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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漫筆
馮尚玉

         十月，恰逢暮秋時節，北方的

秋糧正值收穫季節。一場場纏綿的秋

雨，如同隨意而行的遊人，不期而至

又隨意而行。

        苞米、土豆，北方大地上亮麗的

秋景，還有那一片片被風吹黃了的樹

葉，隨著風的柔情，慢慢灑落一地。

高高直立的苞米桿，耷拉的葉片在秋

風的帶動下發出陣陣脆響，那一樹樹

土豆秧子，早已乾癟，等待主人的挖

掘。秋就是這樣的纏綿，不顧天時，

也不顧你的什麼人情，想曬就曬，想

下就下，似乎不礙誰的事，也不管誰

的情，只要秋願意。

       幾天前是不停的下，窗外雨打梧

桐響，街上積水成潭，微風一吹，波

濤翻滾。沉沉的秋雨使地面的水分得

以飽和，滑坡、泥石流時有發生的同

時，城市的街面也有了下陷的傷痛。

        雨，有時淅淅瀝瀝，有時又灑脫

奔放。

        桂花的馨香漸漸遠去的時候，

那九九重陽，滿川的菊黃，手癢的人

兒，怎不去選摘一朵，給心愛的妹妹

戴上？古人那「此花開後更無花」說

的正就是這個映滿九月山川的菊花。

        雨還在下著，那一縷菊香隨風飄

進我的鼻息，愜意悠揚。

物換星移幾度秋
鄧訓晶

 一片片黃葉搖曳多姿的落下來，打著

卷兒，隨風翻滾著，飄向遠方。這是秋的信

箋，在這信箋上，寫著深秋來臨，寫著時光

流失。我讀著黃葉上的光陰，感歎流年，春

花還在眼前，夏綠還未遠去，「未覺池塘春

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

雖是蟬噤荷殘的深秋，卻還是秋色斑

斕，美不勝收。蟬聲沒有了，秋天顯得有些

安靜。好在天高雲淡的空中，不時有大雁南

飛。那些大雁排著整齊的隊伍，一會兒「一

字形」，一會兒「人字形」，從天空掠過。

小時候，每當看見大雁，我們一群小孩就會

扯開喉嚨使勁大喊：「岸鵝扯長，扯爛衣

裳……」

我的老家叫大雁為「岸鵝」，我們喊

得喉嚨嘶啞還在使勁吼。不知為什麼，聽到

我們的喊聲，整齊的大雁隊伍就會亂。我們

就高興地拍手大笑，「岸鵝」扯爛衣裳了，

但瞬間大雁又重新排好隊，繼續前進。每次

吼過之後，喉嚨都很痛，以至於我懷疑小時

候喊破了嗓子，長大了不會唱歌了。

原野，秋高氣爽，莊稼收完，五穀滿

倉。只有殘荷滿塘，但透過荷塘那一支支殘

荷，我看見了荷的倔強，荷的風骨。夏日俏

麗的碩大花朵不見了，碧綠如蓋的荷葉枯萎

了，它的老柄在風中飄搖，卻枯而不死，有

的已經倒下，卻依然守著自己的根。有人

說：「只要生命還存在，力量就永遠不會消

失。」是的，殘荷的堅強給人一種力量，一

種信念。從殘荷中可以發現一種美，蘊藏著

的一種自信和孤傲的美。

秋夜，沒有了寒蟬蛙鳴，各種小蟲演

奏的大合唱也逐漸消停。唯有蛐蛐聲聲，響

徹長夜。依欄聽秋，竟有薄愁來襲，思緒縷

縷。

是啊，深秋百花凋零，原野大地秋收

後，裸露出褐色的土地，給人無邊的寂寞，

所以觸景生情，才下眉頭，又上心頭。但只

要你仔細體味，看到梧桐疏影，婆娑搖曳，

訴說著枝頭的詩意；染透深秋紅葉，舞動繁

華的生命，點燃季節深處的激情歲月；還有

落葉如蝶飛舞，它攜一朵白雲，挽一縷清

風，演繹著秋的原野期待生命的重逢。就會

懂得秋的成熟美，理智美。

就 像 劉 禹 錫 說 的 ： 「 自 古 逢 秋 悲 寂

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

引詩情到碧霄。」 時年34歲的劉禹錫，空

懷一顆報國心。一次次革新失敗，他成了秋

野一棵枯萎的草，空中一朵流失的雲。但詩

中他沒有貶謫後的消沉悲觀，沒有流放後的

落魄灰心，只有秋天的壯美，只有昂揚進取

的精神。

「物換星移幾度秋」，那年的秋天，

詩人海子告別了他的第一個戀人——蘆花，

來到了北京求學。臨行前一夜，他們在小樹

林相見，沒有眼淚，沒有話語，只有默默的

擁抱。蘆花獻出了自己的初吻，那也是他們

彼此的初吻。從此，無論深愛著姐姐還是妹

妹，那個秋天的初吻，始終潛藏在海子心

底。《村莊》《女孩兒》，是海子獻給那不

能忘卻的初吻。我常想，海子後來幾段愛

情故事都無疾而終，是不是秋葉飄零中，寫

著季節變換時，想起了那張紅撲撲的臉龐；

是不是在大雁的歸陣中，想到了那刻骨銘心

的小樹林，藏著他的青梅竹馬；是不是雪花

