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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和水路
韋漢權

他一直在山門徘徊，看了看那進山
而來的大平路。

目光是降序遞進的。
身邊的老狗，這時也不敢有過多言

語，或者也因為衰老而沉默。
哦，兒子也許會背著雙肩包。低

著頭爬上來¬¬---------不，那是幾年前的
事。

這時刻，風吹著他的鬍子像吹著山
頭的亂草，也像老狗偶爾搖動的掉毛的
尾巴。

這漸漸形成一種繁冗的景致，或者
秩序，點綴在山脈的中部。

而更深處的??場，老伴伏在圍籬邊
顫巍巍地叫喚，像山村傍晚動盪的松
濤。

歸人和未歸之人張開口袋，一一接
納，然後捨棄。

孫兒說，小河改道了，像粵東的一
片新廠區。

我曾執著的家啊，在午後的離析
裡，一定要一步一步地尋回嗎。

轉身的時候，輕微的答案，夜和
黎明的幕布，無聲息地從平坦開闊的遠
處，向山區的深處，聚攏而來。

禾田鋤下的日子
春秋雨

進入谷雨，北方地區就拉開了春耕夏

作大幕，直到立冬砍大白菜，要足足忙活

八九個月。這些時日，小麥、玉米、高粱、

谷子、白薯、豆子、黃瓜、青椒、西紅柿、

茄子等等，每一個時節都那麼豐滿充實、五

彩斑斕、醇香甘美。

早年，農村生產隊種地主要是人工和

牛馬，離不開鍬、鎬、耙子、犁杖、鐮刀、

筐、碌碡，離不開男女老少「與天斗與地

斗」搶農時。每種農作物的播種收穫，都飽

含「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艱辛。而

宛如畫卷的一幅幅農耕秋收圖，也浸透著鄉

村原野的淳樸風情。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筆者就經歷了這

樣一段歲月。

那時，很多百姓人家的生活都比較清

貧，寒酸拮据，鍋裡碗裡缺油少菜，衣服鞋

襪「新三年舊三年」。

有些孩子不得不去撿煤核、撿破爛、

割山草。

有的人家喂頭豬、養隻羊、養幾隻雞

鴨，能賣錢賣倆錢，賣不了自己宰了吃肉。

也有的開幾處小片荒，種點玉米、麥子、倭

瓜，接濟一下日子。我的童年就與「鋤禾日

當午，汗滴禾下土」相依相伴。雖然勞累艱

苦，但也帶來些許愉悅。

當年我家種的幾分小片荒，有的在山

坡上，有的在河溝裡，土質好的地方種麥

子、高粱、玉米，山坡地石頭多的地方，就

種穀子、豇豆、綠豆啥的。過去種莊稼，一

靠老天，二是「人勤地不懶」。莊稼得勤拾

掇，除了按季節播種，還要澆水施肥，間苗

鋤草。那年月種地沒有化肥，全是糞肥。生

產隊的糞肥來自豬圈、馬棚和旱廁，把牲畜

糞和旱廁糞便摻上灰土垃圾，撒到田里就是

肥料。私人家小片荒沒處找豬糞羊糞，就用

百姓家裡倒出來的爐灰等垃圾，用篩子篩

篩，用背簍、挎筐背到地裡一灑完事。

勞作的過程很辛苦，但要吃上香噴噴

的饅頭、烙餅、窩頭、小米粥，必須吃得了

苦，捨得流汗。就說耪地吧。耪地是個技術

活，一要懂間苗，苗的疏密影響收成；二要

會用鋤頭，不會用鋤頭手上要打血泡。夏天

耪地的滋味最苦。

一天下午，我戴著草帽耪玉米地。已

經長到一米高的玉米，蔥鬱密實。螞蚱在地

裡蹦來蹦去，纏繞在玉米秸上的蜘蛛網總會

撞臉，最多的是成群結伙的蚊子小咬。我時

而彎腰時而半蹲，像完成作業那樣左一下右

