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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梅花笑春來
周傳利

北風撬開冬天的門扉
將熱烈的歡呼掛在樹上

一棵樹 牽手
另一棵樹 纏綿著
把放飛的雪花 
堆成了新娘
   
我站在梅樹下
 赴緣千年 
沒有你的日子
 一輩子就讀一枝雪梅

在白絮拼成的月光下
黃昏飛臨 
依然在
年輪的盡頭守候

摘一朵  
帶著沁香的梅花
夢想著戴在
你的髮結 
白首到天涯
靜靜地聆聽 
雪來的消息
只為你 嗅一段暗香 
從青絲到白髮

吟一首小詩  
邂逅在梅園
看一襲白色長裙
 銀裝素裹中的春天

做一場美夢 
一朵梅花
開啟朱唇的吻
讓白色蝴蝶
蹁躚于莊周之家

做自己的光
孫克艷

我有一個特立獨行的好友陸鋒，她開

闊的胸懷和不俗的言行，時常令人震驚乃至

震撼。骨骼清奇的她，即使是生病住院，也

不走尋常路，時常讓我心生敬佩。

9月中旬刷朋友圈時，赫然看到了陸鋒

的狀態：「我摔倒了，骨折。我要住院做手

術，將與各位親朋好友暫別，不要太想念我

哦。」

戲謔的語氣中，透著她一貫的淘氣和

從容，沒有哀傷，沒有愁苦，卻令人動容。

好似她說的，不過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

過幾天，她就會再次站在你面前，輕輕地撣

落身上的塵埃，微笑著說：「我回來了。」

但「骨折」兩字的份量，足夠讓人驚

心。直到兩天後我才得知，她的骨折相當嚴

重，粉碎性骨折，骨折塊數較多，但她仍在

排隊等手術。真不知那幾天，她是怎麼捱過

來的。

正在我唏噓間，她的朋友圈更新了：

「明天早上手術，耶！問過醫生了，說我不

會瘸。忙于工作多年的我，終于可以躺平

了。」文字後面，是一個笑臉的表情。

這就是我認識多年的陸鋒，她身上有

一種神奇的力量，總能以豁達的胸襟，四兩

撥千斤的力道，從容面對並解決所遇到的一

切突發狀況。似乎一切問題，只要揮揮手就

過去了，沒什麼大不了的。

手 術 後 不 過 兩 三 天 ， 體 力 好 轉 的 陸

鋒，就恢復了以往的神勇，她憑著只能活動

的腦袋和嘴巴，俘獲了醫院裡一眾粉絲，包

括匆忙的醫生、忙碌的護士、同房的病人、

陪護的家屬……都折服于她那睿智的頭腦和

燦如蓮花的口舌。她的樂觀和豁達，感染了

所有接觸過她的人。甚至其他病房的護士，

都要忙裡偷閒跑去圍觀她，看她一個被困在

病床上的病人，是如何把大家逗樂的。

那天，她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狀態，瞬

間引爆了。她說：「誰想寫關于醫生題材的

故事？我可以提供第一手資料。不管是甜蜜

的言情文，還是嚴肅的職場文，我都可。給

各位大佬遞筆！」

各位好友紛紛在下面留言，快速組成

並鎖死了一對CP。男主是高冷敬業又博學

帥氣的男醫生，女主自然是甜美可愛的鬼馬

精靈陸鋒。于是，一個關于男醫生和女病患

的甜蜜浪漫言情故事，就這樣在大家的熱烈

討論中，開啟並完結了。

所以，翻看陸鋒的朋友圈，圍觀她的

住院日常，成了我和許多親友的日常。大家

總能在她朋友圈的隻言片語中，尋覓到會心

一笑的瞬間，令人心生愉悅，一掃疲憊。

不 久 ， 她 開 始 用 手 指 艱 難 地 戳 屏 寫

文，細述她住院的歷程和此間的心得體會。

其中有一篇文章，叫作《開在腳踝上的野

菊》，已發表在《現代快報》上。文中她寫

道：「我看到自己的腳踝上，有3條猙獰可

怖的縫合刀口……那上面盛開著一朵花，一

朵醫生以溫情為底色，一針一針為我縫合的

秋日野菊。野菊的花語是頑強、堅定。從此

以後，我如野菊！」

品讀此文，我心中甚是複雜。既為她

的意外和傷痛而難過，又敬佩她的開朗和頑

強。嗯，這就是她，這就是她一貫如是的品

格。一個溫婉可人的甜美女子，卻有著鋼鐵

一般的意志。她以自己的住院經歷，打破了

我僵化的住院認知。

我曾多次出入醫院，看望並照顧生病

的親朋。但每次在醫院裡，感受到的大多是

沉悶悲苦的氣氛。

在那裡，所有人都是壓抑苦悶的，似

乎歡快是禁忌，連微笑都是充滿負罪感的。

可是，那真的才是唯一正解嗎？

人生如大海行舟，總有起落。身處逆

境時，很多人都渴望能遇上一道光，它給予

我們力量，指引我們在低谷中前行。然而我

們卻忘了，讓自己成為一道光。正如泰戈爾

所言：「生命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

畢竟，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一

個雞蛋，從外面被人打開，不過是個食材；

而它自己從裡面打開，卻是一個鮮活的生

