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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吟別
張明重
煙花三月
江南又是
鶯飛草長
漢江古渡
才一揮手
那手
竟成了一支槳
槳聲鏗鏘
抖落
經年的繽紛
記憶的碎片
背把孤獨的琴
從此行走在江湖

西風古道
瘦馬躊躇
西去？南歸？
往事如酒
邀月三人
宜醉？宜夢？
在人群
裂開的縫隙中
不聲不響地走
走過花紅柳綠
走過草枯枝折
去尋找
那把夢中的瑟
卻在紅塵
齊腰的深度
發現
她已深入血液
於無聲無息處流淌

傳承睦鄰好家風
鄧訓晶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這是兩千多年前孟子說
的，是我們睦鄰里的傳統美德。鄰居，一牆之隔的朋友，沒有血緣
關係，有些卻勝過親人。媽媽常說，人一輩子能相處幾個好鄰居，
是生活中的福氣。
我們家有睦鄰里的好家風，父母一直為人謙和、寬容，從來
不和鄰居起矛盾。我們住在一個大雜院裡，有十多家人，各行各業
的都有，但無論是誰，媽媽都能與他們和睦相處，從來沒有紅臉失
色的時候。
上世紀60年代，大家的生活都比較艱苦，我家對面鄰居是許
婆婆。她年輕守寡，與獨子相依為命。許婆婆很瘦小，身體不好，
每天績麻線換點油鹽錢，媽媽就特別關照她。有一年冬天，許婆婆
受了涼咳嗽不止。媽媽上山給她找草藥，熬好端給她喝。可不見好
轉，父親聽說有一種草藥好，要到大山裡去找，他就抗著一把小鋤
頭上山挖草藥，拿回來媽媽趕緊洗乾淨熬好給許婆婆喝。在我父母
的關心下，許婆婆慢慢好了。平時有什麼好吃的，媽媽也不忘給她
娘倆嘗嘗。許婆婆非常感激我父母，媽媽忙不過來時，她就幫著帶
妹妹。
媽媽雖沒什麼文化，但她知道「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對
門」的道理。是啊，鄰里關係處理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一個家庭的生
活質量。「遠水不解近渴」一旦家中有事，特別是有緊急事情的時
候，鄰居往往比親屬的作用還要大。
父母睦鄰里，誰家有事有求必應，盡自己所能。媽媽在我們
小鎮是有名的巧手，做的布鞋非常漂亮耐穿。鞋樣也很多，經常有

那些花兒
孫克艷
遠離故土多年，也是遠離家鄉那些尋
常而世俗的花兒多年。很多時候，想念家
鄉，是連帶著想念家鄉的風物的，除了人，
還有那裡的花草。
有些花兒，離開了特定的環境，從鄉
村搬到城市，總覺得差點什麼，似乎少了在
故鄉時的神韻，在高樓大廈的襯托下，顯得
寒磣而小氣，甚至有一種自慚形穢的自卑。
比如，鳳仙花、雞冠花、麻桿花、胭脂粉
等，這些花兒，只有扎根于鄉村那廣闊的土
壤裡，恣意地生長，年復一年地開放，才有
一種讓人莫名的安定和踏實，樸實和溫馨。
看著它們一叢叢、一簇簇地開放，心裡眼裡
滿是歡喜，覺著：這才對嘛！那些花兒就該
這樣子。
鄉下人，既像他們祖輩賴以生存的土
地一樣淳樸、簡單、純粹，又像土地上生長
出來的果蔬莊稼一樣，內在是厚重而豐富
的。一座庭院內外，除了栽種上果蔬，還要
點綴上多彩的花兒。比如，鳳仙花，太陽
花、大麗花、喇叭花……
鳳仙花，是生長在鄉村的典型的花