一下往前移動著鋤頭。不大工夫汗就順著脖

子流到前胸後背上。蚊子小咬聞到汗味，像

蜜蜂聞到花香，接二連三撲了上來。耪完地

再看，脖子上、胳膊腿上，除了塵土草葉，

就是蚊子小咬留給下的念想——數不過來的

又癢又痛的小包。

有付出一定有回報。收穫莊稼的時節

是最快樂的日子。一年，我家種的麥子大豐

收，收割時全家總動員，割的割，扛的扛，

滿院子的麥子，街坊四鄰見了都伸大拇指。

等麥穗晾到八成干，便開始打場脫粒。生產

隊打場有碌碡，手扶拖拉機或者毛驢拉著碌

碡一轉全有了。個人家只能靠手工，用五六

公分厚木板做的拍子拍打。全家人頭頂烈日

輪番上陣，或蹲或坐「匡匡匡」不停地拍

打。打場要穿長袖衣服，不能露著胳膊腿，

耕不能光膀子，否則麥芒扎到身上渾身刺

癢。那會兒我十一二歲，吃上自家種的麥子

做出來的饅頭、烙餅，那股清香味道至今不

忘。

那年月，和我同齡的很多孩子，從事

過雜七雜八家務勞動。也正是那時的春耕夏

作、烈日汗水，讓孩子們體會到什麼是貧困

辛苦，什麼是生活幸福。今天的許多青少

年，無人不會背誦「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

子」「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那些詩

句，但真的懂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

苦」蘊意，真的懂得珍惜、創造美好生活，

不知是不是也該親身體驗一下禾田犁下那樣

的勞作。

藏在古詩裡的母愛
聶難

年年母親節，今又母親節，我們讚美五月，讚美偉大的母

親，我們歌唱五月，歌唱母愛的博大、無私、神聖……中華民

族歷來以重孝道而著稱，讚美母愛感恩母親，是中華民族的優

良美德，也是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在我國浩如煙海的古代詩

歌中，有許多瑰麗的詩篇和佳作，謳歌母親和母愛。

現存最早的歌頌母愛的詩篇當數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

經》。《詩經‧邶風‧凱風》中寫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

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

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作者看到風吹過酸

棗樹，就深情地回憶起母親，並飲水思源——「爰有寒泉？在

浚之下。」自問為何母親「有子七人」，還是那樣「劬勞」，

羞愧之情令人動容。《詩經‧蓼莪》中寫道:「母兮鞠我，拊

我蓄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母親生養了我們，含辛茹苦地把我們拉扯大，呵護

備至，我們想報答，可是她的恩情卻如同天一般大而無窮，

怎麼能夠報答得了呢？詩中連用「鞠」、「拊」、「蓄」、

「長」、「育」、「顧」、「復」、「腹」、「報」九個動

詞，把母親撫養子女的辛苦與恩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描寫母愛的詩歌在唐詩中更是燦若繁星，至今讀之，讓

