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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葉醉了

漫步秋雨中
魯婧

魯道明
是誰
灌醉了楓葉？
是秋風
釀出的老酒過于濃烈
還是楓葉
不勝酒力？
抑或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醉意朦朧的楓葉
似乎沉迷在
今天的故事裏
可是，我更想
聆聽昨日的故事
這個慾望
交給了我的奶奶
她每天都有
講不完的陳年軼聞
我最愛聽
「瓜熟蒂落」的故事
比如，
我家門前那棵柿子樹
何時開花、
結果、成熟和採摘
以及柿子味道
……我總是
聽了還想聽
直到流出口水
那種甜蜜與幸福感，
像葉落歸根
一如遊子
回到母親懷裏
至於是誰
灌醉了楓葉
又是誰灌醉了我？
我不說
大夥兒也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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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漸晚，撐著傘獨自走在細碎的雨中。一陣風吹過，雨絲
落在了臉上，微微有些涼意，恍然驚覺已是秋天。
分明前幾日還是盛夏的光景，恨不得一直抱著西瓜在院裡乘
涼，總覺得秋天還遙遙無期，日子還很長很長。沒料到這位秋先生
是個性子急的，它一來，便是深秋的溫度。楓葉還青黃著，沒來得
及裹上紅色的風衣就被這冷氣吹得直哆嗦，卻還是硬在樹枝上挺著
身子。
身邊只有片小樹林，閉上眼，不去看街那頭的光景，聽覺便
被無限放大。聽吶，雨滴啪嗒啪嗒落在傘上了，在傘角彙集後又嘩
啦嘩啦落在青石板上，最後溫溫柔柔地藏進了絨絨草地。
如果你此時沒有漫步在這細窄的路上，定是要尋一日來轉轉
的。天地都是烏色，偶然有車燈掃過，便能瞧見雨點連成了千萬條
散發著光芒的水晶珠簾，在暗夜裡閃閃發光。
朦隴又耀眼，歡喜又惆悵，多希望此刻能有三五好友，同我
躲在這亭子的屋簷下，回憶十來年前在小巷子裡冒雨追逐打鬧的歡
笑。有些許形單影隻的遺憾，卻並不苦澀。這樣的夜，這樣的雨，
正適合一個人放空自己。
隱隱聞到一陣似有若無的香味，不免驚奇，尋著香味找了過
去，卻又不見了。暗暗歎氣想要放棄時，抬眼便瞧見了那簇擁在一
起的嫩黃花苞。真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

望著遠方
王曉偉
它靜靜地趴在自行車的下面，腦袋扭
到了一邊，輕輕地閉著眼睛，一絲餘光似乎
對這裡的一切還殘存著留戀。父親慢慢將它
拾起，嘴裡的一縷煙圈順著臉頰飄過他緊鎖
的眉宇，他泛紅的雙眸催動著顫抖的鼻尖，
強忍著哽咽將它掩埋。
父親長長歎了一口氣，起身向屋內走
去。退休的父親不知何時喜歡上了養鴿子，
從原來的一對養到了二三十隻，陽台上掛滿
了鴿籠。清晨，鴿子們成群結隊飛出去，盤
旋在工人村的天空，父親總喜歡一個人站在
陽台上靜靜地望著它們。
兩年前，父親偶然得到了它，當時的
他欣喜若狂，跟母親分享著他的快樂。母親
原來不喜歡鴿子，嫌它們吃得多拉得多，但
看到父親開心，也就沒再說些什麼。父親看
得出母親的態度，只有在清晨時分獨自欣賞
著它，由于沒有哪一個鴿籠屬於它自己，它
就站在一個鴿籠的上頭。
我記得父親曾說過它，它是鴿子品種
中的上等品，腳上還套著一個金色的腳環，
上面打著一排字母。它的眼睛泛著赤紅，鼻
樑肥大，翅膀厚實有力，最重要的是它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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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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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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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龔惜治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大陸
出殯日期另訂

李國良(晉江科任)
逝世於十一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7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六日出殯
陳施秀須
（深滬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林文賢

龔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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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獅永寧）
逝世於十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流芳百世