飛舞時，憶起查灣雪地上的一行行足跡；總

之，那個淒美的秋天，是不是奠定了詩人最

後的結局？

漫 步 深 秋 ， 我 知 道 了 ， 紛 繁 的 生 活

中，什麼是播種和耕耘，什麼是成熟和收

穫。在這個深秋裡，我還想起了，好多人好

多事好多情好多景！

十里飄香的桂花
黃順

　　桂花是百花中最低調的名媛，即使香飄十里也很難尋覓它

到的蹤跡。她被深深地藏在挺闊的綠葉管家裡。

　　冷漠的管家戴著墨鏡，這就使挺闊的綠色更加深郁了。它

們秩序森嚴地站滿了大小枝幹，只為環護著中心的那一簇穿著

黃色衣裙的花兒。這些花兒像深閨裡不願出門的小姐、不諳世

事的孩子，綠葉稀罕她，發誓要保護她，于是便長得更加一發

不可收拾了。

　　桂花只悄悄開在樹葉中間，她的管家細心地過濾著陽光和

露水，當它們滑向花心時，名媛感受到了天地精華里的最大善

意，于是笑得更加香甜了。晨霧或夜幕都是她的牛奶浴，她喜

歡在隱約無人中享受寧靜。名媛總是愛這高級的清淨，你若故

意走過，她便會立馬收起自己的香氣，當你再去探葉細尋，甚

至拿鼻子粗暴地湊近使勁兒嗅，都不能再得到任何一點香氣

了。

      名媛生氣別人的打擾，這時你于是突然感覺自己像個不合時

宜的入侵者，只好尷尬地逃開。回頭發現，她的管家將她保護

得很好。

　　桂花開得濃香四溢，但她卻很清高，清高到你懷疑她甚至

是在藏拙。桂花似乎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的命運不可能這麼

容易就安然于樹上，這點，連挺闊的戴著墨鏡的管家也幫不了

她。

　　桂花開在收穫後的深秋，于是人間煙火便和她產生了關

係。

        飲食男女想盡了各種辦法都無法俘獲她：桂花太清高了，

不能像深林裡的板栗一樣作為主食，甚至不能像赤紅圓滾的山

楂一樣入了燉鍋作為輔菜。桂花自有一套堅持。

　　終于有雅致的聰明人把蜂蜜與她相配，名媛高興極了，像

在舞池裡旋轉著跳著華爾茲，脖頸戴著嬌嫩的黃色寶石。于是

喝一點桂花蜜呀，可以解一解口中苦。

      也有人把低調致遠的紅茶與她相配，名媛羞怯極了，像初次

見到夢中情人的少女，臉上升起了紅暈，倒在白瓷杯裡陶醉。

于是喝一點桂花茶呀，可以解一解世間愁。

       又有人把質樸的書籍與她相配，名媛意外極了，像回到綠

葉間閱讀世界一樣閱讀著更大的世界，她心甘情願地把香味留

在每一個鉛字裡。于是撫一片桂花簽呀，可以解一解心上憂。

　　桂花能有什麼想法呢？她只不過是用自己的孤芳低調地愛

著這個世界而已。

       因此，玫瑰是做不了它的朋友的，玫瑰太過奔放，還沒聞

見花香呢，就先瞧見她的那身紅衣裳了；雛菊恐怕也不行，她

們總是成群結隊地抱團，每天只會在風裡傻傻地搖晃，況且，

她們從來不看書；槐花雖然也能釀蜜，但終究開得太過招搖，

我很懷疑桂花也不會喜歡這樣的夥伴的。想來想去，唯有荷與

梅能稍稍對她心意，但她們一個開在盛夏，一個長于隆冬，終

究不得相見。

　　于是桂花只好繼續孤獨又低調地藏在挺闊但綠葉裡，她除

了綠葉，其他什麼都沒有了。

       她是深郁秋天裡的一點點鵝黃，她在擁有牛奶浴般的晨霧

或夜幕裡才會歡快地呼吸，她低調得如同月亮的幻影，靜靜地

躲在深秋的角落裡欣賞著這個世界。

流芳百世

訃告
施學育

（原籍福建晉江前港鄉）
逝世於十二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9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施能秦賢昆玉慨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施文教主任能秦鄉賢暨鄉僑能禾、能鑫、
禮利賢昆玉令慈、施府陳玉雯太夫人（原籍
晉江龍湖西潯鄉），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
十九日中午，壽終內寢於香港本宅，享壽
八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出殯。殯禮期間，
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施文教主任能秦鄉賢暨賢昆玉等幼承庭
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
心社會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施之美
