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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一幅狂草
  秋石

 
                一支筆，
                從天而降
                大風起兮，
                大地鋪開長軸
 
                風的剃刀，
                嗚嗚地
                剃著
                蘆葦的白鬍子

                一丘丘
                稻穀和玉米
                已經顆粒歸倉

                這些熟稔的漢字
                杵在幸福的人間，
                像一節節脊骨
 
                手握山河的人，
                飲馬歸來
                研墨的人是
                一臉
                菊色的鄉親
                從白霧嫋嫋的池塘
                兌一點水吧！

                在黑咕隆咚的夜空
                蘸一筆墨吧！
 
                一支筆
                橫掃
                蒼山洱海
                一支筆
                點燃
                大漠孤煙
                一幅狂草，
                黃葉飄飄，
                蟄蟲歸隱

銅錢草
賴運勝

銅錢草，顧名思義，長得與古代的銅錢

形狀頗為相像，從而得其名。

銅錢草，又名金錢草，中華天胡荽，屬

傘形科天胡荽屬植物。在我國南方各地均有

生長，其大多在河溝邊及陰濕的路旁與草地

上。正如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千金方》裡

所撰寫的：「一種小草，生近水渠中濕處，

狀類胡荽，名天胡荽。」

銅錢草，是一種平凡普通的小草。既能

水生也能土長，用其一根根細細的莖兒，結

節長著毛茸小芽，卻撐起一葉葉圓圓的、綠

綠的小銅錢兒，有淺綠的、有嫩綠的，碧綠

的，也有黛綠的，且葉葉精巧玲瓏，昂首佇

立，伸展恣意，錯落有致，人見人愛，煞是

討人喜歡。

銅錢草，是一種淡泊雅潔的小草。雖

然名字帶有銅錢二字，難免會讓人誤解它的

身上沾著銅臭味，其實，只不過是其葉子圓

圓的，非常可愛，像古代的銅錢，寓意團團

圓圓，好運連連，所以人們才把它叫做「銅

錢草」，「銅錢」二字，寓意自然也就非凡

了：家有銅錢，滾滾財源，因此，被人們廣

泛認為是財富的象徵。

銅錢草，是一種謙遜低調的小草。從不

爭大自然的奼紫嫣紅，不爭花草世界的熱熱

鬧鬧，只在河溝邊及陰濕的路旁草地裡，為

大地的溪窪、路旁和房頭屋角都染上一小片

的綠色地毯，綻放出花蕾期的草綠色，開放

後白色的小花，詮釋自己的生命價值，綻放

自己的芳華。

銅錢草，是一種青春永駐的小草。它

的綠是純潔得不沾染一點兒塵土，從每一縷

根須到每莖葉片，都是那樣赤裸裸的嫩綠，

一種安然飄逸，恩澤天地的綠；一種層層

疊疊，千變萬化的綠；一種韻律緊湊，湍流

潺動的綠；一種普天匝地，人見人愛的綠。

所以，人們都說，其清綠的色彩，是自然之

色，生命之色，歡樂之色，希望之色。

銅錢草，是一種有藥用價值的小草。

雖然出身貧賤，毫不奢華，卻以其寬廣的

胸懷，全身的厚德，全心的大愛，滿身的芳

華，毫無保留的奉獻給天地人間。銅錢草可

全草入藥，鎮痛、清熱、利濕，治腹痛、小

便不利、濕疹等。

銅錢草，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小草。

它從不佔地，總是選擇空、野、荒、水處，

甚至是各地的邊角、空隙的閒土和溪邊的水

窪裡，悄悄地發芽，默默地生長，悄悄地開

花，靜靜地結果，又寂靜地播下新的種子。

同時，銅錢草種繁殖力極強，生長猛，成型

快，適應強，可水生，也可旱長，在強光下

與弱光中均能生存和成長。

所以，也是一種入侵性強的一個物種，

並有可能對一些自然物種的多樣性構成一定

的威脅。

銅錢草！你無私的除了奢求一口清水和

一撮泥土之外，不需要任何一點誘人的肥料

及養份，卻給人一個驚艷的景致，一片綠的

清爽。

銅錢草！你那一抹抹青青的翠綠，那一

絲絲清淺的幽香，就像一曲曲隨口哼唱的鄉

村歌謠，雲彩般的閒舒，和風般的輕柔，細

雨般的潔淨。

銅錢草!你雖沒有薰衣草的優美典雅，

沒有花蘭的清香高雅，卻有它細小的根莖撐

起銅的錢般葉兒，細嫩佇立，相依相畏，相

親相愛，密匝蔥鬱，鋪成了一幅綠的畫廊，

給人于綠的希望、安逸與清涼。

啊，銅錢草！你從來就不以大地的兒

女自詡，卻一生一世，不為金，也不為銅，

就只要默默地做一叢叢人見人愛的綠色植

物，而你的真正內涵：不單單是因為如銅錢

的形像而浪得虛名，也不是能隱忍、堅韌、

淡泊、淡定、堅毅而得芳名，而是如你的花

語：福祿壽喜、頑強堅韌那樣，有與金銅般

的純潔燦爛的心靈才舉世聞名，才成了象徵

人們的共同祈求願景：富貴與團圓。

你，銅錢草，美化，芳馥，點綴大地和

人間，給大地和人間以常青與希望，淡泊與

純潔，舒暢與安逸，清涼與溫馨。可謂是心

無銅銹綠，傘有荷色青。風骨憑人問，出水

一葉擎。

你的名字，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無

論是沃土，或是瘦地，還是清水，無論是野

外，還是室內，都能紮下根來，展現你永駐

