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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思緒
曾劍青

有些許朦朧的晨光透過陽台落地

玻璃窗，俏皮飄灑，歡樂雀躍，絲絲縷

縷，浮游翩翩，早起的我就開始著手燒

水煮茶，多少年來形成的習慣就這樣一

直喜歡著，悠閒自在、愜意無限，時光

彷彿濾過茶香，生活彷彿添增妙趣。

窗外，雨絲如織，沒有淅淅瀝瀝

的急躁，沒有肆意妄為的囂張，沒有橫

飛斜打的狂亂，有的只是竊竊私語般的

纏纏綿綿與卿卿我我，沉浸在愛意深深

的詩中，思緒踏著平平仄仄的節拍自在

搖曳，便會想起許許多多曾經。

那 些 過 去 的 往 事 雨 中 醞 釀 、 翻

飛、生成美妙絕倫的畫卷如煙裊裊，記

憶閘門便洶湧澎湃，歷歷在目的一幕幕

充滿人情之美的場景，電影般掠過腦

海。

無風和平世界裡，嘉木靜立著，

擎起翠綠華蓋任雨水輕輕的沐浴洗禮，

接受雨母親般的撫摸，那是溫馴的馬

駒，那是母親翅膀裡的雛雞，那是跪著

吃奶羊的羔羊。

遠處青黛山巒連綿起伏，霧氣飄

飄，繚繞成一座立體山水寶庫，讓人不

禁想起一個詩意的名字，就叫著「山立

方」吧，就叫著「水立方」吧，或者乾

脆就叫著「山水立方」吧！晶瑩剔透，

純潔如雲，飄逸似仙境，隱約如天宮。

山 巒 之 下 ， 那 一 片 延 展 著 的 秧

田，稀稀疏疏的禾苗，如鏡水中點點

綠，微微地泛出柔和的光，溫潤如玉，

典雅寧靜，清麗曼妙。

所有這一切撫摸著我內心中最柔

軟的地方，充滿溫暖了之感。

天地之間營造出的神奇世界，將

帶給萬物生靈無限活力與蓬勃向上的力

量。

沉浸在裊裊茗茶芬芳裡，看雨滴

似珠似線，聽雨聲如訴如泣，滿心歡喜

地想著一些人，一些事，粼粼如紋的絲

綢一般滑過心海。

原來生活可以這樣淡定而從容，

恬美而靜好。

而我又何嘗不是如同雨中一棵小

草或一株樹苗接受大自然的洗禮呢？我

的思緒、我的快樂、我的憂傷，也會在

雨水的澆灌下，萌芽、成長、乃至成林

一片又一片！

母親的石磨豆花
劉英

童年的記憶裡，家裡每次來了客人，或

者家裡請人幫忙做農活，母親都會做一大鍋

石磨豆花。為了讓做出的石磨。豆花美味可

口，首先必須把豆子清理乾淨。

每每這時，母親會坐在屋簷下，端起

裝著要磨的豆子的簸箕，開始左右或前後搖

動。一些豆莢或者枯葉，會隨著母親的動作

飛出簸箕。母親連續操作，直到篩子裡只剩

下乾乾淨淨的豆子。

于是，母親會把豆子倒進廚盆子裡，用

清水洗淨後，再浸泡豆子。等待盆裡的豆子

發白髮脹後，母親就開始準備磨豆子。

那時我還小，推不動磨。舀豆子倒在石

磨上的小孔裡，我又不熟練。所以那些年，

母親常常是推一下磨，然後添一些豆子在石

磨裡。

豆子磨好之後，開始在大鐵鍋裡煮豆

漿。我負責燒火，母親則要清洗裝豆漿的袋

子和壓豆漿的扁擔。母親準備好一切後，鍋

裡的豆漿也差不要開了。而這時，母親一定

會讓我遠離灶台，她擔心我被滾燙的豆漿燙

傷。

那時，我常常遠遠地看著母親，她一

個人忙前忙後。汗珠從母親的額頭，順著滄

桑的臉頰滴落下來。那時，我多想我快點長

大，母親就不用這樣累。這時，母親早已為

我舀了一碗豆漿，但我會把豆漿碗端到母親

身旁，讓她也喝一口。每次母親都會說，她

不喜歡喝豆漿。我長大後才知道，豆漿是母

親的最愛。

豆漿燒開之後，把豆漿舀進豆漿袋子，

把豆漿袋子放在扁擔做的架子上，開始壓豆

