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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家之歌
符喬

      滿天的星子透著光亮，靜靜飄灑

在湖面，微風推送著漣漪一圈圈舒展

開來，繼而跳起了光的舞步。只聽得

「滋」的一聲，劃破了曠野的寂靜。湖

邊漁屋的窗戶裡裊裊飄出新搾菜籽油的

清香，藉著柔和的燈光，母親正站在灶

前，為一家人忙活著她的拿手好菜——

燒胖頭魚，我則與姐姐趴在灶台上，享

受著魚香撲鼻的快樂，口水不自覺地在

嘴裡打起了轉兒。

      眼瞧著被切成大塊的胖頭魚在油鍋

中定型、漸熟，變得焦黃，我正看得入

神，母親便已飛快地拿起鏟子將魚塊翻

了個面。等待美味的過程是煎熬的，也

是幸福的。我與姐姐便左一句、右一句

地向父母講述白天學校裡的趣事，像邀

功似的，激動時竟還鬥起了嘴。母親也

顧不上我們姊妹倆的嬉鬧，她麻利地將

蒜頭、生薑、辣椒、蒜苗切碎，見時機

成熟便拿出陳年的米酒，沿著鍋邊痛快

地淋上一圈，鐵鍋瞬間奏起華麗的滋溜

聲。母親堅信，魚要燒出好味道，就得

煮得透。煮魚的過程比較費時，父親一

邊添著火，一邊用衣角擦了擦手，拿出

口袋裡的竹哨，半瞇著眼睛不緊不慢地

吹起來。

山腳下的漁屋迴盪起清脆的竹哨

聲，我和姐姐也止了聲，靜靜聽父親吹

唱熟悉的曲調。竹哨聲將我的思緒帶向

遠方，讓我想起了小時候拿蘿蔔餵奶奶

養的一窩兔子最後被咬傷了手，因為疼

痛哭得很厲害，最後奶奶用了一罐子冬

瓜糖哄好了我。恍惚記得，奶奶走的時

候天氣很冷，湖面結了一層薄薄的冰，

星光投射在湖面的樣子很是清冷肅穆，

美是很美就是讓人不自覺地悲傷起來。

我怎麼也想不通，一節不起眼的竹哨竟

能迸發出如此富有穿透力的聲音，隨意

穿梭在遼闊的曠野、穿透人的心房。竹

哨吹出的聲音算不上動聽，但在我家吹

竹哨似乎是個代代相傳的本事，望著沉

浸在竹哨聲中一臉安然自若的父親，我

在心中暗暗發誓：「一定要做個屬於自

己的竹哨。」竹哨之歌，對靠養殖漁業

為生的家人來講是熟悉的陪伴、是平凡

歲月裡的一絲寄托，或許還有別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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鍋中悶煮沸騰的咕咚聲越來越精彩，母

