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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回話大寒
崔道斌

《節氣歌》中唱道：「一月小寒接
大寒，二月立春雨水連。」大寒是這一
年裡的最後一個節氣，大寒一過，又開
始新的一個輪迴。

《三禮義宗》上說：「大寒為中
者，上形於小寒，故謂之大……寒氣之
逆極，故謂大寒。」大寒同小寒一樣，
是表示天氣寒冷程度的節氣，也是天氣
寒冷到極致的意思。

民諺有云：「小寒不如大寒寒，大
寒之後天漸暖。」大寒是一年中陰陽轉
換的重要時機，也是冬天結束，春季到
來的轉折點。

俗話說：「花木管時令，鳥鳴報農
時。」花草樹木、鳥獸飛禽均按照季節
活動，因此它們規律性的行動，被看作
區分時令節氣的重要標誌。古代將大寒
分為三候:「一候雞乳；二候征鳥厲疾；
三候水澤腹堅。」意思是說，到大寒節
氣便可以孵小雞了；而鷹隼之類的征
鳥，卻正處於捕食能力極強的狀態中，
盤旋於空中到處尋找食物，以補充身體
的能量抵禦嚴寒；在一年的最後五天
內，水域中的冰一直凍到水中央，且最
結實、最厚，孩童們可以盡情在河上溜
冰。

大寒時節，寒潮南下頻繁，大部地
區處於寒冷時期，風大、低溫、地面積
雪不化，呈現出冰天雪地、天寒地凍的
嚴寒景象。

人們常說「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
在四九」，言外之意，大寒已非常冷。
實際上，大寒僅與小寒相對，有的地區
大寒溫度並不比小寒溫度低，僅表明古
人看待寒冷氣候變化的一種趨勢。

「小寒忙買辦，大寒要過年。」大
寒雖然寒冷，但春節將至，濃郁的「年
味」撲面而來，處處洋溢著繁華熱鬧的
喜慶氣象。在我的家鄉，大寒節氣裡，
除幹農活順應節氣外，還要為過年奔
波－－殺年豬、趕年集、買年貨、寫春
聯，準備各種祭祀供品，掃塵潔物，除
舊布新，準備年貨，醃製各種臘腸、臘
肉，或煎炸烹製雞鴨魚肉等各種年餚。
同時，還要祭祀祖先及各種神靈，祈求
來年風調雨順，企盼好運與新春一同到
來。大寒在歲終，冬去春又回。春天正
邁著輕盈的腳步款款走來，讓我們蓄積
繼續前行的力量，等待新年鐘聲的敲
響，一起迎接春暖花開。