漿，直到豆漿袋子乾癟癟的，說明豆漿袋裡

的豆漿已經差不多被擠壓乾淨。

這時，我又負責燒火，母親準備好點

豆花的石膏水。看到鍋裡有星點的豆花事，

母親會一點一點地往鍋裡倒石膏水，然後用

鍋鏟在鍋裡輕輕地攪拌。等鍋裡的豆花快形

成後，母親把筲箕放在豆花上，輕輕擠壓幾

次，再用菜刀把一鍋白花花的豆花劃成均勻

的正方形方塊。

在我把豆花端上桌子時，母親準備蘸

料。把事先在鐵缽中，用一個鐵杵搗碎的辣

椒面，加入冷卻的菜油，再在辣椒油裡加入

搗碎的蒜泥和切碎的蔥花。這時，撲鼻而來

的香味饞得我直流口水。要知，母親弄的蘸

料，堪稱一絕，遠近聞名。

在大家圍坐在桌上津津有味地吃豆花，

母親則獨自一人，靜靜地坐在灶台旁邊，母

親額頭上的縷縷白髮，疲憊的面容。而這

些，成為我童年記憶裡抹之不去的回憶。

如今，石磨被現代化的豆漿機代替，不

用再那麼辛苦推磨，也更加方便。可是，機

器做出來的豆花，卻總是沒母親石磨豆花的

那種味道。可到底缺少什麼味道，我一直說

不上來。

直到五年前，母親病逝。有一天，我偶

然在街裡吃到一碗豆花時，我驀然了悟：母

親的石磨豆花已經遠去了，但它將成為我一

生難以抹去的記憶。所有的豆花裡，永遠找

不到濃濃的母愛了。

獨步黃昏
楊敏

獨步黃昏，漫步郊野，是我每日必修的「功課」，但它

卻日新月異，為我的人生平添出無限的情趣，注入了無限的活

力，賦予了豐富的內容，抹上了幾多的光輝。

當血紅的夕陽迸濺出滿天燦爛的晚霞，給靜靜的群山鑲

上了一道道奪目的金邊，給大地鋪滿了一片片耀眼的輝煌的

時候，獨自一人，漫步在黃昏的郊野，但覺天地悠悠、山水悠

悠、歲月悠悠、自己的思緒也悠悠。

卸去了塵世強加給我的種種「面具」和「枷鎖」，回到了

赤裸裸的「自我」，沐浴在金色的陽光下，讓思緒上天入地、

縱橫馳騁、高飛遠走，感到是那樣無比的輕鬆，巨大的愉快，

何等的自由……

我或凝望著那然燒的晚霞馳騁遐想；或踏著太陽的餘輝在

田埂上凝聽清風的吟哦；或躑躅于小河邊靜看流水的雀躍；或

徘徊于樹林裡去尋找落葉的讚歌；或放眼四顧去把大自然的詩

意盡情領略……

人與大自然的理解和溝通，似乎比人與人的理解和溝通更

加容易，這種理解和溝通，不需要什麼偽飾和窺測，只需要你

交出一顆赤裸裸的心。

所以，當我在如詩如畫的黃昏中獨步，全部身心都投入

到大自然的懷抱中後，就漸漸地聽到了它的呼吸和心跳，聽到

了它那喃喃的絮語，聽到了它那被詩人無限讚美過的「天籟之

聲」。

這聲音，似乎正從遙遠的天際穿過雲翳而隱隱傳來，那麼

縹緲、那麼美妙、那麼動聽……

而我悠悠的思緒，也就在燃燒的晚霞中孵化，在清風的撫

愛裡浪漫，在河水的淺唱中激盪，在落葉的讚歌中迴旋，在大

自然深邃的詩意裡奮飛。在這種人與大自然的理解和溝通中，

我的靈魂，彷彿經受了一次聖潔的洗禮；我的靈魂深處，這時

也有衷地發出了陣陣「生的讚歌」與遠方天際隱隱傳來的「天

籟之聲」遙相應合，水乳般的交溶，終而完全融匯在一起，使

我完全步入了一種「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之中，徹底地被陶

醉了……

這世界顯得太噪雜。唯有獨步黃昏，漫步郊野，方使我步

入了寧靜和淡泊。

在大自然的面前，什麼位子、票子、面子、金子……都顯

得那樣的無足輕重，黯然失色；什麼榮辱、惆悵、失落……都

不復存在了，存在的只是婉若止水的那顆心。

獨步黃昏，漫步郊野，在悠悠的思緒裡，他把我一切雜

亂的東西全部過濾掉，唯留下最本質最深刻最珍貴的；獨步黃

