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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故鄉
 劉曉燕

             在故鄉的地點
             尋找故鄉
             已是很多年後
             我看到
             眼前的荒草
             取代了
             我成長的村莊
             我的村莊啊
             居然和母親
             一樣的衰老了
             這讓我無法
             排解心裡的憂傷
             就像此刻頭
             頂上濃厚的烏雲
             把我昔日斑斕的童年
             重重的壓在了
             歲月的箱底

             我翻箱倒櫃的尋一個遍
             仍沒有見到
             童年的夥伴
             這使我憂傷
             因為無人再分享
             我手中那廉價的小零食
             可我還記得
             一毛錢的冰袋
             也能讓很多孩子
             臉上洋溢著自豪

             再也沒有幾個人
             熱切的關注莊稼
             可我還記得
             大人小孩齊頂著
             星月揮鐮割麥的情形
             那個最可愛的人
             送來熱氣騰騰的飯菜
             大家都知足的醉倒在了
             朝霞映照的田間地頭裡

熬冬
崔向珍

雪花飄飛的冬天，冷酷的北風無孔不

入，從木格窗的破洞裡，舊門板的裂縫裡，

塞著谷草的門檻下面，飛快地鑽進低矮的茅

草房裡，一天天地不肯停歇。

沒有電，沒有煤炭的小村子，只能靠

燒炕取暖。每年秋天收完莊稼，母親都會拚

命地撿拾柴草，父親也抽空去幾十里外的大

窪割草。看著院子裡堆起的大柴垛，父親母

親很高興，我們這些小孩子更高興，因為有

滾燙的火炕和暖和的熱被窩，這個冬天好熬

了。

當天邊的晚霞給我們的村小披上一層

絢麗的金光，屋簷下那片被凍僵了的破鐵片

子被父親敲響，我們便一窩蜂地衝出校門，

向著自家屋頂的那縷炊煙開始狂奔。當我帶

著一身的冷氣撞開虛掩的兩扇舊門板，差點

被縈繞了半屋子的熱氣頂翻。

我常常誇張地跌坐在母親的懷裡，把

凍得麻木的雙手雙腳伸到紅彤彤的灶火邊烘

烤。等到父親和哥哥收拾利索教室回到家

裡，鍋裡的飯也熟了，我們洗淨了雙手，圍

著暖烘烘的鍋台坐一圈兒，呼呼啦啦地喝粥

吃菜。

我 剛 讀 小 學 的 時 候 ， 還 沒 有 分 田 到

戶，糧食根本不夠吃。冬天那麼冷，夜又格

外長，肚子裡沒有足夠的食物撐著，簡直沒

法熬到天亮。吃飯愁人，做飯更愁人。母親

經常對著我家幾根癟瘦的糧食口袋歎氣。愁

歸愁，飯還是得想著法子做的。熬地瓜飯，

熬玉米粥，熬白菜蘿蔔，母親精打細算，稀

一頓稠一頓地對付著，一年年地熬過冬天。

曬乾了的生地瓜干，硬得像鐵片。母

親把大片的地瓜干拍碎洗淨，放進大鐵鍋

裡，再摻上一把黃豆，小火慢慢地熬。地瓜

乾熬軟了，黃豆也就貼到了鍋邊邊，母親用

勺子沿著鍋邊蹭，把香糯軟爛的黃豆舀到我

和哥哥的碗裡，她和父親只吃地瓜干。有時

候會熬頓白菜或者蘿蔔，用筷子頭蘸點菜油

熗鍋。最好的是一碗熬白菜裡放一點豬油，

那是我和哥哥的美食。

