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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郎遺韻再賡揚 ——憶泉州刺桐吟社
陳篤恆

泉州是國家首批公佈的 歷史文化名

城，山川秀麗、名勝棋布，文化昌盛，素

有「海濱鄒魯」之譽。新中國成立後，泉

州古城每逢元宵、中秋等良辰佳節，騷人

墨客雅集聯吟，暢歌祖國之昌盛，抒唱人

民之幸福。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

針指引下，泉州文史界自發組成了刺桐吟

社籌備組。籌備組從1978年起，凡歲歲元

宵開元古剎舉辦花燈展覽，必同時舉辦春

燈詩會，張貼詩詞新作于開元寺兩廊，以

供遊人觀賞吟誦，為傳統佳節錦上添花。

如：1981年元宵籌備組在開元寺接待廳舉

行詩詞吟誦會，時值泉州舉行南音大會

唱，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蒞臨泉州，

兩次前來參觀春燈詩廊，並賦「泉州元夜

詩」二首。再如：1983年和1984年元宵，適

逢「泉州歷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與「中

國海交史學術討論會」召開，虞愚、鄭孝

燮、羅哲文、任震英、黃典成、林英儀等

眾多與會學者詩人雲集春燈詩會，吟聲此

起彼落，響徹准提禪寺。

為了弘揚中華民族優秀 傳統文化，

也為了更好地團結古典詩歌愛好者和研究

者，共同交流詩藝古為今用。刺桐吟社經

過一、二年的籌備醞釀，由泉州歷史研究

會提出申請，經晉江地委宣傳部批准正式

成立了。1985年10月27日上午，社員們在

九一路泉州文化宮統一集中，乘車前往惠

安洛陽橋，參加在蔡襄祠舉行的泉州刺

桐吟社成立大會。中共泉州市委常委、宣

傳部長莊晏成等領導，及南社老詩人潘希

逸，泉州文化名人陳允敦等文壇耆宿，共46

人出席了成立大會。刺桐吟社的成立，是

當年泉州文史界的一大盛事，身臨其會先

父陳泗東喜不自勝的作了這首七言詩以表

誌慶：「名橋許我系詩囊，秋水連天一色

長。得句還期追李杜，捫碑猶可拜蘇黃。

高吟桑梓江山壯，俯首甘棠郡守良。行看

旗亭歌遍地，冬郎遺韻再賡揚！而這場盛

會的新聞，會後不僅見諸于國內媒體的報

端，同時海外媒體如菲律賓新潮文藝社等

也給予了報道。

成立大會上大家濟濟一 堂，通過選

舉組成了第一屆社委會。推選先父陳泗東

任社長，黃永源、莊炳章任副社長，林

昌如任秘書長，詹振裕、林樹丹任副秘書

長，吳捷秋、陳存廣、傅佩韓、薛俊安、

王寒楓、黃夏瑩任社務委員。同時聘請澳

門樑披雲先生、新加坡潘受先生、北京虞

愚先生任名譽社長，朱展華、周焜民、陳

祥耀、許在全、黃志毅任顧問。在成立大

會舉行之際，泉州歷史研究會就提前希望

社員們為成立大會賜寫詩詞佳作。因而在

成立大會上，會員們紛紛上台吟誦，唱酬

聯詠之聲不絕于耳，整個成立大會氣氛熱

烈，掌聲笑語歡聲不斷。而梁披雲先生、

潘受先生、虞愚先生在欣然出任名譽社長

之時，亦揮毫題留詩，更為成立大會增色

生光。成立大會最後由先父陳泗東致閉幕

辭，並在先父的致辭聲中圓滿地降下了帷

幕。

刺桐吟社作為文化團體 ，在接受宣

傳、文化部門指導的同時，由市政協具體

領導。其宗旨為指導和繁榮我區（晉江地

區）傳統詩詞的創作活動，有社員七十多

人。作為我國開展詩詞創作較早的文化團

體，刺桐吟社的成立具有積極意義並發揮

了帶動作用。

隨著刺桐吟社的成立，第二年4月永

春「桃源詩社」、5月安溪「龍津詩社」

6月南安「武榮詩社」紛紛成立。緊接著

惠安「惠安詩社「、崇武詩社」等也相

繼成立，再加上原有的晉江東石「龍江吟

社」，石獅「鳳鳴詩社」，泉州詩壇一

如春花齊放，絢爛爭妍。之後這些詩社，

以團體會員資格都先後申請加入了刺桐吟

社。刺桐吟社成立後積極開展活動，高度

重視學術交流，以詩會友、以文聯誼，不

斷擴大朋友圈，文朋詩友遍及海內外，成

