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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爛漫
白來勤

北方的秋天，落落大方，不矯情很陽

光。大方得令人景仰，陽光得綿甜淨爽！

高粱醉紅了臉，低頭驀見滿目儘是肥

胖胖沉甸 甸的秋天 。不是金風唯恐天下不

亂 ，是黃土地的陣陣騷動把天掀翻，把地

震翻！

大腹便便的太陽不輟晨練，一步一步

爬上了山，面不改色氣兒不喘。

萬物手舞足蹈、飽含深情，將金碧輝

煌的生命禮讚。

秋天，在眾目睽睽之下，脫去貼身的

羽衣霓裳，裸露出性感十足的曲線和五彩繽

紛的笑顏——藍天下 ，枝頭間乃至豆棚瓜

架上，抖動著的豐乳肥臀，令人眼熱心癢，

舒暢得直想把歡悅叫嚷！能攥出汁液的胴體

毳毛微顫，滋潤的情色熠熠生輝、溢彩流

光！

秋 天 很 興 奮 ， 我 聽 到 她 幸 福 的 呻

吟——那鼓囊囊的乳房，等待貪婪的小口，

盡情吸吮，滋潤歷經三伏那乾渴心房的無限

嚮往！

任歲月曆盡滄桑的老手盡情地愛撫，

撩撥心弦真誠吟唱；任時光熟知百味的翹

唇，貪婪吮吸憧憬、熱烈親吻激情；任好德

如好色的眼球恣意品鑒青澀純真，從容不迫

地步入金碧輝煌！

秋色更迷人，我看到她裸露的腰身，

用流暢的思緒，將毛絨絨的生命撩撥、務

弄，啟蒙、矯枉，溫暖、涵養！

季節甜蜜的思緒漲起大潮——拋撒鉤

魂攝魄的澄澈媚眼，陶醉了的荷爾蒙血脈賁

張。脆生生亮晶晶的歌喉難抑內心騷動，讓

風把自己難以啟齒的羞不加修飾地傳唱給遠

方！

秋味令人垂涎，不由人夢中都想與她

親近——嗅一鼻，醉在心；嘗半口，真銷

魂；不思量，永難忘！

神采奕奕的花公雞，慇勤邀請儀態優

雅的蘆花雞，把口齒生香的美味品嚐，然後

毫不客氣地共享銷魂時光。

小黃狗饞得直流口水，火紅的舌頭伸

得老長老長，興奮地尋覓情人的倩影，幻境

中相互溫存互吐衷腸。

自知自明的鳥雀，抖動著不知疲倦的

翅膀，東奔西走南來北往。不言「莫負秋色

莫負卿」，只在用嘗盡人間炎涼的小喙，銜

起堅硬沉重的椽檁柱樑，銜來溫柔暖心的羽

絮幔帳，以高屋建瓴的工匠精神，提前把越

冬的廣廈裝修得更加安妥和祥。

在秋季分娩，黃土地、黑土地日見矍

鑠、幹練，流螢照無眠，聽蟋蟀談情說愛，

一段又一段   。

秋天有節奏的心率，唱響大愛無疆的

歌；秋天有溫度的胸懷，包容所有的羨慕嫉

妒恨的暢想。

放眼閱讀，你會發現——每一片秋葉

的脈絡，都充盈著無比的真誠，寫滿永不褪

色的記憶。

側耳諦聽，我已悟出——每一縷秋風

的心情，都是對自然的親吻，都是對歲月的

吟誦 …… 

哦，未施粉黛的土韻鄉情，北方原生

態的秋喲，狂溢撲鼻的奇馥異香，驚世駭

俗，倒海翻江！

唸唸陡塘
無墨

紅豆生南國，南國最相思。在我最堅

硬的肋骨縫，藏著最柔軟的往事，所以我要

對你說，往事是故鄉，故鄉更相憶。

人生在外數十年，能將故鄉一草一木

生生長長、一溝一坎起起伏伏、一田一疇團

團方方、一阡一陌南北東西、一犁一耙深深

淺淺、一丘一陵高高低低和一山一水繞繞彎

彎放心底，情感的閘一打就開，情感的潮一

觀即來，往往不是當下所見所聞，也不是近

來映像呈現，而是那些很久很久前的，根深

蒂固的，普通的，可以喚醒沉睡記憶的，可

以引起日思夜想的事與物的情境和原貌。哪

怕那些事物，小到針尖大，細到髮絲細，但

它曾經卻影響了一個村子人的思想、情感、

格局和境界。我們村陡塘，就讓我40餘年耿

耿于心實難忘懷，今天記憶還如當初一清

二楚，包括它長寬，哪裡水多深，哪裡水多

淺；水下哪裡有溝，有土井，有淤泥；岸邊

哪裡有樹，個個栩栩猶存。

20世紀50年代後期，農村合作化轉入人

民公社，以村集體勞動生產為基礎劃分生產

隊，田地歸集體所有，村村都要有一口「當

家塘」既能蓄水又能排水，保障每天人畜飲

用，保障春耕夏種水田灌溉和夏秋逢少雨無

雨時灌溉稻田棉地抗旱。這口當家塘，不是

可有可無。

陡塘，是我們村的「當家塘」，在村

北邊。全村百餘戶四五百人口，方圓十里所

有村莊中算是戶多人眾最大的村子了，一日

三餐淘米洗菜，一天到晚洗衣刷桶，一年四

季挑水家用，耕牛飲水，都在這裡。這塘，

不光是村上的當家塘，也有更大作用的名副

其實的「大當家塘」所承接的義務與擔當。

我們村地勢高，「大當家塘」和村子

都在高處，面積約40000平米，平均深約6

米，最深處有8米，可容納水資源20萬立方

以上，天然的蓄水過水塘。水的主要來源，

是由烔煬河一級電灌站從巢湖抽水，流經8

華里水路到達村西邊二級電灌站，再由二級

電灌站抽水送進「大當家塘」。

每 當 夏 季 和 秋 季 ， 遇 到 老 天 久 旱 無

雨，想保種保收，水貴還真是如油。靠村

東、北和東南面的五聯、合玉、固山、花

集、太和、勝利生產大隊，還有更遠處的秦

橋和鳳凰，這些大隊近百個村莊至少10萬畝

田地，都從這塘放水引水澆灌自家水稻棉花

保苗保墒。乾旱期間，遠處村子派專人來看

水護水爭水搶水絡繹不絕，也有半路截水偷

水，經常為這塘水發生打架鬥毆，直到頭破

血流都寸步不退滴水不讓。古話說：「近水

樓台先得月」，我們村上一千多畝地，首先

能夠得到水，崗地就不像民謠那樣傳說的

「田又遠來井又深」，算是一塊寶地福地。

遠近數十里，沒有人不知道陡塘。

「當家塘」，婦女們在這裡，春夏秋

冬每天早晨或晚間洗衣棒槌聲，有節奏地迴

盪空中響徹四方。夏天，它就是天然游泳

場，天然洗澡場，天然防暑降溫場，全村老