老家的年味
林新發

         按照老家的規矩，春節在小年這天正

式揭開序幕，年味就在村子裡瀰漫開來。

　　「年兜年兜，糕餅祭灶」。臘月廿四這

天，村裡家家戶戶都要舉行祭灶活動，傳說

灶王爺負責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為一家的

保護神而受到崇拜。在黃昏入夜之時，鄉親

們通過祭灶，為灶王爺上天餞行。祭灶的年

俗寄托了老百姓辟邪除災、迎祥納福的美好

願望。從即日起，大家就要忙年了，濃濃的

年味在山村的每一個角落裡飄蕩。

　　閩南有句俗語：「清厝則會富」。送

走灶神後，緊接著的是一年一度的筅塵，

家中的男女老幼齊上陣，一起打掃屋宇，清

洗地板，刷洗床桌椅櫃……筅塵有「除陳布

新」的涵義，意為把一切窮運、晦氣統統掃

出門，家裡洋溢著乾乾淨淨迎新春的歡樂氣

氛。

     以後的數天裡，家家置辦年貨、蒸糕炊

粿，忙得不可開交。

　　到了大年三十，天還未放亮，父母就早

早地起了床。父親拿出提前購置的春聯，端

來自己製作的米漿，屋裡屋外忙著貼春聯。

很快，一副副漂亮的紅春聯各就各位，更增

添了喜慶的節日氣氛。母親則在廚房裡忙著

烹製年夜飯的菜餚，香氣直往鼻翼裡鑽，讓

人不覺口舌生津。

　　吃年夜飯之前，要先祭祀祖先。一道道

精心準備的果蔬菜餚被母親端上擺在大廳祖

先神位前的八仙桌上奉敬，燒香點燭，再燒

金紙，以此祭拜先人。

　　「二九暝，全家坐圓圓。年兜好日子，

圍爐過新年。」伴隨著清脆的鞭炮聲,五彩

繽紛的煙花騰空升起，年夜飯開始了。一家

人圍坐在一起，吃著美食，暢談一年的喜

事和成就，以及來年的規劃和展望，席間喜

氣洋洋，充滿溫馨和幸福。在吃團圓飯的過

程中，長輩會利用這歡樂幸福的氣氛，給晚

輩分發壓歲錢，代表著對晚輩的一種深深的

愛。

　　吃完了年夜飯，就進入了「守歲」環

節。「守歲」是鄉村人辭舊迎新的重要一

環，一家老小坐在電視機前，嗑瓜子，吃水

果，看著《春節聯歡晚會》，熱熱鬧鬧到深

夜。

       到了零點敲鐘，那一刻，萬千鞭炮、煙

花奔騰齊鳴，鄉村夜色之璀璨達到頂點。

　　正月裡，家鄉都沉浸在濃濃的年味之

中，鄉親們忙著走親戚,訪朋友,攻城炮,巡

花燈,好不熱鬧。一直延續到元宵，春節才

算，人們又開始了忙碌的生活。

　　家鄉的年就是這樣，年味裡有說不完的

故事，道不盡的風情。年味裡繾綣著人們對

吉祥如意的嚮往，對和諧團圓的渴望，對

至善至美的執著追求。無論時代怎樣變遷，

年，依舊是最讓人眷戀的味道。

每一片雪花
都有年的溫度

關峰
每一片雪花都有年的溫度，我習慣了站在臘月的河邊，凝望一

往無際的冬日，呵護在溫暖的心中，放飛思緒去追逐一天天來臨的

春節，期望依舊，渴望依然。家家都在描繪年的風景，從遠處飄來

的年味讓我感受到年的溫度。在我的記憶裡，大多除夕夜都會飄著

雪花，讓我懂得了風雪後才有溫暖，瑞雪後才有豐年。

每一片雪花都有年的溫度，瑞雪紛飛，是冬季的一幅素描作

品，用心感受逝去的歲月，這一年一年過得真快，有多少歲月難以

釋懷，有多少日子難以放棄，記憶裡的故事已默然成曲。隨著雪花

飄落，掬一捧雪花讓感悟的情愫向著年的方向飄去。

 那晶瑩的雪花，瀰漫這銀裝素裹的世界，感受天地之靈氣，

象徵著吉祥，象徵著幸福。掬一捧雪花，追憶這平凡一年的中不平

凡，這一年你收穫了什麼？雪花會給奮鬥者一個溫暖的擁抱和一個

滿意的結果。

每一片雪花都有年的溫度，小時候只喜歡除夕下雪好玩，不懂

得是啥意思？聽念過私熟的大伯說，「瑞雪」就是說不大不小、不

多不少的雪。「瑞雪兆豐年」就是說恰到好處的冬雪預示著明年是

豐收的一年。沒有文化的二伯也知道瑞雪是吉利，他說大雪覆蓋冬

小麥，可以讓冬小麥順利越冬;來年積雪融化可以促進小麥生長;大

雪可以凍死部分蟲卵，減輕來年害蟲侵害。

每一片雪花都有年的溫度，掬一捧雪花，守護著這流年裡的

溫暖，去享受這一年一年生活中的安然和淳樸，排遣胸中的遺憾和

憂愁。徘徊在心靈之牧場，等一場瑞雪紛飛，呡一口歲月的心暖茶

香，給生活加一抹清爽，給歲月添一縷芬芳。淡語流年，歷經歲月

蹉跎，坦然面前的風風雨雨，多饋贈給自己一抹淡淡的微笑，把得

失看淡看透。在歲月的路口，獨享一份祥和。不管你這一年過的如

何？學會放棄，笑看事事非非。

心中有陽光，胸中有希望。從春節開始，修一顆素心，微笑面

對生活，承載新的希望，靜待花開。

每一片雪花都有年的溫度，的確，雪在我心裡是美好的，彷彿

煙一樣輕盈，猶如玉一般柔美。潔白的雪讓炮紙染紅了，讓炊煙燻

黑了，煙花的五顏六色把雪襯托得更美了。習慣了每年除夕夜下點

雪，如果那一年除夕不下雪還不習慣呢？瑞雪填滿了歲月的痕跡，

縮短了年與年之間的距離。瑞雪猶如夢，浩瀚無垠，點綴著「忽如

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靜聽瑞雪低語吟唱，任其裝扮半

壁江山，俏麗小橋流水，素染原野麥田，舒緩小村喧囂。不問瑞雪

飛處，溶進了小河，溶進了小村莊。一場瑞雪，不染一絲塵埃，飄

逸著幾首詩韻。

一捧雪花，一段祝福語；一捧雪花，一語吉祥話。春節有了

雪，多了幾份溫馨和諧；春節有了雪，多了些許期待和憧憬。每年

總有瑞雪不期而遇，有雪的日子不多，總能讓你在寒凝大地裡駐足

充滿溫暖。

「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讀著范雲這美妙的詩句，乍

聽之初，甚覺寒冷。與雪同舞的日子，得到一份厚重的祝福。瑞雪

彷彿落在了沿襲數千年的歷書上，也落在了煙花映紅天的節日裡，

瑞雪的頻率融入一個個美好的期待，讓雙手掬一捧瑞雪，傳承著一

段段回憶。瑞雪把一切虛構起來，吻合心中的聖景。有雪的日子真

好，讀懂了鄉情與鄉愁，記住了鄉土裡飄落的幾縷音符。每一片雪

花都有年的溫度，瑞雪兆豐年，願這適時的雪預示明年又是豐收之

年、溫暖之年。

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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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邱周坤

