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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裡的年味
馬明建

 我們老家有句俗話，叫作「種莊稼的盼八
月，做生意的盼臘月。」其實這句話不完全對，在
我小的時候，小孩子們也盼臘月。因為一進入臘
月，不僅上不了幾天學就可以放假了，而且還可以
跟著大人一起去趕集辦年貨了。

年貨除了包餃子必需的蓮藕，蔥，白蘿蔔以
外，鞭炮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那裡的習俗，臘月
二十三小年晚上要放鞭炮，除夕晚上也要放鞭炮，
而且大年初一到初四每頓吃飯前也要放一次，直
到初五早飯前放一次，過年才算結束，俗稱「破
五」。可見，鞭炮的使用量確實不小。

但對於我們小孩子來說，最感興趣的是撿鞭
炮。撿鞭炮大都會選擇大年三十這一天，而大人們
這天放鞭炮通常是在春節聯歡晚會結束的時候。為
了能撿到更多的鞭炮，我們這些小孩子三十晚上乾
脆不睡覺，就坐在父母的床邊打盹兒，聽到哪裡鞭
炮一響，便像離弦的箭一樣衝了出去。

如果去得最早，還沒有其他的小孩在哪裡，
又剛好那一家放鞭炮的鞭炮落得多，那就收穫頗
豐，心裡自然美滋滋的。如果來的小孩多，就要
「搶」。通常是主人一邊提著正在燃燒的鞭炮，小
夥伴們便一窩蜂地衝過去，用腳用力地把還沒有響
的鞭炮踩滅，然後放進口袋。這種時候，膽大的小
孩就撿得多點，膽小的就撿得少。

當然也有心煩的時候，那就是你剛去到某一
家的時候他家沒有別的小孩，可是等他剛剛敬完神
拿起鞭炮準備點燃時，一下子又跑來好幾個小孩。
這時候心情就會很沮喪，本來那掛鞭炮就落不到
幾個，再多出來那麼幾個小孩，有些小孩就撿不到
了。

有時候主人家為了「落得多」，專門買那些
有「雷子(又粗又大的炮叫雷子)」的「大鞭」，這
樣我們可以撿到更多的鞭炮，還有些主人家會在放
鞭炮之前揪幾個雷子下來，在放完鞭炮之後扔出來
讓我們撿，只為了我們說一句「落真多」。

總之，我們撿完鞭炮，不管撿到沒撿到，都
要說一聲「落真多」，要不想說話就乾脆不說話，
只是不要說「落真少」或「一個也沒落」，如果那
樣說，會被主人罵的。

撿完炮以後就可以在吃過早飯以後拿出來四
處炫耀，然後向大人要一個已經點燃的煙頭，開始
一個一個放。

於是，在村莊的周圍，便時不時有「砰」
「砰」「砰」「砰」聲響起，到處瀰漫著歡快的氣
氛。通常這個時候，年味便開始逐漸蔓延開來……

隨著時代的發展，為了保護環境，好多地方
禁止人們放鞭炮，而原來喜歡撿鞭炮的小孩也長大
了，變老了。但是，每到過年的時候，我還是會想
起自己小時候撿鞭炮的情景，更不會忘記鞭炮帶給
我的濃濃年味。

過個閒年
舒添宇

年可以過得簡單如水，也可以過得紛紜複雜。無論怎麼
過，都是生活呈現的不同儀式。大多數人過年，就一個字：
「忙」！忙著迎來送往，觥籌交錯，淪陷於各種各樣的雜事
其實也是小事上，年節成了年「劫」。這種忙，形式多大於
內容，焦頭爛額之後，始覺得年越來越索然無味，以至於害
怕過年。

年是大狂歡，可以人多熱熱鬧鬧，可以獨自一人樂在靜
趣。煙花何其絢爛結局是留下了一地碎屑和無邊寂寞，狂歡
過後的人比煙花更寂寥。有人喜歡熱鬧極難耐得寂寞，坐不
了冷板凳，獨處猶如煉獄。但生活中獨處畢竟多過共處，何
況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

