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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餘韻起
龔志毅

五一長假，正是安溪鐵觀音春茶濃妝淡抹

登場的時節，愛茶人士總喜歡在一起分享淘來

的好茶。節後上班，辦公室時常茶香飄逸，一

簇簇的人圍在一起品鑒茶之香韻。

吹盡風沙始得金，我也搶到幾泡高端鐵

觀音，愛茶的同事聞風而動，將小小的茶桌圍

得密不透風，從茶葉的外形品評起，進而聞

幽香，再到韓信點兵分得一小杯茶湯，茶水的

濃淡色，茶韻的甘醇度，都極盡認真的探討分

析，無異于一場小小茶王賽，幾盞湯水品鑒下

來，大家都歎服安溪感德老個野茶獨領風騷，

茶韻醇厚回甘，舌底生津，有隨心馳放之感。

野味飛揚弘韻味，茶香內斂釀蘭馨。大家饒有

興趣地湊在一起討論各類型鐵觀音茶香韻的特

點，欣喜滿足之情溢于顏面。

分享好茶得到樂趣，確實值得擊掌快慰。

與人玫瑰，手猶留香，在忙碌緊張的社會生活

中，能得到發自內心的快樂，不加修飾的笑聲

實屬不易。在品茶中得到快樂，釋放了壓力，

同事之間加深了友情，關係更為融洽，小投入

得到大回報，難道不值得點贊嗎？

分享是奉獻的果實，分享是快樂的前提。

分享是博愛的心境，學會了分享，你就學會了

生活。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分享好茶可

以得到快樂、放鬆，分享文化藝術還能學到知

識，提升自己的品味。

有時候，在網上閱讀時，讀到一些好文

章，我們不妨放到朋友圈裡也讓大家喝喝心靈

的雞湯，也許在閱讀時能心有所得，或能頓解

生命的疑惑，從而獲得人生的感悟。

自己品嚐到世間的美味卻無人分享，這或

許是一種遺憾吧，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我喜歡用筆頭記錄生活，如旅遊、工作和

人生感悟等，時常以詩歌的形式來藝術美容，

發到朋友圈分享我的快樂，這種行為我概括為

取悅自己，快樂他人。

取悅自己我確實做到了，而快樂他人我

就不敢打包票了。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

照溝渠。世間所有的美好總是相對于大部份

人的，而有一小撮人卻痛苦有加。比如法律，

大部分守法的人都覺得有法律保護的社會就是

好，而犯罪分子就恨不得法律都見鬼去才好行

樂。此所謂池魚不可語天空，冰雕不可視艷

陽，萬事萬物自有其樂道，不必求大同。

但願我們都能從分享中得到快樂和幸福。

讓生活煥發風采和容光，幸福不斷檔，笑聲永

在飄。

蟬鳴聲聲古詩縈
石少華

夏季，是從那一聲聲的蟬鳴中開始

的。

酷暑難當，蟬鳴如潮。面對撲面而

來的滾滾熱浪和響遏行雲的嘹亮歌聲，我

的心頭縈繞著古代詩人詠蟬的詩句。朱熹

「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音」，即景寫

景，意境十足；王籍的「蟬噪林愈靜，鳥

鳴山更幽」，蟬卻成了寂靜的象徵。古往

今來，借蟬抒懷的詩句很多。曹植《蟬

賦》、郭璞《蟬贊》均不吝辭藻、篇幅對

蟬高風亮節的品行，歌之詠之；蕭子范

「流響繞從藿，余響徹高軒」，把蟬視為

高潔的象徵，大加讚譽。而在虞世南看

來，「垂縷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

已遠，非是藉秋風」，詠蟬言志，持節不

污，抒發了作者無需外在力量、自能聲名

遠播的豪邁。

蟬是夏天的精靈，沒有了蟬鳴的夏天

也就不熱鬧了。蟬聲傳響，情由心生，每

位詩人由于心境、抱負和命運不同，聽到

蟬鳴後的感受也不盡相同。

楊萬里「蟬聲無一添煩惱，自是愁

人在斷腸」，劉克莊「何必雍門彈一曲，

蟬聲極意說淒涼」，渲染了聞蟬而產生的

淒涼情緒；駱賓王以蟬喻己，寫下「露重

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

表予心」的詩句，寄情寓興，表現了詩人

命運多舛的苦悶心情。最具代表性的李商

隱的《蟬》詩:「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

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說的是

蟬餐風飲露于高枝，吃不飽肚子，不飽則

「恨」，不平則鳴，「鳴」了也沒人聽。

詩人把詠物與抒情巧妙地結合起來，借蟬

為自己鳴不平。

高高低低的蟬鳴，是無數人童年的美

好回憶，也是故鄉特徵鮮明的一個符號。

袁枚有詩：「兒童騎黃牛，歌聲振林越，

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意思是說我

們大喊大叫絲毫不影響蟬的歌唱，但當我

