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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香芬芳迎新年
徐雨昕

在 我 的 記 憶 裡 ， 外 婆 是 極 愛 花
的。一回到家裡，無論是哪個房間、哪
個角落，也無論四季如何變換，家裡總
是花香不斷。

每到新年臨近，外婆養花的種類
就變得更多了起來，人在家中彷彿置身
花海一般，年味十足。

外婆養的蟹爪蘭長勢極好。一株
一株如同小仙人掌一樣，通體墨綠，不
開花的時候也很具有觀賞性。蟹爪蘭的
花十分艷麗，卻並非人人都能輕易養得
好。要想花開不斷，掌握好光照和土壤
便是其中的秘訣。每逢正月，家裡不同
品種的蟹爪蘭都在外婆的精心照料下，
齊齊盛放，鮮艷、熱烈。

父親知道外婆愛花如命，平日裡
雖然不善言辭，卻總是能默默記得外
婆最愛的品種。每逢過年，他都會搬回
來幾大盆蝴蝶蘭送給外婆。蝴蝶蘭盛放
的姿態與翩翩起舞的蝴蝶神似，就連多
彩、明快的顏色也如同蝴蝶一樣，嬌俏
又艷麗。

外婆每每見了這些蝴蝶蘭，便是
滿心歡喜，顧不得腿腳不便也要急急忙
忙都將它們擺放好。七彩斑斕的蝴蝶蘭
就這樣堆滿了客廳的小角落，看著便覺
得熱鬧非凡。

家裡過年還有個不成文的傳統，
就是一定要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擺放幾
盆水仙花。每年剛剛過完元旦，母親就
會帶我去逛花市，仔細地挑選那些如同
洋蔥般的水仙球莖，一股腦兒買上十幾
顆回家。

在外婆的侍弄和養護下，沒過幾
天，前天還是成片綠葉的水仙，一準
兒會在新年裡陸續開放。水仙花幽香清
遠、素雅動人。憑藉著能盛放半月有餘
的花期，常常到正月十五都還飽滿綻
放。

