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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朵凌霄染芳華
楊蘇燕

盛夏，凌霄朵朵。藍天白雲下，綠樹

婆娑中，那橘紅色的喇叭形花朵，特別耀

眼。沿枝，沿架，沿牆，紅紅火火地攀援而

上。熱熱鬧鬧地開，燦燦爛爛地笑，和著蟬

鳴，似乎要為這這熱烈的長夏添上一箋明媚

的詩行。

初 識 凌 霄 ， 是 在 舒 婷 的 《 致 橡 樹 》

中，它是一種「借別人的高枝炫耀自己」的

花卉。那時，未見過凌霄的模樣，只知道它

是籐本植物，對它自然是無感的。

定居杭城後，才目睹了它的真容。凌

霄，在杭城的巷頭巷尾是極常見的。暮春時

節，這凌霄抽出了嫩葉，帶小齒的羽狀復葉

綠汪汪的，煞是可愛。不幾日，一場雨水過

後，這綠葉「唰」得就竄高了，小綠枝「噌

噌」地向上攀援，貼壁蔓延。

小 區 的 中 央 水 池 處 ， 有 個 水 泥 柱 花

架，四季中大多數時光是敞敞亮亮地佇立著

的。它是凌霄的家園，春末初夏時節，凌霄

翠葉在它的上方開始織疏落有致的綠網。六

月裡的某一天，某條綠枝的髮梢上忽然就冒

出了兩朵可可愛愛的橘色小喇叭花，那金黃

色那天鵝絨的花瓣如此順滑細潤，那泛著光

澤的橘色花朵不張揚，亦不媚俗。

幾天之間，隨著綠枝的越發蔥鬱，密

密匝匝的綠網上接二連三冒出一朵朵鮮妍娉

婷的橙紅花朵，它們的小喇叭迫不及待地

一一吹響，似要把心底不可自抑的喜悅昭告

身邊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它們要登高

了，它們開始逐日了！啊，這染上驕陽的色

彩，這燦爛絢麗的俊俏模樣真的令人眼前一

亮，真的讓人心生歡喜。

凌霄花開的長夏，我每個清晨和黃昏

都會去花下走走。每一次的相望，都會有令

人驚喜的發現：啊，花架邊上的老梅樹的綠

葉上點綴上了幾朵橘色小花兒；呀，邊上香

樟樹的枝椏間也探出了幾個橙紅的小喇叭；

快看，快看，那朵凌霄花怎麼攀爬到無患子

樹上去啦！那麼高，向著藍天，它是要對流

雲吟一曲《青雲志》麼？

「 披 雲 似 有 凌 霄 志 ， 向 日 寧 無 捧 日

心。」宋代賈昌朝的《詠凌霄花》可謂膾炙

人口。凌霄，它何嘗是似有凌霄志？它何嘗

沒有捧日的心思？我眼中的它，可是一直就

有這樣志在青雲的逐日之志。勇敢灑脫，熱

情無拘。

黃昏時分，經常在這架凌霄花下看見

一位大姐在運動。她高綰著丸子頭，身著一

身橘色的運動套裝，伴隨著手機中的音樂在

花下擴胸，甩臂，扭胯。大姐的氣色不是很

好，臉色有些蒼白，雙眼有些浮腫，但是，

她的眼神確實清澈的，笑容亦是燦爛溫暖

的。遇見多次後，我們便相熟了。大姐樂呵

呵地告訴我，她來自黑龍江，去年生了一場

大病，做了肺部的手術，現在已經康復了。

「我們那邊很少看到這種漂亮的花，

我老喜歡了！女兒說這叫凌霄花。你瞧，這

小喇叭開得多動人！」大姐一邊甩臂膀，一

邊仰頭看著這如飛瀑下瀉的花朵熱烈地說。

「 我 女 兒 大 學 畢 業 在 杭 州 工 作 三 年

了，她現在租在你們小區。工作壓力大，很

辛苦。我對她說，一切都會好的，年輕人，

總要搏一搏的。你瞧媽媽，也是一路搏過來

的，挺過來，就成功了！」大姐又拍自己的

手腕對我說。她停頓了一下，又指著枝頭的

凌霄笑著說：「你看這花兒，一路地攀爬，

她是向著太陽去的！」是啊！它是向著太陽

去的，它是逐日去！

我深深動容了，對大姐說：「大姐，

你就是一朵勇敢的凌霄花！」「哈哈，是不

是我的衣服顏色和它一樣？哈哈，我喜歡這

花！」大姐笑瞇了眼。「我也喜歡這花，喜

歡她的勇敢，喜歡她的努力向上，志存高

遠。」我意味深長地點點頭。「喜歡她的志

存高遠！」大姐仰頭朝無患子樹上那幾朵凌

霄花看去，若有所思地說。

這橘色的凌霄花，這凌霄花下溫暖的

大姐，令我對凌霄有了獨特的理解。一時之

間，竟沉浸在這黃昏染色的流雲下。這凌霄

花啊，一朵朵地垂在枝頭，看著週遭萬物，

讀著自己的本心，也熱情地把你我的芳華染

上一抹抹如火的激情。

人生海海，遇見凌霄，始知初心。這

朵朵的凌霄啊，染盡芳華。

「番客」印象
楊 靜

 幼時的我，曾和許多鄉里孩童一樣，扯著脖子，踮著腳，看

著被大人們簇擁著的「番客」風光回鄉。隨後一群人擠在一間小堂

屋裡，男人們接過「番客」遞來的香煙，叭叭地抽起來，屋裡很快

