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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坳裡賞梅花
王心仁

冬日，老家建寧金溪河畔的梅花坳

白梅盛開，約上幾位朋友趨車前往梅花

坳梅賞。

走過一段小路，遠遠望見幾戶人

家，屋角的白梅映襯著古樸的灰牆，不

由想起了「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

傍溪橋」的詩句。

梅花坳茂林修竹、雲霧繚繞，遠

遠望去，成片的梅樹錯落有致，與佇立

路邊的亭台相映成趣。盛開的白梅像一

片片白雲降落山間，又像一縷縷白絹縈

繞山中，彷彿讓人感受到陸游筆下「聞

道梅花坼曉風，雪堆遍滿四山中」的意

境。

我們穿梭于暗香飄飛的梅花叢中，

行走在曲折蜿蜒的梅林小道，在角亭香

榭中休憩，眺望連綿起伏的山巒，感受

到從未有過的舒暢愜意。

在為數不多的外地遊客中，我們

邂逅了幾位來自廈門的遊客，他們饒有

興趣地遊玩了半天，我們還一起合影留

念。我行走在剛建的懸索橋上，橋下水

聲潺潺，幾隻野鴨在自由嬉戲，幾朵白

雲也為這迷人的景致而駐足觀望，將潔

白的身影投映在清澈的溪水之中，泛起

情感的漣漪。

忽然看到幾位攝影師正在拍攝梅花

坳白梅的宣傳片。只見，一位穿著古裝

的少女宛如從天而降的仙女飄然而至，

真是「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從此有佳

境」。對面小橋邊，一群人正談笑風生

地向我走來。看著他們燦若梅花的笑

容，春天已款款而來……

其實，賞梅賞的就是一種心境，

表達的是一種願景。文人雅士寄托的是

「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的淡泊。而我更期待「願借天風吹的

遠，家家門巷盡成春」的佳境。

抗疫愛心溫暖餐
魏玉燕

愛心是淚，凝結出人間的情；愛心是

情，綻放出真誠的花；愛心是花，洋溢出

開心的笑；愛心是笑，傳遞到每個角落。

當前，全國各地都在同心同德同新

型冠狀肺炎疫情戰鬥，而奮戰在疫情防控

一線人員的冷暖始終牽動著社會各界愛心

人士的心。為了在全民抗疫工作中出一份

力量，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日，廣昌縣蓮

鄉愛心聯誼會、廣昌縣新聯會共同籌款聯

合開展了為廣昌部分抗疫一線工作人員送

「愛心溫暖餐」及物資的活動，滿滿的愛

心感動了所有蓮鄉人民！

春天是個萬物復甦的季節。小草從

地下探出了腦袋，花兒爭芳鬥艷，一展丰

姿。柳樹姑娘在河邊揮舞著她的手臂，燕

子掠過長空，到處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三月二十日這天上午，天空晴得像一張藍

紙，幾片薄薄的白雲，像被陽光曬化了似

的，隨風緩緩浮游著。志願者們興高采烈

地來到廣昌縣盱江鎮小港村和甘竹鎮答田

村高速公路口，把精心配備的「愛心溫暖

餐」及牛奶、飲用水、方便面等物資送到

了抗疫執勤者的手中，讓他們在繁忙之中

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一份份熱氣騰騰的飯菜，表達著全民

一心共抗疫情的決心，也溫暖著奮戰在抗

疫一線同志們的心。抗疫執勤者李民（化

名）手捧著「愛心溫暖餐」激動地說：