為了在我國及東南亞有一定影響的詩詞團

體。

多年來刺桐吟社成績斐然，在學術研

究和詩歌創作上，共編印出版了七本《春

燈詩集》、三集《刺桐吟草》和《泉州歷

史名勝詩詞選》、《半村詩集》《清源山

詩吟》、李根香的《春蔬樓吟草》等。十

年間會員創作詩詞5600多首、詩論和詩話

119篇，這些佳作並分別在海內外的603種

刊物上發表。而有如潘受《海外廬詩》、

梁披雲《雪廬詩稿》、虞愚《虞愚自寫

詩卷》、陳祥耀《喆盦詩集》、吳耀堂

《吳耀堂詩卷》、朱展華《辰齋詩稿》、

潘希逸《孟晉齋詩存》、陳奕仁《醫余詩

鈔》、等，以及傅佩韓《中國古典文學的

對偶藝術》、莊炳章《唐宋名家詞譯析》

《泉州摩崖詩選》、傅金星《羅一峰詩

鈔》黃潛蛟《詩詞格律漫談》等會員詩集

論述亦紛紛結集出版。

在對外交流與舉行活動 上，經常結

合一些重大節日或重要活動開展詩詞創

作。如泉州大橋通車、鄭成功收復台灣

三百二十週年、李贄紀念祠落成、施琅紀

念館開館典禮、中國泉州國際木偶節、

海內外南音弦友大會唱、泉州南環城河竣

工、崇武古城創建六百週年等等。這些活

動的舉辦，不僅會員們熱情高漲，就是社

會也反響強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

週年之際，刺桐吟社聯合泉州晚報副刊部

舉辦「刺桐杯」徵文，當時共收到應徵稿

件600多篇，創下了泉州晚報副刊各類徵文

稿件的最高記錄。在對外交流方面，吟社

的詩詞刊物除分發社員外，也與全國及港

澳台等數百個詩詞組織及廣大吟友互相交

流，加強聯繫，並多次選派會員參加省內

外、國內外的重要會議與活動。如1988年先

父陳泗東以泉州歷史學會會長、刺桐吟社

社長身份，赴日本參加泉州市與日本浦添

市締結友好城市學術討論會期間，與浦添

市文化協會詩吟部會及詩友的交流及吟詠

活動。此外有兩次友好聯吟活動，特別值

得一提。

早在1984年初，日本浦添市就提出了

與泉州市締結友好城市的願望。為早日實

現這一共同願望，此後雙方多次互派訪問

團開展交流活動以增進感情。1988年9月經

全國友協批准，陳榮春市長率領泉州市政

府代表團訪問浦添市，出席了兩市締結友

好城市簽字儀式。而在兩市友好城市締結

之際，當年8月14日，以玉城正范為團長的

浦添市文化協會詩吟訪華團一行28人來訪。

8月16日，與先父陳泗東為社長的刺桐吟社

吟友30人，在清源山石中居舉行了第一次友

好聯吟活動。對于這次盛會，中央、省、

市電視台還曾給予了報道。1993年8月，

在紀念兩市締結友好城市五週年之際，

玉城正范先生再度率領浦添市文化協會詩

吟訪華團蒞臨泉州，並在泉州金泉酒店與

刺桐吟社舉行了第二次友好聯吟活動。這

兩次聯吟大會唱玉聯珠，兩情相融，盛況

空前，譜寫了中日友好、泉浦交流的新篇

章。

「刺桐」是由泉州海外交通史發達而

成的一個別名，宋元時期外國人的遊記，

如馬可.波羅、伊本巴都他等，都稱泉州為

刺桐，因而「刺桐」之名早已馳名世界。

當年詩社成立取名「刺桐吟社」，應有體

現泉州歷史文化名城，人文薈萃，詩歌吟

詠千年不衰之含義吧。多年來「刺桐吟

社」這朵鮮花，先父陳泗東帶領廣大社員

為之揮鋤耕耘，澆水施肥，除草剪枝，就

是希望她能開得更加嬌艷芬芳，揚葩振藻

永不凋謝。不曾想隨著環境的變化，「刺

桐吟社」這塊響噹噹的牌子被統一、更名

了。然「刺桐吟社」這段歷史，當年為繼

承和發揚我國傳統詩歌之精華，推動泉州

古城詩風雅興再度恢張，所做出的突出貢

獻，必將會長久留在人們的記憶裡，在書

寫歷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因而在文

章停筆之時，也借此提出個想法，希望有

識之士能在新名稱之下，考慮保留並增掛

「刺桐吟社」之牌，她可是泉州古城多元

文化寶庫中的一塊瑰寶呀！

 福建省閩南文化研究會供稿
中菲人文之驛」編委會編輯

投稿郵箱：cn.phhcs@gmail.com