這種時候，過年得閒便顯得頗為重要。忙裡會偷閒，
閒 中 亦 生 趣 。 而
過 年 的 種 種 趣 味
與 物 質 並 無 必 然
關 聯 ， 只 能 解 釋
為 精 神 享 受 了 。
賞 花 、 讀 書 、 美
食 ， 此 閒 年 不 可
少也。

花 香 怡 人 。

我是個生活簡單之人，就像水仙花對於水肥以及養花技巧的
要求，也十分簡單。幾瓣塊根，少許清水，一小瓷缽兒，一
點自然光，僅此而已。先前網購些許水仙球種，清理掉外面
的死皮，養在青花瓷的小缽缽裡，換水、增肥，到過年已經
燦燦爛爛地綻放，如同一個個明媚的笑臉，也像一幀美人的
集體照。其色暖心，其香悠遠。有客造訪，紅茶淺淺，花香
裊裊，清新爽氣。閒人好當，閒年好過。

書香醉人。都說讀書是一個人的清歡，誠哉斯言。心
閒心靜才能進入書中世界，這裡說的書多半是些閒書，閒人
閒心才能品出閒書之真味。愛好情趣不同，對閒書的界定各
有千秋。金庸的武俠，雖是紙上江湖，卻與現實世界絲絲入
扣。雪小禪的美文很適合年節裡品讀，筆法閒逸，像暖暖的
雪花任意東西的飄著舞著。崇尚古先賢的瀟灑風流，可以捧
讀明清小品，像極了寒冬裡的梅，外形清瘦，枝頭嬌俏，心
頭暖意融融。再說，既是閒客一枚，沒有了書，心又怎能閒
得了？

食香暖人。過年再簡樸美食必不可少。不必太過豐盛，
重點敲定幾個拿手好菜，既能夠修煉廚藝，又不至於過分勞
累傷身，回饋家人，增添年味。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
茶，再閒散，煙火味自是少不了的。

閒年之顯著特色是生活慢節奏，程序簡約。慢下腳步，
邀知幾二三，放下手機，離開牌桌，捧杯熱茶，促膝交談，
忘卻今夕何夕。或者和家人長情陪伴，亦是年之真意。抑
或，走出戶外，近距離登山賞景，曬曬早春暖陽。或許，閒
和慢，更能品得年之真味。

期待一場悠然雪
何爭鳴

「過幾天要下雪了。」同事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竟
然帶動辦公室的所有人都開始查詢天氣預報。「真的有
雪。」一個個紛紛地回應。的確，在風霜雨雪中，人們對
於雪是比較偏愛的。「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是詩
人對期待，而「冬天來了，雪還會遠嗎？」則是普通人的
期許。在寒冷的冬天，如果哪位朋友在朋友圈裡發一張下
雪的圖片，總能獲得圍觀，收穫艷羨。

雪以它輕盈的姿態，潔淨的面容，從灰濛濛的、彤雲
堆砌的空中飄然而至，輕柔地落在地面、枝條、屋頂、髮
梢……一點點的，不急不緩地擴大自己的屬地，直至全部
佔據，溢出人們的眼眸。

下雪的場景總會第一時間傳遍朋友圈，當有人感覺
到第一片雪花的觸碰之時，就迫不及待地向諸多的好友分
享，獲得信息的人們紛紛把目光投想室外，試圖去捕捉那
輕盈的身影，極力地伸展手掌，去感受那雪花帶來的針樣
冰爽，然而看到晴朗的天空，往往只能留下一聲歎息。

朋友圈的雪花越來越密集，甚至可以聽到它們降落的
「沙沙」聲。大地白了，房頂白了，樹梢白了，到處銀裝
素裹，到處閃耀著白色的光芒。人們顧不得依舊飄灑的雪
花，紛紛走出戶外，無人機、專業相機、手機、畫板都忙
了起來，它們在尋找最佳的角度，它們要留下獨一無二的
雪的倩影。人們都在追逐著雪景，卻不小心自己也成為了

