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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頭
江志偉
在我的老家那一帶，人們都把「理
發」說成「剃頭」，又把每年春節之前
的那次理發說成「剃過年頭」。更有些大
人，則喜歡把「剃頭的挑子—一頭熱」之
類的歇後語，說成是出自我家鄉的特產。
而我這個家鄉的遊子呢，則不管自己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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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已經留得多長，也不論老家剃頭師傅剃
出的頭型有多土，就一直堅持著要把「剃
過年頭」留到回家過年時在家鄉的剃頭店
裡來進行。不為別的，只為了了卻一番鄉
愁、了斷幾縷鄉思。
家鄉的剃頭店有大有小，大的可以擺
下四五張剃頭椅，小的則連一張剃頭椅都
擺不下，只能勉強放一隻小凳子將就。但
是，在家鄉大街小巷的剃頭店中，我最愛
光顧的，還是緊挨北門橋頭的、凌空建築
在漳河上空的那爿四面凌風、古色古香的
剃頭店。店裡一列尚好有些年數的古舊的
剃頭木椅，轉動起來會發出晦澀蒼桑的響
聲；臨河一排徽派建築風格的木格花窗，
推窗即可遠眺山景、俯瞰魚游、遮陽取
光；最為美妙的是，由于其臨溪吊腳樓式
的磚木構架，使得那些剃頭師傅們，無需
遠去水井旁汲水挑水，只需將水桶拴好長
繩，便能輕鬆加愉快地打從店堂下的漳河
中提上清水來。
而更為美妙的，還是那店中高懸著的
「土風扇」了，這可是夏天剃頭所或缺不
得的降溫工具。那長方形的「土風扇」，
是用又粗又厚的土布製作的，每張木椅
的上方，都高懸著一隻「土風扇」，每隻
「土風扇」的中下部，都有一根繩索與另
一隻土風扇相連，最後一隻土風扇上的繩
索則一直延伸到店堂一隅，然後繞過空中
的滑輪，垂直到長登上端坐著的小夥計的
手中，隨著小夥計對于繩索的一拉一放，
實現著一長排「土風扇」在「刺啦刺啦」

赴一場與雪的約會
汪愛賢
我是個南方的女子，卻喜歡極了北方的雪。
不過說來也好笑，一個這麼喜歡雪的人，居然至今也沒見
過真正的雪。我對雪的認識，大部分來源于影視片中，只覺得
雪是純潔的，白茫茫的一片，顯得北方的平原空曠而寂寥；腳
踩在雪地上，時不時發出「咯吱」「咯吱」的響聲，然後，走
過的地方，會留下一串串美麗的腳印……後來看書看多了，才
懂得雪有它更深層的內涵。
我想，潔白的雪和紅色的景物相襯時，一定會產生一種唯
美的視覺享受。如雪中穿著一襲紅袍，映照出的更多是厚重和
端莊；又或是雪中的村莊，到處掛滿了一串串大紅的燈籠，會
讓人感覺喜慶祥和，瑞雪豐年；若某日忽來興致，徒步入山中
賞雪，白雪皚皚中，偶遇一樹紅梅與雪花爭相綻放，彼時，雀
躍的心情，恐怕也不是用語言就能描述得出來的吧！
我喜歡白居易的詩，儘管我不會喝酒，但每每讀到「綠

香港培僑中學菲校友會視頻就職
許榮誼慨捐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國曆二零二一年十一
月十二日（星期五）晚上八時，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
假ZOOM雲端視頻會議室舉行慶祝第十九屆職員就職典禮。
本會副理事長許榮誼鄉賢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事長。長才
展佈，可喜可賀！是晚，海人外嘉賓相聚雲端視頻會議室，
共襄慶典，喜氣洋溢，熱鬧非凡！本會在施理事長聰典鄉賢
的率領下，理監事同仁等多人應邀連線出席觀禮。
新屆理事長許榮誼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為
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履新喜慶之餘，猶不忘龍湖鎮聯鄉
總會之公益福利，特慨捐菲幣壹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之
用途。仁風義舉，殊足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榮誼先生捐香港商會
菲律賓香港商會訊：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於2021年
11月12日（星期五）下午八時假ZOOM雲端視頻會議室舉行慶

