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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吳子漁

禮訪華教中心黃端銘主席 從二名英國法官辭職說起
我們菲華社會基本上是

一個名副其實的商業社會，
我從小十多歲開始，就到一
間織布場當學徒，過後當推
銷員，中學畢業就有三個工
作，早上凌晨四點到巴石的
一間麵粉廠，中午到下午在

運輸公司上班，晚上到學校上夜課，週末當
南島兩家商店派駐岷市的採購員，收入還算
不錯，最後上天不負苦心人，我就開始經
商，養育我的弟妹長大成人。但是我真正的
興趣，就是喜歡閱讀及寫作，從讀初中開
始，就與蔡孝閩及施清澤兩位好友組織“辛
墾社”請王福民教授當我們的顧問，我愛好
中華文化及支持華教的工作從不間斷，如今
年歲已高，但是關懷華教的工作並不停頓。

日前我在報上看到善舉總會董事長盧
祖蔭先生得到中國駐菲大使館的鼓勵及授
意，特別首捐五百萬比索給“華教中心”作
為“華文老師福利基金”的用途，使我心有
靈犀一點通，這種有意義的工作，我非參加
不可。於是我於五月四日親自拿了拐杖禮訪
華教中心，抵達之後，我得到黃端銘主席以
及華教中心諸領導熱烈地歡迎，使我有賓至
如歸之感，黃主席盛意拳拳地帶領我參觀整
個華教中心的運作，使我頓然感覺到有點相
見恨遲之感，誠如他們手冊所標指的菲律濱
華教中心是“菲律濱華文教育領航者掌舵
者”。

我又看到他們的“華教精神”是：
“忠菲愛華，興學傳薪。
崇文尚德，篤志奉公。”
我告訴黃主席，你辛苦了。他做事有

條不紊，規規矩矩，分門別類，各盡其職，
同心協力，使我們中華文化不會喪失在文化
的沙漠之中，我對黃主席說，我做事有三個
原則，第一就是絕對“準時”。第二要有
“系統”。第三要有“效果”，這樣做事才
能事半功倍。

對於文教的工作，特別是華文教育的
工作，這些年來我也累積一些經驗，無庸置
疑，服務華教的人士，必須要有犧牲及奉獻
的精神，但如果只是犧牲一次奉獻一次是不
夠的，是要“持之以恆”，換言之，我們
在教育界的的人士，需要抱有三心兩意的
精神，何謂“三心兩意”，就是要有“愛
心”，有“關心”，以及有“熱心”，兩意
就是要有“誠意”及“信意”。我們四書五
經裏面的四書中的“大學”開章名義篇是這
樣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即大學的道理，是要明白光
明正大的道理，要深入民間，與民同樂，一
切的作為即是“至善”，為善固執，做善事
不可以妥協。論語是孔子與學生的對話，衡
靈公篇第十五第十章。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居於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
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孔子為仁之道，孔子說：“一
個工匠要做好他的工作，一定要先磨好他的
工具，住在這個國家裏，就要服事宅大夫中
的賢人，交往宅士人中的仁者。”願以孔子
學說來互相勉勵。

我對華教中心的印象是非常的圓美，
它簡直是我華社華人文化的歷史博物館，展
現了菲華華文教育的百年史。能使我們瞭解
我們先輩辦學的心路歷程，奠下了我華文永
恆的根基。

在我與黃主席他們的交流之中，得知
他們過去三十多年來所付去的代價，我們希
望先人種樹，後人收成，種瓜得瓜，種豆得
豆，黃主席所作所為，是值得我們欣賞的。

在我回家的途中，我認為我必須多一
點時間來關心“華教中心”，畢竟他的工作
已經開花結果了，我常常說，我們菲華社會
沒有“華校”，就沒有“華教”，沒有“華
教”，就沒有“華社”。願與各位支持華文
教育者共勉之！

最近香港二名英國最高
法院院長韋參德和副院長賀
知義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
任法官。說是因為香港的言
論和政治沒有自由，不願擔
任該職位，香港特首還表示
遺憾與失望。我就納悶了，

二個藍眼睛高鼻子的白種人，擔任類似我
們菲律濱的最高法院——大理院的法官。

香港已經回歸祖國二十五年了，一個
新生嬰兒在那年瓜瓜落地，如今已是青年
了，為什麽香港還是保留那麽多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的洋鬼子法官。難道整個香港，
或是有十四億人口的祖國大陸就不能物色
些法官嗎？遺憾，失望什麽？我倒覺得這
是好事，大好事。大法官大人，你走了，
不送，永遠也不再見了。

