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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黃其海

                 騎行在四月的人間
                是幸福的
                在人間最美的時段
                度假是幸福的
                戴口罩阻斷病毒
                感染是幸福的
                我們在自由的天空下
                自由呼吸著
                不是所有人都能
                享有這樣的美好
                我輕鬆地穿過
                美麗的天鵝湖畔
                抬頭望見藍天
                飄飛的紙鳶是幸福的
                我承認我沒在意
                不遠的綠地上是否
                有嫩綠新芽冒出，
                但那些在公園
                草坪上奔跑嬉耍
                的童年是幸福的
                 感受幸福的詩人，
                會激情賦詩讚美
                另一些人，
                將幸運地從春天啟程
                我們苦累一生
                的終極目的，不過是
                讓幸福的童年
                幸福得更難忘一些
                讓最美的四月
                美麗得更持久一些

春天的封底
李繼紅

                  此時 
                  土壤開始一天天飽滿
                  收納綠肥紅瘦的欣喜
                  留下鳥鳴
                  犁開又一年的心事
                  將篤定植入泥土

                  翻耕新的期許
                  點種一季的希望
                  承著農諺，啟開斜雨
                  綿綿密密的在田野上紡紗
                  而我
                  只需在春天的封底
                  採摘驪歌和月色

四月春深
綠意漸濃

彭濤
落花流水春去也。進入四月，春天奔

跑的速度一下子加快了，幾乎能讓你聽見她

嗒嗒的節奏聲。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幾場春

雨過後，落花滿地，此情此景，的確惹人心

傷，但若是你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枝頭的綠

色，已經愈發濃厚了。

南唐後主李煜在《蝶戀花‧春暮》中

說：「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李煜是抒

情高手，在他的作品中，一切景語皆情語。

一位落魄君王，滿地繽紛落英，春光繁華易

逝，愁緒傷感陡增。這首李煜晚期的小詞，

看似信筆白描，但實際上卻飽含了作者在經

歷了國破家亡之後的悲傷情感。

而我走在四月日漸濃厚的綠意裡，能

感受到的卻分明是充滿了富含生命力量的氣

息。粉紅的海棠花雖然謝了，可嫩綠的葉子

從枝頭冒了出來；香樟樹紅色的葉子雖然飄

落了，可高大的樹冠依舊蓬勃盎然；還有那

綴滿綠葉的柳樹枝在微風裡輕舞，將白茸茸

的飛絮升上天空；還有那一群黃絨絨的小鴨

子，在鴨媽媽的帶領下蹣跚走向池塘。生命

交替延續的訊息在四月的風裡越來越濃，萬

物一天一個模樣，奔跑著走進了春天的深

處。

實際上，李煜傷春的同時也是在傷自

己。他在《相見歡》裡說：「林花謝了春

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

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

東。」對于一個感情脆弱的人來說，觸景傷

懷是習以為常的事情。風雨過後，滿地落

紅，人生苦短，風光不再，李煜心懷亡國被

俘之恨，故而眼見紅衰翠減之哀。