老少少的男人們，中午和晚上都在這裡洗澡

納涼。在水中嬉戲的兒童少年歡快的滿塘人

聲鼎沸熱鬧非凡，晚霞映襯水面金光閃閃，

晚間月亮和星星在水面清澈明亮，彷彿身

處世外桃源。在這深又面積寬廣的水域游泳

鍛煉，有一種心胸，有一種愜意，有一種豁

達，有一種信念。

隨著村莊和道路建設，挖填土方，陡

塘已面目全非，雖然晚霞、月光和星星依然

映照著，但已聽不到流水聲，已見不到洗衣

人，見不到有人游泳和嬉鬧歡欣。

這當家塘，之所以叫陡塘，是由于它

深而著稱；之所以又叫大當家塘，是由于它

使遠近田地受益面積之大而聞名；它伴隨了

我童年、少年和青年，至今我都還記住它原

來樣子，喜歡它原來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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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時

流芳百世

丁傳來
（晉江陳埭）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五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2-CHRYSANTHEMUM靈堂
出殯於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時

莊陳麗雲
（晉江青陽）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六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12-HYACINTH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八日下午三時

林炳遠捐石鼓廟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大王公董事會婦女會訊：

本會董事林炳遠先生令慈，林府莊玉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一年十一月九日逝世於祖國家鄉，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林董事炳遠先生關心本會慷慨豪爽，雖守制期間，仍不
忘公益，特獻捐菲幣肆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銘捐千島詩社
千島詩社訊：本社名譽社長蔡銘令尊蔡遠培老先生，不

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日深夜十一時二十四分，壽終於崇基
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礙於疫情
期間，飾終事宜從簡。於九月四日下午四時荼毗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SANCTUARIUM聖樂堂。並擇吉日安葬
於聖十字紀念墓園。

名譽社長蔡銘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社
會公益，特獻捐本社菲幣五萬元，作為本社活動金。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謹籍報端，以予表揚，並致
謝忱。

莊長順丁母憂
菲華消防救災聯合總會訊：本會副理

事長莊長順令萱堂莊府陳太夫人麗雲女士，
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廿六日下午三時廿
五分，壽終於仙道斯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
二一二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廿八日﹝星期
日﹞下午三時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另=日舉
行出殯儀式。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
屬，謹致相應禮數，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
思，而盡會誼。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 本總會
副理事長長順宗先生令慈莊府陳太夫人謐麗
雲，即曾任理事長垂賢宗老先生令德配，不
幸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逝世
於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醫療中心，享
壽八十有六高齡，駕返瑤池，同深軫悼。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里沓大街聖國殯儀館212
號靈堂，擇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時
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靈灰安奉於普濟
禪寺。