我不明白香港回歸，為何還保留那麽
多外國人的法官，看看那些大法官都審出
了什麽案子。那個「黃屍」，把一名紀律
部隊的人員割傷，只差那麽些微就割到大
靜脈，多虧那位警員命大，沒一命嗚呼，
而那位「黃屍」被輕判，有一個警員，打
了「黃屍」，被判坐了幾年牢。這些非我
華夏子孫的法官，他們一心只聽命他們的
主子，為了攪亂香港，給大陸添亂，也希
望能星火燎原，從香港開始，如瘟疫一樣
燒遍整個中華大地，以圓他們的亡我中華
的美夢。

就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即將屆滿離
任，不知怎的，香港中文大學前院長段崇
智，又被香港中文大學續約三年。

段崇智是個一手毀掉香港大學的人，
如今又續約讓他重掌香港中文大學。還要
讓他更徹底地把香港的最高學府毀個稀巴
爛，他毀掉了一代香港大學生，還讓他再

接再勵繼續為他的白人主子效勞，繼續再
做惡三年。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為何不聞不
問，或許她與段崇智是同路人，臨離職前
再埋下一顆炸彈，去危害香港。她的居心
何在？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最近香港就要舉行特首選舉，李家超
有意參與競選，聽說很有可能勝出，出任
林鄭後的另一位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

坊間傳聞，要是他與鄧炳強合作，讓
鄧炳強成為他的二把手，二人合夥，精誠
團結，就成為「超強」團隊，那香港的前
途是光明的。

目前的香港只需要改善的是住房問
題，希望能做到居者有其屋。人們的房屋
事關民生大計，新加坡真的做到居者有其
屋。只要持著不怕得罪那些房地産大亨
們，一步一步去施展他的抱負，在根本上
除掉那些什麽「棺材房」，什麽「劏房」
之類的住處，讓人人都有房住有工做，建
設一個繁榮的香港，讓蒙塵的東方之珠重
放光明。

教育也是重中之重，如今香港的教育
大都被一些亂港反中的甴曱黃屍包辦，一
定要大刀闊斧作一番改革，讓那些人類靈
魂的工程師，真正的發揮他們的潛能，對
那些混入教育界崇洋反中的亂港份子，統
統靠邊站，教育界已毀掉了香港整整一代
年青人，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祖國大陸大事建設大灣區，製造了
不少工作崗位等著香港的年青人去大展宏
圖。

至於那些反中亂港的甴曱，就讓他們
去他們熱愛的洋主子的地方去吧，再也別
回香港了。

一個光明繁榮的香港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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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勇

母親節「禮物」
今年5月8日是一年一度

的母親節，美國一個網站調
查了諸位媽媽們心中所心儀
的禮物，結果顯示，最受她
們歡迎的「禮物」 ，全都
不用花費多少錢。當地一個
叫做time2play的網站，在4月

份訪問了來自全美不同州份的1024名育有孩
子，且仍然跟他們同住的媽媽，她們平均年
齡為36.4歲，其中66%受訪者有全職工作。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最 受 媽 媽 們 歡 迎 的
「禮物」，居然是「好好睡一個午覺」 ；
俄亥俄、密歇根等18個州份都有最多母親將
此列為她們最想要的禮物。其次是「不用她
們下廚的一餐飯」，無論是在家裡吃還是去
她們最喜歡的餐廳用餐都可以。第三是「幫
忙做家務」 。

據瞭解，加州、德州等7個州份，有最
多的母親將第3種、亦即「幫忙做家務」列
為最理想禮物。在以上3種禮物之後，則是
按摩療程、送花及一張有意義的賀卡。以上
問題只是網站在母親節期間所提出的例常提
問，但是媽媽們的普遍回答，卻是意味深
重，不但流露出她們的心聲，同時也顯露了
她們的艱辛和無私付出。

媽媽們最想要的「禮物」是「好好睡
一個午覺」 ，並非意味她們貪睡，或者是
懂得享受舒適生活，在午後好好睡一覺，好
鬆弛一下身心，而是她們一整天地為子女們
含辛茹苦，實在是太勞累，身心都十分疲
倦，所以想充分地休息一下，以補充體力，
好繼續為她們各自的家再接再厲，及持續為
孩子們盡心盡力。母愛的無私和自我犧牲，
實在令人感動。