大媽大嫂來找媽媽要鞋樣，媽媽總是耐心地給她們找最合適的。沒
有合適的，就跟她們新剪一個，讓她們滿意而歸。院子裡薛媽上鞋
總是上的不好看，就常常來找媽媽幫她上鞋。無論再忙，媽媽都會
放下手裡的活幫忙。
媽媽還是鄰里糾紛「調解員」。鄰居們發生糾紛了，都愛來
與媽媽傾訴。媽媽總是各方撫慰：「幫人一把，情長一寸；容人一
回，德寬一尺」；還勸說：「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鄰居之間互相禮讓，可以避免很多麻煩。」鄰居們抬頭不見低頭
見，一個微笑，一句問候，傳遞著相互的尊重。
從小耳濡目染，知道父母睦鄰里，我們也不知不覺地傳承了
這個家風。我成家後住在老公單位，鄰居之間關係非常好。那時
女兒小，我在鄉下教書，早出晚歸。老公把女兒從幼兒園接回家要
忙著做晚飯，鄰居們就幫我照看女兒。我也盡自己所長，幫他們的
孩子輔導功課，我們相處的其樂融融。後來我搬家了，她們捨不得
我，我就經常回去找她們聊天。
搬家後只有一個鄰居，我們兩家相處的更是融洽。下雨了，
誰在家，一定會把曬在外面的衣服都收了；誰不在家又來客了，
一定會像對自己的客人一樣接待；誰家有人生病了，我們會幫著照
顧。最有意思的是，有時吃晚飯，兩家都有空的話，就會把自家的
飯菜端到院子裡的瓜架下一起吃，那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柔和的
夕陽，五彩斑斕的火燒雲，小院花草樹木散發的特有香味，歸林的
鳥叫，讓我們陶醉其中。于是男人喝酒，女人家長裡短，孩子嬉
鬧，我們會一直吃到月上柳稍，才餘味未盡各自回家。真是鄰里和
睦，生活幸福。
多年鄰居變成親，悠悠歲月裡，同在屋簷下，有快樂，有依
戀。我傳承著睦鄰里的家風，呵護著與鄰里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情
感。

兒。一到夏天，你且看吧，連成一片的鳳花
片，開得繁盛而熱烈，葉子碧翠蔥蘢，花兒
喧騰熱鬧。遠遠望去，翠色中點綴著艷麗的
紅，甚是醒目。在驕陽下，其他花兒都慫
了，蔫了，無力地耷拉著腦袋，一副無精打
采的樣子。唯有鳳仙花，挺拔的莖稈，直立
的身軀，密集的葉片，絢爛的花朵，彷彿是
精力無限的鬥士。
一陣急雨過後，鳳仙花精神抖擻，更
顯鮮艷亮麗。它也不嬌氣，四散的雞群無聊
地啄食它的葉片，將它蔥鬱的葉片啄成了破
衣爛衫，它依然挺拔昂揚，不失氣勢。待到
明年，鳳仙花先前挺立的地方，仍是一片蒼
翠。
太陽花沒有鳳仙花那般高昂的陣勢。
若說鳳仙花像身披紅妝屹立戰場的紅娘子，
那麼低矮的太陽花，則是妖嬈的小家碧玉。
它帶著幾分明艷，幾分嫵媚，還有幾分嬌
澀。
繽紛的花朵，總是頂在根莖的最上
端，攢成耀眼的花團錦簇。它的美麗是明目
張膽的，不遮掩，不躲藏。瞬間，就將美麗
闖進你的眼睛裡。一片小小的太陽花，就是
一個小小的花園。總有一種色彩，會吸引了
你的眼眸，悸動了你的心。竊以為，若是只
能做一種花，那就做一叢斑斕的太陽花吧。

