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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倫湖
譚昌龍

             藍天、白雲，
             綠草、氈房
             額爾古納、莫爾道嘎，
             奔馳的駿馬，
             噴香的奶茶

             大自然
             在為呼倫湖
             潑墨，寫詩，作畫

             克魯倫河、
             烏爾遜河、
             達蘭鄂羅木河，
             齊心協力地，
             讓呼倫湖豐腴起來
             鯉魚、鯽魚，
             魚、白蝦，把子孫後代
             留在了烏蘭泡
             留在了
             烏爾遜河的最深處

             呼倫湖，
             是遺落在人間的
             一顆星辰、
             一滴甘露，
             是呼倫貝爾大草原
             頭頂上的
             一顆夜明珠

暮秋的蘆葦
蔡同偉

             面容憔悴
             肌膚枯黃
             頭上白髮飛揚
             身子東搖西晃
             冒著蕭瑟秋風
             披著冰涼寒霜

             站在秋的深處
             抖落一地滄桑
             像風燭殘年的老人
             倚著
             搖搖欲墜的夕陽
             守望最後的時光
             演繹生命的悲壯

一地秋露涼
孫邦明

秋已來多日，白天依然炎熱，渴望著

幾場秋雨，一地的清涼與愜意。往年此時，

烈陽退居午後，小城丹桂飄香，村野秋露瀼

瀼，一派藍天白雲、秋高氣爽的怡人景象。

「秋風秋露清秋節。」兒時鄉村秋後，

母親的炊煙，早早的裊裊起村莊的清晨，鄉

村從睡意中悄然地醒來。時令不歇腳，農事

依然忙，父母趕著秋收秋種。家裡的輕鬆活

兒，自然落在我們孩童的身上。籬笆院內，

那些散養的雞鵝鴨；草棚裡，那頭圈養的黑

毛豬，與我們相依相伴。匱乏年代，耕牛是

勞動力，特別的珍貴，需要幾戶合養，當然

各家孩子要輪流牧牛了。前畈後山的家鄉，

平原種水稻，山地播雜糧。秋後，村前晚季

稻金黃一片，村後芋頭、向日葵、落花生果

實纍纍，灌木叢繁茂，野菊花、喇叭花昂然

搖曳。秋露瀼瀼，野草肥美，那是耕牛天然

的牧場。東方魚肚白，揉去惺忪的眼，山野

朦朧，霧氣瀰漫，風清氣爽，不約而至的小

夥伴們，騎在牛背上威武地向前，嗒嗒嗒，

山野小道，蕩漾著清脆悅耳的節奏聲，歡快

而動聽。秋陽羞澀，慢騰騰的在山嵐那邊的

路上。放眼遠方，灰白色的天曠，安然酣

睡著。灌木層層疊疊，肆意蔓延；野花小草

們，頭枕著露珠，像童話裡的小公主，睡眼

朦朧，還未醒來，正沐浴著秋露的滋潤。

老耕牛溫順，像家鄉的農人，一地野

草，它便低頭享受，偶爾仰脖哞哞幾聲，像

是晨練的亮嗓，舒展腰身，呼吸新鮮，蓄積

體力。有些莊稼地，已翻去繁蕪，露出鬆

散的肚皮。遺漏在地裡果實，等不及了，

秋露滋養，便發出兩瓣小嫩芽來。像花生、

芋頭，還有那些犄角旮旯的野蒜野蔥，蹚過

山間灌木叢，露水有些調皮，摩挲著你的褲

腳，浸透著你的肌膚，裊裊的清涼，絲絲的

抵入你的神經末梢。

小精靈們，晶瑩剔透，安然又靈動，

它們或攀附在草尖上蕩鞦韆；或匍匐在葉面

上搖滾著，或浸潤向日葵滿臉的橙黃，濕潤