人感動不已。詩仙李白《豫章行》：「老母與子別，呼天野草

間。白馬繞旌旗，悲鳴相追攀。」寫母子離別，情真意切。杜

甫在《遣興》、《無家別》中分別寫道：「世亂憐渠小，家貧

仰母慈。」「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溪。生我不得力，終身兩

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詩聖的情懷，可見一斑。

唐代文學家韓愈《誰氏子》：「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

道士。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 寫了「誰氏子」

欲離家修仙訪道，老母啼哭挽留不止，刻畫了一位擔憂兒子的

母親，讀後令人心酸。

而宋代王安石詩《十五》：「將母邗溝上，留家白邗陰。

月明聞杜宇，南北總關心。」寫了詩人與母親分別，南北各一

方，每當月明之夜，聽到杜鵑淒然啼叫，思念親人的情感不禁

油然而生，正應了那句古話「兒行千里母擔憂！」

在所有讚美母愛的古詩中，唐代詩人孟郊的《遊子吟》，

堪稱千古絕唱。「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

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全詩以清新流暢，樸

素平實的語言，通俗形象的比喻，藝術地再現了人所共感的

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性美，所以千百年來撥動了每一個讀者的心

弦，贏得了無數讀者強烈的共鳴。直到清朝，溧陽有兩位詩人

又吟出了這樣的詩句：「父書空滿筐，母線縈我襦」（史騏生

《寫懷》），「向來多少淚，都染手縫衣」（彭桂《建初弟來

都省親喜極有感》），足見此詩給後人的深刻印象。

年年母親節，歲歲敬母親。母親給了我們生命和愛，呵護

我們健康成長，值得我們永世歌頌。我們要用自己的一切孝敬

母親、感恩母親。在這個康乃馨飄香的季節，在這屬於偉大母

親的光輝節日裡，讓我們誠摯地祝願我們偉大的母親健康長壽!

節日快樂！ 

龍湖鎮聯鄉總會訂期召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謹訂於國曆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座巴西巿富臨魚翅
海鮮酒家，召開本會第五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共同討
論有關會務推展之各項重要事宜，同時並藉此機會，加強本
會全體理監事之互動，聯絡感情，暢叙鄉誼。屆時，恭請本
會指導員、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會會長、永遠名譽
理事長、正副名譽理事長暨諮詢委員等列席指導，同時並希
全體理監事踴躍報名出席參加，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順利
推展！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新屆就職
施應鐸樂捐群峰校董會聯誼會

旅菲晉江群峰校董會洎群峰聯誼會訊：旅菲晉江華峰
同鄉會於西曆六月十二日藉ZOOM網絡視訊舉行理監事第
八十四連八十五屆、青年組第九連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本兩
會榮幸應邀致詞。值此新舊屆更迭之佳辰，本兩會董事長、
會長施應鐸鄉賢榮膺其新屆理事長之要職。履新重職，深慶
得人，可喜可賀。本兩會也藉此良機刊登全版以表熱烈的祝
賀，並衷心祝福華峰同鄉會新屆在其理事長應鐸鄉賢的精明
領航下，邁向成功的彼岸，在新的征途上再鑄輝煌，屢創佳
績。

本兩會施董事長、會長應鐸鄉賢式孚眾望，榮膺華峰鄉
會新屆理事長，實至名歸。他事業有成，熱心公益，積極服
務社群，力促會務，精明幹練，足堪重托。盛典之時，為體
其熱心奉獻社會公益福利，當場慨捐各有關社團宗盟，本兩
會蒙惠捐菲幣伍萬元作福利金。

似此對本兩會熱心鼎助支持，至堪欽式，謹藉報端，揚
其仁風，並致謝忱。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新屆就職
施應鐸樂捐龍寮二房寮互助會

旅菲晉江龍寮二房寮互助會訊：西曆六月十二日欣逢旅
菲晉江華峰同鄉會新舊屆更迭之佳辰，其藉ZOOM網絡視訊
舉行了隆重的就職典禮，各方社團宗盟友會代表，各社會賢
達紛紛致詞嘉勉。各位宗長鄉賢歡聚雲端，觀禮見證，捧場
指導，同申慶祝。本互助會施副理事長應鐸鄉賢榮膺其新一
屆理事長之要職，本互助會同仁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對新
屆就職慶典致以熱烈的祝賀，並深切的祝福華峰同鄉會新屆
理監事會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為鄉會拓展新局面。

施副理事長應鐸鄉賢事業成功，為本互助會之柱石，鄉
中之棟樑。歷任多個社團之要職，年輕有為，精明幹練，為
華社菁英俊才。者番肩負要職，任重道遠。履新之際，為藉
表對本互助會的無私鼎助，熱心奉獻，積極支持，特藉此良
機撥捐本互助會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金。謹藉報刊予以鳴
謝，褒揚其仁風，彰顯其德行。