左圖：1993年8月浦添市文化協會詩吟訪華團在泉州金泉酒店與刺桐吟社舉行第二次友好聯吟活動。右圖：1985年10月27日刺桐吟
社在洛陽橋畔蔡襄祠成立。

佰利春菲華志願消防會聯同GoodFellow Foundation
向馬尼拉第五地區Brgy. 775 捐贈「愛心糧包」作第67次賑災活動

菲 律 濱 佰 利 春 菲 華 志 願 消 防 會 訊 ：

近 曰 ， 佰 華 志 願 消 防 會 （ B R I X T O N 

H I L L S  V O L U N T E E R  F I R E  B R I G A D E 

ASSOCIATION）收到了馬尼拉第五區San 

Andres, Bukid Barangay 775 Zone 84 主席

Allan Pacheco 發出的救援請求信,由于受到

疫情影響,給真多家庭受到影響,尤其在疫

情高峰期間鎖定官控市民出入由描蘢佳負

責人 Melody Petalo 和 Teresita Borees看管。 

Barangay Chairman Allan Pacheco 聯絡到本會,

得聞本會常常派糧賑災的善舉話動請求支持

協助困境,解決問題,因為政府基金有限,出于

有心無力,只能向外救助.只能厚顏向佰利春

菲華志願消防會創會會長吳肇新和會長蔡榮

華請求幫忙,我會立刻聯絡金豐基金會談及

此事,得到（GOOD FELLOW FOUNDATION )

答應立刻撥出500包救援愛心包。包中有大

米，鑵頭魚,米粉，面罩，口罩，方便麵和

餅乾咖啡精,濕手紙礦泉水等。佰利春山菲

華志願消防會立即安排分發給受影響的家庭

及老人,並在多用途禮堂行，因為沒有收入,

稀少入息不夠應付日常生活,生活受到非常

嚴重困境,常常三餐不繼,沒法溫飽,令人痛心

萬分。這次活動由佰利春山菲華志願消防會

會長蔡榮華指示，由本會消防隊總隊副隊

長Mark Diala和消防員Eric Uy, Mark Limcauco 

, Malabon 負責人李仙沙及多位消防員代表

分發。馬尼拉消防局行動副局長 Supt. Jojo 

Magallanes 也參加這次活動。

蔡永寧喜捐絲竹尚義社總社
菲律濱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本總社蔡理事

長永寧同志令次媛麗玲小姐，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二

時，假聖安頓紐天主教堂，與僑商伍澄英、陳珠麗賢伉儷令

長郎伍泰安君舉行結婚典禮，並于當晚七時假東海皇宮酒家

舉辦婚宴，現場嘉賓雲集，親朋齊聚，熱鬧非凡，喜氣洋

溢，新娘美麗高貴，新郎英俊挺拔，可謂佳人才子，良緣締

結，珠聯壁合，佳偶天成，令人稱羨！本會多位領導前往觀

禮、赴宴，並于台上向喜家致贈禮品，表達誠摯祝福，永寧

理事長一向關懷會務，熱心公益，欣逢愛女出閣喜慶，特獻

捐福利金菲幣五萬元予本總社，仁風義舉，殊堪欽佩，特藉

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永寧喜捐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蔡永寧副主席令次媛麗玲小

姐，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假聖安頓紐天主教

堂，與青年僑商伍泰安先生舉行結婚典禮，並於當晚七時假

東海皇宮酒家舉辦婚宴，現場貴賓雲集，親朋齊聚，熱鬧非

凡，喜氣洋溢，珠聯璧合，佳偶天成！本會多位領導前往觀

禮赴宴，祝賀新婚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昌，早生貴子。

 蔡永寧副主席平素熱心社會慈善公益，慷慨豪爽，關心

愛護本會，欣逢愛女出閣，慨捐本會拾萬元充作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佩，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