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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遙遠的地方
劉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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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磚
王太生

　　在磚上雕刻，那些飛禽走獸、花鳥蟲

魚、福祿壽喜，松鶴臘梅……我一仰頭，

便看到了。

　　那些秦磚漢瓦，在砌房子時就已在排

列組合之中有了自己的序號，動一動，一

座房子往往會很快垮掉。

　　一塊青磚，就是一個人的前世今生。

還有愛情，一雙眼的溫柔愛撫，一點水的

傾慕，慢慢地沁透內心磚身。

　　兒時的市河，有座磚橋，河從北流到

南，穿城而過。橋旁邊有駁岸，用青磚塊

塊壘就，糯米汁勾縫，漾漾在水波中，上

面爬滿漫漶的青苔，厚重而依附。

　　拆橋的時候，許多人把青磚搬回家。

一塊塊磚，砌捨棚、壘雞窩。我從河沿

上，搬兩塊，用鑽子在青磚的中間，一點

一點地斧鑿，做「石擔子」，卻不能舉起

經年之重。

　　青磚是老爺爺，甚至比老爺爺還要

老。當我搬著這兩塊青磚回家時，看到河

對岸那家筆店後門的石埠頭上，有一個人

影在晃動。

　　話還是回到青磚上。青磚可作磨刀

石，以水養磚，質樸天成；中庸之道，潤

心于磚。

　　那時候，我看到左鄰右舍的房子上有

許多磚雕，就在房子與天穹，風雨際會之

間。

　　一塊磚，冷如磐石，在它堅硬的表

面，鏤一朵花。不知道那是怎樣的能工巧

匠，粗厚的手掌摩娑。想那個人屏聲靜

息，靈活的指關節在磚上的移游，不輕，

也不重；不緩，也不急。那塊磚，經過人

手的硬質鐵器的輕輕劃磨，一朵花，便柔

柔地醒在青磚之上，栩栩如生了。

　　在我居住的小城，有不少明清年代的

磚雕門樓。青磚勾縫的屋舍裡，最宜坐

在窗下手捧一冊線裝書。龍鳳呈祥、劉海

戲金蟾、三陽開泰、麒麟送子、獅子滾繡

球……無聲的寓言演繹吉祥、美好。從實

用和觀賞的角度，線條簡潔，風格渾厚，

不求精巧和纖細，但求牢固，經得起日曬

雨淋。磚雕更像是一個樸素、茁健的鄉間

女子。

　　大門、照壁、牆面的建築構件，一隻

撲騰的鳥，銜來松枝、蘭花、竹、山茶、

菊、荷花、石榴、臘梅這些植物，曾經裝

飾過主人的多少鼾夢。

我的一個鄰居，磚雕蹲踞在飛簷翹角，幾

隻呢喃的燕子在那兒做窠。燕子聲中，人

聲花影，草木扶疏，影影幢幢。門環上，

銅 銹 泛 綠 …… 青 磚 之 上 ， 有 野 貓 在 瓦 楞

間，翻轉遊戲。

　　磚雕鑲嵌在一堵影壁之上，寄寓了先

人，對財富、平靜和健康的延綿祈盼。子

孫們每天進進出出，遠近觀賞。磚雕上往

往還有鯉魚、仙鶴、鹿、喜鵲……日昝移

動，凹凸陰陽。

　　青磚之上，樸拙守望。鏤雕花鳥圖

案，牢固而美觀，縫隙間花香流動，散發

出五穀雜糧，羹調烹煮的裊裊炊煙。有一

次，在一個古鎮上，我看到一戶人家，千

金散盡之後的冷靜。

　　門是虛掩的，內有一堵影壁。影壁之

上，好像缺點東西，就像現代的優雅女

子，總愛手中拿著一沓講義作裝飾。這時

候，一個鏤空的「福」字，不失時機地躋

身其中，點綴在那堵牆上。風雨，沒能

剝蝕它的輪廓；時光，不能短缺它的胳膊

腿，這樣一個沒有羊毫落筆和宣紙做襯托

的字，飄著一縷翰墨之香。古宅裡，傳經

釋意。

　　也許，祖先曾經留下什麼。到最後，

只下剩一塊磚的寂靜無息。

　　磚在燒製的土窯中，經歷了怎樣的鳳

凰涅磐。一千度的高溫烈焰燒烤，粘土坯

身，潑水遇冷，變成青磚。這樣的一種不

朽之身，萬年不腐。我想起，曠野上那一

座座已經廢棄的土窯，光著油亮肩膀的窯

工，挑著一擔擔的深沉，腱子肉鼓起的古

銅色肩背，映襯恆古的蒼涼。背後，一縷

狼煙四起，逸入遼遠的天空。

　　一塊青磚，留得住時光的冷峻和世事

承托，那是鏤刻在堅硬質地之上的精神之

花。

行走南開
做一根思想的蘆葦

秋石
         晚秋季節，天清氣朗，騎一輛單車，優哉遊哉的，一根煙的

功夫，就到了南開。

南開是一所著名的高等學府，是周恩來總理的母校，滄桑百

年，在我的骨子裏刻著深深的印記。坐落于天津津南的新校區，在

海河的臂彎裏，像一隻巨大的鳥，蟄伏著，顯得異常安靜。秋日曠

野中，蘆葦搖曳著，發出「嚓嚓，嚓嚓」的響聲，灰白的花絮，

在明亮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在遼闊的海河平原，沒有人能逃離這

些蘆葦的蹤影，水岸、路邊、濕地、灘涂、莊稼地、土旮旯，它們

「適者生存」的氣勢，是一首生生不滅的歌謠。一幅活生生的蘆葦

圖，讓一介白嫩書生，丟了書卷之氣，變得桀驁起來。直面這一大

片起伏搖曳的蘆葦蕩，我端詳、瞭望、傾聽、不著邊際的思想，茂

密的蘆葦，藏著多少生命的秘密？水鳥、鷺鷥、斑鳩、田雞、田

鼠、野鴨子……這些徹頭徹尾的生靈們，自由自在地覓食、嬉戲、

逍遙。而我是什麼呢？一個過客，一根思想的蘆葦，杵在暮秋的氣

場裏，顯得突兀。

