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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丟失在
驛路的歡聲笑語

皋利民
 
      在崇山峻嶺中
      我追隨一隻小小的蝴蝶
      飛上了高高的鳥道雄關
      尋找徐霞客的足跡
      尋找那只火鳳凰
      尋找丟失在驛路的歡聲笑語
 
      古道綿長
      耳邊傳來一串串叮咚的鈴聲
      五尺大道荊棘蔓延
      二十公分的馬蹄印獨自思考
      看不清顏面的烽火台
      像雲像霧又像煙
      鳥在天上鳴
      馬纓花在山裡開
      那個穿著蓑衣的牧羊人
      吹起葉子
      如訴如泣的音符飄進了誰的心坎
 
      其實500年前我就有個心願
      來世做個雲遊四方浪跡天涯的人
      我要告訴那只醉酒的蝴蝶
      忘了三生三世
      種上滿地梧桐
      種上十里桃花
      大塊朵頤彌久留香

夜歸兒
殷賢華

           匡地一聲夜幕落下
           殺氣騰騰的黑
           直撲雙眼

           我尖叫著打開手電筒
           漫天遍地的黑
           死傷過半

           剩下的一半
           若即若離，虎視眈眈

           我聽見遠處父親雄壯的呼喚
           將剩下的黑重重推開

           我笑了，我看見老家窗口的燈光
           正踏風而來

村巷納涼
孫邦明

流年歲月，鄉村的小巷，承載著童年美

好的盛夏時光。

夏日炎炎，風平樹靜，知了嘶鳴，無風

扇空調的歲月，涼爽從哪裡來？一柄磨舊的

芭蕉扇，一弄斑駁的小石巷，自力更生，自

然取材，便是舊時鄉村人納涼的好裝備好去

處。

村巷，一簾氤氳泥土氣息的熱鬧舞台。

當炊煙散盡，茶飯飄香之時，亦是勞作的鄉

人從田地歸來休憩的時刻。敞胸露背，或來

不及褪下褲腳，端一隻粗瓷藍邊的大碗，腋

下再夾一把鑲了布邊沾滿灰澤的芭蕉扇，找

一塊鵝黃色的空石落坐，邊大快朵頤，邊可

以海闊天空了。小巷沸騰起來。吃得滿頭大

汗，順拾身邊芭蕉扇，使勁地搖幾把，風呼

啦啦地猛吹，嘴裡自語，咋還沒風來呢。

夏天的風很頑皮，從遠方慢慢的來，

忽然湧進巷子，稱巷子風，快一陣的停一陣

的。人們凝固的表情一下子舒展開來，吃

得更起勁，聊得更開心，一丁點優越，他

們即可從心滿足。孩子開始羞澀，挨著自家

大人坐，耐不住性子，不一會端著飯碗亂跑

起來。看看他家的碗，跑跑你家的盤，看有

沒有比自家好吃的。都是鄉里鄉親，大人也

不反感，反倒是熱情客氣地招呼著。匱乏年

代，飯菜不奢侈，然是熱烈的噴香的；洗去

碗筷，返回巷子，搖著芭蕉扇和日頭一般有

氣無力地打著瞌睡，或找一塊農用的地膜、

硬紙盒攤開，光著背仰面而睡，不久鼾聲響

起，蟬鳴似乎是勞累農人入眠的奏鳴曲。午

休的村莊，蓄積著力量，好為下一場的土地

勞作儲備著體力。孩子們是沒心沒肺的，冒

著烈陽，捉鳥搗蟬捕魚蝦去了，晚飯時分才

能回到村巷，拐進籬笆院內。

盛夏納涼，從晌午始，蔓延至深夜。

蟬，開始嘶聲裂肺地放歌時，已有人在此搖

扇納涼了。太陽愈來愈烈，農人陸續地上

田、下山，戴草帽的、挽著褲腳的、扛農具

的，散發出濃濃的泥土氣息，一種好聞的泥

土芬芳。暮色落入小巷，「座談會」、「茶

話會」，漫遊在古往今來、神奇古怪之旅途

中。漆黑的夜晚，那些神秘古怪的「黑」故

事，總是讓我們孩童心裡忐忑，好奇又害

怕；月色朦朧，樹影屋影陸離，鄉村如被薄

棉蓋身，增添了幾分爽朗。月亮爬上樹頂，

有人家用涼床支起蚊帳來，躲進小巷的深色

之中。

村巷雖小，卻有不少好處。坐北朝南的

房子，東西兩片屋留下的狹長空間，總是很

難灑進陽光的，保持著比老屋陰涼的狀態。

有一絲絲的微風更好，裹進巷子，涼意會讓

辛勞的人們酣睡入眠，解困驅疲，假寐中還

得不時搖扇降暑。

