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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百合花
蔡景典

                   踏過
                   彼此心橋
                   讀懂
                   亞當和夏娃的淚水
                   峽谷深境
                   早已甦醒

                   晨露是梵音
                   晶瑩的符號
                   斷崖上白衣
                   淑女喃喃訴說

                   男人用明月
                   和山蒼見證
                   氤氳成
                   伊甸園的深情
                   至聖的愛情花

                   芬芳馥郁    
                   潔白無瑕

                   穿越千萬年
                   我依然會在
                   那個山頭等著
                   不必再透過傳說

                   諾言愛語
                   滲入六瓣花葉
                   輕輕碾壓夢魘

                   你把咱的信息
                   捎在心蕊

                   讓節季
                   清爽的風
                   悄然送達
                   永恆的花語
                   純真典雅    
                   年好合

最快未必最好
緩慢未必真慢

任萬杰
唐朝時期的書法，可謂是輝煌至極，

上至皇帝下至大臣，出現了很多頂級書法

高手，其中大臣中書法最好的就是褚遂

良，

雖然褚遂良的名氣不如歐陽詢、顏真

卿等人的大，可他卻是唐朝書法史上「承

上啟下」的人物，在諸多書法家中起的是

「橋樑」的作用。

他吸收虞世南和歐陽詢的書法精髓，

使唐楷走向成熟，而他後面的那些書法

家，幾乎都受到了他的影響。

並且，褚遂良還是唐太宗李世民最器

重的臣子，他官至正一品中書令，專門負

責幫助唐太宗鑒別王羲之墨寶的真偽，以

及處理朝廷大大小小的事務，深得李世民

賞識。

李世民更是書法的狂熱粉，時常找褚

遂良一起練習書法，其中有一次，李世民

寫了一幅字，自己感覺很滿意，正好褚遂

良來，李世民就問：「你說說，我和你誰

的字好呢？」旁邊服侍人員都為褚遂良捏

了一把汗。

回答李世民寫得好，這是違心的，

正直的褚遂良說不出口，如果說出來，那

自己清流之名蕩然無存留下笑柄，可如果

說自己寫的好，這雖然是事實，但讓皇帝

直接下不來台，君臣關係就沒有這麼融洽

了。

褚遂良想了想說：「南朝時，齊高帝

曾與當時的書法家王僧虔一起研習書法。

有一次，高帝突然問王僧虔，你和我誰的

字更好？

王僧虔回答，我的字臣中最好，您的

字君中最好。我想今天也是這樣。」李世

民哈哈大笑，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雖然直接最快，但直接往往缺少緩

衝，有些需要弦外之音，看似緩慢，給人

時間思考，悟出其中的韻味，最快未必最

好，緩慢未必真慢。

茶裡村的蜂蜜甜
周傳利

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都是百姓的家

常事。茶裡村的蜂蜜，如今也成了全村百

姓的家常事。迎一縷山風，仔細品一口蜂

蜜，是多麼甜蜜。

我的故鄉陝南秦巴山區的茶裡村，鄉

親們早有養蜂愛好，尤其是一代代傳承下

來的養蜂人，懂養蜂，這是必須的。蜜蜂

釀造的甜蜜融合著親情友情，待客喝蜂糖

水成為茶裡村人家的禮儀風尚。

原來的鄉下生活條件差，我記得早年

間，村裡的鄉親們喝大碗蜂糖水，後來興

起搪瓷缸蜜，有的直接放到逢年過節用來

加工配製藝麻糖、米花糖還有做糍粑取代

蔗糖。麥收時節，有的用做飯的鐵鍋燒水

加上蜂蜜，盛進容器帶到田間地頭上。後

來條件好了，喝蜂糖水也講究起來，好多

人家用上當年比較時尚陶制的「泥巴壺」

燒水泡蜂蜜。

早年間，泥巴壺是茶裡村的一種燒水

工具，如今基本見不到了。它全身都是泥

巴做好後放進土窯燒製的。大多數平底，

壺的主體是圓柱形，壺的一邊是壺嘴，另

一邊是壺把。多數使用木炭，也可土灶

爐填上木柴、樹根、樹枝或莊稼秸稈作燃
料，點上火從壺底部燒，一會就能聽到泥
巴壺裡水的響聲和沸騰聲。水燒開後，先
倒掉壺嘴有飛塵的那截水，再倒入放好蜂
蜜的容器，幾分鐘內，就能聞出撲鼻的蜜
香。

