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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國之春
張艷軍

         春風
 風是春的使者。自江南，到塞北，一

路走來，徐徐緩緩。所過之處，像展開了

一幅瑰麗旖旎的畫卷。綠了水，青了山。

江南的春風，想必很酥軟。「吹面不

寒楊柳風」，像母親的手，輕撫面頰，輕

撥發間，那樣的體貼，那樣的溫暖。讓人

有幾多享受，亦有幾多留戀。

北國的春風，則不然，威風凜凜，是

條直愣愣的硬漢。大山做的脊樑，石頭做

的肩。呼呼的，吹著哨子，直往袖裡鑽。

徜徉在春天裡，卻禁不住渾身打了一個寒

顫。有時，春風也會耍些小脾氣，隨手揚

把塵沙，直攪得萬里渾濁，蔽日遮天。趕

緊摀住鼻口，瞇縫起眼，急忙忙躲進就近

的房舍屋簷。待到心平氣靜，望著外面的

黃沙漫漫，我們的心裡是否會升起些許內

疚，感到些許愧慚？慚愧自己曾隨意的折

了一枝細柳，慚愧自己曾無故的踏了一片

花田。

春雨
北國的雨，也和北國的春一樣，來得

那樣晚。越是焦急，越是渴盼，春天的小

雨卻越不肯出現。草也憐憐，花也懨懨，

人們的心也茫然。小雨啊，小雨，你不要

再把我們的耐心考驗。

「滴答，滴答」，輕輕 的，聲音不

大，卻足以把沉睡人的夢境打翻。這是什

麼美妙的音樂，又是誰在撥弄音弦？哦，

是小雨，是春天的小雨，正在織就天地間

最大的水簾。小雨，你總在夜晚悄悄地播

撒，是怕亂了遊人的腳步，還是怕擾了情

人的新歡？聽，「啪啪」，是小雨正輕輕

地捶打著屋簷；「沙沙」，是小雨正急急

地穿過花間。無意在睡，來到窗前，敞

開窗戶，讓春天的第一縷雨絲飛進我的房

間。

清晨，戶外，微寒。小雨已經止步，

地上的水暈若有若無，深深淺淺；路畔的

小草精神抖擻，綠意盎然；園裡的花兒綻

開笑容，馨香綿綿。

北國的春雨，請你不要這樣小氣，不

要這樣吝慳。這裡的土地，這裡的人間，

需要你的洗禮，需要你的澆灌。

春花
北國的春 花很樸實，也 很平凡。沒

有什麼名貴的品種，比如說，雍容華貴的

牡丹。但是，北國的花市，照樣熱熱鬧

鬧，繽紛燦爛，空氣中一樣瀰漫著花蕊的

香甜。坡上的梨花，茫茫的白雲一片。花

似雪，無塵染。微風佛過，萬花攢動，像

一隻隻蝴蝶舞姿翩躚。園裡的桃花，粉嬌

容，美人面，羞羞答答，慢慢地把花片靜

靜地展，吸引著過路人駐足向前。不然，

怎會有「桃花劫」「桃花運」這樣膩人的

詞彙流傳。桃花，被寄予了無限的深情，

無限的浪漫。路邊的杏花，含苞待放，星

星點點。那紅紅的花骨朵正凝聚力量，準

備暴放春天。但苞中的清香已悄悄地溢

出，招惹的嗡嗡嚶嚶的小蜜蜂，流連忘

返。

北國的春 天很短暫，北 國的花時很

有限。怎能讓這萬紫千紅的春花成為過眼

雲煙，留下些許的遺憾。于是，偷偷地折

一枝，拿回家，插瓶中，放床前，蓬蓽生

輝，陋室光鮮。我要留春在，日日與春

住，夜夜共春眠。

春情
北國的春天，俠骨柔情 ，也有其溫

柔的一面。悠悠情思，潺潺情意，像燒不

盡的春草，恣意蔓延。「江南無所有，聊

贈一枝春」「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

住」。我們的春天來自江南，以至擁有了

江南樣的多愁善感。不信你看，在這優美

的詩詞中，藏匿著多少的離情，隱喻著多

少的別怨，都化作那春江水，濃濃釅釅。

一對戀人，走出戶外，踏青遊覽。一

路上，繁花引徑，和風作伴。卿卿我我，

軟語呢喃。說不完的悄悄話，道不盡的相

思言；

幾位老友，相互聯繫， 共同赴宴。