舊年的村人就是這樣的避暑的。小巷很

老，兩邊是差不多高的土坯牆稻草頂的舊式

房子。巷子一米二寬的樣子，約定俗成，路

面是多是棕黃色的山石碼成，間雜平整的青

石和條石。村巷，其貌不揚，是人畜共用的

通道，卻是春夏秋冬村人的休閒場所，更是

盛夏酷暑的納涼「聖地」。

小巷，在歲月滄桑中慢慢老去，逝去原

有的模樣，然那些沉積下來的老磚、老瓦和

老槐樹，還有新生的茵茵的綠苔蘚，鮮活著

童年鄉村小巷的美好印記。

一聲蟬鳴夏日濃
陳希瑞

伴隨著第一聲蟬鳴，春天已經走遠，夏天帶著燦爛且熱烈的陽

光強勢登場。蟬雖小，卻有著大能量，一聲聲響徹晴空，就像透過

樹蔭灑在牆上地上斑駁跳動的陽光一般，讓人無法忽視，縱使相隔

多年也無法忘卻夏天特有的印記。

唐詩人虞世南一首《蟬》，短短四言，卻道出了優秀之人，憑

的是勤奮和努力，以及出眾的才華。「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

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蟬垂下像帽纓一樣的觸角，吸吮著

清澈甘甜的露水，響亮的聲音，從挺拔疏朗的梧桐樹枝間傳出。這

蟬聲的流傳不是因為風的緣故，而是因為蟬居的高。蟬不依賴于外

物，憑借自己的努力達到自己高遠的追求。

蟬鳴同樣引得大詩人白居易詩興大發，一首《六月三日夜聞

蟬》，描繪的惟妙惟肖，分外動人：「荷香清露墜，柳動好風生。 

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 乍聞愁北客，靜聽憶東京。 我有竹林

宅，別來蟬再鳴。 不知池上月，誰撥小船行。」蟬鳴聲響起，便知

道盛夏來臨了。蟬似乎永遠都不知道疲憊，它們聚集在街邊的柳樹

上、路旁的梧桐葉子裡，無論是午後還是夜晚，總是唱個不停。或

許曾抱怨過這份聒噪，但這卻是夏天裡不能割捨的回憶。

尋常的人們，只知道傾聽蟬的聲聲長鳴，領略夏日的幽情，只

知道把它當做一種美味來品嚐，又何嘗知曉蟬兒投胎的艱難、苦苦

拚搏的一生？

蟬是卵生動物，成蟲後在樹上活動，平時靠吸食樹的汁液存

活，雌雄兩性開始繁殖。蟬卵在樹枝內靠樹枝的汁液，一直會待到

初秋，發育而成的幼蟲出孔，被風吹落地面，便鑽入土中，靠植物

根系的汁液發育。而一旦遇上地面乾硬，則會面臨死亡威脅。秋去

冬來，寒來暑往，幼蟲會鑽入更深的土壤中熬過漫漫寒冬。來年開

春，它們鑽入淺層土壤中，吸食植物根部的汁液，繼續發育。

如此往復，在兩至五年的時間裡，它們經過4次蛻皮，終于得

以出土。在夏季雨後的傍晚，蟬兒出土了，憑著本能，找到大樹，

開始攀爬，爬到離地面有段距離，會慢慢蛻去最後一次皮。土裡土

外，前後需要經過5次蛻皮，從而完成華麗的蛻變。「四年黑暗中

的苦工，一個月陽光下的歡樂，這就是蟬的生活」。哦，一隻蟬兒

從卵到成蟲，要經歷怎樣漫長的黑暗與等待，才換來一朝的嘶鳴得

意……

我19歲那年，高考落榜，天塌地陷，茫然地走出家門，越過

一片片莊稼地，來到高大的井塔邊。那是工人們進行石油勘探的工

地，碰巧今天歇班休息。我鼓足勇氣，沿著井塔，拾級而上，竟然

到達了頂點。在五、六十米的高空，我頓感到頭重腳輕。望著遼遠

的曠野，煙雨迷濛中，滿眼儘是一片莊稼的滾滾綠海，連村莊都掩

映在綠海裡了。待我一步步走下井塔，當我看到成群成群的野雀低

低地飛過大片大片的玉米地、棉花地和花生地；聽到老牛發出一聲

悠長的哞叫，聽到喜鵲在樹林裡咯咯叫著，蟬兒在樹葉里長吟......在

這如夢似幻的場景中，我心頭一熱，感到渾身熱乎乎的，似有所

悟，彷彿蟬兒的蛻變。

人生苦短，猶如蟬鳴，比如朝露，何其短暫，比如菊花與秋天

的相約，比如雪花與冬天的相約，比如鳴蟬與夏天相約，一個季節

裡的蟬鳴彷彿是一次生命的絕唱，就該好好珍惜，好好活出自己的

光彩才是。

