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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是一首抒情詩
蔡曉菲

 中秋，月圓。遠處層疊的山鬱鬱

蔥蔥，時不時有裊裊炊煙在山間飄蕩。

抬頭，朦朧的月光靜靜地灑落一地，靜

謐且安詳。孩子們圍坐在石板凳上，手

裡攥著月餅，你掰一塊，我掰一塊，彼

此分享不同的口味，悅耳的笑聲傳得很

遠很遠。

中秋如詩，有一種純粹的美。兒

時，父親喜歡教我把詩詞唱出來。我最

喜歡聽的一句是「但願人長久，千里共

嬋娟。」用孩童般嗲嗲的語調跟著父親

一遍一遍唱。年少的我並不懂得句中的

悲歡離合，只知道婉轉動聽。

聽詩中情，講月中人。每到中秋，

我們爺倆就一起賞月合唱。這還不過

癮，父親還會和我講嫦娥奔月、吳剛折

桂的傳說。聽得入神，嚼著月餅的嘴也

停了下來，抬頭望了望皎潔如水的月

亮，思緒飛到千里之外。

賞詩中景，守心中愛。每到這個

日子，家家戶戶團聚，一塊月餅一家人

分著吃。聞著院子裡沁人心脾的桂花飄

香，喝著父親煮的桂花茶、咬一口碗

裡的桂花湯圓。互相有一句每一句聊著

天，說說明天的天氣，叨叨孩子的成

績，聊聊平日裡沒拉的家常。

傳詩中神，譜家鄉曲。畢業後回到

家鄉當村官，每到中秋會有「我們的節

日‧中秋」主題活動。和志願者們一起

和面、煮湯圓，熱氣騰騰地送給鄰居孤

老吃。

又是一年中秋，皎潔的月光穿透雲

層，灑落在湖面上。岸邊的燈光星星點

點，三兩結對的路人步履匆匆，朝著熟

悉的方向趕去。

也有異鄉人不急不慢散著步，在朦

朧的月色裡卸下心房，獨自咀嚼思鄉的

孤獨。

吾家少年初長成
仇瑕

　　燥熱的夏天即將過去，學校外的小花園

裡，過眼處，滿眸肆意生長的月季；呼吸

間，有芬芳馥郁的暗香。

　　今年五月，因為疫情，課程轉為網課，

我一度有些焦慮。原以為這些「皮大王」們

上網課一定會「放飛自我」，我還很緊張地

設想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沒想到，他們卻一

反常態很乖，聽課認真，回答問題也認真。

　 　 我 很 疑 惑 ： 「 這 是 太 陽 打 西 邊 出 來

啦？」

　　他們在鏡頭前笑得開心：「老師，瞧我

們多給你面子。」

　　想起剛接手這個班時，我不過是個剛走

出校門的「孩子」，卻被委以重任，接手了

這個被其他老師稱為「燙手山芋」的四年級

班級。

　　「全班一半的『皮猴子』，根本管不

住。」這是當時其他老師的評價。

　　果不其然，第一天，惴惴不安的我就被

他們來了個下馬威。一進教室，幾道人影就

高聲大笑著，踩著椅子在我面前跳過來，跳

過去。我花了十分鐘，好不容易維持好紀

律，為首的「皮大王」小宇又開始和我打嘴
仗：「老師，我們不喜歡上語文課！您就隨
便講講，別管我們成不？」其他同學也紛紛
附和。
　　「不喜歡為什麼來上學呢？」
　　「因為學習使我媽快樂，我媽快樂全家
快樂。反正我最不喜歡語文，背什麼古詩，
學什麼文言文啊，聽都聽不懂！」
　　我哭笑不得。
　　為什麼要學語文呢？我很想告訴他們，
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傳統經典
中，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古人的智慧修
養。可看著他們稚嫩而又倔強的眼神，這些
大道理，我卻說不出口。就算說了，他們會
明白嗎？
　　望著窗外在微風中搖曳的月季花，我突
然靈機一動：「看過中國詩詞大會嗎？知道
飛花令怎麼玩吧？如果你們能贏我，以後在
我的課上你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但如果贏
不了，上課就得好好聽我講。」
　　「皮大王」們感到很新鮮，紛紛應戰。
窗外晴空湛藍，纖雲不染，含苞待放的月季
花骨朵兒在微風中輕輕點頭，似乎在給孩子
們加油。孩子們想盡辦法贏我，最終還是一