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金
菲幣貳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
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阿莉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福利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阿莉委員令

萱堂蔡府張烏渡老太夫人，不幸于二零二二
年十一月廿四日淩晨辭世于家鄉，享壽九十
高齡。寶㜈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極盡哀榮。蔡阿莉委員自幼秉承令
先慈樂善好施美德，歷來愛護支持慈善事
業，尤為關心本會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
獻捐本會菲幣二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致申謝忱。

 蔡新國家屬
捐瀛海福利金   

旅菲瀛海（下丙）同鄉會訊：本會名譽
顧問蔡新國宗長，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日凌晨一時三十分，逝世于仙範紅衣教醫
院，（CARDINAL SANTOSHOSPIAL)，享壽
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其哲嗣孝
思純篤，秉承庭訓，于守制期間，乃不忘公
益，特撥出菲幣三萬元，添作本會福利金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欣式，特藉報端，以予
表揚，並申謝忱。

洪自然源集賢昆仲慨捐
英園鄉會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洪常務顧問
自然宗長、洪常務顧問源集宗長暨賢昆玉令
慈洪府施玉蘋太夫人（原籍晉江英園後角
份），亦即本會洪工商主任瑞東宗長、副理
事長瑞濱宗長賢昆仲令祖慈，不幸於二零
二一年二月九日晚十時三十分，壽終內寢於
家鄉龍湖鎮杭邊村本宅，享壽積閏九十有六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日上午出殯，安葬於南安巿靈山福
地。殯禮期間，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洪常務顧問自然宗長、源集宗長賢昆
仲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
公益、關心鄉族文教事業，為人急公好義、
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猶不忘鄉
會青少年學子之文教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
萬元，設立令先尊慈『洪溯木施玉蘋夫婦獎
助學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鄉族囊螢映
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義舉仁風，殊堪
景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林永鑫永凱昆仲慨捐
柳山同鄉會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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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昆
仲令尊林榮萱鄉彥（亦即本鄉會顧問），不
幸于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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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十一月
二十一日（星期一）出殯，荼毗于拉古阪新
華僑義山紀念墓園之原。殯禮之日，白馬素
車，極盡哀榮。

