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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的時候
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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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韻悠長
汪小科

 隨著時間的推移，秋淡出了人們的視

線，冬撩開季節更迭的序幕，以莊嚴的姿態

向我們走來……

冬，沒有繽紛的景象，沒有迷人的誘

惑，卻冷靜沉穩，孕育萬物，有著別樣的氣

韻。立冬過後，最為壯觀的景致莫過于漫山

遍野的楓葉了。它們有的黃燦燦如金一般掛

滿枝頭，有的紅彤彤如霞一樣染遍山谷。那

濃郁的色彩一滴滴滲入葉脈，浸潤出醉人的

色澤，給這個日漸蕭條的季節平添了許多風

姿。隨著風雪的日子漸漸來臨，楓葉也化作

飛舞的彩蝶一片片棲落于大地。它們瀟灑自

如地隨風飄起，似在季節的舞台上盡顯最後

的風流。那紅光掠影，幽香陣陣，送走了秋

的蕭瑟，迎來了冬的生機。我捧起一片紅

葉，輕輕吹拂著，不禁吟起那句：「落紅不

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冬天裡，雖然清晨的霜，傍晚的風都

滲透出絲絲寒意，但在白天，天空明淨高

爽，陽光通透澄澈。都市繁忙下，可靜默生

活；倚窗而讀時，能潛入幽境。閒暇時推門

望去，可見庭院內枝條交錯，落葉紛飛。一

些碩大的枯葉，在太陽的照射下閃出油潤的

光芒。經霜的菊花雖顯瘦弱，但傲人的風骨

更甚。被鳥雀啄食過的南天竹果實即使不復

華美，在八角金盤的襯托下也依然泛著紅

光。幾隻麻雀飛來覓食，發出「咻咻咻」的

叫聲。還你一言我一語，各有各的節奏，像

是在合唱一支美妙的歌。

傍晚時分，暮雨瀟瀟，能聽到過路人

傘蓋上「沙沙沙」的雨聲。時而稀疏，時而

稠密，彷彿整個世界盡在雨中。到了夜裡，

樹的縫隙間只是「嘀嘀嗒」落下幾點水滴，

便是雨快止住了。此時，站在樹下，會感到

夜氣凝滯。許久，才有大氣穿梭。頭上的枯

枝聲瑟瑟，腳下落葉聲蕭蕭，片刻即止。隨

後，在寂靜的夜裡又能聽到隱隱寒風的呼嘯

聲，忽遠忽近……

這一切，須細心揣摩，才能體會到其

中的悠然閒適，然後隨心而靜，隨遇而安。

冬天的雨伴隨著冷風，如針刺骨，但

也乾脆、灑脫。一場冬雨一場寒，終有一

天，冬雨會把殘存的秋韻全部捲走，晨起拉

開窗簾，能看到玻璃上形態各異的冰花，有

的像山，有的像樹，有的像花……繼而再看

到滿天飛舞的雪花。而在雪白、沉寂的深冬

裡，又孕育著來年春天的希望。

