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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冬天
李姍姍

　　老家在農村，每年冬天天寒地凍、大

雪紛飛。當家家戶戶開始淘米蒸粘豆包時

殺年豬殺雞鴨鵝，就在悄悄的告訴你冬天

到了，年快來了。

　　進了臘月，大人們都會在這個月把養

了一年的肥豬殺掉，村裡有這樣一首童謠

「小孩小孩你別哭，進了臘月就殺豬」。

殺豬當天很熱鬧，除了幫忙的人，還會找

村裡德高望重的老人來家裡吃豬肉，殺豬

的人家要擺上幾桌殺豬菜宴請親朋好友父

老鄉鄰。那是一年當中最開葷的時候，大

鍋豬肉燉酸菜，灌血腸，這道菜讓你離家

多久，那菜香都會氤氳在你的心頭！那時

沒有冰箱，北方的寒冬就是天然的冰箱，

豬肉放在一個大缸裡存放在倉房，有時也

會在缸裡盛好雪，雪裡埋上肉，絕對的保

鮮，等到春暖花開時年貨也吃的差不多

了。

　　我最高興的是爸媽帶我去鎮上的供銷

社，買上幾尺布，到裁縫店給我做新衣

服，還要去買上一對花綾子扎辮子。到家

花綾子要整整齊齊疊放起來，常常偷偷的

拿出來欣賞下，盼著新衣服做好，過年時

一起穿戴上，小時候的過年特別有儀式

感。大人開始炒瓜子，家家的院子都會漂

出炒瓜子的香味。

　　到了大年三十那天。小孩子們一大早

起來穿上新衣服，辮子上扎上鮮艷的花綾

子，兜裡裝著瓜子糖果，三五個一起，比

比誰的衣服漂亮。糖吃了糖紙是捨不得扔

的，都攢起來回去一張張的存好，收集的

樣數越多越有成就感，彷彿一件件藝術

品，經常幾個夥伴一起展示，誰有重樣的

一起互換。偶爾大人會為了省錢，買不帶

包裝的裸糖，我們最失望的就是沒有糖紙

可攢了。那時很盼望家裡來客，如果買了

帶包裝的糖果是最開心的，可以拿著糖紙

去夥伴當中顯示一下，糖紙，煙盒都是我

們收藏的珍品。

　　老家的年味很濃厚，童謠唱得好：

「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

二 十 七 ， 宰 公 雞 ； 二 十 八 ， 把 面 發 ；

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初

一、初二滿街走。」小時候在三十晚上都

是不怎麼睡覺的，和小夥伴一起提著燈籠

各家各戶地跑著玩，每到一家都會有瓜子

和糖吃，還有那甜甜的凍梨。晚上十二點

要回家吃餃子放鞭炮，這邊媽媽煮著餃

子，我和爸爸會在院子裡點起一堆篝火，

邊烤火取暖邊放鞭炮。之後家人圍坐在火

炕上吃餃子。

        媽媽會把洗乾淨的錢幣包到餃子裡，

誰吃到了就代表著來年財源廣進。每到這

個時候都是我「耍賴」的時候，我會把想

吃的每個餃子都用筷子扎一扎，看看有沒

有錢幣在裡面。「不思北省煙霄地，不憶

南宮風月天。唯憶靜恭楊閣老，小園新雪

暖爐前。」在大雪紛飛的冬日裡，一家人

在火炕上聽爸爸或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將寒冷擋在窗外，十分溫馨。初一早晨一

大早要給家裡的長輩磕頭拜年，見到認識

的長輩都要說聲過年好。最高興的就是過

年時能得到壓歲錢，那時大人給的壓歲錢

基本都是五毛錢，有了這壓歲錢我們能買

很多二分錢一根的冰棍兒吃。

　　小時候沒有手機，看個電視也是奢

望，後來有了電視，村裡的第一台電視是

一個市裡有親戚的王奶奶家弄回的一個14寸

的黑白電視機，這個王奶奶家自從有了電

視，幾乎每天晚上院子被圍得水洩不通，

不管看什麼節目，去看的人都興致勃勃，

會一直看到電視沒有台了。

       到了過年，年夜飯可以不吃，提前去

佔個地方看春晚，去的晚了，屋子被擠的

可是進不去的。那樣的春節，大家也都開

心，生活的貧瘠影響不了大家過年的開

心。

　　過年期間，許多村子裡都有秧歌表

演，秧歌隊走村串戶的拜年，經常的幾個

秧歌隊遇到一起，集體大匯演，清脆喜慶

的嗩吶聲響徹村莊，人們循著嗩吶聲趕來

看秧歌，孩子們歡呼雀躍的跑著笑著！

　　冬天沒有春天的鳥語花香，也沒有夏

天的熱情奔放，更沒有秋天的豐碩果實。

