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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北風裡
彭濤
北風，在窗外叫了一夜，高亢，凶
悍，大有要衝破窗子，席捲室內的狠勁。
清晨出門，風仍沒有停，滿地落葉旋
轉著飛舞。走在北風裡，我舉步維艱。越來
越濃的寒意讓我把衣服裹得更緊了些，但是

霧
宋業國
清晨出門映入眼簾的是：朦朦朧朧
的天空，朦朦朧朧的屋，朦朦朧朧的
樹，天天必走的小路也是朦朦朧朧的，
摸索著前行，竟然找不到轉彎的路口。
迷茫茫的一個世界，許是大自然賜
予的另一道風景。人們在朦朧迷離中感
受涼涼的秋意，身上濕濕的，涼涼的，
雖沒有冬的徹骨，卻也能穿透衣服。睫
毛銜著晶瑩的水珠，冰涼的感覺侵潤到
心。
順著大塘邊那熟悉的小路漫步，耳
邊只聞鳥鳴，百囀千聲，卻不見它們玲
瓏身影。疏稀的柳條不時掠過臉龐，如
夢、如幻、如詩、如畫，揮不走，扯不
開，斬不斷，朦朧了視線，疑是飄飄然
乘雲欲歸，走在一個童話裡。
憑著記憶來到村後的高崗上，坐看
它翻滾不休，一會兒滾成了一團，一會
兒又消散開去，一縷一縷的。一會兒凝
成一團升騰而去，一會兒又沉于大地。
看著手癢，一把抓去，收回手來，咦，
明明看著被抓進手裡，一攤手卻空空如
也……
漸漸地，柔和的陽光懶懶地灑到地
上，掀開了紗巾的一角，太陽露出了暈
紅的臉，崗、田、路，花、草、樹濕漉
漉的，鑲著一圈金邊，多姿多彩。
太陽出來了，雲開霧散了。一切又
如昨天，有聲有色了。

冷風仍然通過衣領口往裡鑽，企圖奪走呵護
身體所剩無幾的熱量。
現在是初冬，風是從北方刮來的，凌
冽似鐮刀，收割繁華了春夏秋三季的花紅柳
綠。路旁的行道樹在風中努力搖晃著樹枝，
想要抓住被風奪走的葉子；花壇裡憔悴的花
無能為力，任憑狂風撕碎花瓣。冷漠無情的
北風讓我心生恨意，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地掠
奪殺戮，柳敗花殘，滿地狼籍，焉能不恨？
寒冷的北風迎面撲來，粗糲的手在我
的臉上留下疼痛感，冷冷地對我說，恨亦枉
然，時序輪轉，季節更替，秋冬是我的主
場。自然之力不可抗拒，與其徒生嗟歎，不
如泰然處之。
風越來越大，一副橫掃世界的樣子。
對抗風最有效的辦法便是弓起身子，頂著風
前進，就如同身邊那個推著三輪車的環衛工
人。他把頭埋得很低，努力地鑽進風裡，艱