「非常感謝志願者們為我們送來了中晚餐

與物資，謝謝你們！抗疫執勤是我們的義

務，我們一定嚴格把關，堅守好崗位，盡

心盡責。我始終堅信，我們一定能打贏這

場疫情戰」。

自開展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以來，抗疫執勤人員從早上7點到晚

上10點堅守管控崗位，非常的辛苦！這次

「愛心溫暖餐」初步計劃活動時間將持續

十天左右，助力防控工作，解除他們的後

顧之憂。

廣昌縣蓮鄉愛心聯誼會會長符明滿懷

豪情地對抗疫執勤人員說：「抗疫執勤，

你們辛苦了！『愛心溫暖餐』是我們的一

份心意，打好這次戰疫，是我們每一個人

共同的職責使命！我們要帶頭講奉獻，當

好為民服務的勤務員」。

疫情無情人有情，暖心的「愛心溫暖

餐」不僅為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工作者帶來

了精神上的鼓舞，更加堅定了我們打贏這

場戰役的信心。

志願者們無私的奉獻，執勤人員真

誠的堅守，帶來了陽光與溫暖。如期而至

的不止是春天，還有疫情過後平平安安的

你。

廣昌加油！中國加油！

彌渡金殿窩：
每一片茶葉都是春的味道

皋利民
春回大地，本來想出門走一走，尋找我的詩和遠方，由于疫

情的原因，只能在本縣隨便逛逛。一天，作協的幾個文朋詩友，一

起邀約到紅巖的錦繡潘陽茶廠踏青。我當時就一點蒙了，紅巖也有

茶？我一口答應，畢竟遠處去不了，去採茶也是不錯的選擇。

「雀舌未經三月雨，龍芽新占一枝春。」同行的詩人丁成武

說：「春天採茶季，在雲南彌渡縣紅巖鎮錦繡潘陽茶廠，隨處可見

的茶園裡，茶農們身挎背簍，細細摘拈春茶尖。春茶也吸引了不少

市民在節假日到茶園體驗採摘、炒茶、制茶和品茶，感受春天裡的

一口鮮。」

從縣城到茶廠半個小時的路程，我們一行人驅車前往，不一

會就到了。錦繡潘陽茶廠位于金殿窩古遺址。金殿窩是1982年7月

經文史工作者考察發現的古城遺址，在紅巖鎮北約2公里的新發村

（原名大鋪地）後，跨河而上的「鋪山」上，依定西嶺下，順山而

上，仰對懸香崖、先鋒營（頭營盤）、白王寨、三營盤，構成一條

南北軸線，西南白崖城，其間有雞鳴村桃園火葬墓地，東北傍小王

寺、馬軍廠，總面積不下10餘萬平方米，「金殿窩」是當地百姓對

「鋪山」的傳統稱呼。在「金殿窩」範圍內，其南端有「跑馬場」

（也叫撒馬場）。經實測，面積約1萬平方米。「跑馬場」之後由

南往北台升為緩坡，是「金殿窩」的中心區。

據考察金殿窩所屬地理位置、金殿窩範圍內各建築場所佈局、

金殿窩範圍內所發現的南詔有字瓦和鑄碼磚，以及採訪口碑的材料

分析，是與《蠻書》所載：「……東北隅新城，大歷七年閣羅鳳所

築也，周環四里。……城內有閣羅鳳所建大廳，修廊曲撫，廳後院

橙枳青翠，俯臨北墉」相吻合，故，此遺址被初步認為是「閣羅

鳳所築新城」。1988年被大理州人民政府公佈為大理州第一批州級

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經雲南省政府公佈為省級第六批文物保護單

位。

到了茶廠，主人熱情好客，早早的燒好開水，問我們想喝什麼

茶，我說，就來一鍋白茶吧。我端了一大碗茶水，走出客廳，品著

醇香的茶水，環顧四周。村居旁邊山坡上碧綠的茶園，與村後的丘

陵山峰，構成了一幅秀麗的畫卷。聽到遠出傳來的陣陣松濤聲，從

心裡想到了一句「桃花釀酒，春水煎茶」。當年的陶淵明也許沒有

這樣的心境，「竹雨松風琴韻，茶煙梧月書聲」，愜意極了。

