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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故鄉
張安民

                 故鄉的小河
                 依舊在潺潺流淌
                 老家場邊的柳樹
                 照例泛出新綠
                 滿山開放的野花

                 多情地傾吐著芬芳
                 可曾經的故鄉
                 卻沒了往
                 日的喧囂和熱鬧
                 人們四散而去
                 遷居到遙遠的異鄉
                 追求著
                 五顏六色的現代夢幻

                 曾經住人的老房子
                 或者牆倒屋塌
                 或者
                 只剩下幾片
                 殘碎的檁椽和瓦片
                 通往老屋的小路
                 也荊棘叢生

                 曾經乾淨的場院
                 荒涼得
                 只剩下雜草
                 只有已經
                 逝去的故人
                 還躺在荒墳下面

                 年復一年守護著
                 生我養我的故鄉
                 哦，回一趟故鄉

                 我心裡既萌生了
                 對故鄉的無限眷戀
                 也充滿了
                 難以言表的感傷

開在枯枝上的花
夏英

炎夏，蟬噪，如撕。

忙碌，上緊了發條一般。

母親幾天前就開始念叨，「你的花死了
幾盆了，桿桿都干了！」回應她的仍是不抬
眼皮，輕描淡寫的一句:「哦！曉得了！」
母親自那次澆水澆死了一盆好看的沙漠玫
瑰，便不再親自澆水。

我養花也有好幾年了，死了許多盆，尤
其是多肉。有人戲稱，「踏著多肉的屍體前
進。」多肉不好養，肉友們都似精心呵護，
就養肉經驗還時常會在一個專業群裡推送經
驗。

去年夏天，在樓下認識了一個賣花的大
姐，她給我推薦了矮牽牛的品種。

沒想到，這個品種真的很好養，幾乎是
給水就要活。

不過，養花人都知道，凡開花植物，必
須營養要跟上，不然不給你好看。人寵花，
花媚人嘛！自然至理，毋庸置疑。

西下夕日，紅醉半邊天。偷得一點閒，

收拾殘局去。我拿上工具，擺好陣勢，把幾

盆「死」了的花，撂了！即便見得太多手殘

黨的慘作，我也還是許它一個「默哀」的眼

神，聊表我的慚愧。一瞬間，就在那一瞬

間，我瞥見了一個極小的骨朵，僅僅如蠶豆

一般大小。那略微瑟縮的花瓣昂著頭立著，

立在似雜草般的枯枝上。仔細瞧她，花瓣一

如既往地絲絨般柔滑，仍整齊地將優雅的紫

色注滿花瓣的各個角落。那突兀的白，一絲

不苟，均勻含笑。此時此刻，一朵從生命深

處開出來的小花佔據我的整個身心。漾在臉

上的笑替代了所有的疲憊，醒成了一朵無聲

的矮牽牛花！她讓我想到了曾給孩子們講過

的依米花，一條根的羸弱，五年的生存考

驗，只為第六年的綻放。耗盡養分，曇花一

現，哪怕生命終結也要書寫一個四色花的神

話。課堂上的驚奇不足以，以為那總是文字

玩出來的遊戲。一旦她出現在現實生活中，

畫面感太強，不得不震撼人心，引入思考的

深谷。

人生境遇裡，有許多不可逆的時候:千

里馬懷才不遇，平庸人遭人嫌棄;好姑娘遇

人不淑，窮小子寒門難出;賺大錢者運不可

求，刨口食者似乎命中注定……每每這個時

候，我們庸庸碌碌中，自然會心生倦態，破

罐破摔。其實，當你看到這多枯枝上開出來

的矮牽牛時，你會如何？也許會和我一樣，

受到影響，放下一切，拋卻所有不正的能

量，帶著傷痕繼續向前。相信你自己，自己

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解鈴人！

前不久，你發過來幾副風景圖片，從

山頂望遠，北方的蒼茫寥廓盡收眼底，應該

頓覺心胸開闊了很多吧！轉而你又提及爬山

的費勁以及常住的山溝裡的矮房。何不以站

在山頂時的胸懷來面對山溝時的住居之鄙？

然我又憶起你爬上山頂看到的極美之境:雙

彩虹。風雨之後，才見彩虹，何況還是兩條

絢麗的虹。那麼，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們前

進的步伐，用盡我們的汗水和鮮血去澆灌那

屬於你的成功的花朵吧！愛她吧！那一片花

海，就在不遠處等你去欣賞，等你去採摘。

我鄭重其事地將花盆捧在懷裡，靜心修

剪，鬆了土，施上肥。如血的殘陽下，枯枝

上的花朵艷如殘陽……

最後附一句:時值秋天，北方天涼，記

得添衣!

