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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賞霧
李慶高

 在海邊賞霧，是一種少有的樂
趣。

仲秋的一個早晨，我來到陳家港
海邊。天還早，大海的輪廓還顯得模
模糊糊；只有點點漁火，依稀可辨。

我信步走著，四野寂靜。俄頃，
東方漸漸泛出魚肚白。接著，海上升
起了霧靄，開始像一片輕紗，續而變
成了團團濃絮；轉瞬間，本來十分真
切的景色，此刻變得撲朔迷離、朦朧
恍惚起來。

在晨霧的籠罩下，大海像一位帶
著面紗的哈薩克姑娘，有一種說不盡
的風韻。叫人似曾相識又不敢貿然相
認。

霧越來約濃，整個世界變成了
乳白。我被霧氣繚繞著，什麼也看不
見，恍惚走進了夢的樂園，又好似闖
入古詩「浮雲作意深掩護，不使行人
次第春」的意境。

這時，瀰漫著的霧氣，又像流動
的漿液，欲把我整個兒浮起來，猶如
在天空漫遊。

我是覺得臉上濕漉漉的，其餘全
都處在一種猜測和疑惑的狀態裡。

我暢然吸了口濕潤的霧氣，頓覺
神清脾爽，如果不是有潮音吻岸的聲
音，誰又會想到是在海邊呢？！

晨霧濛濛，濛濛晨霧，彷彿像我
啟示著什麼。

站在這飄渺的霧中，我想起了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用草船「借」
箭的故事。不覺之間，霧漸漸的淡
了，遠處開山島的輪廓隱隱的顯露出
來。哦，大海醒了！海灘上人聲嘈
雜，有捉蟹的、有捕魚的、我拾貝
的……          

我在心裡問大海。「明晨的海邊
還會有霧嗎？」

鄉村秋韻
王宏亮

山村的秋，從細雨中走來，草木的髮

絲濕漉漉，土地肌膚上生著涼意。

秋，在野。提一壺秋風，徜徉林間，

蔓草逐漸脫去翠色的外套，青黃成了服飾的

主調。造物主許是忌憚蕭瑟後的淒清，一手

撒著冷，讓萬物收斂，一手揚著暖，使色澤

明艷。冷與暖的揉搓隨處可見，農人的莊稼

一身素簡，果實卻著了一身金色；野徑旁，

楓葉兀自飄轉，紅艷卻抖落一地；躲在枯草

叢裡的山菊，像披著袈裟的僧侶，在一片片

凋零裡，誦歲月的絕響。季節使用對比的藝

術手法，讓秋的故事起伏跌宕。走過一條新

修的堤壩，腳下微塵，水面煙靄，席捲秋意

縈懷而來，水是寂靜的青，天是曠遠的藍，

視覺的衝擊讓人感慨，你路過了如水的秋

涼，秋涼也恰好將你路過。郁達夫《秋在何

處》中寫到：「你若要尋秋，你只需去落寞

的荒郊行旅，刺骨的涼風，吹消殘暑，漫漫

的田野，剛結成禾黍，一番雨過，野路牛跡

裡貯著些淺渚，月光下，樹林裡，蕭蕭落葉

的聲音，便是秋的私語。」放下閒書，持一

縷秋光，踏歌而行，傾聽秋的來意，不失為

一種雅趣。

秋，在庭。早晨起來，搬一把木凳，

向院子裡一坐，抬頭是雲朵的剪影，耳邊是

家禽的清鳴。

從大梨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

漏下來的日光，或瞅著稀疏籬笆邊上，靜靜

開著的耐冷的「豬耳朵」豆角的紫朵，感受

「秋在紫花羞澀處」，萬物正沉心靜氣與大

自然講和。雞捨上依然鋪滿南瓜的的爬籐，

籐徑透著老邁，葉子將夏日漫無邊際的張揚

收起，積攢的力量彷彿都輸送到黑綠或橘黃

的南瓜果實上，一枚一枚，去做歲月的燈

盞。母親俯身在煙薯地裡，從灰黃的裂縫中

䦆出一串火紅，春華秋實，那盈滿甜蜜的煙

薯，不正是她刻在大地上的印記，那隨風飄

起的白頭髮，也有秋天的餘味。此時，慵懶

的小狗正在一叢枯敗的美人蕉下打滾，它不

知道，蟄伏的美麗明年還會重現，我們的日

子卻一去不復返。我拿起掃帚，整理庭院裡

翻飛的落葉，像蝴蝶，像信箋，像小傘，像

少女的曼舞，是大自然郵寄自己的郵戳，像

我的思緒。枝上的秋梨，從庭院望出去，秋

天的韻致愈發的深濃，深幾許，不知道，只

知道嘴邊的哈氣，從一絲到一縷。

山村秋韻，在野，在庭，在雲上，在

盈潤的心懷。攜一顆秋心，安放在只有一

個人可以觸及的高度，然後靜謐、緘默、清

歡、微喜。

慣於長夜過秋時
陳慶飛

「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感發于現實憂患和

生活苦辛，魯迅于一九三一年作此詩行，時年五十一歲。

魯迅立體多面，是「一具大靈魂」（林賢治語）。作品風格

亦多變，或如《朝花夕拾》般溫潤，又轉《吶喊》《彷徨》之峻

厲，忽投以匕首般之雜文，即躍入《野草》之深邃，又循《故事新

編》之蒼鬱走去……

晝與夜的交擺
相較于白天的忙勞緊張、旋轉嘈雜，黑夜則是寧靜從容、深

邃無邊的。魯迅偏愛暗夜，《野草》第一篇什即為《秋夜》。或許

在他看來，唯有夜的寧靜才適宜靈魂自在悠遊。

「我不願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沉沒。」「我願

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于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絕不佔你

