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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瓜沿上瓦牆生

秋分
楊留碗
從立秋
熬到處暑
又從
白露
捱到秋分
一半的秋天
已被
太陽擄走
這才掙脫了
酷暑的手

這一天
氣溫
開始
走下坡
晝夜
終于
又扯平
太陽
再次走到
赤道口
晨曦
挽起了
啟明星的手

秋風羞紅
柿子的臉龐
撩起
岸邊的楊柳
揚起蘆花
鑽進了雲朵
中國農民
豐收節昂首
拉起了
中秋佳節的手

崔向珍
萬物開始結籽的初秋，那些蔫巴了一
個夏天的絲瓜秧突然清醒了過來，撲撲啦
啦地開花，爭先恐看地結果，好像也就不
幾天的功夫，我家的籬笆上，瓜架下，都
長滿了長長短短的絲瓜。
看著這些綠油油的絲瓜，我高興地蹦
蹦跳跳，催促母親快點做絲瓜湯給我吃。
母親忙完了一天的農活，追攆著夕陽的餘
暉走進家裡的時候，我已經剪下來好幾條
大絲瓜了。母親一邊洗手一邊誇獎我，然
後快速地給絲瓜去皮。
去了皮的絲瓜滑溜溜的，母親把它們
切成大塊，再把一個雞蛋攪勻，就點燃了
院子裡的柴灶。通紅的火苗舔著黢黑的鍋
底，散碎的蔥花在熱油裡砰砰炸響，母親
把半盆絲瓜倒進去，翻炒得滋滋啦啦。我
坐在灶前手忙腳亂地燒火，一張小臉烤得
滾燙也不肯離開，我著急喝絲瓜湯呢。
待到鍋裡的玉米餅子熱透了，母親就

八月桂花香
宋東濤
古城，進入八月，大街小巷的空氣中瀰
漫著桂花獨有的清香。
這種原產自我國西南部的樹種，現在全
國各地都有栽培，所以處處可見它的身影。
即就是你不認識桂花樹，循著它的香味就能
找到它。尤其清晨，足不出戶的你，將頭伸
出窗外，那幽幽的香直沁心脾，和著清新的
空氣讓你沉醉不已。
不像小時候，哪見過桂花樹！
最早聽說桂花樹，是出自奶奶之口。一
段令人動容的民間故事，這也是奶奶講過的
故事中最淒美的。我還記得講故事那天，是
一個夏夜。
我大概四五歲的樣子。那時的夏夜，
屋裡悶熱，街坊鄰居就把竹床抬到各家的前
院，供小孩子和老人竹床上乘涼休息，直到
十點多陸續被家人叫起來回家睡覺。還有些
人家，因為沒有老人看管孩子，就在竹床上
搭頂蚊帳，免得被蚊蟲叮咬。
這段時間，父母大多要干家務，無暇顧
及孩子。
那時的我很幸福。
奶奶同鄰里一邊聊著天，一邊搖著蒲扇
給我和弟弟趕蚊子。那天晚上，不知為什麼
興奮地睡不著，和弟弟嬉笑打鬧著。圓圓的
月亮懸掛在白楊樹的樹梢上，黃黃的光暈，

