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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童年的「零食」

初夏時節，還有一種「零食」令我們十分期待，那
就是樹莓。樹莓生長在土畔溝邊，平時其貌不揚，即使
開花時節，也不引人注意。不過，當它的果實成熟後，
那一樹樹鮮紅飽滿的樹莓，就成了一道極具誘惑的風
景。孩子們在採摘樹莓時真像一群貪吃的小猴兒：一個
個迅速搶佔有利位置，爭搶中不惜將一株株樹莓折斷，
甚至發生「踩踏事件」而引出一陣笑罵聲……而那一顆
顆樹莓酸甜可口的滋味，真令人難以忘懷！
金風送爽，層林盡染。這時節，林野間的「零食」
更多了。八月瓜是家鄉的特產，其大小、外形酷似牛腰
子，乳白的瓜瓤香甜嫩滑，入口即化。我們一邊採摘一
邊念著童謠：八月瓜，九月炸，十月摘來誆娃娃……此
外，還有刺梨、山楂、金櫻子、獼猴桃等都是我們這時
節隨采隨吃的「零食」。
其實，我們的「零食」遠遠不止土裡生的樹上長
的，還有草裡蹦的如蚱蜢、蛐蛐，水裡游的如魚蝦、石
蟹等等。至今還記得，在天氣晴和的冬日，我們還學大
人的樣子，用斧頭劈開一根根預備當柴燒的松樹木頭，
從中取出一種又扁又長的乳白色蟲子，用油炸一炸，就
成了又香又脆的「零食」。長大後才知道這是天牛的幼
蟲……
時光如白駒過隙，三十多年悄然而逝。現在，偶
爾跟在小城裡長大的兩個孩子說起這些童年趣事，她們
的臉上總是一副茫然、難以理解和不感興趣的樣子，于
是，只好知趣地岔開話頭。那麼，就讓這些往事珍藏在
心底吧，或許某一天，與一個山裡長大的同齡人打開話
匣子，這些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童年的「零食」，會像
珍珠一樣一股腦兒地傾倒出來……

江東旭
小時候總是很饞，以至於與童年有關的記憶多半與
吃有關。不過，那時物質匱乏，家境貧寒，正兒八經捏
著幾張毛票去商店買零食的機會一年裡也沒有幾回。幸
而大山是慷慨的，它總能給山民提供許多讓人意想不到
的食物，也讓我們的童年，有了別樣的滋味。
當駘蕩的風吹開桃花和櫻花，群山也披上了一件淡
綠的春衫。這時節，茶片也長出來了。茶片是山茶樹上
的一些嫩葉長成的，形狀像葉，卻膨脹成脆嫩多汁的果
肉。
無論放牛還是上山砍柴的我們，都不會錯過採茶片
吃的機會。成熟的茶片有些是烏紅色的，而以正面蔥綠
色、背面乳白色的茶片為「上品」。隨手採一捧茶片，
吭哧吭哧地嚼著，其味酸甜可口，很能哄住我們的饞
嘴。吃飽了，我們也會挑幾片「上品」，帶回家去孝敬
爸媽。
春夏之交，我們把牛兒趕到荒坡野地放牧。這些地
方在我們孩子的眼裡，並不是荒蕪的。茅草乳白色的根
是甜的，我們挖出來後，抹抹泥土就放進嘴裡嚼。荊棘
叢裡也有我們的「零食」——從荊棘的老枝上生出的一
根根刺薹。雖然荊棘遍身又尖又硬的刺組成一道嚴密的
防線，卻阻擋不了我們的進犯。一番纏鬥之後，我們的
手裡多了幾根嫩生生的刺薹。剝開它的皮，露出嫩綠的
薹心，咬一口，甜甜的，脆脆的。那被刺勾破衣裳、手
指被扎出血珠的代價便拋到了九霄雲外。