風景的一部分，呈現在了朋友圈。
孩子們也都出來了，他們盡情地在白色的舞台上撒

歡。母親給他們準備的保暖裝備早在出門時，就悄悄地留
在了家裡，他們奔跑著，追逐著，投擲著。孩子們為了看
更大的雪落的場景，跑到被雪包裹的小樹旁邊，用手晃
動，之後迅速逃離，雪一坨一塊的落了下來，周圍的孩子
一片歡呼，而那的晃樹的孩子卻被掉下來的雪塊命中了。

最興奮的要數那些網紅們，從天空中開始積聚雲朵開
始，他們就開始籌備自己的行動。雪花降下來之際，他們
急忙奔赴自己的目的地，擺好裝備，換好服裝，或翩翩起
舞，或優雅知性，或引吭高歌，或推薦美景，每個人都是
渾身的解數，希望自己能和雪配合完美，融入到這雪營造
的美景之中，奪得更多的點贊。

雪下在大街小巷，下在山川田野，也下在屏幕之中。
大自然中雪花紛紛，屏幕上飄飄灑灑。這屏幕上的雪花因
為有專業的燈光照射，反而更加清亮，更加嫵媚，它們在
舒緩的音樂中反射出點點的光亮，跳出一幀幀自由的舞
步，構成一一幅幅完美的畫面。

觀看精彩畫面的人們，思緒跟隨者拍攝者的鏡頭飛
揚。這個片段結束了，又迫不及待的去搜索下一個場景，
他們迷戀著網友的分享，彷彿自己也身在其中，卻在不經
意間被突然闖入眼瞼的陽光拉回現實，不得不遺憾的搖搖
頭。我搜索清亮亮的藍天，希望能夠找到一片雲，希望那
雲能夠瀰漫，希望能夠盡早地灑下片片雪花。我期待著，
期待著那一場悠然的雪降臨在我的身邊，也好驕傲地在朋
友圈分享雪的多姿多彩。

懷念老歌第三季週日晚上直播
本市訊：懷念老歌第三季第四集將于本週日(一月廿九

日)下午八時假DRAGON MUSIC SEASON YOUTUBE上現場演
出直播，請各位對本節目的支持者準時上線觀賞，給于最大
的鼓勵及支持。上次新聞把演出日期誤寫成本週六，造成混
淆，特在此向大眾表示歉意。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
暨青年聯誼會召會

旅 菲 祥 古 蓮 聯 鄉 會 暨 青 年 聯 誼 會 訊 : 本 會 第
三十五，三十六屆理監事會于今年三月份屆滿，開始了一系
列新屆的籌備工作，于一月三十日晚在大連酒店二樓B房舉行
本屆第二次理監事會，並舉行新屆初選，希各位鄉賢撥出寶
貴時間勇躍參加是盼。

姚故决策委員迺崑宗長家屬
獻捐菲華媯汭教育紀念基金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姚故决策委員迺崑宗長，
令四媛姚季欣宗姐事業有成，熱心族運，去年特捐菲幣拾
萬，今年再捐菲幣拾萬共計菲幣貳拾萬元併入「姚故决策委
員迺崑先生教育紀念基金」。熱心關懷本族教育事業，精神
可嘉，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

鐘光善壇慶祝元宵佳節洎壇慶
岷市鐘光（濟公）善壇訊：本善壇謹訂於農曆癸卯年

正月十五日，即公元二○二三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三
時，假本善壇舉行慶祝上元佳節洎第五十七週年壇慶。敬請
鐘下各首長，眾善信，同侶屆時踴躍參加奉香頂禮，同申慶
祝，順祝新春快樂，萬事如意，生意興隆。

洪門竹林協義總團
舉行癸卯新春聯歡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壬寅辭舊歸山林，癸
卯只把春來報。又逢元宵佳節即臨，本總團應景舉行迎新春
聯歡會，藉機制蘭誼共慶元宵佳節，歡聚一堂喜相逢。本總
團謹訂於二月二日（星期四）下午吉時，假王彬大連海鮮酒
樓舉行迎春慶元宵聯歡。屆時敬請元勖宿老諸領導眾理監事
昆仲準時出席，並邀大岷北區分團昆仲，以及蒞岷各分團大
哥參加。特此誠懇地邀請洪總暨五屬洪門昆仲，近南學校董
事會，近南學校教職員，近南學校校友會光臨指導，共襄慶
祝同歡樂！

