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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咖啡
 陳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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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挑選
                 一次次
                 耐心研磨
                 說不清是成熟
                 亦或是寂寞

                 那酒精燈上
                 跳動的藍色焰火
                 閃爍著
                 有深情的眼眸
                 也有低頭的溫柔

                 玻璃器皿裡
                 不斷沸騰的水蒸氣
                 抬頭看   
                 像極了生活中
                 緊張而又急促的呼吸

                 經紗網
                 過濾的殘渣
                 幾番苦苦掙扎
                 輕輕攪拌間
                 寫滿人世的浮華

                 待沁人肺腑的香醇
                 最終溢滿了
                 馬克瓷杯
                 再用敏感入微的觸鬚
                 去細品個中成長的滋味

                 絲絲縷縷   
                 若即若離
                 帶著窩心的苦澀
                 一半靜靜
                 融入夜色
                 一半悄悄
                 跌落心河

夏天來了
東樓唱

風雨送春歸，轉瞬悄然立夏。我對節
氣的理解最早來自童年，我的童年是捧在外
婆的手心裡的，雖值饑荒年代，但無憂無慮
的快樂無倫與比。二十四節氣中的立夏是我
最喜歡的，它是我們當地習俗中三個與美食
有關的節氣之一，立夏這天，外婆總要為我
們炒一種當地叫「豬羊狗馬」的美食，那種
原香我還記憶猶新。農村的秤主要用來秤糧
食和年豬的，可這一天清一色的用來秤人，
我和小夥伴們手抓大秤鉤，引體向上，常常
在一片歡笑聲中忘記了自己有幾斤幾兩。最
有趣的是從這天開始「嘰嘰喳喳的童年/撲
扇著翅膀/游進了/家鄉的那條小河」——從
此可與小夥伴們一起下水捕魚了！每臨夏

天鄰村兒童玩水發生意外的事情很多，外婆
在池塘邊夠不著我們，情急之下總是拿著一
根長竹竿來追趕，小夥伴們見狀就玩得更歡
了。每年夏天，村口的大塘就成了我們的秀
台，小夥伴們常常在塘邊高高的石板上跳
水，甚至倒翻觔斗。飽含革命英雄主義的情
結我，常常游到大池塘對面，迅速爬上那棵
十多米高的臨水的大柳樹，高呼：「打倒日
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
號縱身跳到水下。真的，村民們看到這架
勢，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狼牙山五壯士。
夏天給了我們金色的翅膀。經過幾十年，我
又回到故鄉，村口的大塘還在，只是小了，
外婆和大柳樹早已不見了，兒時的小夥伴不
全了，又缺牙了，這天正好立夏。

當然面對落花流水春已去，傷感也在
所難免，這猶如小時候村裡美麗姑娘出嫁的
場景。春姑娘夭夭嫁給了夏公子依依，換下

桃李錦緞，那些一往情深已隨風飄散，春歸
何所恨？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不只是綻放
的鮮花才叫幸福，也許出嫁是春的最好歸
宿。揮淚告別那些孕育生命果實綻放的奼紫
嫣紅，風中一樹婆娑是夏的最美，從春天走
向枝繁葉茂的五月，青春不再是個謎。在葉
子的誦經聲中，桃花杏花梨花那些皈依的落
花禪坐成一枚枚青果，頂著露珠和絨毛，在
五月風致的歡迎辭裡搖頭晃腦。我更傾向樹
旁一株翠竹，以更高的枝節觸摸天空擁抱勃
勃生機。

原味的生活就是遇見和離別，經歷和
期待，結束便是開始，轉身便是新的生活。
立夏，生機勃發，那麼多新嫩欣欣然享受，
那麼多幸福又何須隱藏，萬物和生靈釋放被
禁錮的腳步，沒什麼能夠攔住荷葉青青，蛙
叫蟬鳴，我們也沒有理由不循著鳥鳴尋找遍
地葳蕤的詞語，唱出內心蓬勃的歌。

麥香濃郁的曲連饃
白來勤

在關中平農村，一般在麥收後，舅家就開始給外甥送曲連
饃。所謂曲連饃，就是圓環形燒餅，餅面上會做出各種寓意吉
祥美好的花紋、圖案及動植物造型，意在祝願孩子長大後生活
美滿。外甥滿月女兒必須在娘家「離窩窩」，臨別時舅家要給
滿月的外甥做一大一小的曲連饃，大的直徑約一尺五寸，能讓
外甥從曲連中鑽過，寓意平安度過一生成長中的難關。小的曲
連饃可套住外甥的脖頸，意為把外甥拴住，使其一生中無病無
災，健康成長。套娃娃儀式上，大人們要讓滿月的孩子從饃中
間鑽過去，意在祝願孩子平安渡過成長中的難關，順利成長。
以後每年農曆五月，舅家要給外甥送曲連饃直到十二歲。