夢裡依稀梨花白
百夫長
在故鄉老屋前，曾有一方一畝左右的梨園。
那年早春，柳枝抽條，大地披綠，天氣乍暖還寒時候，父
親從縣城買來上百棵梨樹苗。那時我正在上初三，一個週末的
早上，我丟下手中的小說，興沖沖地扛上鋤頭，跟著父親一起
走向屋前的地裡。
中午時分，我們終于幹完了活，我抹抹滿臉的汗珠，斜
倚著鋤頭問父親：「爸，明年我可以吃上梨子了吧？」父親看
著剛栽好的梨樹苗對我說：「桃三杏四梨五年，棗樹當年就賣
錢。這是原產于日本的豐水梨，雖經過技術改良，掛果也得兩
年之後呢！」我聽後，心裡一下洩了氣，再去梨園幹活，便沒
有那麼主動。
父親初小畢業，平常喜歡看書，是村裡的「知識分子」。
一直以來，村人只在自家田地裡種植水稻、油菜、棉花。愛讀
書的父親不滿足于此，他心裡藏著一個很大的夢想。有一年，
父親把門前的那塊水田改造成了旱地，在上面先後嘗試種植天
麻、花生、人參……
但都以失敗告終。梨樹種下去後，村人看到父親經常在梨
園裡忙活，便戲謔道：「老譚，又在做試驗了？」父親也不作
答，一邊翻看著那本《梨樹種植指南》，一邊仍埋頭干地裡的
活，神情是那麼專注。
我去縣城上高中後，很久才回一次家，便不再關心梨園的
事。那年清明，我放假在家，早上起床後，忽然聞到一種似有
似無的清香。
我抬眼望去，驀然發現梨園裡有了星星點點的白。我急忙
跑下樓去，直奔梨園。原來梨花早已開了不少，挨挨擠擠的，
像一個個小可愛似的，正在好奇地打量著這個世界。那幾天，
我與父親一忙完田里的活，就在梨園裡精心侍弄那些梨樹。到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
今年申請獎勵優秀族生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為鼓勵任教於全菲
各地僑校本宗族親，忠誠教導，為國育才；獎勵敦品力學優
秀族生，幫助家境清寒族生，力求上進，勤奮好學；本總會
每學年均有獎教、獎學及每學期助學之舉。
本總會訂於二○二二年元月十日（星期一）開始分發二
○二○年至二○二一學年度獎教、獎學及二○二一年至二○
二二學年度大、中、小學上學期助學。已於多月前開始接受
申請書，將於十二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四時截止，逾期
恕不受理。
茲將有關申請事項公佈如下：
甲、獎教方面：凡任教於全菲各華校的莊氏華文教員，
須來本總會辦公廳填具表格，由該任教僑校蓋章證明，以便
審核。
乙、獎學方面：菲律濱政府會考首十名，須呈有關會
考證明，及凡就讀於全菲各大、中、小學、幼稚園，操行優
良，學業成績全學年全班首、二、三名者，呈繳上學年全學
年成績報告表或獎狀，正本及副本一份，2X2近照一張，前來
本總會辦公廳填具申請表格。
丙、助學方面：凡屬家境清寒，無不良嗜好，肄業於全
菲各大、中小學之本總會會員子女，每科必須合格，平均成
績必須八十分或以上，操行乙等或以上，須呈繳上學年成績
報告表正本及副本一份，學校學費單據正本及副本一份。
申請大學助學之清寒族生，每學年至少應修讀十六學分
或以上，除上學期成績報告表及2X2近照一張外，並須呈交新
學年報名單據，於新學年報名後，即前來本總會辦公廳填具
申請表格。
丁、大學助學由下列諸位宗長設立之“教育基金”所生
利息負責，各基金芳名如左：
A.（希）莊汪祈紀念基金（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希）莊材薦紀念基金（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希）莊材允紀念基金（長泰宗先生捐獻）
（璧）莊銘猴紀念基金（永心宗先生捐獻）
（田）莊自在紀念基金（金來宗先生捐獻）
（希）莊茂榮紀念基金（杰樹、金耀賢昆仲捐獻）
（埔）莊海連紀念基金（謀棕宗先生捐獻）

訃 告
林春樹（泉州浮橋）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日
停柩於ARLINGTON MEMORIAL，
FAITH CHAPEL殯儀館
出殯於十一月廿六日上午九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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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地逆風邁步，身上那件橘紅色的外套被風
吹得鼓鼓的，像一張紅色的船帆。我記得在
一本書上看到過這樣的說法，在海上遇到巨
浪時，最安全的做法是將船頭對準浪頭，破
浪前行才有生機，否則就會船覆人亡。對，
這個環衛工人就是逆風航行的船。即使風再
大再狂，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逆風前行，
風奈何不了我們。
風越吼越起勁，想要在氣勢上嚇倒萬
物。要想不被嚇倒，那就要吼出比它更大的
聲音，顯示比它更強的氣勢，就像那頭頂獵
獵作響的旗幟。
那是一面飄揚在路旁校園操場上空的
五星紅旗，鮮艷的旗幟在灰暗的天空下精神
抖擻。那面紅旗對抗著狂風的撕扯，用鮮艷
的紅色喊出最強勁力量。
力量的強大來自于精神的強大，只要
精神不屈服，就不會被任何力量打到。國旗