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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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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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偉順（晉江安海型厝）

逝世於六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3-
CALADIUM）靈堂。
出殯於六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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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均捐校友會福利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濱校友會訊： 本會

陳職介主任益均學長賢昆玉令尊，陳府錡印
先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下午九時
三十分辭世，享年六十有八齡。雁行失序，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
車。

益均學長，幼承庭訓，秉承先人風範，
熱心公益。

今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本會發展，特捐
菲幣二萬元，充作福利金之用途。似此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顏偉順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顏清水令三男，顏偉

順先生（原籍晉江安海型厝）不幸於二○
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壽終正寢，
享壽七十二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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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
擇訂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出殯
安葬於LOYOLA MEMORIAL PARK。

旅菲英崙同鄉會即日起開始 
接受鄉僑子女獎學金之申請

一至二零二二學年度本鄉優秀生獎學金。凡
本會鄉僑子女，就讀於本埠各大、中、小學
及幼稚園，中、英文年度學業成績總平均列
首、二、三名者，均可到會申請獎勵。
　　本會優秀生獎學金之申請自即日起開
始，暫訂於新曆七月底截止。至希本會有關
鄉僑或貴子女等，帶備該生之學業成績表或

相關之獎狀、證明書等影印本各一份，於辦
公時間內向本會秘書處登記申請。
　　本會秘書處聯絡人：洪文啟，電話：
7509-3840，8254-8466手機：0917-2433789, 
0933-4667303。
辦公地址: Rm. 406, 1322 Jose Abad Santos 
Avenue, Tondo, Manila。

葉啟明榮膺中正學院校長 校聯同仁踴躍出席就職禮
菲華校聯訊:六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菲

律濱中正學院在中正思源體育館隆重舉行了
第九任校長葉啟明校長的授職儀式。

中正學院名譽董事長陳著遠先生和章肇
寧先生共同主持了本次宣誓儀式，執行副董
事長陳義維先生代表中正董事會致詞。

校聯常務理事僑中學院黃琬蓉校長、百
閣公民學校林文誠校長、計順菲華中學李淑
慧校長、嘉南中學陳惠玲校長、校聯秘書長
靈惠學院楊振炎主任、天主教崇德學校李美
神父以及校聯財政唐里沓校長代表校聯出席
了本次授職儀式。