個個敗下陣來。他們唉聲歎氣，只能依照
「賭注」，拿出書認真上課。
　　暮去朝來，窗間過馬，飛花令的挑戰不
斷進行著，他們始終沒有贏我，卻開始在課
上越來越積極地回答問題。一晃，三年過去
了，他們已經長成了小大人的模樣，即將小
學畢業。
　　可誰能想到，好不容易回到學校上課，
已是他們小學的最後一節課。
　　「老師，來玩飛花令吧。」小宇提議。
　　我點點頭。這一次，他們使出渾身解
數，終于贏了我。我感到欣慰，同時又有一
絲惆悵：「這下，你們再也不用聽我的嘮叨
了。」我開玩笑說道。
　　沒想到，「皮大王」們都站起來，向我
深深鞠了一躬：「老師，謝謝你，是你讓我
們愛上了語文。」
　　我含著淚，笑了。
　　夏季的風，攜一縷沁人心脾的芬芳，凝
一個茁壯成長的清夢，帶著獨屬於我們青春
的獨特記憶，永遠鐫刻在我的心底。
      窗外明艷的月季花熱鬧地綻放著，大朵
大朵在微風中搖曳，那婆娑倩影，一如我心
愛的孩子們初長成人的模樣，明媚著我的世

界。

落在詩詞中的秋雨
江利彬

　　秋雨，是一首溫柔靜謐的催眠曲，淅淅瀝瀝，伴隨著我們

進入夢鄉。

      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秋雨夜眠》：「涼冷三秋夜，安閒一

老翁。臥遲燈滅後，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

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秋天的夜晚，帶著陣陣寒意，燈

滅之後，便聽著窗外輕柔的雨聲入眠，他的心中是靜美的，連

夢都是甜美的。直到天亮了，也沒有起床，而是添上香，繼續

暖被窩。管他屋外天寒，管他滿地紅葉繾綣，只管屋內睡美，

多安然，多閒適。而更為閒適的，莫過于王維的《欒家瀨》：

「颯颯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一

連幾個靈巧的動作，塑造出極具張力的聽覺意境，反襯出秋雨

的閒適和可愛。

　　秋雨，是粒粒浸滿相思的紅豆，無需打磨，就漲滿秋池。

唐代詩人李商隱的《夜雨寄北》，句句不提相思，卻句句皆是

相思，「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

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你問我何時歸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的