一蔓絲瓜滿院綠
鄧訓晶

那天，在一個農家邂逅滿牆絲瓜花。頓時，我那久違的小

院絲瓜出現在我的眼前。

二十多年前，我家和小李同住一個小院裡，我們兩家人特

別和睦。空曠的院落，我們種上了花草蔬果，在門前種了絲瓜。

兩家女兒都小，每天守著看種子發芽沒有。那天早晨，還睡眼朦

朧的女兒，大喊發芽了，種子發芽了。絲瓜秧一天天長大拖蔓，

抽出長長的捲鬚了，「依依五絲瓜，引蔓牆籬出」，我們給它搭

了個架子，讓它沿著瓜架往上爬。綠油油的葉子鋪滿了瓜架，在

陽光下，綠得發亮，一蔓絲瓜滿院綠。

打花骨朵了，一個、兩個……女兒天天去數，數著數著，

絲瓜花開了。「苞中未見青絲縷，架上先看滿眼花。」黃色的絲

瓜花像一朵朵小喇叭，引得蝴蝶蜜蜂穿梭奔忙。當滿架絲瓜花盛

開，那是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瓜架下濃蔭一片，陽光星星點點

地灑下來。不幾天花還頂在頭上，花蒂上就結出了一個個小果，

不到半月就錯落有致地掛起一根根碧翠扶疏的絲瓜，美得不可方

物。絲瓜為夏天的蔬菜之王，營養極其豐富。它除了富含蛋白

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外，還含有鈣、磷、鐵及豐富的維生素。

特別是維C含量高，可以預防維C缺乏症，抗壞血病；還可以抗

病毒，抗過敏。夏天吃它，清熱解暑，開胃佐飯，百吃不厭。

新鮮絲瓜特別好吃，煎炒做湯，細膩柔滑，回味甘甜。特

別是雞蛋絲瓜湯，簡直是絕佳美味，能滿足味蕾。絲瓜渾身都是

寶，花和捲鬚都是時鮮蔬菜。瓜結的多了，我們就摘下來送人，

每年鄰居們都會大飽口福。每到秋天，我要留幾根絲瓜，等到它

完全乾枯了才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裡就記載：「絲瓜，唐

宋以前無聞，今南北皆有之，以為常蔬。嫩時去皮，可烹可爆，

點茶充蔬。老則大如杵，經絡纏紐如織成，經霜乃枯，滌釜器，

故人呼為洗鍋羅瓜……」所以，這是純天然的不沾油膩，洗得乾

淨的洗碗布。

絲瓜葉擠擠挨挨綠意葳蕤，生機勃勃地點綴著小院。架下

濃蔭一片，即使是中午，太陽也不能直射地面，瓜架下也很涼

快。盛夏，涼風習習，坐在瓜架下乘涼，太舒適愜意了。放學

了，一群孩子跟著女兒來瓜架下寫作業，跳皮筋。週末，我有時

也呼朋喚友來瓜架下做女紅，聊家長裡短。但更多的時候，是我

們一家人在瓜架下看書。院子裡靜靜的，只有書翻動的聲音，我

們的心也是寧靜的，沉浸在書裡，感受書帶給我們的詩和遠方。

不時飄來陣陣花香，偶有鳥兒呢喃低語，似乎它們也懂不要打擾

我們看書的雅興。此時，多快樂而幸福的讀書時光。

傍晚，如果兩家人都有時間的話，我們會把小飯桌搬到絲

瓜架下，把飯菜端來一起吃，炒花生、老酒，一盆清淡鮮美的絲

瓜湯……夕陽的餘暉把院子映得彤紅，瓜架也染上了一層紅色。

兩個男人一邊剝著花生喝酒，品著清香四溢的絲瓜湯，一邊天南

海北地吹牛，新聞、舊聞、緋聞……一起聊。有感興趣的話題，

我們也摻和。這個龍門陣擺得大家心情舒暢，余意未盡。兩個小

姑娘吃飽了，更是玩得歡，找瓜、看鳥回巢。幸福祥和的氣氛充

滿小院。一直到月上柳稍，涼快了才戀戀不捨地回屋。

如今每到絲瓜上市時，我就會想起絲瓜架下的生活，就會

無限懷念那些回不去的歲月，懷念從春到秋絲瓜架下的快樂時

光。

     