而在宋代詩人翁卷筆下的四月，卻是

另一幅景象：「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裡

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

田。」這首《村景即事》前兩句選取了滿山

青綠、涓涓白水、聲聲子規、淡淡煙雨等意

象，描繪出鄉村四月生機盎然的畫面。後兩

句著重描寫農人趁著春天大好時節，採桑插

田，為農事而忙碌的場面，更加突出了春天

孕育生機，播種夢想的深意。在詩人的眼

裡，春天是萬物生長的季節，是農事豐收的

起點；在農民眼裡，萬物蓬勃的姿態最能讓

人感到欣慰，感到滿足。

無論春秋冬夏，季節的輪迴從來就不

在乎人們怎麼看。

傷春也好，愛春也罷，全都是人們內

心活動的外在顯現。暮春四月，花事漸止，

我們在哀歎美艷的花朵凋謝的同時，也應該

看到綠葉勃發的欣然。從植物生長的本性來

說，開花只是植物生長階段中一個短暫的片

段，在之後的日子裡，植物還要長時間依靠

綠葉來維持生命，因此，花兒謝了不必過分

哀歎，紅花綠葉各有各的使命擔當，紅花固

然美艷，綠葉則更顯得偉大。

每一聲蛙鳴  
都是為夏天著色

關峰
每一聲蛙鳴，都是為夏天著色。蛙鳴是故鄉夏天最美的聲音，

夏天聽聽蛙鳴，一個有詩意的謎語，一種雋永的味道。蛙聲依舊，

我被蛙聲誘惑了。蛙聲打破了故鄉靜謐的夜，猶如迴盪在夜空中的

音符，告訴每一座城市，告訴每一個村莊，夏季真的來了。蛙聲中

流走了城市的喧囂和浮躁，這蛙聲也點綴著童年時代的色彩。

每一聲蛙鳴，都是為夏天著色。這曼妙的月夜，蛙聲成了主

角。荷塘離老家很近，推開窗戶就能看到，在家門口就能聽到荷塘

裡高亢的蛙鳴，蛙聲與蛙鳴交相輝映，一聲高過一聲，那恢韻低深

的蛙歌，別具一番田園風韻。此時此刻，我悟出了辛棄疾夜行黃沙

道上寫下的那句「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中的意境。悠

揚動聽的蛙聲也激起了荷塘邊大樹上夜宿鳥兒的和嗚，這原始的和

音彷彿一曲交響曲，如歌如樂，抑揚頓挫。這和諧自在的共鳴難以

形容，那簡直就是天籟之音。

每一聲蛙鳴，都是為夏天著色。唯有這靜謐的月夜，荷塘是

屬於我們的，蛙聲也是屬於我們的。此景此情，感覺到自己語言饋

乏，不能用一句優美的句子來詮釋這樸樸實實的蛙聲。傾聽蛙鳴，

拂平心境，呆在荷塘邊，蛙鳴這大自然的樂章讓我流連忘返。仔細

聆聽蛙鳴這大自然的心跳聲，樸實清新，猶如催眠曲般，我真想枕

著蛙聲入睡，去享受一下一種舒暢自由的感覺。我嫉妒青蛙緣何在

此安家，此起彼伏的蛙鳴漸行漸遠。如果初次來到荷塘邊，夜色中

你也許會迷路，誤入荷花深處。青蛙「撲通，撲通」跳入水中，驚

醒沉醉于蛙聲的我。這月色闌珊處，荷塘變成了青蛙的舞台。聆聽

蛙鳴的感覺有著自強不息、奮鬥不止的期望；聆聽蛙鳴的感覺有著

團結進取、無怨無悔的感動。

每一聲蛙鳴，都是為夏天著色。蛙鳴聲聲，心開心沉。這些

年蛙聲真的少了許多，也許是在小城裡呆久了，還是回鄉下的時間

越來越少？我深感蛙鳴愈發清徹，愈發強烈。大自然的空間被蛙聲
佔據了，真想邀上一幫文友在荷塘邊擺上一桌，把酒言歡。聽著蛙
聲，伴著明月，多少傷感已煙消雲散。人世間的恩恩怨怨、紛紛爭
爭早已忘到九宵雲外。置身于這荷塘邊了，你還想勾心鬥角、爭名
奪利嗎？

「蛙聲籬落下，草色戶庭間。」唐朝張籍老先生對蛙聲也情有
獨鍾。聽著青蛙低唱淺吟，妖嬈的荷花也羞愧了，誰能收藏住這份
精彩。這蛙鳴也是一種豐收的先兆，驅走憂傷和煩惱，讓我在沉醉
之中難以自拔。我多想讓青蛙在荷葉上演繹一首歌，不說是千嬌百
媚，但也不失光彩。這時從遠處傳來幾聲「咕呱、咕呱」的蛙鳴，
讓你有著夢幻般的遐想，這是綠色象徵，這是豐年的樂符。蛙鳴的
傳來，讓我無法屏蔽，當蛙聲的記憶只留在回憶裡時，方知生命中
還有一種聲音讓人刻骨銘心，只有蛙聲才是我想要的聲音。其實，
我一直不明白，不懂得方知有距離，距離只有靠心去融合，不知不
覺間，與蛙聲的距離越來越近，蛙聲是大自然饋贈我最好的禮物。
生命中有感動的日子又有幾回呢？沉浸于蛙聲之中，感動著多少帶
傷的風情。蛙聲是夜的聲音，引領著從春天啟航，推開夏夜之門，
向著期待飛翔。今日蛙聲，少了幾分靈動與浪漫，多了幾分憂愁與
悲壯。

每一聲蛙鳴，都是為夏天著色。荷塘依舊，蛙聲依舊，季節
依舊。有蛙聲陪伴的日子裡，而我卻慢慢變老，我真想這奇妙的蛙
聲永駐人間。鄉愁如煙，蛙鳴繚繞在心中，纏繞著故鄉那荷塘、那
池水、那風情。美美地享受蛙鳴帶來的愜意，有蛙鳴陪伴的日子真
好，也不用苦苦的去等待，其實，我溫暖的心中已蛙聲一片。