陳德雄陳瑪莉莎賢伉儷令媛婚慶
捐獻菲絲綢之路國際商會福利金

菲律濱絲綢之路國際商會訊：本會榮譽主席陳德雄、陳
瑪莉莎賢伉儷令長媛茵茵小姐, 與本會榮譽主席柯志誠、柯許
珊妹賢伉儷令長郎劍峰君，於2023年1月12日假座聖大溜黎仙
安頓紐天主教堂舉行結婚典禮，喜結良緣，並於當晚假座萬
豪大酒店宴會廳舉行喜宴，菲國政商界貴賓，海內外親友齊
聚，現場冠蓋雲集，氣氛熱鬧，大家紛紛舉杯，祝福新郎新
娘婚姻美滿，生活幸福，感情甜蜜，白頭到老！

陳德雄榮譽主席，關愛本會，熱心公益，欣逢千金婚
慶，喜事臨門，慨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五十萬元，以支持會務

發展，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褒揚，併申謝
忱。

林英六捐永寧同鄉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林稽核主任英六鄉賢

這次眾望所歸，高票中選菲律濱永寧林氏聯誼會理事長，可
喜可賀，於二○二二年十二月四日（星期日）假座大連酒樓
就職典禮，特捐本總會菲幣伍萬元，作為福利用途，慷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律濱鳳山寺設壇
供善信新年拈頭香

菲律濱鳳山寺董事會訊：猛虎歸山趕羊（陽）去，玉兔
下凡迎春來；多災多難的壬寅年終於過去了，癸卯年來臨，
華社在農曆新年到來之時，紛紛到各寺廟拈各自新年頭香，
本寺除夕夜排天公潭，十一時起，眾善信絡繹不絕前來迎新
年，延續到正月初一全天，人群中不斷。茲將虔誠膜拜，添
油者芳名佈告如下（按添油順序，恕不稱呼）：

蔡長裕合家二萬元、梁毅合家五千元、戴春華合家三千
元、戴榮華合家五千元、戴瑞鑫合家三千元、黃偉勝合家
六千元、黃建泉合家一萬六千元、李少偉合家二千元、呂
新新合家五百元、呂建生合家八千元、雷雙漢合家三千元、
陳松盈合家五千元、陳加珍合家二千元、黃旭陽黃秀玲合家
六千元、許忠華合家二千元、黃友志、黃金治合家一千元、
郭建停施婷婷合家三千元、林榮芳合家一萬元、戴東升合家
五千元、王桂波合家八千八百元、梁天恩合家八千元、李文
明合家一千元、潘振興合家一萬元、陳明輝合家二千元、葉
招良合家二千元、葉迪貝合家一千元、傅茂團合家三千元、
陳輝程合家八千元、陳仁芳合家五千元、蘇世選合家五千
元、洪良江合家五百元、何進宗合家二千元、洪長益合家
一千元、葉貽忠合家一千元、黃仙珠合家一千元、雷明裕合
家一千元、林孝瑩合家一千元、林慶雲合家五百元、蔡經謀
合家五百元、陳怡哲合家五千元、柯雄偉合家五千元、胡蝶
合家二千元、楊宏合家二千元、朱國營合家二千元、黃俊
華合家二千元、黃金貼合家五千元、家鄉私房菜二千元、陳
偉彬曾慈心合家六千元、林錦灶合家三千元、黃拔來合家
五千元、黃子文合家一萬元、戴超越合家二千元、吳海淨合
家一千元、李國陽合家五百元、戴炎波合家三千元、戴瑞
英合家二千元、陳光曦合家一萬元、李天福謝翠鳳合家二千
元、徐秀金合家二千元、楊必良合家三千元、呂孫權合家一
萬元、陳毅龍合家五千元、黃朝陽合家二千元、林時秋合家
一千元、方超瑜合家二千元、潘海濱鄭燕嬌合家五千元、楊
樹答合家一千元、王交通合家五千元、陳國材合家二千元、
蔡炳燦陳小清合家二千元、戴亞留合家五千元、黃大兵合家
一千元、陳金耀合家六千元、王春霖合家五千元、趙黃雅麗
恭獻鮮花六盆。