觥籌交錯，推杯換盞。訴衷情，聊今天，

幾多感慨，幾多心酸。「一年之計在于

春」，有多少事等著大家去做去幹。最

後，握手告別，相約再見；

一個電話，幾封信箋， 問問家中的

父母，他們的身體是否康健，遠方的兒女

很好，二老不必掛牽。撂下電話，讀過信

箋，家中的父母，已是淚水漣漣。樸實善

良的父母沒有多大的要求，他們只想聽聽

兒女的聲音，盼望自己的孩子能常回家看

看。

月季長佔四季春
李培竹

        清晨，打開窗戶透氣時，驀地發現，擱在窗台上的一株盆栽月

季，有兩隻花蕾竟然灼灼其華地開放了，花朵嬌小，粉色鮮艷，湊

近可嗅到淡淡的馨香。忙取來剪刀，小心剪去幾片枯葉，鬆鬆土，

澆一瓶淨水，再欣賞一陣，方才滿意離開。

        這盆月季花，是去年秋下，閨女學校組織學生去紫薇園遊學

時，從園子裡淘回來的，歐月品種；帶回家後，七八朵花苞次遞開

放，甚是嬌艷造勢。隨著花瓣盛極而衰，一片片脫落，想著一茬花

盡，會有二次開花的美景，還常常蒔弄一番，不料幾月過去，卻毫

無孕蕾跡象，也就失去了興致；臨近初冬，乾脆將其剪得只剩下幾

根枝條，擱在窗台上，不再搭理。

       冬去春來，不經意間，看到枝條開始長新芽嫩葉，枝尖生出小

孕蕾，才又上心護理，終于迎來兩朵鮮花。不禁感歎，月季花果然

是皮實的花卉。

        月季花，又稱「月月紅」，是常綠、半常綠低矮灌木，四季開

花，不僅有紅、粉、白、黃等單色，還有混色和銀邊等品種，色澤

艷麗，花型優美，多數品種有芳香，被譽為花中皇后。

       月季花實應性強，耐寒又抗旱，不論地栽、盆栽皆可，適用于

美化庭院，裝點園林，佈置花壇，配植花籬、花架等；且姿色多

樣，四時常開，我國有52個城市將其定為市花，足見人們對月季花

的喜愛。明代詩人張新寫詩讚道:「一番花信一番新，半屬東風半屬

塵。惟有此花開不厭，一年長佔四季春。」

        家裡那株月季開花後，我開始留意其他地方的月季；樓棟前，

有鄰居在路囗培植有十幾盆綠植，其中就有幾盆月季展開了殷紅的

花瓣，與翠綠的梔子、含苞的繡球、寬葉的無花果等一眾綠植花卉

錯落有致，營造出一片靚麗的風景。再看常走的長虹路，兩側綠化

帶中，一棵棵月季，彷彿就是一夜間盛開，簇簇花朵競相怒放，鮮

亮張揚，抓人眼球；陣陣郁香隨風飄逸，令人心醉。朋友圈裡，則

頻頻有邀約去臥龍千畝月季花海暢遊者，一幀幀圖片猶如仙景，令

人神往。

        論起熱愛月季花，還得說我們的近鄰南陽市，其市花即為月

季，已舉辦多屆月季花節。漫步南陽街頭，處處可見月季花的芳

蹤，室內盆栽多為月季，室外的公園、空地，月季成林，品種繁

多，看得人眼花繚亂。

        近年，南陽市政府更是斥巨資，于城鄉一體化示範區內，建起

一座世界月季大觀園，總佔地1543畝，共栽種世界各地月季5100多

個，130萬株；園內分設主題體驗、文化博覽、配套服務、科研生產

等4個功能區；以「花開南陽燃動洲際」的理念，從南陽獨特的山水

結構，深厚的月季文化，生生打造出一張赫赫有名的城市代表性名

片，著實讓人感佩。

        北宋韓琦有詩云:「牡丹殊絕委春風，露菊蕭疏怨晚叢。何以此

花容艷足，四時長放淺深紅。」眼下是月季花盛開季，遊覽賞析正

當時。

英林鎮各鄉聯合會訂期召會 
菲律賓晉江市英林鎮各鄉聯合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CCP富臨鮑翅海鮮酒
家舉行第五屆理監事第五次會議，討論有關會務發展的一系
列之重要事項，屆時務希指導員、咨詢委員、名譽理事長、
全體理監事撥冗準時出席，共商策劃為盼！