分田到戶以後，家裡的糧食總算夠吃

了。母親早出晚歸，把每塊地都侍弄得舒舒

坦坦，邊邊角角和溝坡斜沿點種上綠豆、黃

豆和紅豆。每年秋收季節，院子裡到處都曬

著糧食，五顏六色的，看得心裡特別踏實。

有了糧食，冬天就好熬了。小米綠豆粥，玉

米南瓜粥，有時候還會熬一頓大米白面粥。

熬白菜也不用筷子頭蘸油了，隔三差五還能

切上塊豆腐。

我 們 的 村 子 很 小 ， 孩 子 少 ， 老 師 更

少，只能和鄰村聯合辦學。父親每隔一年帶

一屆畢業班，有一半是鄰村的孩子。大雪飄

飛的日子，道路泥濘濕滑，父親經常會把這

些孩子帶回家吃飯。母親每次都多換幾塊豆

腐，把一鍋白菜豆腐熬得咕咕嘟嘟。金黃的

玉米貼餅子，熱氣騰騰的茅草屋，一大炕吃

得滿頭冒汗的孩子，熱鬧著一個又一個冬

天。

哥哥升入初三那年，功課有些緊了。

他每天晚上都要坐在三抽桌邊，學習兩個小

時。父親母親坐在溫暖的火炕上，看著哥哥

一個人伏案讀書，凍得通紅的右手幾乎攥不

住鋼筆，寫作業費時費力，很是心疼。他們

商量了好幾天，終于從鄉里的鐵匠鋪買回來

一台嶄新的火爐。每天晚上，我們一家人圍

坐在火爐邊，搓玉米、撕棉花、讀書、寫

字，快樂的歌聲纏繞著烤地瓜的香氣滿屋裡

飄飛，父親母親一臉的幸福。

冬天不再難熬，日子過得飛快。好像

也就幾年的功夫，我們兄妹都在城裡有了自

己的小家，父親母親也在城裡有了自己的新

樓房。每年冬天，暖氣燒得很足，吃了半輩

子苦的父親母親，常常對著我絮叨以前那些

難熬的冬天，感歎眼前這想也想不到的幸福

生活。

他們還喜歡吃小米綠豆粥，喜歡吃白

菜熬豆腐。我熬出來的粥菜，他們都說很好

吃。一樣的食材，一樣用心小火慢熬，雖然

沒有了故鄉的大鐵鍋和溫暖的柴灶，但是有

父親母親的陪伴，我已經很滿足了。

與這個冬天握手言和
王軍賢

      陽光斑駁如夢，枯葉翩然如蝶。季節的門關了又開，彷彿只

是一個轉身，秋天說走就走了。

立冬在二十四節氣中排位第十九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說：

「立，建始也；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意思是說秋季的農作

物已經全部收穫、晾曬完畢，並且收藏入庫，動物們也已經藏起

來準備冬眠。

      我們常說「秋後算賬」。回望已經走遠的這個季節，有失、

有得、有遺憾，接下來，我們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與即將到

來的冬天握手言和。

      立冬是進入冬天的開始，天氣逐漸變得寒冷，但能溫暖身心

的事物卻有很多……

      在民風淳樸的鄉村，被寒意裹挾的日子依然熱氣騰騰。炊煙

在寒風中愈發纖瘦，灶膛內躍動的火苗，映紅了雙親慈祥的面

龐；冬小麥已經破土而出，一行行一畦畦，長成綠意盎然的詩

句。樸素而祥和的村莊裡，「辟里啪啦」的鞭炮聲此起彼伏，那

是瀟灑帥氣的新郎，正把一個個俊俏的新娘迎娶……

      所有的候鳥早已飛去了南方，它們總是尋找最適宜生存的地

方，哪怕飛越萬水千山。大街小巷的人們依然行色匆匆，他們豎

起高高的衣領，把身上的衣服裹了又裹。

      城市裡的人們，習慣了在暖氣充足的房間裡呆著，習慣了享

受四季如春的生活。所謂季節的變化，好像僅僅體現在樹葉的新

生和衰落，以及衣服的薄厚與增減。

      冬天是心靈恰逢其時的休整，是季節水到渠成的歸宿，是辭

舊迎新的號角，是整裝待發的旗幟。《荀子》說「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在我看來，不光農事需要依照這個規律，做人也有著