親趁著大伙不注意猛地一下揭開了鍋兒，奔

騰而上的熱氣瞬間迷了眾人的眼睛，待霧氣

的威力減弱，只見綠油油的蒜苗翻滾在咕咕

起泡的魚湯裡。不多時，鮮美的燒魚便端上

了桌。

我和姐姐此時笑開了花，父親見狀，

停止了吹奏，取了懷中的手帕小心將竹哨包

好，仍舊放回口袋。隨後起身，拿了兩個沾

了新鮮泥土的紅薯埋進余有火星的灰燼中。

雲
賢哲

        雲沒有根，沒有腳，站不穩，可雲有翅膀兒，自由自在，游

四方。

　　 說雲遮不住太陽的光輝，卻不得不在前面加一個定語「永

遠」。

　　 其實，雲的心裡沒有想遮擋太陽的光芒的本意，雲只是想幫

助太陽減少一下對萬物的過度熱情，才不惜犧牲自己的身體，也

不在意人類對自己「想遮擋太陽的光輝」的嚴重誤解，更不理會

那些說云「輕浮」的詆毀。

　　 雲是飄逸的，也是大度寬容的。

　　 大風起兮雲飛揚，雲在借助風成就自己的優哉游哉，即便

風不再溫柔而暴怒了，雲也不會臨陣逃脫，而是在撕扯中壯烈就

死，雲是外柔內剛的。

　　 雲不怕冷也不怕熱，給萬物帶來渴飲的水，沒有雲攜帶來的

雨雪，地上應該就沒有了莊稼，更沒有森林和綠草紅花，動物便

沒有了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

　　 翻雲才能覆雨，沒有雲便沒有雨。

　　 雲，在完成水循環的過程中，處在不可或缺的環節，雲其實

是生命的一個重要源頭。

　　 雲千萬年播雨撒雪，從不為不被感恩而動搖過一次，也不小

氣地進行什麼報復。

　　 看雲就能識天氣，雲的內心是什麼樣的，只要看雲的臉色表

情，便一目瞭然。雲是直率的，是坦誠的。從來不偽裝，從來不

口是心非。

　　 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雲淡

風輕，閒雲野鶴，雲不但厚重，又是如此灑脫浪漫。

　　 有人說雲像大海上的浪花兒，有人說雲是潔白的羊群，有人

說雲是雪白的棉花，有人說雲是白毛巾，把天空擦拭得透明，當

然也有人說烏雲是濃煙遮天蔽日……

　　 雲就是如此這般地沒離開過人們的生活和視線。

　　 雲更沒離開過天空，只要一息尚存，就陪伴在天空身旁。不

敢想像，天空如果長時間沒有了雲，會是一種什麼孤寂情景。

　　 雲很高，說什麼東西高時，就喜歡說「高聳雲天」。抬頭

仰望，除了天空就是雲，所以，人們在形容志當高遠時，總愛說

「凌雲志」。

　　 雲很靈活，雲裡霧裡，演繹著的是一種撲朔迷離的詩意美，

即便是不得不駐足在攝影作品和文字裡，也不會顯出絲毫的呆

板。

　　 雲是層出不窮的，風經常逼迫雲消失蹤影，可是，用不了多

久，還會有後來的雲繼續著前輩的事業。雲可殺，但卻是斬不盡

殺不絕的。一句話，雲後繼有雲。

　　 還覺得沒說完，雲就已經有了這麼多個性，其實，雲不是不

知道不停歇的辛苦勞累，只是，雲知道，天生為雲，就得學會有

擔當，敢于面對現實，做最好的自己。

　　 每一朵雲都有自己的生命軌跡，都有自己的職責，哪怕是瞬

間即逝，也是盡善盡美地完成了使命。

　　 無論是什麼樣的雲，負載了什麼使命，都出生在天空又終了

于天空，雲的舞台是天空，雲便安身立命于天空，從來沒有妄圖

落到地上睡大覺享清福。

　　為雲如此，做人也殊途同歸。

　　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百姓，也無論能力大小，更無論地位的

高低。

       天生都有自己的一個相應的位置，只要時時做好自己就是最

好的人生狀態，真的沒有什麼可抱怨和遺憾的。

蔡友鐵榮譽理事長捐
金曾鄉會教育福利基金

旅菲石獅金曾同鄉會訊：本會第六十二屆理監事洎青年
組職員就職及鄉僑中秋聯歡慶典大會於二○二二年九月十一
日上午十一時假座大連海鮮酒家隆重舉行，慶典會場嘉賓雲
集，熱鬧非凡，氣氛溫馨，就職典禮完滿成功。

本會蔡榮譽理事長友鐵鄉賢，平素熱心社會公益，德高
望重，關愛本會，曾慨捐教育福利基金，設立蔡友鐵鄉賢教
育福利基金。共計五十萬元。仁風義舉行，殊堪欽式，特藉
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林志謙捐
旅菲石獅錦林聯鄉會福利                                          

旅菲石獅錦林聯鄉會訊：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于9月20
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座東海皇宮酒家舉行慶祝成立三十一
週年暨第十五屆理事會洎第十一屆青年委員就職典禮，本會
副理事長林志謙鄉賢榮任新屆理事長，換屆慶典取得圓滿成
功！                         

林志謙鄉賢一向熱心公益，慷慨豪爽 ，熱心本會會務，
特在當晚慶典大會，慨捐菲幣五萬元作本會福利金，其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 ，實堪弘揚，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蔡文生捐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

