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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意中鞦韆古情
鄧訓晶

 月色溶溶，桂子飄香，又是一年中秋到。今夜，我
斟滿一杯，香滿蒼穹的桂花佳釀，舉杯邀月。亙古至今，
中秋明月，是最能引發詩情的節日，它曾有多少美麗的傳
說，寄托了多少人的美好願望，有多少人為它抒情，有多
少人為他吟唱，萬千寵愛于它，情意纏綿千古情深。

中秋明月，熠熠生輝，它曾見證過嫦娥奔月的傳奇，
這個傳奇是我對神話故事的啟蒙。小時候，中秋之夜，擺
上月餅，聽媽媽講嫦娥姐姐的故事。媽媽說，古時候有個
叫后羿的小伙子，娶了美麗的嫦娥為妻，他們夫妻恩愛，
幸福快樂的生活著。后羿從王母娘娘那裡得到了一包仙
藥，服下後即可升天成仙，但他捨不得嫦娥，就把藥給
嫦娥珍藏。不料被心術不正的蓬蒙看見了，趁后羿不在家
時，逼嫦娥交出仙藥，不然就殺死她。情急之下，嫦娥一
口吞下了仙藥，可她馬上輕輕地飛起來，飛向了天空。嫦
娥捨不得離開后羿，就來到離地球最近的月亮廣寒宮。她
讓吳剛晝夜砍伐桂樹，讓白兔日夜搗藥，想配成仙藥，回
到人間與后羿團聚。媽媽指著月亮跟我們說，那個衣袂飄
飄就是嫦娥，那是搗藥的小白兔，那是伐桂的吳剛。

從那以後，我就喜歡上了月亮，特別喜歡中秋明月。
凝望這輪明月，思緒飛到了好久好久以前……蕭何月下追
韓信，拜將沙場；月下楚歌，霸王別姬在烏江；朱元璋中
秋十五揮戈起義，明朝如旭日東昇，光芒萬丈。凝望這輪
明月，金戈鐵馬的古戰場彷彿就在眼前，將士們懷抱長
劍，寒簫悠揚，仰望故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
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千年邊
關，戰火紛擾，一代又一代戍邊將士，抒寫了保家衛國的
家國情懷；如今頭頂依然掛著秦時明月，腳下依然踩著唐
宋大地，祖國依然需要將士戍邊，依然需要龍城飛將。明
月，你是否斑斕了歷史深處的一縷縷芳香？

月亮是詩，那年中秋為了搶收，生產隊沒有放假。天
黑了才收工，我們幾個知青，走在明月高懸的田埂上。此
時又累又餓，為了忘記飢餓，我們觸景生情，遙望這輪中
秋明月，想起了它曾被多少人詩人吟唱。「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是李白濃濃的鄉愁；「明月幾時有，把酒
問青天」，這是蘇軾的豪放；「塵中見月心亦閒」，這是
劉禹錫的悠然；「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這是張九
齡情真意切的思友；「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這是
歐陽修的浪漫。明月，詩人們的清詞麗句，把你打扮得美
輪美奐，讓我們忘記了飢餓和疲勞。仰望月空，我們陶醉
于千古酬唱。明月，你是否把詩人的婉約與豪華都收藏？
你是否為惆悵、迷茫的我們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40年前那個中秋，在我一生中是一個特別的紀念日。
因為對月亮的崇拜，對它的喜愛，那年的中秋，我們牽手
走進了「圍城」。選擇這個花好月圓的日子，是源于對它
深深的喜愛，期許一生幸福綿綿。明月，你是否願與我千
里共嬋娟，山高水長？

從古至今，對月長吟，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照
古時人。今夜，詩意濃，丹桂香；今夜，荷塘月下，舞霓
裳；今夜，東籬菊，詩興至，詩意中鞦韆古情；今夜，玉
液杯，瓊漿滿，舉杯共度好時光！

