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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橋
林美聰

                      多少人
                      將自己的一生
                      都鋪設在
                      這條
                      歪歪
                      扭扭的石橋上
                      不論
                      曲折平坦，
                      高低起伏

                      從黃護父子
                      到旅菲鄉友
                      從南宋紹興
                      到現代文明……

                      一頭
                      繫著安海，
                      一頭
                      繫著水頭
                      牢牢地
                      抓穩
                      安全與鄉愁

                      躍過
                      波瀾起伏的海灣
                      一座石板
                      橋漸漸地拉扯出
                      美麗的絲綢之路

                      那麼
                      多層層疊疊，
                      新舊交替的石板
                      如今
                      正踩著裊裊南音
                      向遼闊的新時代
                      無限延伸——

清純的玉蘭花
邵天駿

如今，白玉蘭早已經是四處可見了。在

喧囂的城市裡，在迷人的郊野中，幾乎是無

處不在。自從白玉蘭成為我們這裡的市花以

後，許多路邊及小區將其作為觀賞性的植物

進行栽種，由此形成了大街小巷的一道難忘

景觀。它的樹高一般二到五米，其所開的花

為白色，同時吐露芬芳。這芬芳沁人心脾，

令人著迷，而且又有著清廉的積極像征和深

刻寓意。

小時候，那些喜滋滋歡快報春的柳樹、

梧桐樹和玉蘭樹等，總會不經意間呈現在我

的面前，給人一種眼花繚亂、親切自然的感

覺，帶來點點驚喜。在我家老屋的大門前，

就有約莫二十多棵的玉蘭樹一字排開，煞是

引人注目。而到了開花時節，白玉蘭就會悄

然綻放，沒有絲毫片刻的猶豫。只見那潔白

清麗的模樣，十分惹人喜愛。如果天空晴

好，碧藍如洗，間或幾朵白雲漂浮，金色的

陽光無私地灑落在整片整片玉蘭花裡，就

頗有一種層層疊疊、層次豐滿、意境豐沛的

韻味。于是，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陶醉在玉

蘭花的那種無私賜予裡，心心唸唸，無憂無

慮，從容地欣賞，獨自地祝福，生成對未來

人生的各種美好期許。

許多情況下，玉蘭花帶給我的，是那

種詩意的驚喜徐徐襲來，直抵心扉，而且還

已經能夠觸手可及。我一邊欣賞著玉蘭花的

詩情畫意，一邊盡情地吮吸著香氣的四處瀰

散，由此多了一分悠然自得的快樂閒情，就

猶如沉浸在了一片曼妙無比的天地裡，任思

緒自由翱翔。

此時，流連早已不知時間的流逝，陶醉

也總會始終充盈心間。我無論如何也抵擋不

住那玉蘭花帶給我的夢幻般驚歎。這花瓣讓

人心生愛意，無法割捨；這潔白叫人浮想聯

翩，無拘無束；這樹木給人過目難忘，悄然

定格；這……

我只要望著眼前的一大片玉蘭花，心裡