的青春之色——綠色：綠得純美，四季常

青；綠得秀美，安逸恬靜；綠得寧靜，深沉

怡人；綠得浪漫，心曠神怡；綠得可人，一

往深情。

你的身心，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只

有大地和人們才懂得你的愛戀，溫暖你的身

心，散發你的自然、歡樂、生命氣息。

你的形象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你的青春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你的生命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人品才是最強的靠山
周傳利

愛默生曾言：「品格是一個人的內在力

量，它的存在能直接發揮作用，而無需借助

任何手段！」

懂得尊重別人，善待別人才是最好的人

品。你的品行正，別人才會對你敬重；你的

品行好，上天才會愛護你。

生為人，無論你身何處，無論你的所為

還是所不為，都要保持內心的善良，像荷花

一樣處淤泥而一塵不染。活的乾淨，你的修

為自然是一種高貴。

乾淨做人，說來易，做來難。在這光怪

陸離的人世間，誰都免不了被浸染的可能，

把握好自己的人品，用好的人品，去置換內

心的慾望。這才叫真的乾淨。

現實生活中，無論是陌生的，熟悉的

人；還是記住的，忘掉的事。所有的過往與

將來，都是人生的選擇。

我問問佛：「誰來渡我，誰又能把紅塵
看破，看透世間事，看清對與錯，淨化心靈
種下善果，放下雜念事，參悟般若。參破世
間生死苦與樂，緣來緣去人生幾何，大千世
間多少過客。」

人品才是最強的靠山，過硬的人品才會
有最大的收穫。高山之所以雄偉壯麗，是因
其博大的胸懷；大海之所以波瀾壯闊，是因
其容納百川的度量。

無論你站的多高，或是處于卑微的低
處，謹記，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應將人
品放在第一位。

無論做人還是做事，始終心裡想著別
人，裝著別人，你的路才會越走越寬。

這個世界上，很難得有一個人，乾淨的
活了幾十年。做乾淨的事，做乾淨的人，樹
高尚的品質，人生之路就會多寬廣。

寬豁大度的人，才能有大格局，有大格
局的人，方能成大事。真正的君子，能忍常

人所不能忍，能容常人所不能容。
做人，要有一顆寬廣的內心，有度量，

能容人，能容事，如此方能活的自在，過的
舒心。

一個人的品牌，在于內心心靈發的光和
熱，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對人大度，和解人
類，善于幫助人，胸懷博大，無私奉獻，寬
豁大度者，才能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
能成大事。

一個人的品牌好，一定是助人為樂，遠
大光明，無私奉獻，為國為民，敢于擔當，
方能成宏偉大幕的人。

活著，就是一場修行。而修行不光是掛
在嘴上，而是心裡。人生最閃光的一面是要
有一顆寬容的心，歲月之好，一切隨緣才是
大愛。

人的一生會經歷無數次失敗，但這才是
真實的人生！確實，沒有失敗，成功就不會
那樣美麗！相信成功，堅持往前衝，自己就

能成就自己！

訃  告
陳李秀華

（晉江羅山）
逝世於一月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

施吳金練
逝世於一月十日
停柩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一月十六日

許清白
（晉江檀林）

逝世於一月八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靈堂
出殯於一月二十日上午八時

洪許玉貌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家鄉晉江龍湖崙上村本宅
訂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毗陽火
葬場
訂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出殯

陳仲喜
逝世於一月十四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一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

蘇世慶
（晉江錢埔鄉）

逝世於元月十五日
出殯於元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

陳仲喜逝世
菲律濱東山同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

陳仲喜鄉賢不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晚
七時，於崇基醫院逝世,享年五十有一齡，痛
失英才，哲人其萎，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 靈堂擇訂一
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 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並獻花敬輓。

陳仲喜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陳仲喜先生（福

建省晉江市深 滬鎮東山村上企路六號）即
陳世銘、燕珊、燕玲令先尊，林玉潤令夫
君，陳仲開、安省、明惜令胞弟，亦即故陳
商志、張雅珍令次郎——不幸於二○二二年
一月十四日下午七時十八分，逝世於崇基醫