把雞蛋液倒進去，用筷子細細地攪拌，攪
到滿鍋開花。一碗一碗綠油油白生生的絲
瓜湯舀出來，撲鼻的清香滿院子飄飛。等
到放了晚自習的父親和哥哥放學回家，我
們一家人圍坐在院子裡，喝湯，聊天，開
心的笑聲順著那些長長的絲瓜籐，一直攀
爬到了老屋的屋簷上去了。
我家的房子是草泥頂，爬到屋頂的
絲瓜籐和野草纏繞在一起，亂哄哄的。鄰
居家的房子是紅瓦房，爬到屋頂的絲瓜籐
順著瓦邊排得比較有規律，也沒有討厭的
狗尾草搖來搖去，紅瓦綠籐間黃花，煞是
好看。我常常跑到鄰居家的院子裡，看一
陣子鄰居家的紅屋頂，再跑回我家的院子
裡，看一陣子我家的泥屋頂，然後傻傻地
問詢父親，我們家啥時候能換上好看的
紅瓦頂。父親總是笑呵呵地說快了快了，
你們好好上學讀書，我跟你娘好好種地幹
活，我們很快就會有好看的紅瓦頂了。
絲瓜一年一年地點種，一年一年地
開花結果，一年一年地攀爬上屋頂。我一
年一年地上學讀書，父親母親一年一年起
圍著它一圈一圈從樹頂上灑下，朦朧、柔
美。我慫恿弟弟，打斷同鄰里聊天的奶奶，
給我們講故事。奶奶低下頭問我們想聽什麼
故事？我忙伸出手指著天空，講月亮的故事
吧！
那夜，一對小兒，仰面朝天，望著月
亮，聽《嫦娥奔月》的故事。我和弟弟聽完
故事後，傻傻地問奶奶，桂花是什麼花？它
結果子嗎？嫦娥現在還在月亮裡嗎？桂花樹
漂不漂亮？他們能看見我們嗎？
……
弟弟已經呼呼大睡了，我卻睡意全無，
繼續一萬個為什麼。我問奶奶：吳剛為什麼
天天在打理桂花樹，他是花匠嗎？為什麼嫦
娥不嫁給吳剛呢？奶奶瞅了我一眼，笑了笑
沒言語，搖著蒲扇和鄰里接著聊。
桂花樹的最初印象，它是月宮裡的一棵
樹，至於樣子嘛，大概和白楊樹一樣吧！
十幾年後的課堂，專業教科書上寫
著——桂花樹，木樨科常綠灌木或小喬木，
花生葉腑間，花冠合瓣四裂，形小，味香，
可入藥，常見有金桂、丹桂、銀桂、月桂
等。
黑白圖片的桂花樹，普普通通，印象平
平，連奶奶故事裡的神秘也被這一段介紹抹
掉了。
快畢業時，我的一位新疆同學隨母親探
親回廣西。回來時，送我一串項鏈，讓我驚
喜至極。

惠安公會新屆理事長陳三民就職
獻捐商總華生流失金菲幣十萬元

務。欣逢令嬡出閣之際，不忘善行義舉，尤為支持教育，特
捐菲幣十萬元，設立《黃欲曉王麗花伉儷教育基金》。熱心
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予于表揚，並申謝忱！

菲華商聯總會訊 : 菲律賓惠安公會總會于9月25日（星期
日）中午，假座青山區富臨酒家慶祝成立102週年，並舉行
第103連104屆理事會，第三屆商會，第六屆婦女組洎第三屆
青年組職員就職典禮。疫情期間，不事鋪張，儀式簡單而隆
重，嘉賓雲集，場面溫馨，氣氛熱烈。
大會主席名譽理事長亦即本會文教副主任莊清河先生，
新屆理事長陳三民先生。
本會副理事長戴亞明代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受邀出席，
並在大會上致詞。
陳三民先生為支持本地華文教育事業發展，特獻捐菲幣
十萬元，以支持本會所設挽救華生流失補助金。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藉報端，並申謝忱。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副監事長王祖盼學長，年
青有為，事業有成。平素熱心公益，勇于奉獻，關心會務。
對本會設立教育基金以提高教師的福利和第二，三代的獎學
金，尤為支持。特獻捐十萬設立《王祖盼吳月永伉儷教育基
金》。熱心善舉，殊堪嘉許，特藉報端，予于表揚，並申謝
忱。

