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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的時光
夏天

拾起千年泥土，留下無人知曉的記
憶。

時光流淌，春光還在，青春早已迷
失了方向，或許還在森林深處徘徊。

世間有時會無風，有時也會無情，
喜怨兩茫茫，四季依然輪迴。

清純的土地，早已泛青的田野依會
週而復始，都會記錄在案。

關于年華，關于時光歲月，關于煤
油燈下，母親的教誨，念念不忘。

好想去追尋逝去的光陰，哪怕一
點點美好的故事，哪怕是一絲絲昨日黃
花。

如今的鄉村總在裝修中前行，只會
越來越美，只會越來越好。

柳絮已在這個季節開始飛揚，身不
由己。

流淌的時光，有你，也有我。
落下，又飄走。

生活短章
裴東昇

空房
門前，有一所空房子。

原 先 ， 這 所 房 子 裏 充 滿 了 溫 暖 和 歡

笑。有一天，主人悄然走了，攜去一家老

小，也攜去一屋子的溫暖與歡笑，房子裏一

下就變得冷清和空落起來。當初主人做房子

時，可能不會想到，有一天他會違背自己的

初衷從房子裏出走。現在，他們卻走了，為

著某種未可知的欲求，他們走了。在不知名

的遠方，他們又將泊進另一所空房子。那所

空房子的主人想必也是以此為起點，走向茫

茫的塵世，尋找另一所空房子……

幾 天 前 ， 門 前 的 空 房 子 有 了 新 的 主

人。新主人看好了這裏的水源，來搞水產養

殖。他們把家搬來了，房子裏重又盈滿了溫

暖與歡笑；那溫暖與歡笑自然是從另一所房

子裏隨身帶來的。

視線
早上上街，兒子跑在前面，我走在中

間，媽媽跟在後面。

我是帶兒子去買靴子的。媽媽說她到

街上買點東西,我們就一起去了。

一下車，我們徑直走進一家鞋店。買

好靴子，我想再給兒子買一雙保暖鞋。天

冷，儘量讓小傢伙穿得暖和些。我們挨個兒

走進幾家鞋店，也沒有買到兒子喜歡的保暖

鞋。小東西，人不大卻挑剔得很。

不一會兒，媽媽忽然對我說，你買雙

襪子，你看你，腳後跟都露出來了。我扭

頭，抬抬左腳，又抬抬右腳，一看，可真是

的呢！

在一個地攤上，兒子終于看到了他喜

愛的保暖鞋，立馬拿在手裏，我們都笑了。

隨後我便去郵局辦點事，等我回到停車點，

媽媽拿著新買的襪子對我說，喏，給你買

的，兩雙。

下 車 時 ， 兒 子 跑 在 前 面 ， 我 走 在 中

間，媽媽跟在後面。

稱心
母親有一桿自己的小秤。

家居鄉里，每天,一些賣魚賣蝦的、賣

桃賣梨的總是絡繹不絕。母親每買回一樣東

西，總要及時用她的小秤較一較。每每于

此，我就犯嘀咕：東西都拿回家了，稱又管

什麼用？母親卻不以為然：「我約一下，好

歹心裏總有個數吧。」果然，母親只是較較

秤而已，發現少了斤兩也從不追人家補數。

等下一次碰上原來的賣主時，母親就微笑著

提醒一句：「把秤稱准一點。」賣主會意，

遂知趣地笑笑。

鄉里鄉親，借入借出，母親總離不開

那桿小秤。借出時，母親就先約約，夠上數

時，總要添上一點，生怕人家說她少了秤；

借入時，有時發現少了斤兩，母親也就那

麼自顧自地念叨一句：「怎麼連秤都稱不准

呢？！」

顯然，母親的小秤是沒什麼實際意義

的。但借出借入、或買或賣，需要論斤掐兩

時，她總是習慣用小秤稱一稱，稱出別人，

也稱出自己。

哭嫁
女兒出嫁那天，母親必須哭上一番，

這是鄉俗。

臨近嫁日的一個又一個夜裏，母親就

開始不斷地拾掇女兒的嫁妝，撿撿疊疊，數

數點點，又撿撿疊疊，數數點點……臨了，

便木然地坐到床沿上，怔怔地瞅著入眠的女

兒，心裏就生出幾許不捨與惦念。

時不時地，一滴滴冰涼的淚珠就滴落

在母親爬滿艱辛的手背上。

嫁期終于到了！母親一下子就變得慌

亂起來。對親友們熱情的道賀，母親哪裡顧

得上說什麼，只是不知所措地點點頭，一點

頭便一串眼淚；偶爾，母親也儘量擠出點笑

容，可是一抹頭，又是一串眼淚！

迎親的人們湧到門外，母親的淚水就

隨鞭炮聲奪眶而出，頓時，歡悅的鼓樂與揪

心的慟哭就匯成一曲或悲或喜的嫁曲。

母親邊哭邊訴。那飽含母愛的淚珠，

分明是要數盡女兒所有的辛勞和規順；那抑

揚有致的聲調，像是在吟誦一篇關于女兒成

長的美文。哭到動情之處，亦能叫在場觀熱

鬧的七娘八嬸們淚水漣漣。

現 在 ， 哭 嫁 已 多 是 流 于 形 式 了 。 不

過，人們依然篤信「越哭越發」，「不哭不

發」，母親的淚水流得越多，哭聲越是震天

動地，女兒往後的生活也就越幸福、越美

滿！

青椒炒雞蛋裡的秘密
吳娜

小時候，我跟著外婆,日子過得很拮据，家裡餐桌上一年到頭

能見的大多數吃食，就是自家菜園裡種的蔬菜瓜果，雞鴨魚肉啥的

只有逢年過節時才能有幸被端上桌。