「十個彌渡人，九個會唱燈，還有一個跟著哼。」不遠出一陣

陣山歌傳來，一襲紅衣閃爍，旁邊還有穿紅戴綠的幾個採茶女，踏

著晶瑩的露珠，腰跨茶簍在碧綠的茶園裡，穿梭在茶壟間，熟練地

搶摘春茶。孕育了整個冬天的茶樹，枝細芽嫩、形美味香，是茶中

佳品，就像採茶女一樣，暢遊在青山綠水間，若隱若現，讓我想入

非非。「趁著最近天氣晴好，我們加緊採摘，加工，一天下來能採

到一百斤，除去工錢，還是可以收入上千元。」茶場老闆王建華告

訴我，春茶採摘標準為一芽一葉，手法要輕盈，避免傷到葉芽，採

摘完後要及時將鮮葉攤晾，並展開後續加工步驟。製作1公斤上好

的春茶需要上萬顆嫩芽，每斤在市場上的賣價根據品相不同，可從

幾百元到數千元不等。受前段時間低溫雨雪天氣影響，今年春茶採

摘時間比往年推遲了半個月，將持續到4月底。

我和茶山上放牛的一位老人聊了起來。才知道，這片茶園有

好幾百的歷史，金殿窩做為閣羅鳳的行宮，金碧輝煌，人馬眾多，

閣羅鳳就下令種植茶樹，新中國成立後，生產隊又種植了一些。為

保證有機茶質量，錦繡潘陽茶廠通過多品種組合種植、套種綠肥紫

雲英、科學防控病蟲害等，使茶葉內含物質更加豐富。金殿窩地理

位置優越，森林覆蓋率高，山上茶園就在常年雲霧繚繞，晝夜溫差

大，土地富含硒元素，非常適宜茶樹生長，茶葉品質好，香味濃，

是名副其實的有機食品，所以市場銷售價格比較高。

「山靜無音水自喻，茗因有泉味更香」。春雨育生機，芬芳

三四月。如果你感興趣，帶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一起去感受茶園裡

茶農的生活。趁著春光，背著茶簍，採摘春茶，收穫喜悅。

金殿窩的每一片茶葉都有歷史的氣息。金殿窩的每一片茶葉都

是春的味道。

商總訂本週六繼續安排
接種科興新冠疫苗第二劑加強針

菲華商聯總會訊 : 為確保諸同仁及各會員單位成員暨家
屬和親友的安全和健康，本會在理事長林育慶博士指示下，
訂于5月21日（星期六）上午8點半到12點，再一次在商總大
廈七樓大禮堂，免費替接種第三劑Sinovac疫苗滿3個月者注
射第二劑加強針（亦即第四針）。往後將會陸續安排接種時
間。

加強針登記可通過各自會員單位秘書處進行。登記後各
會員單位的代表請于5月20日之前，每天上午8點半至下午5
點，撥打09167570124或09175985482，分別向陳光燦先生或蔡
文慧女士提交最終名單並進行協調，以方便安排疫苗接種。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
第一支部召會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擇訂於五月
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吉時在本支部議事廳召開會議，討
論有關換屆事項，敬請各位名譽主席、指導員、諮詢委員、
常務理事、理監事、屆時撥冗踴躍出席參加。共商策劃，以
利黨務之進展。

第二十二屆華人少年
作文比賽結果公佈
華教中心推薦華校
學生作品廿二篇獲獎

華教中心訊：由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事業發展中
心主辦、北京華人少年兒童文化教育交流協會承辦、學友園
教育傳媒集團協辦的第二十二屆“華人少年作文交流展示活
動”結果公布。經過大賽評委會專家評審團的評審，在本中
心推薦的本國參賽選手中，2名學生獲二等獎，20名學生獲三
等獎。