旅菲永寧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文生學長、
蔡陳麗麗女士賢伉儷令郎，巍樺君與僑商翁文言先生、翁施
秀琴女士賢伉儷令嬡巧巧小姐，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假座聖亞虞示珍（SAN AGUSTIN CHURCH））天主教堂舉行
結婚典禮，珠聯璧合、假偶天成。婚禮溫馨浪漫，喜宴嘉賓
雲集，熱鬧非凡。祝賀新婚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昌、早生
貴子。

蔡文生學長賢伉儷為人務實，平素熱心社會慈善公益，
樂善為懷，關心愛護本會，欣逢令郎受室，不忘善行義舉，
慨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敬受之餘，特此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文生捐
菲律濱永寧中學校董會

菲律濱永寧中學校董會訊：本會名譽董事長蔡文生
鄉賢、蔡陳麗麗女士賢伉儷令郎，巍樺君與僑商翁文言先
生、翁施秀琴女士賢伉儷令嬡巧巧小姐，于二零二二年九月
二十五日假座聖亞虞示珍（SAN AGUSTIN CHURCH））天主
教堂舉行結婚典禮，珠聯璧合、假偶天成。婚禮溫馨浪漫，
喜宴嘉賓雲集，熱鬧非凡。祝賀新婚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
昌、早生貴子。

蔡文生鄉賢賢伉儷為人務實，平素熱心社會慈善公益，
樂善為懷，關心愛護本會，欣逢令郎受室，不忘善行義舉，
慨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敬受之餘，特此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文生喜捐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常務委員蔡文生先生、蔡陳麗

麗女士賢伉儷令郎巍樺君與僑商翁文言先生、翁施秀琴女士
賢伉儷令嬡巧巧小姐，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假座聖亞
虞示珍（SAN AGUSTIN CHURCH））天主教堂舉行結婚典
禮，珠聯璧合、假偶天成。祝賀新婚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
昌、早生貴子。

蔡文生賢伉儷為人務實，平素熱心社會慈善公益，樂善
為懷，關心愛護本會，欣逢令郎受室，不忘善行義舉，慨捐
本會菲幣五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敬受
之餘，特此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濱傢俱廠商聯合會召開會議
菲律濱傢俱廠商聯合會訊：本會訂于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下午七時，假座計順市曼拉威街彩福酒樓舉行第
五十九連六十屆第四次理事聯席會議，討論各項會務事宜，
由執行副理事長吳松茂先生，副理事長楊鴻前先生共同設宴
招待，敬請全體職員屆時準時出席參加，共商會務，共策進
行。

菲律濱義孝堂召開會議
菲律濱義孝堂訊：本堂訂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星

期五)下午七時在本堂會所召開第八十二連八十三屆第二次理
監事洎常務顧問、諮詢委員聯席會議，討論有關堂務各項事
宜，會後在會所用餐，值此中秋佳節之際，理事長林梅瑟昆
仲將贈送每位出席的職員中秋月餅一盒以表歡慶團圓之意。
屆時希全體職員踴躍出席參加，共商會務，共策進行。

蔡陳蓮如捐
嗎拉汶文化書院建新校舍

菲律濱嗎拉汶文化書院訊：本書院於二零二一年初，在
嗎拉汶文化書院董事會、嗎拉汶商會領導的見證下隆重舉行
嗎拉汶文化書院新校舍奠基儀式。嗎拉汶市市長、副市長、
市議員等本市各界人士應邀出席。