菲律濱忠義堂禮智分堂就職典禮
施聯友榮膺新屆理事長樂捐紹德龍瑞恢齋
旅菲晉江紹德同鄉會、龍瑞大寶殿董事會暨婦女會、晉
江恢齋中心小學菲律濱董事會訊：菲律濱忠義堂禮智分堂於
國曆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假Tacloban市皇冠海鮮酒樓舉行新
屆就職典禮，本會施副監事長、董事聯友鄉賢眾望所歸，深
慶得人，榮膺理事長，可喜可賀，與有榮焉！當日就職現場
嘉賓雲集，氣氛熱烈，盛況空前！
聯友鄉賢一向關心會務，關懷公益，欣逢履新吉慶，特
獻捐本理事會、董事會、董事會福利金三萬元、一萬元、一
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佩！本會全體理監事洎董事亦衷心
祝福聯友鄉賢任期順利，圓滿成功，服務人群，造福華社！

宗聯第卅五屆「宗聯盃」保齡球賽
今晚進行第五輪比賽上輪賽果公佈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由本會所主辦的第卅五屆
「宗聯盃」保齡球錦標賽，訂於今（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九
日）晚七時在計順市Playdium保齡球館舉行
第五輪比賽。兹將九月廿二日各隊總分及得分公佈如
下：
第一名：西河堂--總分10278；得分 55
第二名：隴西堂--總分10694；得分54
第三名：太原堂--總分10031；得分54
第四名：許氏--總分9758；得分44
第五名：六蘭堂--總分9402；得分37
第六名：放勳堂--總分9251；得分32
第七名：媯汭五姓--總分9325；得分30
第八名：南陽葉氏--總分8311；得分18

黃欲曉學長令嬡完婚
捐獻設立教育基金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副理事長黃欲曉學長黃王
麗花學嫂賢伉儷令嬡青湄小姐，與僑商施誠毅先生施蔡純婷
女士賢伉儷令郎子豪君，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假座聖
亞虞示珍（SAN AGUSTIN CHURCH））天主教堂舉行結婚典
禮，珠聯璧合、佳偶天成。婚禮溫馨浪漫，喜宴嘉賓雲集，
熱鬧非凡。共同祝賀新婚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昌、早生貴
子。
黃欲曉學長賢伉儷為人務實，平素樂善為懷，熱心會

王祖盼學長勇于奉獻
捐獻設立教育基金

周金錨捐永和文教基金
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教育基金會訊：本會第二連三屆董
事會即將屆滿，現任常務董事周金錨學長•王美英賢伉儷向
來樂于慈善，熱心公益，關心會務之發展，憂關教育事業，
特獻捐菲幣伍拾萬元，敦聘為新屆董事會榮譽董事長，設立
《周金錨•王美英文教基金》，其茲生息給予獎勵永和莘莘
學子敦品力學用途。奉獻義舉，殊堪嘉許，特籍報端，予於
表揚，並申謝忱。

洪門竹林總團紀念
萬雲龍大哥殉難日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二○二二年十月四日
（星期二），即農曆九月初九日，是本門先鋒萬雲龍大哥殉
難之時。為緬懷先賢對國家民族復興的卓著豐功偉績，本總
團循例舉行紀念活動。是日上午十時設壇，裨供本門昆仲拈
香以示崇敬仰。備有茶點招待。