歸期。

      眼下這夜色中的巴山，秋雨綿綿，池塘裡秋水已滿。什麼

時候才能和你一起在西窗下剪燭夜談，再來敘說今天的巴山夜

雨呢？

      這是一首樸素的小詩，整首詩明朗清新，沒有起興，沒有

典故，有的只是一份對幸福的遙望與憧憬，極具浪漫。

　　秋雨，是一封寫滿思念的信箋，字字句句，縈繞著淡淡的

憂傷。「蕭蕭山路窮秋雨，淅淅溪風一岸蒲。為問寒沙新到

雁，來時還下杜陵無。」杜牧的《秋浦途中》，寫的是他不幸

遭貶，途遇秋雨，雨水灑在身上，思鄉之情油然而生。短短幾

句，道盡了他對故鄉、對親人的懷念，更道盡了他宦途的棖

觸、羈旅的愁思。

      同樣是寫秋雨裡的思念，韋應物的《聞雁》又多了幾分

淒切：「故園渺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雁

來。」故園的渺遠，長夜的漫漫，秋雨的綿綿，雁聲的悠長，

皆在訴說著無盡的思念。

　　秋雨，是一朵濡濕了的芙蓉花，瓣瓣含羞，在秋雨中輕

顫，觸動柔腸。清代詞人納蘭容若的《減字木蘭花》：「相逢

不語，一朵芙蓉著秋雨。

      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隻鳳翹。待將低喚，直為凝情恐人

見。欲訴幽懷，轉過回闌叩玉釵。」遇見納蘭，遇見秋雨，亦

遇見那樣美、那樣傷的秋天，充滿著濃濃的文雅之氣，彷彿無

邊無際的秋雨，滴滴落在眉間、心上……

　　秋雨有「雨洗秋山淨，林光澹碧滋」的明淨，有「秋雨一

何碧，山色倚晴空」的驚艷，有「雨灑吟蟬樹，雲藏嘯山狖」

的愉悅，有「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簟輕衾各自寒」的深情，有

「秋花慘淡秋草黃，耿耿秋燈秋夜長」的淒涼。但不管怎樣，

瀟瀟秋雨過後，人間分外清明，時光亦變得寧靜、安然，我們

也將策馬揚鞭，馳騁在西風漸緊的歲月長河裡。

使館商總菲華各界中國商會
聯合訂九月廿九日
通過ZOOM視頻

慶祝新中國七十三週年國慶
本市訊：中國駐菲大使館、菲華商聯總會、菲華各界聯

合會及菲律賓中國商會聯合訂九月廿九日（星期四）下午三
時，通過ZOOM線上舉行菲華各團體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七十三週年國慶視頻大會。

中國駐菲特命全權大使黃溪連將親自在線上致詞，大會
主席亦即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林育慶博士，與共同主席亦即
菲華各界聯合會主席楊華鴻先生和菲律賓中國商會會長洪及
祥先生，也將分別緻詞。

是日娛樂節目有分別來自校友聯舞蹈組、心聲青少年合
唱團、華星藝術團、聖公會中學、嘉南中學和菲律賓武術協
會等參與，節目包括歌舞表演、女聲獨唱、武術表演和民族
舞蹈表演等豐富的文藝節目助興，屆時必定將有一番盛況。

歷來每年參加國慶宴會菲華各團體代表敬請屆時踴躍參
加，並準時上網參與。會議ID : 808 099 8888；密碼 : 999。

商總華助將繼續協助年邁僑胞
赴中國使館辦理更新過期護照

        菲華商聯總會/馬尼拉華助中心訊 : 本會諸領導/本中心工
作人員，分別于8月17日和8月25日，分兩次帶領第二批辦理
護照更新的合計28名（第一次15人，第二次13人）年老中國
僑民同赴中國駐菲大使館領事部，協助這批不懂得英文和電
腦操作的老華僑，重新辦理更新他們因為兩年疫情的緣由，
以致過期的護照。目前除了其中兩位第一次申請辦理護照者
的手續尚在辦理中以外，其餘年長僑胞的護照均已成功辦理
完畢，並陸續交給申請者。
        按照中國駐菲大使館指示，這項幫助年邁僑胞辦理更新
護照的工作，將會持續進行。本會/本中心將會全力配合，為
年邁僑胞提供服務，現在開始接受第三批申辦者登記。
        所有年滿60歲或以上的僑胞，凡是護照已過期或者將
在一年內失效者，若要向中國大使館申請辦理更新，請撥打
87419999，向本會/本中心提前登記。申請者須向本會/本中心
提供以下資料 : 姓名；出生日期；護照號碼和有效期；電話
或手機號碼。
        這次需要大約15人登記，才能安排到大使館辦理，有意
辦理更新者請速登記。

