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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
自帶調色板

筱竹

                     秋天
                     適合閉眼、
                     輕嗅、
                     傾聽
                     陽光
                     都是有聲音的
                     辟辟啪啪

                     那些飽滿
                     谷粒、豆莢
                     孩童一般
                     裂開了肚皮

                     一粒粒果實
                     串起
                     一串串音符
                     麻雀和稻草人
                     捉起了迷藏
                     抖落
                     一地的笑聲

                     秋天
                     自帶調色板
                     頑皮的風
                     輕輕一吹
                     就換了
                     一張笑臉

                     彎著腰的向日葵
                     撐著肚皮
                     也要
                     日日夜夜追尋

                     其實
                     我也想和
                     它們一樣

冬天
 陸琴華

不少人寫了不少關于「冬天」的文章，

比如朱自清的《冬天》，至於冬天的詩詞那

就更多得數不勝數了。2021年陽曆十一月初

我國不少地方出現斷崖式降溫，人們還不知

道秋天是啥滋味，就一夜之間進入冬天了。

這讓我禁不住憶起我小時冬天經歷的一些

事。

 數九寒天下大雪，這是再自然不過的

事。而在下雪的天氣裡，我們一個個跟冬

眠的刺蝟或者青蛙似的也會過一段宅家的日

子。那時已經放寒假了。天冷了，北風呼呼

地刮，吹到人臉上都有一種刀割般疼痛。媽

媽見還在外面瘋玩的我說:「還不進屋暖和

暖和！」那時我們住的還是幾間起脊屋，有

門也有窗，可那兩扇門關起來了，無論人

在屋裡，還是在屋外，扒著門縫都能看清裡

外的東西。外面颳大風，屋裡刮小風。外頭

嗖嗖地冷，裡頭也嗖嗖地冷。媽媽的話一落

口，一扇比兩扇木門還大的籬笆吊在門上，

屋裡瞬間沒半點風了，也瞬間暖和了不少。

說是籬笆，其實我們那兒叫篙巾。那是因為

它是用蘆柴編織而成的。編織蘆席了，人們

會把蘆柴上面的葉子統統打掉，也會把蘆柴

梢部的蘆花也打掉。編織擋門的籬笆了，蘆

柴桿上的長長的葉子留著。梢部的蘆花也留

著。葉子、蘆花，連同蘆柴桿一同用繩索均

勻地編織起來，厚厚的、實實的、沉甸甸

的，沒有三五十斤也差不到哪裡去。篙巾通

常比所擋的門要寬出不少，也比門框高一

些。篙巾掛到門上了，挨近門框的上方會留

出一道縫隙。大白天，這道縫隙能把外面的

陽光送進屋裡，這樣屋裡就不顯得太過昏暗

了。有篙巾擋著的屋，外面再冷，裡面都不

冷。外面刮再大的風，裡面都紋風不動。

 那時我家靠近牆角的地方啥也不放，

卻放只碳爐子。不做飯時，關上爐門，能起

到保暖的作用。到做飯時間了，打開爐門，

爐火蹭蹭往上竄，一鍋米飯要不了多久就做

好了。冬天，出去幹農活的不多，不像現在

人為了還房貸和車貸什麼的，大冬天還在外

面奔波。那時我們一家啥也不做，往往圍著

碳爐子烤火。到做飯時間了，一家人七上八

下，齊動手，淘米的淘米，摘菜的摘菜。而

做的最多的飯不是大米干飯，也不是水煮餃

子，而是一鍋有各種雜糧的稀粥。

 燒稀粥的食材有紅豆、豇豆什麼的，