菲華三歐劉厝同鄉會複選完竣
劉宏程眾望所歸任新屆理事長
菲華三歐劉厝同鄉會訊：本會第十一連十二屆理監事任
期行將屆滿，遵章應行改選。經於新曆九月四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假座岷巿富華麗鮑翅海鮮酒家舉行壬寅理監事
鄉僑聯歡大會之際，同時進行新屆領導班子複選，現任理事
長歐陽團結鄉賢任內領導有方，事事親力親為，建樹良多，
本應繼續連任，奈因商務繁忙，無暇兼顧，極力懇辭，被一
致推選為新屆名譽理事長，繼續指導會務，貢獻餘熱。
本會原執行副理事長歐陽清泉鄉賢，多年來服務鄉會，
默默耕耘，無私奉獻，因年事較大，疫情又尚未完全消退，
諸多不便，來函懇辭本會領導職務，被一致推選為榮譽理事
長。
本會副理事長劉宏程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
為人急公尚義、慷慨豪爽，歷年來任勞任怨，致力會務之推
展，處事幹練，深得鄉會同儕之擁戴，獲一致票推選出任新
屆理事長。相信在其帶領下，本會今後會務之推展，定必欣
欣向榮、穩步向前，更上一層樓！副理事長歐陽鴻博鄉賢，
多年以來積極輔助會務，輸財出力，貢獻良多！乃本會不可
多得之青年才俊，榮任新屆執行副理事長。歐陽國雄、劉加
樂、歐陽俊生、歐陽澾瀛、歐陽恩賜、劉少鋒諸位鄉賢，乃
雄才大略、獨當一面的棟樑之才，均獲選連任副理事長之要
職；原副監事長歐陽震宇鄉賢，愛會如家，年富力強，獲增
補為新屆副理事長。監事長歐陽良杯鄉賢，任內積極襄監會
務，為人剛正不阿，處事穩重，獲選連任監事長之職務。劉

早貪黑地幹活。長大了一些的我雖然還是
喜歡喝絲瓜湯，喜歡看紅瓦綠籐間黃花，
但是我不再追著父親問什麼時候換紅瓦頂
了。等到父親把一堆紅艷艷的新瓦買回家
的時候，我高興地圍著瓦堆轉了又轉。我
對著那些剛剛長出了幾片新葉的絲瓜秧
兒，笑得合不攏嘴。自從換上了紅瓦頂，
我家不再漏雨了。萬物瘋長的夏天，我看
著那些蔫巴巴的絲瓜秧，看著那幾朵小小
的黃花，一心盼望著它們快點攀爬，爬到
我家的屋頂上去，我什麼時候想看紅瓦綠
籐間黃花了，我就看紅瓦綠籐間黃花。
那天晚上，母親烙了幾張香噴噴的白
麵餅，做了一大鍋絲瓜湯，湯裡放了好幾
個雞蛋。我們一家人圍坐在院子裡，一邊
吃飯一邊聊天。父親看著屋頂的紅瓦綠籐
間黃花，教給了我們兩句新詩「數日雨晴
秋草長，絲瓜沿上瓦牆生。」
那天的絲瓜湯真香啊，我喝得心滿
意足。我和哥哥寫完了作業躺在炕上，一
遍一遍地誦讀著「絲瓜沿上瓦牆生」的詩
句，興奮到半夜後才沉沉地睡去。
項鏈是一個普通的皮繩，吊墜是我的驚
喜所在。吊墜顯然是普通的玻璃製品，形同
小淚滴般，透著嬌小玲瓏，空心的吊墜裡有
淡褐色的液體，裡邊懸浮著一朵小小的花，
呈柔黃色。當她遞給我時，一股特殊的香味
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同學說，這是桂花。
這是桂花？這是桂花的香味嗎？這小小
的，猶如小米粒般的黃色的花，竟然有如此
芬芳？一連串的發問，竟然惹得她們哈哈大
笑。
這個項鏈我沒捨得帶過，一直和日記
本一起放在床頭櫃裡。可是它還是丟了，什
麼時候丟的，我不可而知。可是它永遠珍藏
在我的記憶深處，連著月宮裡那個淒美的故
事，藏在我的心裡。
不知從什麼時候，桂花處處可見。小區
裡，公園裡，馬路上，到處是它的身影。尤
其花開之際，閉上眼，靠著鼻子都找得到。
前幾日，晚上出去散步，有風。只覺得
一陣一陣的幽香隨著清風，蕩漾在夜幕裡，
吸上幾口，眼睛、鼻子、嘴巴、整個人，都
浸潤在悠遠、綿長的桂花香裡。它幾乎是在
不經意間，像一陣風，一團雲彩，一抹霞光
追隨你，眷顧你。
那風中吹送的桂花香，多像親人或朋友
的笑容，驅走心頭的陰霾，留下幽香蕩漾心
間。
桂花，小小的身姿，幽幽的清香藏著暖
暖的愛以及遙遠的記憶。