蔡長城學長捐獻設立教育基金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菲律濱中國商會武六幹省分會

於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舉行慶祝成立暨首屆職
員就職典禮。本會青運主任蔡長城學長榮膺創會會長，其令
尊本會名譽會長蔡文藝學長榮膺永遠榮譽會長蔡長。實乃本
會至高榮光，與有榮焉！榮陞喜慶之際，蔡長城學長不忘慈
善公益，尤為支持教育，關心本會，特捐菲幣拾萬元，設立
《蔡長城洪燕如伉儷教育基金》。熱心善舉，殊堪嘉許，特
藉報端，予於表揚，併申謝忱。

吳青陽慨捐金井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會員單

位，旅菲金井霞裡同鄉會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
六）中午在該會會所簡單舉行慶祝成立114週年暨第57屆職員

宣誓就職典禮。本會吳副理事長青陽鄉賢領導有方，再次蟬
聯理事長，慨捐菲幣三萬元作本會福利用途，敬領之餘，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第廿四屆宗聯盃乒乓錦標賽
混合打江夏隴西勇奪冠亞軍
男子雙打媯汭隴西獲冠亞軍

        宗聯乒委會訊：第廿四屆宗聯盃乒乓球錦標賽經過三個
週末六天的競爭虎鬥，接續男女團體比賽結束後，便開始各
單個項賽的競技，也已接近尾聲，只剩下最後的兩個比賽項
目，為男女混合打和男子雙打。經上週六晚的連續拼搏後，
兩組的四强賽得主皆已揭曉，混合打方面，奪得晉級四强之
隊伍，包括隴西隊的李毅沛、李仁仁；江夏隊的黃承嶺和黃
湘，另兩隊為臨濮隊的施能謙、施純純和媯汭隊的陳偉榮、
陳吳愛嘉。男子雙打方面，晉級四强之隊伍包括臨濮隊的施
能謙、施一銘；隴西隊的李向梓、李毅沛和媯汭隊的胡鵬、
陳偉榮，還有西河隊的林嘉勝、林永年等。

  在上週日最後一天的激烈爭奪戰中，混合打的江夏隊
父女檔黃承嶺、黃湘配合順手，先以三比一勇擒媯汭隊率先
進入決賽，另一場半決賽一役，隴西隊對抗臨濮隊，兩隊實
力平均，經一番緊張精彩的拉鋸戰，隴西隊主將終以三比二
非常接近的比分壓服强敵也晉級決賽。決定性的最後一場，
江夏隊發揮水平，一路控制場面，盡量爭取主動權，使

隴西隊的兩位乒將左右爲難，最終以〇比三之績分為江
夏隊挫服，屈居亞軍席，四强賽的另兩隊媯汭和臨濮同得季
軍席。
      男子雙打方面，四强賽先由隴西隊對臨濮隊較量，隴西隊
有驚無險以三比二勇克臨濮隊進入決賽。另一戰線為媯汭隊
和西河隊之爭，結果西河隊不敵媯汭隊兩位强攻型乒將以〇
比三敗陣。決賽場一役，媯汭隊兩位好將保持水平，一路先
發制人，爭取主動權，最終再以三比〇勇奪該組冠軍，隴西
隊屈居亞軍，西河隊、臨濮隊同得季軍。
      現在本屆宗聯盃乒賽各項比賽已全部結束，經五位宗聯乒
委會成員總結各組的成績後，榮獲本屆乒賽總冠軍的隊伍為
江夏隊，該隊以四金二銀二銅之總分榮奪王座，有關頒獎日
期，經宗聯各位領導和乒委研討後將另行公佈。

致公黨第一支部
擇訂於十月三十日招賢納士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在歷屆理事長之英
明領導下，全體理監事同心協力，使會務不斷向前推進，為
配合形勢的需要，增加新生力軍。現擇訂于二零二二年十月
三十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大放洪門，開圩架橋，招賢納
士。在本支部（245 maria clara street barangay 119 between 3rd 
and 4th avenue caloocan city cheekungtong）大禮堂五祖廳檯前舉
行加盟儀式。