本校董會名譽董事長蔡陳蓮如女士，歷年來熱心教育、
擔任董事長任内注重師生福利。今為本院建新教學樓康慨捐
輸特捐菲幣五百萬元。特此登報、儀表謝忱！ 

菲律濱嗎拉汶文化書院建立於1958年。當時，本市從
商華人組織‘嗎拉汶商會’。隨後，在商會先賢蔡振錦、施
至艾、黃清源、曾秋綠、林秉義、郭永钗、蔡培生、施至推
等嗎拉汶熱心教育、樂育英才僑商的領導下共建“嗎拉汶華
僑小學”（后改為“菲律濱嗎拉汶文化書院”），離今已有
六十四年。创立本院之宗旨为薪传中华文化及传统美德，
培植社会栋梁。60年代，郭永钗及林秉义两位捐赠幼儿园校
舍，始设幼教。楊子華董事長熱心教育、贊助本校開資，即
卸任后依然關懷我校進展。70年代，在林西京董事長的任内
扩建校舍，增加设备。80年代初，李賜爵董事長捐建課室三
室，用於科學研究室、童軍辦公室及家政研究室。同時期，
在洪于鈔董事長的任内建立禮堂(第一期)。90年代，蔡文普
任校董會董事長期間，為避免漲水問題而增高主校樓土地，
後又將禮堂建設完工。因清寒子弟之需，增办中学，设電腦
课，加强教師培训。斯时英文小学连续三年会考绩优，教
育部评定为超水准学校。90年代末，施清泉董事長維修教學
樓。後又在蔡陳蓮如董事長任内捐建家長等待棚。董事會成
員坚守先輩的办校宗旨，又加上董事会及有见之士仍疏财出
力，捐献助学金。我校相信在新的教學樓建造后，定能帶給
我市少年舒適的學習環境。同時，也給嗎拉汶市華人華裔子
弟學習華語、了解中華文化，及就讀華校的機會。

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
林志謙先生榮膺理事長
慨捐菲和統會五萬元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
九月二十日下午七時隆重舉行慶祝該會成立第十五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本會副會長林志謙先生榮膺該會理事長，本會副
會長施萬軫受邀出席。

林志謙副會長事業有成、愛國愛鄉、熱心會務、眾望所
歸，榮膺理事長。本會全體同仁向林志謙副會長致以誠摯與
熱烈的祝賀，相信在他的帶領下，會務一定能蒸蒸日上，不
斷創造佳績，為華社做出貢獻。

在慶典之際，林志謙副會長熱心公益，慨捐菲幣五萬
元，作為本會福利金，支持會務發展。此仁風義舉，殊堪讚
許與褒揚，在此籍報端謹致謝忱。

永春同鄉總會 仙鄉陳氏 永春校友會
聯合訂期慶中秋

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親會、永春
縣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中秋佳節是中國民間重要的
文化傳統節日,亦是合家歡聚的好日子，為了加強鄉僑間的聯
絡，增進鄉誼，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
親會、永春縣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聯合訂於二○二二年
九月廿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座加佬富华丽海鲜酒家舉
行壬寅年鄉僑中秋聯歡會，是日备有丰富的彩金抽獎及卡拉
OK助兴，同時校友会颁发优秀生奖学金，屆時敬希全體鄉僑
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會，同慶中秋佳節。

關於九月二十八日華校放假通知
菲華校聯訊： 九月二十八日是至聖先師孔子的誕辰，也

是我們傳統的教師節。經校聯常務理事討論後決定，全菲華
校放假一天，以慶祝教師節。

自六月份以來，由菲華商聯總會，晉江同鄉總會和菲
華校聯共同倡導設立的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案得到了菲
華社會和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截至目前，共籌得捐款達
五千五百九十萬批索。 

關于在職老師的獎勵金，大部分華校的獎勵金已存入各
校帳戶。各校領導會按照報名表把獎勵金髮到每一位教師手
中。只有少數學校，因為提供的是個人帳戶，不符合我們的
規定，請上述華校盡快提供學校的銀行帳戶，收到信息後，
我們會立即發放。退休老師的獎勵金已經于九月十七日在商
總大禮堂發放，但還有一百六十多位退休老師因為種種原因
沒有領取獎勵金。本會決定，還未領取「華社尊師重道獎勵
金」的退休老師，請攜帶身份證，于九月廿七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五時）、廿八日半天（下午一時至五時）前往校聯辦
公室領取。若托人代領，請出示委託書、委託人及本人的身
份證，請相互轉告為盼。    

祝大家度過一個愉快的教師節！   

陳秋霖捐菲華工商總會教育金
 菲華工商總會訊：本會米岸市(Vigan)常務理事陳秋霖先

生，平素熱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注重教育，日前特捐菲
幣三萬元充作本會「點亮未來」教育金，此次已是陳常務理
事本年度第二次捐贈，資助本國清寒學子完成大學學業。仁
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