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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時節的父親
王峰軒
老家的秋，是屬於父親的。在那塊希望的田野上，父親
是莊稼的國王。
兒時對秋的記憶，除了黃橙橙的玉米、白如雪的棉花、
紅似火的辣椒，以及壓彎枝頭的紅棗外，就是父親不輟勞作
的場景了。
是父親撐起了秋天，撐起了整個家！
父親常講「莊稼不收年年種」，不管收成好壞，從未
對下一輪耕種喪失信心。于是，秋收之後，便是耕耘、播
種、澆水……秋收種麥真可謂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他年輕
時當過鄉鎮糧所的司務長，後來又搞過建築、收過糧食、餵
過豬、養過雞、種過瓜果蔬菜，用母親的話說他就是愛「窮
折騰」，折騰來折騰去便成了「一窮二白」。每每受到母親
「指責」時，父親總是笑笑：當年你是個代課教師，每月能
拿多少工資，四個孩子吃喝拉撒，裡裡外外都需要錢，我不
「折騰」行嗎？雖然屢戰屢敗，但我仍屢敗屢戰，生意沒做
大是我機遇不行，但我努力了。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現在
孩子們都大學畢業，吃上了「公家飯」，你說說軍功章是不
是得有我一半啊？！
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雖不至於五穀不分，但我著實
有愧：平時忙于工作，除了週末其他時間很少回老家，十來

唯美食與愛不可辜負
陳莉
與其說這是一本細說美食的書，不如說它是一本品人生百
味的書。翻開黃磊所著《炊煙食客》，我不禁被作者描摹美食
的細膩文筆和牽引而出對人生的深層體悟所折服。人生在世，
裊裊炊煙，一日三餐，一屋數人，唯有美食和愛不可辜負。隨
作者筆觸走進那些遙遠又熟悉的場景，品美味佳餚，歎海海人
生。
全書囊括了四十個特色美食，分列為素食雅心、田園霽
月、江南盛宴、點于匠心、巷弄風情五大篇章，卷卷精彩，如
珠似玉，讓人眷念于心。文中有哲理的句子俯首可拾，給人慰
藉，給人啟迪。
「一種事物修成了正果，總是艱辛的，又必有一路繁花相
送。」
「也許這些美食，在他蒙塵的歲月裡，一直撫慰著他的
心，讓他溫暖行走在瘴氣橫行的世界裡。」
「吃其實是
熱愛生活的一種
方式，吃是一種
熱情，一種對生
命的贈予最純粹
的火熱。」
第一味菜名
為「八寶菜」，
顧名思義，多種
菜混合而成，清
新自然、水嫩蔥

郭漢民捐洪門竹林
怡朗分團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怡朗分團訊：本分
團顧問郭漢民大哥令萱堂郭府施氏佩霞義老
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五日仙逝，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郭漢民大哥事親至孝，閭里同欽，孝思
純篤，秉承庭訓，樂善好施，守制不忘公益
事業，特捐獻本分團壹萬元菲幣充作福利用
途。仁風善行，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申
謝忱。

郭漢民捐洪門竹林
西棉分團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西棉分團訊：本分
團顧問郭漢民大哥令萱堂郭府施氏佩霞義老
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五日仙逝，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典，