民謠曰：「麥場卸撥枷，娘去看冤家。」所說的娘去看
冤家，就是外婆給外孫送曲連饃。不過這時的曲連饃不是一大
一小，而是二十個如同老碗口大小一樣的曲連饃，其中有十個
有左右的花饃、十個左右的圓餅，餅中有時填以油餡兒或糖
餡兒。據說，以前給男孩送的曲連饃中間不挖圓孔，給女孩
送的曲連饃中間要挖圓孔。後來演變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送
二十個曲連饃中，其中十個是圓環形的，十個是實心的。還
有一項規程就是不論幾個孩子，只送一份曲鏈饃，直到最小的
孩子滿十二週歲。曲鏈饃都是用上好的麥麵粉先將少量麵粉和
成酵面，待發酵後再加入剩餘的麵粉，加鹽、花椒葉末、鹼面
兒拌和，合面成團搋好。然後用擀面杖擀成圓形，做成薄厚適
當的各種動物或植物花卉、果實形狀，放在鏊鍋中烙炙，先猛
火烙皮，再文火烙炙半小時左右即成。在我認識的記憶中，花
饃的樣式主要有猴娃兒端燈、雀雀兒臥巢、鯉魚戲蓮、石榴開
嘴笑、蛋蛋兒籠提葡萄、豬兒拱槽沿、公雞報曉及其他生肖造
型等，但不論花饃的造型多麼豐富，其中必須有「韁繩」饃一
個，寓意將女兒家孩子的命「拴住」，不讓妖魔鬼怪們拉走。

曲連饃中的圓餅也很講究餅面上的圖案，多數是用瓦當作
模具在餅上拓按，瓦當上那些「長樂未央」「吉祥如意」「美
意延年」的美好寓意和良好祝福的字樣也就到了曲連饃上，隨

著曲連饃送到了女兒、外甥孫家裡、手上乃至口中。也有沒有
瓦當的人家，因陋就簡，用簸箕、草帽的花紋在餅面上拓按，
還有用木梳、頂針在餅面上刻畫拓按，總之以把這普通的圓餅
裝飾的極不普通為目的。

家鄉的父老鄉親烙曲連饃時，常常用麥秸作柴火，這樣火
的大小容易掌握。上等的曲鏈饃，表面黃而不焦，裡邊酥而不
粘。再加有茴香，花椒葉等調料，吃起來香醇可口，頗具煙火
氣。

送曲連饃這天，舅家人把曲連饃或放在一種叫馬蹄籠（俗
稱提煙籠）的竹籃中，上面蓋寬大的白羊肚手巾，再搭配上時
興的水果（如桃、杏、李）或黃瓜、西紅柿等，有的還給外孫
外孫女帶上五毒裹肚、五毒背心等夏季換洗的新衣服。五毒背
心五毒肚兜是是關中地區傳統的貼身服飾，人們用以驅瘟辟邪
是用紅、藍、黃、白、綠五色棉布剪裁、拼接而成。上面繡有
蟾蜍、蠍、蛇、蜈蚣、蜘蛛五種具有毒性的小動物圖案，色彩
鮮艷、栩栩如生。人們認為，穿上五毒背心、裹肚可以以毒攻
毒，百蟲不侵，辟邪消災。舅舅要給小外甥送有「五毒」圖案
的背心、肚兜，期盼孩子健康成長。

到了女兒家，女兒和外孫早在門口等候，熱情迎接招待，
外孫手套曲連饃，頭頂曲連饃，活蹦亂跳在院中或村頭銜尾，
吃著玩著。女兒家盛情款待娘家人，以示隆重。待送曲連饃的
娘家人走後，女兒的人家就將曲鏈饃掰成小塊分給左鄰右舍的
小孩們吃，以共享口福，沾沾福氣。所以每年這個時月，有外
孫、外甥的家庭就忙活開了，自認為手藝不強的人家還專門請
鄰家的能人專門來烙曲連饃，生怕自己做不好讓親戚家笑話。
不過現在好了，大街上就有專門經營曲連饃生意的門店，打個
電話還可送貨上門。也有蒸曲連饃的，更有以石子饃代替的，
但要說色香味美，還是烙的曲連饃具有煙火氣和人文底蘊，吃
起來如含英咀華滋味兒好。

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送曲連饃已有了新的變化。除了
把烙饃變為蒸饃外，人們還在饃的表面除了印上「長命富貴」
外，更多的印或寫上了「好好學習」「健康成長」等祝福和
鼓勵孩子的簡單話語，老一輩對下一代的殷切期望躍然「饃」
上，更增加了送曲連饃的積極意義和文化內涵。