祝成立三十六週年暨第十九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許榮誼
先生德孚眾望榮膺新屆理事長，實至名歸，可喜可賀！本會
同仁承邀網上出席觀禮，深感榮幸。
許榮誼先生平素熱善好施，熱心社會公益，特捐獻本會
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嘉許，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新屆慶典
捐獻菲律濱中華總商會慈善福利金十萬
中華總商會訊：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於十一
月十一日舉行慶祝成立六十二周年紀念，暨第六十三屆職
員就職典禮。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李逢梧博士應邀擔任主講
嘉賓，代表菲律濱中華總商會和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致以熱
烈的祝賀！長久以來雙方關係密切，有很深的淵源。先前商
會和善舉很多同仁都曾擔任九聯的重要領導，做出可貴的貢
獻。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是一個成就卓著的組織。
成立近六十二年以來，歴屆賢達和全體成員通力合，團結九
個兄弟團體，踏踏實實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塑造了自己正

面形像，展現新歷史階段，新的風釆。當年莊清泉先賢為榮
造社會的和諧，維護社會的正義和進步，以自身的影響力，
積極促進社會的團結，配合菲華社會做了很多工作。
上屆鄭春木理事長任內很有成績。相信新的一屆在蔡永
寧理事長領導下，大家齊心合力，會務工作一定能有更好的
表現。展現九聯的正面形像和良好聲譽。
慶典會上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慷慨向
菲律濱中華總商會捐來菲幤十萬比索，作為本會公共服務慈
善福利用途，甚感可貴。確意義重大，本會將不忘初心，服
務社會，謹向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致予衷
心感謝。

寶樹謝氏總會週一召開會議
菲律賓寶樹謝氏宗親總會訉:本總會訂於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八時正,使用視頻(ZOOM)召開第七十四連
七十五屆第五次理事聯席會議,討各項重要會務事宜。屆時希
全本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理事們、婦女組和青年組、
撥冗準時出席會議。會議ID與密碼將務先發出在微信群或別
傳訊通知。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
獎學
獎教通告
助學

) 希( 莊)材安紀念基金 金(時宗先生捐獻
) 希( 莊)材慶紀念基金 燦(景宗先生捐獻
) 希( 莊)杰梨紀念基金 裕(崑宗先生捐獻
) 希( 莊)汪廠紀念基金 材(揖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 希( 莊)材修紀念基金 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 希( 莊)杰希紀念基金 莊(材好裔孫江蘇捐獻
) 希( 莊)材揖紀念基金 聯(祿宗先生捐獻
) 希( 莊)欽賜紀念基金 聯(祿宗先生捐獻
) 田( 莊)金來紀念基金 前(進賢昆仲捐獻
) 希( 莊)坦克紀念基金 偉(順、明順、耀全捐獻
) 思( 莊)垂俊紀念基金 仲(華宗先生捐獻
) 思( 莊)杰立紀念基金 亞(立順公司捐獻
) 思( 莊)清池紀念基金 嘉(民啟民健民世恩捐獻
) 思( 莊)杰田紀念基金 秋(典宗先生捐獻
) 裕( 莊)金龍紀念基金 菲(旋垂明南文昆仲捐獻
) 龍( 莊)錦華紀念基金 漢(香賢昆仲捐獻
希( 莊)杰評紀念基金 育(銘、慶文賢昆仲捐獻
) 裕( 莊)垂彬紀念基金 銘(境、銘團賢昆仲捐獻
) 埔( 莊)炳焜紀念基金 培(基宗先生賢昆玉捐獻
) 龍( 莊)鼎水紀念基金 鼎(水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 裕( 莊)榮基紀念基金 振(宗宗先生捐獻
) 龍( 莊)順笙紀念基金 曉(宏賢昆仲捐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通告事：
一、本總會為鼓勵任教於全菲各地僑校本宗華文教員，忠誠教導，為國育才；發揚中華文化，獎
勵敦品力學優秀族生，幫助家境清寒族生，力求上進，勤奮好學；本總會每學年均有獎教、
獎學及每學期助學之舉。
二、 本總會訂於二 二
○二年元月十日 星(期一 開)始分發二 二
○ 至
○二 二
○一學年度獎教、獎學及二
二一至二 ○
二二學年度大、中、小學上學期助學金。已於多月前開始接受申請登記，將於
○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六 下)午四時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三、茲將有關申請事項公佈如下：
甲( 獎)教方面：凡任教於全菲各華校的莊氏華文教員，須來本總會辦公廳填具表格，由該任教僑
校蓋章證明，以便審核。
乙( 獎)學方面：菲律濱政府會考首十名，須呈有關會考證明，及凡就讀於全菲各大、中、小學、
幼稚園，操行優良，學業成績全學年全班首、二、三名者，呈繳上學年全學年成績報告表或
獎狀，正本及副本一份， 2X2
彩色近照相片一張，前來本總會辦公廳填具申請表格。
丙( 助)學方面：凡屬家境清寒，無不良嗜好，肄業於全菲各大、中、小學之本總會會員子女，每
科必須合格，平均成績必須八十分或以上，操行乙等或以上，須出示上學年成績報告表正本
及呈繳副本一份，學校繳費單據正、副本。申請大學助學之清寒族生，每學年至少應修讀
十六學分或以上，除上學期成績報告表及 2X2
近照一張外，並須呈交新學年報名單據，於新
學年報名後，即前來本總會辦公廳填具申請表格。
四、大學助學由下列諸位宗長設立之 教
“育基金 所
”生利息負責，各基金芳名如左：