本屆征文主題分別是半命題作文“忘不了____”和命題
作文“我和它的故事”。本國獲獎者名單公布如下：

二等獎：施雅祺（僑中總校），指導老師餘楊昕；雷安
妮（三寶顏觀音），指導老師王培雙。

三等獎：吳燁塬（僑中總校），指導老師吳玉西；蔡雅
芳（僑中分校），指導老師吳玉西；楊祖彥（僑中分校），
指導老師卞勇剛；龔靖雅（僑中分校），指導老師葉發林；
黃正棋（僑中分校），指導老師葉發林；黃安平（僑中分
校），指導老師葉發林；施嘉妮（僑中分校），睿文（巴西
中華），指導老師葉如意；指導老師葉發林；顏嘉茵（中
正），指導老師王永新；林霆朗（中正），指導老師楊琇
燕；柯景鋒（中正），指導老師楊琇燕；蔡淳桂（中正），
指導老師楊適嘉；蔡桉淇（中正），指導老師馬儷玲；林瑋
煌（光啟內湖），指導老師史微嬋；顏子怡（光啟內湖），
指導老師黃禧；陳依洢（計順菲華），指導老師程玉燕；
周偉順（計順菲華），指導老師黃麗容；董俊翔（丹轆新
民），指導老師林慧麗；呂君君（丹轆新民），指導老師吳
紅岩；楊佳慧（亞虞山培青），指導老師郭杏汾。

大賽規定一、二等獎獲獎作文的指導老師才可獲得指導
獎。

此次大賽為菲律賓華裔青少年兒童提供了自我展示的舞

臺，激發了他們的寫作靈感和想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中文寫作能力。本中心接到此次大賽的征稿通知後，積極
聯絡全國各華校組織學生參加，共征集151篇作文。

本中心曆年來均認真組織菲律賓華校學生參加“華人少
年作文交流展示活動”征文比賽，為促進菲律賓華裔青少年
中文寫作的提升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旅菲各校友會聯合
會自第二屆起，每屆都提供獎金，鼓勵本國各華校學生積極
學習中文，踴躍參賽。

文總醫學講座探索前列腺
邀泌尿科專家李捷順講解
盼僑社舊雨新知踴躍參加

菲華文經總會訊：本會預定於六月三日下午八時，舉辦
一場以「前列腺疾病管理的最新進展：診斷及治療」為主題
的線上醫學講座，邀請菲律濱著名泌尿科專家李捷順醫師擔
任主講人，歡迎各界人士屆時上線參加聆聽，並且對議題內
容踴躍發問。

前列腺疾病是成年男性的常見疾病，通常指前列腺炎、
良性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癌等。前列腺的炎症，大致可分為
急性及慢性，但致病原因由細菌和非細菌感染引起，主要症
狀尿痛、尿白、尿灼、尿頻，小腹會陰部脹痛不適；較嚴重
時，可能會導致發熱等等。

本會將於近期介紹主講人、泌尿科專家李捷順醫師的基
本資料，及本次綫上醫學講座的各項議題，提供大家參考，
敬請期待。

本會於九一九年成立，在全菲律濱各主要城市均設有
支分會，文總執行委員會屬下的各工作會，每年均訂期舉
辦各種文教活動，例如：學生作文、書法、壁報、親子成語
繪畫、與歌唱比賽等。各主要活動皆以提升華文教育，傳承
並發揚中華文化為主旨。當菲律濱遭受新冠肺炎侵襲的封城
時期，文總不曾間歇舉辦多場次醫療、社經、財經等線上講
座，邀請各方面專家學者，就僑社最為關心的焦點議題，傳
授知識，解答疑惑，廣大聽眾獲益良多。其他綫上學習課
程，包括：烹飪班、閩南語會話班、電腦中文打字班、華語
會話班、國畫班、書法班、及珠算辦等等，均受到僑界的好
評。

若欲知更多有關前列腺相關的醫學和醫療常識，敬請鎖
定文總六月三日晚上八時登場的 Zoom 視訊講座，必將有另
一番的體驗及收穫。

旅菲英園同鄉會即日起開始
接受鄉僑子女獎助學金申請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為鼓勵鄉僑子女勤奮向學、積極上
進，本會歷年來均主辦『洪故球乞族長優秀生獎學金』。鑒
於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學年度大部份學校經已結業，本會決
定自即日起開始接受鄉僑子女優秀生獎學金之申請。凡本會
鄉僑子女就讀於大岷區各大、中、小學及幼稚園，英、漢文
學年總平均成績列首、二、三名，品行良好者，均在受獎之
列。

