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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端午思屈原
鄒相

              汨羅江畔，一艘艘龍舟
              擊水奮楫，競相爭流
              岸邊圍觀的老百姓
              手腕繫著五彩繩，
              品味著軟糯香甜的粽子
              須臾間，腦海中想起
              一位叫屈原的偉大詩人
 
              志向高遠、
              博聞強識的
              屈原，在左徒、
              三閭大夫的
              任上鬱鬱不得志，
              被流放中
              仍眷念楚國、
              心繫懷王，留下——
              《離騷》《天問》
              《九章》等佳作
              被譽為「楚辭之祖」，
              澤被後世
              身懷亡國喪家之痛，
              屈原魂斷汨羅江，
              一夕是千年
 
              投江的屈原，
              「求索」的精神
              綿延至今，
              貞烈的情操 萬眾敬仰，
              他為民疾呼

              為民創作的初心，
              感天動地
              每逢端午思屈原，
              他是我們心中
              最敬愛、最值得紀念的人
              每個人心中
              都住著一個「屈原」
              他是愛國、利民、
              忠烈的化身

蒲扇悠悠搖夏天
孫保明

 立夏以後天氣漸熱，當我坐在安裝有

空調的書房裡讀書寫作的時侯，仍然會想起

童年時那些被蒲扇搖過的夏日時光。

那時的鄉村沒有電，更沒有電扇或空

調，消暑的主要工具就是蒲扇，每年的端午

前後，供銷社裡一捆捆的新蒲扇碼成堆摞得

好高，任人選購。每一把都是用天然蒲葵葉

製成的，周圍用蔑條固定後又縫上了布邊，

散發著乾草味的清香。

因為夏季炎熱，蚊蟲與蒼蠅眾多，幾

乎每家每戶都有兩三把蒲扇。它雖然看起來

製作簡單、工藝粗糙，但質輕堅韌，經濟實

用。扇風趕火，驅蚊攆蠅、遮陽擋雨等都用

得上蒲扇。因此，它便成了大人們在夏天形

影不離、愛不釋手的寶物。

特別是沒有風的午後，火辣辣的太陽

灸烤著大地，家狗熱得臥在蔭涼處吐露著舌

頭，蟬的叫聲一陣高過一陣。此時，再勤勞

的農民也不敢下地勞作，害怕中暑。于是，

每人都手拿一把蒲扇，有的還用胳膊夾了一

領蒲席，三五成群的趕到村頭的兩棵老槐樹

下，或站或立，或蹲或臥，手搖著蒲扇，有

的在聊天，有的在下棋，有的微閉著雙眼正

躺在展開的蒲席上休息。蒲扇扇起的風是從

田野裡飄浮過來的，帶著莊稼與野草的清新

氣息，令人心曠神怡。

到了晚上，屋裡熱得像蒸籠，讓人無

法入睡。村前的洪河堤上，便聚集了好多剛

從河裡洗完澡上岸的村民。他們手搖蒲扇，

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坐在葦席上，還有的

和我們一樣，全家老小搬來了一張簡陋的小

竹床。三五成群的男女老少都在一起談天論

地，歡聲笑語，十分熱鬧。

我們這些成群的孩子們更不閒著，在

河堤邊的楊柳林裡摸剛從窩裡爬上樹的知了

猴，在打麥場上的麥秸垛間捉迷藏，玩累了

就纏著簫爺爺講故事，蕭爺爺愛抽旱煙，腰

裡常常別著一桿長長的竹管紫銅旱煙袋，他

熟讀四書五經，又是遠近聞名的教書先生，

知道的故事自然就特別多。

為 了 討 好 他 ， 我 們 輪 流 著 為 他 搖 扇

子，幫他從荷包內取出煙絲裝進煙鍋裡。嘴

裡還念叨著：爺爺，今天繼續講《西遊記》

吧？于是，他手托長煙管深吸了一囗，就開

始繪聲繪色地講起來。

講到精彩處，我們都聽得出了神，就

忘了給他扇扇子裝煙絲，簫爺爺嫌熱又想抽

煙，就停住不講或者故意咳嗽兩聲，知趣的

我們趕緊繼續為他慇勤服務。

于是，煙火又在黑夜裡一明一滅。他