命。

好友陸鋒，以她獨樹一幟的風格，活

成了別人眼中的光。而她在照耀他人的時

候，首先照亮的，永遠是她自己。

陽光很暖 你很好看
崔向珍

陽光很暖，柳樹的葉片還綠著，榆樹的葉片還綠著，美人蕉的

花朵紅艷艷的。如果不是腳下的梧桐葉片蜷曲成離別的姿勢，我很

難相信這已經該是萬物蕭瑟的深秋了。

正是閒適的週末，又逢了這樣的好天氣，植物園裡到處都是歡

聲笑語。在茂盛的粉黛亂子草地邊，一位穿著淺色中式對襟外套的

老人，正在努力地尋找最佳角度，要給坐在輪椅上的阿姨拍照。腿

腳不靈便的阿姨穿著非常時尚，戴著金邊眼鏡，臉上還化了恰到好

處的淡妝。她用雙手把一頭金黃色的卷髮梳理整齊，又從腿上的皮

包裡掏出一條天藍色的絲巾，隨意搭在脖子上，很認真很自信地對

著老伴的鏡頭，笑得那麼好看。

他們拍完照，繼續往前走。兩個穿著紅馬甲的志願者一時找不

到事情可做，開始爭搶著幫老人推輪椅，他們一路走一路親熱地聊

天，互相之間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就像是一個幸福的四口之家，

在同游同樂。

我傻傻地跟著他們走，不知不覺竟然走到了園區南邊的大草地

邊。

大草地裡向陽的地方，撐滿了帳篷，一些孩子在細密綿軟的草

地上奔跑嬉戲，一對新人半躺半坐在黃綠參半的蘆葦叢邊，在攝影

師的指導下，一次次擺出甜蜜的姿勢。幾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定定地
看著他們，瞇著眼睛，笑得那麼好看。

這麼溫暖的秋天，枝頭的喜鵲在唱歌，草地東邊的一群老人也
在唱歌。深藍色的中山裝，大紅的圍巾，紫紅的旗袍，襯著蔥綠的
草地，那麼好看。

他們齊聲高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
國》，這群平均年齡大約在七十歲的老人，勤勤懇懇工作幾十年，
如今退休了，過著衣食無憂的幸福生活，特別慶幸自己生在新中
國，長在紅旗下，如今唱響自己酷愛的那些紅歌，心裡必然是熱血
沸騰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滿了無窮的力量。

這些激動人心的歌聲，把輪椅上的阿姨吸引了過來，把帳篷裡
看手機的年輕人吸引了過來，把草地上打滾嬉戲的孩子們也吸引了
過來。我們圍成一圈，在老人合唱隊的帶領下，一起唱響了「我和
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流出一首讚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條河……」樸實真摯的情感，鏗鏘
有力的歌聲，粗重的嗓音和稚嫩的童聲混合在一起，優美動人的旋
律在整個園區不停地迴響。拍婚紗照的攝影師也被我們的歌聲感染
了，把手裡的鏡頭悄悄地轉了過來。那麼多的人，那麼多張好看的
笑臉，一起驕傲地唱響了《我們的大中國》。

此刻，陽光很暖，花朵燦爛，我喜歡這萬紫千紅的秋天。我喜
歡綠色的草地，白了頭的蘆葦，紅色的火炬樹，金黃的銀杏葉，還
有那些幸福的老人，天真的孩子，深情的少年。

訃  告
蔡吳秀淑

（晉江市金井鎮湖厝村）
逝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
出殯於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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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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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泉勝
（廈門開元）

逝世於十一月廿八日
火化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
樂堂
出殯於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時

蔡金獻捐
瑤里同鄉會福利

旅菲瑤里同鄉會訊：本會蔡常務顧問慶
藝鄉賢，亦即本會蔡總務主任金振鄉賢，於

二○二一年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於家鄉
仙逝，享壽八十有六高齡。老成凋謝，軫悼
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蔡總務主任金振鄉賢一向熱心社會公
益，尤其關心本會之福利，守制期間，猶不
忘公益，特獻捐本會菲幣伍萬元，以充作福