闌珊處。
白日裡來來回回地走，從未發覺過桂花開了，步履匆匆，忙
著上班，忙著生存，唯獨忘了忙著好好生活。雨聲，花香，在這靜
謐的夜裡治癒了我一整天的疲憊。
我想秋天該是傷感一些的，好像感傷才是這個季節的情緒，
可是我卻忍不住地嘴角上揚，為發現了秋先生的秘密而竊喜不已。
秋先生喜歡的天更高些，空曠而淡然；秋先生喜歡的雨更颯爽些，
不似春雨綿綿，也不似夏雨瓢潑；秋先生喜歡的花兒更自在些，不
要艷麗的色彩，不要濃郁的芳香，我開我的，你愛看不看。
正所謂一場秋雨一場寒，漫步其中的時間久了也會情不自禁
地攏住衣領。搓搓手，跺跺腳，快步走向街的那頭。那頭有各式各
樣的喧囂，有車子鳴笛的聲音，有行李箱的輪子壓過水泥地的聲
音，也有人們談天說地的聲音。更重要的是，有能讓人暖和起來的
路邊攤翻炒食物的聲音。
人不似往常那般多，十幾號人圍著這片冒著熱氣的攤子，
有燒烤麻辣燙，也有烤紅薯烤雞翅。攤主們裹著已經發黃的圍裙，
手腳麻利，深情專注，現下他們就是這條街上的靈魂人物。忍不住
嚥了下口水，這味，正。
買了只烤紅薯，抱在手裡很是熱乎，剝開紅色外皮，露出焦
黃的內裡，大口咬了下去。口感很瓷實，其中還有絲絲甜香。熱騰
騰的紅薯驅走了身上的寒氣，異常滿足。
雨忽然大了起來，我卻不擔心，再走個幾步路就能到家了。
今夜似乎格外被幸運眷顧，聽雨，尋花，吃紅薯，不疾不徐漫無目
的地亂走，竟然一個都沒落下。

魄，流線型的身材可以說是飛行高手。慶幸
的是，它與鴿籠中的一隻母鴿子配對成功，
漸漸融進了鴿群。那時的我聽得滿不在意，
但今天看來它在父親心中的地位可不一般。
母親摘完手中的菜，我幫襯著將菜放
進了洗菜池裡，母親拿來簸箕輕輕將廢菜葉
兒掃進專用的容器裡，我知道這些是要留給
鴿子啄食的，母親掃完又坐下來繼續講述有
關它的事情。
進群沒幾天，它就成了這群鴿子的頭
領，一把糧食灑下，它就「咕咕咕」叫了起
來，其他鴿子都不敢靠前，只有它的那隻母
鴿上前先啄食，雖然它強勢，但自己卻最後
一個吃，這一點讓父親也對它格外喜歡。
記得有一次回家，臨走時父親非要我
帶上幾隻鴿子，我在礦山上班，離家三十多
里地，他說到了礦上放飛，看看它們到底怎
麼樣。我聽從父親的安排，乘車帶著一個紙
箱，上面捅上幾個小窟窿，幾隻鴿子就靜靜
待在裡面。到了礦山，我打開紙箱，鴿子們
一隻接著一隻飛上了天空，其中好像就有那
隻，它帶領著那幾隻鴿子在礦山盤旋了幾圈
後，就朝著家的方向飛走了。第二天和父親
微信時，父親還高興地回復道：鴿子都飛回
來了。聽母親說，自那以後，出遠門放鴿子
成了父親的一大樂事。他托別人，將鴿子帶
到外省各地，雖然有幾隻鴿子迷路沒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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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文偉賢昆玉獻捐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英林洪氏
族賢洪文偉先生暨賢昆玉令尊洪祖盾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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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禮之儀，白馬素車，
哀榮備至！洪文偉賢昆玉幼承嚴訓，事親至
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
福利，為人慷慨豪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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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仟元。仁風義舉，殊足欽式！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龔永尊捐
西偏同鄉會福利
旅菲西偏同鄉 會訊：本會副監事長龔
永尊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會務，日前
適逢令先尊，龔府丁玉治太夫人大祥紀念之
期，感念先人生前養育之恩，更秉承先尊慈
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特捐本會菲幣伍萬
元，作為福利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景仰，
本會敬領之餘，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楊勝強楊自追捐
致公黨武六干支部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武六干支部訊：
本支部副主席楊勝強大哥、總務主任楊自追
大哥賢堂昆仲令祖母楊府蔡德筍義老祖伯
母，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六日（農曆辛
丑年十月初二日），壽終正寢於家鄉福建晉
江金井布澤村本宅，享壽九十有吉高齡，婺
星西沉，軫悼同深。於十一月十四日（農曆
辛丑年十月初十日）上午出殯。白車素馬，
備享哀榮。本會聞耗，經去電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楊勝強大哥、楊自追賢堂昆
仲，一貫關心黨務，熱心公益，出錢出力。
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支部黨員之福利，特
獻捐菲幣貳萬元，作為本支部福利金。仁風
義舉，殊堪矜式。謹藉報端，予以表彰，並
申謝忱。

