
獻策，共商會務。

鉴於疫情的影响，為确保我會同仁健康平安，本次月會
採用ZOOM視頻會議。

視頻會議的鏈接、會議ID、密碼將預先在本會各相關微
信群中發布，敬請留意。

聯誼總會召開理事會及聯席會議
菲華聯誼總會訊：一、本總會定於1月25日（星期二）晚

8時（7:30開通）召開2022年1月份Zoom視頻全體理事會議。
二、定於1月30日（星期日）晚8時（7:30開通）召開2022

年第一季度總會暨全菲各分會Zoom視頻聯席會議。
會議將討論總會及各分會近期會務狀況和新年重要會務

計劃，藉機交流感情分享心得。會議ID及密碼屆時將通過相
關微信群及資訊發送，敬請總會暨各分會全體領導、理事同
志屆時撥冗出席。

祝各位春節快樂，闔家幸福！

新聯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廿二

日(星期六)下午八點，在線召開第四十一連四十二屆理監事會
暨婦女委員會、青年委員會、民樂團第一次視頻聯席會議，
報告有關重要會務及財務活動，敬請全體領導暨同仁，屆時

務必撥出寶貴時間，準時出席參加，共襄協策商議，以利會
務發展！

菲華泉州公會暨
忠義殿董事會召會

菲華泉州公會/泉州總商會暨菲律濱泉州通淮關聖夫子
忠義殿董事會訊：本兩會訂於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晚7
時30分，召開理事會第十一屆第十次暨董事會第三屆第五次
全體理（董）事ZOOM視頻常月聯席會議，共同探討重要會
務。

敬希本兩會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榮譽董事長）、
創會會長、永遠名譽會長、正副名譽會長（正副名譽董事
長）、正副會長（董事長），理監事會及青年委員會全體職
員、鄉賢撥忙踴躍出席。

Zoom 會議網址、ID代碼、密碼已分別發於理事會及董事
會微信群裡。敬望留意。順祝各位鄉親、理事/董事壬寅虎年
新春大吉！

寶樹謝氏總會
週一召開會議

菲律賓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訉:本總會訂於2022 年 1 月 
24日(星期一)下午八時正,使用視頻(ZOOM)召開第七十四連
七十五屆第六次理事聯席會議,討各項重要會務事宜。屆時希
全本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理事們、婦女組和青年組、
撥冗準時出席會議。會議ID

與密碼將務先發出在微信群或別傳訉通知。

羅山中學校友會
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 本會訂於元月
二十六日（星期三）下午八時，召開第十三屆第七次ZOOM
視頻月會，討論有關會務重要事項，屆時敬請校友們事先下
载好ZOOM會議软件，以便准時登入視頻會議，以利會務之
開展。會議ID和密碼將發於本會微信群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