為了讓粥稠一點，媽媽在紅豆、豇豆都煮爛

了的時候還會把攪拌均勻的玉米面放一些在

鍋裡。不放玉米面，咕嘟咕嘟的水就把各種

雜糧的香味頂的四處瀰漫。再放上玉米面，

那香味更濃了。有玉米面做的粥是金黃色

的，那些紅豆、豇豆浮在玉米粥上，就跟鑲

嵌在金盆裡似的，耀人眼目。「忙時多吃，

閒時少吃，忙時吃乾，閒時半干半稀。」大

冬天我們不做什麼，是不是就喝粥果腹呢？

堂屋有幾個囤糧食的大土缸。土缸被糧食填

滿了，那上面就放著一摞摞用籠布包著的煎

餅。我們喝一口粥，咬一口煎餅，時間不

長，肚子鼓起來了。而冬天的寒冷也不知什

麼時候煙消雲散了。

 有篙巾擋風，有熱粥暖身，說我們一

個冬天都宅家也是不現實的。我們吃飽喝足

了，約三五小夥伴不是到生產隊的打穀場上

打尜，就是找來幾個自行車舊車圈滾鐵環。

你追我趕，吆三喝五，不亦樂乎。大人呢？

在有太陽的牆角曬太陽。曬著曬著，他們不

安分了，原來牆角處有個夏天和秋天按場用

的石磙子。一個大人說:「我能把這石磙搬

起來。」那男人就真的把石磙搬起來了。有

人不服氣，說:「我能把石磙擱肩上。」那

男人真的把搬起來的石磙擱肩上了。這時還

有人不服氣，說:「我把石磙擱肩上能走一

個來回。」有人起混，說:「你扛石磙在村

裡走個來回試試。」那人真的扛著石磙走在

村裡。人們就跟看一場大戲似的，跟著那人

朝前湧動。記得那天滴水成冰，扛石磙的人

大汗淋漓，跟著看熱鬧的人也熱血沸騰，早

把冬天的寒冷拋到九霄雲外了。

 我小時，條件還不是太好，沒有暖

氣，也沒有空調，可我們一點兒不感到冬天

的寒冷。為啥呢？篙巾，還有那一碗碗雜糧

粥成了我們抵禦寒冷的武器。沒想到，扛石

磙也成了人們抵禦寒冷的武器了。

車籃裡的溫暖
王小柳

　　城市裡面人們上下班的通勤工具有很多，有公交、地鐵、汽

車，還有自行車等各種助力車。有的人上班需要好幾樣交通工

具，比如我每天上下班，先騎十來分鐘自行車到地鐵站，把自行

車停在地鐵口的公共停車點，再乘幾站地鐵去上班。

　　上下班高峰期過去，自行車靜靜地守在停車點，它的旁邊停

了電動車、摩托車，還有許多共享單車。秋天裡，陽光從青色、

黃色、褐色的樹葉縫隙灑下來，照在自行車上，這輛金色的自行

車也泛著點點光芒。一陣風吹過，完成使命的花瓣、樹葉飄下

來，回到大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來年又

會是鬱鬱蔥蔥的一樹繁榮。

　　有一片樹葉落在金色自行車前面的籃筐裡，夕陽西下，我下

班乘坐地鐵回到離家最近的地鐵站，來到自行車停車點，拉著我

的金色小自行車準備回家。

我在自行車的籃筐裡撿起一片落葉，它是呈五角形狀的梧桐樹落

葉。呵，秋天來了，落葉是秋天的使者，提醒我們在繁忙的日常

工作中，停下腳步看看遠方，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秋天到了，

早晚涼了，需要注意加衣裳；秋天到了，年底近了，今年的事情

都完成得如何。

　　一天下班，到停車點去領我的小夥伴金色自行車回家。車籃

裡面多了一張廣告紙，推薦附近的一家駕校，地址電話一應俱
全。想想還挺合理的，什麼樣的人可能需要學習駕駛技術，一個
騎自行車去乘地鐵的人是不錯的客戶群體。「幸逢禪居人，酌玉
坐相召。」不管是廣告也好，做事也好，遇到合適的對象都很重
要。我騎自行車回家，把廣告紙放入小區一輛自行車的車籃中，
說不定它的主人需要這樣一個駕校培訓。
　　又是一天下班後，地鐵口賣花的老太太愁眉苦臉，她每週會
過來一兩次，在地鐵口兜售鮮花。今天天氣突然降溫，人們都走
得匆忙，老太太還剩三束鮮花沒有賣完。我拉著自行車走過去，
買下老太太的三束鮮花，這樣她就可以回去在溫暖的家中煮晚飯
了。三束鮮花放在車籃裡面正好合適，我把它們帶回家，家裡也
鮮艷明亮起來。
　　今天下雨了，我走出地鐵正發愁沒帶雨具怎麼回家，車籃裡
面多出來一件一次性雨披。正在收拾攤位的老太太衝我笑了起
來，今天生意不錯可以回家回家去了。老太太說：「這裡多一件
雨披，放在你的車籃裡了，趕快回家去吧。」我穿上透明雨披，
沖老太太揮揮手，秋雨落在雨披上亮晶晶的，我的心裡也是明亮
快樂的。
　　我回家的時候，有一個好夥伴自行車等候在地鐵口，它經歷
整個秋天的陽光和風雨，自行車的車籃雖小，卻可以承載整個秋