那時我為瞭解饞，就想方設法地製造「嘉獎日」，比如考個年

級第一、捧個「三好學生」獎狀……每逢這時，外婆雖然不會燒雞

殺魚，但她會從堂屋掛著的那個竹籃裡，摸個粉白的雞蛋出來。我

知道她又要我給做最愛吃的青椒炒雞蛋了。

外婆把那枚雞蛋打進切碎的青椒裡，細細攪拌好，便催我去餐

桌旁等著，不多時，她就會端來一大盆金黃帶綠的青椒炒雞蛋。我

吃上一口，又焦又辣又香，真是美味呀，這麼一大盆夠我吃上一天

呢。

有一次，同桌婷婷邀請我去她家玩，臨走時，她媽媽——劉

姨，非要留我吃飯，我本來拒絕的，可是婷婷卻嚷著讓她媽媽趕緊

做我最愛吃的青椒炒雞蛋。

我不可思議地看著劉姨「豪氣」地拿出了五枚雞蛋，最終對炒

雞蛋的渴望，讓我留了下來。

劉姨端了一盤炒雞蛋上桌，菜色比外婆做的要淡得多，不是金

黃，而是嫩嫩的黃。我嘗了一口，雖然不似外婆做得焦，卻格外得

香。劉姨不停給我夾菜，我想著五枚雞蛋一定炒了一大鍋，吃這一

盤也不妨事，便毫無顧忌地大快朵頤起來。

很快一盤進了我的肚子，劉姨看我吃得意猶未盡，突然滿懷歉

意地說：「早知道你這麼喜歡吃，阿姨應該再打五個雞蛋，炒兩盤

的。」

「啊！五個雞蛋就炒一盤嗎？」我嚇了一跳，劉姨顯然也被我

的話，嚇了一跳。我告訴她，外婆用一個雞蛋就能做出一大盆的事

兒。

劉姨聽了我的解釋，像忽然明白過來似的告訴我，肯定是因為

她不會選雞蛋，從集市上買了個頭最小的，而我家是外婆自己養的

雞下的蛋，想必是雞蛋裡的最優品，又大又好吃。

聽了她的話兒，我頓時覺得自豪起來。的確，外婆每天會把家

裡蘆花雞下的蛋，小心翼翼地裝進竹籃裡掛在堂屋，隔段時間就拎

到街市上賣掉，然後給我買文具、交學費、裁新衣……外婆能用雞

蛋換來這麼多錢，肯定是因為我家雞蛋最好唄。

我怕劉姨再上當，告訴她，以後可以到我家買雞蛋。她笑呵呵

地答應了，還說了一些感謝的話。我的心裡像吃了蜜一樣甜。

我飛奔著回家，告訴了外婆，開始她的臉上有些擔心，當聽我

說劉姨誇我家雞蛋最好時，她才舒了一口氣，可是聽到劉姨要買我

家雞蛋，她又突然緊張了起來。不過，在我的軟磨硬泡下，第二天

外婆還是給我包了十個雞蛋，讓我帶到學校給婷婷。

果然，下午一上學，婷婷就給了我幾塊錢，還說她媽媽直誇我

家的雞蛋好，以後可以長期購買，想著我的好朋友也能像我一樣，

吃上那麼好吃的炒雞蛋，我就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多麼偉大的事！

此後，劉姨真的一直從我家買雞蛋，而我一邊努力學習，吃著

外婆作為獎勵的青椒炒雞蛋，一邊靠著外婆賣雞蛋的收入，讀完了

小學。

隨著年齡漸長，我終于知道外婆之所以能用一個雞蛋做出一大

盆美食，是因為她在做這道菜時摻了大量麵粉的緣故。我一直吃的

是「青椒炒麵」，根本不是純粹的「炒雞蛋」。很感謝外婆在生活

如此拮据的情況下，仍然想盡法子做美味，讓我對生活一直充滿了

期盼，更感謝劉姨不僅沒有點破「炒雞蛋」的秘密，還用善意的謊

言和行動，維護了一個小孩子的幸福感……

如今日子好過了，雞蛋可以變著花樣吃，想吃多少也隨意，卻

再也吃不出童年時那種滿滿的幸福味道了。

大灣區文學徵文大獎賽
歡迎菲華文學愛好者參加

 菲律賓華文作家協會訊：隨著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
家的重點戰略，大灣區「9+2」城市之間的經濟、社會、文化
人員交流越加頻繁，大灣區文化概念油然而生。香港作家聯
會鑒于香港過去較多從大灣區的經濟著手，較少考慮文化大
灣區的建構，後者也是國策之重，開闢大灣區文藝園地及舉
辦文化大灣區活動，整合大灣區文化，意義深遠。值茲香港
回歸二十五週年紀念，推出「明月灣區」文藝園地，並舉辦
「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忝為「文藝大灣區」鳴鑼開道，把
香港文藝創作活動融入「文化大灣區」大格局中，開拓更廣
闊的視野，意義非凡！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承辦機構：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
合辦機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香港都會大學、香

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
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
際學院、澳門大學、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廣東省作家協會、深圳作家協