泥中魚
王生虎 

院內魚池防水不夠嚴密，三五天時間水位下降一大

截。補水，不但費力還很費錢；不補，又擔心錦鯉缺水

缺氧死亡。

錦鯉最初有五尾，各種意外，現在僅存一條。錦鯉

生長緩慢，四五個年頭才一尺光景。除去冬季，它每天

都會出現，雲霞般在水中飄來飄去。錦鯉服飾華美、氣

度雍容，是不折不扣的魚中貴族，家人都拿它當寶貝，

閒了去看看，只要缺水就趕緊補上。但這麼下去總不是

辦法，我決定清干魚池，重新做防水層。為確保錦鯉安

然無恙，我特意讓出浴桶給它使用。浴桶三尺高、五尺

長，灌滿水，就是一隻精緻的大魚缸。

莫 看

錦鯉憨頭憨

腦，請它移

步卻不是一

件容易事，

直到池水還

剩一尺深，

才將它遷入

新 居 。 本

以 為 池 中

魚只有它一條，誰知淤泥露出水面時，辟里啪啦響聲一

片。下池一摸，好傢伙，泥中都是一兩左右的小鯽魚。

難怪錦鯉不寂寞，暗中有同類不同宗的朋友相伴。池水

抽光，鯽魚逮完，黑乎乎的淤泥中再無一絲兒動靜。我

把鯽魚悉數放進浴桶，希望錦鯉有「老友」相伴踏實心

安。

初秋雨水有點多，夜深人靜又一場。天剛麻麻亮，

妻起床做早飯，不大工夫，沮喪地跑來告訴我：「錦鯉

死了。」錦鯉大肚朝天，一動不動。倒是那群小鯽魚，

潛在水底狼奔豕突，龍精虎猛的樣子。在我心疼惋惜

時，耳畔傳來啪啪聲，扭頭一看，兩尾小鯽魚正在池底

污水中蹦上跳下。

這是兩尾困在淤泥中的魚，大概是因為疲于奔命失

去掙扎的力氣，才沒被我發現。若不是一場夜雨解困，

它們必定隨淤泥成為花的肥料。鯽魚在我家鄉又稱「草

魚」，「草魚」和「草民」含義相通，是一種最平民化

的魚類。讓我驚訝的是，這種「平民魚」有那麼強的生

命力，竟然在骯髒污濁的環境中絕處逢生。反觀錦鯉，

水量充足、天地寬廣，卻說斷就斷了生機。是因為貴族

的身份變得嬌柔，還是因為生命的脆弱才顯得珍貴？真

是說不清。

但無論哪種結果，我都不喜歡。換做我，寧可不要

那一身華美的錦麟，抑或什麼高貴之氣，哪怕生于污泥

濁水，也要保持生命的堅強。

庭院深深
裘定怡

　　每年中秋節前幾日，母親都會叮囑我捎上幾筒

蘇式月餅，看望住在古鎮裡的舅舅和祖母。這算是

我們家一直以來的一個「傳統」。只不過在小時

候，我是待在小鎮祖母家，等著父親和母親回來給

我帶些好吃的和新奇玩意兒。這次，換我獨自一人

坐上巴士，回到那素樸的小鎮，看望我那最熟悉、

最親愛的家人。

　　小鎮的廣場小而敞亮，中心花壇的高大松樹如

往日一般挺立著。

　　街上的人大多騎著自行車或是步行，三五個老

人圍在花壇邊上閒聊……周圍的一切，仍然是兒時

的模樣。

　　只不過多了幾家新開張的店舖。我走到糕點店

裡，買了幾筒五仁和芝麻餡的蘇式月餅，這是舅舅

和祖母最愛吃的。

　　沿著廣場北邊的老街步行，不一會兒就到了祖

母家。

　　舅舅看我回來，笑著說：「囡囡長大了，回家

還帶伴手禮，我們以後可以享福了。」是呀，我已

經是一個可以獨擋一面的大人了。

　　晚飯後，我穿過小廚房來到庭院，嗅到了桂花

的雅香。只見院中的金桂樹已早早開花，開得滿園

飄香。

　　院子裡，桂樹落英，青苔鑽滿了每一個石子路

面的夾縫。

　　桃樹碧綠蔥蘢，八字台階旁的石板架上擺滿了

盛開的秋海棠、雞冠花和曇花。秋海棠和雞冠花艷

紅如朝霞般地連成一片，中間夾雜著的曇花又像雲

霧一樣柔和。

　　庭院的東西對角里置有兩隻石雕大水缸，偶有

幾條金魚越過水面泛起漣漪。

　　雖然整個四合院台門只有祖母一人長住，但庭

院在祖母的一手照料下，如以往一樣充滿生機。

　　傍晚的霞光漸漸落下，我和祖母在庭前的小桌

上一起吃著月餅就著茶水，聊著以往的趣事。那些

故事中的主人公，有已故的祖父、已被子女接回城

市照料的鄰居外婆，還有已經搬遷到外地的童年玩

伴......