淡描戈培青老校友以無名氏名義獻愛心

回應號召捐獻菲律賓華語教師福利基金
華教中心訊：5月11日，本中心再收到一筆「菲律賓華語

教師福利基金」捐款八萬五千比索。
該筆捐款由現居米骨地區黎牙實備市的一位老華僑所捐

獻。他致電本中心，表示通過菲華媒體得知本中心的「菲律
賓華語教師福利基金」捐款活動，深感菲律賓華語教師的生
活不易，深感菲律賓華文教育的重要性，決定回應中國駐菲
律賓大使館「希望華社關注華教工作者生活狀況」的呼籲，
為「菲律賓華語教師福利基金」獻出愛心。他表示因為年幼
就讀淡描戈培青中學，該校老校長許錫禧對他的影響非常深
刻。他還再三表示歉意，因為他只是工薪階層，又年事已
高，只能動用自己微薄的積蓄來略表心意。

這位老華僑的善舉，讓我們看到了普通人的善良，看到
了人性的光輝。就像這位「無名氏」一樣，我們大多數人只
是普通人，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捨身，能夠用犧牲來對別人表
示深切且毫無私心的同情，這就是一種快樂。許錫禧老校長
多年前的辛勤耕耘，在無數的學子心中種下了善良的種子。
今天，他的學生懷一顆感恩的⼼，做一個懂得感激的⼼，用
真誠的愛，回報菲律賓華文教育這朵永遠不敗的「生命之
花」。

目前，已有盧祖蔭、菲律賓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許文
忠、許學禹、高國雄、盧連興、黃俊人、王清涵、林金山、
盧民順、盧清凱、施少剛、菲龍網、高武宗、許先生、許榮
誼、呂榮達、張梅芳、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國際華僑華人
青商絲路交流協會、吳永堅、洪聰曉、莊曉宏、邱允堅、邱
蔡清輝、邱佩穎、菲華青商會、中正校友、李榮美文教基金
會、宗友會、陳光曦、潘振興、丁偉都、百盛電商城、「熱
心人士」、「無名氏」向「菲律賓華語教師福利基金」捐
款，合計金額九百一十九萬五千比索。

本中心接受捐款熱線：0917-5767688（洪老師）。

岷百貨商訂期召會
岷里拉百貨商同業公會訊:謹訂於二○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卅分，在本會議事廳召開第一零一至一
零二屆第十九次理事會，討論重要事項.屆時敬希全體常務顧
問/理事們撥冗出席，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進展是盼.

菲律濱豐山（蓮塘）同鄉會新屆就職
慨捐石獅市同鄉總會福利金菲幣伍萬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菲律濱豐山（蓮塘）同鄉會於
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ZOOM舉行
第五十三連五十四屆理事就職典禮，因疫情期間一切從簡。
該會素來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會務，在慶典之際，
特獻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基金用途，本會敬領之餘，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門竹林協義總團
慶祝七代巡聖誕千秋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二○二二年五月十八
日（星期三），即農曆四月十八日，欣逢本總團供奉七代巡
聖誕千秋暨音樂部成立101週年紀念，循例舉行慶祝。是日上
午十時敬設香案三通鼓恭祝聖壽，恭候四方善信、職團員拈
香頂禮，祈求消災納福，四季平安，萬事如意。下午八時敬
備薄酌招待，屆時敬希踴躍出席，共襄慶祝，以示虔誠。

華海同鄉會辦優秀獎學金
旅菲晉江華海同鄉會訊：

第一：為鼓勵鄉僑子女勤奮好學，努力向上的精神，本
會續辦優秀獎學金，凡本鄉會子女成績列：首、二、三名優
越者，請于學校成績單或者獎狀來報名。

第二：如品行優良，家庭生活貧困者，可以申請助學
金，即日起請與秘書處或安壘聯繫報名登記，謝謝！

華海同鄉會召會
旅菲晉江華海同鄉會訊：本會訂于五月二十二（星期

日)下午五時，在會所議事廳召開會議，商討逐漸恢復會務發
展之事宜。屆時敬請各位鄉親撥冗出席，集思廣益，共商大
計，謝謝大家！

六蘭堂訂週日召開 ZOOM 會議
菲律濱六蘭堂宗親總會訊：本會訂於二〇 二二年 五月 

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卅分通過 Zoom 召開第六十六屆
理事會第 五次會議，商討重要事項，敬請本會永遠名譽理事
長、名譽理事長、決策委員及全體理事會成員撥冗參與，以
收集思廣益之效。

北京市僑聯舉辦親情中華網上夏令營
華教中心歡迎本國華校學生報名參加

華教中心訊：由中國僑聯主辦、北京市僑聯承辦、本中
心協辦的“2022‘親情中華•為你講故事’-‘北京情思•雙
奧之城’網上夏令營活動”正式面向菲律賓全國招生。本中
心已經通知各華校聯絡人，請各華校組織學生踴躍參加。