天的溫暖。

訃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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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孫疊
逝世於十一月廿五日
停柩於家鄉東石鎮蕭下村本宅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

王朝欽
逝世於十一月廿二日
停柩於蘇暮殯儀館SOMO FUNERAL HOME，
DELAGADO ST.，ILOILO CITY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

洪顏里沓（晉江英林）

逝世於十一月廿三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6-FREESIA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流芳百世

劉棋中家屬捐
成功教育基金

南安市成功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
劉名譽理事長棋中學長慟於二○二一年十月
二日晚九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八十有一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日，極

盡哀榮。
劉棋中學長生前樂善好施，熱心公益，

對本會教育事業關懷備至，其哲嗣孝思純
篤，秉承先人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社會
慈善公益及教育事業，特捐菲幣伍萬元加入
其教育基金。

仁風義舉，殊堪欽佩，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華語教師協會公佈
第102批醫療補助名單

華教中心訊：本中心下屬的菲律賓華語
教師協會公布第102批（2021年7-9月）獲華語
教師醫療基金補助名單，受惠者計8所華校10
位老師，總金額120,000.00比索。

第102批醫療基金受惠者名單如下：
許瑩瑩（聖公會）         12,000
黃淑周（近南）           12,000
黃美雲（中正）           12,000
施麗麗（中正）           12,000
黃寶玉（靈惠）           12,000
伍貞芳（計順菲華）       12,000
蘇志能（紅奚禮示立人）   12,000
洪瑞珠（紅奚禮示立人）   12,000
許淑偉（宿務東方）       12,000
陳敏敏（密三密斯光華）   12,000
菲律賓華語教師協會是第一個設立全

國性華語教師醫療補助的機構。自1995年至
今，教協總共公布了102批獲得菲律賓華語
教師協會醫療補助基金的教師名單，受惠者
包括全菲120所華校1,614人次，累計金額為
18,189,167.89比索。

太原王氏總會
歲暮尊師頒獎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訉：隨著聖誕
歌聲傳遍大街小巷，告訴大家又是聖誕新的
一年即將來臨！

本總會善啟愛心，頗具遠見的宗長皆會
藉此良機歲暮，向誨人不倦的族師表示誠摯
的敬意，肯定族師們整年為振興中華文化的

敬業精神，而一視同仁地給以從教及退休師
頒發獎勵金及慰勞金。

本總會訂12月7 日起，週一至週五上午
八點至下午三點半發放獎金，請獲獎教師擕
帶學校ＩＤ至本總會領獎。如本人無法親自
領獎，務必將本人學校ＩＤ及書寫委託書交
給委託人代領（委託人亦需帶ＩＤ），查詢
請電：82448355

現獎族師芳名列下：
中正學院：王紫玲　王永新　王慧慈　

王許秋婷　王亦文　
基中書院：王吳美琳
靈惠學院：王麗蓉　王吳夏仁　王倩
嘉南中學：王玉青　王黃菀萱　王尤温

柔　王一明　
義德中學：王珊珊　王冉心　尤慧玲　

王賢美
英才培幼園：王珊莉　王錦琪
馬加智嘉南學校：王謝幼妮　王雅
寶寶樂園學校：王美美　王吳美營
新生佳音學院：王麗敏　王孫守杰
慈鵝培幼園：王黃琬寧　
北黎刹育仁中學：王人珍　王雙珍　
培基中學：王安娜　
能仁中學：王嘉利　
佛教乘願學院：王陳金金
晨光中學：王菁菁　王麗美　
僑中學院（總校）：王靜嫻　王佳仁　