A

B

我總會惦念起家鄉的「土風扇」來，就
想：如今這些千呼萬喚的東東，我的家鄉
不是早就已經存在過麼？
其實，我家鄉最愜意無比的剃頭，
還不在這大小剃頭店裡，而是在河邊垂楊
柳輕拂著的露天剃頭擔上，那句「剃頭的
挑子—一頭熱」的歇後語，只有在這兒才
是最恰如其分的。因為那副顯得更加有些
年頭的剃頭挑子，正好是一頭是冷冷的、
簡易的木椅、簡易的明鏡與簡易的剃頭傢
伙，另一頭則是火熱的爐火與火熱的水
鍋。就這樣，一冷一熱之間，一天一地之
間，一談一笑之間，手推剪與土木梳搭
檔，剃鬚刀與長條磨刀布廝磨，最愜意無
比的露天剃頭，便在這種原生態的氛圍中
進行，成為小城河畔一道幽古的風景線。
我是在考取一所遠離家鄉的省屬重點
高中那年辭別小城、作別剃頭店、久違露
天剃頭擔的。
記得那一次給我「剃告別頭」的老
師傅，還附著耳朵有些動情地對我說的那
句話：「想不到剛剛要給我們的小毛頭刮
嫩鬍鬚的時候，您就要走了……」，讓我
心酸了好久好久。不過，在隨後的深造、
工作、成家、立業的人生旅途上，無論遠
離家鄉有多遠，無論都市裡的髮型有多時
尚，我總會矢志不移地堅持著「回老家剃
過年頭、陪媽媽和弟妹們過年」的習慣---儘管小城中那剃頭店中的手推剪也已換作
了電推剪、那土風扇也早被電風扇所取
代……

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便覺得
冬天不再冷，因為有酒，有知己，有一種文人的情懷氛圍包裹
著。如果在漫天飛雪中，有一個人，為我溫好一壺酒，我一定
不會拒絕，反而要感謝那場雪，是雪讓我們的心更清澈透亮，
更懂得溫暖別人。
我有一位文友悅悅，是地道的東北女子，她知道我喜歡
雪，經常在微信中給我發送她們當地的雪景照。從照片中我看
到了一幅幅異常遼闊的雪天景致，天空，雪野渾然成一體。從
那一輯一輯下著紛紛揚揚潔白雪花的視頻裡，我分明也看到了
她對雪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愛。我們相約，等我存夠了假期，
就去北方和她會面。她說，要帶我去吃火鍋，她還說要帶我去
哈爾濱滑雪，看冰雕。我總是笑著回應她，別忘了給我溫一壺
酒，我要去北方赴一場與雪的約會，怎能少了酒？
是的，我要去北方赴一場約會，因為，那裡有我善解人意
且溫暖如斯的文友，也有我對雪的眷戀和不解的情結！
生命中的很多美好，需要我們去爭取和醞釀，也需要我們
有一顆善于感知美好的心。在未知的日子裡，讓我們多懷一些
美好的期待吧，如此，平凡的生活亦會變得如酒般香醇醉人！