們去抓它的時候，它卻閉嘴了。這就是蟬

的「聰明」，也是少時捕蟬的樂趣。斗轉

星移，四季交替。蟬鳴作為季節流逝的物

候，更能勾起鄉思。

漂泊在外的白居易異鄉聽蟬，著《早

蟬》：「一聞愁意結，再聞鄉心起。渭上

新蟬聲，先聽渾相似。衡門有誰聽，日暮

槐花裡」，以蟬為載體尋音思鄉、紓解

鄉愁，流淌著無數的溫馨與感動。故鄉的

夏天熱烈，蟬鳴的和聲此起彼伏，穿透熾

熱的陽光，在盛夏的枝頭傳動，在風裡流

動，奏響了一支支充滿無限激情的交響

樂。

辛棄疾筆下的「明月別枝驚鵲，清風

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

片」，描述了家鄉田間牧野別樣的風景。

在稻花香裡想著豐收的景象，多麼愜意！

此時詩人感受到心靈上的回歸，連喧鬧的

蟬鳴和蛙聲聽起來都是那麼祥和恬靜。

與自己講和
筱竹

與自己講和。

我無法形容我聽到這句台詞時的感受，就彷彿我的心裡

長了一塊石疙瘩，猛然間被什麼人用錘子擊碎了，然後一股

溪水一樣的清泉汨汨地流過，時而叮咚，時而滴答。我閉上

眼，反覆咀嚼著，回味著；頃刻間，心裡的霧霾被灼熱的陽

光照射得無影無蹤，只剩鳥語花香。我激動地捶了一下自己

的腦袋。

電視劇《大明風華》中建文帝洞明世事，他說：「我不

需要任何東西來抵抗恐懼，我已到了知足常樂，什麼樣的情

況，我都能開心地活下去。

對于我來說，皇上和僧人已沒有什麼區別？至於說來

世，何談來世呢？下輩子會怎樣？這一輩子都沒活明白，又

何談下輩子呢？

一世命即是萬世命，不反省和改變自己，心不能安，

到哪裡都會被苦惱困擾，要與自己講和。」于是他把玉璽歸

還，他拒絕了太上皇的位置。

前幾天聽說一位大哥病了，今天去看望他。在去他家

的路上，我打了很多遍腹稿，我該用怎樣的語言去安慰鼓勵

他。可是，當我見到他的時候，所有的顧慮打消了。黑色休

閒裝搭配深灰色圍脖，黑白相間的鴨舌帽下一張稍顯消瘦的

臉，眼睛裡充滿了笑意，絲毫沒有病樣。他說：「感謝我去

看他，他接受現實，沒什麼大不了！」

說起來也奇怪，我去他家的時候，小城下了幾天的雨，

雖然雨停了，但天是陰著的，有點陰冷。突然間，陽光從他

家陽台上照進了客廳，屋子裡的人一下子都暖和了起來……

「曠野上，野菊花伴我們在蹣跚，一程風一程雨，一

身塵一身泥。幾多目光駐足回望，疑問，新奇，不屑……受

了傷也無所畏，別氣餒，莫傷悲，風雨沖洗過的野菊花，堅

韌、清雅、高潔，開得更加美。」

這是一位母親寫的詩。她有一個患自閉症的兒子，可是

她不拋棄、不放棄。每天陪著兒子散步、玩耍、經常置身于

大自然之中，隨心隨性，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累了就天當

被子地當床。空閒時寫詩作文，任思緒飛揚，還不忘給文友

點評讚賞。

我們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過

著尋常不過的日子。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少一個

子您拿不回家。年輕人的職場好比戰場，中年人上有老下有

小，有時候真的是「一地雞毛」，有時候風急浪高；有時候

想從樓頂往下跳，有時候恨不能來瓶安眠藥；可左宗棠老先

生不允許啊！——人活著就是折騰，就得遭罪，舒服是留給

死人的！

于是咱把眼淚抹一抹，鼻子聳一聳，該幹嘛還幹嘛！風

霜雪雨搏激流不是口號，有時候真的是為了母親的微笑，有

時候是擁抱自己的良藥。

誰不希望體面,誰不渴望認同？

心吻花香，才能將平平仄仄的生活過得活色生香。與自

己講和，才是心靈的雞湯

吳良權
（石獅錦夏）

逝世於六月九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

訃  告
陳吳秀潤

逝世於六月十日
停柩於CHRIST THE KING PARISH 
CHURCH CHAPEL
出殯於六月十五日下午一時

林邱秀寶
（石獅蚶江蓮東）

逝世於六月十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

吳榮楠
De Los Angeles， Ernesto

( 晉江龍湖吳厝）
六月二日逝世於美國南加州醫院
即日遺體空運菲律賓
出殯日期另訂

莊陳秀花
逝世於六月十三日
停柩於晉江青陽鳳美-五小房祖宅
出殯於六月二十日上午十時

李聰猛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停柩於家鄉本村公媽廳內
出殯於六月十五日上午八時

李吳小茹
（石獅市五星鳳里）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1-312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