小小的身軀裡，積蓄著無盡的能量，竭力地
釋放體內的明媚和熱情。
雞冠花，是特立獨行的花兒。深紅色
或紫色的花冠，折疊成層層的褶皺，像層疊
的波浪，又像王冠一樣頂在植株上，厚重而
顯眼，像威風凜凜的大公雞，煞是招搖。孩
子們一看到雞冠花，就忍不住要摸一摸它的
王冠，茸茸的，有趣極了。
鄉間的花兒，各有各的情趣。它們扎
根于足下的土地，是自由而奔放的。應時而
開，應季而謝，沒有過多的人為干預，它們
是從容而恬靜的，又是熱鬧而閒適的，就像
栽種它們的人一樣。
我時常期望自己有一座小院，不拘大
小，必要種上各色喜愛的花草。那些在故土
絢麗多姿的花兒，定是首選。放眼庭院週
遭，花兒挨著草，草旁是繁花。隨便它們恣
意生長、開放、凋零，以彌補我過于雕琢的
人生。閒時，在花叢中徜徉，便覺得時光在
花草中停駐，一凝神，一晃神，沉醉中，時
光便遊走了，內心卻是充盈而飽滿的。
花兒怡情。看著它們成長，由花苞變
成花朵，身心便浸染著花兒的舒展與昂揚。
我願與故土的那些花兒一樣，于樸實的外表
中，扎根于大地，凝結一顆熾熱的心，絢麗
綻放，不負此生。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 (Chinoy TV) 創紀錄的182萬次觀看
迄今最具歷史意義的十五集
市訊: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 (CHINOY TV) 是僑社獨一無二
高清華語電視台, 也是菲華僑社收視率最高的華語電視台。全
球疫情又告急, 新冠肺炎肆虐兩年, 疫情出現反彈, 而且不斷出
現病毒變體, 形勢愈加嚴重, 最近趨勢令人擔憂。自去年三月
至今, 在全球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的情況下, 影響到各行各業, 菲
華電視台新媒體台長姚麗英、總裁陳丁山為顧及員工的安全
而暫停, 但一直在社交媒體on line Facebook 和Youtube播出。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晚上六點半 ( 重播) ,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晚上八點播出, 希望大家準時收看。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上一集下歷史新高 1,820,000。也是僑
社收視率最高的華語電視台， 謝謝大家的支持、贊助和肯
定。
連續一周又一周，」中國人的血，菲律賓人的心」 現在
已經達到了 182萬，其由弗朗西斯‧孔主演的劇集的累計觀
看次數達到 182 萬。
中國人的血，菲律賓人的心下一集：營銷大師吳約世亞
( Josiah n Go )始終走在時代的前面
吳約世亞是一位有很多角色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屢獲
殊榮的企業家、暢銷書出版商、廣受好評的演講者、許多人
的導師，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現代父親。
儘管如此，在這些眾多成就中，將它們聯繫在一起的共
同點, 他是一個始終走在時代前面的人。
在過去的 30 年中，吳約世亞已將 Mansmith and Fielders
打造成為本國首屈一指的商業和營銷諮詢公司。 剛開始 , 他
和太太 Chiqui 改造了 Mansmith 和 Field，其背後的故事頗受啟
發。
吳約世亞分享道，「我看到知識將成為黃金。 1990 年，
甚至沒有人願意為研討會付費。但今天完全不同，進步的公
司瞭解知識的價值。我意識到你可以將知識資本轉化為金融
資本。」 他將公司的成就歸功于他的太太 Chiqui，「實際
上，將一家以倡導為基礎的公司是她的想法。所以我把它歸
功于她。多年來，我們不僅在舉辦研討會、提供知識，而且
還開展了許多宣傳活動。我們一直是聯合創始人，我們一直
在非常重要的場合集思廣益，討論我們要做什麼，而今天，
我們已經將自己轉變為一家以倡導為基礎的培訓公司；我們
領域中唯一的一個。我們也是一個頒獎機構。我們實際上贊
助了青年市場大師獎，現在是我們的第 17 個年頭，我們還有
曼史密斯創新獎。我們所有的獎項都沒有報名費。這真的是
一件公共服務的事情。」
在職業方面，吳約世亞以展望未來為生。除了擔任
Mansmith and Fielders 的董事長之外，他還是 Union bank 的獨
立董事，在營銷方面開闢了新的道路，打破了許多傳統，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以說圍棋一直是有遠見的。
在不為人所接受的時候，高破長城娶了自己的愛人
Chiqui。 吳約世亞分享道：「我認為時機也很重要，其中一
部分原因是我是拉剎大學華生會會長，該組織是當時校內最
大的學生組織。它在該組織的歷史上首次獲得了最傑出的組
織。我覺得他們看出我夠負責任，然後我就在RFM工作了三
年。我是一名員工，我在九個月內得到提升。所以我相信我
想獨自一人，在最壞的情況下，我可以靠自己獨立。」
吳約世亞稱, 他的父親在他的生活中非常有影響力。儘管