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蔡金生丁母憂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蔡秘書長金生學長令萱堂，蔡府五代大母楊
雪珍老太夫人，不幸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二十三分在家鄉深沪镇獅
峰村本宅逝世，享寿积闰一百進二高龄，寶
婺星沉，轸悼同深，擇订于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四日出殡，灵体荼毗於晋江市火葬场，骨
灰将另擇日安葬入土。

本會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敬輓花圈，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蔡志杰志輝志德丁母憂
計順市和記訊：蔡志杰，志輝，志德，

美麗，美珍，美錦賢昆玉令先慈，亦即故蔡
遠意令德配——蔡府吳太夫人諡秀淑（晉江
市金井鎮湖厝村）於二○二○一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下午七時五十分，壽終內寢，享
壽積閏九十有三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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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出殯荼毗
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汪泉勝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汪泉勝先生（福

建省廈門市開元路），亦即汪豐隆，曉玉令
尊，不幸於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
六時三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十二月二日設靈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十二月三日
（星期五）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殯儀館
SANCTIARUM聖樂堂。

 蔡金生丁母憂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蔡金生秘

書長令萱堂，亦即本會婦女委員會蔡白芬聯
絡主任令家姑-蔡府楊雪珍老太夫人，於二零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二十三分在
家鄉深滬鎮獅峰村本宅逝世，享壽積閏一百
零二高齡，慈雲失仰，婺星韜彩，哀悼同
深！

擇訂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出殯，荼
毗於晉江市火化堂，靈骸將另擇吉日，安葬
於家鄉風水之源。本會聞耗，已函電慰唁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以表緬懷軫念，而盡同
仁之誼。

華教中心舉行中信教師專業獎網上頒獎儀式 蔡建立黃端銘許普華肯定華語教師辛勤付出
華教中心訊：11月30日上午十時，本中

心舉行「2021-2022年度中信菲律賓華校華
語教師專業獎網上頒獎儀式」，菲律賓中信
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蔡建立，本中心主席黃端
銘，副主席楊美美、洪湄玲、蔡藝術，本中
心工作人員以及獲獎教師，嘉賓出席。

頒獎儀式由本中心出版部主任林峰主
持。

本中心主席黃端銘在致辭中感謝老師
對學生的理解和溝通，讓孩子們的認同感和
需求得到了尊重；感謝老師對學生的幫助和
指導，讓孩子們在成長道路上有了「明燈」
般的指引。他指出好老師才能夠培養出好學
生，只有教育做好了，社會﹑國家，乃至教
育本身才會越來越好。黃端銘主席認為隨著
中國與東盟成為全面戰略夥伴，菲律賓必定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需要學習中文，華教事業
將更上一個臺階。他鼓勵大家要團結在一
起，相互鼓勵。黃主席特別感謝蔡建立先生
對菲律賓華教的支持和關心，並向獲獎老師
表示祝賀。

中信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蔡建立在致辭中
表示非常高興看見今年獲獎的教師增加了，
感慨老師們堅持奉獻菲律賓華教事業。他點
明正因為老師們懷抱著「無我」的精神，所
以為學生們的前途著想，才能夠鍛造出心繫
華教、復興華教的博大胸懷。蔡建立董事長

認為每個人只能對社會和民族做出
一點點的貢獻，只有通過大家的共同
努力，才能讓華教事業不斷發展。他
感謝老師們的付出，教育了菲華下一
代，留住了中華文化的根，讓中華民
族能夠在菲律賓生存和發展。蔡董事
長表示中信慈善基金會將與本中心繼
續為菲律賓華語教師謀福利、做貢
獻。

能仁中學校長許普華代表獲獎
者發表講話。她表示為身為華文教師
感動光榮，為能夠堅守華教事業感到
驕傲。許校長感念中信慈善基金會為
承續華語情無私奉獻，感念本中心為
興盛菲律賓華文教育矢志不渝。她認
為獲獎既是鼓勵更是鞭策，希望能夠
為菲中友好發展培養出更多的優質
人才，並鼓勵大家為華校、為華教、
為華社、為華族、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戳力同心，共創美好的未來。

隨後，蔡建立董事長向本中心領
導移交了2022-2023年度中信華校學生
助學金和中信華語教師專業獎的獎金
兩百萬比索。

最後，全體與會者合影留念。
會議結束後，獲獎老師紛紛向蔡建立董

事長和本中心表示感謝。

圖片說明：
左圖上（左起）：頒獎儀式發言人：黃

端銘﹑蔡建立﹑許普華，左圖下：移交2022-

2023年度中信華校學生助學金和中信華語教
師專業獎獎金。

右圖：部分與會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