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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樹桃花
在心田
楊亞爽

桃花是春天的第一張笑臉，它燦爛、
嬌媚，白裡透著粉紅。在春天，桃花是一
種熱鬧的花兒。當其他花兒還在醞釀怎樣
在春天嶄露頭角的時候，桃花早已立上枝
頭。當其他花兒才露尖尖角的時候，它早
已成燎原之勢，絢爛至極。    

桃花是喜慶的，它開在四季最美好的
季節，用一生的熱情裝扮了春天的氣韻。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在《詩經》的
國度裡它已經沉睡了上千年。桃花的香味
沁人心脾，總是能夠讓路人駐足停下一睹
它的芳容，這或許正是桃花的魅力所在
吧！要不然大詩人白居易也不會寫「人間
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美句
了。在唐代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比李白
還要狂傲的詩人了吧，但李白還是要寫上
一句讚美桃花的詩句：「犬吠水聲中，桃
花帶露濃。」其魅力可見一斑。

桃花是脆弱的，桃花不屬於那種長期
欣賞的花兒，因為它的花期相對較短，一
陣風吹雨打它們就繽紛落地。難怪有人說
「癲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其實現實中的你我也是脆弱的，更何況那
芊芊葳蕤的桃花呢？

桃花是優雅的，那甜潤淡雅的花香，
連同她的粉紅色，給人以無限遐想。所謂
「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然」就
是其中之一。

桃花是嬌美的，古往今來讚頌它的詩
篇不計其數。但是真正能夠理解桃花內涵
的卻不多。

正因為如此，詩人劉禹錫兩度因為桃
花而遭貶謫；江南才子唐寅的《桃花塢》
一直被後人傳唱。

我愛桃花，也就是獨愛它的「小桃
西望那人家，出樹香梢幾樹花。」我更嚮
往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眼下桃花正盛
開，我彷彿看到桃花潭水的一側汪倫正在
疾馳如飛，我不自覺地吟出「桃花潭水深
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詩句來。

我也是羨慕桃花的，一枝小小的桃
花，不管是阡陌，還是小巷，它總是可以
放開心思大膽開放，在春天笑得那麼熱情
與純粹。桃花終究是要離開的，我們不妨
給自己的心靈種上一株桃花，把那人間芳
菲，把那美好的人生態度和價值永存心
間。

春雨沉醉
古德英

 細雨如絲如縷，疏疏朗朗地飄。背
後是兩扇春聯還鮮艷的門，一對耄耋老人
靜靜地坐在褪了木色的門檻上，不遠處一
個小男孩在水溝裡放紙船。漫天飛舞的雨
沫子淺淺地漾在男孩的臉上、身上、衣襟
上，並飄過屋簷，潤在兩位老人的頰上、
鬢角上。天空灰白色，幾里外群山的黛青
色的裙擺和鮮嫩的腰肢被隱隱約約勾勒出
來。早春的雨給天地間營造出一種朦朧的
意境。

爸媽無暇顧我，小時都是爺爺奶奶帶
我，或者說，是我帶爺爺奶奶。

那年驚蟄，10歲的我在河邊放鴨。一
大群黃黃的鴨崽，像滿地滾動的小絨球，
睜著呆萌萌的眼睛，撲閃著翅膀，在淺水
灘裡暢快地覓食、遊玩。15歲的姐姐在河
邊菜地裡割春韭。春雨蕩過的菜地，韭菜
一夜躥出一寸，嫩生生、水靈靈的，撩動
人的眼眸和味蕾。這時，一聲輕雷傳來，
天空洋洋灑灑下起雨來。我們撐著雨傘，
耳邊傳來雨打芭蕉的纏綿，傳來快速掠
過的鳥音。細細的雨滴柔柔跌落碧綠的河
面，水面一圈圈的，真好看。慢慢地，雨
小了，天地朦朧，人與河之間的距離拉遠
了，河似乎睡眼惺忪，它緊緊地摟著鴨崽
睡，摟著魚兒睡，摟著河邊的水草睡。半
晌，雨熄了，河卻沒有馬上醒過來，河面
悄悄浮起一層薄薄的輕紗，漸漸地幻化成
婷婷裊裊的水霧，絲絲縷縷地在河面上游
移、瀰漫。好一陣子，天空才眉清目秀起
來，河那雋逸的身姿和妙曼的曲線展示了
出來。一幀水墨丹青的河汊畫軸，流進了
我們的眼簾。

春俏人忙。那年谷雨，我和姐姐到
後山的竹林裡挖春筍。在這眾物勃發的春
天早晨，那大片大片的竹林裡瀰漫著一股
氤氳之氣，氣變幻著，不一會就連綴成一
條飄逸的巨大絲巾，輕盈地繚繞在一條條

