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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祝福
嶽立新

 一場瑞雪使祖國的秀美山川銀裝
素裹，從天山腳下到渭水之濱，從賀蘭
山麓到青藏高原，從生機勃發的城市
到生機盎然的農村，喜慶的顏色越來
越多：大紅燈籠、新春對聯、迷人的秧
歌、迎春的鼓點……

祖國的又一個春天在2023年的鐘聲
響過之後，向我們走來。在神州大地到
處張燈結綵，到處喜氣洋洋，到處充滿
節日氣氛的時刻，作為新時代青年，我
們正在邊防線上呵氣成霜，正在雪海孤
島上凝視守望，正在大漠戈壁中種下希
望，正在用滿腔的熱血和辛勤的汗水，
祝福春天，祝福我們偉大的祖國。

祝福祖國，我們知道春天是播種的
季節。我們把忠誠埋進信念的土壤，警
惕地守衛著祖國的邊關，像哨所旁那棵
白楊，堅韌不拔，堅定地植根於大地，
用忠誠釀造一個世紀的天高雲淡，白鴿
飛翔；我們把奉獻融入血液，把崗位當
成生命的執著，豪飲冰雪為祖國和人民
奉獻青春，把春天的希望播撒在祖國的
大地上。

祝福祖國，我們知道春天是孕育生
機的季節。當我們邁進新的一年時，春
的腳步已輕盈地邁在了我們的面前——
我們是新時代的開拓者。聽，「一帶一
路」上的鼓點多麼激揚，像黃河洶湧澎
湃的吶喊；看，歷史和責任賦予新時期
青年新的內容，中國現代化的琴音在春
天召喚著勇於開拓的勇士。在學習中創
新，在創新中開拓，是我們向祖國獻上
的一曲春的樂章。

祝福祖國，我們知道春天是耕耘希
望的季節。

2023年，是二十大的開局之年，也
是一個希望之年。

我們深知，成功的道路總是用目標
加辛勤的汗水鋪成，履行職責方能收穫
未來。

我們用歷史激發熱情，用使命疏
通每一根血管，把信念繡在打贏的旗幟
上，讓青春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用藍
藍的天空和悠悠的白雲向祖國和人民報
告：鴿子在自由地歌唱，春風在盡情地
蕩漾。

讓我們為祖國祝福，祝福祖國的明
天像巨龍般騰飛，發展的藍圖如春天般
絢爛；讓我們為人民祝福，祝福人民的
生活幸福吉祥，快樂安康！

大寒時節
侯興鋒

大寒，是二十四節氣中的最後一個節
氣，達到了嚴冬的最高峰。凜冽的寒風就像
維持秩序的皮鞭，把天地間所有的生機和活
力封凍起來，鞭策出一種莊嚴寧靜之美，這
個時候的寒冷可以讓江河溪流頓失滔滔，讓
大地山川惟余莽莽。

然而，「大寒到頂點，日後天漸暖」，
大寒是一年之中最冷的階段，同時也就意味
著往後的寒冷程度逐漸會降低，天氣將會越

來越暖。儘管，大寒這個節氣的到來，標誌
著一年的結束，難免讓人感歎時光匆匆帶走
了歲月，人將要又老了一歲，但是，大寒以
後便是立春，新一年的節氣輪迴又將開始
了，所以，這個歲末的節氣又何嘗不能給人
帶來一種新的希望呢？

況且，更值得欣喜的是，接下來沒有幾
天就會到我們傳統的節日——春節了。大寒
迎年，在這個節氣裡，不僅要順應農時幹些
農活，還要為過春節做準備。在古代，民間
會有一系列的活動，分別是：食糯、喝粥、
縱飲、做牙、掃塵、糊窗、蒸供、趕婚、趕
集、洗浴等，哪怕是宮廷裡面也要祭祀祖先

及各種神靈，祈求來年風調雨
順。在街上，人們會爭相購買
芝麻秸，因為「芝麻開花節節
高」，除夕夜，將芝麻秸撒在
路上，供孩童踩碎，諧音「踩
歲」，同時以「碎」「歲」諧
音寓意「歲歲平安」，討得新
年好綵頭，這也使得大寒驅凶
迎祥的節日氣氛更加濃厚。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
許多的風俗都慢慢退出了歷史
的舞台，以至於到現在只剩下
吃的習慣還比較根深蒂固地傳
承著，畢竟，民以食為天，無