僑中學院校友會舉行慶祝母校創建99週年暨新屆職員就職
中國大使館王悅參贊、商總副理事長陳俊禮致辭嘉勉祝賀
施梓雲呼籲校友團結服務母校奉獻愛心迎接母校百年華誕
僑中69-72級友會、59-62級友會捐獻母校教育貧寒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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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中國廈門、北京分會的校友

及市僑聯菲律賓歸僑聯誼會舉行聯誼活動。

（四）組織校友訪華團遊覽祖籍國風光文化

勝地，增進文化情感。（五）發揚愛心奉獻

精神，為菲律賓貧苦民眾舉辦義診和賑濟災

民活動。（六）舉辦「校友杯」籃球賽，發

揚體育精神。（七）關愛教職員工，為母

校全體教職員舉行每年一次的健康體檢。

（八）疫情期間，舉辦了「糖尿病」「疫

情對心理健康的影響」等醫學專題講座。

（九）籌備「僑中百年」校慶刊物、校史短

視頻及出版《僑友》刊物。（十）頒發「校

友獎學金及助學金」等等。梁淑美理事長最

後深情呼籲全體「僑中人」攜起手來，同心

同德，共同續寫母校僑中新的百年華章！

母校校董會董事長、監誓員黃瑞昭在慶

典會上也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首先衷

心祝願母校建校99週年華誕輝煌永繼，向新

屆校友會理事長施梓雲及全體職員表示熱烈

的祝賀！向歷屆理事長以及全體熱心校友的

辛勤付出和無私奉獻表示由衷的感謝！ 

黃瑞昭董事長由衷地說，母校創校99年

來，在教育的歷史長河中只是浪花一朵。 經

過歷代「僑中人」的努力，母校的硬體設

施、師資培養、中華文化素質教育及現代資

訊技術等都不斷發展壯大。中英教學品質不

斷提高，師資力量不斷壯大，教學設施不斷

完善。 黃董事長還滿懷深情地說，喜看今日

僑中校友在海內外奉獻才智，反哺家國，回

饋母校。 校友們的這種無私奉獻精神是母校

發展的資源。校友會是全體校友共同的家，

是校友與母校交流的平臺。

黃董事長最後滿懷深情呼籲，親愛的校

友們，明年就是母校的百年華誕。希望廣大

校友發揚光輝傳統，積極幫助母校各項教育

教學的進一步發展，回報母校，為母校添磚

加瓦！

母校校長黃琬蓉博士緊接著也深情致

辭。她首先代表母校僑中學院向出席慶典的

貴賓中國大使館王悅參贊兼總領事、商總副

理事長陳俊禮先生、嘉賓、校友表示最誠摯

的問候！ 同時，也向新屆校友會全體職員表

示最熱烈的祝賀！

黃校長高度讚揚母校僑中校友會是個歷

史悠久、組織龐大、貢獻巨大的校友組織。 

歷任校友會理事長承前啟後、砥礪奮進、嘔

心瀝血、勤懇工作，帶領全體校友為母校、

為社會、為國家以及菲中文化的弘揚和傳承

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她表示僑中校友會具有

以下幾個特點：（一）僑中校友會是一個有

高度責任感的組織。（二）僑中校友會是一

個楷模組織。（三）僑中校友會是一個積極

弘揚優秀中華文化交流的組織。（四）僑中

校友會高度融入到世界和居住國的各個發展

建設及貢獻。

黃校長還代表母校向長期以來情系母

校、為母校贏得榮光、做出貢獻的校友們表

示衷心的感謝！向關心僑中、給予僑中各個

時期幫助的中國駐菲大使館、菲華社會團體

和熱心人士表達由衷的敬意和謝意！她動情

地說，各位校友，我們即將迎來母校100週年

的華誕，那時，歡迎各位領導、校友們重返

學校，更是希望藉此凝聚各方力量，為母校

一百週年華誕再添榮光！ 

新任理事長施梓雲也發表激奮人心的致

辭。他說，今天是個特殊的好日子，我們共

同迎來了母校僑中學院建校99週年，也迎來

了校友會新屆理事會職員就職典禮。 首先謹

向母校致以真誠的祝福！ 恭祝母校年年桃

李，歲歲芬芳！ 

施理事長由衷地表示校友會是廣大校友

的大家庭; 是母校聯繫校友的紐帶; 也是校友

回饋母校，支持母校發展的橋樑。他說，僑

中校友會自創會以來，在歷任理事長的有力

領導下，全體校友團結一致，同心同德，輸

財出力，在母校發展的各個重要時期，做出

了有目共睹的貢獻。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母

校校友會承先啟後，呈現出今天團結向上，

煥發著勃勃生機的新氣象。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上一屆校友會理事長梁淑美學姐，為了校