就會與其潔白交融，並由此純靜不少。那時

候我還小，還不太懂事，只知道玉蘭花開得

如此溫柔，如此魅惑，如此美麗，片片花瓣

組合成了一幅絢麗的圖案。還有什麼能比這

更叫人心動無比的呢？

長大了，尤其是白玉蘭成為我們這裡

的市花以後，我忽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

清純的玉蘭花，它的美在于不存有任何的私

念，它的真在于敢袒露胸懷，它的形總是能

去除各種浮躁，願意給與他人諸多的美好，

願意與他人分享額外地快樂。也許，這也是

許多人對白玉蘭青睞有加、格外看重的一個

理由吧！

你看，雖然周邊的細小灰塵在風兒中間

或揚起，想把它同時污染，可它依舊是潔白

無瑕，高傲示人。儘管別的樹木花朵也想與

它爭俏，想讓它低下那高貴的頭，然而它的

潔白本身就是一件無價之寶，是容不得有半

點玷污的。

直到今天，我都會始終如一地由衷讚美

它，感謝它帶給了人們無盡的感動，感謝它

帶給了人們認真地思索，感謝它帶給了人們

「金不換」的理由。

在人生的匆匆旅程中，如果每一個人都

能像清純的玉蘭花那樣，自尊自愛，自省自

律，不求任何的私利，不去額外的索取，該

有多好！

一陣溫暖的風兒輕輕地拂過了我的臉

頰，頓時就有了某種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愜

意與舒坦。我似乎對清純的玉蘭花，之所以

總是默默地陪伴在人們左右，又在用一種無

聲的語言在盡情袒露，又有了一個新的理

解、新的感動。

茶是春天寫給大地的情詩
鍾瑞華

茶，是春天寫給大地的情詩……

每年清明谷雨時節，老屋背後的大山深處，綠油油的茶樹一層

層鑲嵌在梯田狀的山坡上，目之所及，一片青翠，微風拂過，清香

撲鼻。

吃過早飯，母親便背著竹簍，帶領我們上山去採茶。雨過天晴

的路面還有些泥濘，我們沿著蜿蜒的山路小心翼翼地前行，時而撥

弄路邊的草叢，時而採摘山頭的野花，清新的空氣伴著泥土的芬芳

撲面而來，瞬間忘了爬山的艱辛。

上完陡坡，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望無垠的綠，茶園似一塊翡翠鑲

嵌在群山的懷抱。三三兩兩的採茶女身穿藍衣、頭戴斗笠，散佈在

鬱鬱蔥蔥的茶山中，動作嫻熟地將一枚枚茶芽採下放進背簍，歡快

的笑聲和清脆的歌聲在茶園上空縈繞，讓人彷彿置身畫中。我們隨

即加入到採茶的隊伍中，只見母親的左右手交替在茶樹與竹簍之間

不停地穿梭，一片片新鮮的葉子便歡快地跳到竹簍裡，看得人眼花

繚亂。

雖然那時的我只有茶樹般高，但看她們忙忙碌碌的，也總是

躍躍欲試。母親怕我毛手毛腳弄壞了茶葉，一邊採茶一邊不停地叮

囑：「兒呀，盡量採摘那些嫩綠的葉子和剛長出來的茶芽，大片的

深綠色的葉子就不要採了。」我便調皮地吐一下舌頭，學著母親的

樣子小心翼翼地採摘起來。「茶樹青青綠葉嬌，我和茶樹一般高；

茶山層層彩雲繞，我和彩雲一樣飄；采喲采喲采喲采喲……」歌聲

驚醒了睡夢中晶瑩的雨珠，有的悄悄趴在採茶女的髮梢側耳傾聽；

有的偷偷蹦到草地上翩翩起舞。晌午時分，竹簍終于滿了，奶奶和

大姐在山下扯著嗓子喊我們回家吃午飯，我們便收拾好竹簍，一路

歡笑著朝山下走去。

回到家後，母親先把採摘回來的茶葉用清澈的山泉洗淨晾乾，

吃過晚飯後便擺好工具，叫上父親一起來做茶。母親把茶葉倒進已

經燒熱的鐵鍋裡，一邊用炒茶帚在鐵鍋中旋轉炒拌，使茶葉均勻受

熱失水，一邊有節奏地來回揉搓。經過殺青、初揉、炒二青、復

揉、乾燥等五道工序，茶葉便可出鍋，屋子裡便瀰漫著馥郁的茶

香。這時順手抓起一撮干茶放到嘴裡慢慢咀嚼，喉嚨裡立即有一股

馨香，清涼甘甜，直透心底，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白居易的詩句：

「鼻香茶熟後，腰暖日陽中」。

茶葉做好後，母親總會用剛燒開的山泉沏一杯新茶給父親品

嚐，父親便毫不客氣對茶的成色、味道、火候等逐一進行點評，每

次點評的結果都能讓母親笑逐顏開。這時，一旁的我總是纏著父

親分一小杯嘗鮮，父親卻戳戳我的小腦袋說：「喝幾小口就得去睡