同樣的道理。

      在天寒地凍的季節，人得學會調適自己的心情，不能有絲毫

的慵懶和懈怠。在即將到來的冬天，我們應該開始對自己的人生

「刪繁就簡」。去除不必要的枝枝節節，打消那些繁雜的慾望和

念頭，明確既定的目標，夯實前進的信念。

      在即將到來的冬天，萬事萬物都會沉靜下來，雖然內心洶湧

澎湃，但表面上依然不動聲色。每天只關注人世喧嘩的人，不會

有這種感悟，也聽不到這種來自季節深處的聲音——季節的秘密

不對所有人開放。每一季演變的過程，都不畏風雨，不懼冰霜，

竭力吸納一方陽光，散發出勃勃生機。

      站在秋冬交替的路口，清涼的思緒越來越晶瑩。而你，是不

是已經迫不及待了？渴望一場紛紛揚揚的瑞雪，在某個安寧靜謐

的夜裡不期而至，把聖潔的地毯夢一般鋪展，把一些溫熱的希望

和念想悄悄孕育……

永和兩會召開視頻會議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晉江市永和菲律濱校友聯

誼會訊：本兩會訂於二0二二年元月十二日（星期三）晚八
時，舉行兩會全體理監事視頻會議。屆時，希望聯鄉會、校
友會全體理監事準時參加會議，在視頻中建言互動，集思廣
益，溝通共識，共同促進會務發展。ZOOM視頻會議網址ID
及密碼將在本兩會微信群發布告知，謝謝配合。

王榮忠·邱安娜令郎結婚
捐世青菲律賓聯會福利金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會長王榮忠、邱安娜賢
伉儷為令郎王乙鵬與邱莎莉小姐於2022年1月8日（農歷十二
月初六星期六）在石獅綠島國際酒店三樓舉行結婚典禮。喜
家於當晚七時開席宴請親朋好友，高朋滿座，熱鬧非凡，盛
況空前。一對新人新婚快樂！百年好合！早生貴子！永結同
心！“有情人終成眷屬”，一對才子佳人，令人欽羨。

會長王榮忠、邱安娜伉儷平素熱心公益，關心會務，
欣逢令郎結婚喜慶，特獻捐菲幣拾萬元，充作本會福利金
用途，奉獻義舉，殊堪嘉許，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
捐五十萬Forrest捐兩萬
通過華教中心幫助

樹里爻孫逸仙小學災後重建
華教中心訊：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通過本中心獻捐

五十萬比索，資助遭遇超強颱風「奧黛特」襲擊的樹裏爻孫
逸仙小學修繕校舍。另外，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閱
報獲悉樹裏爻孫逸仙小學受災的消息後，主動聯繫本中心，
獻捐兩萬比索作為該校的重建資金。

佘明培先生是菲律賓華社著名的企業家和社團領袖，非
常重視菲律賓和祖籍國的教育事業。佘先生曾經捐資修建故
鄉晉江的陶青校舍、母校廈門大學的體育館；以「雁門佘氏
宗親會」之名，每月固定補助佘氏子弟中從事華文教育的教
師。1988年，佘明培先生英年早逝。佘先生雖然去世了，但
他的家人繼承其遺願，成立了「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
繼續致力于弘揚發展菲華文化和教育事業。該基金會在本中
心設立基金專門資助本中心的運作經費。本中心《華語教師
之友》季刊的出版費用28年來均由該基金會全額資助。本中
心的華語師資「造血計畫」，該基金會自 2010年以來已經贊
助八名華校學生赴華攻讀華文教育專業，其中五名已學成回
國依約任教。本中心正在接受報名的第二期華語師資碩士函
授班，該基金會將全額贊助學員所需承擔的費用。

此次，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表示除了捐款以外，樹
裏爻孫逸仙小學修繕校舍所需的各種型號電線，其主有的
Philflex將全部捐贈並于第一時間免費運抵該校。