她們最心儀的第二種「禮物」 ，是
「不用她們下廚的一餐飯」 ，說明母親們
一天到晚都在忙於為子女們做飯，自己卻罕
有機會能坐下來，好好品嚐別人為她們烹飪

的一頓餐餚。這也讓我們知道，平時餐桌上
的每一粒飯，背後竟是母親們一滴接著一滴
的汗水。不要說做一頓飯有多辛苦，光是每
做完一頓飯後，就要想著下一餐要煮什麼給
孩子們吃，已經夠傷她們的腦筋。

被母親們列為第3種最理想的「禮物」 
，是「幫忙做家務」 ，讓我們知道她們一
天到晚除了要為孩子們做飯以外，還得給他
們洗衣服、打掃房間、溫習功課等等；母親
這份「差事」 ，不能只做「專業性」的工
作，而是必須「所有雜務一腳踢」 ，要當
一個好媽媽，必須具備「全能」的條件。儘
管如此勞心勞力，她們卻是心甘情願，而且
無怨無悔，母親對子女的照顧，是何等無微
不至，可是她們卻從來不求回報，只是默默
付出！

儘管做家務十分辛苦，母親們卻不願
意子女們為她們分擔。媽媽們希望「幫忙做
家務」 ，能成為子女們送給她們的第3種最
心儀母親節「禮物」 ，意思是說平時不管
有多辛苦，她們都不願意孩子們幫忙，而只
是希望一年一次在母親節當天，把分擔家務
工作當成一份「禮物」送給她們，讓她們稍
微喘息一下。她們所要求的回報，是何等微
不足道！

在以上3種「禮物」之後，媽媽們最想
要的其它母親節禮物，分別是按摩療程、送
花和一張有意義的賀卡。想要接受按摩療程
是因為平時的超支付出已令她們疲憊不堪，
需要好好療養一下，以補充精力。送花和送
賀卡都是想親身體會一下子女們對她們的在
意和孝心，但又捨不得讓他們花錢，於是讓
他們象徵性地意思意思一下，用最簡單和最
不需要花錢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媽媽們的
愛意。母親們的真情流露，在在說明了母愛
有何等偉大！祝普天下的媽媽們母親節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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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頑童

返步增韻奉和

農夫兄《憶悟真詩兄》
一點靈台邁濁流，清虛澹坐靜兼秋。
心田淨化丹田聚，匠氣排除瑞氣留。
結社南瀛興雅趣，周遊北國寄閑愁。
香菸遠避親茶品，道骨仙風附筆頭。

原玉：
《憶悟真詩兄》/ 農夫
以詩會友開天地，倚老南瀛勇領頭。
棉海馬山同作賦，三清五嶽共消愁。
羊鬚鶴貌永懷念，茶道禪機長記留。
有幸與君千島會，無歌無酒樂春秋。

（註）：
1• 南瀛吟社成立時，悟真兄最年長，被推首任社長。
2• 多年來同遊馬容、納卯，和江西、湖南、山西。

付玉成

再回故土
故鄉的冬至有早春的味

道，清風如少女玉手拂面，
觸及似嬰孩凝脂般肌膚，水
是柔的，風是甜的，淡淡的
泛著香味，似桂花又像枙子
花！

在故鄉旅行是不覺得累
的，因為每一寸的毛孔都滋潤著養分，濕
潤的空氣直撲你的心肺，叫人吸進去的是
氧，吐出的是蓮花。人們的臉上，身上是
豐滿的，皮膚脹得鼓鼓的，好像成熟的櫻
桃，一彈就能出水，露珠如寶石剔透，眨
著明亮的眼睛，陽光柔柔的，不急不緩地
照著大地，讓人舒服到骨子裡面。總之，
故鄉是特別的，特別到只能意會不可言
傳。回到故鄉，自然會有一種沐浴愛河的
感覺，勝似情人的愛，恰是母親的愛。

人不在，園丁也變得懶了，多時未
歸，家是進不去了，院內的權木瘋長得封
住了大門，前後院子雜草競放，迸發出青
春的張力，雖然沒有修剪後的整齊，但也
不覺得它的雜亂，反而感覺像是孩子的淘
氣和任性，守規矩的是那樹梢的鳥窩，幾
年來一直本分地守護著主人的歸期。

一聲歎息之後，隔窗望了一眼熟悉的
室內空間，無奈而愉快地移居到了酒店。

回到故土，自然會回憶過往，武漢

這座城市，我雖然生活的時間不長，但
卻是我生活的序章，在這裡我收穫了太
多太多，完成了大學學業，收穫了感情的
歸宿，安下了溫馨的小窩。盡覽過東湖的
美景，觀賞過磨山的風光，傾聽過長江咆
哮，目睹過大橋的雄姿。曾登黃鶴樓弄
騷，進龜元寺上香，入漢正街問商，遊歷
魯巷關山，漢口漢陽，情景歷歷在目，只
是時過境遷，城市變樣，又添了小龍蝦的
辣香，還有那來自全國各地的美食，比任
何以往都更令人留戀不捨。