林副理事長永鑫鄉賢、林文娛主任永凱
鄉賢幼承嚴訓，事親至孝，秉承令尊生前熱
心公益，關懷鄉運、急公好義，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雖于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
猶不忘鄉僑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伍萬
元，充作本會福利基金之用途。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本會于敬領之餘，特藉報端，並
申謝忱。

郭崢嶸慨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郭
義診主任崢嶸鄉賢暨賢昆玉令尊，郭府君諱
振東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後溪鄉），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晚壽終於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庚星失
輝，軫悼同深！越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時出
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郭義診主任崢嶸鄉賢暨賢昆玉等幼承
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僑社慈善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
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本會鄉僑之公益福利，特獻捐菲
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郭崢嶸慨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郭
義診主任崢嶸鄉賢暨賢昆玉令尊，郭府君諱
振東老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後溪鄉），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晚壽終於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庚星失
輝，軫悼同深！越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時出
殯，安葬於聖十字紀念墓園之原。

郭義診主任崢嶸鄉賢暨賢昆玉等幼承
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僑社慈善福利，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
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本會鄉僑之公益福利，特獻捐菲
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文匯文貴昆玉獻捐
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諮詢委員許文匯鄉賢、鄉僑許文貴暨賢昆
玉令萱堂，許府蔡連雪太夫人（原籍晉江巿
龍湖鎮龍玉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十五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寢，享壽
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十一月
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
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之原。殯禮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諮詢委員文匯鄉賢、鄉僑文貴暨賢
昆玉等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
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福利，為人急公尚
義、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
特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叁萬元。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陳泰然捐旅菲錦塘同鄉會
旅菲錦塘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

陳章炎鄉賢令長郎陳泰然、陳施美蓉賢伉儷
令長郎榮華君與鄉賢陳淵源、陳蔡明珊賢伉
儷令長媛惠然小姐于12月3日(星期六)下午
二時，假座聖都裡奧聖荷西天主教堂舉行結
婚典禮，是日下午七時席設新世界大酒店宴
客。陳泰然鄉賢一向熱心公益，熱愛鄉會，
關心家鄉發展，他特捐本會菲幣五萬元作福
利金，其仁風義舉，殊堪欽式，實堪弘揚，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淵源捐
旅菲錦塘同鄉會福利
旅菲錦塘同鄉會訊：本會鄉賢陳淵源、

陳蔡明珊賢伉儷令長媛惠然小姐與鄉賢陳泰
然、陳施美蓉賢伉儷令長郎榮華君于12月3日
(星期六)下午二時，假座聖都裡奧聖荷西天主
教堂舉行結婚典禮，當日下午七時席設新世
界大酒店宴請賓客。陳淵源鄉賢一貫熱心公
益事業，熱愛鄉會，他特捐本會菲幣五萬元
作福利金，其仁風義舉，殊堪欽式，實堪弘
揚，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子福逝世
菲律濱晉江東山同鄉會訊：本會秘書

長林子福鄉賢，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四日晚八時三十分逝世于（pagadian ci ty. 
zamboanga del sur），英年早逝，軫悼同深。 
（出殯時間未定！）本會聞耗，經致唁電慰
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施學育逝世
旅菲臨濮堂訊： 本總堂族親施學育先

生（原籍福建晉江前港鄉）即族親施名恭、
銘杰、蘋蘋、如珊昆玉令尊施學育老先生，
不幸于二0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凌晨逝世，享
壽八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靈堂），擇訂于西曆
十二月八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出殯，安
葬于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本堂聞
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許培桂喪偶
和記訊：僑商許培桂先生尊夫人，許

府戴菲菲夫人（晉江龍湖鎮龍湖亭鄉）不幸
於二○二二年十二月二日下午二時零二分
逝世於ST. LUKE'S 醫院，得年四十一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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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訂十二月八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THE HERITAGE 
P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