友會的各項工作持續發展，四年來她嘔心瀝

血，勤勤懇懇，事無鉅細，務必親躬; 認真負

責，井然有序; 圓滿落實，建樹良多。向她表

示崇高的敬意！ 

施梓雲理事長還表示承蒙校友厚愛，推

舉為新屆校友會理事長。 深知這是榮譽，

更是責任。 他說，大家都知道，個人力量有

限，只有團結一致，集思廣益，才是成功的

保證。自當以歷任理事長為榜樣，盡心盡力

做好校友會工作，推動母校進一步發展。在

歷任理事會奠定的堅實基礎上，攜手各位校

友，再接再厲，繼往開來，推動母校在後疫

情時代邁上新的發展征程，樹立新的里程牌

而努力！

施理事長還高度讚揚了母校僑中具有

近百年深厚的菲中文化底蘊，尤其是在弘揚

和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方面，校董會、基金

會、校友會以及廣大熱心校友做出了積極的

努力和無私的奉獻！ 母校歷任校長、老師

春風化雨，默默耕耘，貢獻了他們的青春和

年華，值得大家的敬重！他同時肯定了母校

中、英、菲教學享譽菲島，是菲律賓華文教

育的一面旗幟。特別感謝中國各級僑務部

門、駐菲大使館、菲華僑團、社會熱心人士

對母校僑中學院發展的關懷。

施理事長表示新屆校友會將繼續在菲

中文化交流、發展華文教育、促進母校發展

等方面，積極推進各項工作的開展，再作貢

獻！

他定當與全體校友緊密團結在母校的周

圍，緊緊圍繞「服務母校、服務校友、奉獻

愛心」這一中心主題，積極推進僑中校友會

的建設和發展，力爭校友會的各項工作得到

長足的進步！ 

以飽滿的熱情、務實的作風，攜手廣大

校友，秉承僑中校友會宗旨，促進校友交流

互動，主動融入菲律賓經濟發展大局，努力

為母校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校友會雲端會議在各位領導、嘉賓的

熱情致辭中推向了高潮。

接下來，新任理事長施梓雲在典禮上捐

獻商總「華生流失金」予商總副理事長陳俊

禮代表接受。

母校僑中學院「69-72級友會」慷慨捐獻

母校教育基金會「教育助學金」一百萬菲幣; 

另外又捐獻母校100名「貧寒助學金」一百萬

菲幣。 

母校僑中學院「59-62級友會」樂捐母校

教育基金會「教育助學金」一百萬菲幣。 

校友會副理事長陳怡哲代表校友會致謝

詞。首先，他代表僑中校友會向中國駐菲律

賓特命全權大使黃溪連閣下惠贈僑中校友會

慶祝母校創建99週年暨2022-2024年度理事會

職員就職典禮特刊刊頭題詞表達最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謝！也代表校友會向出席今天

就職典禮的中國駐菲大使館參贊兼總領事王

悅閣下的蒞會致辭嘉勉、菲華商聯總會副理

事長陳俊禮先生的蒞會致辭表示最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謝！ 

同時，陳副理事長代表校友會向商總

各位領導、校董會諸位領導、校友會常務

顧問、諮詢委員、母校領導、師長、嘉賓、

校友們撥冗出席盛會，表達由衷的謝意！向

菲華社會各友好團體、教育機構、社會賢

達、熱心人士、親愛的校友、朋友們等惠贈

賀函、賀詞、賀電或登報祝賀表示萬分的謝

意！

陳副理事長還向為了慶典會的順利舉行

而熱心參與工作的人員致謝！特別是在疫情

期間的兩個月裡，刻苦訓練的僑中民樂團、

舞蹈隊、合唱團等校友們的辛勤付出致以衷

心的感謝！

最後，母校僑中學院校友為大會帶來

了精彩紛呈的餘興節目。民樂團演奏了經典

樂曲《採茶燈》、《同一首歌》、《花好月

圓》；校友舞蹈隊創新演繹舞蹈《阿杰魯、

太平僑中人》；合唱團的八位男聲合唱經典

歌曲《明天會更好》。慶祝母校創建99週年

暨新屆職員就職典禮大會在熱烈、溫馨、團

結的氛圍中圓滿落下了帷幕。

全體「僑中人」將不忘初心，牢記使

命，揚帆起航，共同開啟未來攜手發展母校

的新篇章！共迎母校僑中百年的輝煌華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