我回校前，滿園的梨花竟全部開放了，白茫茫一片，真是美不
勝收。父親對我說：「再過二十多天，梨花便謝了，不久你就
可以吃上梨子了。」
返校後，心裡便一直牽掛著家中的梨園，每次打電話回
家，我都會問起梨子熟了沒有。有一天，父親到學校來看我，
給我送來了剛摘的梨子。梨子呈扁圓形，通體紅褐色，看上去
就直流口水。我來不及清洗，用手一抹，張口就咬，新鮮甘
甜，清脆爽口。但等到我暑假回家時，梨子卻摘完了。我著急
地問父親：「梨子呢，都賣了？」母親接過話笑著說：「你爸
把大部分梨子都送了親戚朋友、左鄰右舍，說讓大家嘗嘗鮮，
剩下的賣了，賣的錢還不夠買肥料的！」我埋怨父親應該留點
的。父親說：「今年剛結果，掛果少，明年再多留點給你。」
從這以後，每到梨子收穫的季節，我都可以吃到家裡的梨
子。再後來，不管我在外地上大學，還是去南方工作後，父親
每年都會寄梨子給我。收到梨子後，我把它們分給同學和同事
們品嚐，大家都說比商場賣的好吃。回想著梨花的潔白，回味
著梨子的香甜，日子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了。直到那一年秋
天，父親因為意外突然離開了我們，我從此再未收到家裡寄來
的梨子。
父親走後，母親跟隨兄長們在外生活，梨園只能托與他
人。沒有主人照料的梨園，像一個失去了父愛的孩子，越來越
貧瘠，掛果越來越少。我與兄長們看著梨園日漸削瘦，心裡雖
然十分擔憂，卻又無能為力。直到後來，梨樹終于不再開花結
果。有一天，母親在電話裡對我說：「哪天你回來給你爸說一
聲，還是把梨樹都砍了吧。屋前一園荒草，看著也心慌。」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在那個柳色青青
的日子裡，我專程回到故鄉，卻再未見到那魂牽夢縈的梨花。
黃昏，我垂首在父親墳前。此時，天地間風煙俱靜，唯有那漫
天飛舞的柳絮，在靜靜傾聽著我對父親的述說。不知不覺間，
我已兩腮冰涼。

（希）莊萬里紀念基金（長江宗先生捐獻）
（璧）莊杰頂紀念基金（垂裔宗先生捐獻）
（龍）莊禹成紀念基金（祥慶宗先生捐獻）
（希）莊材美紀念基金（長庚宗先生捐獻）
（璧）莊永心紀念基金（志民賢昆玉捐獻）
（希）莊長榮紀念基金（幼偉、慈雲賢昆玉捐獻）
（希）莊材潮紀念基金（中敬賢昆仲捐獻）
（希）莊霖生紀念基金（鴻敏賢昆仲捐獻）
（希）莊材炮紀念基金（啟程賢昆仲捐獻）
（希）莊材鰍紀念基金（嘉謀哲嗣捐獻）
（希）莊杰南紀念基金（忠平賢昆仲捐獻）
（裕）莊垂牆紀念基金（炳坤宗先生捐獻）
（希）莊材我紀念基金（振家、振邦賢昆仲捐獻）
（裕）莊汪獅紀念基金（材乾宗先生捐獻）
（希）莊材潤紀念基金（材潤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希）莊材安紀念基金（金時宗先生捐獻）
（希）莊材慶紀念基金（燦景宗先生捐獻）
（希）莊杰梨紀念基金（裕崑宗先生捐獻）
（希）莊汪廠紀念基金（材揖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希）莊材修紀念基金（杰文、杰細賢昆仲捐獻）
（希）莊杰希紀念基金（莊材好裔孫江蘇捐獻）
（希）莊材揖紀念基金（聯祿宗先生捐獻）
（希）莊欽賜紀念基金（聯祿宗先生捐獻）
（田）莊金來紀念基金（前進賢昆仲捐獻）
（希）莊坦克紀念基金（偉順、明順、耀全捐獻）
（思）莊垂俊紀念基金（仲華宗先生捐獻）
（思）莊杰立紀念基金（亞立順公司捐獻）
（思）莊清池紀念基金（嘉民啟民健民世恩捐獻）
（思）莊杰田紀念基金（秋典宗先生捐獻）
（裕）莊金龍紀念基金（菲璇垂明南文昆仲捐獻）
（龍）莊錦華紀念基金（漢香賢昆仲捐獻）
（龍）莊杰評紀念基金（育銘、慶文賢昆仲捐獻）
（希）莊垂彬紀念基金（銘境、銘團賢昆仲捐獻）
（埔）莊炳焜紀念基金（培基賢昆玉捐獻）
（龍）莊鼎水紀念基金（鼎水宗老先生家屬捐獻）
（裕）莊榮基紀念基金（振宗宗先生捐獻）
（龍）莊順笙紀念基金（曉宏賢昆仲捐獻）
B：（希）莊杰樹黃麗霞賢伉儷教育基金
（思）亞立順公司垂楷宗先生教育基金
（希）莊金耀林麗慧賢
伉儷教育基金
（希）莊杰細陳淑媛賢
伉儷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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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王如琪
逝世於十一月九日
出殯於十一月廿二日