樹葉飄零，南開隱隱，赭紅色的建築時隱時現，黃色、綠色、

紅色交織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巨大的油畫，楊樹、白蠟、梧桐等高

大喬木，葉脈強勁，在簌簌的秋風中，由綠轉黃，仍透出盎然生

機；國槐、銀杏已黃葉飄飄，滿地盡帶黃金甲；人工湖畔，無風無

瀾，曲水迴環，廊橋遺夢，彎彎的幽徑，疑是柳暗花明的養心之

地。南開的大綠大美，闊大、深邃、清幽，藏著花香鳥語的四季牧

歌，儼然一處心靈的放牧地，也許，這樣的一個地方，你儘管無拘

無束地呼吸自然與人文氣息，放飛思想的風箏。

悠悠南開，文脈綿長。一個外來者，冒冒失失地就來到周恩

來銅像廣場前，一代偉人，一個把畢生精力獻給中國人民革命事業

的共產黨人，目光慈祥，微微含笑，似乎在喃喃自語：「我是愛南

開的」；寬闊的胸膛，盡納天下蒼生。一百年前，一個弱冠少年，

在南開的淒風苦雨與朗朗書聲中，篤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懷揣「鴻鵠之志」，從此走上拯救中華民族于水火的革命生涯。此

刻，我驀然想起周公在留學日本時的吟哦：「大江歌罷掉頭東，邃

密群科濟世窮。

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這樣的句子，分明是一

團燃燒的火焰。周公走了，卻在千千萬萬炎黃子孫的心中，刻下了

永恆的豐碑。當然，嚴複、張伯苓等一代教育先驅與周公在南開點

燃的一脈香火，開啟了南開百年之學風，詩經《魯頌.泮水》曰：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語本《禮記.大學》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南開學子們，把這些古色古香的箴言視為圭臬，

列為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在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如

饑似渴地汲取智慧、人文和創新精髓，以公德和能力，報效偉大的

祖國和人民。

臨別前，我折一竿蘆葦，我要把它做成一支蘆笛，在寂寞的時

候，吹一首鄉村歌謠。驀然，關于蘆葦的描述：多年水生或濕生的

高大禾草，多生長于池沼、河岸、溪邊淺水區，常形成葦塘……讓

我想起蘆葦的逶迤之勢、勃發之力。

一介布衣，一粥一飯，一茶一書，做一根思想的蘆葦，不好

嗎？

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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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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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春樹（泉州浮橋）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日
停柩於ARLINGTON MEMORIAL，
FAITH CHAPEL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王懷仁
逝世於十一月廿二日
停 柩 於 S A N C T U A R I O  D E  S A N 
ANTONIO 3117 MCKINLEY ROAD，
FORBES PARK，MAKATI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

龔金錄金善
捐西偏同鄉會福利

旅菲西偏同鄉會訊：本會副理事長龔金
錄、理事龔金善賢昆仲令尊龔顧問火欣宗老
先生（原籍石獅永寧西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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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十一月十八日上午八時火化於
聖國聖樂堂。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
榮。

龔副理事長金錄鄉賢、理事金善鄉賢，
平素事親至孝，熱心公益，關懷鄉會福利，
為人慷慨豪爽，秉承先人生前樂善好施之美
德，守制期間，悲痛哀傷之際，猶不忘公
益，特慨捐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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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懷仁逝世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榮