著野菊花，裊裊出芳香，滋潤乾涸的泥土，

酥酥的散散的，一切皆變得鬆弛與柔和。掬

一捧秋露，清涼手心，甘甜舒爽。瞧，野塘

邊母親開墾的兩畦菜地，播下的菠菜、大

蒜、芫荽，已鑽出芽尖，準備迎接著寒冽的

挑戰，接續著鄉村人的冬日生活。太陽加快

了腳步，翻山越嶺，爬上山頂，紅暈染上林

梢，一片殷紅籠罩著四野，勾勒出村落的輪

廓。有些露珠經不住誘惑，滾跌入草木的罅

隙；有些露珠向陽而立，像一粒粒珍珠，放

射出耀眼的七色光芒，美麗極了。

太陽升騰起來，霧走散了，露珠也倏

然地收攏，消逝得無蹤。它們悄悄來又悄悄

去，似乎不曾來過這裡，平凡得只有早行人

才知道它們的客觀存在。如今半百，久居小

城，難得見到那些原生態的的晨露了。「夜

風吹不滅，秋露洗還明。」它們那麼的清新

純潔，鮮活靈動，存留不過一瞬間，然氤氳

其中卻能純淨內心的繁蕪，淨化塵世的喧

囂，回到最初的寧靜。故鄉的秋露，一楨的

水墨畫卷，縈繞腦海，至今令我難忘，好生

歡喜。

茶枯餅
石少華

 不見茶枯餅怕有三十年了吧？

小時候見到茶枯餅是在大人洗衣的腳盆裡，將一小塊茶枯餅掰

開，化在熱水裡，裡面便有了褐黃色的液體、稠濃狀，抹在搓衣板

的衣服上，用手揉搓便起泡。那年代日用生活品匱乏，肥皂、洗衣

粉、牙膏都得憑票供應，于是洗頭髮、洗澡多用茶枯餅替代。那時

我還小，感覺頭髮不及後來風行一時的青春洗髮膏洗得順滑，茶枯

水揉搓在頭髮上、塗抹在身上，裡面混雜的沒有化淨的茶枯渣，有

些發糙、發硬，令人不適。為此，我經常僅洗一個不用任何洗滌品

的清水澡。

剛參加工作時，我在家鄉的鎮上一家銀行任信貸員，專管鄉下

的搾油坊。我主管的那個鎮搾油坊有六、七家，在全縣都很有一些

影響。當地茶樹漫山遍野，農民以此作為收入來源，每逢秋天，臉

上的笑容便像盛開的茶花一樣燦爛。到了寒露或霜降，山歌滿坡，

人們滿懷豐收的喜悅採摘油茶樹上的茶果。經過暴曬脫殼、輾碎、

蒸熟、打胚、上槽，在油錘「匡啷匡啷」的撞擊聲和「哎嗨—吆

喝—」的號子聲裡，金色的茶籽油從稻草包好的油茶籽餅間絲絲沁

出，越沁越大，匯成涓涓細流。流油的天地，流油的季節，一陣陣

濃郁沁脾的油香氣即使在很遠很遠的山外都能讓人聞到。

而我，工作使然，爬山看茶果，入戶瞭解收成，進坊掌握產

量，常是一身泥巴未褪，又沾一身油污。在這個連空氣都充斥著茶

油味的環境裡，農民、搾油坊的老闆聞到的是四溢的芬芳，看到的

是收成，是財富，而此前從未在鄉下生活過的我卻感覺窒息，常摀

住鼻子和嘴大口換氣。

這時的茶枯餅已經很少有人像我小時候一樣，用做洗滌用品

了。這個作為整個生產流程最終結果的副產品，只有靜悄悄躺在搾

油坊的角落裡，間或有農民廉價買去肥田、殺蟲，也有人當柴火

燒水煮飯、冬天取暖。用它「鬧」魚（方言：毒魚）效果奇佳，

「鬧」的魚人吃了沒有副作用。搾油坊老闆對茶枯餅似乎也並不關

注，誰要拿個一塊兩塊儘管拿，毋須付錢。老闆盯著並引以為傲的

還是那汨汨流出的黃澄澄的茶油和以此換取的大把大把的鈔票。

後來，我換了工作環境，離開農村，先是進了縣城，後又調動

到離家鄉很遠的一個中等城市。都市裡那高揚的塵埃和無數汽車排

出的尾氣，使我貪婪地與別人爭吸著，搾油坊的味道是絕對聞不到

的了。許久，我都把茶枯餅忘掉了。直到後來，電視上報紙上總說

洗衣粉洗衣的弊處，洗髮液洗髮又總是生頭屑，母親便開始念叨起

了茶枯餅，說那東西洗衣服洗得乾淨，洗頭髮能夠烏髮亮發順滑，

還可以防脫髮、去屑止癢，頭髮有種不散的微香。母親說既然茶枯

可以做肥料，就說明頭髮也和花草一樣，是需要養份的，更重要的

它是原生的，不含任何添加劑，不像化工產品對人體有危害。

到後來，母親居然從五百公里外的家鄉托人給我捎來了兩塊茶

枯餅。大如鍋蓋，厚如磚頭，甸重甸重的。母親那時還未跟我住，

茶枯餅被妻擱在陽台的一個角落，而從未用過。過不多久，妻嫌它