有時候也講《聊齋誌異》裡的狐仙鬼怪故

事，直聽得我們一個個毛骨悚然，心驚肉

跳。

我 有 時 困 得 狠 ， 聽 著 聽 著 竟 然 睡 著

了，待一覺醒來時發現自己早已被母親抱睡

在了竹床上。夜深人靜，熟睡的人們發出了

均勻的鼾聲。微風吹得周圍的樹枝輕輕搖

動，星光與月色穿透樹葉的遮擋，在地上灑

下一片片斑駁的疏影。而母親仍在斷斷續續

地為我搖著扇子。

記不清有多少個這樣的夏夜，母親或

坐或躺，都在我身邊不停地搖動著手中的蒲

扇，她把自己滿頭的青絲搖成了白髮，搖走

了暑熱與蚊蟲，搖走了夏天的蟬聲與蛙鳴，

也搖走了我如夢幻般五彩繽紛的童年。

歲月深處爆米香
宋聚新

在我記憶深處，鄉間的過年有兩種聲音最難以忘懷：一是殺

年豬的聲音，一是炸爆米花的聲音。臘月裡，你聽到鄉村的某一

處不時傳來「砰」的一聲巨響，打破了鄉村的寂靜，那多半便是

在炸爆米花了。

小時的鄉村，生活清淡而恬適。鄉親們忙完了農活，鄉村的

冬天安靜而悠閒。這時開始有外鄉人來到村子，高昂著嗓門，四

處吆喝幾聲：「炸爆米花嘍……」。街上玩耍的孩子們停止了遊

戲，飛快地跑回家，那興奮勁不亞于過年，催促母親拿玉米、給

錢，提著袋子，一陣風地跑去排隊。

這時候，上了歲數，身著黑棉襖，面龐黝黑的爆米花師傅，

在一處避風的地方落下腳，利索地從板車上取下一個小風箱、一

個小爐子、一個鐵筒罐，又黑又重，像一個黑色的炸彈，兩端有

軸，安放在一個鋼筋做成的支架上。鐵筒罐一端有一個搖手，旁

邊掛著一個氣壓表。將玉米粒放入鍋內，再放上糖精，然後擰好

蓋子，生著炭火，師傅穩坐在小馬扎上，一手嫻熟的拉動風箱，

一手不停地旋轉鐵筒罐，不時向氣壓表遞一個眼神。約莫四五分

鐘，那師傅將「炸彈」扔進充滿期待的鐵箍裡，鐵箍的一頭套著

髒兮兮的大麻布口袋，用腳將「炸彈」一踩，就聽到一聲巨響，

猝不及防的巨響震耳欲聾，緊接著便是撲鼻的香氣，那香氣會順

風灌滿整條的街道。早已在「炸彈」肚子裡悶得難受的玉米花，

轟然衝進麻布袋子裡，膨脹成大個的爆米花了。爆米花的主人快

步上前，孩子們「哄」的一聲圍攏上來，抓一把放在嘴裡，來不

及細嚼，便化掉了。飛落在布袋外面的爆米花，孩童們也一粒粒

撿起來，顧不得吹掉浮塵，便迫不及待地吃起來。于是村子裡一

片熱鬧歡騰。

冬日的大街上，冷風嗖嗖，可孩子們的眼裡展現的是無邊

的喜悅和歡樂。那小風箱「呱嗒」、 「呱嗒」的聲音，還有小

爐子竄動的火苗，才是此時孩子們覺得世界上最動聽的音樂和最

動人的風景。每逢爆玉米花的來了，村裡總多了一些快樂。爆玉

米花兩毛錢一鍋，一鍋就是一搪瓷缸子玉米，村裡大部分家庭都

要爆一點兒過年吃。凡是爆玉米花的家庭，全家老小都要來湊熱

鬧。盛玉米的器具一般是瓷缸，也有用瓢的，盛爆米花的都是口

袋了。隊伍前面的人一個個拿著爆米花在別人羨慕的眼光中回家

了，後面有性急的趁人家不注意，悄悄地把自家的玉米從排列的

順序中移前兩個位次，快意地向師傅遞一個詭秘的眼神。快樂的

孩子們，小臉凍得通紅通紅的，似點點的紅花朵，傳遞的都是開

心和幸福。

隨著一聲聲「砰砰」炸響，空氣裡瀰漫著陣陣濃香，一鍋鍋

爆米花炸好了。此起彼伏的爆米花炸響聲，溫暖了整個鄉村，也

溫暖了整個鄉村的冬天。那時候，對孩子們來說，炸出來的爆米

花可謂上等美味，但大人們是不許孩子吃完的，要等到大年初一

的時候拜年用。把這些爆米花和葵花籽或者花生糖塊放在一起，

等到小夥伴們登門，母親會笑呵呵地抓起一把放在他們的手裡，

夥伴們裝進口袋蜂擁而去。

現在，街市上隨處可見各種各樣的爆米花，有奶油的、巧

克力的，還有草莓味的，孩子們唾手可得的方便之中，沒有了

「甜蜜」等待的濃濃情趣，失去了真切的感受和歡樂。在我記憶

深處，還是那氤氳著鄉土氣息的爆米花。隨著時光的流逝，它也

許會作為一種記憶而消失，但我想它可能會作為一種文化而存

在，它的逝去是必然的，但它永遠留給我一種記憶，每次開鍋時

「轟」的一聲響。

哦，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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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余美容