的心地。」（《影的告別》）明與暗、凍滅與燒完、希望與絕望、

愛與背棄……面對清醒而痛苦的抉擇，他毅然決絕地沒入黑暗。他

承擔得太多太重：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正如其設計的北大校徽，著實壓彎了先生的脊背。

然而，《野草》卻是屬於他自己的。在這裡，他可以暫脫肩

上的重負而肆意馳騁于天界、地極：或于天上看深淵、或奔突于地

底、或峙立于曠野中、或抉心自食于墓碣前……在深邃奇詭、紛繁

恣肆的意象排布裡，魯迅快慰于自己創造的藝術世界，卻逃不脫充

滿悖論的情感漩渦。面對「求乞者」，他煩膩卻無法棄絕；渴慕復

仇卻陷入「無物之陣」；過客遠行終不願有情感掛礙而拒絕小女孩

的好意。這些，都還是因為有著愛與責任的顧慮。

鄉土視角和「野草」立場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在《野草》中，作

為詩人藝術家的魯迅快慰奔突于「天上」「地底」，而作為「孺

子牛」的魯迅則匍匐于地面，與野草共生，深深厚植于鄉土、民間

中。

鄉土，是中國民眾的家園，這裡包容著他們豐盈的苦難；而

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鄉土是他們不斷尋覓的精神原鄉。

《故鄉》中的蕭索荒村、《孔乙己》中的鹹亨酒店、《阿Q正

傳》中的土谷祠、《明天》和《祝福》中的魯鎮等都承載著中國典

型的鄉土景觀。在魯迅筆下，鄉土承載著中國民眾的苦難艱辛，多

呈灰色調，並與其批判的國民性相勾連，共同繪製成苦難鄉土中國

圖景。對于底層民眾，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徘徊于托爾

斯泰的人道主義和尼采的個性主義兩端。故而，魯迅尤為痛苦；同

時，更顯豐富和深刻。而他的底層立場，即擁抱苦難民眾之姿卻是

永不改變的。

他以「野草」作為心路披露之作的書名，是有著象喻性的。

野草，作為弱者的象喻，它「遭踐踏」、「刪刈」，「然而，我自

愛我的野草。」魯迅宣示自己永恆的民間立場，並「憎惡以野草作

為裝飾的地面」，永遠反抗強權，護佑弱者。

「這樣的戰士」
魯迅是寂寞的。可哪有不寂寞的戰士呢？他是精神界之戰

士。

《這樣的戰士》中，戰士面對「無物之陣」，包括長者、雅

人、君子等流，他們繡出「學問、道德、國粹」等花樣，「但他舉

起了投槍！」

作為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在文化層面與傳統相

峙，清醒的狂人成為「異端」，有著清醒的反傳統意識。但「有了

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深浸其中，也無法尋求救贖之道。傳統與現

代、個人與大眾、罪惡與救贖不再二元對立，不是單線條式地邏輯

展開，而是混沌式團塊糾纏，批判者陷入「無物之陣」，于是作者

把向外的批判筆鋒突轉到自身，這正是魯迅「抉心自食」的深刻寫

照。

魯迅正是「這樣的戰士」：勇于時時解剖自己，用自己的血

髓親炙作品人物，從而讓人物透現出光亮，以此照徹民魂的幽暗面

與傳統沉痾，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秋夜》中有兩株棗樹，樹葉幾乎落盡，但「仍然默默地

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秋夜吟吟，也在燈下，我翻著

《野草》，重溫先生的氣度與溫度，「對著燈默默地敬奠」（《秋

夜》）。是為紀念！

呂文凱
（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出殯

訃  告
吳金起

（石獅錦里村）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八時

蔡維挺
（蓮塘前埔）

逝世於十一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故鄉蓮塘前埔祖宅
擇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出殯

侯玉婉
（原籍晉江深滬東垵）

逝世於十一月十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同殯儀館
二樓六號Purity靈堂
爰訂十一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出殯 

蔡良典莊麗玲賢伉儷
慨捐香港商會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 本會蔡良典秘書長
令萱堂、莊麗玲理事令慈姑蔡府施雪嬌太夫
人，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四日淩晨四時
五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
五高齡。寶婺星沈，軫悼同深，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蔡良典秘書長、莊麗玲理事平素熱心
公益，關心會務，守制期間，不忘善舉，特
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孝道仁
風，殊堪欽式。本會特藉報端，表達崇敬，
並申謝忱！

