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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似瓊花映春光
朱先貴

國家將新冠病毒感染將由「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
管」， 2022年12月8日全面放開後，感染新冠的人或越來越多，當
人們還糾結在與病毒對抗的焦慮、恐慌中，兔年的第一場春雪悄
然而至，紛紛揚揚地灑落在田間、地頭、房舍的瓦脊上，灑落在
人們抗疫「陽康」後重新獲得自由的輕鬆慰藉中。

一盞盞燈籠映紅臉頰，一幅幅對聯口耳相傳，臘月二十三小
年鞭炮聲響徹雲霄，一扇扇農家大門，就像一張張歡樂的笑臉，
迎著飄飄灑灑的瑞雪，迎著春天的腳步笑顏逐開。

從午夜到凌晨，一片片雪花從蒼茫的天宇輕盈而來，悄悄地
覆蓋了山川草木，掩去塵世的喧囂，讓世界回歸澄澈與寧靜。紛
紛揚揚的雪花一夜之間鋪滿了大地，覆蓋了人間所有的不愉快，
眺望原野「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2023年的第一場春雪，比以往來得更快。成千上萬片雪花漫
天飛舞，像銀色的蝴蝶，像潔白的花瓣，像輕盈的羽毛，好像是
蝴蝶在空中翩翩飛舞，一會兒落在屋簷下，一會落在樹枝上，趁
你不注意的時候它又落入你的臉上，當你伸出手的時候要去接住
它的時候，它卻又從你的手心裡溜走，就這樣一直下著……從凌
晨再到午後，雪如同魔術師一般頃刻間把房屋、樹木都裝扮得如
同一個粉雕玉砌的童話世界。

「瑞雪兆豐年，風雨送春歸。」飛揚的雪花恰似一朵朵晶瑩
剔透、純潔如玉的迎春花，跳著輕盈的舞蹈迎接春天的到來。也
許是 「暖冬」的緣故，雪中少了寒冬臘月的寒冽之氣，多了一絲
初春的柔和，瞭望四野，一木一草、一景一物，分外妖嬈。

「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雪映春光，一個振
奮人心的好消息叢遠方飛馳而來：1月14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表
示，現在二級以上醫療機構一共開設的發熱門診是1.64萬個，基
層醫療衛生機構開設發熱門診或者發熱診室是 4.31萬個，全國發
熱門診的診療量在2022年12月23號達到高峰，是286.7萬人次，之
後是持續下降到1月12號回落到47.7萬人次，較峰值時的數量減少
了 83.3%。這無疑是雪地裡升起了又一道靚麗的風景，讓人們從
陰霾的困境中看到了希望，也為兔年開局增添了無限的活力。

佇立雪野，接幾枚雪花在掌心，聽雪花滑過髮梢的呢喃。
任憑雪花掛上睫毛，開在髮梢……輕輕撫摸生活中曾經的失落迷
茫、寂寞與平淡、紛擾和羈絆，即使片刻，即使剎那間，在一場
雪裡都能得到切切實實地安撫。

雪花從一望無際的天空輕輕飄落下來，紛紛揚揚、飄飄灑
灑......一朵朵、一片片晶瑩如玉，潔白無暇，像天上的仙女撒下
的玉葉、銀花，又像天宮派來的白色天使，是那樣的美麗，無私
的把大地裝扮成了童話中的白色王國，給人以無限的遐想。潔白
的雪以優美的弧度，展示出2023年最新最美的衝浪，以勇猛精進
的大無畏氣概，澈底澄清華夏大地新冠病毒的殘餘陰霾；在複雜
多變的國際環境中，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穩增長迎來一個燦爛的春
天。