隴西總會在會所與網上同時召會
本總會訂於二○二二年六月廿一日（星期二）下午七時

半，在本總會議事廳召開第八十九屆第一次理事常月會議，
恭請理事們撥冗出席參加。

若有不方便或不能到會者，可通過互聯網視頻線上與本
總會理事們參與會議，共同商討各項會務等事宜。

屆時務希名譽理事長、常務顧問、正副理事長及全體理
事宗長準時參加會議，共謀獻策，增進會務。

蔡許金玉伍萬善款
獻捐濟陽文教基金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名譽理事蔡許金
玉宗夫人多年以來，均持之以恆捐獻善款作為本族文教組
基金，者番再度捐獻伍萬元，以其中貳萬元作為清寒族生基
金，壹萬五千元作為優秀族生獎勵金，另壹萬五千元作為華
文教師獎勵金，連續七年之久，合計肆拾萬元。似此仁心義
舉，持久施捨，至足敬佩，合應公佈宣揚，以資褒獎，藉勵
善德而勉將來也。

蔡遠琛家屬善體親心
五千捐濟陽為福利金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名譽理事蔡遠琛
宗長於四月間不幸仙逝，哲人其萎，軫悼良深，駕返道山，
返璞歸真，留予宗親戚友無限懷念，以其生前和易謙沖，有
守有則，可親可近，人緣良好，受人敬愛，其令哲嗣能體親
心，特獻捐伍仟元予本總會為福利金，仁心義舉，殊堪欽
佩，特登報章，予以表揚，而勵來茲而已。

金鵬聯合會慶新屆就職
獻捐濟陽總會福利叁萬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所屬金鵬各鄉聯合
會，會員和睦親愛，團結合作，表現卓越，堪稱本總會所屬
各同鄉會中翹楚、典範，本（六）月十二日舉行新屆理事就
職典禮，蔡祖龍宗長出任理事長，設宴於華園酒家，鄉僑宗
親踴躍參加，宴開九席，鄉親殷勤聯歡，相互珍重祝福，真
情流露，至足欣羨，會中特獻捐叁萬元予本總會以為族親福
利金，如此善舉義行，誠足矜式，合為表揚，並致謝悃。

旅菲涵口同鄉會
續辦優異獎助學金

旅菲涵口同鄉會會訊：本會將續辦二O二二至二O二三年
度本鄉優秀生獎勵金。凡本會鄉僑子女就讀于大岷區各大、
中、小學及幼稚園；中英文學業成績總平均為首、二、三
名，操行乙等以上者均在受獎勵之列。本鄉會優秀生獎勵金
之申請者，請將有關成績單連同相關獎狀的正本與副本，于
辦公時間內向本會秘書長處登記申請。本會也關懷本鄉僑成
績優異家境卻清寒之子女能順利完成學業，因此本會將繼續
提供幫助。凡就讀于大岷區大、中、小學之吾鄉學生需要幫
助者，請向本會申請補助。申請者必須由本人、家長或監護
人代為申請，並請攜帶申請人的有效學生證、正本及副本成
績單。(成績總平均為八十五分或以上，操行乙等或以上者，
兼有一位本會理事推薦均可申請)。本會獎勵金和助學生之申
請由即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申請者請在辦公時間撥打：0927-810-0733預約領取申請
表格。會所地址：＃113SolexII1144Solerst.MetroManila

旅菲錦尚同鄉會續辦
獎助學金、鄉僑中文教師獎勵金

本年度旅菲錦尚同鄉會訊：本會為勉勵鄉僑菁莪，勤
奮學業，造就梓里優秀人才，繼續舉辦獎助學金鄉橋從事
筆耕生活中文教師獎勵金。兹將本年度熱心教育鄉彦獻捐資
金芳名列下：〔一〕傑出模範鄉彥邱永遠榮譽埋事長榮華續