計順市靈隱聖寺訂2月5日（正月十五日）
舉行改替祝福電梯開彩金爐開庫等儀式

計順市靈隱聖寺訊：紫氣東來，一元復始，春回大地，
萬象更新。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本寺董事會在蔡大使其仁董
事長請靈務主任陳振樑大師主持擇訂于西曆二月五日，農曆
正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為眾善信消災
摺運（改替），凡兔年犯太歲生肖：兔值太歲、雞沖太歲，
龍害太歲、馬破太歲、鼠刑太歲數光九暗九告示，以上生肖
和年齡皆需要消災摺運，改替，祝福。一敬品統一由本寺敬
備，報名日期：即日起至至一月三十日。

當天中午，本寺備簡單午餐招待。
茲將犯太歲者和光暗九者之資料列下，以供參考：
犯太歲者：值、沖、害、破、刑太歲者：
兔值太歲：1927、1939、1951、1963、1975、1987、

1999、2011、2023。
雞沖太歲：1933、1945、1957、1969、1981、1993、

2005、2017。
龍害太歲：1928、1940、1952、1964、1976、1988、

2000、2012。
馬破太歲：1930、1942、1954、1966、1978、1990、

2002、2014。
鼠刑太歲：1924、1936、1948、1960、1972、1984、

1996、2008、2020。
光九：凡年齡在9、19、29、39、49、59、69、79、89、

99。
暗九：凡年齡在9、18、27、36、54、63、72、81、90。
光九：2015、2005、1995、1985、1975、1965、1955、

1945、1935、1925。
暗九：2006、1997、1988、1979、1970、1961、1952、

1943、1934。凡有興趣參加「消災、改替」等可與本會以下
負責人聯繫查詢：

1。梁淑美ANIING 0917-8361588
2。許煥燃AQUILINO 0917-5342951
3。郭嘉雄JERRY 0917-328-1515
4。吳文淼BERIO 0918-9386817
5。高雅真JEN 0922-8129828
註：「消災、改替」可至本寺登記和填寫「疏文」每

個家庭一份費用最少一千二百元。犯太歲，光暗九每人最少
五佰元。本寺地址：81 D. TUAZON ST.，BRGY. LOURDES, 
QUEZON CITY。

嗎加智菲華商會訂期舉行新春聯歡會
嗎加智菲華商會訊：本會為歡慶中國傳統節日春節，

並增進職會員間會誼，已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晚七時，假座富華麗鮑翅海鮮酒樓（FORTUNE 
MANSION SEAFOODS RESTAURANT 1013-1015Mariaorosa 
Street）舉行春節職會員暨眷屬聯歡晚會，並備有幸運抽獎助
興及禮品贈送。屆時敬請全體職員踴躍攜眷參加，共慶新春
佳節。

忠義堂總堂週三召會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訂於二０二三年二月一日

（星期三）晚七時，在本堂議事廳召開第八十九、九十屆第
八次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重要會務事項，開會後
備有晚餐招待。召會通知書由專人送至貴府和郵局寄出，唯
恐延誤，特再發佈新聞、信息、微信告知及電話通知。屆時
敬請吾堂永遠名譽理事長，榮譽理事長，名譽理事長及全體
理監事撥冗出席，共商策劃，以利發展堂務活動，財政處報
告財政支出。

柯志誠捐龍泉同鄉會
旅菲晉江龍泉同鄉會訊：一月十二日下午一時，本會名

譽理事長柯志誠鄉賢、柯許珊妹女士賢伉儷，假座聖大溜黎
仙安頓紐天主教堂，為長郎劍鋒君與著名僑商陳德雄先生/瑪
莉莎女士令媛茵茵小姐舉行結婚典禮。本會名譽理事長柯志
誠鄉賢、柯許珊妹女士賢伉儷此番喜慶良辰不忘本會，慨捐
菲幣壹拾萬元作為福利金，支持會務發展。仁風義舉，殊堪
嘉許，特藉報端，予以表彰，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