隴西續辦清寒補助金
及獎勵優秀族生申請

菲律濱隴西李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並
鼓勵族生對華文教育的重視，將繼續發放二○二二年度清寒
族生補助金。凡就讀於大岷區華校中、小學及幼稚班的清寒
族生，無力承擔教育費者，即日起均可向本總會索取申請表
格，填寫完可轉交本總會。截止日期：七月三十日，逾期恕
不受理。

本總會為宏揚中華文化，鼓勵族生努力向學，再續辦
2018-2019年度獎勵本族優秀族生。凡族生在全菲各大專學院
獲得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就讀於本大岷區中學、小
學、幼稚園即幼一、幼二、幼三、（托兒班不算在內），漢
文學業成績名列首、二、三名，操行優良者，均在受獎之
列。優秀族生調查表已於日前郵寄及派送到各華校，惠請貴
校予填寫，然後轉交本總會，截止日期：七月三十日，逾期
恕不受理。

本總會住址：1039 BENAVIDEZ ST. 5TH FLOOR
總會辦公室電話：82448174、82448192
尚親手機：0916-7999876
鎔鎔手機：0916-5530523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訂于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下午八時二十分，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
八十八屆第十二次理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及其他重要
議題。

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敬希本
總會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全體理事及地區理事撥冗準
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展洪務為荷。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訂于2022年5月
16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假座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
六十五、六十六屆第十二次常務董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
展及其他重要議題。

信息與微信已發出，今特再發佈新聞告知。屆時恭請洪
門聯合總會名譽理事長和正副理事長光臨指導，敬希本會全
體常務董事撥冗準時出席參加，共商策劃推展會務為荷。

洪門秉公社週四召理事會議
菲律濱洪門秉公社訊：本社九十一連九十二屆第五次

理事會議謹定於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六時
三十分假座富臨海鮮大酒家（MARIS CCP）準時舉行，會後
潘理事長振興大哥宴請全體到會的理事們豐盛晚宴。敬希全

體理事撥冗準時出席，討論重要事宜，望多多支持，以利會
務順利推展，往往諸位昆仲大哥！

華教中心與福建僑辦聯辦中華才藝研習班
六月十四開班歡迎各校華文教師報名參加

華教中心訊：中國福建省僑辦與本中心聯合主辦，福
建師範大學承辦的“2022年海外華文教師中華才藝線上研習
班”將於6月14日開班，歡迎菲律賓華教工作者報名參加。報
名截止日期為6月9日。

本學年即將結束，菲律賓華教工作者堅守崗位，再一
年克服重重困難，讓本民族的文明與文化在菲華子弟中得以
傳承。經過兩年的線上教學實踐，很多華語教師反應：為了
讓線上課堂能夠更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華語課程內容除了傳授語言和中華文化的知識，還可以
考慮適當地傳授優秀的傳統中華才藝。因此本中心決定利用
暑假期間，聯合福建省僑辦舉辦此次線上研習班。

此次研習班的課程培訓平臺將采用騰訊會議平臺，以
“直播培訓+錄播回看”的模式進行培訓。課程包括：詩歌
朗誦技能指導、中國結、中國剪紙、八段錦、中國舞蹈、書
法、中國畫、茶文化、福建與東南亞：民心相通文化互鑒、
福建海絲文化探秘、三坊七巷曆史文化探秘、東南亞國民教
育體系中的華文教育等。培訓時間為6月14日至23日（上下
午）。福建僑辦還特地為參加培訓的華教工作者准備了課程
所需要的學習用品，現已從中國發往菲律賓。本中心已經將
通知發到華校聯絡群，請各華校接到通知後，積極推派本校
華教工作者積極參加。報名請打開通知內的網絡地址，通過
穀歌表格填寫個人資料。如有疑問，請與本中心師資部黃麗
明老師聯系（電話82427860或82412906轉118）。

李福得獻捐
石圳成美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圳成美校友會訊：本會顧問李福得學長，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為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愛護窗誼，鼎力支
持本會會務，特慨捐菲幣三萬元正，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
風義舉，精神可嘉，值得本會同仁引以之範，敬領之餘，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洪門竹林協義總團召會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疫情期間，視頻如

晤。而今放緩，相機聚首。本總團訂於五月十八日（星期
三）下午吉時，在總團部會議廳召開99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敬請永遠名譽/榮譽理事長、永遠/團務指導員、榮譽
/名譽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各位領導諸理監事昆仲撥冗準
時出席。凝心集智，商榷團務前瞻，共同策劃，以利推展進
行，藉增蘭誼常在，並邀大岷北區分團派員及蒞岷各分團大
哥參加。