的紅色凝聚著千百萬英雄勇敢的靈魂，只要
它高高地矗立在天空下，虛張聲勢的狂風只
能是襯托它堅強的背景。
走在北風裡，頂著北風強大的推力，
我一邊艱難地前行，一邊想起了古人的一些
詩句。「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
牆。」身陷荒野之地的柳宗元面對風雨時，
心中作何感想；「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遷謫路上的韓愈面對風雪時，
又是怎樣自勵的呢？走在風和日麗的康莊大
道上固然可喜，但人生之路常常是坎坷波
折，山重水復。「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
帆濟滄海。」唐朝詩人李白曾在狂風中吟唱
出最堅強的詩句。漫漫人生路，春花秋月鍛
煉不出強勁的筋骨，心中若是有直掛雲帆濟
滄海的志向，就必然要經受長風破浪的考
驗。行路不易，風雨兼程，心在遠方，任爾
風狂。

菲律濱木商公會
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本市訊: 菲律濱木商公會為確保各位理事免受新冠疫情的
影嚮及安全。該會決定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
六), 下午八時, 在 Zoom 視頻軟件召開第七十三屆第十四次會
議, 商討會務進展事宜。
敬請全體理事下載Zoom 視頻軟件, 會議代碼及密碼, 將於
開會前以 Viber 通知。敬希全體常務顧問和理事密切配合, 準
時參與會議, 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華語教師之友》總第110期出版

歡迎讀者到華教中心辦公室索閱
華教中心訊：由本
中心和菲律賓華語教師
協會出版、佘明培先生
紀念基金會資助的季刊
《華語教師之友》2021
年第四期（總第110期）
已經出版。
本期的主題為「中
華文化教學」。
本 期 刊 登 專 論
《「雲遊教」文化教學
模式在華文教學中的
應用》，教學藝術《將
傳統文化貫穿于小學
德育中》《國學經典
文化對未成年人行為
習慣的影響》《對外漢
語教學中民俗文化的融
通共用》，語法天地
《實用漢語近義虛詞辨
析》，作文指導《誦讀經典提高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幼
稚教育《文化因素滲透幼稚教育效度探析》《如何在幼稚園
開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文章賞析《〈史記〉中的性格細
節》，漢字文化《「對外漢語」是什麼》《「翻車」比喻義
走紅》；還有閩南師範學院周軍教授對能仁中學許普華校長
的回信。歡迎感興趣的讀者到本中心辦公室索閱。
圖片說明：本期《華語教師之友》封面。

林春樹逝世
菲律濱西河林氏宗親總會訊：本會諮詢
委員春樹宗長(祖藉泉州巿浮橋鎮高山村),不
幸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十分逝世於Cardinal Santos 醫院，享壽八十
有三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靈軀經荼
毗於Arlington memorial, Faith Chapel殯儀館，
擇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二)上午
八時火化，並擇訂於十一月廿六日(星期五)上
午九時出殯。
本會聞耗，己致電慰問，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勿為過情。
旅菲晋江高山同鄉會訊：本會族親春樹
老宗長(祖藉泉州巿浮橋鎮高山村),不幸於二
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上午十時十
分逝世於Cardinal Santos 醫院，享壽八十有三
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靈軀經荼毗於
Arlington memorial, Faith Chapel殯儀館，擇訂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廿三日(星期二)上午八時
火化，並擇訂於十一月廿六日(星期五)上午九
時出殯。
本會聞耗，己致電慰問，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勿為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