就煙霧繚繞。

年幼的我雖不喜煙味，卻也非要搶坐在門檻的一角，似懂非

懂地聽著「番客」描述電視機、電話等神奇的電器。

狹小單薄的木門檻很快把我硌疼了。可我不願起身，畢竟身

後還站著許多年紀相仿的小孩，要是我膽敢起身舒坦一下，還沒等

我伸直腰板，就會被擠到後排去了。

 而且過不了一會兒，肯定要分「羅蒂」。那是一種圓形的餅

乾，上邊有一小團糖，我們把它叫「糖丁」。「糖丁」的顏色豐富

多彩，紅的、綠的、白的……

分「羅蒂」開始了，一雙雙稚嫩的小手猛擦一陣衣角後，趕

緊舉起掌心等著捧上兩顆「羅蒂」，然後湊在一塊兒比較各自拿

了啥顏色的「糖丁」。要是誰運氣不好，分到一顆沒有「糖丁」的

「羅蒂」，自然是不敢吭聲的。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其他小孩一臉的

興高采烈，然後把沒有「糖丁」的「羅蒂」塞進嘴巴，反覆咀嚼餅

乾的奶香味。

有一回，我很快吃光分到的幾顆「羅蒂」，對香甜之味的渴

望慫恿著我伸出手，想趁大人不注意，從那撕開的透明袋子裡再抓

幾顆。一聲嚴厲的呵斥隨即響徹小堂屋，懸在半空的小手驚抖了一

下，趕緊縮了回去。我低下頭，偷瞥了一眼「番客」，只見他慈祥

地笑了笑，抓了幾顆「羅蒂」塞入我手裡。我咧著嘴笑呵呵地看著

他，覺得他是這世界上最厲害的人。

可惜「番客」很快回去了。大人們分給小孩的「羅蒂」，也

只有在我們最乖巧的時候，數著顆粒獎勵一下。

世界上最厲害的人是不常來的，三五年能來一回的，就算頻

繁了。還好舶來的物件似乎從不缺席，新奇的零嘴兒才有了著落。

兒時，只要看見一些人家興沖沖地往郵局跑，逢人就喊：「『番

客』寄東西來咯。」小孩們便沒了玩的心思，一個個盯著回來的

路，七嘴八舌地猜測去郵局的人背回來的帆布袋是圓的？還是扁

的？其實是圓是扁並不重要，畢竟人家背回了布袋，總有娃兒厚著

臉皮跟隨其後，立在人家家門口，伸長脖子看著他們一家子從裡邊

拿出各種好吃的東西、說不出名字的藥品和稀奇古怪的衣服。有一

回我還看見一條現今流行的連體衣褲。

如今，電視機、電話已是司空見慣的物件，孩子們的零食早

已五花八門，「羅蒂」成了遠去的童年零嘴，平價地躺在超市的貨

櫃上。而我佇立在汕頭的僑批博物館裡，淚眼婆娑地細讀一封封血

淚寫成的家書。終于從泛黃的字裡行間，讀懂了「番客」的不易，

也讀懂了潮人的拚搏和桑梓情深。

 註：「番客」：指客居南洋的中國人。

訃  告
黃嘉文

逝世於八月七日
出殯日期另訂

陳奕璁
（福建永春仙鄉）

逝世於八月五日
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二樓六號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六時半

柯嵩傑
逝世於八月五日
停柩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舊廈J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日（星期三）

翁忠彬
（福建晉江市龍湖鎮湖北村翁厝）

逝世於八月六日
設靈於龍湖鎮湖北村翁厝本宅
另擇出殯日期

洪曉星逝世 
旅菲英林同鄉會訊：本會家永遠名譽理

事長曉星宗長（原籍晉江英林東厝）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终於
崇基醫院，享年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202）靈堂，擇訂
於八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並訂於八月十一日（星
期四）下午七時三十分在其靈前舉行鄉祭祭
奠禮，敬希全體理監事暨鄉僑撥冗准時出
席，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洪曉星逝世
和記訊：僑商洪曉星老先生（原籍晉江

英林東厝）亦即洪水垻，克文，“榮真”，
榮美，“榮兒”，緹縈賢昆玉令尊，不幸於
二零二二年八月九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壽终於
崇基醫院，享年八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202）靈堂，擇訂