祖德鄉賢、歐陽清陽鄉賢、歐陽少奕鄉賢，均為勇於奉獻、
公而忘私、精誠服務的中堅力量，均繼續連任新屆副監事
長，共同襄監會務。秘書長劉少森鄉賢學貫中西，為人謙虛
謹慎，辦事細心，獲選連任新屆秘書長。原總務歐陽榮坤鄉
賢辦事認真，默默奉獻，獲連選連任新屆總務主任之職務；
新屆財政主任一職則由處事精明幹練、理財有方之副理事長
歐陽俊生鄉賢兼任。外交主任一職仍由交遊廣闊、長袖善舞
之歐陽振聲鄉賢繼續連任；文教主任劉俊杰鄉賢，長期以來
愛會如家，關心本會青少年下一代文化教育事業，獲選連任
新屆文教主任。而其他各股之職位，則舉賢薦能，擇才而任
其職，本會另日將詳細刊登於職員表。
謹擇於國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九日（農曆壬寅年九月十四
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在本會劉永遠名譽理事長宏達鄉
賢位於曼拉俞央巿蕭大道辦公大樓頂層大禮堂（Ballroom MG
Tower 2, Shaw Blvd., Cor. L. Gonzales St., Mandaluyong City—
Infront of Merlaco Shaw Blvd.），舉行慶祝成立十三週年紀念暨
第十三連十四屆理監事職員就職典禮。屆時，恭請本會永遠
名譽理事長歐陽明體鄉賢親臨監誓並致詞訓誨，藉昭隆重！
同時，務希本會全體理監事鄉僑等，踴躍報名出席參加，協
同招待貴賓為荷！

蔡長城學長
捐獻設立教育基金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菲律濱中國商會武六幹省分會
於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舉行慶祝成立暨首屆職
員就職典禮。本會青運主任蔡長城學長榮膺創會會長，其令
尊本會名譽會長蔡文藝學長榮膺永遠榮譽會長蔡長。實乃本
會至高榮光，與有榮焉！榮陞喜慶之際，蔡長城學長不忘慈
善公益，尤為支持教育，關心本會，特捐菲幣拾萬元，設立
《蔡長城洪燕如伉儷教育基金》。熱心善舉，殊堪嘉許，特
藉報端，予於表揚，併申謝忱。

吳青陽慨捐金井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會員單
位，旅菲金井霞裡同鄉會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
六）中午在該會會所簡單舉行慶祝成立114週年暨第57屆職員
宣誓就職典禮。本會吳副理事長青陽鄉賢領導有方，再次蟬
聯理事長，慨捐菲幣三萬元作本會福利用途，敬領之餘，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讓德吳氏華文教師聯誼會
本週日（十月二日）慶中秋
菲律賓讓德吳氏華文教師聯誼會訊：本會為聯絡族
師間之情誼，自成立以來，年年皆舉辦慶祝中秋節會員聯
歡會，然而自2019年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卻錯失欢聚良机，
如今疫情稍見紓緩，日常生活也漸趋正常化，吾族師们也
皆迫不及待的盼望相見以解睽違三載中秋之思念！謹訂於
本週日（十月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讓德總會二樓舉
行壬寅中秋會員聯歡會，歡迎本會會員（包括已退休族
師）準時撥冗出席參加盛會，同享佳節投骰博彩之樂趣。
本會一向推行「守時運動」，依慣例若不準時蒞場者將會被
拒於會場之外，因此，特登報通知全體會員千萬不要遲到，
以免錯失共慶佳節之良機。並請各位會員注意，別忘了攜帶
會員證以資識別，未辦理或遺失會員證者，必須攜帶近照及
所服務學校之識別證（ID）當場辦理。若忘記攜帶會員證者
必須繳交菲幣壹佰元罰款才准予進場參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