會、珠海作家協會、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紫荊雜誌》、《香港文學》

比賽細則：
一、題材：文化大灣區的故事
二、體裁：散文
三、字數：2000—3000字（標點符號計算在內）
四、徵稿日期：2022年7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截止日期：2022年12月31日下午六時正。逾期者恕

不處理。
   （如以郵寄方式提交，以郵戳為準）
五、參賽資格：年滿18歲或以上
   （主辦機構及合辦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得參與，以示公

允。)
六、結果公佈︰比賽結果將于2023年7月于香港書展期間

公佈並舉辦頒發獎項，得獎者將獲專函通知。  
參賽方法：
來稿請附上個人姓名、國家地區、位址、電話、任職機

構(如適用)或就讀學校，連同作品電郵至hkwriters381@yahoo.
com.hk或寄往大會秘書處：香港柴灣嘉業街12號百樂門大廈
1211室 (信封請註明「大灣區文學徵文獎」及參賽組別)，參
賽作品須以電腦列印本的方式提交，如以電腦檔案形式提
交，請以Word document形式存檔。

評審標準：
內容50%   表達能力30%，創意20%，(評審委員由海內

外名家、學者擔任。所有得獎者名次皆以評審團之決定為依
歸，參賽者不得異議。)

獎項：
一等獎(一名)：獎金港幣一萬元、獎座乙個。
二等獎(二名)：獎金港幣各五千元、獎座乙個。
三等獎(三名)：獎金港幣各三千元、獎座乙個。
優異獎(五名)：獎金港幣各二千元、證書乙張。
入圍獎(十名)：獎金港幣各一千元、證書乙張
注意事項：
作品必須于公佈比賽結果前未經公開發表，所有稿件一

概不予發還，請自行留底稿，接受影印稿件，每人只限提交

一篇作品，不接受集體創作，嚴禁抄襲他人作品，或請他人
代筆，得獎作品出版權歸主辦機構所有，違反比賽規則者，
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如有爭議，主辦機構得以行
使最後決定的權利(得獎作品將結集成書)

查詢方法︰電郵：hkwriters381@yahoo.com.hk   電話：
2891 3443 / 2595 3197，版權：參加者須授權主辦機構複印和
派發作品及相關資料給評審，以及其他與評審，工作有關的
人士作參考之用。參賽作品如最終獲選，版權將由主辦機構
擁有，主辦機構有權將得獎作品作出版、展覽、宣傳或推廣
之用。

籌委會名單（以下名單按姓氏筆劃排序）
顧問： 王英偉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貝鈞奇  (香港作

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李大宏  (大文傳媒集團總編輯)、李
蘭妮  (深圳作家協會主席)、李觀鼎  (澳門筆會會長)、宋永華  
(澳門大學校長)、邱立本  (《亞洲週刊》總編輯)、林群聲  (香
港都會大學校長)、吳志良  (澳門基金會主席)、周  鋒  (《香
港文學》社長)、馬逢國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
會會長)、孫愛群  (《羊城晚報》副社長、副總編輯)、胡洪俠  
(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總編輯、深圳報業集團出版
社社長)、陳箋  (鳳凰網香港號總監)、陸波  (《澳門日報》社
長)、張聰  (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培忠  (廣
東省作家協會黨委書記)、湯濤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
聯合國際學院校長)、葛一敏  (河南《散文選刊》主編)、蔣
述卓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暨南大學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
研究中心主任)、楊勇  (《紫荊雜誌》社長)、霍啟剛  (體育、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盧衛平  (珠海作家協會主
席)、蘇樹輝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會長)