宏闊的風，挽起雪的纖手，在大地的掌心飛舞。雪，墜落成
詩。

行走在潔白的雪地上，留下通向遠方的腳印。回頭遙望，卻
發現人們已經走遠，彷彿人的思想意念已經隨著前行的腳步去了
遠方。

雪花散發著
春天的氣息

張希良
早晨醒來，看窗簾透過的光線就感覺和平日裡不

太一樣。拉開窗簾，簡直要亮瞎我的雙眼，窗外竟然是
一片銀裝素裹的世界。今年的雪還是趁著夜色，靜悄悄
地來了。

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這也是2023年嶄新的
雪。

「好飯不怕晚。」雖然這場早就該來的雪，用不
著等在這春節來臨之前才來人間。讓人盼得有點兒累
了，甚至不抱希望了。這遲來的雪，也許是正常的自
然現象；也許真的是「暖冬」的嚴重後果。今年這個
冬天，確實不像個冬天樣兒。在這數九寒天裡，老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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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著窗外嘀嘀嗒嗒的雨聲，內心感慨；祈求上蒼的青
睞，讓那鵝毛大雪趕快降下來。盼星星盼月亮，今晨終
于盼來了這瑞雪一場。民間諺語就說：「雨打底子下大
雪。」

打了兩天的底子，真還就捂下了這場鵝毛大雪。
我興奮得就像個小孩一樣。雪雖然還在不停地下著，我
卻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都這麼一大把年紀了，踉踉蹌
蹌地跑到雪地裡用手機照相，多虧沒跌個四仰八叉，在
鄰居們面前出個大洋相。

古往今來，許多文人墨客用生花妙筆，留下了詠
雪的絕美佳句。岑參曾寫道：「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
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詩
人用黑色的筆墨，寫出了白雪的純潔。

我之所以如此喜歡下雪的天氣，不僅僅是因為它
的美麗，潔淨。更因為母親是在過小年辭灶神的時候生
下的我，那天也是母親自己的生日。等我長大了，成家
立業了，我又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臘月十九迎來了我天
使般的女兒。雪不僅和我有緣，它和我的母親和我的女
兒也有緣。我們都是頂著雪花，來到了這個人世間。所
以我對雪，一直以來情有獨鍾，格外地喜歡。

雪不僅能滋潤萬物，還能淨化空氣。喜歡雪，可
能與我性格也有關，因為我喜歡靜，即便再大的雪，
下起來也是悄無聲息的。不像那電閃雷鳴的雨，聽著煩
人、看著嚇人、一不小心水災還能禍害人。而這雪，卻
是溫柔靜怡。

雖然雪花還在紛紛擾擾地飄著，但我似乎感覺到
了雪花後面帶著的那股春的氣息。身處白雪世界，我真
的已經感受到了春暖花開的氣息。

古詩詞中過小年
于悟秀

在我們北方地區，每年臘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戶
戶都要祭灶辭灶。

年畫中的灶王神，面紅目善，髭鬚長飄，讓人驀
然想起唐代孫緯的「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髯長似綠毛
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灶時」的詩句來。
閒來讀讀古人的祭灶詩，真能感受到古人過年的氛圍
和心境。

晚唐詩人羅隱在《送灶》詩中寫道：「一盞清茶
一縷煙，灶君皇帝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
章不值錢。」羅隱史稱「十上不第」，那時的他家貧
如洗，年關送灶神時只能供上一杯清茶一炷香，故而
感慨「文章不值錢」。

宋代蘇軾在《縱筆》中寫道：「北船不到米如
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隻雞鬥酒定
膰吾。」

北邊來的糧船還沒有到，大米的價錢竟如珍珠一
般昂貴，近半個月以來，我都不知道吃飽和喝醉是什
麼感覺了。

但為人豁達的蘇軾，雖然歲末生活窘迫，卻依然
樂觀向上，相信明天鄰家小年祭灶的雞酒，一定會拿
來與我同食。生活不如意，也不要放棄，因為總有美
好的事情在前方等待。

祭灶詩中，描寫喜慶景象的居多。如宋代陸游在
《祭灶與鄰曲散福》中寫道：「已幸懸車示子孫，正
須祭灶請比鄰。歲時風俗相傳久，賓主歡娛一笑新。
雪鬢坐深知敬老，瓦盆酌滿不羞貧。問君此夕茅簷
底，何似原頭樂社神？」在祭灶節這天，陸游邀請鄰
居來家飲酒納福，雖然菜蔬簡陋，瓦盆清供，可眾人
卻不以為意。即使在茅房草屋之中，也和在田間地頭
祭祀土地神一樣熱鬧。