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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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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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彥典
（原籍石獅三吳后垵）

逝世於六月十六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

黃世漢
逝世於六月十四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日期另訂

楊莊麗玉
逝世於六月十五日
停柩於家鄉石獅曾坑厝頭村
出殯於六月二十一日

蔡麗雅丁母憂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副理

事長蔡麗雅學姐令萱堂蔡府施太夫人諡秀輦
（石獅市大侖村），于二○二二年六月十七
日壽終于家鄉本宅，享壽積閏九十有一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于二0二二年
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在家鄉大侖村後塘
蓮池路口（八七路）舉行出殯儀式。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窗
誼。

蔡天獎昆玉丁母憂
菲律濱豐山（蓮塘）同鄉會訊：驚悉

本會常務顧問蔡天獎，總務主任蔡天從暨天
佑，瓊河，秀美賢昆玉令萱堂蔡府五代大母
邱太夫人諡淑配(長相房)不幸於二○二二年

六月十九日凌晨丑時壽終內寢於家鄉祖宅，
享壽九十高齡。慈竹風凄，蓮花化生。現停
柩於家鄉蓮塘祖宅，擇訂六月二十四日（星
期五）上午辭靈祭奠出殯火化於怡東萬寶山
莊。本會聞耗，軫悼同深。經電唁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致送相關禮儀。

許良輝昆玉丁母憂
和記（巴示）訊：僑商許良輝，偉順，

俊榮，良壇，玉端，玉真，玉婷賢昆玉令萱
堂，亦即故僑商許文華令德配，許府余太夫
人諡美容，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九日子
夜零時廿五分壽終於岷市崇基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四高齡。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二號靈堂，爰訂六月廿二日（星
期三）午後十二點半出殯，安葬於達訖市傳
統紀念陵園之原。

旅菲晉江觀屏同鄉會
續辦優秀生獎學活動
旅菲晉江觀屏同鄉會訊：本鄉會為鼓勵

鄉親子弟勤奮好學，努力不倦，爭取良好的
成績，做個品學兼優的榜樣，長期以來，每
年都舉辦優秀生獎學金，由本鄉諸位熱心的
鄉賢獻捐教育基金，首先由本鄉會鄉彥故連
登昆仲、故至向、故性宗及現任永遠名譽理
事長嘉慶、永遠榮譽理事長性祥、能灶諸位
鄉長倡捐，其他熱心獻捐者公佈如下：

（1）故施維華、荘麗雲賢伉儷紀念令先
慈施楊鳥腰紀念金。

（2）施天勇、天準、天德賢昆仲紀念令
先尊性傑、先慈李金寛教育金。

（3）施榮棠、蔡秀妹賢伉儷紀念令先尊
性殿、先慈施高梅珍教育金。

（4）施純通、施瑜容賢伉儷愛心教育
金。

（5）施純法、施純漸教育金。
（6）施養灝、養鏘令尊純法愛心教育

金。
（7）紀念施故能愛律師愛心教育金。
（8）施文煥、施麗珠賢昆玉紀念令先尊

性炳、先慈施李素貞教育金。
凡本鄉會之子女或孫輩、就讀大、中、

小學及幼稚園的莘莘學子，本年度結業成
績，名列首、二、三名的優秀生，品行良
好，皆在受獎之列、請將成績單正本或影印
副本、交來本鄉會秘書處或發送來本鄉會微

信群里登記！本鄉會將擇日舉行頒奬儀式，
屆時將另行通知！

 歡迎參加
第二屆國際中學生
陳嘉庚常識比賽

菲律賓廈門聯誼會商會訊 去年首屆「國
際中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得到各國各地區
學校熱烈的響應，菲律賓有僑中學院，中正
學院，尚一中學、嘉南中學共四所華校組隊
參加。雖然都是首次接觸此類型競賽、但仍
能取令人矚目的收穫。今年歡迎能有更多的
學校報名參賽，希望在去年的基礎上, 繼續努
力取得更好的成績, 請有意參賽者仍然與菲律
賓廈門聯誼會（商會）聯繫，本會將繼續竭
誠地給于協助和支援。