佔地方，氣味又難聞，便把兩塊茶枯餅丟進了垃圾堆，甚是遺憾。

此後我洗衣洗澡洗髮甚至炒菜一放茶油，就想起了這兩塊茶枯

餅，也曾回當年工作的鄉下專程去找那些搾油坊。沒有了，一切都

沒有了。物非人亦非。這裡已被一座崛起的現代小鎮取代。

我悵悵轉了轉，只能走了。

訃  告
胡爾厚（JERRY SIA YAP）

逝世於十一月十七日
停柩於LAKANDULA CHAPEL FUNERARIA 
PAZ MANILA MEMORIAL PARK PARANAQUE
出殯於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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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11月21日)播放精彩節目
黃溪連大使出席菲律濱政府採購中國科興新冠疫苗抵菲儀式
菲 律 濱 唯 一 華 語 電 視 台 — 《 菲 中

電 視 台 》 播 放 時 間 ： 每 星 期 日 （ E V E R Y 
SUNDAY）下午5:00 pm 至6:00 pm，在BEAM 
TV 31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72頻道）播
出，還在Global Pinas TV (GPTV) 168和《菲
中電視台》FACEBOOK頁面上進行直播。也
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
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
（包括新舊節目）。星期日上午9:30 am 至 
10:00 am在IBC 13號電視台（SKY有線電視16
頻道，GLOBAL DESTINY有線電視15頻道，
CIGNAL有線電視13頻道，GSAT有線電視8頻
道）播出。

《菲中新聞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
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 
晚上9:30 pm 至 10:00 pm，也可以任何時間
（24小時）通過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
聞）。

今年在國內爆火的電視劇《山海情》講
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西海固的人民
和幹部們響應國家扶貧政策的號召，完成易
地搬遷，在福建的對口幫扶下，通過辛勤勞

動和不懈探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
設成寸土寸金的「金沙灘」的故事。《山海
情》英文版（十五集）將于每星期日下午3:00 
pm 至4:00 pm在IBC 13 電視台播出。

《菲中電視台》本週日（11月21日）播
放節目預告如下：

一. 11月4日，應菲律賓衛生部第十區辦
公室、卡加延德奧羅市衛生局要求，中國駐
達沃總領館邀請菲律賓中國中醫藥中心鄭啟
明主任以線上方式介紹中醫藥在防治新冠肺
炎中的重要作用。

二．近日，菲律賓福建總商會領導一行
禮訪菲律賓副總統林麗妮，副總統親切的接
見總商會領導們並舉行了愉快的交流。

三. 11月11日，菲律賓絲竹桑林各團體聯
合會（九聯）舉行慶祝成立六十二週年暨第
六十三屆職員就職典禮。

四. 香港培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于11月12
日下午8時假線上隆重舉行慶祝成立36週年暨
第19屆理監事會暨第十二屆青年組職員就職
典禮。