「凡心洗盡留香影,嬌小冰肌玉一
梭」，水仙花開，帶來了一室的嬌美與
雅潔，也預示著新年伊始的好兆頭。

外婆養花，憑借的就是能沉靜下
來，耐心摸索每種花習性的耐心。外婆
愛花，家裡一年又一年花開不斷，這其
中又凝聚了她對生活的熱愛和用心。

我們一家人對于「愛」的表達各
不相同，但不變的是彼此互相惦記和
牽掛的心。在花香芬芳裡迎接新年，新
的一年也注定會如同花朵一樣燦爛、明
媚。

火熜裡的美食
張必強

曾伴我度過兒時一個個寒冬的火熜，

讓我享受到冬日裡的溫暖，火熜裡的各色美

食，也給我增添了不少樂趣，讓我在冬日裡

有了更多的溫暖和寄托。

小時候，我花了幾分錢買了幾顆水果

糖，我把糖放入空的「百雀靈」鐵盒子裡，

然後放在火熜裡烤，待硬糖化為濃汁時，香

氣四溢,然後我用一根木柴棒蘸一下，頓時稀

溜的糖絲被扯得很長，幾個小夥伴你一口、

我一口的分而食之，即使嘴角燙起水泡，心

裡還是其樂無窮。

趁父母下地幹活不在家時，我從樓上的

陶瓷罐裡偷了一把黃豆和玉米放在衣袋裡，

並將陶瓷罐裡的黃豆、玉米抹平，不留下一

點蛛絲馬跡，免得被父母發現後要遭受挨

罵，然後帶回學校，享受火熜裡的美食。

我把黃豆和玉米放進火熜裡，然後用二

根木柴棒不斷地翻炒，過了一會兒便會響起

「辟辟啪啪」的響聲，豆香、玉米的焦香味

兒便隨著熱浪向上竄進我的鼻子裡，聞著誘

人的香味，我馬上用二根木柴棒夾起，美味

就這樣開始了。

後來我們還發明了用細鐵絲捲起來的

煨豆工具，一圈圈的細鐵絲纏繞成勺形小漏

斗，一兜分清揚。

用火熜煨粉絲也很有味。那個季節剛好

各家都做了蕃薯粉絲，細長的干粉絲，剪成

菱形狀的粉絲邊角料往火熜裡一伸，接觸炭

火的部分立刻受熱膨脹起來，伴隨著縷縷青

煙，灰褐的粉絲條（塊）立馬冒出「吃吃」

的聲響，進而像饅頭一般快速發酵，不一會

幾，一節粉絲就燒熟了，入口細嚼，膨鬆脆

響。

用火熜煨年糕更是另一種美味。我從寒

冷的水缸裡撈起一根年糕，切成幾段，把它

放到火熜裡。突然，我聞到了一股年糕的焦

味，我翻看火熜裡的年糕，有裂了口子成焦

黃色的，有變形起泡的，但都香味撲鼻，令

人饞涎欲滴。我還以為好吃了，用二根木柴

棒夾起一段年糕，拍拍碳灰，立馬把年糕望

嘴裡送，咀嚼著還是半生不熟的年糕，雖然

沒有吃到美味的煨年糕，但我還是感受到了

其中的樂趣，一種滿足便感油然而生。

在那物質匱乏的年代，一般是享受不到

麻糍的美味的，直到隊裡實行農業生產承包

責任制後，在冬至季節才有麻糍吃，剛做的

麻糍趁熱肯定好吃，冷卻後的麻糍拿到火熜

裡烤更是一種美味。

我把麻糍放在火熜的鐵絲蓋上烤，一

會兒，麻糍便會發出「砰……砰……」的響

聲，這是麻糍的外皮逐漸膨脹脹破的聲音，

只見一個個乳白的氣泡像岩漿一樣噴湧而

上，這時，我用手按一按麻糍，皮脆糍軟，

說明麻糍烤透了。烤出的麻糍外焦裡嫩，兩

面金黃，不但香味撲鼻，吃起來更是脆又

糯，甜甜黏黏的香味一直在舌尖縈繞，吞進

肚子裡後，還忘不了用舌頭再舔一舔嘴巴，

再次回味無窮。

之後，我不斷地換著花樣在火熜裡製作

美食，比如煨土豆、煨蕃薯、煨蠶豆等，而

且越來越有經驗，越做越美味，火熜成了我

的「萬能烤箱」，品種可謂日新月異，花樣

翻新。

火熜裡的美食，成了我在寒冬裡最溫暖

的記憶。

古代詩人的「除夜」情懷
王奕君

在古代詩人筆下，除夕被稱為「除夜」。

古代詩人的「除夜」情懷，遠遠勝于現代人。他們在那個

闔家歡聚的喜慶日子裡，內心卻翻湧著太多的命運感懷。一盞清

燈，一杯薄酒，便能揭開歷歷往事，穿越時光的隧道，將一個個

生命的結點，展現在歷史的扉頁上。

陳師道在除夜裡，這樣感歎過：「歲晚身何托，燈前客未

空。半生憂患裡，一夢有無中。發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我歌

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陳師道幼年貧苦，少年勤奮，酷愛吟詩作詞，他先後拜曾

鞏、蘇軾為師，並成為當時詩界「蘇門六君子」之一。陳師道為

人耿直，不會變通，他看似大半輩子混跡于官場，可不是謝官，

就是丟官，到後來窮困潦倒，不得不將妻兒送到岳父家。難怪除

夜那樣本該喜慶的夜晚，抒發的卻是歲月流走的傷心回顧，夢想

難成的淒涼感慨，容顏憔悴的無奈歎息，妻兒離散的苦澀思念。

最後，在寒冷和孤獨中，他找到了一個同樣寂寥的「友人」，舉

酒共飲這「除夜」的愁煩……

而他的老師、蘇軾的除夜感懷，也好不到哪兒去：「行歌

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

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發稀。」當時，蘇軾已遷謫

出京，在杭州任職。蘇軾一生不論作詩還是為官，都出類拔萃，

怎耐仕途艱辛，命運多舛，在萬家團聚的除夕之夜，詩人獨自飄

泊在外，不由得發出一連串的悲情感歎：遠處的聲音引他傷悲，

遠方燈火、暗淡星辰引他傷悲，思念家鄉、孤苦無伴引他傷悲。

但是，詩人到最後，還是描寫了殘燈的光亮和孤舟藉以托身的溫

暖。能在寒微之中體嘗到人世間細微的美好，這也正是蘇軾為人

為詩的豁達與豪邁吧。

最讓人揪心的除夜抒懷當屬文天祥：「乾坤空落落，歲月

去堂堂。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

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關于文天祥，最能打動後人的，首

先是氣節。文天祥生在南宋已成頹勢的動盪年月。當時，朝堂軟

弱，寧臣當道，外敵猖獗。

文天祥可謂生逢亂世，當蒙古族入侵時，他是最剛毅、最勇

猛、最忠貞的將領。最終，他被元軍俘獲後，南宋也已滅亡。文

天祥被壓到大都，關進地牢，受盡折磨，他卻依然保有「人生自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氣！