但老家的冬天，卻別有一番滋味。

冬至大如年
鄧訓晶

歲末，冬至來臨。冬至不僅在我國農曆二十四節氣中佔有重

要的位置，而且在民間還有「冬至大如年」的風俗習慣。

冬至太陽黃經達到270度，這時太陽高度最小，陽光直射南迴

歸線，向北半球傾斜。《月令七十二侯集解》是這樣解釋冬至的：

「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說冬至是一年中北半球白

晝最短，南半球白晝最長的一天，但過了冬至就變成白長晝短了。

「冬至一過長根線」，做鞋的媽媽可以多納一根線了。

冬至在古代是一個重要節氣，也是傳統節日，俗稱「冬

節」、「長至節」、「亞歲」。從周朝開始，到了漢代，冬至這天

皇帝要郊祭，百官放假休息，第二天上朝要穿吉服，向皇帝呈賀

表。

魏晉時期，還有臣子向皇帝敬獻鞋襪，表示迎福踐長。唐、

宋、元、明、清都很看重冬至，有「冬肥年瘦」之說。百官放假三

日，君不聽政；民間休市三日，歡度冬至。

特別是南宋，偏安一隅，還歌舞昇平隆重慶祝。民間老百姓

在冬至這一天，要向父母長輩拜節祈福。官民同慶，冬至在古代的

重要行性可見一斑。

冬至過後就是三九寒天，逢壬「數九」。明代《帝京景物

略》記載：「冬至日，畫素梅一枝，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

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越九九消寒圖。」

古人數九的方法多麼有趣，在每天的染瓣中得到一份快樂，

寒冬就多了一份溫暖。

幾千年來「冬至大如年」，各地都很講究，這一天餐桌上的

各種各樣冬至佳餚應運而生，而且南北風俗差異很大。

北方講究吃餃子，傳說醫聖張仲景告老還鄉時，可見家鄉百

姓缺吃少穿，飢寒交迫。他便用羊肉加上一些驅寒藥材，用面皮包

成耳朵樣子，煮熟以後叫「驅寒嬌耳湯」，分給百姓吃。從此，每

逢冬至人們就用羊肉包餃子。冬至吃餃子就這樣約定俗成了，還說

「冬至不端餃子碗，凍掉耳朵沒人管。」除了吃餃子，北方還要吃

冬至面、南瓜餅、年糕。

南方習慣吃湯圓，寓意團團圓圓。江南一帶，有吃赤豆糯米

飯的習俗，據說可祛病防災。還要吃麻餅、糯糕、釀冬至酒，是一

種米酒加桂花釀製，香氣濃郁。

儘管南北方的習俗不同，但冬至喝羊肉湯南北相同。喝下那

熱氣騰騰的羊肉湯，不僅暖了身子，更是養身美食。每到冬至，我

們小城喝羊肉湯是一道風景。那一天羊肉湯供不應求，大大小小的

羊肉湯館子都坐滿扶老攜幼的家人。喝著羊肉湯，看窗外雪花飛

舞，那情那景，其樂融融，恍如新年已至。

重要的冬至，詩人們怎能缺席，當然要留下膾炙人口的詩

篇。此時的大地萬物寧靜，側耳聆聽，「邯鄲驛裡逢冬至，抱膝燈

前影伴身。」冬至夜，孤身在外的白居易，本該和親人團聚，卻只

有影子相伴。

此刻，能不憶親人，能不想家鄉？「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

陽生春又來。」杜甫樂觀地說，寒冷只是短暫的，不久就會陽氣初

生，春將來臨……

從古至今，無論時代怎樣變遷，冬至是家的節日，是回歸的

節日，大如年的冬至是團聚的時刻，在人們心中佔有重要位置。而

時序走到冬至的節點上，日照一天天長了，春日一天天近了。

訃  告
陳李秀華
（晉江羅山）

逝世於一月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陳仲喜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

許清白
（晉江檀林）

逝世於一月八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洪許玉貌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崙上村本宅
訂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毗陽火
葬場
訂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