籌委會成員： 
白楊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暨南大

學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主任)、甘煥騰  (明報報業有
限公司董事朱壽桐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伍嶺  
(深圳《晶報‧深港書評》主編)、周蜜蜜  (香港作家聯會副會
長) 、吳小攀  (《羊城晚報》文化副刊部副主任)、俞  驊  (上
海廣播電視臺香港辦事處副主任)、梁慕靈  (香港都會大學人
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主任)、陳致  (北
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常務副校長)、陳橋生  
(《羊城晚報》編委、副刊部主任) 、游江  (《香港文學》副
社長兼總編輯)、廖子馨  (澳門筆會理事長) 、鄭國偉  (《澳門
日報》助理總編輯)、羅光萍  (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中
通社副總編輯)

終審評委： 白舒榮  (世界華文文學聯盟副秘書長)、甘以
雯  (中國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編審)、周蜜蜜  (香港作家聯會
副會長)、陳平原  (著名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許子東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張雙慶  (香港中文大
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榮譽研究員、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
學會常務副會長)、喻大翔  (天津天獅學院教授、上海同濟大
學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湯梅笑  (澳門筆會常務副會
長) 

支持媒體：《大公報》、《文匯報》、《明報》、
《澳門日報》、廣州《羊城晚報》、深圳《晶報》、《亞洲
週刊》、河南《散文選刊》、《香港作家網路版》、《文
綜》、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上海廣播電視臺香港辦事處、
網易蝸牛讀書、鳳凰網香港號、字遊網

   工作委員會：榮譽主任：王英偉(香港藝術發展局主
席)，主任：周蕙心(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潘耀明(香港
作家聯會會長、香港世界華文文藝研究學會會長、《明報月

刊》總編輯)，副主任：彭潔明(香港作家聯會副秘書長)，張
志豪(香港作家網路版執行主編)，秘書處：梁妙娟(香港作家
聯會秘書)，召集人：潘耀明  

陳埭鎮同鄉總會暨總商會召會通知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暨菲律賓陳埭鎮總商會訊：本會
謹訂於7月1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在會所舉行本會首屆理監事
會第三次聯席會議，共同研討會務。恭請本會指導員、永遠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會會長、正副會長、正副監事長、
秘書處成員、婦女組、青年組及全體理監事，撥冗踴躍出
席，共商謀劃，集思廣益，以利會務之推展。為便於訂餐，
敬請大家在微信群中報名接龍。謝謝！

馬尼剌愛國中學
2022-2023學年度招生報名
馬尼剌愛國中學訊：本校2022-2023學年度自七月四日

起，週一到週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半至四時。
招收對象：幼稚園中班四歲，四歲半，幼稚園大班五歲，小
學一年級至六年級，中學第七年至十年級。

會話：普通話、粵語、閩南語、英語及菲語。
辦學特色：1.中文課用標準普通話，漢語拼音簡、繁體

字教學。
2.因新冠疫情尚未徹底結束，本學年度尚以線上

（ZOOM-LINES）平台教學，本校經教育部批准後，才以線
上與線下混合式進行教學。

3.聘用優秀中、英文專業教師。
4.家庭困難者可申請助學金或分期付款。
新生應繳證件：1.中、英成績單及轉學證書。2.出生證

或ICARD（I.C.）正本供對照並交影印件三份。3.近照2X2三
張。

地址：馬尼剌愛國中學MANILA PATRIOTIC SCHOOL 
INC. 711 TOMAS MAPUA ST. STA. CRUZ，MANILA。

電話號碼：（02）7960-3693；（02）87333334；（02）
87333330。

菲律濱木商公會
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本市訊: 菲律濱木商公會為確保各位理事免受新冠疫情
的影嚮及安全。該會決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星期六), 
下午八時, 在 Zoom 視頻軟件召開第七十三屆第二十一次會議, 
商討會務進展事宜。        

敬請全體理事下載Zoom 視頻軟件, 會議代碼及密碼, 將於
開會前以 Viber 通知。敬希全體常務顧問和理事密切配合, 準
時參與會議, 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陳埭鎮同鄉總會
暨總商會召會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暨菲律賓陳埭鎮總商會訊：本會
謹訂於7月1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在會所舉行本會首屆理監事
會第三次聯席會議，共同研討會務。恭請本會指導員、永遠
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會會長、正副會長、正副監事長、
秘書處成員、婦女組、青年組及全體理監事，撥冗踴躍出
席，共商謀劃，集思廣益，以利會務之推展。為便於訂餐，
敬請大家在微信群中報名接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