我覺得最有儀式感的當屬宋朝范成大的《祭灶
詞》了。

「古傅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
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熱雙魚鮮，豆沙甘
松粉餌團。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灶君喜。

婢子鬥爭君莫聞，貓犬角穢君莫嗔；送君醉飽
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雲，乞取利市歸來分。」臘月
二十四是祭灶日，這一天，灶王爺要上天去言事。一
家人就在家裡準備豐盛的供品祭祀。

男子祭祀，女子迴避，敬酒燒紙錢，灶王爺最
是歡喜。灶王爺飽餐一頓之後，上天言事就不說那些
不好的家長裡短，只祈求他帶回來利市與我們一起分
享。

最有趣味的，當屬宋代劉克莊的《歲晚書事》
了。「門冷如冰盡不妨，由來富貴屬蒼蒼。誰能卻學
癡兒女，深夜潛燒祭灶香。」兒女深夜偷偷燒香祭
灶，效仿起大人的做法來，可見祭灶的習俗在我國民
間影響之深。

曾丘總會訂週日頒發
族親華文教師獎勵金

菲律濱曾丘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為發揚中華固有文化，
尊師重道之傳統，欽佩從事筆耕生活的族親們，不懈努力，
誘導菁莪認識中華文化，辛勤薪傳工作，樂育英才，奉獻愛
心，每逢春暖花開，普天同慶的農曆春節，倡辦全菲族親華
文教師獎勵金迄今，本年度循例繼續舉辦第卅一屆，茲訂於
二○二三年新曆二月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座大連海
鮮酒家（LIDO DE PARIS SEAFOOD RESTAURANT，LIDO DE 
PARIS HOTEL，1036 ONGPIN ST.，STA. CRUZ，MANILA）
舉行春節聚餐聯歡會，同時頒發本年度第卅一屆華文教師族
親獎勵金，凡吾族親華文教師，希請偕同伉儷出席參加盛會
以及領獎，是日由本會邱理事長允堅宗長負責招待，依舊由
本會全體理事暨夫人、青年組出席觀禮陪席，表達心意，以
示尊崇與宣慰族親老師的辛勞，屆時老少族親匯聚一堂，樂
敘宗誼，同慶春節云。

仙範菲華商會舉行
癸卯年春節聯歡

仙範菲華商會訊：茲訂國曆二月五日（癸卯年正月
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假座仙範富臨魚翅海鮮酒家（GLORIA 
MARIS GREENHILLS SAN JUAN CITY）舉行癸卯年春節聯
歡。屆時恭請諮詢委員、常務顧問、永遠名譽理事長、榮譽
理事長、正副理事長及諸位理監事屆時身著深色西裝，女士
可穿GOWN或其他正裝準時參加，以補拍第七十二連七十三
屆職員就職像。以茲紀念。望各位前輩及理監事踴躍參加。
為安排席位出席人數可以與JENET確認（群組內），以便安
排相應桌位，謝謝各位合作。並祝新春快樂愉快，身體健
康，闔家大小平安順利，生意興隆發達，財源廣進。

仙沓古律示志願防火會
週六召會

仙沓古律示志願防火會訊：本會訂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四
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假座世紀海鮮家召開第廿七連廿八
屆第三次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有關會務事項，召會期
間適逢農曆新春之際，理事長王聖惠備有甜粿贈送每位出席
之士，以表來年生意興旺發達。