今年「五一」假期，我和縣文聯組織
的采風到茶裡村。天剛濛濛亮，院子裡大
公雞的啼鳴聲、呱嗒呱嗒的風箱聲和泥巴
壺裡木柴燃燒的辟里啪啦聲，就把我吵醒

了。我趕忙起床，只見一位92歲姓王的大

爺正坐在木墩子上，用斧頭劈一根老槐木

往放有一個泥巴壺的土灶裡填，如今鄉親

們家裡條件好了，很多村民都用插電的壺

燒水，而他家的泥巴壺或許是唯一保留下

來的。王大爺用泥巴壺燒水泡蜂蜜。他兒

子剛擔回兩桶茶裡山間清冽的泉水，在洗

刷土巴碗和裝蜂糖水的容器。大媽則在忙

著做早飯。

「這是我們茶裡村剛出的蜂蜜，嘗

嘗吧。」王大爺遞給我一個現在不容易見

到的土巴碗，碗裡裝著剛沖好蜂糖水，我

小心翼翼接過來，還沒喝，一股淡淡的蜜

香撲面而來。我按長輩示範的規矩，開始

品嚐體驗。待蜂蜜在碗裡搖晃了幾分鐘，

然後用蜻蜓點水的方式先用舌尖「添一

下」，碗裡的蜂糖水漫過高溫就好。那蜂

糖水紅黃明亮，清香誘人，王大爺又遞給

剛進門歌唱的特別好的何大姐一碗。何大

姐高興地喝了一口，燙得一激靈。我被嚇

了一跳，何大姐仍然直誇：「好蜂蜜，好

喝。」然後他依次給采風一行人每人倒了

一碗。習慣「粗茶淡飯」的人家，小院裡

立刻蜜香縈繞，歡聲笑語。這一壺蜂糖水

的甜蜜，把這個茶裡村的早晨泡得暖意融

融。采風的一行人一邊喝著甜蜜的蜂糖

水，一邊聽王大爺講著茶裡村文化歷史。

據說早些年，茶裡村的韓氏祖先是從安徽

遷徙到茶裡，以一擔茶葉承包下茶裡以及

周邊的村落，從而在茶裡繁衍生息，一輩

輩祖先的辛苦經營，締造了韓家瓦屋的傳

奇和院落後山脊一條深深的痕跡；直到如

今的時代變遷，韓氏的沒落，馮氏和沈氏

的興起，其中爺叔兩代人的故事，涉及面

廣，因社會變革，人世更迭等細節以無從

追溯，兩代人的故事，有很大的挖掘空

間，可問老輩：91歲高齡的韓久福，85歲

的韓仁地訪談，其韓家瓦屋至今還有一間

土屋保留。聽到這時，我心想，92歲的王

大爺看上去還是這精神頭，毫無疑問是與

蜂蜜有關......

王大爺還說：「茶裡村另有路家河在

改革開放初期，為蓄水，防澇，修建的水

庫，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歲月的洗禮，蔚然

大觀，水壩現完好保存。自然風景山巒重

疊，水流盤曲，位于上頭屋千年古樹，自

成古風，每每經過此處，無不拍手驚絕，

樹粗5人環抱有餘，樹葉四季長青，樹下

清幽寂靜，林間鳥語環抱，另位于馮家院

子變的橡樹故樹也有百年樹齡，因位于

半山腰間，每當月明星稀，古樹在月色的

背景下，煞似一位老者默默守護著這深深

不息的茶裡；位于路家河邊竹林高聳；進

村公路九里十八彎，沿途自然風景多變，

樸實無華；連陰雨天氣，從在彎飛流直下

的瀑布，便是在這眾多風景裡最驚艷的一

絕。」

采風一行人聽到、看到如今的茶裡，

春夏四季，茶裡溝四季分明，變化絢麗，

春有綠野仙蹤，夏有溪水綿延，秋有楓林

如火，翠綠長青，顏色五彩繽紛，冬有白

雪皚皚，炊煙裊繞......這裡的氣候、土壤等

自然條件適合養蜂，茶裡的整個山村都震

顫著嗡嗡嗡的甜蜜。這些年，人們生活品

位提高，喝蜂蜜越來越講究。養蜂、賣蜜

成為茶裡村父老鄉親的重要營生。村四周

全是鬱鬱蔥蔥、生機勃勃的蜂場。邁出王

大爺家門就能看到翠綠養眼的滿山野花。

初春時節，油菜花以及山上的野花都以最

美的姿態綻放著.....

無論回到故鄉還是身在外地，不管是

忙于工作還是閒讀寫作，茶裡的鄉親們都

養成每天都喝地道家鄉蜂糖水的習慣。每

天清晨，迎著第一縷陽光，喝一碗故鄉的

蜂糖水。

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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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莊碧珠
（晉江沙塘）

逝世於六月二十一日
停柩於家鄉沙塘區洋厝角落源發祖厝
出殯於六月二十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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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祥捐中國商會
武六干分會籌備會

菲律濱中國商會武六干省分會籌備會
訊：本分會籌備會李執行副會長建祥先生令
萱堂--李府李夫人諡小茹（石獅市五星鳳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十五分，
壽終內寢，享壽六十齡。寶婺星沈，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
哀榮。李執行副會長建祥先生孝思純篤，哀
痛越恆，秉承令萱堂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
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拾萬
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守財捐
永寧鎮聯鄉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
會參議委員王守財鄉賢令尊王諮詢委員志炳
老伯父，不幸于前月壽終于紅衣主教醫療中
心，享壽積閏壹佰晉一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其哀榮。其哲嗣繼承令尊遺志，樂善好施
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
捐菲幣參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吳天相家屬捐梅林同鄉會
旅菲梅林同鄉會訊：本會吳常務理事天