五．菲律賓福建總商會同仁于11月13
日上午在會所門口再次舉辦愛心慈善濟貧活

動。
 六．菲律賓廣東總商會于11月6日下午3

點，在商會會所召開研討會，特邀菲律賓內
政部副部長頓興蒞臨商會作專題演講，同時
也邀請華商縱橫傳媒社長黃棟星蒞臨商會與
同仁共同互動交流。

 七．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于11
月15日，假線上隆重舉行慶祝成立100週年紀
念暨第99連100屆理監事會職員就職典禮。

八. Malasakit Movement 政黨名單兩位眾
議員候選人于11月10日上午禮訪菲華商聯總
會，受到該會諸領導的熱烈歡迎。

九. 11月12日上午，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
會應邀出席「宋元中國看泉州 海絲航標看石
獅」石獅市世界文化遺產宣傳活動。

十. 11月17日，黃溪連大使出席菲律賓
政府採購的353萬劑中國科興新冠疫苗運抵儀
式。

十一. 11月12日下午，駐達沃總領館黎林
總領事應邀參加以「今天強，明天更強」為
主題的2021年達沃投資大會。

十二. 11月15日，菲律賓外交部長特奧
多羅‧洛欽出席2021年華為菲律賓「未來種

子」計劃啟動儀式。
十三. 11月16日，中國駐菲律賓使館向菲

律賓移民局捐贈3輛執法車輛，包括2輛16座
商務車和1輛7座SUV。

十四. 11月16日上午，廈門市市長黃文輝
會見了新任菲律賓駐廈總領事歐莉娜一行。

十五. 旅加菲華裔蘇聖榮博士于10月22日
參加在加拿大Montreal舉辦的全球性加拿大國
際管風琴大賽榮獲總冠軍。除了贏得大賽總
冠軍之外，他同時也贏得大賽六個特別獎之
中的三個。

十六. 電視劇《山海情》在講述九十年
代以來，西海固的人民和幹部們響應國家扶
貧政策的號召。

完成易地搬遷，通過辛勤勞動和不懈探
索，將風沙走石的「干沙灘」建設成寸土寸
金的「金沙灘」。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ING），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洪文偉昆玉獻捐
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財

政股主任文偉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祖盾老
先生（原籍晉江巿英林鎮鈔井村----英井），
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十二

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壹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巴示殯
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素車，哀
榮備至！洪財政股主任文偉善友賢昆玉幼承
嚴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僑社慈善福利、虔誠護持、樂善好施之

美德家風，守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董事會
菲幣壹萬元，充作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施世榮捐龍湖聯鄉總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

施康樂主任世榮鄉賢暨賢昆玉令慈施府許心
研太夫人（原籍晉江巿龍湖鎮鈔厝鄉），不
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七日下午六時壽終於武
六干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殯禮期間，白馬素車，哀榮備
至！

施康樂主任世榮鄉賢暨賢昆玉等幼承
庭訓，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
關心慈善福利事業，為人急公尚義、樂善好
施之美德家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聯鄉總會之公益福利，特慨捐本
會菲幣叁萬元，充作福利金之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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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文偉昆玉獻捐
英林保生大帝婦女組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婦女組訊：董事會

洪財政股主任文偉善友暨賢昆玉令尊洪府祖
盾老先生（原籍晉江巿英林鎮鈔井村----英
井），不幸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下午
十二時三十分，壽終於巴蘭玉計巿The Premier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佰晉壹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越十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計順巿
巴示殯儀館附屬火化場。殯禮之儀，白馬素
車，哀榮備至！

洪文偉善友賢昆玉幼承嚴訓，事親至
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僑社慈善
福利、虔誠護持、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守
制不忘公益，特獻捐本組菲幣壹萬元，充作
福利金之公益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陳秋中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陳秋中令德配，陳府

王如琪（秀珍）太夫人（原籍泉州市鯉城
區），亦即陳平平，心心，世仁令慈，不幸
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一時三十一
分壽終於UERMA醫院這，享壽積閏壹佰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於十一月
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六時火化於聖國聖
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