為幫助廣大海外華裔青少年在疫情期間繼續學習中文，
瞭解中國國情、中華文化，瞭解首都北京各方面的情況，
北京市僑聯將於6月21日舉辦2022“親情中華•為你講故
事”-“北京情思•雙奧之城”網上夏令營活動。

此次網上夏令營將在已有的基礎上，適當增加新的內
容。每項內容都會配備小任務，營員只要根據任務的要求完
成並提交即可；營員也可以把精美的圖畫、文字、視頻或在
家學習的照片發到指定的郵箱或群裏，協辦單位會展出營員
的優秀作品剪輯成視頻的集錦，供大家一起學習和分享。

本次夏令營的營期為6月21日-30日，共10天。夏令營將
以微信建營員群，分為兒童組（6-13周歲）和少年組（14-18
周歲）；期間以直播課和互動交流為主，以錄播課和微信群
溝通課為輔。微信群的營員人數為40至50人，並設班主任1
人，負責營員管理和營務工作。

夏令營無需交費，由各校統一報名，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名額有限，先報先錄取）。煩請各校負責人把報名表（電
子版）通過微信上傳給本中心交流部主任林有耐（手機微信
同號：09176061220）

去年7月，本中心組織了來自大馬尼拉的尚一、崇德，呂
宋的蜂省大同、紅奚禮示培信，棉蘭老的三寶顏觀音的華校
學生參加了由中國僑聯主辦、北京市僑聯等單位承辦的“親
情中華•為你講故事”2021年北京網上夏令營。崇德的王星
怡在開營儀式上代表全體營員發言；吳可馨（尚一）、陳輔
明（崇德）、蔡銥恬（崇德）、蔡安妮（蜂省大同）獲得優
秀學員榮譽稱號，蘇寶仁（崇德）、潘榮傑（崇德）、王坤
（紅奚禮示培信）、楊勳建（紅奚禮示培信）、王心妤（紅
奚禮示培信）獲得“學習之星”和“創新之星”稱號。

傢俱廠商聯合會召開會議
菲律濱傢俱廠商聯合會訊：本會訂于五月十四日（星期

六）晚八時假zoom視頻舉行第五十九連六十屆第二次理事聯
席會議，討論各項會務事宜，敬請全體職員出席參加，共商
會務，共策進行。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
5月13日晚上召會

菲律賓福建總商會暨婦女委員會訊：謹訂于2022年5月
13日（星期五）晚上7點，在本會會所（會所地址:563 Ilang- 
Ilang St., Binondo Manila）會議室召開本總商會第117連118屆暨
婦女委員會第四屆全體職員第10次月會，討論重要會務進展
事宜，屆時敬請本全體職員屆時撥冗出席參加！集思廣益，
共商策劃，以利會務之推展。

納卯中華中學組織

薩馬爾和塔利庫德群島環島遊和游泳活動
納卯中華中學訊：5月7日，也就是本校最後一次考試的

第二天，學校組織包括校工和司機在內的全體教職員工進行
了一次環島遊和游泳活動，這次活動是由本校前董事長、前
校長王宏道先生贊助的。

出發前，船上裝滿了海鮮雜燴、生菜沙拉、醬油雞、烤
金槍魚、水煮香蕉、各種蔬菜、醋漬生魚、炒筍、現煮飯、
新鮮多汁的西瓜和鳳梨等熱帶瓜果、油炸花生、巧克力蛋糕
和許多飲料。

薩馬爾和塔利庫德群島是美麗的旅遊勝地，尤以白色的
沙灘和清澈的海水而聞名。歷經持續一年之久的線上教學，
本校決定在5月9日菲律賓政府官員全國大選之前，舉行一次
聚會作為放鬆的方式，以增進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的心理健
康。大家參觀了塔利庫德的珊瑚花園（Coral Garden）和大洋
海灘、卡普田的沙邦懸崖（Dayang Beach, Kaputian）、德拉巴
斯島（Dela Paz Island）和許願島（Wishing Island）。

大多數教師職員都喜歡在乾淨的海水中游泳。當然也有
些人更喜歡簡單地欣賞風景並享受同事之間彼此的陪伴。從
早上 7 點到下午 4 點大家不停地享用食物。每個島站都可以
游泳，上船後，游泳者又餓了，而食物就在旁邊等著他們。

本校校長陳衍福先生感謝贊助人王宏道先生，讓老師和
職員完全免費享受這次一日遊。他認為，學校的每個工作人
員都必須得到尊重，本校應該盡可能地讓他們感受到學校對
他們的愛心和關懷，時常進行充滿樂趣的活動，可以讓大家
從工作壓力中解脫出來。愉快的活動結束後，大家都高高興
興地回家，準備著手下一步的工作——學生畢業典禮，併發
放期末成績單。

圖片說明：圖站立者為本次慶功宴贊助人：蔡稱平副董
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