冬 ， 風 姿 獨 特 ， 靜 而 從 容 ， 沉 穩 有

序，積蘊希望。它的不凡氣韻，能激勵著我

們堅韌不拔，奮發向上，一往無前！

一路向前
奔騰不息

陳建明
　　每個人的血脈裡都流淌著一條河流。
　　我生命中的那條河流，並不寬闊，也
並不偉岸。它始于遙遠的新邵觀音山下，
積涓成流，待及故鄉漣源，儼然已長成秀
色可餐的少女。
　　小溪得青山宜養，水清且淺，卵石與
游魚歷歷可數。兩岸稻菽飄香。
　　炎炎夏日，一放學，我們便急匆匆衝
至河邊，撲通撲通跳入河裡，滌去一天的
溽熱。彼時，夕陽灑落在波光粼粼的水
面，搗衣的婦人在金柳下搖落一聲聲銀鈴
般的笑。水草豐美，萬物生長，彷彿要將
這滾燙的人間攢成詩、攢成歌、攢成畫。
　　陽光明媚的午後，孩子們光著腳丫，
提著褲腿在河裡逍遙，所到之處，嚇跑了
魚，驚散了鴨，趁著大人們打個馬虎眼，
往溪流裡一滾就地化成了一條潑剌剌的
魚。倘若靜立于溪澗之下，還能聽到大山
在歌唱。
　　在一些有露的清晨，河面蕩起了白
霧。遠山近水、田園村舍，都籠罩在如夢
如幻的輕紗裡。霧氣飄渺，彷彿撩動輕
紗，一葉輕舟就會分開白霧，滿載著山間
果實的芬芳與兩岸稻菽的豐收，橫江而
來。
　　入夜，一切歸于寂靜，河流之上的村
莊也沉睡于星星點點的螢火裡。
　　別看河流溫柔旖旎，偶爾也有任性發
狂之時。它一改往日的溫和，咆哮而來，

裹挾著泥沙滾滾而下。它衝破山的阻礙，
岸的規制，狂奔數十里，肆無忌憚地吞沒
兩岸的良田莊稼。洪水退卻後，滿目瘡
痍，留給人們的是無盡的深思……
　　從漣水上遊走出的我，心中始終澎湃
著一條河流。它流淌過我的童年與少年，
一路陪伴我成長，激勵著我求索。最終，
是河流的呼喚，讓我又一次回到了這裡，
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漣水河畔，日夜聆聽它
如歌的流水。
　　我親身參與並見證了推進農村廁所改
革、沿河兩岸嚴禁養殖污染、狠抓工業污
染、實施沿河風光帶河堤工程治理等一項
項河流生態保護措施的實施。保護青山碧
水，守護母親河，是故鄉對遊子的召喚，
也是一個遊子對故鄉深情的守望。
　　往日那略帶野性的河流，重又恢復了
清明如玉。
　　一條河流的光影裡，總是留下無數不
朽的詩篇。河流自遠方而來，穿城而過。
水的靈性與多情，山的偉岸與無私，造就
了小城的秀婉與寧靜。城以水而名，因水
而興。漣水之源，古埠藍田。鎮因「此地
宜藍」得名，也以「種玉藍田」而欣。
　　曾經，這裡商賈雲集，樓閣遍地，宛
若一處繁華的「小南京」。很多年過去
了，那河流之上的舟楫催發，流年裡不曾
遠去的槳聲燈影，還久久徘徊在小鎮人們
永不褪色的繁華舊夢裡。
　　小鎮時光是慢的。青石老街鋪面，家
家門口擺滿花花綠綠的百貨南雜，往裡一
瞅，深邃幽遠，一直通到時光深處。其
實，屋後是一汪碧水，青石磊磊。河邊搗
衣的、洗菜的、洗馬桶的，笑聲、罵聲，
混雜在長長的吆喝裡。小巷深處，古老的