翠竹的腰部。春筍便在這種氣氛中破土而
出。它們披著棕褐色的殼，從土地裡鑽出
來，爭先恐後似的，不斷地長高。在密密
匝匝的竹林裡，春筍佔領各處空地，像集
結似的，各有所據，負勢競上。時間是早
上，青翠的竹葉上還睡著一滴滴明艷的露
珠，在閃動，在眨眼。當幾個小水珠拉起
手，邊拉邊結成大大的一顆，就更加玲瓏
剔透，可眼睛只眨動一下，葉子就全身哆
嗦一下，水珠就掉下了。竹林裡，一串串
滴溜溜的鳥歌歡快地傳來，從這處流淌到
那處。我們快樂地在竹林的懷抱裡勞作，
當胖乎乎毛絨絨的春筍裝滿半籃子時，天
下起雨來。這些可愛的雨精靈們，彷彿一
排排輕颺的珠簾，窸窸窣窣地落在竹葉
上，猶如春蠶在咀食。翠竹猗猗，幼筍貪
婪地吮吸著春的甘露。我們都是戴著斗笠
雨衣的，不怕雨淋，可姐姐攥在腦後滿滿
一大把的長髮還是被雨水沾濕了。

季節總是那麼誠實守信。節氣已過
驚蟄，今夜，我從窗口望出去，淺雨早早
地來了，牛毛花針般的雨沫糅合百花的暗
香，帶著欲語還休的嬌媚和遮掩，溫婉多
情地霪在空濛的夜裡，洇在瓦房的屋頂
上，抹在飛簷翹脊處，洇在透明的玻璃瓦
上，撫潤著村莊的每一寸肌膚。

笛聲隨風入我心
劉磊

春天的黃昏，是屬於一個人的世界。浮雲隨晚霞流散，
幻若曇花；蒼穹之下，草木曼發，春山可望，一時間此景照
在我眼，印入我心。我深知此景非我獨有，而能此入此景者
獨我一人。

遠方一陣清脆的竹笛聲飄入我的耳中，此曲如一股清泉
沁于心頭，「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李白聽
到笛聲時，起的是故園情，此時這散于共城巷陌中的笛聲，
在我心中激盪出的是春華初現的閒適之情。

我一直喜歡吹奏陶笛，陶笛的聲音是空靈、遼遠的，而
竹笛給我的感覺是輕盈和悠揚的。

也許是對竹笛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吧，我撥開街上熙攘
的人流，循著笛聲向遠處找尋，看到了一位背著滿滿一布袋
竹笛的老人，他溝壑縱橫的臉龐催趁著夕陽黃昏，花白色的
鬍子隨風搖曳，雙眼微微地閉著，自顧自地吹著竹笛陶醉其
中。我上前看著他吹了許久，他察覺後抬眼看著我，可能是
猜出了我喜歡笛子，就爽朗地從袋子裡挑了一支笛子拿給我
試吹，我雖然有些管類樂器的吹奏基礎，拿到手裡卻也是不
得其法。老人家看出了我的笨拙和窘態，爽朗地上前指導我
一番。 

我也趁機打趣地說道：「現在很多人都在網上買笛子
了，您這種走街串巷的叫賣已經過時了，可以用手機把您

這些笛子的鏈接直接掛在網上，您也不用這麼辛苦地奔波
了。」 老人聽後似懂非懂地笑了笑，說「有些事情還是需要
人來做的。笛子這東西有靈性，它的落腳之處就是人，我管
不了別人，就算有先進的科技替代，我還是要去做的。」 老
人有些落寞地整理好自己袋子，向我揮手道別，他吹著笛子
走進了夕陽的深處，笛聲也在漸行漸遠中消逝……

斯人獨歸遠，笛聲入斜陽。老人的話讓我呆呆地矗立
在潮水般的人群中。面對著無限的時間和空間，我在想：人
活著是需要意義來支撐的。人是自在的，也是自為的，而在
科技加持下的快節奏社會，正在對人的意義進行解構，人正
在喪失自我。牛比人吃的多，難道人就會放棄吃飯麼？看到
唐詩的高度，難道我們就要放棄寫詩麼？機器能幹的事情，
人就不需要干了麼？如果人活著是為了只是單純為了把事情
做到極致，為了做事而做事，那就是陷入了自我定義和自我
固化，並已然把自己限定成了一種工具。人是目的，而非工
具，人做事是為了明于眼，立于心，用我身踐我行，用我手
寫我心。

江湖心中事，訴于江湖人。迷人口說，智者心行，言而
不行，其行不遠。人的覺悟往往就在一瞬間，覺悟的開啟需
要一個契機，可以是一曲橫笛、一聲輕喚，一個故事，甚至
是一句斷喝。「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這個世
界的意義就是為人而立的，人只有參透「為何」，才能迎接
「任何」，也只有基于此，人才能明白「我之所以為我」的
意義，繼續畫完人生路上的未竟之圓。