　　聊著這些過去的人和事，再望向整個院子，以

往的一幕幕又重現在眼前。

　　這小小的、四四方方的院子承載了太多美好的

回憶。

　　庭院深深，深幾許？夢中的庭院，是我童年時

期的快樂園地，也是長大之後回想起來最溫暖的港

灣。

新聯訂期召開視頻會議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 本會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九

月廿三日(星期五)晚上八點，在線召開第四十一連四十二屆第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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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樂團視頻聯席會議，報告有關重
要會務及財務活動，恭請永遠名譽會長，諸位榮譽會長、榮
譽顧問、名譽會長、名譽副會長出席指導，敬請全體理監事
同仁，屆時務必撥出寶貴時間，準時出席參加，共襄協策商
議，以利會務進展！

林志謙大哥特捐福利金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

于22年9月20日下午7點假座東海皇宮大酒店僑中成立31週年
暨第十五屆理事會洎第十一屆青年委員職員就職典禮，本總
部林副主席志謙大哥榮膺會長，林志謙大哥事業有成、熱心
公益、關心會務，籍此榮任新屆會長慶典之機會，特獻捐五
萬菲幣，作為本總部福利之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北區洪門進步黨
將假彩福慶中秋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為了歡慶中華
民族的傳統中秋佳節及弘揚其固有的精神美德，本支部謹訂
于公元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吉時在計順市
曼拉威街新彩福酒家舉辦擲骰子博狀元活動，希吾會全體理
監事屆時排除一切庶務應酬，撥冗出席，共襄盛舉。為了增
添節日的歡樂氣氛，理事會決定每位理監事可以攜帶一位親
人參加（伴侶，子女或知心人士），理事長蔡少榮大哥將贈
送出席是晚活動的理監事每人一盒精美的中秋月餅，藉以祝
願大家，佳節快樂，閤家平安！

菲律濱中國洪門公黨總部組團 
出席中呂宋支部新屆就職慶典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欣逢致公黨中呂宋支
部擇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

假座紅奚禮示市克拉克經濟特區羅依斯大酒店舉行慶祝成立
二十二週年暨第二十一連二十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深表慶

賀，為共襄盛舉，增進聯絡感情，加深洪誼，本總部特組慶
賀團出席觀禮。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在花園
口乘搭大巴士前往祝賀，誠邀五屬及洪總、近南校董會及本
門各支部有意參加慶典的昆仲，請到花園口乘坐大巴前往。
屆時洪門昆仲歡聚一堂，定有一番盛況，並預祝中呂宋支部

慶典圓滿成功，洪運昌盛。 
         洪門聯合總會近南校董會洪門五屬或本門各支部有意參

加慶典，請聯絡電話；85164409、87088935聯繫 
         譚國強09158851811 
         吳威廉09178587991 

董主席建立大哥率致公黨第一支部 
出席中呂宋支部新屆職員就職典禮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欣逢本門致公黨中
呂宋支部擇訂於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座紅
奚禮示市克拉克經濟特區羅依斯大酒店舉行慶祝成立二十二
週年暨第二十一連二十二屆職員就職典禮。承蒙邀請，不勝
欣幸，為表衷心祝賀。特由主席董建立大哥於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下午率慶賀乘搭專車前往，星期日中午參加慶典
活動，預祝慶典隆重盛大，圓滿成功，黨務蒸蒸日上，洪運
騰騰向前。

菲烈山五姓聯宗總會組團出席
宿務分會六十鑽禧暨新屆就職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欣逢吾烈山五姓聯宗總
會宿務分會訂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
時，假座宿務海濱酒店(WATERFRONTCEBUCITYHOTEL&C
ASINOGRANDBALLROOM)舉行慶祝成立六十週年鑽禧紀念
暨第五十九連六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本總會承蒙禮邀出席觀
禮，不勝榮幸，為表示衷心誠摯道賀，並藉機加強聯絡各地
宗親之情誼，特由理事長許文忠宗長親自率團，訂於九月廿
四日（星期六）於馬尼拉市乘機前往宿務市，出席參加宿務
分會就職慶典，茲將慶賀團名單公佈列下：

