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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的燈火
夏天

微弱燈光，照不亮田野的風光。

鄉村的夜晚沒有喧囂，只有閃閃

星光。

小鎮太過溫柔，只有路燈奪人耳

目，溪水依然長流。

許多故事在夜晚醞釀，鋪開一張

張白紙。

記錄著烽火歲月，人情冷暖。

這個夜晚有點冷，燈火闌珊的小

鎮，飄飄灑灑的雪，交相輝映。

母親已準備年夜的豐盛，爐火正

旺，炸開的金黃，熱鍋中翻滾。

滿心喜歡，萬千掛念。臘月裡的

熱鬧，無需寫意。

鄉村之夜正正經經， 夜幕下的燈

火，情深，意濃。

血染的風采
凌震三

顏真卿站在公元758年的肅殺秋風裡，

他的心在顫抖，他握筆的手在顫抖……

冷颼颼的風在無情地吹起他的長髮，

掀起他的長袍。他抬頭仰望陰雲密佈灰暗

低沉的天空，這黑壓壓的雲層就像一座無

形的大山，重重的壓在他的心頭。

他雙目微閉，長歎不已，幾行熱辣辣

的渾濁老淚在佈滿皺紋的臉龐上無聲地流

淌著，流淌著……

兩年前安史之亂的悲慘景象猶如鋼刀

深深地紮在他的心坎上，那些鮮血淋淋的

鏡頭在他腦海中不停地翻轉疊現。

 他面前擺放著冰冷的一顆頭顱和一

隻腳，在荒漠的曠野裡顯得格外的孤獨悲

憫。這是他幾個月來輾轉多地耗費心血才

找到的他侄兒顏季明和仁兄顏杲卿僅存的

遺骸。

看著眼前這顆早已與身軀分離的頭

顱，他無法想像這就是他最最鍾愛的侄兒

顏季明的那顆聰慧的腦袋。顏真卿在心中

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顏季明，我天資聰穎

勤勉好學的侄兒；我嫉惡如仇愛憎分明，

懷著一腔熱血兩年前與我們一起抗擊叛賊

安祿山的侄兒！

惟爾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

庭玉蘭」（《祭侄文稿》）

季明侄兒，你是我們顏家最優秀最有

才華的美少年啊。你生下來就很出眾，你

好像我宗廟中的重器，又好像生長于我們

庭院中的香草和仙樹……

安史之亂中，顏季明與父親顏杲卿

駐守常山城，與叛軍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抗

爭。常山城被攻破後，父子二人均被逆臣

亂子安祿山俘虜。顏季明，正值鯤鵬展翅

建功立業的大好年華，卻被殘無人道的安

祿山割下了頭顱，身首異處，豈不悲矣。

渾濁的淚水迷糊了顏真卿的雙眼，更

讓他慘不忍睹的是眼前他仁兄顏杲卿的那

一隻腳，那是安史之亂後能見到的他仁兄

僅剩的一點點遺骸。

悲涼的冷風在顏真卿的耳畔呼嘯而

過，也讓身心極度疲憊的他在風中不住地

顫抖。不一會兒，厚厚的雲層撕開了一道

縫隙，殘陽的光透過雲層迸射出來，像一

道腥紅的血柱濺灑在顏氏父子的遺骸上。

顏真卿真不忍目睹眼前的悲慘景況，他腦

海裡又浮現出兩年前那一幅幅刀光劍影鮮

血淋淋的畫面……

顏杲卿被俘後，安祿山以功名利祿為

誘，力勸他歸順投降，然而，得到的卻是

一身正氣大義凜然的顏杲卿的破口大罵。

惱羞成怒的安祿山極度氣憤，便命人將他

綁在橋柱上，用堅利的刀刃將他一塊一塊

地肢解，並將他的肉活活地生吞下去以解

心頭之恨。顏杲卿強忍劇痛，依然大罵

不止。隨即，叛賊又用鐵鉤子鉤斷他的舌

頭，鮮血如注，噴湧不止。顏杲卿始終高

昂著不倔的頭顱，怒目對視，直至氣絕身

亡……

顏真卿再也不忍回想下去了。他的

心，像被狂風捲起的海浪，猛烈地撞擊著

海邊的礁石。站在淒涼的冷風中，顏真卿

悲恨交加，血淚橫流。他將對親人的懷

念和對叛逆的仇恨全部付諸筆端，傾瀉無

餘：「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

誰為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乎哀

哉！」（《祭侄文稿》）

孤城被圍攻陷後，父親和兒子先後

被殺。好像一個鳥巢被從樹上打落，鳥卵

自然也都會摔碎，那裡還會有完卵存在！

天啊！面對這樣的慘禍，難道你不感到悔

恨嗎？是誰製造了這場災難？念及你（季

明）遭遇這樣的殘害（被殺後只留頭部，

身體遺失），就是有一百個軀體又怎能贖