霜降：
繁華落盡 不忘初心

柿子，像一盞盞吉祥的燈籠，把日漸蕭殺的深秋裝扮的分外
喜慶和妖嬈；在蕭瑟的秋風裡，每一張衰敗的荷葉，猶如一
面面獵獵的旗幟，張揚著生命的堅韌和頑強，憧憬著來年盛
夏時節驚艷登場。
這一時節，北方的大地已經顆粒歸倉。一些常綠的樹木
在蒼涼中堅守，既平凡又悲壯，護佑著安詳閒適的村莊；在
喧囂的城市裡、在氣候溫潤四季如春的南方，一些花朵依然
開得奢靡，一些葉子依然綠意盎然，人們依然行色匆匆，按
部就班地奔波在路上。
越來越深的秋天，像這城市的性格，內斂厚重、不善言
辭、含蓄深沉。不管是季節的秋天，還是人生的秋天，這一
路走來，酸甜苦辣喜憂參半，成功與失敗、精彩與平淡、糾
結與釋然總是相互交織，當雲開月明鉛華洗盡，生命的脈絡
才會歷歷可見，最終收穫屬於自己的雲淡風輕。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深秋是簡潔
透明的，深秋是厚實寬容的。深秋，是落葉對根的情誼，是
大雁對長空的嚮往，是種子對土地的感恩。天地空闊，為一
切騰出了足夠的空間，更為下一個角色的登場做好了耐心地
等待。霜降過後，寒冷將步步緊逼，萬物將著手養精蓄銳，
逐漸進入收斂靜養的時光。一些念想和新的希望，像剛剛露
頭的冬小麥，雖然纖細柔弱，但毫不畏懼霜打雪壓，仍然一
寸一寸地茁壯成長。它蓄勢待時初心不忘，待冰雪消融，空
曠寂靜的田野，又將是一望無垠的綠色海洋，以及隨風起伏
的金色麥浪……

王軍賢
時間如白駒過隙，在不經意間與我們失之交臂。而歲月
輪迴步點匆忙，晚秋霜降已經凜然來襲。
霜降，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十八個節氣，也是秋天的
最後一個節氣，反應在氣候上的變化是「氣肅而凝，露結為
霜」，蘊含著天氣漸冷、開始降霜的意思。在這萬木霜天的
節骨眼上。大多數的植物即將停止生長，草木開始變得蒼
黃，樹的枝條開始刪繁就簡，呈現出一派深秋遼闊的景象。
「 停 車
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于二月
花。」那枚晚
唐的楓葉已經
紅了千年，現
在依舊鮮艷如
初，歷史的脈
絡還是那麼生
動清晰；那一
樹樹紅彤彤的

洪文偉昆玉獻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財
政股主任文偉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祖盾老
先生（原籍晉江巿英林鎮鈔井村----英井），
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二
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壹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巴示殯
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素車，哀
榮備至！洪財政股主任文偉善友賢昆玉幼承
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僑社慈善福利、虔誠護持、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董事會
菲幣壹萬元，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洪文偉昆玉獻捐
英林保生大帝婦女組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婦女組訊：董事會
洪財政股主任文偉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祖
盾老先生（原籍晉江巿英林鎮鈔井村----英
井），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
十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壹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計順巿
巴示殯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素
車，哀榮備至！洪文偉善友賢昆玉幼承嚴
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
心僑社慈善福利、虔誠護持、樂善好施之美
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組菲幣壹
萬元，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並申謝忱！

王榮榆家屬捐
棉蘭佬太原堂福利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棉蘭佬分會
訊：本會王副理事長榮榆宗長，不幸於二
零二一年十月廿五日壽終於納卯醫院，享
壽七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越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Davao
Cosmopolitan Funeral Parlor。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
間，不忘公益，獻捐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
福利金之用途，仁風善舉，殊堪欽式，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文偉昆玉慨捐
英井同鄉會文教福利
設立『洪祖盾歐陽秀華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井同鄉會訊：本會家諮詢委員
祖盾宗長，亦即家副理事長文偉宗長暨鄉僑
保玲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

訃 告
陳挺港（晉江羅山）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現 停 柩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礼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三 樓 3 1 1 靈 堂
(SANCTUARIUM311LILACWH工TE)
出殯日期另訂