指導員：呂安盾
顧問：盧連興、呂良泉
團長：許文忠
副團長：許長安
團員：盧天源、盧祖輝、高銘森、高明定、高仰東、

許永山、許榮誼、許劍雄、許福星、許群策、紀慶偉、許蔡
秀潤、呂王金柳、呂李麗兒、許張瑩瑩、許陳莉莉、許黃真
如、紀蔡麗珍。

預料屆時各地宗親雲集，歡聚一堂，共敘親情，促進宗
誼，共襄盛舉，定有一番盛況。

祝願吾烈山五姓宿務分會慶典大會圓滿成功，會務日
盛、鴻運昌隆！

烈山五姓中北呂宋分會組團出席
宿務分會六十鑽禧暨新屆就職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中北呂宋分會訊：欣逢吾烈山五
姓聯宗總會宿務分會訂於二○二二年九月廿五日（星期日）
中午十一時，假座宿務海濱酒店(WATERFRONTCEBUCITYH
OTEL&CASINOGRANDBALLROOM)舉行慶祝成立六十週年鑽
禧紀念暨第五十九連六十屆職員就職典禮。本分會承蒙禮邀
出席觀禮，不勝榮幸，為表示衷心誠摯道賀，並藉機加強聯
絡各地宗親之情誼，特由理事長許金龍宗長親自率團，訂於
九月廿四日（星期六）於克拉克市乘機前往宿務市，出席參
加宿務分會就職慶典，茲將慶賀團名單公佈列下：

團長：許金龍
副團長：許前途
團員：許金偉、許育森、許紀麗妮、許龍麗安。
預料屆時各地宗親雲集，歡聚一堂，共敘親情，促進宗

誼，共襄盛舉，定有一番盛況。
祝願吾烈山五姓宿務分會慶典大會圓滿成功，會務日

盛、鴻運昌隆！

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新屆就職
林志謙理事長捐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二○二二年九月二十日，石狮二中
菲律賓校友會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隆重舉行慶祝成立三十一
週年暨第十五屆理事會、第十一屆青年委員會職員就職典
禮，本會名譽主席盧組蔭擔任大會主講人、楊華鴻主席代表

本會出席並致詞，林志謙常務委員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事
長。

石獅二中菲律賓校友會成立三十一年來，在歷屆理事長
的卓越領導下，各位校友精誠團結、辛勤耕耘，积极倡导华
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为促进校友会员在本地的生存和发
展，与本地人民和睦相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的有
目共睹的成绩，得到了全体校友和菲华社会的一致肯定和赞
许。新屆理事長林志謙先生事業有成，德才兼備，慶典之際
不忘公益事業，特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五萬元，支持本會開展
會務活動，其熱心公益，熱心會務之義舉令人欽佩，特此予
以表揚，並申謝忱！

宗聯卅五屆「宗聯盃」保齡球賽

今天將進行第四輪比賽前兩輪賽果公佈
菲律濱各宗親會聯合會訊：由本會所主辦的第卅五屆

「宗聯盃」保齡球錦標賽，訂於今（二零二二年九月廿二
日）晚七時在計順市Playdium保齡球館舉行

第四輪比賽。兹將九月八日及九月十五日各隊總分及得
分公佈如下：

九月八日：
第一名：太原堂--總分5074；得分 27
第二名：隴西堂--總分5318；得分26
第三名：西河堂--總分5168；得分26
第四名：許氏--總分4722；得分18
第五名：六蘭堂--總分4629；得分18
第六名：放勳堂--總分4745；得分17
第七名：媯汭五姓--總分4679；得分16
第八名：南陽葉氏--總分4191；得分10
九月十五日：
第一名：西河堂--總分7690；得分 41
第二名：太原堂--總分7557；得分41
第三名： 隴西堂--總分7987；得分39
第四名：許氏--總分7313；得分32
第五名：放勳堂--總分7099；得分27
第六名： 六蘭堂--總分6957；得分26
第七名：媯汭五姓--總分7006；得分25
第八名：南陽葉氏--總分6303；得分14

關於華社
尊師重道獎勵金的發放通知

菲華校聯訊：為了獎勵在職和退休華文教師，提高社會
對老師的關註和重視，振興菲律賓華文教育，讓中華優秀文
化能夠更好地得到傳承，由菲華商聯總會，晉江同鄉總會和
菲華校聯共同倡導設立的華社尊師重道獎勵金方案得到了菲
華社會和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和熱烈響應。

關於在職老師的獎勵金，由於在職老師人數眾多，獎
勵金數目繁雜，辦公室人員正在加緊整理，下周起開始陸續
發放，存入各校帳戶並由各校領導按照報名表把獎勵金送到
每一位教師手中。退休老師的獎勵金已經於九月十七日在商
總大禮堂發放，但還有一百六十多位退休老師因為種種原因
沒有領取獎勵金。本會決定，還未領取「華社尊師重道獎勵
金」的退休老師請攜帶身份證，於九月廿七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廿八日半天（下午一時至五時）前往校聯辦公
室領取。

若托人代領，請出示委托書、委托人及本人的身份證，
請相互轉告為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