楊林秀潤
（惠安嶼頭鄉）

逝世於六月十一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楊良田丁母憂
菲律濱義孝堂訊：本堂名譽顧問楊良

田先生令萱堂楊府林秀潤太夫人（原籍惠安
嶼頭鄉），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
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 - OLEANDER) 靈堂，擇訂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于恆安紀
念墓園之原。

本堂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良權逝世
菲律濱義孝堂訊：本會監事長吳良權昆

仲，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九日午夜十一時
二十四分壽終于UST醫療中心， 享壽八十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 - FREESIA）靈堂, 擇訂六月十七日（星期
五）上午十時出殯，荼毗于聖國聖樂堂。本
堂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陳錡印逝世
計 順 市 和 記 訊 ： 僑 商 陳 錡 印 老 先 生

（晉江市科任鄉）亦即陳溢筠、鴻思賢昆
玉令先尊，即呂碧雲令夫君。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十三日晚上九時三十分，壽終正
寢，享壽六十八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六月十八
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
堂。

林志農丁母憂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會林

宣傳主任志農先生令先慈林府邱秀寶太夫人
（石獅市蚶江鎮蓮東村）不幸于二零二二年
六月十日寅時，壽終內寢，享壽七十有五高
齡。寶婺星沈，軫悼同深。擇訂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出殯。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楊良田丁母憂
菲華泉州公會/總商會暨菲律濱泉州通

淮關聖夫子忠義殿董事會訊：本會榮譽副
會長/董事會董事兼財政主任楊良田鄉賢令
慈楊府林秀潤太夫人（原籍惠安縣洛陽鎮
嶼頭鄉），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于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3PRIMROSE靈堂。

本兩會同仁聞耗，深為悲痛，已致電慰
唁。本董事會訂于六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七
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
希全體理監事/董事自動準時參加獻花祭禮及
越日送殯執紼行列，以表哀悼，而盡會誼。

楊大田良田丁母憂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會楊榮譽會長

大田先生、楊咨詢委員良田先生暨賢昆玉令
萱堂楊府林秀潤太夫人(原籍惠安嶼頭鄉) ，
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
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0 PRIMROSE)靈堂，擇
訂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
安葬于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襄助飾終事宜。

陳建東喪偶
菲 律 濱 南 安 同 鄉 總 會 / 商 會 訊 ： 本 會

陳常務理事建東鄉賢令德配陳府吳太夫人
諡秀潤，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日下午
十一時十分壽終於PHIL LUNG CENTER，
享壽八十高齡，慈竹折萎，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CHRIST THE KING PARISH CHURCH 
CHAPEL，GREEN MEADOWS AVE. QUEZON 
CITY，擇訂六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一時
出殯，安葬於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 CITY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楊海章遺孀逝世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故楊

榮譽會長海章令德配，楊府林太夫人諡秀潤
（惠安嶼頭鄉），亦即本總會楊福利主任大
田、楊文教主任良田令慈，不幸於二○二二
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壹佰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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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313-OLEANDER）靈堂，
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
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訂於二○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星期四）下午八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楊良田丁母憂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楊名

譽顧問良田先生令慈楊林秀潤太夫人，不幸
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
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駕返瑤池，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13-OLEANDER）
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楊大田、良田丁母憂
菲華光漢國術館總館訊：本會名譽主席

楊大田、副秘書長楊良田令先慈，楊府林秀
潤太夫人，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
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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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313-
OLEANDER）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
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
（EVER MEMORIAL PARK）之原。本會聞
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
終事宜。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
總團副理事長楊大田大哥令萱堂楊府林氏秀
潤義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
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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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313-OLEANDER）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
（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
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本總
團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華普濟社訊：本社常務理事楊大田
昆仲令萱堂楊府林氏秀潤義老伯母，不幸於
二○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
內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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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313-OLEANDER）
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本社聞耗，經函
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楊海章遺孀逝世
菲律濱惠安嶼頭同鄉會訊：本會楊故

理事長海章令德配，楊府林太人人諡秀潤，
亦即楊名譽理事大田、良田令慈，不幸於二
○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夜十一時二十分壽終內
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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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 313-OLEANDER）
靈堂，擇訂於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
十一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