王雅玲　王雅琴　
僑中學院（分校）：王一仁　王菁菁　

王良秀　王翠瑩　　
巴西中華：王葉珠容　王姚英英　
計順市菲華中學：王郭巧棉　王蔡蓉蓉

　王惠惠

培德中學：王潔蓮
天主教崇德學校：王雅煌　王施琳琳　

王莊玲玲
聖公會中學：王莉諾　王蔡禎珍　王明

麗　王陽　王周躍
尚一中學：王美鑨　王秀琳　王楊雪清

　王施如妮　
光啟：王余莉莉　王素音　王麗絲　王

蘋蘋　王柳邱華　王嘉瑩　王金永麗　王梓
葳　王小芳　

退休老師： 王秀珍　王秀慧　王宏忠　
王月娥　王美珍　王蔡妙玄　王詹莉莉　王
邱明理　王李英琼　王麗麗　王玉美 王許禮
卿　王俊美　王秀綿　王李麗珍　王蘇麗蓮
　王呂慶珠　王婉清　王麗珍　王蓮珠　王
蔡愛珠 王陳碧君　王凡尔沓　王儁文 王克慧 
王麗娜(培德) 王劉賢秀　王亞薇　王淑美　
王麗瓊　王瑞清　王施敏芳　王玉真　　王
萍兒　王錦霞　王心心　王葉黛絲　王莉莉
　王美詩　王美滿　王雪清　王麗芳　王淑
佩　王真真(尚愛)　王施麗珠　王洪瑞鳳  王
麗雲　　

中國國僑辦啟動網上
外派教師項目試點

華教中心將向部分華校
派華語網課教師

華教中心訊：新冠疫情仍未消退，基於
疫情防控的要求，中國外派教師依然無法赴
菲支教。中國國僑辦考慮到海外華校迫切需
要華語教師的嚴峻形勢，啟動了“網上外派
教師”試點項目，並通過福建省僑辦聯系了
本中心，將向本國部分華校派出華語網課教
師。

為了解決菲律賓華語教學師資短缺和
非專業化的問題，本中心於1991年啟動華語
教學師資隊伍“輸血計劃”，通過中國有關
單位向本國派出支教華語教師。20多年來，
本中心為80多所華校申請了近五千人次的外
派教師，極大緩解了華校教師嚴重缺乏的狀
況，對華校華語教學質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
作用。

2020年新冠病毒暴發，中國外派教師停
止赴菲支教，至今已經一年多了。菲律賓各
華校想盡一切辦法，保留傳承祖輩語言文化
的華語課，奈何卻因為師資短缺問題，時刻

面臨著停課的威脅。今年6月，本中心與中國
四川海外聯誼會啟動“尋根中華•天府華教
雲課堂”項目，向作為試點的大馬尼拉10所
華校派出23位華語網課教師，共有11個年級
44個班級的近千名學生得以受惠。該項目即
將結束，鑒於各華校的迫切需求，中國國僑
辦、福建省僑辦、本中心共同啟動“網上外
派教師”項目試點。

“網上外派教師”項目試點的授課日
期從2022年1月開始，有效期至2022-2023學
年末。網上外派教師的工作任務是以在華校
教授中國語言和傳播中華文化為主，將按照
各校自行制定的課表和課時，通過網絡平臺
為華校學生進行直接授課。外派教師將使用
有關華校的授課軟件，授課軟件具備直播課
堂、師生互動、作業布置、作業上傳、作業
批改、考試、考試分數呈現等功能。學生報
名、繳費、學籍管理、日常管理、成績單、
結業證書等事務由各校自行處理。

本中心已將申請表發往各華校。該項目
的實施將極大緩解部分華校因疫情影響所帶
來的華語師資力量短缺的壓力，確保試點華
校的正常教學秩序，進一步推進菲律賓華文
教育事業在疫情背景下的可持續性發展，更
好地服務菲律賓華人華僑在居住國的長期生
存和更好發展。

柳山同鄉會慶祝
劉王爺聖誕千秋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農曆歲次辛丑
年十月廿九日、國曆十二月三日（星期五）
欣逄本會劉王爺聖誕佳期，是日備有三牲、
果合在劉王爺殿前供奉，以供諸位善信頂香
鼎禮。本鄉會為敬仰劉王爺靈聖顯赫，庇佑
萬民，恩惠四海，生意興隆，四季平安。上
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在本會所劉王爺殿前設
壇，俾供本會鄉賢、各方善信拈香致敬，共
沐神庥，同申慶祝。

菲錦東同鄉會
訂本週日晚八時召會
菲律濱錦東同鄉會訊：本會訂於二○

二一年十一月廿八日（星期日）晚上八時，
假座網絡視頻ZOOM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
屆時敬請各位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正
副監事長洎全體理監事踴躍出席參加。共商
策劃，推展會務之進展是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