本支部在歷屆理事長英明領導下，配合全體理監事通
力合作，會務蒸蒸日上，實為洪門中堅份子。此次為拓展會
務，特大放洪門，招賢納士，廣邀華社賢達之士前來加盟，
以發揚光大洪門愛國愛民之基本原則，傳承中華民族「守望
相助」之優良傳統，為昆仲謀福利，為菲華社會作出無私奉
獻。

番申請入會之新丁均為僑社賢達，商界名流。務希諸理
事踴躍介紹新黨員前來參加，以利儀式之進行，屆時本支部
特邀請洪門五屬諸位大哥蒞臨觀禮指導。

致公黨第一支部召開小組會議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擇訂于十
月二日（星期日）下午吉時，假座本支部會所議事廳（245 
maria clara street barangay 119 between 3rd and 4th avenue caloocan 
city cheekungtong）召開小組會議，討論有關換屆事項，敬請
各位理監事踴躍撥冗出席參加，共商策劃，以利黨務之進
展。

英園同鄉會週日召會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謹訂於國曆二零二二年十月二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準時)，在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四樓
會議廳(4th Floor, 1322 Jose Abad Santos Avenue, Tondo, Mla.)，
召開本會第七十三連七十五屆理事會第十六次理事常月會
議，討論有關新屆就職慶典及推展會務活動等各項重要事
宜。屆時，恭請本會諸常務顧問、諮詢委員等蒞臨列席指
導，同時並希全體理事鄉僑撥冗踴躍出席，共商策劃，以利
會務之順利推展。同時並藉機加強聯系，敦睦鄉誼族情，勿
外為盼！

中國商會武六干分會首屆就職
旅菲英園同鄉會領導出席同慶
洪鴻騰慨捐英園鄉會教育基金

　　旅菲英園同鄉會訊：國曆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星
期日）上午十時，菲律賓中國商會武六干省分會在Unit T5, 
Jolly Industrial Park, Bypass Access Road, Brgy. Parulan, Plaridel, 
Bulacan隆重舉行慶祝成立暨首屆職員就職典禮洎會所奠基儀
式，本會洪文教主任鴻騰鄉賢年青有為，式孚眾望，榮膺首
屆會長。宏才大展，殊堪祝賀！是日，在洪理事長文煙鄉賢
的率領下，本會理事鄉僑多人應邀出席觀禮，同襄慶賀！僑
社各大團體貴賓，冠蓋雲集，場面熱鬧又壯觀！
洪文教主任鴻騰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會務，關心鄉會青
少年下一代之文教福利，為人慷慨豪爽、樂善好施！履新喜
慶之際，猶不忘本會莘莘學子之文教福利，當場慨捐菲幣壹
拾萬元，設立令尊慈『洪源城／施錦芳賢伉儷獎助學教育基
金』，藉以嘉惠鄉會囊螢映雪、發憤苦讀之青少年學子，獎
掖後進，利於當代，功在鄉族千秋萬代！義舉仁風，殊堪景
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讓德吳氏華文教師聯誼會
本週日（十月二日）慶中秋

菲律賓讓德吳氏華文教師聯誼會訊：本會為聯絡族

師間之情誼，自成立以來，年年皆舉辦慶祝中秋節會員聯

歡會，然而自2019年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卻錯失欢聚良机，

如今疫情稍見紓緩，日常生活也漸趋正常化，吾族師们也

皆迫不及待的盼望相見以解睽違三載中秋之思念！謹訂於

本週日（十月二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讓德總會二樓舉

行壬寅中秋會員聯歡會，歡迎本會會員（包括已退休族

師）準時撥冗出席參加盛會，同享佳節投骰博彩之樂趣。 

本會一向推行「守時運動」，依慣例若不準時蒞場者將會被

拒於會場之外，因此，特登報通知全體會員千萬不要遲到，

以免錯失共慶佳節之良機。並請各位會員注意，別忘了攜帶

會員證以資識別，未辦理或遺失會員證者，必須攜帶近照及

所服務學校之識別證（ID）當場辦理。若忘記攜帶會員證者

必須繳交菲幣壹佰元罰款才准予進場參加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