（石獅市鴻山鎮東埔村）
逝世於元月二十六日
現停柩於家鄉本宅
擇訂二月八日出殯

林劉玉華（南安梅山林坂裕興）
逝世於一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吳為力

（石獅市寶蓋鎮後垵村）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設靈於故里石獅市後垵村本宅
擇訂元月廿七日入殮
擇訂元月廿九日出殯

許建民

（晉江安海可慕村）
逝世於年一月二十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於二月一日上午十時出殯

王蔡淑媛
（石獅伍堡洪厝村）

逝世於一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7-LSTROEMERIA）靈堂
出殯於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

施世友
(晉江市深滬鎮華海村海尾后寮)

逝世於一月廿九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6-FIR靈堂
出殯於二月二日上午十時

吳宣此
（晉江深滬東垵）

逝世於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203-
CAMELIA）靈堂
出殯於二月二日下午七時

王世杰
（晉江金井鈔岱）

現設靈於Golden Haven Memorial 
Park Las Pinas City 殯儀館
出殯於二月二日上午

施胡淑順

（福建晉江南莊）
逝世於一月廿八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二樓二一一靈堂
出殯於二月二日上午十一時

李國銓家屬捐
香港培僑菲校友會福利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
常務顧問李國銓學長（原籍石獅洋山寶塔
鄉），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下午七
時十七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壽
七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等秉承令先尊之精神，愛護關
懷支持校友會，者番遭逢此事，化悲痛為義
舉，特別捐獻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福利

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英林洪氏家族總會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僑商黃俊
麒先生尊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秘書洪麗
明女士，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日凌晨零
時五十八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有六
齡。妝臺月冷，愴惜同深！越元月八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榮備黃俊麒先生平

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福利，今雖遭此
斷弦之苦痛，內心哀淒之際，猶不忘本會之
公益福利，特將親友致贈之賻儀，移捐本會
菲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黃俊麒捐
旅菲英華同鄉會

旅菲英華同鄉會訊：僑商黃俊麒先生尊
夫人、亦即本會前辦公室秘書洪麗明女士，
不幸於二零二三年元月四日凌晨零時五十八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有六齡。寶婺
星沉，哀悼同深！越元月八日（星期日）下
午五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殯禮期
間，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黃俊麒先生平素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
善福利，今雖遭此斷弦之苦痛，內心悲傷之
際，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將親友致贈
之賻儀，移捐本會菲幣伍仟元，充作福利金
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
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劉經哲捐
宿務菲華聯誼會

宿務菲華聯誼會訊：本會理事劉經哲同
志令萱堂劉洪瑾玲女士，不幸於二零二三年
元月十二日凌晨逝世，享壽八十有九高齡，
榮歸天國，永息主懷。出殯之日，極其哀
榮。劉經哲同志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
雖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三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文虎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王文虎令德配，王衙

蔡太夫人諡淑媛（原籍石獅伍堡洪厝村），
亦即王金龍，金立，秀美賢昆玉令慈，不幸
於二○二三年一月廿六日上午五時十七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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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ALSTROEMERIA）靈堂，出殯於二月一日
（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施世友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施世友先生（晉

江市深滬鎮華海村海尾后寮）亦即施振業令
尊，即林清華令夫君，不幸於二○二三年一
月廿九日凌晨零時三十二分逝世於崇仁醫
院，享年五十一齡。英才頓失，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6-FIR靈堂，擇訂二月二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
堂。

吳宣此逝世
和記訊：僑商吳宣此老先生（原籍晉江

深滬東垵）亦即吳“錫楷”，錦妮令慈，不
幸於二○二三年一月廿九日上午七時五十三
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
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訂二月二日（星期
四）下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施燦泰遺孀逝世
佳勤軸店訊：故僑商施燦泰老先生令

德配施府胡太夫人諡淑順，係僑商施培元，
培立，培基，“培爾”，培彬，如如，瑪莉
賢昆玉令萱堂（祖籍福建晉江南莊），不幸
於公元二○二三年元月廿八日下午四時壽終
內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慈竹風凄，蓮花
化生，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二樓二一一靈堂211 LILY OF THE 
VALLEY SANCTUARIUM,擇訂二月二日（星
期四）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天人樂聖
堂。

吳宣此逝世
旅菲深滬同鄉會總會\商會訊：本會顧問

吳宣此鄉賢（原籍晉江深滬東垵）不幸於二
零二三年一月廿九日上午七時五十三分壽終
於岷市崇基醫院，享壽九十有六高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RM.203）
靈堂,擇訂於二月二日下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吳宣此逝世
馬尼拉寶泉庵訊：本會董事吳宣此大德

（原籍晉江深滬東垵）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一
月廿九日上午七時五十三分壽終於岷市崇基
醫院，享壽積闰九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RM.203）靈堂,擇
訂於二月二日下午七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

王世杰逝世
菲律濱鈔岱同鄉會訊：故僑商王奕杢令

六郎,即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王世球令胞弟,本
會顧問王世杰鄉賢，不幸於於日前病逝，享
壽六十有七齡，德范長在，軫悼同深，現設
靈於Golden Haven Memorial Park Las Pinas City 
殯儀館,擇訂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出殯火
化。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