相老先生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逝世，享

壽八十有三高齡，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巴
示殯儀館樓下二號靈堂。于六月十九日上午
出殯，安葬于甲美地垊里拉紀念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

吳常務理事天相老先生生前樂善好施，
對本會關心貢獻良多，其家屬守制期間不忘
關心公益，特捐菲幣五萬元，充作本會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堪稱讚頌，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高聰猛捐獻
菲渤海高氏總會福利
菲律濱渤海高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工商

主任高聰猛宗先生令尊高武坎宗長（原籍福
建石獅永寧），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五
日晚九時廿六分，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六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極盡哀榮。其哲嗣高聰猛宗先生善
繼先尊樂善好施之美德，，於守制之期，仍
不忘宗族福利，特別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壹
萬元正，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慶餘捐瑤里同鄉會福利
旅菲瑤里同鄉會訊：本會蔡監事長慶

餘鄉賢令先尊蔡連洗老先生，慟於二○二二
年三月十日壽終於香港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老成凋謝，軫悼
同深。於五月二十一日出殯火化於香港哥連
臣角火葬場。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蔡連洗鄉賢生前熱心公益事業，好施樂
善，其哲嗣慶餘鄉賢孝思純篤，秉承先尊的
優良家風，守制期間，不忘公益善舉，特獻
捐本會伍萬元充作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
堪欽式，謹藉報端，並申謝忱。

王守財捐洪門秉公社福利
菲律賓洪門秉公社訊：本社理事王守財

大哥令尊王志炳老伯父，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十三分，壽終於紅衣
主教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壹高齡。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王志炳老伯父一生熱心公益事業，樂善
好施，助人無數。其哲嗣王守財大哥孝思純
篤，秉承令先尊的優良家風，守制期間，不
忘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社福
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式，謹籍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許淑璇捐
消防隊員聯合總會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訊：本會消防員
洪賓甫，不幸于六月二日病世。英年早逝，
軫悼同深。洪賓甫生前滅火救災，衝鋒在
先，令人懷念。本會聞耗，函電慰問其母親
及家人，望節哀順變。

令堂洪許淑璇女士，熱心消防，雖失子
之痛，仍不忘公益，特捐本會公益菲幣一萬
元。仁風善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表揚，
並申謝忱。

王守財捐福利
嗎加智菲華商會訊：本會財政主任王守

財先生令尊,亦即顧問王志炳老先生,不幸于二
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十三分壽終
于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積潤壹百晉一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王財政主任守財先生事親
至孝，秉承令先嚴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
之遺志，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獻菲幣
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嗎加智菲華雜貨商聯合會訊：本會秘書
長王守財先生令尊王志炳老先生,不幸于二零
二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時十三分壽終于
紅衣主教醫療中心， 享壽積潤壹百晉一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王秘書長守財先生事親至孝，秉承令
先嚴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遺志，守制
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獻菲幣三萬元充作本
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劇昆玉丁母憂
菲華同仁聯誼會訊：驚悉本會同仁吳祚

據暨鄉親吳祚恭，美珠，美華，美黎賢昆玉
令萱堂吳府王嫦姑太夫人不幸于公元鵝2022
年6月20日下午1時06分壽終內寢于家鄉祖
宅。享壽85高齡。慈竹風淒，哀悼同深，擇
訂6月25日（星期六）上午舉行拜祭辭靈出殯
火化于怡東萬寶山莊火化堂。

王遠東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本會

王基金主任遠東學長令慈、王慶典主任美雅
學姐令家姑王衙庄碧珠太夫人（新塘街道沙
塘社區），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農歷五月廿三）上午十一點十二分逝世於
故里，享壽九十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沙塘社區洋厝角源發祖
厝，擇訂六月二十五日（農歷五月廿七）上
午舉行出殯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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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士力逝世
佳勤軸店訊：故僑商洪于挖（志勇）

老先生令幼郎洪士力FELIPE ANGELES先生
（祖籍福建晉江英林鈔井）係僑商洪明澤先
生令尊翁，洪許美珊女士令夫君，不幸於公
元二○二二年六月二十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
逝世於崇仰醫院，享壽六十一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五靈堂205 ANGELICA 
SANCTUARIUM，擇訂六月廿五日（星期
六）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天人樂聖堂。

王遠東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

/總商會訊：本會理事王遠東鄉賢令慈王府莊
碧珠太夫人，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一
日上午十一時十二分逝世於故里，享壽九十
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
家鄉沙塘社區洋厝角落源發祖厝。擇訂於六
月二十五日（農曆五月廿七日）上午舉行出
殯儀式。

本會聞耗，全體鄉賢深表悼念，對其家
屬表示深切的慰問，本會及理事長向其敬獻
花圈，藉表哀思，而盡鄉誼。

王遠東志鵬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沙塘同鄉會訊：本會秘書

長王遠東、康樂主任志鵬鄉賢令慈，俊男令
祖慈，也即美雅令家姑，王衙莊碧珠太夫人
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廿一日（農曆五月廿
三）上午十一點十二分逝世於故里，享壽
九十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
靈於家鄉沙塘區洋厝角落源發祖厝，擇訂於
六月廿五日（農曆五月廿七日）上午舉行出
殯儀式。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