通知書信息已傳遞，特此再行催促，專候與顧！

九聯訂期召開常月會議
菲律濱絲竹桑林各團體聯合會(九聯)訊：本會訂於二零

二二年五月廿二日(星期日)下午七點，召開第六十三屆第三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上將報告會務及財務活動，並討論諸多
重要事項，恭請諸位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常務顧問蒞臨
指導，敬請全體理監事準時出席，共同商議探討，共策會務
發展！會後餐敘聯誼，晚餐由絲竹尚義社總社輪值招待。

(具體開會地點等將以訊息方式通知每位同仁。)

龍湖鎮聯鄉總會訂期召會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謹訂於國曆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假座巴西巿富臨魚翅
海鮮酒家（Gloria Maris Shark’s Fin Restaurant--CCP Folk Art 
Theatre, Pasay City）召開本會第五屆理監事會第三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討論有關推展會務各項重要事項。屆時，恭請本會
指導員、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創會會長、永遠名譽理
事長、正副名譽理事長、諮詢委員等諸位鄉賢列席指導，同
時並希本會全體理監事同仁撥冗踴躍出席，共商策劃，以利
會務之推展為盼！

旅菲英林同鄉會
訂期召會

旅菲英林同鄉會訊：謹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一
日（星期六）晚七時（準時），假座富麗華鮑翅海鮮酒家
（Fortune Mansion Seafood Restaurant舊華鄉海鮮酒家）--Maria 
Orosa St., near T. M. Kalaw St.(WaterFront酒店對面)召開本會第
四十三連四十四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推展會
務各項重要事項。屆時，恭請本會永遠榮譽理事長、永遠名
譽理事長、常務顧問、諮詢委員等諸位鄉賢列席指導，同時
並希本會全體理監事鄉賢撥冗踴躍出席，共商策劃，聯絡鄉
誼，以利會務之推展！

校友聯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訂于二零二二年

五月十九日（星期四）下午八時正召開本會第十三屆理事
會第二次會議ZOOM〔視像會議〕，敬請本會名譽主席、主
席、副主席、當然委員、委員、參議委員、理事們撥出寶貴
時間，事先下載好ZOOM軟件，以便準時參與。

戴國治捐菲華泉州公會
菲華泉州公會暨總商會訊：五月一日上午十時，菲律濱

宋戴宗親會假ZOOM網絡視頻會議舉行慶祝成立八十二周年
暨第七十九連八十屆理事會洎第二十九連三十屆婦女組、青
年組職員就職典禮。本會榮譽副會長戴國治鄉賢榮任新屆理
事長；本會名譽會長戴國興鄉賢擔任大會主席，並榮膺永遠
名譽理事長；本會創會會長戴亞明鄉賢榮膺諮詢委員；戴國
安鄉賢榮膺副理事長。這是本會之集體榮耀，本兩會登報祝
賀，分享其榮。

會長郭從願鄉賢應邀上線出席慶典儀式並致詞，稱讚宋
戴宗親會敦睦宗誼，相互提攜，人才輩出，為菲華社會的發
展進步貢獻良多。貴會的戴亞明鄉賢是菲華泉州公會的創會
者，戴國興、戴國安鄉賢在擔任泉州公會會長期間，表現非
常出色，把泉州公會的會務推向新的里程，戴國治鄉賢等任
職泉州公會的戴氏宗親都是本會的精英，他們都為泉州公會
的發展作出非常大的貢獻；在此，我代表菲華泉州公會、菲
律賓泉州總商會的全體領導向戴氏泉州鄉賢致以最誠摯的敬
意！新屆理事長戴國治鄉賢，才德兼備，事業有成，愛國愛
鄉．熱愛菲律賓，曾擔任過多個社團要職，可以說是一位非
常理想的領航者；各位副理事長都是僑社未來的棟樑之才。
我們相信貴會在戴國治理事長的帶領下．各位副理事長的支
持和全體理事的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下，會務一定會更加發
展．更加輝煌。戴國治鄉賢一貫熱心公益，尤對本會關愛有
加，此番慶典之際仍不忘公益，特捐獻菲幣壹拾萬元，在本
會設立教育基金，以助教興學，作育英才。其仁風義舉，殊
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褒揚，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