文天祥留在獄中的「除夜」詩，陪伴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個

除夕夜。被囚禁的日子，令詩人百感交集。獄中的除夜，天地空

茫，時光不再。人生末路，飽受風霜。這個除夕，生命將盡，生

前之事，將隨風而散。不由得回想從前闔家歡聚，挑燈守歲的情

景。如今，國亡家散，這深深的絕望與悲哀，不僅是他個人的，

更是南宋王朝的。而文天祥，身已去，而正氣永存……

古代詩人的除夜感懷，是對生命的感歎，心緒的凝結。故人

西去，留給我們的，只有記入史冊的回顧與緬懷。

英林洪氏總會暨保生大帝董事會
訂期聯合慶祝玉皇大帝萬壽誕辰
並開始補選英林保生大帝新屆副董事長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國曆
二零二三年元月三十日，即農曆癸卯年正月初九日（星期
一），欣逢玉皇大帝萬壽誕辰之期。是日清晨八時起，本兩
會將依循慣例聯合舉行慶祝玉皇大帝萬壽誕辰活動。是日，
本兩會將敬設香壇，三通鼓樂，同時並備有香花佳菓，牲醴
之儀，以供兩會諸理監董事暨族親善友等詣殿奉香頂禮，祈
求合家平安，四季吉祥，生意興隆，事業進步，萬事勝意！
是日清晨，本兩會同時將循例潔備福壽麵線招待。

依循慣例，將於是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杯選英林保生
大帝董事會第卅六屆副董事長人選。屆時，敬希本兩會諸位
熱心之理監董事，為服務於威靈顯赫、護國佑民之英林普尼
堂保生大帝，踴躍詣殿奉香，虔誠杯求。杯求英林保生大帝
新屆副董事長之辦法仍以杯數多寡分勝負，以帶笑杯者勝帶
陰杯；如果杯數完全相同者，則由最多杯數者再進行拚杯。
按：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自第卅五屆開始，董事長一職自動
由第一順位副董事長陞任。杯求新屆副董事長活動循例至本
兩會最後一個常月會議結束截止。

永春同鄉總會 仙鄉陳氏 校友會
聯合訂期慶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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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春臨大地，萬象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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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座加佬富华丽海鲜
酒家舉行癸卯年鄉僑新春聯歡會，是日备有丰富的彩金抽獎
及卡拉OK助兴，屆時敬希全體鄉僑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
會，同慶新春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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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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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源堂訂期新春聯歡會
菲律濱溯源堂訊：本堂循例傳統風俗，聯繫宗親感

情，加強宗誼。本堂擇訂西曆二○二三年正月二十九日（星
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裕華大酒樓（PRESIDENT GRAND 
PALACE RESTAURANT）746-750 ONGPIN ST.，MLA.舉行新
春聯歡大會，屆時敬希各位宗親踴躍參加聚餐盛會，共度佳
節為荷。

柯志誠許珊妹賢伉儷令郎婚慶
捐菲絲綢之路國際商會福利金

菲律濱絲綢之路國際商會訊：本會榮譽主席柯志誠、柯
許珊妹賢伉儷令長郎劍峰君，與本會榮譽主席陳德雄、陳瑪
莉莎賢伉儷令長媛茵茵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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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志誠榮譽主席，關愛本會，熱心公益，欣逢愛子婚
慶，喜事臨門，慨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三十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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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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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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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寺備有香花佳果、牲醴楮帛、三通鼓樂等，以供

八方善男信女詣殿奉香頂.禮，祈求四季吉祥，閤家平安，玉
年行大運，生意興隆，財源滾滾，事業蒸蒸日.上。

同時，是日本寺將于吉時為本寺之電梯舉行開彩和金爐
開爐等儀式。

敬請各位歡迎眾善信積善積德互相通知，願靈隱聖寺佛
法無邊，道明天增，恩澤十方，闔家平安，身體安康，事業
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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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