他們是中產階級，但他的父親受過良好教育並且是一名虔誠
基督徒。當吳約世亞被 拉剎大學錄取並想選擇更便宜的學校
時，他的父親堅定地認為應該去拉剎大學，即使他的三個哥
哥姐姐也在上大學，而且接受拉剎大學教育會花費更多。 他
父親說: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作為父親，吳約世亞也是一位非
常現代的父母，用他所謂的「反向指導」來對待他的孩子，
在那裡他向他們學習。
吳約世亞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其中包括著名的網絡影
響者和菲律賓原創博主 (Blogger) 之一 Tricia Gosingtian。 他
笑著說：「嗯，我指導了很多人，但有一種叫做反向指導的
東西。年長的人可以接受年輕人的指導。就我而言，我為我
的孩子們感到非常自豪。 Tricia 教會了我關于入站營銷的知
識。她是一名應屆畢業生，她獲得了雅典耀藝術獎，唯一獲
獎者。我以為她在屋子裡閒逛，所以我說，「你為什麼不找
一份真正的工作呢？」並且，她告訴我「我有一份真正的
工作，爸爸」。我說：「那是什麼？」 「我是博主」。當
然，在那個時候，寫博客還不是什麼流行的東西。然後我自
願成為她的經理，因為我想和她建立更好的關係。我想自己
成為她的經理。我說：「你知道，我是從知識行業開始的。
沒有人相信我們。現在，博客是一個新行業，我想我可以管
理你，因為我知道如何創造需求，我知道如何傳達價值主
張。」她同意了，只要她說了算。而且我在她的博客中沒有
任何編輯權。這是最簡單的決定，當然是肯定的。所以我
們的關係有所改善。如今，她在電子商務領域擁有自己的品
牌。她剛剛推出了她的新系列的第二章。我的大兒子Chase是
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有一次，他去了一家民間時裝，學到
了一門手藝。這麼多年後，他意識到在成本方面很難有競爭
力。他又回到了軟件開發領域。而且他
謙虛地從最低的位置重新開始。今天，
他當然是一名首席軟件開發人員。你知
道，我瞭解到謙遜的重要性。我的另一
個兒子是一位在新加坡學習的概念藝術
家。當然，你知道，我問他，「世界上
有這麼多藝術家，那麼什麼會讓你與眾
不同？」所以他說，「不，我要成為一
名概念藝術家。」我很自豪，因為他可
以在他的計劃中定義差異化。而且他還
開始教高中生。有一次，他的一個學生
畫了一張很黑的畫。他和輔導員交談時
很冷靜，並說你知道「你能看看這個學
生嗎」重要的是要超越關于這個人的圖
畫來解釋。我最小的兒子 Kalel 向我展示
了社交網絡之外的業務和社交網絡的重
要性。我認為我們互相學習是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我期待著不斷向年輕人學
習。」最後，他還超前地看到了宣傳和
個人品牌的價值，以免這些事情變得熱
鬧起來。
在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坦白說：
「在我讀中四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開
始問學生，「你會在哪裡上大學，你會

在大學選修什麼課程？」我前面的兩個人，第一個說，「菲
大。我會選修任何複雜的課程。」第二個人說，「我要在亞
典耀大學 」你知道，她會學習任何複雜的課程。我是第三個
人。 菲大被提名了，亞典耀大學也被提名了，所以我說「我
會在拉剎大學」。但是你知道，前兩個，我的老師沒有反
應，但是當我說拉剎時，我的老師看著我說：「拉剎？太難
了」，我所有的同學都笑了。
那一刻是我生命中的轉折點，我意識到個人品牌的重
要性。因為當時人們都在說：「這傢伙怎麼能在拉剎活下來
呢，他連學習都不會。他是C級學生」，我從未如此努力地通
過入學考試。」
從那時起，他贏得了無數獎項，其中包括全球十大世界
傑出青年。 吳約世亞笑道：「當我獲得最傑出拉剎校友獎
時，我分享了這個故事。中學時，我在一所華校學習。瞧，
我是那所中學的畢業演講者。我分享了你邀請了一名 C 學生
講故事。我說，你當然知道，我開玩笑地說，「我笑到了最
後。」但當然，我試圖激勵每個人，即使你C 級學生，也有
希望。」
請收看菲華電視台新媒體：中國的血脈，菲律賓的心
血，僅在 CNN 菲律賓通過免費電視頻道 9、Sky Cable頻道
14、Cignal 頻道 10 播出。
它還將同時在CNN 菲律賓的網頁 www.cnnphilippines.com
上播出。更多信息請訪問菲華電視台新媒體衛視官網：www.
chinoy.tv
菲華電視台新媒體永遠為僑社服務, 該台歡迎觀
眾繼續建言及支持, 請隨時與本台聯繫09178394691 , 網
址:inquire@chinoy.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