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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無盡
 李日清

 
月黑，風高，氣溫走低
我卻像一個陀螺，旋轉不停
門簾撞擊著，像在有人敲門
似乎又在吆喚一個人的名字
 
多少年，還不安穩
你困惑的目光，被雪圍攏
面孔缺少一些溫潤
抽搐的嘴角，
沒有說出寬恕的言辭
 
你像一條鞭子，整夜裏
抽打我恍惚的思緒
我早已面目全非
晃蕩之餘，
我甄別不出你往日的容顏
 
不是我的多心
不是你的移情
一場世俗的執著
讓我們花非花，果非果
 

被季節的落葉
壓彎的枝頭

又又

        很顯然，這裡沒有馬匹馳騁
        不是詩人們描述的北方。
        G78國道橫陳
        沿途的村莊不管是轄屬何地
        已不重要。那些花自然而然地開
        還有村莊裡影影綽綽的親人
        他們看著被季節的落葉
        壓彎的枝頭
        像看著自己日漸疼痛的孩子
        近來蓬勃的木棉樹也是
        樹下落英間的野艾也是
        大家都紅著，黃著
        從雲貴高原奔騰而來的紅水河
        此刻緩了下來，卸下黃沙
        能倒影群山的部分最美
        剛學會戀愛的村姑
        幾乎都在傍晚時候動了情
        她們在分別時依次折下
        舒萼的春枝
        含苞的花蕾
        和整個花園