同時，本會為關懷家境清寒之鄉僑子女，幫助其順利完
成學業，歷年來亦均設有『清寒族生就學補助金』之申請項
目。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學年度開學繳費在即，本會循例亦
將繼續為本鄉清寒族生提供幫助。凡本會鄉僑子女，就讀於
大岷區各學校大、中、小學，各科學業成績及格，品行端正
而需要幫助者，可到會所填表申請補助金。

本會獎、助學金之申請，自即日起開始，至國曆六月底
截止，逾期恕不受理。希有關族生或家長帶備該生之學業成
績表或學校頒發之獎狀、證明書等正本及影印本各一份，於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六，星期日及節假日除外）到本會
會所填表申請。有關鄉僑子女清寒就學補助金之發放，經本
會文教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將儘速予以發放，屆時將另行登報
予以通知。而本會優秀生獎學金之頒發亦將視疫情防控之程
度而再另行通知。

此外，本會洪決策委員瑞山宗長，秉承其長期以來熱心
鄉族文教福利之初衷，發揚其『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
神，更特別獻捐本會助學金菲幣壹拾萬元，將另行補助予本
會發憤苦讀之莘莘學子，屆時此筆補助金將與本會助學金同
時分發，本會全體清寒族生亦無需另外申請。

本會地址：Rm 406, 1322 Jose Abad Santos Ave., Tondo, 
Manila；聯絡電話：8254-8565, 0917-2433789, 0933-4667303。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續辦獎學金
即日起至六月四日接受申請

菲律濱福建總商會訊：本總商會為宏揚中華文化，鼓勵
職會員兒孫子女努力向學，激勵職會員子女對華文教育的重
視，繼續舉辦2021至2022學年度獎學金。並于農曆五月十三
日（即西曆六月十一日）慶祝盟主關聖夫子聖誕千秋並頒發
優秀生獎學金，凡本總商會職會員兒孫肄業于各學校英、漢
文大、中、小學各年級英、漢文學業成績名列首、二、三
名，操行優良者，均在受獎之列。

一、申請日期：由即日起至六月四日止，逾期恕不受
理！

二、為避免公眾感染風險，將採取線上申報方式，申請
表格在微信群下載或聯繫秘書處微信或到會所索取，申請表
填好後請連同中英文成績單正反面拍照發給秘書處微信或電
子郵peilinyap889@163.com或送至會所，會所電話:82428483

地址:563 Ilang- Ilang St., Binondo Manila

新聯訂期召開視頻常月會議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五月

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八點，線上召開第四十一連四十二屆第五
次理監事會暨中呂宋分會、碧瑤市分會、將軍市分會洎婦女
委員會、青年委員會、民樂團視頻常月聯席會議，報告重要
會務活動及財務收支，並探討會務推展計劃，敬請全體領導
暨同仁，屆時務必撥出寶貴時間，準時出席參加，共襄協策
商議，以利會務進步。

弘農楊氏宗親會
續頒族生獎助學金

菲律濱弘農楊氏宗親會訊：本會向來重視本族子弟接
受教育，將來成為社會有用公民，國家棟樑，凡族生成績優
良，品行端正，或是家境清寒族生均給予鼓勵或補助，期能
勤勉求學，爭取更好成績，為本族爭光。

凡就讀於僑校中、小（幼稚園）成績首、二、三名，
大學列名者或畢業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等名次均可申請，報名本會地點：2ND 
FLOOR，1937 JUAN LUNA STREET，TONDO，MANILA。電
話：8252-2996，825418-23，0917-107-1849呈交成績單正本和
影印本。填受申請表格，助學金申請者可持成績單及報名填
表。報名日期：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止。辦公時間內，逾期
恕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