陳金奕昆玉捐
旅菲錦塘同鄉會 

旅菲錦塘同鄉會訊：本會榮譽副理事長
陳金奕鄉賢令萱堂陳府洪碧霞老伯母不幸於
2022年10月21日下午4時多在家鄉港塘仙逝，
享壽積閏94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出
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金奕賢昆玉平素熱愛鄉會，關心公益
事業，在痛失摯愛期間，仍心系本會，特捐
菲幣二十萬元作本會福利之用，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侯漢明獻捐放勳堂
福利金菲幣十萬元

菲律賓放勳堂聯宗總會訊: 本會執行副
理事長侯漢明宗長令德配侯府曾珮玉夫人，

不幸于本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仙逝。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侯漢明宗長平素熱心公益事業，積極參
與各項慈善濟困活動，關心弱勢群體福祉，
輸財出力，不遺餘力；此番遭受斷弦之痛，
仍不忘行善助人，特獻捐菲幣十萬元，充作
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朝陽捐
永和聯鄉會福利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本會
秘書長王朝陽鄉賢令祖父王申智鄉彥（晋江
市永和镇王溪村前鄉德乙份），也即本會福
利主任王維德鄉賢令伯父，於二0二二年十一
月六日晚九時十分壽终正寝於家鄉本宅，享
壽積润壹伯零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
哀榮。   

王朝陽鄉賢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不
忘慈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叁萬
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
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王朝陽捐
永和校友會福利 

晉江永和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秘
書長王朝陽學長令祖父王申智老伯父（晋江
市永和镇王溪村前鄉德乙份），也即本會副
監事長王維德學長令伯父，於二0二二年十一
月六日晚九時十分壽终正寝於家鄉本宅，享
壽積润壹伯零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

哀榮。 
  王朝陽學長孝思純篤，守制期間，不

忘慈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叁萬
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
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併申謝忱。

莊參參捐
世青菲律賓聯會福利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  本會常

務委員莊參參令祖母-莊府王太夫人諡烏輕。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一日晨六時四十分，
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寳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
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參參賢昆玉，幼
秉承先人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孝思純
篤，熱心社會公益，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
慈善，特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忠清捐
桃園堂總堂福利金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名譽顧問
吳忠清先生令尊即本總堂仲裁主任吳武龍昆
仲令祖父吳世捷老義伯父于前月壽終正寢，
享壽積閏九十有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忠清先生繼承令尊遺訓，樂善好施
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善舉，特獻
捐本總堂會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吳楨卿、吳文卿捐
松茂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石獅松茂同鄉會訊：本鄉會吳楨
卿、吳文卿鄉賢令慈，不幸于二○二二年十
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四十分，逝世于崇仁醫
院，享壽八十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楨卿、吳文卿鄉賢事親至孝，秉承令
先慈樂善好施之美德，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鄉會充作福利基
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
謝忱。

侯明漢捐
洪門竹林總團福利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
總團團務指導員侯明漢大哥尊夫人曾珮玉義
嫂，不幸於十一月吉日逝世。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侯明漢大哥素稱伉儷情篤，戚友同欽。
痛失摯愛內助之餘，不忘社會公益事業。特

捐獻本總團菲幣拾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
風善行，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吳世庚遺孀逝世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商會訊：本會故

常務顧問吳世庚鄉賢夫人吳府侯玉婉太夫
人（原藉晉江深滬東姲）不幸于二O二二年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六時間十五分壽終于紅衣
主教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遺體經于11月13日火化，
現設尹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大同殯儀館2
樓6號靈堂，擇訂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九
時出殯，葬安葬于巴蘭玉計殊葛岷里拉紀念
陵園。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吳世庚遺孀逝世
旅菲深滬延陵吳氏宗親聯誼會訊：本會

故諮詢委員吳世庚宗長夫人吳府侯玉婉太夫
人（原藉晉江深滬東姲）不幸于二O二二年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六時間十五分壽終于紅衣
主教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遺體經于11月13日火化，
現設尹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大同殯儀館2
樓6號靈堂，擇訂11月16日（星期三）上午九
時出殯，葬安葬于巴蘭玉計殊葛岷里拉紀念
陵園。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林永鑫、林永凱丁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林副理

事長永鑫鄉賢、林文娛主任永凱鄉賢令尊林
榮萱（亦即本鄉會顧問）老先生，不幸于二
0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晚上十時十二分，壽
終于拉古阪市那剎利醫院，享壽七十有七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于拉古阪
市橋藝殯儀館，出殯日期另訂。

本鄉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
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勉其節哀順變。並擇
訂于出殯前夕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禮及越
日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吳君智丁母憂
描仁瑞拉廠商聯合會訊：本會西文書文

主任吳君智理事長令慈吳府侯老太夫人諡玉
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六
時十五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年積閨
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遺體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擇吉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同殯儀館舉行荼毗。現設靈於該館二樓六號
（Purity）靈堂。

爰訂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殊葛岷里拉紀念陵園
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於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在其靈前
舉行獻花致奠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