藍溪橋橫臥溪上。路面青石久遠，顯露出
鏡面般光滑的花紋來。憑欄倚立的石獸，
蹲守人間已久，面目逐漸模糊。從橋這頭
抬腳邁上石階，迎面就觸及對岸的煙火。
橋上三五知己碰面了，未及寒暄，車子籃
子擔子、鍋碗瓢盆便叮噹響作一團。湊熱
鬧的，還有那裊裊的煙波。
　　小城枕山環水，抗戰時期，其獨特的
地理位置吸引了無數躲避戰亂而搬遷至此
的高等學府。著名的國立師範學院便發軔
于斯。時光久遠，國師李園不復，但絃歌
不絕，彷彿又讓人回到了那舟楫相接、輻
輳相繼的繁華盛景。
　　從古老的藍溪橋漫步而行，秀美的沿
河風光帶延綿數十里。
　　溯游而上，墨溪河水波明澈，兩岸白
塔入雲，青山倒影，風雨橋橫貫如虹。夕
陽西下，河上金光閃閃，映照著三甲古村
落，也映照著廣場上人們的笑臉。
　　沿河而下，則可直抵漣水河東岸。夾
矗于湖光山色中的沿河風光帶已成為美麗
新城。人們傍河而居，曉看山色暮看雲，
盡情享受山水之城帶來的安詳與寧靜。而
在距離下游壩口不遠之處，一個個新的家
園正拔地而起。
　　夜幕降臨，漣水河畔人聲鼎沸，成了
燈的海洋、光的世界。開車漫行于河邊，
猶如走進了一幅秦淮河邊的光影畫卷。
　　小時候，我常常佇立于河邊，遐想著
小河流向何處。
　　一條河有一條河的走向，一條河有一
條河的夢想，或奔騰入海，或潤澤山川。
從遙遠的山間奔流至此的漣水河，攜著人
們詩意棲居與美好家園之夢，一路向前，
奔騰不息。

仙沓古律斯志願防火會慶典
楊安雄熱心公益慨捐福利金

仙沓古律斯志願防火會訊：新曆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
日（星期日）晚七時，金海灣酒家二樓燈火通明，喜迎來仙
沓古律斯志願防火會慶典就職的大好日子，本會迎來三十春
秋進入第廿七、廿八屆全體職會員慶典活動，王聖惠先生
眾望所歸榮膺新屆理事長。當晚，嘉賓雲集，熱鬧非凡，盛
況空前。本會榮譽理事長楊安雄先生當晚慶典活動特捐菲幣
二十萬元正，充做吾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
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內坑鎮聯鄉總會週二召會
菲律濱晉江市內坑鎮聯鄉總會訊：本會訂於二○二二年

十二月六日（星期二）下午七時，在本會會所（UNIT#2602-
2603，WORLD TRADE EXCHANGE，215 JUAN LUNA ST.，
BDO. MANILA）召開第十四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屆時敬請全
體理事撥冗出席，會後餐敘假王彬街大連酒店。

宋戴宗親總會召會
菲律濱宋戴宗親總會訊：本會謹訂於二○二二年十二月

八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在本會所七樓議事廳召開第七十九
連八十屆理事會第七次理事會議，報告會務及討論有關工作
事宜。希各位理事屆時撥出寶貴時間參加是荷，共商策議，
以利會務進展。

錦馬林氏週日召會
菲律濱錦馬林氏聯鄉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四日(星期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會所舉行第六十二屆理事會第
十二次線上ZOOM及線下現場結合會議。

會後敬備午餐招待。敬請本會永遠名譽理事長、名譽理
事長、諮詢委員暨全體理事撥冗出席，共策會務開展，以收
集思廣益之效。

為了激勵菲律賓華教工作者疫後再攀新高
華教中心恢復宿務無名氏校長教師獎評選

華教中心訊：本中心與「紀念『宿務無名氏（引叔）』
施維鵬優秀華校校長獎、模範華語教師獎」設獎人商議後決
定于2022-2023學年度恢復該獎項，現已啟動評選工作。本中
心將于下個星期郵寄「推薦方法」和「推薦表」到全菲各華
校，請各華校注意接收。截止接受推薦的日期為2023年1月6
日。

1984年，施維鵬老先生以「宿務無名氏（引叔）」的
名義設立基金，對菲律賓的優秀華校校長和模範華語教師進
行獎勵。2004年9月8日，施維鵬老先生辭世。後裔施嘉駿先
生向社會公佈先父的善舉，表明其秉承先父遺志的決心，宣
佈將繼續資助該獎項。至2019年，該獎項已經連續舉辦了35
年，被譽為菲律賓華教界的「諾貝爾獎」。為了表彰施維鵬
老先生和施嘉駿先生對華文教育的支持，中國國僑辦先後于
2011年和2017年授予施嘉駿先生「熱心海外華文教育傑出人
士」榮譽稱號。2020年至2022年，該獎項因為新冠疫情被迫
暫停兩屆。今年鑒于各華校已經陸續恢復面對面教學，為激
勵華教工作者疫後再攀新高，本中心與設獎人乃決定恢復該
獎項。