葉啟明校長在宣誓後致辭：「我感到
非常榮幸和自豪，接受挑戰，在未來的三
年，擔任華社著名教育機構——我們敬愛的
母校中正學院的一校之長。過去兩年，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大流行，確實充滿
了挑戰。但在我的好朋友，也就是即將離任
的校長曾煥賢律師的領導下，中正學院擋住
了風雨，熬過了最艱難的時刻。為此，請允
許我代表我們全校教職員向他表達衷心的感
謝，感謝他兩年來不辭辛勞，全力以赴地付
出。随着現在生活已漸漸恢復到新常熊，教
學也開始回歸到面對面和混合模式，但中正
學院的首要使命始終不變——那就是追求卓
越，為我們的學生提供最優質的英文和中文
教育，一方面也確保他們的安全，因為疫情

仍未結束。作為新任校長，展望未來，我還
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們南富美校區將於二
零二四年開始運營，將我們中正的優質教育
帶到大岷區南部和呂宋島南部的社區。在接
下來的兩年里，我們希望能夠完成大學部和
研究所的優等學府二級評鑑，同時我們也將
提供哲學教育博士和工商管理博士課程，完
成從幼兒園到博士研究生的一條龍式完整課
程。

希望在未來三年內，我能着手進行這些
工作。但是如果沒有所有的同行和同事的協
助和支持，我一個人是完成不了這一切的，
我懇切希望中正大家庭的每個人都與我一起
努力，實現卓越教育的共同使命。從長遠來
看，我們學校的高層管理會MANCOM和主要
行政部門正在努力實現學校行政的連續性，
為我信的繼任者、下一代中正教育工作者和
行政人員做好準備，他們將在運營的不同方
面擔任關鍵職位。"

葉啟明校長，歷任中正學院副校長(負
責對外聯系和校友事務)、訓導主任、行政主
任、注冊主任、學生事務主任、總務主任助
理、大學部會計課程聯系人、童軍中心聯系
人等等，行政經驗豐富。此外，他目前擔任
「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常務理事、「菲
華體育總會」及「南陽葉氏宗親總會」理
事。

除了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外，
他對發展中正學院童軍事務亦不
遺余力。他曾擔任「菲律濱童軍
總會」的首席指導員和「菲華童
軍會」主任。

在過去四十年，他帶領「菲
律濱童軍隊」參加了20余次國際
童軍集會及大露營，並四次代表
菲律濱參加在泰國、英國、瑞典
和美國舉行的世界童軍大露營。
由於他對童軍活動的突出表現。
1997年「菲律濱童軍總會」頒授
他「菲律濱十大傑出童軍隊長」
稱號，2021年頒授他最高的成人
領 導 獎 「 金 水 牛 獎 」 。 此 外 ，
1999年「菲律濱內政及地方政府部」以及
「菲律濱國家志願服務協調機構」也頒授他
「志願服務傑出成就獎」，表彰他對社區和
國家的貢獻。在他的指導下，中正學院不僅
在菲律濱，也在整個亞太地區成為童軍運動
領域公認的典範。

他深信「一個學習者必須要全面發展」
及「敏銳的頭腦和強壯的身體，可以使我
們中正人成為社會有生產能力和有用的成
員。」他是前亞洲柔術大師，前年由國際巴
西柔術聯盟會提升為紫色腰帶。2019年，獲
選為國際名牌随時健身室(AnytimeFitness)的菲

律濱數字大使。2020年，參加「斯巴達Sparta
國際競賽」——虛擬戰鬥模式2.0，完成短
跑、超級及野獸比賽，名列亞洲選手第一，
榮獲斯巴達的三連勝楔形獎牌；2021年參加
「斯巴達全國大賽」障礙賽跑，表現非常出
色，在年齡五十歲以上分組獲得冠軍。

葉啟明校長服務中正學院三十二年，對
中正學院各種情况十分熟悉，處事幹練，相
信他一定能為中正學院的發展再創輝煌。

葉啟明校長執掌中正學院，實乃眾望所
歸。校聯全體同仁借諸報端熱烈恭賀葉啟明
先生榮任中正學院第九任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