龔金錄昆玉丁憂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龔工商
主任金錄宗長暨宗親金善、惠貞、『雅芬』
賢昆玉令尊龔火欣宗老先生(原籍石獅永寧西
偏)，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六
時三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四
有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

但它卻總能按時返程，這一點讓父親著實高
興。然而，最後一次父親將它托付給遠赴廣
州打工的表弟，六隻鴿子照常裝進了紙箱，
二十幾個小時後，表弟在微信裡說鴿子在廣
州放飛了。
這個消息讓父親有些坐立不安。第一
天，父親站在陽台望著遠方，直到第二天父
親連飯都沒心思吃，就那樣望著。母親心疼
他，給他買來法式小麵包，父親只是簡單吃
了幾口，就又站到了陽台上。直到第四天，
那只鴿子終于回來了，它站在了鴿籠上，
「咕咕咕」叫著，母親聽到了熟悉的聲音，
快速走到陽台上，她看到父親喜悅的臉上
掠過一絲愁容。父親抓住那只鴿子，撥開它
胸前的羽毛，一道深深的抓痕顯露出來，暗
紅色的血液順著父親的手流了下來，父親瞬
間把控不住眼淚，落在了鴿子的身上。母親
湊過身子，仔細看了看那只鴿子，傷口裡面
內臟都能看得到。父親找來了消炎藥，碾成
面灑在傷口上並包紮好，但最終還是于事無
補。
它走了，靜靜地趴在樓下的一輛電動
車下。不知何時父親又站在了陽台上，他望
著遠方，一群鴿子從空中掠過，父親抽著煙
就那樣靜靜地站著。我和母親都明白父親此
刻的心情，只是在身後看著他，一起望向了
遠方。

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零六室
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
八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因疫情之阻
礙，本會聞耗未能親往靈前舉行相關之祭奠
禮儀，經派員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

洪肇懷逝世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本會洪體育主任肇
懷宗長（原籍晉江英園後角份），不幸於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農曆十月初七日）
逝世，享年五十有一齡。現設靈於家鄉晉江
巿龍湖鎮杭邊村本宅，擇定於十一月十六日
（農曆十月十二日）火化於晉江巿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

龔火欣逝世
和記訊：僑商龔火欣老先生（原籍石獅
永寧西偏）亦即僑商龔金錄、金善、惠貞、
“雅芬”賢昆玉令尊，於二○二一年十一月
十四日上午六時三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
擇訂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旅菲西偏同鄉會訊：本會龔顧問火
欣鄉賢（原籍石獅永寧西偏）亦即本會副
理事長龔金錄鄉賢、亙中龔金善鄉賢暨昆
玉令尊，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上午六時三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
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 FREESIA）靈堂。擇
訂於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四）上午八時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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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偉超丁祖母憂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訊：本商會郭工商主
任偉超先生郭府洪珍智 太夫人不幸2021年11
月8日下午6时58分往生 （農曆十月初四）香
港東華三院馮堯敬医院，享壽積閏壹佰有四
高齡，宝婺星沉，駕返瑶池，轸悼同深。現
停柩於香港红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擇訂於
2021年12月4日（農曆十一月初一）出殯。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加洛干市菲華防火會訊：本防火會郭調
查主任偉超先生郭府洪珍智 太夫人，不幸
2021年11月8日下午6时58分往生 （農曆十月
初四）香港東華三院馮堯敬医院，享壽積閏
壹佰有四高齡，宝婺星沉，駕返瑶池，轸悼
同深。現停柩於香港红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擇訂於2021年12月4日（農曆十一月初一）
出殯。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