譽顧問懷仁宗長不幸于11月22日蒙主恩召，
歸依主懷。享壽九十又二高齡。現停柩于
Sanctuario De San Antonio, 3117 McKinley Road, 
Forbes Park, Makati 。擇定11月25日上午11時
出殯，安葬于 Heritage Park 墓園之原。本會
倏聞噩耗，軫悼同深。已派員慰唁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王懷仁逝世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訊: 本會王常務顧問

懷仁鄉長不幸于十一月廿二日逝世，享壽積閏
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
柩于Santuario De San Antonio 3117 Mckinley Rd., 
Forbes Park, Makati City，擇定十一月廿五日上
午十一時出殯，安葬于Heritage Memorial Park 
Taguig紀念墓園之原。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第二次華文教學輔導班圓滿結束
菲華校聯訊：2021年11月20日下午1:30到

3：30，由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主辦，菲華
校聯教師教學研究會承辦的第二次華文教學
輔導班在ZOOM平臺如期舉行。本次華文教
學輔導班主講人是聖公會中學柳佳林老師、
蔡艷霞老師、楊宜珊老師，主持人是菲華校
聯常務理事、晨光中學校長黃思華博士。

 黃校長向參加本次輔導班的校長、主
任、老師們致以親切的問候和熱烈的歡迎。
她向各華校領導和主講嘉賓表達了衷心的感
謝。在疫情背景下,大家能齊聚雲端一起學
習，共同交流，非常不容易！第一次華文教
學輔導班舉辦得非常成功，所以才有了第二
次。目的是為了讓新老師能夠盡快提高自己
的教學水平，更好地提升綜合素養和線上教
學技能。

本次教學輔導班第一位主講嘉賓是聖
公會中學的柳佳林老師。她著重從幼兒教學
方面入手，講了兩個方面的內容：1.感官教
學。2.感官大動員。她利用PPT、視頻等多種
網絡工具，教孩子唱歌、認字，從圖片中找
相對應的事物。她和藹可親，平易近人，講
課聲音輕柔，表情豐富，充分地利用視聽工
具來吸引孩子的註意力。

第二位主講嘉賓是聖公會中學的蔡艷
霞老師。她向大家非常詳細地介紹了各種

網絡教學工具的應用及優點。1.免費簡報棒
pointerstick的應用。2.熒幕擷取和圖像編輯器
picpick的應用。3.個人數位小白板whiteboard.fi
的應用。4.線上教學遊戲與互動平臺wordwall
的應用。5.免費簡報PPT遊戲下載。6.emoji表
情圖案的下載和應用。

第三位主講嘉賓是聖公會中學的楊宜珊
老師。她主要講了三個方面：1.主題介紹。
2.課堂中的空拍。她重點以《華語向前走》
教材為例，說明課堂安排要流暢，空拍不能
太多。步驟就是帶學生一起看 ➜舉簡單的例
子➜多與學生互動。3.怎樣給學生分享寫作
小技巧。她強調要選擇適合每個班級的教學
方式。大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方式：1.安排空
拍時間。2.設定jamboard，利用jamboard的畫
筆和便利貼功能。3.點便利貼的學生，打開
麥克風分享例句。4.及時回饋。5.課後作業。

接著黃校長介紹了本次輔導班的特邀嘉
賓江惜美博士。江博士教學經驗豐富，曾任
教於臺北市金華小學、國語實小， 中正高
中，後轉任臺北市立師院語文系擔任教授，
現任私立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教授，曾多
次應僑委會邀請，赴菲律濱等多個國家，進
行「華語巡迴」講座，並獲獎無數。江博士
對以上三位老師的分享進行了總結，並給予
了高度評價與鼓勵，熱情地解答了老師們在

教學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最後，由菲華校聯常務理事、聖公會

中學吳紫薇校長致辭並總結。吳校長對江博
士於百忙之中蒞臨本次會議表示了衷心的感
謝，讓本次輔導班也變得非常專業，層次也
更高。她也感謝了校聯以及各位老師為華語
的薪火傳承所做出的努力和奉獻。接着，菲

華校聯常務理事、計順菲華中學李淑慧校長
也對兩次教學輔導班給予了高度評價，對老
師們的付出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兩次教學輔導班舉辦得都非常成功，
全菲各華校的校長、主任、老師們都非常重
視，同時，還有來自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校
長、老師們來共襄盛舉。

龍塘四鄉聯合會
訂期召視頻會議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訉：本會訂於二
○二一年十一月卅日（星期二）晚上八時，

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三十屆第七次
理事會議，討論會務進展等重要事宜，希諸
同仁撥出寶貴時間準時參與會議商討會務事
宜，會議ID將於開會前一天以信息與微信通
知。屆時希本會全体理監事撥冗出席視頻，
共商策劃推展會務。

羅山中學校友會
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 本
會訂於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八時，

召開第十三屆第六次ZOOM視頻月會，討論
有關會務重要事項。

屆時敬請校友們事先下载好ZOOM會議
软件，以便准時登入視頻會議，以利會務之
開展。

會議ID和密碼將發於本會微信群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