希( 莊)汪祈紀念基金 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希( 莊)材薦紀念基金 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希( 莊)材允紀念基金 長(泰宗先生捐獻
璧( 莊)銘猴紀念基金 永(心宗先生捐獻
田( 莊)自在紀念基金 金(來宗先生捐獻
希( 莊)茂榮紀念基金 杰(樹、金耀賢昆仲捐獻
埔( 莊)海連紀念基金 謀(棕宗先生捐獻
希( 莊)萬里紀念基金 長(江宗先生捐獻
璧( 莊)杰頂紀念基金 垂(裔宗先生捐獻
龍( 莊)禹成紀念基金 祥(慶宗先生捐獻
希( 莊)材美紀念基金 長(庚宗先生捐獻
璧( 莊)永心紀念基金 志(民賢昆玉捐獻
希( 莊)長榮紀念基金 幼(偉、慈雲賢昆玉捐獻
希( 莊)材潮紀念基金 中(敬賢昆仲捐獻
希( 莊)霖生紀念基金 鴻(敏賢昆仲捐獻
希( 莊)材炮紀念基金 啟(程賢昆仲捐獻
希( 莊)材鰍紀念基金 嘉(謀哲嗣捐獻 )
希( 莊)杰南紀念基金 忠(平賢昆仲捐獻
裕( 莊)垂牆紀念基金 炳(坤宗先生捐獻
希( 莊)材我紀念基金 振(家、振邦賢昆仲捐獻
裕( 莊)汪獅紀念基金 材(乾宗先生捐獻
希( 莊)材潤紀念基金 材(潤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希( 莊)杰樹黃麗霞賢伉儷教育基金
思( 亞)立順公司垂楷宗先生教育基金
希( 莊)金耀林麗慧賢伉儷教育基金
希( 莊)杰細陳淑媛賢伉儷教育基金

董
事 長：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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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長：爵華
理
執行副理事長：優待
副 理 事 長：長順 清河 福泉 順意
文海 南文

五、凡十八歲以上申請者，必須為本總會會員，非會員無權享有本總會任何福利。
六、由於新冠肺炎疫情，保持社交距離，本宗僑校華文教員，優秀族生，清寒族生請先致電
總會辦公廳，安排領取支票時間。電話： 82422571
至 75
。是荷
右通告

二
○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董
事
理
事
本總會全體 基金捐獻者
優秀族生
僑校教員

二

(希)

的繩索與滑輪的滑動聲中前後擺動，「呼
啦呼啦」地扇動清風，那場面當然非常壯
觀。
記得我小時候，一直都把每個月一
路小跑著、跑到剃頭店去「剃頭」，當成
自己最喜歡的事兒之一，那緣由有二：其
一，就是衝著這「土風扇」而去的----這是
因為，剃頭店裡的老師傅非常喜歡我這個
小毛頭，規定每次我去剃頭都給予免費的
待遇，交換的條件就是替小夥計換換手，
拉一個小時的「土風扇」，殊不知這件差
事正好是我感興趣的事兒，小小少年能夠
掌控如此之多的土風扇為他人扇風，那感
覺好極了；其二，則是衝著媽媽給的剃頭
錢的它用而偷著樂的----這是因為每次都能
省下這筆錢，去新華書店中買來我最喜歡
的小人書，以便在剃頭店的長凳上，一邊
拉土風扇，一邊看小人書，也因此，當時
的我就這樣非常得意地成為了小朋友們中
間擁有小人書最多的人，也因此而成為了
小朋友們中間人緣最好的人。
原先我還以為，這「土風扇」只是我
家鄉舊時剃頭店的專利；後來才發現，原
來是此「徽商故里」徽商巨賈們家中「清
風徐來」尤物的變種而已。星移斗轉，物
換星移，待到我的家鄉成為「世界文化遺
產地」、變成旅遊景區的時候，只可惜好
多遊客與年輕的鄉友們，如今卻是一個個
面扇興歎，已經「不知此物是何物」了。
尤其是近些年來，每逢耳畔響起「低碳經
濟」、「零排放」之類的新名詞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