丁傳來逝世
和記訊：僑商丁傳來老先生（原籍晉江陳埭鎮）亦即

丁震凡、震宇、天君、安琪、藍琪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九時十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
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2-
CHRYSANTHEMUM）靈堂。擇訂十二月二日（星期四）下
午三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洪肇挺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洪肇挺令德配，洪府顏里沓太夫人

（原籍晉江英林）亦即僑商洪于鵬、良琪、良湄賢昆玉令
先慈，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三十九
分，壽終於ST. LUKES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

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聖樂堂。

莊垂賢遺孀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莊“正義”、長進、正強、長

順、正信、莉莉、燕燕賢昆玉令先慈，亦即故僑商莊垂賢令
德配——莊府陳太夫人諡麗雲（晉江市青陽鎮裕齋二房）
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2-HYACINTH靈堂。擇訂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下午三時荼毗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聖樂堂。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大王公董事會婦女會訊：
本婦女會監事長莊府陳麗雲太夫人（名商莊故垂賢元配），
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時逝世於仙範市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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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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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一. 11月15日上午，菲華商聯
總會董事兼外交主任施超權代表理事長林育
慶博士受邀出席參加菲國警岷警區 Jose Abad 
Santos 警站的升旗禮，並擔任升旗儀式主講
人。

二．11月3日，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
會應邀參加石獅市歸國華僑聯合會成立70週
年僑心向黨主題活動。三. 近日，菲律賓福建
總商會禮訪馬尼拉市政府，得到副市長Honey 
Lacuna的熱情接待，雙方舉行愉快的交流。

四. 旅菲蘇浙校友會于11月21日早上十時
假ZOOM視訊平台舉行慶祝第二十一屆理事會
職員就職典禮。五．11月11日下午，菲華商聯
總會邀請馬尼拉亞典耀大學孔子學院中方院
長梁廣寒博士為商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
講人。六．11月11日，龔詩貯基金會在馬加智

市辦公室鉅款增捐菲律賓中正校友總會校友
助學基金。 七．11月21日，菲律賓中國商會
黎剎省分會籌備會在泰泰市 (Taytay) 正式宣佈
成立，並于即日起開始籌備工作。八. 11月21
日上午，菲律賓洪門進步黨在馬拉汶 Barangay 
Longos Hall 舉辦面向本地困難群眾生活物資發
放的慈善活動。九.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禮訪計
順市政府，得到副市長 Gian Sotto 與多位官員
的熱情接待，雙方舉行了愉快的交流。

十. 11月20日下午，由菲律濱華文學校聯
合會主辦，菲華校聯教師教學研究會承辦的第
二次華文教學輔導班在ZOOM平臺舉行。

十一. 馬尼拉市仙彬蘭洛「古坑四王府
宮」11月18日上午慶祝古坑四王府周王爺聖誕
千秋，施超權等向貧民分發餐盒食品。

十二. 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發佈關于對赴華
航司經營管理工作進行整頓的通知。

十三. 11月24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
連出席主題為「培育強大的中菲關係」的第四
屆中菲關係圓桌會並致視頻開幕辭。

十四. 隨著達沃的快速發展，來到這裡生
活工作的華人華僑越來越多，華助中心的作用

也越來越大。菲中電視台對達沃華助中心主
任陳興藝先生進行了專訪。十五. 11月24日，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Inc. 在新濠天地大宴會
廳舉行Nation Builders and MOSLIV Awards 紅毯
晚會。該獎項旨在表彰並讚揚了來自政府、企
業、研究機構、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的領先人
物為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安全所做的努力。

十六. 兒童的心理健康與他們的身體健康同
樣重要。良好的心理健康有助于他們培養適應生
活的能力，並促使他們全面、健康的成長。心理
健康問題影響大約六分之一的兒童。最近舉行
的 Pandesal Forum討論了有關菲律賓兒童心理健
康的話題。十七. 記者帶大家走進秦嶺四寶科學
公園，上一堂自然中的科學課，瞭解一下國寶們
的冬日食譜。記者帶大家一起參觀秦嶺四寶科學
公園，通過和動物飼養員們的交流，帶大家瞭解
動物們在冬天的飲食變化及生活習性，以及在冬
天動物們容易遇到的健康問題。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towntv.ibc13@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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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11月28日)播放精彩節目
黃溪連大使出席第四屆中菲關係圓桌會並致視頻開幕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