衡山小記
楊燁

　　以前在忙碌而奔波的工作中循環往復，

日復一日，時常為了項目熬夜到半夜，身體

終于吃不消了。在某天一覺醒來，我的手掌

直接有半邊沒了知覺，只感到一陣陣被壓迫

的麻木，醫生說這是因為長期伏案工作導致

的神經壓迫，目前來說只能採用保守治療，

建議多休息。工作不順，身體不舒服，我索

性辭職，打算給自己放一個長假。

　　爸媽為了安慰心情不好的我，決定帶我

出去自駕游，于是我們來到了五嶽之一的南

嶽衡山。

　　衡山是中國著名的道教、佛教聖地，南

嶽大廟就在山腳，而祝融峰是其最高的山

峰，海拔1300.2米。

　　我很久不曾登山了，上一次徒步登山，

還是幾年前登華山的時候，那時候我的體力

比現在充沛得多。好在，出來遊玩也不急于

一時，我一路走走停停，時而駐足拍照，時

而坐在路邊大石上休息，大口呼吸著負氧離

子極高的新鮮空氣，只覺得神清氣爽。

　　在鬱鬱蔥蔥的樹林間行走，觀景台處可

見山間雲霧繚繞，襯得那些出自大自然鬼斧

神工之下的奇石異景更似仙境一般，耳中依

稀聽見叮咚作響的水流聲，還有不知名小鳥

的歌唱，胸中鬱悶一掃而光，自在暢快。

　　從南天門到祝融峰的登山途中下起了小

雨，山間起霧，能見度愈發低了，我們只好

跟山民買了一次性的雨衣套在身上，繼續前

行。遠處的山峰已經隱在霧中看不真切了，

白霧濃郁，只能看到模糊的黑影。路邊的柏

樹、松樹等等高大的樹木像剛浸過水似的，

透明的水滴凝在葉尖，山風吹過，簌簌而

下。

　　辛苦多時，走到缺少鍛煉的我腳都酸

了，才終于登頂祝融峰，在題名為「南嶽衡

山」的石頭旁留下到此一遊的照片。很可

惜，雖然已經登頂，但因為仍在下雨，山間

濃霧未散，崇山峻嶺都被藏起來了，只能看

到一片白茫茫的雲海，往觀景台外一看，彷

彿置身仙境。

　　既然來到了祝融峰，又怎能不去祝融寺

敬香祈福呢？我與父母一道走進了神聖莊嚴

的祝融寺內，取了線香躬身祈禱，希望能夠

早日遇到合心意的工作，如同今日登山一

般，從低谷一路向上攀登，跨過艱難，守得

雲開見險峰。

　　坐著遊覽車下山，車停在了衡山遊客中

心的對面。我走下車，發現路邊有一棵幾乎

可以稱得上遮天蔽日的大樹，樹幹不算太

粗，但卻枝繁葉茂，樹冠覆蓋了以樹根為圓

心，半徑五米之內的區域。

　　媽媽走過來，看著這棵樹對我說道，

「你看，樹從來不在意他種在什麼地方，無

論是山裡，還是路邊，只要耐得住性子，終

究能夠長成一棵真正的大樹。」

　　我默默地點頭，是啊，無論在哪裡，只

要願意堅持努力，日子總會一天天好起來

的，即使身處低谷，也不要放棄陽光。

入冬的雪
劉治軍

　　立冬節令的前一天，天空突然變得壓抑起來。密密麻麻的雲

團錯綜複雜地堆積在一起，遮住整個初冬的天空，找不到一點關

于陽光的影子。呼嘯而過的西北風，像一把利劍一樣插進了冬天

的心臟，整個北方，掀起了陣陣的寒意。

　　隔著窗戶的風颼颼作響，落了葉子的樹在狂風的席捲中擺動

著，像一位英勇的士兵被征服一樣，毫無還手之力，任憑狂風擺

弄。一陣又一陣的寒風怒吼著，聽起來讓人有種心驚膽戰的感

覺。不一會兒的工夫，零星的雪花開始漫天飛舞。

　　雪，越下越大。整個世界都被大雪攏在懷裡。剛一會兒的工

夫，大地上白茫茫的一片，遠遠地望去，整個世界像穿上了一件

雪白的襯衫一樣，白得放光，白得刺眼。

　　一場讓人渴望已久的雪，終于來了。我們像迎接親人一樣，

迎來了入冬的第一場雪。雪後，人們聚集在一起，徜徉在雪地

裡，那種別樣的美，叫人無從說出口，只能靜靜地享受。

　　初冬的雪地上，霎時間築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風景線。三五成

群的孩子們，你追我趕，打起了雪仗。有人有模有樣地當起了指

揮官，隨著一聲令下，所有的孩子們向對方開火了。他們不顧對

面打過來的「糖衣炮彈」，一個勁地向前衝，即使有雪塊砸在了

頭上，他們依舊奮不顧身地向前衝，遠遠地看上去，還真有點打

仗的樣子。這些無憂無慮的孩子們，像初冬的風一樣馳騁在雪地

上，臉上露出了絲絲的笑意。

　　遠處的大人們也聚集在了一起，他們也利用閒暇之時出來呼

吸一下清新的空氣，緩解一下工作的壓力。有的人耐不住白雪的

誘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機拍照留念；有的人抓起了大把的雪拋

灑向天空，發出了陣陣呼喊，他們喊出了冬天的美，喊出了生活

的幸福；還有的人躺在了雪地裡，靜靜地閉上眼睛，像躺在母親

的懷抱裡一樣，安逸地享受著冬日的

　　時光。

　　爭先恐後的孩子們，把各式各樣的雪人堆滿了大地。這些站

立在雪地裡的雪人，表情各異，樣子可愛。有的把雪人堆成了

窈窕淑女，有的堆成了瀟灑的帥哥，有的堆成了長著鬍子的老

人……個個形態各異，神采飛揚。這些形態不一的雪人，體現出

了孩子心靈深處的美，那種美純潔得像此刻的雪，潔白、神聖。

　　偶爾，有人不小心重重地摔在雪地裡，這時不遠處的人們，

紛紛上前把他扶起來。在滿含淚水的眼眶裡，我們讀懂了人間真

情，有這些熱心人的幫助，這個冬天真不冷。

　　雪，這些聖潔的精靈們，一會兒高，一會兒低，一會兒落在

樹梢上，一會兒落在屋頂上，像童真的孩子們一樣，四處奔跑

著、嬉戲著。看著不禁讓人想起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中

　　所描寫的那種磅礡的氣勢。蒼茫無比的雪，把人帶到了一個

美麗的世界，一個雪的世界裡。

　　入冬的雪，把握住了節令，把最美的禮物獻給了冬天和人