覺，明天一早還得上學呢！」

我在隨母親一起上山採茶的時光中度過了美好的童年。十二歲

那年，我升上了鄉里的初中，碰巧的是，學校的後山上也有一大片

茶園。每年谷雨時節，學校便組織我們採茶，幾百人的隊伍分散在

茶園中，遠遠望去，宛若一朵朵五顏六色的花朵綻放其間；又似一

顆顆七彩玲瓏的寶石散落于碧綠玉盤，清風拂過，掀起層層綠浪。

時光荏苒，歲月蔥蘢，轉眼我離開家鄉到那外地工作已二十

多年。旅居他鄉的日子，在看書和寫作的間隙，我總喜歡泡上一杯

老家產的春茶，或輕抿慢啜，或一飲而盡，頓覺神清氣爽，文思泉

湧。濃濃的鄉茶散發出的清香，飄著父老鄉親的純情和善良，凝聚

著父母對兒子的深深牽掛。裊裊茶香中，我彷彿看見滿頭銀絲的母

親正披著晨霧、背著竹簍在茶園裡忙碌著、忙碌著……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宴請出席商總第三十三次代表大會宗賢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總會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廿二日下午七時，在本會會所五

樓大禮堂（1036 MASANGKAY ST.BINONDO MANILA）歡宴出席第三十三次全菲代表大會宗
賢，並請全體執行委員出席作倍。

註:請柬已拜託商總報到處代發，如有疏漏，請自動移駕出席。是荷
NO. 中文名 NAME NO. 中文名 NAME
1 陳永栽 Lucio Tan 187 陳耀煌 Danny So Ping Hong
6 陳本顯 John K. Tan 188 陳奕鴻 Chen Yi Hong
14 陳俊禮 Michael G. Tan 220 陳杰文 Aldon O. Tan
73 陳長善 Pedro Tan Tiong Sian 223 陳築時 Robert Chua Tan
23 陳章成 Antony Chan Cheung Shing 226 姚慶祕 Richard Chua Yao
34 陳炳清 Edwin C. Fabro 233 陳文章 Jayson Tan
56 陳明健 Antonio A. Kaw 248 陳伙利 Herry Tan
57 陳世傑 Peter T. Quintana 262 陳培中 Armando Tan
59 陳歷山 Alex Ong 282 陳家仁 Karlson H. Tan
98 陳清雷 Luis Tiu de Jesus 287 陳東鷹 Chen Dong Ying
120 陳興阳 Chen Xing Yang-  312 陳金福 Joseph Solis

125 陳世局 Chen, Shiju @ Luis Tan 333 陳利察 Richard Tan
140 陳德偉 Anson Tan 347 陳育琪 Tony Tan Ching Hai
154 陳國鑫 Kwok Yam Ian Chan -  348 陳天滿 Chen, Tian Man (Austin Tan)
184 姚慶輝 Christopher Yae 365 陳慎修 Chen Shenxiu
   地區團體會員（代表名單）
陳華民 陳輝煌 陳佳獎 姚榮材 陳錡凱
陳德偉 陳福新 陳清淵 陳瑞蓮 陳華利
陳家仁 陳秋霖 陳大成 陳瑞鵬 陳貽贊
陳耀煌 陳奕安 陳瑞林 陳顯達 陳立銘
陳明錦 陳建忠 陳維仁 陳瑞敏 姚毓麟
陳光曦 陳遠德 陳峙成 陳增長 陳國棟
陳清琪 陳恩惠 陳國漢 陳德強 陳振佳
陳美美 陳亞利 陳垠旭 陳良智 陳秀真
陳竟原 陳偉世 陳松池 陳明明 陳美智
陳季萍 PHILIP A. TAN 陳德烈 陳奇展 陳山偉
陳垂來 ELPIDIO(BOY)TAN 陳耀倫  

商總代大二十三日隆重開幕 洪總領導將於23日早上蒞臨世紀酒店
與Kingsfort Hotel和山頂州府的洪門昆仲座談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商總第三十三次全菲代表大會訂於三月二十三日隆重舉
行。查此次出席商總代大之洪門昆仲，共計吉十吉位。