昏，漫步郊野，在悠悠的思緒裡，我感受到萬物的靈動，領悟

到人生的真諦，體驗到生命的永恆，從大自然中獲得了思想，

吸取了力量，我的心中升起了不落的太陽，它照耀著我堅定執

著地去走我的人生路。

西河堂續辦本年度獎學金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按照惯例繼續辦理本年

度優秀生奬學金，凡吾族子弟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肆業於
大岷區各大、中、小學及幼稚園，英、漢文中小學各年級之
成績名列首、二、三名，操行列乙等以上者，均給予奬勵。

本會將直接採用電子郵件申請或打電話預約領取申請
表。電子邮件地址：sejoeduc@gmail.com

電話號碼：02-8734-0893  02-8733-3067
即日起至七月三十日下午五點正截止受理2021年度奬學

金申請填表事項，頒發日期另行通知。

西河林氏宗親總會
續辦助學金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對家境清寒須要補助之
族生亦給予補助，使其繼續向學，力求上進，將來造福宗族
回饋社會。

清寒族生助學金:1.凡林氏宗親之子弟，家境確實清寒者
就讀大岷區各大、中、小學,中英文成續及格，品德乙等者。
2.大學助學金申請者：每學年度至少修讀十八學分或以上者
方可申請。3.申請者需由本人、家長或監護人代為申請,並同
時提供家用水電費單據 ( 正本和影印 ) 到本會登記。4.申請表
應須經本會諮詢委員、名譽理事長或現任理事長任何一位簽
名蓋章; 如由同鄉會蓋章者並須由該會理事長簽名保證。5.每
位申請人只限申請三個名額。6. 申請表格經審查小組及文教
組委員簽署批凖後，方為有效。

因適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為遵守社交距離之规定，
請申請者可打電話預約領取申請表格，電話號碼：8734-0893  
8733-3067  也可直接採用电子邮件申請。電子邮件地址：
sejoeduc@gmail.com。

即日起到六月十五日下午五點正截止受理2022年度助學
金申請填表事項。

育仁中學洎附小、幼稚園
2022-23學年度招生報名

加洛干市育仁中學訊：本校2022-23學年度自六月十三
日至六月三十日接受各年級新、舊生報名事項，包括：日托
班—三歲半至五歲，小班日托8：00-16：30，半日：8：00-
11：00，中班日托8：00-16：30，半日：8：00-11：00，大班
日托8：00-16：30，中、小學中英文各年級應交證件：上學年
（2021-22）成績單，六張彩色2X2照片，菲籍出生證正本及
影印本各一份，外國籍：外僑出生證正本及影印本各一份，
報名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三十分，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三
時三十分，（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不辦公），開學日期：七
月十一日，可上網myys-1939@yahoo.com.ph或以電話：8-365-
9318。8-296-1782查詢，校址：253 C. CORDERO ST. BET 5TH 
& 6TH AVE. CALOOCAN CITY親臨本校報名。