畝地只有年過花甲的父親一個人打理。雖說種地基本機械化
了，但打藥、收割、澆水及晾曬糧食等工作量依舊不小，何
況父親患有強直性脊柱炎，背駝得厲害。一天天，一年年，
父親就像一個倔強的牧民看護著自己的羊群，就像一個固執
的漁民守望著自己的魚塘，對這塊屬於他的土地不眠不休，
不離不棄。今年秋收時往家打電話，說忙不過來的話我請半
天假回去，但父親立即制止：不用你回來，你吃著公家飯，
就得干公家的事，家裡面有我呢，等我幹不動了再喊你……
淚眼婆娑中，腦海又顯現出父親佝僂著身軀勞作的身
影：父親曾因身體不適用一個麻袋墊在地上爬著在玉米地薅
草，我們兄妹四人能跳出農門，父親居功至偉。
還記得五年前的那個秋後，站在廣袤田野，父親語重心
長地對我說：把你們都拉扯大了，現在我就剩下一個任務，
那就是給你奶奶送終。你奶奶今年99歲了，人過60歲到家後還
能叫聲「媽」，我幸福得狠。等送走你奶奶，我就完成我這
輩子的全部使命了。將來我老了把我埋在這塊土地上，讓我
既能看見你們，又能陪陪莊稼……
如今的田野裡，祖母的墳塋已守望了三個秋收春播，父
親也佝僂得愈發厲害。我不知道，將來有一天，等他徹底喪
失了勞動能力，我接他進城生活，離開莊稼的那一刻，他的
眼睛裡會流露出怎樣的不捨。
也許他早與這片土地融為一體，成為了秋天田野裡一株
永恆的莊稼！
鬱，惹人喜愛。作者想像力極佳，看著誘人的各色菜，讚道：
「有一種春的氣息，默默掩藏在了冬日裡，是一種生命的萌
生，又是活力的儲藏。」普普通通的素菜，在善於思考的眼睛
裡有了生機，有了生命。尤其讓人動容的是，這道八寶菜最初
由鄰居老太太送來，從而帶著「祖母綠的溫潤」，在時光中熠
熠發光。
讓我感悟頗深的還有《甜酒釀》，它如江南未出閣的女
子，如雲的鬢間別了一支白蘭花。溫軟、甜潤、芬芳，讓人回
味無窮。而「酒麴」粉被作者比喻成點石成金的金丹，讓糯米
中的甜味出來，散發出酒的清香。出嫁後的我，為了在冬日的
早晨有甜酒喝，也為了讓過年的氛圍更為濃厚，親自做起來。
我學著爸爸媽媽的樣子，買了糯米，花時間蒸熟，然後混入酒
麴，攪拌成一粒一粒的，壓結實，然後用上了電熱毯，蓋上被
子。五天後，一陣陣香味撲鼻而來，舀一勺，清亮可口。
寫到《菱角菜》，作者想到了《紅樓夢》裡一個如菱角一
樣潔淨、質樸，命運多舛的女子————香菱。她最初的名字
是甄英蓮，是蓮，水中公主；被拐之後，成了楚楚可憐的香
菱；再後來，遇到夏金桂，成了淒涼落寞的秋菱。菱角，吃在
嘴裡，清脆水潤，有了夏日的清爽滋味。
在《醃篤鮮》中，作者聯想到了張愛玲的小說《半生緣》
裡的肉湯，又追溯它的來歷與左宗棠有關。他回憶起自己去上
海洋房裡吃這道私房菜的情調，合著周旋的歌，看著窗外漫天
的白雪，品嚐燉煮的火腿、五花肉、鮮竹筍加上千張，口感絕
美。
「世間滋味，流轉于方寸餐桌，交織在冷暖人間。」這本
書適合在晴朗的午後，躺在沙發上，選擇三五味菜，用心去品
味那色、香、味、人和景。唇齒留香，淡淡相思，舌尖心頭永
恆的記憶……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郭漢民大哥事親至孝，閭里同欽，孝思
純篤，秉承庭訓，樂善好施，守制不忘公益
事業，特捐獻本分團壹萬元菲幣充作福利用
途。仁風善行，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申
謝忱。

郭漢民捐洪門竹林
拉允隆分團福利金

（石獅容卿仕林）
逝世於九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九時出殯

王烏輕
（晉江市永和鎮莊宅村）
逝世於十月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 –
Magnol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八日下午一時出殯

林秀瓊
（晉江塘市）
逝世於十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擇訂於十月八日下午一時出殯