吳清泉捐
洪門進步黨總部

菲律濱中国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
部吳名譽顧問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晶義
嫂，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
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吳清泉大哥孝思純篤，秉承令先慈樂善
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獻捐
本總部菲幣一萬元充作本總部福利用途，孝
道仁風，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
菲華聯誼總會福利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許副理事長友
清同志令慈許府李碧良老太夫人，慟於二零
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四十二分壽終於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壽終
內寢，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全體聯誼同仁深表哀悼！

友清同志自幼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美
德，歷來愛護支持聯誼事業，尤為關心本會
福利工作，特於守制期間獻捐本總會福利金
菲幣五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致申謝忱。

吳清泉捐華人區
義診中心醫藥金

馬尼拉華人區義診中心訊：本中心保管
主任吳清泉先生令德配何晶晶夫人，不幸於
二０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五時廿二分，壽終
於崇基醫院，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吳清泉先生熱心公益，痛失愛侶，仍不
忘公益善舉，特捐本中心菲幣二萬元充為本
中心醫藥補助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獻捐商總
 華生流失金十萬

菲華商聯總會訊: 本會財經主任許友清
令慈許府李碧良老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
年三月七日仙逝，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許友清主任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親
至孝，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發揚
善行義舉。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猶不
忘公益事業，尤其對文教工作，更是關懷備
至，特獻捐本會菲幣十萬元，充作華生流失
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泰山捐香港商會福利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本會秘書長洪泰

山先生令尊夫人洪府林淑端女士，不幸於
二〇二三年三月四日淩晨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飾終令典，白馬
素車，哀榮備至。

洪泰山先生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者
番遭逢斷弦之痛，仍不忘慈善為懷，特獻捐
本會福利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福建商會
納卯分會福利金

菲律濱福建商會納卯分會訊：本分會
吳指導員清泉先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
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吳指導員清泉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
益，關心本分會，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分會充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並申謝忱。

陳清爽捐
永和三鄉聯誼會

 旅菲永和古厝、錢倉、茂峰三鄉聯誼會
訊：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旅
菲茂峰三鄉聯鄉會假座東海皇宮隆重舉行新
屆職員就職典禮。慶典會場隆重莊嚴，賓主
暢談言歡、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好格局。慶典
盛況空前、熱烈非凡。慶典活動取得了圓滿
的成功。本會陳常務顧問清爽鄉賢榮膺新屆
理事長，在慶典之際仍不忘公益福利事業，
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值得欽佩，予以表揚，並致以誠摯的
謝意。

  陳清爽捐
菲律賓至尊國際獅子會

 菲律賓至尊國際獅子會訊：二零二三
年三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旅菲茂峰三鄉聯
鄉會假座東海皇宮隆重舉行新屆職員就職典
禮。慶典會場隆重莊嚴，賓主暢談言歡、呈
現出欣欣向榮的好格局。慶典盛況空前、熱
烈非凡。慶典活動取得了圓滿的成功。本會
陳清爽獅兄榮膺新屆理事長，在慶典之際仍
不忘公益福利事業，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
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值得欽佩，予以
表揚，並致以誠摯的謝意。

  蔡永良家屬捐
菲律賓至尊國際獅子會

菲律賓至尊國際獅子會訊：本會蔡永

良獅兄不幸於二○二三年二月十八日晚九時
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五十五齡。英年早
逝，軫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守制期
間，不忘慈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
幣壹萬元，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
殊堪嘉許，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許友清捐北區進步黨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

訊：本支部常務副理事長許友清大哥令慈許
府李碧良義老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
吉日上午吉時四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許友清大哥平素孝思純篤，謹遵
慈訓，樂善好施，熱心社會團體，關心本會
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
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友清捐
北區工商聯合會

大岷北區菲華工商聯合會訊：本會許
常務副理事長友清昆仲令慈許府李碧良義老
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上午七時
四十二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
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友清昆仲平素孝思純篤，謹遵慈訓，
樂善好施，熱心社會團體，關心本會會務，
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致公黨總部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部
吳副主席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晶義嫂，
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

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公益，關心洪
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會慈善，特撥
出菲幣伍萬元獻捐本總部充作福利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致公黨第一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
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
晶義嫂，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
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

公益，關心洪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致公黨中呂宋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中呂宋支部訊：
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
晶義嫂，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
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
公益，關心洪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致公黨宿務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宿務支部訊：
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
晶義嫂，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
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

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公益，關心洪
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會慈善，特撥
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福利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致公黨納卯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納卯支部訊：
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
晶義嫂，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
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
公益，關心洪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致公黨第五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五支部訊：

本支部吳諮詢委員清泉大哥令德配吳府何晶

晶義嫂，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

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

素車，極盡哀榮。吳清泉大哥一向熱心社會

公益，關心洪運，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社

會慈善，特撥出菲幣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