論什麼時候，吃都是第一位的。
至於在吃的方面，不外乎是餃子和湯

圓。本來南方人好吃湯圓，北方人好吃餃
子，迥然各異，但時間久了，南北的界限
早已混亂不清。記得以前，每一年的大寒之
後，母親都要有幾天的時間親手包餃子和湯
圓兩種吃食。湯圓是用自家地裡種的糯米和
芝麻做的，咬下一口湯圓，入口先是湯圓表
皮那軟糯嫩滑的口感，緊接著醇香的芝麻香
氣流連於唇齒，如絲般順滑的餡心溢滿口
腔，細細咀嚼，只覺香氣愈加濃郁，即使嚥
下良久，也仍回味無窮。餃子與湯圓不同，
有包法和餡料的區別，素餡的大多包成月牙
形狀，葷餡的大多包成貓耳朵形狀。那個時
候，物質條件有限，葷餡的餃子並不能常
吃，但就是因為偶爾的吃那麼一次，所以，
餃子的美味便深深地印在了腦海裡。俗話
說，舒服莫過於躺著，好吃莫過於餃子，尤
其是把「貓耳朵」餃子蘸著用蒜泥調成的醬
汁吃，更是一絕。

我所居住的地區，每年的大寒時節大
多數的時候都會下雪，那一片片雪如花瓣一
般緩緩落下，構成了一幅美麗的雪景。在這
樣的時刻，坐在暖呼呼的屋子裡，吃著熱氣
騰騰的湯圓或者餃子，欣賞著外面那一片銀
白的世界，心裡會不由得想，大寒過後就是
年，春節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北京的雪
仇瑕

某日下午，朋友興奮地發來微信，說北京下雪了。這可是
2023年的第一場雪，我卻在兩個小時後才看到信息，跑到窗邊
時，本就不大的小雪已經停了，只留下濕漉漉的地面，宣告著
初雪的結束。

北京的人們，冬天最愛做的事就是等雪。猶記多年前，才
剛立冬，北京就迎來了一場漫天大雪。雪花迎著呼嘯的寒風，
踏著瀟灑的舞步歡快而來，落入大地的懷抱，不一會兒，窗外
已是銀裝素裹的世界。老人們有些愁：「還沒供暖呢就下雪
了，這可怎麼辦？不知道會不會提前來暖氣呢？」孩子們卻高
興瘋了，叫著，嚷著，跑進雪地裡，堆雪人，打雪仗。用不了
多久，小臉都凍得通紅通紅，帽子歪了，圍巾濕了，手套一隻
還在手上，另一隻早已沒了蹤影。回了家，少不了挨一頓罵，
心裡卻喜滋滋的。

雪是北京的靈魂，也是北京冬天獨有的浪漫。
北京的雪是詩意的。都說，下了雪，北京就變成了北平，

故宮就變成了紫禁城。上大學後，我和朋友也有了個浪漫的
約定——每年初雪時去故宮看雪。雖然願望很美好，實現起來
卻不容易。不是初雪那天有課，就是人聚不齊。大一到大四，
我們等了一年又一年，終於在畢業前，第一次在初雪時踏入故
宮。看一場故宮的雪，你才會明白，什麼叫做一場雪，美成一

座紫禁城。黃的瓦，紅的牆，白的雪，交相輝映，構成了紫禁
城中最動人的色彩。白雪鑲紅牆，碎碎墜瓊芳。回首，穿過片
片紛揚的雪花，我們看到的彷彿不是一座座宮殿，而是驚艷了
歲月的歷史。

北京的雪是磅礡的。「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在北京看
雪，絕不能少了大氣磅礡的長城飛雪。長城，自古便是美輪美
奐的皇都英氣之所在。當巍峨的長城被皚皚白雪覆蓋，便多了
幾分詩意和淡雅。銀裝素裹，光影流轉間，彷彿每一塊磚都奏
響了冬日專屬的韻律。縱觀長城的歷史，飛揚的雪花帶給我們
的，更多的還是意蘊綿長的記憶。

北京的雪是有趣的。胡同裡的雪景是冬日北京的一大特
色，每逢下雪，胡同便熱鬧了起來，從胡同口到胡同深處。孩
子們舉著雪球到處亂竄，就這樣一條狹長的胡同，一天跑上十
幾個來回都不感覺累。商販們沿著牆根擺攤兒，顧客們把小胡
同擠得水洩不通。當走的人多了，地面逐漸變得泥濘不堪，一
點兒雪的影子都瞧不見了。但只消稍稍抬頭，就能在灰灰的磚
牆上瞧見厚厚的雪花。冷冽的寒風一吹，零星雪花落在行人頭
上、肩上、身上，人們又激動起來：「咦？又下雪了？」

這幾年，北京的雪漸漸少了。有時要等到來年1月份，初雪
才姍姍來遲。在等雪的日子裡，鑽進年代久遠的小胡同裡，尋
一個鮮有人知的小店，捧一杯清茶，靜待雪落，似乎在那一瞬
間，懂了「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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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顏慧兒（晉江湖格）

逝世於元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
擇訂二月三日上午七時出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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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黃秀吟家屬捐
龍窟同鄉會教育基金
旅菲龍窟同鄉會訊：本會曾任理事長故

洪維協鄉賢令德配洪府黃秀吟太夫人，不幸
於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三十
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越二〇二三年一
月六日出殯，安葬於巴蘭玉計岷里拉紀念墓
園之原,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故洪維協鄉賢生前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對本會更關愛備至，尤其是教育事業，其哲