武漢雖九省通衢，商賈雲集，但物價
低廉，北上廣深的中等收入，在武漢就可
以過高端的生活，在這裡沒有窮人，只有
便宜！雖然生活不貴，但它的便捷令其它
城市難以企及，水路陸路，四通八達，三
縱三橫，星羅棋布，它是南來北往的必經
之地，上天入地全部繞不開它。武漢還是
一座英雄的城市，首義的槍聲，改變了一
個時代，漢陽造開啟了洋務運動的先河。
它洪水淹不垮，疫情也打不塌，它歷久彌
新，張弛有度，活力四射！

新到一處總是難以入睡，何況是一個
能夠勾起記憶的地方，睡前醒來，草草幾
句：滾滾長江東逝去，滔滔江水天上來，
英雄輩出逐中原，洗盡鉛華今尤在。

2021年12月21日

張安民

營造快樂人生
人常說，人生一世，吃

喝二字。其實，有吃有喝，
有穿有住，甚至什麼都有，
也不一定很幸福，不一定很
快樂。相反，有些人物質上
不一定很富有，但精神上卻
很 富 有 ， 一 生 一 世 幸 福 快

樂，猶如神仙一般，讓人好生羨慕。
那麼，究竟怎樣去營造這種幸福快樂

的人生呢？愚以為，只要遵循以下人生「法
則」，人生自會其樂無窮，美妙無比。

立足本職講奉獻。解放以前，「推翻
舊世界，建立新中國，讓廣大人民群眾脫離
苦海」是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為實現這一
目標，廣大軍民在毛主席、共產黨的領導
下，衝鋒陷陣，奮勇殺敵，甚至不惜犧牲自
己的生命。他們是英雄，他們有著為解放勞
苦大眾而甘願奉獻一切的快樂。解放以後，
「努力建設新中國，為廣大人民謀幸福」成
了所有人的共同心願。為實現這一心願，每
個人都應該立足本職工作，在不同的崗位上
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要知道，有耕耘就有
收穫，有奉獻就有快樂。眾所周知，「嫦娥
五號」成功登月取土、「天問一號」成功登
陸火星，舉國上下無不為之歡喜若狂，而那
些研製嫦娥五號」、「天問一號」的科研人
員和去空間站工作的人員不但是大功臣，更
是有著一種為國奉獻的自豪與快樂。

多學雷鋒，多做好事。古今中外，大
凡做好事行善事的人，總能得到人們的讚
譽，也總能在人們的讚譽中得到一種不可言

喻的快樂。同時，此類人日子大都過得太平
安穩。平安，即少憂慮；平安，即是一種幸
福。

勝不驕，敗不餒。有奮鬥，就會有成
功，但也別驕傲自滿。有的時候，付出與收
穫不一定成正比，甚至完全沒有收穫，這個
時候，千萬別氣餒，氣大傷身，反消耗了自
己重振雄風的豪情與資本。只有始終保持平
和樂觀的心態，才能不斷積極向上，才能不
斷取得成功，才能讓生活充滿陽光。

莫學壞，莫做虧心事。大凡做人，只
要走得端，行得正，不做有違黨紀國法的
事，不做有違社會公德的事，不做損人利己
的事，就會泰然處之，歡樂常伴。「為人不
做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說的正是這
個道理。莫攀比，莫與自己過不去。人生一
世，不可能事事如意，也總有不如別人的地
方。若總是因為自己不如別人而傷心慪氣，
人生便顯得昏暗無光，悲慘淒涼。「人比
人，氣死人。」這是千年古訓，應當牢記於
心。同樣，你有不如人的地方，也有比別人
強的地方，學會知足，知足者也能常樂。

莫爭鬥，要與人和睦相處。人與人之
間，免不了會有磕磕絆絆，免不了會有誤會
和冒犯，若能相互理解、忍讓，和睦相處，
便不會唇槍舌戰，更不會毆鬥廝殺。「忍為
高，和為貴。」千金難買和平相處的快樂。

總而言之，快樂有術亦有道，不同的
人有不同的追尋快樂感受快樂的方式方法。
只要領悟了人生的真諦，自會營造出幸福快
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