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的善舉也同樣感人至深，
體現了「獻出一份愛心，托起一份希望」的人間美德。

三國時期的蜀漢皇帝劉備告誡兒子：莫以善小而不為，
莫以惡小而為之。小善積累多了，就會成為有利天下蒼生
的大善。菲律賓的148所華校，就是148顆珍珠，都是菲華先
輩們的心血結晶，遺失了一顆都將會是莫大的遺憾。這一代
人應該堅持先輩所秉承的遺志，就像佘明培先生的後代和

Forrest一家人一樣，將傳承和傳播中華文明以及中華文化作
為己任，為中華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奮鬥。

目前，通過本中心向樹裏爻孫逸仙小學捐款的已有蔡
友鐵先生、「小蔡在菲律賓」、菲華青商會、菲律賓華文教
育基金會籌委會、佘明培先生紀念基金會、Forrest, Maggie & 
Emma一家人。另據樹裏爻孫逸仙小學的報導，菲律賓中國商
會、鄢市菲華各界聯合會、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東棉省支
部通過本中心的新聞報導獲悉該校受災的消息後，已經就近
前往該校移交救災捐款；菲華聯誼會務端分會、菲律賓紅燭
教育基金會、鄢市邱先生向該校捐贈了救災物資。

涓滴之水成海洋，顆顆愛心變希望。本中心代表菲律賓
華文教育工作者向以上熱心社團以及善心人士表達崇高的敬
意和真誠的感謝。

北京冬奧會繪畫大賽進入網路投票階段

華教中心呼籲投票支持本國十七位代表
華教中心訊：由福建省僑辦、福建省海外聯誼會指導，

華人頭條主辦的“激情冰雪，相約冬奧”海外華裔青少年北
京冬奧會主題繪畫大賽進入網路投票階段，菲律賓4所華校的
17位選手晉升該階段。本中心呼籲各界踴躍投票支持本國代
表。投票時間為2022年1月9日至12日。

晉級名單如下：
6-11歲組：39號張靜妤（僑中分校）、40號張靜妍（僑

中分校）、63號羅東志（東棉光華）、67號柯遠晴（僑中分
校）。

12-18歲組： 139號陳冠宏（僑中總校）、140號許如虹
（嘉南）、143號陳美娟（東棉光華）、144號龔曉茵（僑中
分校）、145號謝恩愛（僑中分校）、165號洪靖雯（僑中總
校）、169號楊雯堯（僑中分校）、170號許佳雯（僑中分
校）、171號林宏威（僑中分校）、172號呂瀅榆（僑中分
校）、173號施嘉淇（僑中分校）、174號陳佳琪（僑中分
校）、175號吳淑慧（僑中分校）。

本次大賽自2021年12月10日啟動以來，短短20餘天收到
了35個國家和地區華裔青少年的踴躍投稿。由福建省美術家
協會少兒美術藝委會評委對所有參賽作品進行初評，分別從
兩個參賽組別中各選出100幅作品進入網路投票階段，將由網
友投票產生網路人氣獎。

在投票有效期內，每個微信號每天可對每組的每位選手
投票5次，最少選擇1位選手，最多可選擇10位選手。可用微
信登陸https://www.52hrtt.com/static/html/owg-drawing/index.html?f
lag=1&code=001EZd1w3yEKMX2VA12w3UufMy4EZd1o&state=S
TATE，或者下載“華人頭條APP”搜索《開始投票！評選海
外華裔青少年北京冬奧會主題繪畫網路人氣作品》。

樹裏爻孫逸仙小學風災損失慘重
華教中心華社團體及時伸出援手

樹裏爻孫逸仙小學訊：2021年12月16日，強颱風「奧黛
特」肆虐菲律賓棉蘭老地區，包括樹裏爻市之內等多個城市
受災嚴重。本校未能倖免，遭受颱風強襲，受損嚴重。校舍
二樓以及三樓的大多數鋁合金窗被強颱風刮飛，墜落室內被
砸爛，破損的鋁框和破碎的玻璃散落一地，淩亂不堪；校舍
的部分隔牆和天花板也掀倒掀翻；因為三層校舍均為木質結
構，致使整層二樓積水及膝。受災場景令人觸目驚心。