回你的真身？嗚呼哀哉！

顫抖的心，顫抖的手，顫抖的筆在紙

上艱澀地行走著。

顏真卿寫寫停停，停停寫寫，時而急

促，時而緩慢；時而如電閃雷鳴，時而如

江河嗚咽；時而如狂風大作，時而如山溪

沉吟；時而迅疾奔放一瀉千里，時而抹抹

塗塗一改再改……

顏真卿是彪炳千秋的書法大師，他一

生給後人留下了眾多的書法名帖。從《勤

禮碑》到《多寶塔》；從《自書告身帖》

到《麻姑仙壇記》，等等等等。這些經典

法帖，無一不以厚重雄強著稱，無一不展

顯出顏真卿超常的駕馭筆墨的能力。

可今天不行了，顏真卿無法控制自已

顫抖的心、顫抖的手；無法控制自已悲痛

的情感、憤懣的心緒……

 《祭侄文稿》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座

里程碑。它既不同于王羲之在惠風和暢天

朗氣清時寫成的《蘭亭序》那樣飄逸瀟灑

絢麗爛漫；又不同于蘇東坡在灰暗澀冷陰

雨綿綿時寫成的《黃州寒食帖》那樣遒勁

沉著醇厚閎肆。《祭侄文稿》的結構章法

欹正相間顧盼呼應，隨情而變不計工拙。

用筆率性恣意，酣暢自然。寫到連筆處，

縈帶嫻熟痛快淋漓；寫到斷筆時，戛然而

止果斷狠殺……

《祭侄文稿》，樸厚蒼穆，渾然天

成，氣勢如虹，波瀾壯闊。它不僅僅是一

件書法的藝術品，更是顏真卿精神的呼號

和情感的渲洩……

顏真卿在緬懷呼喚，呼喚親人們血濃

于水的骨肉深情。

顏真卿在吶喊控訴，控訴禍國殃民的

安史之亂和劊子手殘無人道的滔天罪行。

 《祭侄文稿》，一如中國民樂中如訴

如泣的《江河水》；又如柴可夫斯基叩擊

心靈的《悲愴奏嗚曲》，催人淚下，撼魂

震魄。

長歌當哭，殘陽如血。

顏真卿用血和淚寫成了被譽為「天下

第二行書」的《祭侄文稿》。

樂讀書
王小柳

曾經看過一個漫畫，有一個人看外面的世界，當他腳下有幾本

書的時候，他由于高度不夠，什麼也看不到。當他腳下墊了幾十本

書，他看到外面烏雲密佈，並沒有什麼景色。當他腳下墊了幾百上

千本書，他就達到了足夠的高度，這時他穿透層層迷霧，看到陽光

和美景。腳下墊的書可能就是隱喻一個人讀過的書。總而言之，一

個人讀越多的書，越能夠感受到生活的真諦，即使遇到困難，也能

很好化解，獲得幸福。

如今可以看的書類型很多。可以是用治癒生活的文學類書籍；

可以是掌握更多知識的自然學科類；還可以是關于心理、認知類提

升能力的工具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身體和靈魂，總要有一個

在路上。在有的書裡，我們可以看到美景、異域風情，掌握實用的

常識，瞭解人情世故，學會為人處世。

如今看書的方式可以很多。可以看紙質書，可以看電子書，還

可以聽有聲書。電子書只要有手機等電子產品，就可以隨時隨地利

用碎片時間看書。聽書則更加解放雙手，也不會產生用眼疲勞。有

些人還是習慣傳統的讀紙質書方式，紙質書的閱讀也比以前便利。

根據書名和作者，上網訂書，書本直接快遞到家。或者到圖書館

借閱，我們家附近有一個區圖書館，它設計美觀大方，總建築面積

6萬多平方米，有「書山」、「空中花園」、「棧橋」、「浮雲」

等特色建築，讀書環境真是優美。圖書館裡累計紙質文獻、視聽資

料、報刊、電子圖書、電子報刊等總藏量約400萬冊左右。想要看

什麼書，自己上網查詢圖書的索書號，既可以憑借索書號在圖書館

中借閱到紙質書本。夜幕下，圖書館燈火通明，借書的人行走于高

低的書架中，此時可以深刻體會到，凌波微步，走著走著，花就開

了吧。

從小我就愛看書，剛剛學會拼音時，真的覺得打開了新世界，

家裡面有拼音的書，全部都可以毫不費力讀下來。有的字詞，我並

不認識，就一個個拼出它上面的拼音，連著讀起來，立即就知道了

意思。後來這樣的閱讀多了，認的字也多了起來，基本可以無礙閱

讀了。每次打開一本書，時間過得就特別快，一直到天黑下來，才

能覺察到時間的流逝。當一個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種活動上，會

有高度的興奮及充實感，這就是心理學上心流的概念，而我在讀書

時，體會到了這種快樂。

施吳玉湖
（福建晉江）

逝世於三月十六日
訂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於香港殯儀館
一樓基恩堂設靈
出殯於六月一日上午十一時