（一）本年度優秀華校校長獎的被推薦人資格如下：
服務華校至少10年，在現職華校至少連續滿5年擔任專

職校長；在華校任職期間有優良表現；未曾得過本獎項。被

推薦者需撰寫《建設智慧化校園，實現智慧化教學》論文一
篇，字數不得少于1600字；必須由本人用楷書黑筆繕寫，不
可列印，並複印9份。

優秀華校校長獎被推薦人的「推薦表」由本人填寫，
如有不敷填寫之處，請加貼浮簽，切莫塗改。被推薦人必須
提供兩張近期照片，一張貼在推薦表上，一張連同推薦資料
送交主辦單位。「推薦表」處理完畢後，請送予被推薦人所
在華校董事會或者學校主辦單位蓋章，負責人簽字後必須密
封，然後與參選論文原件以及9份複印送予本中心。「推薦
表」若無密封，以作廢處理。

（二）本年度模範華語教師獎的被推薦人資格如下：
服務華校至少8年，在現職華校至少連續滿4年主管或

執教華語課；在華校任職期間有優良表現；10年內未曾得過
本獎項；10年前曾得過本獎項者須在獲獎後有特出表現。被
推薦者需撰寫《恢復面對面教學後，如何快速提高課堂教學
實效》文章一篇（中小學）或《網課教學中，如何培養幼兒
良好的生活習慣》文章一篇（幼稚園），字數不得少于1000
字；必須由本人用楷書黑筆繕寫，不可列印，並複印9份。

每所華校可推薦幼稚園、小學、中學華語教師各1人。模
範華語教師獎被推薦人的「推薦表」由本人填寫，如有不敷
填寫之處，請加貼浮簽，切莫塗改。被推薦人必須提供兩張
近期照片，一張貼在推薦表上，一張連同推薦資料送交主辦
單位。「推薦表」處理完畢後，請送予被推薦人所在華校蓋
章，校長簽字後必須密封，然後與參選論文原件以及9份複印
送予本中心。「推薦表」若無密封，以作廢處理。

「紀念『宿務無名氏（引叔）』施維鵬2022-2023學年度
優秀華校校長獎」的名額為1名，獲獎者可獲獎金30萬比索和
獎盃一座；「紀念『宿務無名氏（引叔）』施維鵬2022-2023
學年度模範華語教師獎」的名額至多15名，獲獎者可獲獎金
10萬比索和獎盃一座。

菲律賓華文教育離不開祖籍國的幫助，離不開菲律賓華
僑華人的支持。菲律賓華文教育正朝著正規化、標準化、專
業化的方向發展，更需要一批決心獻身本國華教事業、一批
在華語教學一線表現突出、一批擁有華文教育專業知識的華
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為了激勵本國華語教師為華教事業作
出貢獻，表彰當中的佼佼者，在祖籍國和華社熱心人士的支
持下，本中心推出不同導向的華校華語教師獎勵專案：紀念
「宿務無名氏（引叔）」施維鵬優秀華校校長、模範華語教
師獎已經舉辦了36屆，重在獎勵表現優秀的校長和老師，老
師每隔十年可再次獲獎，獎金為優秀華校校長三十萬比索、
模範華語教師十萬比索；菲律賓中信慈善基金會的「中信菲
律賓華校華語教師專業獎」已經舉辦了9屆，重在獎勵教育
專業的老師，每隔三年可再次獲獎，獎金為教育博士三萬比
索、教育碩士兩萬比索、教育學士一萬比索；中國國僑辦優
秀華文教師獎已經舉辦了五次，重在表彰堅守崗位的老師，
「中國大使教育基金」為此獎項提供獎勵金，已經舉辦了3
屆。三個獎項各美其美，各放異彩，必將有力推動華語教師
隊伍的建設，促進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發展。