華語師資造血計畫
即日起接受新生報名
華教中心請各華校

積極推薦高中畢業生
華教中心訊：為了緩解菲律賓華語師資力量不足的問

題，本中心所啟動的華語師資「造血計畫」將於下一學年
再次選派一批學生，前往中國高校進行華文教育專業的本科
學歷學習，歡迎各華校推薦應屆高中畢業生，並向本中心報
名。

缺少華語教師是海外華文教育的「老大難」問題。本
中心於2004年啟動了華語教學師資隊伍的「造血計畫」，爭
取中國有關部門及相關大學為留學生提供獎學金，鼓勵本國
僑領或華社團體解決獎學金之外的其他費用，選派有志於華
語教學的高中畢業生赴中國進行華文教育專業的本科學歷學

習。在本中心有效的後期管理下，「造血計畫」畢業的學生
都能夠保證學成返回華校至少服務五年。

「造血計畫」啟動至今已經有19個春秋，來自大馬尼
拉、呂宋、米沙鄢、棉蘭老四個地區42所華校的284名學生
前往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廣西師大、北京語言大學、重慶
師大、華北電大、廈門大學、廣東外藝、廣州幼師、江門幼
師、福州幼師等就讀。其中，已學成歸國、毅然投身服務菲
律賓華教事業的有220位，教齡最長者為16年。很多通過「造
血計畫」培養出來的華語教師已經成為所服務華校的骨幹教
師、中文主任、校長。

俗話說，靠人不如靠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間，「造血
計畫」所培養的本土華語教師成了各校的教學主力，充分體
現出培養本土華語教師的重要性。本中心希望各華校積極宣
傳，鼓勵應屆高中畢業生踴躍報名。

凡有志從事華文教育工作的本國華校中英文應屆高中
畢業生，都可通過所就讀的華校向本中心申請參與華語師資
「造血計畫」。申請必須準備以下資料：1、遞交報名表一
式兩份；2、遞交高中成績單及畢業證書；3、遞交學校推薦
信一式兩份；4、申請者自己書寫的200字以上的陳述申請一
份，內容是自己學習漢語的背景以及赴華學習的目標，可用
中文或英文書寫，必須列印出來並由申請人簽字。

本中心將為錄取者申請中國留學獎學金，其餘費用由熱
心人士贊助。接受獎學金者，到中國就讀華文教育四年本科
專業，不得半途輟學。學成後，必須服務華校（首選服務推
薦學校）至少五年。

報名日期從即日起至2023年3月1日。各華校收集整理完
申請者的資料後，可與本中心師資部職員黃麗明聯繫（座機
電話82412906或者82427860轉118）。

本中心將於今年4至5月份公佈初選結果。錄取者須與本
中心師資部聯繫，準備後續的報名手續。

葉繡寶紀念基金今年
批准十五人住房補助
多位熱心人士贊助

本年度住房補助受惠者
葉繡寶老師紀念基金管理委員會訊：本會於1月26日在華

教中心會議室召開第22次會議。經過與會成員的討論後，一
致通過批准15位教師的2023年住房補助申請。名單如下：

郭貴鉛（中西）、吳明炫（中西）、謝麗詩（中西）、
許秀瓊(中山)、黃麗妮(中山)、陳勵勉(巴西中華)、莊莉莉(巴
西中華)、莊麗華(中正)、吳禮智(普賢)、陳美莉(尚一)、姚秀
美(能仁)、黃蘊茹（崇德）、黃瑛瑛(基中)、李雪玲（計順基
督）、黃淑珩(慧光)。