李美珠
（金井）
逝世於十月二日家鄉本宅
擇訂於十月六日上午九時出殯

筱竹
電腦桌面上自動彈出一張狗野巴草的壁紙圖
片，茂密的叢林裡，一望無際的狗野巴草呼啦啦地
從山坡上直鋪而下，兩隻小可愛拿著它們在玩遊
戲。左邊這個，兩隻眼睛瞇得像小小的月牙兒，滿
心的歡喜舞在眉梢，右邊豁著門牙的，嬌萌可愛，
隔著屏幕，都能聽到她們咯咯咯的笑聲，彷彿秋天
的豆子，撒了一地。鄉野的綠色，天真無邪的味道
撲面而來。
說來也是湊巧，工作間隙，我隨手翻了翻丁
立梅老師的散文集《花未央，人未老》，一段關于
狗野巴草的文字，孩子般急吼吼地蹦于眼前：「狗
尾巴草站在路旁傻笑，綴滿全身的籽再也撐不住，
『噗』一聲，掉下幾粒來。來年，它的腳下必是一
地繁茂，它躊躇滿志意氣風發。想想吧，誰有它足
跡寬廣兒孫滿堂？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能見到
它。它在屋角下的一隻破瓦盆裡。它在人家屋頂上
的瓦楞間。它在高高的納木錯湖畔。它在巍峨的泰
山腳下。這世上，沒有它到不了的地方。」
這段文字，我反覆讀了幾遍。讀完了，我也
跟著「噗嗤」地笑出了聲。會寫文章的人就是不一
樣，一棵草也能寫得那樣清脆，可可愛愛的，叫我
撿著寶貝似的收藏了起來。
當我再一次面對電腦屏幕時，眼前的世界，美
得無與倫比。
狗尾巴草是獨立的，頑強的，一根細細的莖，
卻承受著碩大的尾巴，在貧瘠的土壤裡，它一歲一
枯榮，春風吹又生。狗尾巴草也是幸福的，在草兒
的世界裡沒有爭奇鬥艷，沒有爭權奪勢，它們平等
的享受著陽光雨露，坦然接受四季輪迴。它們始終
頂著那一頭毛茸茸的小穗，在清晨，在傍晚，在溝
塘邊，馬路旁，山坡上，搖曳著它對陽光，對雨露
的渴望與感恩。不張揚、不輕狂，隨時隨地把自己
彎曲成綠色的月亮，隨時隨地變成小姐姐手上的戒
指，小弟弟的得意之作——綠兔子，廣場舞大媽們
拍照的道具，愛花人家中的一抹清綠。
據史料記載，狗尾巴草還具有一定的藥用價
值，清熱利濕、祛風明目；可以治療風熱感冒，以
及小兒黃疸等。
狗野巴草，它們每天重複著一件事：認真地搖
曳著毛茸茸的尾巴，迎著微風彎出優美的弧線。風
知道它們的喜悅和憂傷， 風把它們吹到那裡，它們
就在那裡生根、發芽、抽穗、結果。
其實，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也能看到它們，
只是從未認真地關注。今天，我要去看它們，和它
們說說心裡話。

文先生尊夫人林黄益珠女士(祖藉内坑葛州)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星期六)上午
七時五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五
高齡，寶婺星沉，同深哀悼。南文宗親樂善
好施，哀痛之際不忘善舉，特捐菲幣伍仟元
披索作為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表掦，並申謝忱！

林南文捐
錦馬林氏福利基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拉允隆分團訊：本
分團顧問郭漢民大哥令萱堂郭府施氏佩霞義
老伯母，不幸於二○二二年九月五日仙逝，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飾終令
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郭漢民大哥事親
至孝，閭里同欽，孝思純篤，秉承庭訓，樂
善好施，守制不忘公益事業，特捐獻本分團
壹萬元菲幣充作福利用途。仁風善行，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以申謝忱。

菲律濱錦馬林氏聯鄉會訊：本會監察主
任南文族長尊夫人林黃益珠女士(祖藉內坑葛
州),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壽終於崇
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五齡，寶婺星沉，哀悼
同深。南文族長瑤琴風斷，哀痛之際，不忘
公益，特捐獻本會菲幣貳萬元正，作為文教
基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並
致謝意。