們。雪後的世界，遠遠望去白茫茫的一片，看上去像一幅壯美的

畫卷一樣，起起伏伏、溝溝壑壑。這副壯美無比的畫卷將永遠留

在我們心間。

　　入冬的雪，美不勝收，勝收的不僅僅是冬天，還有我們每一

個人。我們的心就像這聖潔的雪一樣，純潔、乾淨、充滿靈氣與

芳香。

         望著窗外皚皚的白雪，我不禁走入一個壯美無比的冬天……

施世榮賢昆玉捐
鈔厝同鄉會教育基金
菲律濱晉江鈔厝同鄉會訊：本同鄉會理

事長施世榮鄉賢（亦即鄉賢施世欣、世榮、
世寶、、滿滿、圓圓）令萱堂施府許心研夫
人，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下午六時壽終于
武六干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齡。婺星匿彩，
慈雲失仰，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飾終令典，極其哀榮。

施理事長世榮賢昆玉事親至孝，秉承令
慈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
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教育
基金。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施世榮捐
竹林大岷北區分團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大岷北區
分團訊：本分團副理事長施世榮大哥令萱堂
施府許心研義伯母，于二零二一年十月吉日
下午六時壽終于武六干醫院。

享壽吉十有四齡。婺星匿彩，慈雲失
仰，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
哀榮。

施副理事長世榮大哥事親至孝，秉承令
慈生前樂善好施之美德，雖守制期間仍不忘
公益善舉，特獻捐菲幣參萬元充作本會福利
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郭偉超丁祖母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大岷北區

分團訊：本分團副理事長郭偉超大哥令祖母
郭府洪珍智 太夫人，不幸2021年11月8日下午
6時58分往生 （農曆十月初四）香港東華三
院馮堯敬醫院，享壽積閏壹佰有四高齡，寶
婺星沉，駕返瑤池，軫悼同深。現停柩于香
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擇訂于2021年12
月4日（農曆十一月初一）出殯。

本分團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莊榮華逝世
旅菲惠安龍蒼同鄉會訊：本會莊副監

事長榮華，亦即本會康樂主任溫泉令尊，不
幸于二O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八時十五
分壽終于MEDical city醫院，享壽六十有七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並擇訂于十一月
二十日（星期六）早上八點出殯，火化于聖
國殯儀館。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胡爾厚逝世
本市訊：HATAW Diyaryo Ng Bayan夏

斗記者會董事長兼總理胡爾厚（JERRY SIA 
YAP）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離
世，榮歸天國，安息主懷。胡爾厚的離世對
該會乃一大損失，他曾經擔任National Press 
Club (NPC) 國家記者公會的會長，也曾連續
七年擔任該會第一理事。

他對該會的付出和貢獻大家有目共睹，
銘記於心，永生難忘。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下 午 四 點 開 始 至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夜 晚 十 點 ， 遺 體 將 停 柩 於
LAKANDULA CHAPEL，FUNERARIA PAZ, 
MANILA MEMORIAL PARK, PARANAQUE，
每 晚 六 時 有 追 思 彌 撒 。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星期日）將安葬於馬尼拉纪念墓園Manila 
Memorial Park，參加送殯的親友需要遵守
IATF规定防疫措施。

陳王如琪逝世
計順市菲華商會訊：本會陳平平西文書

主任令萱堂，陳府王如琪(秀珍)太夫人，不幸
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一時
三十一分，壽終於UERM醫院，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十一月
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六時，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本會聞訊，經派員送慰唁函，望其節哀
順變。