訃  告

陳李佩蘭
（南安詩山碼頭）

逝世於五月十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樓下一號靈堂
出殯於五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

楊連源
（福建晉江）

逝世於五月十八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2-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

佘國顯
（石獅港邊）

逝世於五月十六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05靈堂
出殯於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

林白素珍
（晉江柳山村）

逝世於五月十九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二樓210靈堂
出殯於五月廿五日

盧志偉
（石獅永寧沙美）

逝世於五月二十日
停柩於巴拉灣殯儀館
出殯於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

劉振偉暨賢昆玉
捐永和基金會

晉江市永和菲律賓教育基金會訊：社會
慈善家劉振偉暨振聲、振銘、振宏、振成、
真真賢昆玉令先慈劉府黃麗珍老太夫人（原
籍南安市侯垵鄉），于二0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晚十時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六高齡，寶
婺星沉，哀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社會慈善家劉振偉先生暨賢昆玉，慈
悲為懷，樂善好施，菲律賓疫情嚴重期間，
特購買數以萬計科興疫苗，並在青山區富臨
酒家免費為華社人士接種服務，本會眾多鄉
賢、校友受惠，無限感激，衷心感謝劉振偉
先生暨賢昆玉的慈善及時雨，其慈善奉獻精
神更是令人贊佩!

哀維夫人  淑德端莊  相夫以德  淑慎溫
恭 慈悲喜捨  教子義方  待人有禮  和藹謙讓  
持家以儉  巨細咸臧 含辛茹苦  懿德芬芳  兒
孫成群  競秀同光  孫枝滿庭  熾而且昌 朱子
家訓  箴規弗忘  當代孟母  令譽播揚  蘭桂呈
秀  散馥吐香。

劉振偉先生暨賢昆玉孝思純篤，守制期
間，乃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伍拾萬元予
本會，設立《劉黃麗珍教育紀念基金》。仁
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彰，
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李名譽主席朝暉學長令先尊李永芳老先生
（石獅市永寧鎮洋厝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於香
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
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撥菲幣拾萬元，
作為本會福利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李朝暉捐
石獅僑中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

譽顧問李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父，不幸
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
分，壽終于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李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乃不
忘慈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貳萬
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
許，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
《校友聯園地》編委會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校友聯園地》

編委會訊：本編委會副主編李朝暉學長令尊
李永芳老伯父，不幸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
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于香港東區醫
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乃不

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編委
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
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
校友聯2014團福利
2014年校友聯回國訪問團訊：本團李朝

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父，于二零二二年三
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于香港
東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乃不
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團福
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校友聯
2017/2018團福利

2017年校友聯京津冀回國訪問團/2018
年校友聯海外僑胞故鄉行訊：本兩團李朝暉
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
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五十一分，壽終于香港東
區醫院，享壽八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乃不
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兩團
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
校友聯青委會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青年委員會訊：
校友聯名譽主席李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
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五十一分，壽終于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
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名譽主席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
間，乃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
為本青委會福利用途。

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李朝暉捐
校友聯婦委會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婦女委員會訊：
校友聯名譽主席李朝暉學長令尊李永芳老伯
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

五十一分，壽終于香港東區醫院，享壽八十
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李名譽主席朝暉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
間，乃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
為本婦委會福利用途。

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林貽良丁母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鄉賢林

［貽文］、諮詢委員林貽良、鄉賢林金鎍、
林金鳳賢昆玉令萱堂林府白素珍太夫人，不
幸於二0二二年五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三十
分，壽終於ST,. LUKE'S GLOBAL CITY，享壽
積閏九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轸悼同深。
靈體已於五月二十日下午五時火化於聖國聖
樂堂。现設靈於計顺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 Sanctuarium 210 TULIP靈堂，出殯日期另
訂。

本鄉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林貽良丁母憂
菲律濱木商公會訊：本會理事長林貽良

令堂白素珍太夫人,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九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壽終於文尼法
壽環球聖路克醫院，享年 (積潤) 九十有三高
齡，母儀足式，懿範可風，本會同仁軫悼同
深。遺體已在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火化，設
靈堂於聖國殯儀館二一零，擇訂五月二十五
日奉安。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王志炳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王志炳老先生（石

獅市西岑村）亦即僑商王守財、漢中、漢
華、漢民、漢國、錦玉、瓊仁、菁菁賢昆玉
令先尊。

于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
十三分，壽終于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壽積
閏壹佰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出
殯日期另訂。

王志炳逝世
旅菲石獅西岑同鄉會訊：本會王永遠

名譽理事長志炳鄉彥，于二零二二年五月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十三分，壽終于紅衣主教
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一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

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