林南文捐西河堂福利金

林玉欉家屬捐錦馬文教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宗親南

訃 告
楊秀華

和狗野巴草
說說心裡話

王振超
（晉江金井南埕）
逝世於九月二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於十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

鄭泰山
（原籍永春東里鄉）
逝世於九月二十五
現 停 柩 於 怡 朗 大 同 蘇 暮 殯 儀 館
（Cosmopolitan Somo Memorial
Homes）靈堂
擇訂於十月初四日（星期二）上午八時
在怡朗市聖母天主教堂Sta. Maria

蘇玉玲
（晉江湖美西湖村）
逝世於十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於十月八日上午十時出殯

流芳百世

菲律濱錦馬林氏聯鄉會訊：本會諮詢委
員玉欉老族長(原藉永和馬坪)，不幸於二零
二二年八月廿五日壽終正寢，享壽積閏一百
高齡，噩耗傳來，軫悼同深。
其家屬於守制期間，秉承先人遺志，不
忘公益，捐獻本會菲幣叁萬元正，作為增添
其名義之文教基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
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意。

蔡金彪逝世
旅菲錦亭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
金彪宗長(原籍南安官橋洪邦) 亦即蔡英傑、
英俊、英煌、英蘭賢昆玉令先尊，不幸於二
O二二年九月廿八日下午七時五十二分，壽
終於計順市國家腎臟移植醫院，(NATIONAL
KIDNEY AND TRANSPLANT INSTITUTE)享
壽七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珍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擇訂十月四日(星期二)移靈柩至杜藝亞繞市殯
儀館設靈弔唁。
訂十月九日(星期日)出殯安葬杜藝亞繞
市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並於出
殯前夕舉行鄉祭,藉表哀思，而盡族誼。

洪建國丁母憂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組織
主任建國宗長暨賢昆玉令萱堂、洪府李太夫
人諡美珠（原籍晉江金井圍頭），不幸於二
零二二年十月二日（農曆九月初七日），壽
終內寢於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九高齡。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金井鎮圍
頭村本宅，擇訂於十月六日（農曆九月十一
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晉江青陽火葬
場，隨後擇吉安葬於泉州巿萬安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同時並致贈花圈一個，而盡宗誼！

蘇玉玲逝世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蘇總
務主任玉玲學姊（原籍晉江湖美西湖村），
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上午八時五十五
分，壽終於ST. LUKE’S醫療中心，享壽六十
有一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０一室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於
十月八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
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葉漢全逝世
菲律濱南陽葉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監事
長葉漢全宗長，不幸于二○二二年十月三日
淩晨逝世于MANILA DOCTORS HOSPITAL，
享壽一百高齡，現停柩于Chapel 7, Heritage
Park Mortuary & Cremation, Bayani Road, Fort
Bonifacio, Taguig City，擇訂于二○二二年十
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時三十分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王槐楮喪偶
和記訊：僑商王槐楮尊夫人，王衙蘇玉
玲夫人（晉江湖美西湖村）亦即王嘉墅、雅
莉賢昆玉令先慈，不幸於二○二二年十月二
日上午八時五十五分壽終於ST. LUKES醫療
中心，享壽六十一齡。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十月八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洪建國丁母憂

柯子才遺孀逝世

菲華布商公會訊：本會調解主任洪建國
先生令萱堂洪府李美珠老夫人，(原籍金井)
不幸于國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農曆九月
七日），逝世于家鄉本宅，享壽七十有九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擇訂于十月六
日，(農曆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出殯于晉江
青陽火葬場火化。安葬于泉州市萬安陵園之
原。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並勉其家屬節
哀順變，勿為過情。

和記訊：故僑商柯子才令德配，柯府
林秀瓊太夫人（原籍晉江塘市）亦即僑商柯
文鍛、文通、文偉、麗霜賢昆玉令先慈，
不幸於二○二二年十月二日凌晨四時三十
分壽終於DE LOS SANTOS醫療中心，享
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十
月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安葬於永
恒紀念墓園之原ETERNAL 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