陳文彬
（晉江永和茂亭山后村）

逝世於一月十五日
停柩於描戈律市聖彼得殯儀館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

吳永康家屬捐
岷里拉坑東同鄉會

岷 里 拉 坑 東 同 鄉 會 訊 ： 本 會 理 事 長
吳 永 康 鄉 賢 ， 不 幸 於 二 ○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二十七日上午七時逝世於MAKATI MEDICAL 
CENTRAL醫院，享壽六十有四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盡哀榮。

吳理事長永康鄉賢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
業，關心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訓，守制
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叁萬元獻捐
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加富捐
致公黨第五支部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五支部訊：
本支部蔡諮詢委員加富大哥令尊蔡奕橋義老
伯，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九日下午十時
五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盡
哀榮。蔡諮詢委員加富大哥事親至孝，慹心
社會公益事業，秉承令尊樂善好施之美德，
關心本支部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
撥出菲幣捌萬元獻捐本支部充作福利基金。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蘇世慶逝世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訊：本會咨詢委員蘇

世慶老先生不幸于一月十五日(星期六)早上，
仙逝于崇仁醫院(ChineseGeneral Hospital)，
享年九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礙于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
簡，擇訂元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火化于聖國聖樂堂。骨灰暫時安放在骨灰罈
館內放著、出殯日期另訂。本會聞耗·經致電
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陳仲喜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陳仲喜先生（福

建省晉江市小便宜滬鎮東山村上企路六號）
即陳世銘、燕珊、燕玲令先尊，林玉潤令夫
君，陳仲開、安省、明惜令胞弟，亦即故陳
商志、張雅珍令次郎——不幸於二○二二年
一月十四日下午七時十八分，逝世於崇基醫
院，享年五十一齡。英才頓失，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訂一
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蘇世慶逝世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名譽副會長

蘇世慶同志（原籍晉江錢埔），不幸於二零
二一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四分壽終於
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疫情期間，飾終事宜從簡，
靈體經於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火化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全體聯誼同仁無不深感哀
悼，經專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
表哀思，而盡聯誼之情。

陳文彬逝世
旅菲茂峰三鄉聯鄉會訊: 本會名譽理事

陳文彬鄉賢（原籍晉江永和茂亭山後村），
不幸於二0二二年元月十五日凌晨五時十六
分壽終於描哥律市ADVENTIST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三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描戈律市聖彼得殯儀
館，擇訂元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
殯火化於描市青山紀念園火化堂。

本會聞耗，深感悲痛與哀思，經馳電慰
唁其家属，勉其節哀順變。

蔡清泉丁憂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暨青年聯誼會訊：

本會資訊主任兼青年會常務副會長蔡清泉鄉
賢，亦即玲玲、清茹、腰治、瑞含、論阿、
心願賢昆玉令尊蔡久哈老伯父(原籍祥芝镇祥
漁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日（農曆
辛醜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逝世，享壽八十
有九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
家鄉祥芝鎮祥漁村本宅，擇訂一月十九日早
上八點三十分出殯。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以盡鄉誼。

陳仲喜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南區支部

訊：本支部名譽副理事長陳仲喜大哥急逝世
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下午七時十八分，
逝世于崇基醫院，享年五十一齡。英才頓
失，軫悼同深。現設靈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
靈堂。擇訂一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
時出殯火化于聖國殯儀館聖樂堂。本支部聞
耗，經函電並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洪誼。

洪文帛丁祖母憂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洪名譽理事長

文帛鄉賢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君諡玉
貌，亦即鄉僑洪祖員、祖偉、洪諮詢委員祖
顒、祖泰暨賢昆玉令堂，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
本宅，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
宅，擇訂於元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
於青陽火葬場，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
日）上午出殯，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秘
書長文帛宗長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君
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英
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

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婺星匿彩，惋悼同深！現設靈於家
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
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
諮詢委員文帛善友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
太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
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
十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
壹佰高齡。婺宿沉芒，哀悼同深！現設靈於
家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
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洪中文
書主任文帛學長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
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不
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壽終內
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佰高齡。
婺星失輝，愴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晉江巿
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十七日上午
九時出殯，荼毗於家鄉晉江巿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洪文教主任文帛鄉賢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
許老太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
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
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

婺星匿彩，哀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晉
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十七日
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家鄉晉江巿青陽火葬
場，並擇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
出殯，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蘇世慶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聞悉本會

調解主任蘇世慶老先生於一月十五日（星期
六）早上，仙逝於崇仁醫院(Chinese General 
Hospital)，享年九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哀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今日早上火化於聖國
聖樂堂，骨灰暫時安放在骨灰罈館內放著、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