嗣【國清】，佩珍，【美莉】鄉賢賢昆玉幼
承嚴訓，孝思純篤，秉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
德，於守制期間，悲慟之餘，特獻捐菲幣
一百萬元，給本會教育基金會充作永久基金
之用，設立洪維協，黃秀吟教育紀念基金，
惠及本會莘莘學子，孝道仁風殊堪嘉許，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丕錫丕雄僑江昆玉
慨捐菲金沙寺福利金
菲律賓金沙寺董事會訊：本寺董事會

施常務董事丕雄洎施丕錫、施僑江賢昆玉令

萱堂，亦即本宫諮詢委員吳秀琴太君，痛於
客月間溘然辞世。婺星韜彩，哀惜良深。西
歸淨土，往生蓮邦。人逝遺美德，壽終留淑
範。仁德善行，永裕后昆。坤儀懿範，令人
景仰 ，同仁緬懷。飾終令典，備盡哀榮。

本寺諮詢委員吳秀琴老太君生前勤儉
持家，慈悲胸懷，篤信佛門，對本寺奉獻良
多。其令哲嗣施常務董事丕雄善信、施丕錫
善信，施僑江善信事業有成，眷顧本會。賢
昆玉熱心本寺公益，関懷本會福利，對本寺
事務積極支持，鼎助尤加。賢昆玉善繼令先
慈之美德家風，秉遵庭訓。为掦其潛德而藉
發幽光，特節穈费撥捐本寺董事會菲幣叁萬
元，移充作本寺福利金。似此熱心公益，無
私奉獻，力促寺務，鼎助會務，支持本寺。
本會即将特藉報端，予以褒揚，並致謝忱！

尤扶西家屬獻
捐晉總文教福利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菲律濱晉江商會
總會訊：本會理事兼文教尤扶西鄉賢，慟於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農歷十一月廿一日
下午七時二十三分壽終於馬尼拉崇仁醫院，
享壽積八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先嚴樂善好施美
德，雖守制期間，尚不忘慈善公益，特獻捐
菲幣五萬元，支持本會開展文教福利工作。
仁風義舉，誠堪欽讚，特藉報端以予褒揚，
並致謝意。

戴敬坡捐獅子會福利金
馬尼拉描仁瑞拉商人國際獅子會訊:本會

戴敬坡獅兄令尊戴振興老先生，不幸于二零
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午時仙逝，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戴敬坡獅兄一向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
施，對本會尤甚愛護，特獻捐兩萬菲幣，充
作本會福利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借報端及會群，以申謝忱！

劉經哲捐放勳堂宿務分會
菲律賓放勳堂聯宗總會宿務分會訊：本

會理事劉經哲宗長令萱堂劉洪瑾玲太夫人，
不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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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馬素車，極其哀榮。經哲宗長平
素熱心公益，對本會關懷備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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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民智家屬捐
讓德吳氏總會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常務顧問，也即讓德禮三分會永遠名譽理事

長民智宗長，於二○二三年正月四日仙逝，
享壽八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家民智宗長家屬秉承庭訓，樂善好施，
尤特愛護宗親，雖在守制期間，特獻捐十萬
比索，增添“吳民智莊秀瓊教育基金”，原
二十萬元共計三十萬比索。惠澤莘莘族生，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表揚慈善典
範，並申謝忱。

吳宣此逝世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家名譽理事宣此宗長，於二○二三年一月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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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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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CAMELIA）靈
堂。擇訂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七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已派員前往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姜寶端丁母憂
菲律賓永寧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

會副秘書長姜寶端鄉賢（即婦女委員會秘書
長）姜府邱秀月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年
元月二十五日壽終內寢，（觀音亭大街頭本
宅）享壽積閏九十有七高齡，寶婺星沉，福
壽全歸，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大街頭本
宅，擇訂於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九時舉行出
殯告別儀式。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而盡會誼。

施燦泰遺孀逝世
旅菲臨濮總堂訊 : 本總堂族親故施燦泰

老先生令先德配施府胡太夫人諡淑順(原籍晉
江南莊)不幸於二O二三年，元月二十八日壽
終內寢，享年八十有六高齡，慈竹風淒，蓮
花化生，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
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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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施衛國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衙口同鄉會訊：本會施故鄉

彥能錶令德配，亦即本會施福利主任衛國鄉
賢暨賢昆玉令萱堂施洪淑真太夫人，於二零
二二年一月廿九日壽終內寢於家鄉本宅，享
壽八十九高齡，婺星韜彩，慈雲失仰，本會
全體理監事暨鄉僑同表至深哀悼！現設靈於
衙口家鄉本宅，擇訂二零二三年二月三日出
殯，安葬於家鄉梓里風水之原！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委派人員致奠輓聯花圈，藉表緬懷
軫念，而盡鄉情會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