廣總喜慶臨門
舉行公益教育基金會董事
華文教師聯誼會職員就職典禮

暨慶祝聖誕聯歡會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十一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本市馬尼拉歌劇大酒店

八樓宴會廳（Manila Grand Opera Hotel 925 Rizal Ave.cor.Doroteo 
Jose st.，Sta.Cruz，Manila）舉行本會公益教育基金董事就職，
華文教師聯誼會職員就職，暨慶祝聖誕節聯歡會。

公益教育基金會董事恭請總會名譽理事長兼教育基金會
關傑明名譽董事長監事誓。

華文教師聯誼會職員恭請總會理事長兼教師聯誼會朱民
輝指導員監誓，同時恭請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朱新富律師任
大會主講人.

教育基金會董事，教師聯誼會老師，總會理事，婦女
組，青年組，以及粤僑團體將會出席大會。

此次盛會全部餐飲皆是由朱民輝董事長自掏腰包招待
的。

茲將廣總公益教育基金會第十屆董事芳名列后：
創會會長兼名譽董事長：黃錫堃
榮譽董事長：鄺耀宗
名譽董事長：關傑明
董事長：朱民輝
副董事長：趙啟平、丁華生、呂廷耀 關德蓮
秘書長：余衛強
財政：關德蓮（兼）
稽核：關婉華
董事：（排名不分先后）周玉梅、陳樹槐、朱棟山、

黃錫屏、李佩珍、朱新富、蔡友鐵、鄺炯鴻、鄺炳炎、關
秀蓮、鐘麗貞、高武宗李秀美伉儷、蔡志河、趙鶴年、黃瑞
仙、任玉萍、李金華、潘瑞文、關輝興、關汝安 張茜莉伉
儷、莫美蓮、黃嫦娥、黃蓮芳、余麗嫦、陳美智、林蓮娣、
劉英鳳、江麗卿、陳素華、馬鳳笑，周松盛昆玉。

廣總華文教師聯誼會第十一屆職員芳名列後：指導員：
黃錫堃、趙啟平、關傑明、朱民輝常務顧問：關德蓮

名譽會長：劉英鳳、劉英蘭、宋寶玉
會長：李如好
副會長：方永輝、黎寶蓮
秘書長：余衛強，副秘書長：宋寶玉（兼）
中文文書：林美雲，英文文書：余威德
財政：許婉玲，副財政：翁薏薏
總務：葉羅莎，副總務：陳卿卿
學術：劉英鳳（兼），副學術：劉英蘭（兼）
稽核：蔡天送，副稽核：翁薇薇
聯絡：伍杏玲，副聯絡：林瑪莉
康樂： 王金鍊，副康樂：李美玉。

吳天寶吳林愛莉伉儷
為郎授室喜捐聯誼總會福利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常務理事吳天寶理事吳林
愛莉賢伉儷于2022年11月19日下午3時假座SHRINE OF ST. 
THERESE OF THE CHILD JESUS為令幼郎亦即本總會理事世
杰同志舉行授室之儀。婚禮現場極顯隆重溫馨之情，眾親戚
友觀禮之際大讚一對新人郎才女貌，實乃天作之合。

是 日 下 午 6 時 假 座 萬 豪 酒 店 （ M A N I L A 
BALLROOM,MARRIOTT HOTEL）舉辦大型囍宴招待親朋好
友，婚宴現場極盡富貴堂皇之氣。大家盡享美食佳餚之餘同
祝新人百年好合，永浴愛河。

常務理事吳天寶理事吳林愛莉同志為人豪爽，交遊廣
闊，歷來關心愛護本會。此番為郎授室喜慶之餘，特捐本總
會福利金三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總會敬領之餘，特
藉報端恭賀，並申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