     第二屆常識比賽將于 2022 年 8 月正
式開跑，由陳嘉庚基金聯誼會有限公司主
辦、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承辦、集友銀行陳
嘉庚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榮譽贊助，以線上模
式開啟雲端競賽。同時，本屆賽事亦薈集許
多社團機構聯辦，除陳嘉庚基金聯誼會成員
單位：集友銀行陳嘉庚教育基金、馬來西亞
陳嘉庚基金、菲律賓廈門聯誼會（商會）、
閩都陳嘉庚公益基金會和廈門市陳嘉庚教育
基金會，同時邀得中國華僑公益基金會陳嘉
庚教育公益基金等一同參與和支持。國際中
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即日起開放報名，與往
屆一樣採用團體賽形式，並全程以中文漢字

及普通話進行。為鼓勵中學生踴躍參與，各
地中學均可免費報名，歡迎通曉中文的在籍
中學生積極參與，五人成團並通過學校進行
線上報名。初賽預定于2022 年 8 月 6 日（星
期六）在各國家與地區同步進行選拔，符合
晉級條件的隊伍參加 2022 年 8 月 27 日（星
期六）舉辦的國際晉級賽及決賽。頒獎典禮
則會在 8 月 28 日（星期日）舉行。

      主辦單位陳嘉庚基金聯誼會主席, 中
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先生表示：「本年度舉
辦的國際中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是第二屆比
賽，推廣『嘉庚精神』仍是我們最大的宗
旨。現如今，仍有眾多華人華僑將陳嘉庚譽
為華僑傳奇，而他確實是一個具有堅毅信
念、心懷大志的偉大人物，他的行為所蘊含
的精神仍不斷地影響著許多後人奮發向上。
當年，陳嘉庚先生創業成功，卻也未曾停下
拚搏的腳步。他投入教育事業，創辦大學、
參加公益活動、為抗日戰爭奮鬥……這些事
跡的背後，是令無數後人敬仰的崇高品德；
這些高風亮節的豐功偉業，亦是他過人的耐
力及其雄遠氣度的表現。」

      榮譽贊助單位集友陳嘉庚教育基金
主席鄭威先生進一步表示：「今年正值香港
回歸25 週年，香港地區的學生參與國際中學
生陳嘉庚常識比賽，也可以進一步加強香港
地區的青少年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為青少年
提供更多瞭解和傳承華夏文化的途徑。現如
今更應該將『嘉庚精神』傳承予新一代華人
青年，旨在培養他們對歷史人物以及社會的
認識，提升他們對歷史事件的瞭解與關懷，
由此鼓勵青年學生牢記珍惜當下、反省自身
的道理。我們將吸取過往一年舉辦比賽的經
驗，奉嘉庚先生之『誠毅精神』為楷模，以
無私的態度推動賽事發展，希冀由此感染年
輕一代，將嘉庚先生作為精神標桿。」

       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髮起人拿督陳

友信先生提到，第二屆國際中學生陳嘉庚常
識比賽依然採用線上的形式舉辦。透過網絡
活動與線上交流，讓『嘉庚精神』如細水長
流傳播到各個地方。相信在各單位的積極援
助下，本次活動一定會取得圓滿的成功。馬
來西亞陳嘉庚文化中心委員會副主席兼第二
屆國際中學生陳嘉庚常識比賽組長陳松青先
生表示，去年馬來西亞陳嘉庚基金擔任起
『橋樑』的角色承辦了首屆國際中學生陳嘉
庚常識比賽，便是希望讓全球青年站在不同
的土地上認識同樣的歷史與人物事跡。本屆
賽題在『陳嘉庚生平事跡』範圍中增添了幾
本有力讀物，旨在讓參賽者通過不同的史料
認識陳嘉庚。同時對『中國近現代史』和
『海外華人簡史』有更深克的認識。

      本屆常識比賽準備了豐富的獎勵以
嘉許得獎冠、亞、季、殿軍的隊伍。除了獎
盃及獎狀，他們將按照獎項分別獲得 2,000 
美元、1,500 美元、1,000 美及 500 美元的現
金獎，另外「個人表現優異獎」的得獎者也
能贏得 300 美元以示嘉獎。欲知更多比賽詳
情，歡迎瀏覽活動官方網站（http://tkkquiz.
com/）獲取更多資訊，菲律賓廈門聯誼會
（商會）聯繫電話 ：09271555558、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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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