以上15位老師今年全年每月可獲住房補助1,200比索，分
為四次發放，期限為一年。補助期間如發現情況不實，本會
將隨時停止補助。

多位熱心人士再次奉獻愛心，捐款贊助住房費用，展現
了菲華社會的仁人善士繼續支持華教事業、關心華語教師的
高尚情操。

曾景祥黃碧允愛心文教基金會贊助姚秀美、黃瑛瑛兩
人，吳秀瑞贊助許秀瓊、黃蘊茹兩人，黃品品贊助陳勵勉、
吳禮智兩人，林燕燕贊助李雪玲一人的住房補助。

1月30日，蔡欣宜、Luisa Tee Te分別向「葉繡寶老師紀念
基金」捐款一萬比索，共計兩萬比索。

2022年5月，「咖啡會」通過華教中心主席黃端銘瞭解到

該中心針對菲律賓華語教師的福利專案後，當即表示願意出
資一萬比索，贊助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該會由數位
日常相聚、喝咖啡聊天的菲華各界人士，「咖啡會」為老友
之間的戲稱。「咖啡會」於2022年先後四次捐款，合計捐獻
四萬比索，均用於贊助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10位受
惠者分別獲得4,000比索補助。

近日，「咖啡會」再次聯繫華教中心，表示願意繼續出
資贊助本年度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

本會特向曾景祥黃碧允愛心文教基金會、吳秀瑞、黃品
品、林燕燕、「咖啡會」以及所有關心和支持菲律賓華教事
業的熱心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愛心不論大小，只要我們涓
流共匯，就足以湧成支撐起菲律賓華教大業的江河；我們的
點滴善舉，將用溫暖護佑菲律賓華教工作者砥礪前行。

華助中心協助一名中國籍病患
辦理住院手續

並於痊癒後乘搭菲航班機
順利返抵老家吉林

        馬尼拉華助中心訊 : 去年12月8日， 中國大使館領事保護
安排本中心協助39歲楊姓中國籍民辦理住院手續。楊氏當時
因糖尿病導致左腿嚴重破傷潰爛，加上患有高血壓、嚴重貧
血和肺癆等疾病，病情相當嚴重。
        當時楊氏需要輸血，以及接受清創手術。本中心秘書以
及大使館領事保護志願者林清輝代表病患家屬，跟院方簽署
同意書，並且安排護士進行24小時陪伴及看護。
        經過光坦醫院內科專家亦即大使館領事保護志願者朱光
暉醫師第一時間診斷和長達8天的細心醫治，然後配合名腦科
專家亦即大使館領事保護志願者陳祖從醫師，將楊氏轉入陳
祖從醫療中心悉心照顧，以減輕其住院費用負擔。楊氏家境
困苦，父母雙亡，其家屬只能負擔他的一部分治療費用。
        商總外交副主任亦即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創會會長許
扁和商總福利副主任亦即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會長吳永堅
聞悉情況後，出于憐憫之心，第一時間出面向樂善堂和菲律
賓福建青年聯合會，為楊氏籌集部分醫療費用。
        楊氏病情有所好轉後，本中心隨即協助其前往移民局辦
理相關手續，使他能夠盡速順利回國。此外，吉林外事辦也
幫助他籌集回國機票費用，並且安排國內專機程序，楊氏終
于在元月4日，踏上了回家之路。本中心真是不敢想像楊氏竟
能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之內，在沒有人陪伴之下，順利回到
老家。 本中心及楊氏家屬謹此衷心感謝樂善堂和菲律賓福建
青年聯合會的全力幫助，使楊氏的問題能夠獲得圓滿解決，
並與家人團聚。

永春同鄉總會 仙鄉陳氏 校友會
聯合訂期慶新春

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鄉陳氏宗親會、永春
縣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

值此新春佳節之際，春臨大地，萬象更新，為了加強鄉
僑間的聯絡，增進鄉誼，菲律濱永春同鄉總會、旅菲永春仙
鄉陳氏宗親會、永春縣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聯合訂於二
○二三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座加佬富华丽海鲜
酒家舉行癸卯年鄉僑新春聯歡會，是日备有丰富的彩金抽獎
及卡拉OK助兴，屆時敬希全體鄉僑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
會，同慶新春佳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