12月21日，樹裏爻市剛剛恢復微弱的通信信號，本校
馬上收到菲律賓華教中心主席黃端銘的慰問來電。黃主席仔
細地詢問了本校的受災情況，並瞭解到救災所面臨的資金難

題，隨即通過華社各種媒體呼籲華社支持本校的重建工作。
經過媒體的積極宣傳，多家華社團體以及菲華人士通過華教
中心對本校伸出大愛之手。

決定不日奔赴樹裏爻地區救災，將會前往該校送交菲律
賓中國商會捐助該校的五十萬比索。

12月27日，菲律賓中國商會鄢市代表直接與本校聯繫，
表示不日奔赴樹裏爻地區救災，將會前往本校送交菲律賓中
國商會的捐助款。12月30號，菲律賓中國商會救災隊伍帶著
救災物資到達樹裏爻市，先是前往市政府拜訪了市長，隨後
與樹裏爻市長、樹裏爻菲華商會理事長、本校董事長及校長
一起前往本校查看校舍受災情況，並當場交與本校一張五十
萬支票，資助災後重建工作。

菲律賓中國商會代表隨即又移交兩張各為十萬比索的支
票給本校，表示乃是受鄢市菲華各界聯合會和菲律賓中國洪
門致公黨東棉省支部所委託的捐款。

菲律賓中國商會還帶來二十瓶的十升裝飲用水捐給本校
的教職員工。同時，本校還在12月26日，收到前來樹裏爻地
區救災的菲華聯誼會務端分會和菲律賓紅燭教育基金會所捐
助大量食品和十個太陽能燈；鄢市邱先生捐送的十五個手機
充電器和五個太陽能燈。

颱風無情，大愛無疆。華社各界團體以及菲華人士對本
校的慷慨捐助，是颱風肆虐後樹裏爻後陰霾的冬日天空中難
得的最燦爛暖陽，溫暖了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的心，溫暖了本
校學子的心，也溫暖了樹裏爻市華社的心！

她照耀著本，照耀著樹裏爻，照耀著菲律賓，也照耀在
祖籍國大陸。

劉振偉繼續配合市府
為民眾免費新冠檢測

本市訊：當新冠病毒奧密克戎反覆變異且以勢不可擋之
勢迅速在菲律濱蔓延，短短幾天之內，每日確診病例急劇增
加，且呈持續攀升之勢，形勢十分嚴峻之際，菲華愛心人士
劉黃麗珍女士及令郎劉振偉先生再次伸出救援之手，繼前月
捐贈大量科興疫苗作為第三針加強針惠及廣大菲華僑民後，
此次再發善心，配合馬尼拉市政府為廣大平民大衆進行免費
新冠測試，歡迎民眾主動檢測，積極防護。

測試地址：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
Numancia st. San Nicolas Manila（九棟後面）
測試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點至下午四點

太原王氏召視頻會議
菲律濱太原王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第八十九、九十屆

第十一次聯席會議將舉行視頻會議，時間定二零二二年元月
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五時，會議ID與密碼將於開會前一天以
信息與微信通知。屆時務希全體諮詢委員、名譽理事長及全
體理事准時上網參加視頻會議，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金井聯鄉總會商會
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丶商會訊：本會訂於二零
二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七時半, 召開第十二屆丶商
會第三屆第七次全體理監事視頻會議，商討會務事宜。

屆時，敬請指導員丶創會理事長丶永遠名譽理事長丶榮
譽理事長丶榮譽副理事長登臨視頻指導，全體理監準時加入 
Zoom 會議，共商策劃。Zoom視頻會議ID將發於微信群或以
訊息通知，敬請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