舉辦令先尊慈邱故模範鄉彥常務顧問允愷、王紅料夫婦紀念
基金會第四十屆優秀生獎學金，第十八届清寒學生助學金，
〔二〕邱永遠名譽理事長允堅續辦令先尊慈第廿八屆邱傑出
鄉彦季跳、張選治夫婦紀念基金會優秀生紀念獎學金、清寒
學生助學金，〔三〕陳名譽副理事長慶藝第六屆優秀生獎
學金，〔四〕邱執行副理事長宗升第四屆優秀生獎學金，
〔五〕邱理事長奕權第六屆助學金，〔六〕邱永遠榮譽理事
長榮華續辦第廿五屆助學金，〔七〕邱常務顧問亨利續辦第
廿二屆助學金，（八）邱常務顧問仁文續辦令先尊邱故允
標鄉長第廿四屆紀念助學金，〔九〕邱常務顧問奕滿續辦第
十八屆助學金，〔十〕邱名譽理事長偉振第六屆助學金，
〔十一〕邱諮詢委員茂財續辦令先尊邱故諮詢委員季樹第
十四屆紀念助學金，〔十二〕邱名譽顧問于昆、施謙治夫婦
紀念基金會續辦第廿九屆助學金，〔十三〕邱顧問奕聰、
奕國、監事貽焜續辦令先尊邱故顧問允恭第廿九屆清寒學生
助學金。〔十四〕邱名譽顧問健民續辦第廿二屆助學金，
〔十五〕豪華慈善基金第五屆助學金。邱于沛、于權、宗明
賢昆仲續辦第卅三屆令先尊邱故奕苗、于偉喬梓紀念基金會
中文教師獎勵金。獎學範圍：凡屬鄉僑子女就讀中西學校，
英漢文大、中、小學、幼稚園（托兒班除外）成績名列首、
二、三名者，品行優良，大學畢業獲得SummnaCuinLande，
MagnaCumLaude，Cum.Laudc榮譽或參加政府會考列首十名
者，均在受獎之列。助學範圍：凡屬鄉僑子女就讀小學、中
學、大學家境清寒者均可申請補助。登記日期：獎助學金與
教師獎勵金由五月卅起至六月卅日截止，請於辦公時間攜帶
就教學校證明或學業成績表與影印本到本會會所辦理登記
（恕不收、發傳真Fax文件），逾期恕不補辦。頒發日期：獎
助學金與中文教師獎勵金謹訂七月十六、廿三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座曾丘總會辦公室分發，特此公布週知
云。

安海內坑曾丘聯鄉會續辦
鄉僑子弟助學金

旅菲安海内坑曾丘聯鄉會訊：本會為關懷鄉僑子女教育
事業、鼓勵努力奮進求學、俾適應新世紀科技時代的需求、
歷年由4會熱心教育領導首長獻捐清寒學生助學金，續由曾
名譽理事長煥伴舉辦第七屆助學金、曾常務顧問國翔舉辦第
十三屆助學金，曾常務顧問煥眉舉辦第十七屆助學金，曾常
務顧問鐵鋒舉辦第廿三屆助學金、曾常務顧問國榮舉辦第廿
四屆助學金，曾故前屆理事長南文家屬舉辦第廿二屆紀念助
學金。凡屬鄉僑子女就讀幼稚園、小學、中學與大學家境清
寒者均可申請補助，申報自五月卅日起至六月卅日截止，請
於辦公時間下午一時至四時攜帶學業成績表與影印本到本會
辦事處（曾丘總會）辦理登記、逾期恕不受理，助學金謹訂
於七月十六、廿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座曾丘大
厦俶曾丘宗親總會同時發給，特予公佈云。

養正中秋聯歡頒發本年度
華文教師及優秀生獎勵金

晉江安海養正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為鼓勵校友子女勤
奮向學，努力上進，獎勵華文教師諄諄善誘，樂育英才。本
年度續頒發校友教師及子女優秀生獎勵金。茲訂於二零二二
年九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東海皇宮省錢酒家舉
行壬寅年中秋校友洎眷屬聯歡大會，同時舉行頒發獎勵金儀
式。報名截止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報名聯絡手
機：0917-685-9526　0943-8164762找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