本總會依慣例，訂於3月23日（星期四）早上六時三十分，在世紀酒店與Kingsfort Hotel和
來自山頂州府的洪門昆仲座談。

現謹將本次商總代表大會的洪門昆仲姓名及序號公佈如下：
名字 序號 名字 序號 名字 序號 姓名 序號
林育慶 2 莊前進 8 張昭和 9 葉芳楓 11
施梓雲 16 戴亞明 21 吳啟發 22 呂安盾 24
洪健雄 25 楊長江 29 潘振興 32 許友清 36
許燦榮 37 許天恩 39 洪文檀 43 戴國安 45
許煥燃 47 許  扁 51 蔣曉瑋 53 蔡永達 65
黃天從 66 許振基 68 施良泉 72 洪祖霖 76
黃太陽 77 施玉璽 82 蔡哲人 83 柯志超 84

洪火煜 86 王書侯 88 許友忠 89 丁偉都 90
洪香泉 91 溫奕明 92 王清涵 95 洪肇堅 96
張年習 99 蔡威凱 100 洪聰曉 101 馬榮聰 102
周經偉 105 蔡長裕 115 施純程 118 洪一龍 127
伍代順 134 許勝利 137 李志傑 138 詹獻協 141
龔詩育 168 施純程 186 蔡永沛 192 李光平 196
洪建国 221 孫明強 232 陳文章 233 蔡清海 234
洪瑞山 243 余益勤 245 黃華堂 263 施清波 264
吳金鏢 283 羅毅飛 288 李偉順 301 許劍雄 305
許福星 306 留典良 319 王學藝 320 施小晉 328
黃書榜 329 王海陽 338 曾國哲 339 施淵源 343
蔡志群 344 蔡繼漢 345 陳育琪 347 楊自龍 357
蔡鴻語 367      

    柳山同鄉會召會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擇訂于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五
時假座會所召開第十三屆第一次理監事暨青
年組聯席會議，（會後在裕華海鮮酒樓聚
餐）討論有關會務事宜。屆時務希諮詢委
員、常務顧問洎全體理監事及青年組職會員
踴躍準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以利會務進
展。

旅菲晉江涵口同鄉會召會
     本同鄉會訂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六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在會所 召開第
七十三連七十四屆理監事會第七次聯席會
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務事項。屆時敬請各
位理監事們撥出寶貴的時間出席參加，共商
策劃，以利會務推展。謝謝！

  女華商陳林梅淨再捐建
  商總農村校舍兩座

        菲華商聯總會訊 : 女華商陳林梅淨女士
（Elizabeth Tan）亦即本會東北呂宋常務理
事林梅瑟令胞妹，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善心人
士，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照弱勢群
體。陳林梅淨女士亦熱心于教育事業，特別
對家境清寒子弟的就學狀況，更是關懷備
至。
        為紀念令先夫，陳林梅淨女士特于先前
向本會獻捐農村校舍一座，地點為位于Nueva 
Ecija省 Cuyapo社的Cuyapo中央學校（Cuyapo 
Central School）。日前再增捐兩座，合計三
座，扶助各當地貧瘠地區的教育發展，造福
當地貧困家庭的莘莘學子。仁風義舉，殊堪
寢室，特藉報道，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張文章名譽理事長慨捐
金曾鄉會教育福利基金

旅菲石獅金曾同鄉會訊：本會張名譽
理事長文章鄉賢為人慷慨豪爽，熱心社會公
益，對鄉務事業關愛有加，特於日前慨捐本
會壹佰仟設立張文章鄉賢教育福利基金。仁
風義舉行，殊堪欽式，敬領之馀，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有志獻捐
隴西總會文教基金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中
文書主任有志宗長，平素樂善好施，熱心會
務，關懷族運，愛宗愛族，特別對慈善公益
事業，絕不落人後。日前捐來菲幣二十萬元

正予本總會，充作文教基金用途。其之慷慨
捐獻，嘉惠族裔，宅心義舉行，仁德廣被，
敬領之馀，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菲律濱莽原公所就職慶典
李鴻銘大哥捐洪門竹林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莽

原公所於三月十六日假豪門酒店舉行就職慶
典，本總團副監事長李鴻銘大哥榮膺理事
長，實至名歸，得人善用，功業可成，莽原
當興。

李鴻銘大哥平素慷慨豪爽，熱心公益，
交遊廣闊，長袖善舞謙恭仰止，堪稱將才。
者番榮膺高位，即場慨捐本總團五萬菲幣作
為福利用途。仁風高義，值得贊揚。謹藉報
端，申謝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