蔡榮力
（ALEXANDER）
逝世於十一月五日
訂十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
設靈於亞蘭禮沓巴示殯儀館二樓J靈堂
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啟靈安奉

蘇松茂

王吳美滿

（晉江蘇厝）
逝世於十一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時

逝世於十一月七日
計順市亞蘭礼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新廈二
樓五號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三時

林文賢
（晉江柳山）
逝世於十月四日
於十月七日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樂聖堂
擇訂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卅分奉骸出殯

董龔惜治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大陸
出殯日期另訂

母親的小菜園
張承斌
近年來，母親日漸喜歡侍弄她的小菜園了，沒晝
沒夜，不分寒暑。
菜園不大，都是些田間地頭的邊邊角角，欠規
則，不成形，談不上用面積計算。倘若非要把它們合起
來算算畝量，雖有點小題大作，但著實也夠驚人，約有
一畝多地吧。
別小瞧這些「小不點」，真正用心侍弄，搞得像
模像樣，能讓它青蔥馥郁、瓜果飄香，保障一家人平日
的蔬菜供應，還真非一件易事。
不知是母親天生擅長，還是後天勤奮努力的結
果，小菜園一年四季鬱鬱蔥蔥、生機盎然，充滿著誘人
的活力。菜園不成片，分佈幾處，但每一處都有春天，
每一處都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經過之人，無不咂舌讚
歎，紛紛投來欽羨的目光。
春天，萬物復甦，百花爭奇鬥艷。小菜園也不示
弱，一副巾幗不讓鬚眉的架勢。她舒展腰肢，綻放著青
春的絢麗色彩，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彷彿為襯
托春天的磅礡氣勢，蓄足了力量。
你看，那綠油油的菠菜，修長柔軟的韭菜，還有
油光閃亮的青菜，粗壯的萵苣，你追我趕，爭先恐後，
互不相讓，好像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小型比賽，惹得路
人駐足觀瞧。
夏天，那些瓜果要麼躲在草叢裡不聲不響地睡大
覺，要麼從密密匝匝的綠葉間探出小腦袋來，張望著外
面，似乎對這個未知的世界充滿了好奇。瓠子、絲瓜掛
滿籐架，在綠蔓間懸垂，伸手可得，不費心力。西紅
柿、辣椒也當仁不讓，在青枝綠葉間隨風搖曳。一陣風
襲來，香氣撲鼻，餘味在天地間徐徐飄逸，半日不絕。
及至秋高氣爽，更有一番熱鬧的景象。絲瓜、豇
豆爬滿了瓜架，一個個倒垂下來，很叫人替它們捏把
汗。
冬瓜、南瓜倒像是調皮的孩子，它們隱在草叢裡
玩起了藏貓貓，若不細心尋找，很難發現它們的蹤跡。
近在咫尺的扁豆袒著肚皮，擎著一面面青紫色的小旗，
笑話那些無趣的傢伙。
別以為寒冬臘月，小菜園就繁華落盡，寂寞成
哀。令你驚訝的是，它一如既往地生機勃勃。蘿蔔、
青菜、捲心菜、茼蒿、大蒜…...照樣蓬勃旺盛、青翠欲
滴，蓋滿了那麼幾塊瘦小的黑土地。在這個寒風凜冽的
日子裡，給人一絲溫暖和慰藉。任憑嚴寒肆虐，我們不
用擔心，就憑如許的蔬菜儲備，越冬不費吹灰之力。
這麼幾方土地上長出來的東西，完全滿足了我們
幾家人餐桌上的需求。我們一邊嚼著鮮嫩爽口的蔬菜，
一邊享受著生活的甜蜜與美好，不勞一兵一卒，不流一
滴血汗，就能大快朵頤。我們吃得暢快、坦然，從不慮
及其它。
每每此時，立在一旁的母親，眼裡流露出的儘是
滿滿的自足和喜悅，她，從不希求子女們的回報。
母親老了。辛苦了大半輩子的她，晚年不得不放
棄田間勞作，可是卻始終無法放棄土地。因為我深知，
我勤勞善良的母親是為土地而生的！