院，享年五十一齡。英才頓失，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擇訂一
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洪文帛丁祖母憂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洪名譽理事長

文帛鄉賢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君諡玉
貌，亦即鄉僑洪祖員、祖偉、洪諮詢委員祖
顒、祖泰暨賢昆玉令堂，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
本宅，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寶婺星沉，軫悼
同深！

現設靈於家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
宅，擇訂於元月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
於青陽火葬場，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
日）上午出殯，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秘
書長文帛宗長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君
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英
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
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婺星匿彩，惋悼同深！現設靈於家
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
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
諮詢委員文帛善友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
太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
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
十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
壹佰高齡。婺宿沉芒，哀悼同深！現設靈於
家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
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英林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洪中文
書主任文帛學長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許老太
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不
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壽終內
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佰高齡。
婺星失輝，愴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晉江巿
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十七日上午
九時出殯，荼毗於家鄉晉江巿青陽火葬場，
並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洪文教主任文帛鄉賢暨賢昆玉令祖慈洪府
許老太君諡玉貌（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
村），不幸於二零二二年元月十四日上午十
時壽終內寢於家鄉崙上村本宅，享壽積閏壹
佰高齡。婺星匿彩，哀悼同深！現設靈於家
鄉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本宅，擇訂於元月
十七日上午九時出殯，荼毗於家鄉晉江巿青
陽火葬場，並擇訂於元月二十三日（星期
日）上午出殯，骨灰安葬於家鄉靈山福地。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蘇世慶逝世
和記訊：僑商蘇世慶老先生（原籍晉

江錢埔鄉）亦即僑商蘇紀輝，子雄，慈德，
紫綺，毓秀，啟秀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
二二年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四分壽終於
崇仁醫院，享壽積閏九十四高齡。老成凋
謝，軫悼同深。礙於疫情嚴峻，飾終事宜從
簡。擇訂元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蘇世慶逝世
菲律濱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聞悉本會

調解主任蘇世慶老先生於一月十五日（星期
六）早上，仙逝於崇仁醫院(Chinese General 
Hospital)，享年九十有五高齡，哲人其萎，哀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今日早上火化於聖國
聖樂堂，骨灰暫時安放在骨灰罈館內放著、
出殯日期另訂。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 律 濱 丹 碧 義 盟 社 訊 ： 驚 聞 本 社 常
務 理 事 蘇 世 慶 昆 仲 於 一 月 十 五 日 （ 星 期
六）早上，仙逝於崇仁醫院(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享壽九十有五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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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早上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骨灰暫時安放在骨灰罈館內放著、出殯
日期另訂。

本社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許清白逝世
旅菲晉江檀林同鄉會訊：本會許諮詢

委員清白鄉賢，不幸於二○二二年元月八日
下午一時三十九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
七十四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訂元月
十八日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靈堂。擇訂元月二十
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
順變。

菲律賓小記者站
第一堂課圓滿結束

菲華校聯訊：2022年1月13日，由中國華
文教育基金會、中國新聞網、中國僑網聯合
主辦的「Z世代華星小記者」第一堂課圓滿結
束。菲律賓小記者站由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
與菲華校聯聯合建立，共有16所華校的60多
名學生報名參加。

中國傳媒大學的吳敏蘇教授為小記者們

講得第一堂課主題是《初步了解新聞與記者
行業》。她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
師，新聞傳播學部副學部長。

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新聞、跨文化傳播、
英語播音與主持和演講藝術等。 兼任中央電
視臺、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北京人民廣播電
臺外語臺等機構英文節目顧問，以及孔子學
院全球培訓專家，負責跨文化傳播培訓與英
文演講指導。

吳教授說，新聞是新近發生事實的報

道；新聞是新近發生或新近發現的事實的傳
播；新聞是公眾關註的最新事實信息的報
道。一般是指通過報紙、電臺、廣播、電
視、網絡等媒體所傳播信息的一種稱謂。聯
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17年的記者安全報
告會上把新聞定義為「一個有多種不同身份
的人士共同參與的行業，包括專業的全職記
者、分析師、博客主以及參與紙質、網絡或
其他平臺內容發布的自媒體人。」

采訪者要有幾個核心能力：觀察能力、

判斷能力、表達能力。記者需要從以下方面
來尋找新聞線索：重大事件 ；「線人」和
「深喉」 ；上級精神；積極參加社交活動； 
周年慶、節假日常規紀念活動；保持友善和
開放； 突發事件；待人真誠 ；受眾提供或
「線人」爆料；讓對方感到信任；早先報道
等資料 ；及時回復留言、來信……

吳教授面容慈祥，和藹可親，講課聲音
洪亮，深入淺出。小記者們反響十分強烈，
也都期待著下一堂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