本學年度（2022-23）本校採取本國政府批准，線上
（ZOOM）和線下（課堂教學）混合式進行教學，各間課室
設有空調（冷氣）、多媒體設備，創辦於一九三九年，至今
已有八十三年校史，有校董會、校友會、武術隊、籃球隊、
合唱團等，另外還有籃球體育館、大禮堂、餐廳、小賣部、
視聽室、電腦室、烹飪室、圖書室等。優秀生可以申請獎學
金或助學金，本校竭誠歡迎各位家長諮詢或光臨參觀，謝謝
你們的信任和支持！

施永安喜捐紹德同鄉會
龍瑞大寶殿恢齋校董會

旅菲晉江紹德同鄉會、龍瑞大寶殿董事會暨婦女會、
晉江恢齋中心小學菲律濱董事會訊：本會副監事長、董事、
董事施永安鄉賢、施吳麗園女士賢伉儷於國曆二零二二年六
月十六日(星期四)，為次子明增君與施玉竹小姐舉辦婚禮暨
孫兒施焱暉週歲誌慶，特假石獅萬佳國際酒店二樓大廳歡宴
諸親戚友，宴會現場嘉賓雲集，氣氛鼎沸，喜氣洋溢，和樂
融融，眾賓紛紛舉杯，祝賀新郎新娘佳偶天成，天作之合，
永浴愛河，白頭偕老！也祝福焱暉小朋友快樂幸福，茁壯成
長，聰明睿智，學習精進！

 永安鄉賢一貫熱愛梓里，關心會務，支持公益，欣逢雙
喜臨門，本著回饋鄉會，特分別獻捐福利金菲幣伍萬元、兩
萬元、三萬元予紹德同鄉會、龍瑞大寶殿董事會暨婦女會、
恢齋校董會，仁風廣被，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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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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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安同鄉總會
續辦優秀生獎勵金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訊：本會為弘揚中華文化，鼓勵力
求上進，勤勉向學的會員子女，頒發優秀生獎勵活動開始登
記。

凡在二○二一年至二○二二年度就讀於大岷區中學小學
的會員子女學業成績名列首、二、三名之優秀生可以申請獎
勵（幼稚園不在獎勵之列）。大學畢業分數證列為最高榮譽
獎（SUMMA CUM LAUDE）最優等榮譽獎、（MAGNA CUM 
LAUDE）極優等榮譽獎、（CUM LAUDE）優榮等譽獎與參
加二○二○年度至二○二一年度政府會考名列首十名者皆可
申請獎勵。

所有本會之會員子女優秀學業者可持其成績單正本與貴
校證件其名次（並影印）送到本會秘書處並領取表格填寫。
正本核對後，當即奉還。即日起開始申請至八月三十一日截
止，逾期恕不接受。

本會地址：2725 JOSE ABAD SANTOS AVENUE，TONDO 
MANILA

滎陽鄭氏宗親會訂期辦理助學金
菲律濱滎陽鄭氏宗親會訊：鑑於教育乃百年樹人之大

計，更是改善民生，提高國民素質之本，本會歷年來一貫注
重族中子侄之教育，為國家社會培植人材，每屆理事會均沿
襲本會優良傳統扶腑後進，不遺餘力。

為關照家境清寒之族生，本會理事會議，決定再度從熱
心宗族教育事業的宗長所捐獻之獎助學金中撥款，輔以本屆
理事樂捐。續辦本年度大、中、小學助學金。凡學業成績及
格，操行列乙等以上，家境確係清寒者均可接受資助。

助學金辦理方式如下：一、即日起至七月二十九日每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受理。二、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格
時，請提供二○二一年—二○二二年度學業成績單影印本
乙份（附原件核對）。及新學期繳學單（正本及影印本）。
三、請由本會理事壹位認證核准。本會電話：82439654、
824296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