逝世於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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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殯於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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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施秀輦
（石獅大崙）
逝世於六月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六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

洪士力（FELIPE ANGELES）
（晉江英林鈔井）
逝世於六月二十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二樓二○五ANGELICA靈堂
出殯於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

蔡邱淑配（長相房）
逝世於六月十九日
停柩於家鄉蓮塘祖宅
出殯於六月二十四日上午

吳王嫦姑
（石獅蓮塘長相二區55號）

逝世於六月二十日
停柩於家鄉祖宅
出殯日期未訂

許良輝昆玉丁母憂
改訂23日出殯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九屆初中第
卅四屆級友聯誼會訊：本會諮詢委員許良輝
學長令萱堂許府余美容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二年六月十九日淩晨十二時廿五分，
壽終岷市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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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訂六月廿三日（星期四）午後十二
點半出殯，安葬於達訖市傳統紀念陵園之
原（HERITAGE MEMORIAL PARK, FORT 
BONIFACIO, TAGUIG CITY）。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思，以盡窗誼。

蔡天獎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本會

蔡財政主任天獎學長令萱堂蔡府邱淑配老伯
母，不幸於二0二二年六月十九日凌晨丑時壽
終於故鄉石獅蓮塘村本宅，享壽九十高齡。
寶婺星沉，轸悼同深。现停柩於家鄉石獅蓮
塘村祖宅，擇訂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上午辭靈出殯，火化於怡東萬寶山莊墓園。
本總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窗
誼。

吳祚劇昆玉丁母憂
菲律濱豐山（蓮塘）同鄉會訊：驚悉本

會理事吳祚據暨祚恭、美珠、美華、美黎賢
昆玉令萱堂吳府王嫦姑太夫人（祖籍石獅蓮
塘長相二區55號）不幸於新曆六月二十日下
午一時六分壽終內寢於家鄉祖宅。出殯日期
未訂。本會聞耗，經唁電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致送相關禮儀。

蔡天獎丁母憂
菲律濱東方體育會訊：驚悉本會蔡常

務理事天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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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鄉祖宅，享壽積閏
九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
家鄉蓮塘祖宅，擇訂六月二十四日（星期
五）上午出殯火化於怡東萬寶山莊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以表奠悼，而盡會
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