二十三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
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
壽積閏壹佰晉壹高齡。德星南沉，軫悼同
深！越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
殯，荼毗於巴示殯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之
儀，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家副理事長文偉宗長賢昆玉幼承嚴訓，
事親至孝，秉承令先尊慈生前熱心公益、關
心鄉族文教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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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不忘本會鄉僑子女之文化教育及公益
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萬元，設立令先尊慈
『洪祖盾歐陽秀華夫婦教育紀念基金』，藉
以嘉惠本鄉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莘莘學
子。獎掖後進，利於當下，功在鄉族千秋萬
代！同時，並再次獻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
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欽
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洪禮舜家屬捐六桂堂福利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名
譽理事長禮舜宗長（原籍南安華美），不幸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壽
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六十有四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越十月十六日（星期六）上
午九時出殯，安葬於恆安紀念墓園（EVER
MEMORIAL PARK）之原。殯禮之日，白馬
素車，哀榮備至！其家屬等秉承先人生前熱
心公益、愛護六桂宗族，為人急公好義、樂
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六桂宗族之公益福利，特慨捐
本會菲幣叁萬元，充作公益福利之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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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祥維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本會蔡
名譽主席祥維學長令慈，蔡府曾淑秋太夫人
（原籍金井塘東鄉）不幸於二○二一年十月
十七日下午三時五十八分，壽終正寢於家鄉
本宅，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
不忘公益，特撥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
金之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
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洪文偉昆玉捐
六桂堂福利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宗親
洪祖盾宗老先生（原籍晉江巿英林鎮鈔井
村——英井），亦即宗親洪文偉、洪保玲賢
昆玉令尊，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享壽積閏壹佰晉壹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巴示殯

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
榮備至！其哲嗣洪文偉宗賢昆玉幼承嚴訓，
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宗
族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之美德家
風，守制不忘公益，獻捐本會菲幣壹萬元，
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善舉，殊堪欽
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文質蔡金雄捐
瑤里同鄉會福利
旅菲瑤里同鄉會訊：本會蔡聯絡主任
文質鄉賢令堂，即蔡副理事長金雄鄉賢令祖
慈，蔡府粘荷閩太夫人，不幸於二○二一年
九月十三日壽終於家鄉本宅。享壽八十有八
高齡。萱竹凋零，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極盡哀榮。蔡文質鄉賢，蔡金雄鄉
賢幼承庭訓，孝思純篤，守制期間，猶不忘
公益，特捐獻菲幣五萬元予本會充作福利用
途，孝道仁風，令人敬佩，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董群新丁母憂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訊：驚悉本會理
事董群新宗長令慈董府龔惜治夫人（石獅市
永寧沙堤村），不幸於二０二一年十一月八
日逝世於大陸家鄉，享壽六十有三，寶婺星
沉，哀悼同深。宗親會派員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陳挺港逝世
旅菲梧桐同鄉會訊:本鄉會陳名誉理事
長挺港鄉彥，亦即陳楠萍，順萍，燦萍，慧
萍，毓萍，鑽萍，賢昆玉令尊不幸於2021年
11月7日晚十時五十八分寿終於崇基医院，
享寿積閠九十有六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礼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lUM311-LlLAC WHlTE) 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上午八時三十分
出殯安葬於恒安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
飾終事宜，屆時敬請全体鄉侨自動參加出殯
執紼行列，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林文賢訂期出殯
佳勤軸店訊：僑商林少藝、“少庭”、
少向、嬋娟賢昆玉令尊翁林文賢老先生，係
詹益榮女士令夫君（祖籍晉江柳山），不幸
於公元二○二一年十月四日凌晨五時三十五
分壽終於岷市崇基醫院，距生於一九三七年
丁丑年三月初五日吉時，享壽八十有五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礙於疫情，謹照
菲國法令，飾終事宜從簡，遺體已於十月七
日（星期四）下午一時火化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樂聖堂。擇訂十一月
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八時三十分奉骸出
殯，安葬於甲美地馬尼拉紀念墓園MANILA
MEMORIAL PARK DASMA CAV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