於八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陳少強喪次子
菲律賓中國洪門協和兢業社總社訊:本總

社理事陳少強大哥令次郎陳奕璁君 (原籍福
建永春仙鄉)，不幸於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晚
十時五十八分，逝世於崇仁醫院,得年三十六
齡，痛失英才，哀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二樓六號靈
堂。爰訂八月十日(星期三)上午六時半出殯，
在巴示火化堂荼毗。本總社聞耗,經派員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華印刷商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陳少
強先生、王萱萱賢伉儷令次郎陳奕璁君（原
籍福建永春仙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八月
五日晚十時五十八分，逝世於崇仁醫院，得
年三十有六齡。英年早逝，哀悼同深！現設
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新廈二
樓六號靈堂，擇訂於八月十日（星期三）上
午六時半出殯，荼毗於巴示殯儀館附屬火化
場。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主持的教育講座    
『保持專注和對抗嗜睡是提高生產力的關鍵』

潯江施氏幹才研習中心訊：您是否經常
在工作、學習或經營和管理自己的企業時分
心？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麼您很可能無法在
特定時間或日期完成您承諾要做的事情或完
成的事情。

在2022 年 8 月 6 日，為了紀念和尊重父
毋親對兒女付出的愛、勞動和犧牲，在延遲
的父親節和母親節慶祝活動中。還舉辧了定
期虛擬討論會，討論關於提高生產力的關鍵
方法。

施氏幹才研習中心的一名學員在其活
動期間告訴幹才中心的學員們，保持專注並
專注於您所做的事情是一個人不僅要完成任
務，而且要確保他/她的輸出沒有錯誤所需要
的基本技能。“你越專注於你所做的事情，
你就越能避免分心，因為你將能夠將所有的
精力和全神貫注用於完成你的任務和實現你
的目標”這個學員添說。

“通過專注，你必須對你所做的任何事
情都全神貫注，這樣你就不會讓任何分心阻

礙和阻礙你的活動”另一位施氏幹才學員也
同意。雖然這聽起來很合理，但關於這個主
題的許多研究表明，現在大多數公司要求大
多數求職者俱備的多任務處理能力，如果要
練習專注於一項任務，就無法做到。

這種想法認為，通過執行多種工作/任務
來完成大量工作，只會導致工作節奏低於預
期，甚至可能導致較低的標準或產出低於標
準的輸出。專注的支持者認為，一次完成一
項任務是處理工作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方式。

正如另一位幹才學員所建議的那樣，這可以
極大地幫助抵消呆滯和嗜睡。

無論我們在工作中多麼專注，一旦一
個人失去了熱情和投入，可能是因為壓力和
疲勞，可能會導致對完成手頭的任務失去興
趣，因此，工作質量將是最受打撃的。

所以，施氏幹才研習學員一致認為，如
果與動機、奉獻精神和授權相結合，專注是
在家庭、學校和工作場所取得成功所需的一
項重要工具。

菲律濱滎陽鄭氏宗親會
成功祖誕辰祭祀並召會

菲律濱滎陽鄭氏宗親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八月
十一日（星期四），農曆壬寅年七月十四日成功祖誕辰紀念
日，本會將舉行祭祀典禮，同日亦召開第七十三連七十四屆
第六次常月聯席會議。下午六時，於本會議事廳召開，會畢
舉行祭祀。

屆時敬請全體理事準時參加會議及偕同配偶出席祭祀，
請各位理事穿著本會禮服，以昭隆重。

西偏同鄉會召會
旅菲西偏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八月十二

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假座王彬大連商務酒店（LIDO DE 

PARIS）召開第七十二連七十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商討重要事項。屆時恭請永遠榮譽理事長、永遠名譽理事
長、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列席指導，同時並希全體理監
事撥冗踴躍踴躍出席，出謀劃策，以利會務之進展。

太原王氏總會暨四分會
響應配合宗聯表揚優秀青年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為
鼓勵各宗親會青年努力向學，決定繼續舉辦表揚菲華優秀青
年，並函請本總會暨四分會推薦本族傑出族生報名參加接受
表揚。

凡本會族青年齡在卅五歲以下，男女不拘，於二Ｏ二一
年至二Ｏ二二年度在菲律濱各大學畢業，榮獲SUMMER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二Ｏ二一年

至二Ｏ二二年度參加菲政府會考獲第一至第十名，能講流利
華語或中國方言者。凡符合上述條件之本族青年，請携帶其
所獲榮譽證書正本及一張正面半身照片（1.5 X 2）到本會辦
公室填寫表格，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截止日期九月廿日。

本總會地址：1259 Piedad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82448298 　傳真：82448355

旅菲臨濮總堂
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臨濮總堂第110屆舉行第九次理事會，青合組，華文
教師聯誼會，婦女組聯席會議。

時間二0二二年八月十日（星期三） 晚上八點舉行視頻
會議，敬請各位踴躍出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