計順市菲華中學董事會訊：本會陳平平
副秘書長令萱堂，陳府王如琪(秀珍)太夫人，
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下
午一時三十一分，壽終於UERM醫院，享壽
積閏壹佰高齡，慈雲失仰，軫悼同深。擇訂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六時，火化於聖
國聖樂堂。本會聞訊，經派員送慰唁函，望
其節哀順變。

計順市菲華中學校友會訊：本會陳平平
常務顧問、心心副秘書長、世仁令萱堂，陳
府王如琪(秀珍)太夫人，不幸於二○二一年
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一時三十一分，壽
終於UERM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擇訂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
一)上午六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訊，經派員送慰唁函，望其節哀
順變。

訃  告
莊榮華

逝世於十一月十八日
火化於聖國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陳施秀須
（深滬坑邊）

逝世於十一月十日
停柩於香港
出殯日期另訂

郭洪珍智
逝世於十一月八日
停柩於香港紅磡世界殯儀館景行堂
出殯於十二月四日

陳王如琪
逝世於十一月九日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

石圳同鄉會
發放下學期助學金

      石圳同鄉會訊：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之鄉親，並鼓勵同
鄉子弟勤奮向學，將於二0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至
十一時發放清寒子弟補助金。凡就讀於大岷市大學、中學、
小學及幼稚園，無力承擔教育費者，須附注冊收據影印一份
到會領取。

中國大使獎助學金評審啟動
華教中心開始接受華校申請

華教中心訊：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委托本中心繼續辦理
“2021-2022學年度菲律賓華校獎學金”以及“2022-2023學年
度菲律賓華校助學金”的申報、審查和發放等事宜。本中心
已經將相關材料寄送給全菲有關華校，請各有關華校積極組
織學生申報，並於2022年1月31日前將申請材料寄到本中心辦
公室，逾期不受理。

中國大使華校獎學金專為獎勵勤奮好學、德才兼備、全
面發展的華校學生，每位獲獎者獎金兩萬比索；華校助學金
專為資助學習刻苦、品行良好、家境清寒的華校學生，每位

受惠者資助金一萬比索。
獎助學金的申請辦法如下：收到通知的學校可根據簡章

和名額推薦人選，填交申請表，並附交本學年中文成績單複
印本。申請表和成績單複印本均須學校蓋章認可。

“中國大使教育基金”於2013年設立，並於2015年初啟
動菲律賓華校學生獎學金和助學金兩個項目。本中心每年負
責全國各華校學生獎助學金申報、審查和發放事宜，本次為
第八屆。

華社救災基金向
岷市第一區第80描籠涯

贈送大米速食麵口罩面罩
等生活和醫療物資

華社救災基金訊 : 本基金于9月15日（星期三）上午，向
岷市第一區第80描籠涯，贈送3袋大米、6箱速食麵、2000片
口罩、30個面罩和一批清潔劑等生活和醫療物資，以分發給
有需要的民眾。

是日岷市第一區第80描籠涯主席Roberto De Guzman，親
赴商總接收該批贈送物資。移交儀式由商總董事兼社會責任

主任呂安盾、秘書長顏長江博士、董事兼外交主任亦即宋慶
齡基金會稽核/華助副主任施超權、福利副主任柯順慶、外
交聘任委員劉少強、秘書長助理陳光燦；菲華各界財政洪珊
誼；校友聯主席郭從願；聯誼會名譽理事長戴國安、副理事
長姚金鎮；新聯公會會長黃天從；華僑工商聯副會長莊雄
彪、副秘書長陳添地等代表華社主持。

本基金11個成員單位分別為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菲律賓中國商會、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菲華聯誼總
會、世界日報、菲華新聯公會、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菲律
賓宋慶齡基金會、菲律賓深滬鎮同鄉聯合總會、世界福建青
年菲律賓聯會。

洪門竹林大岷北區分團
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賓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大岷北區分團訊：本分
團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八時在
ZOOM視頻召開第四十連四十一届理監事第十一次聯席會
議，報告及商討會務事項。敬請各位大哥提前下載《Z00M》
視頻軟件。
會議ID代碼與密碼將於開會前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各位
大哥配合，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