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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新年
無墨

 金木水火土轉回大地
重新結集萬物，重新組合春夏秋冬

用新生命新色調，譜宇一支神曲
放棄宇宙間相生相剋，
放棄人世間愛恨情仇
能譜新曲，才是新年請進的真神
真神自然護佑天下，
會逢第一個新春日
把我生養新世界，這新世界
如神曲那麼優美動人，但動人處
期望我演奏，沒有鄉愁旋律往下聽更

優美
枯死過的草木，知曉土地肥瘦
也願借光與我再一回重生
哪怕只可借到一絲光
心之靈犀處于哪種境地，起點
迎接光，到原野開始奔跑
並要用雙手捧緊

千里迢迢效仿藏民，朝聖
布達拉宮的道途
虔誠為信徒 ，拜謁聖地
還需磨破掌心練習
匍匐向前行進
白天，黑夜，我有始有終
敬仰陽光月
光星光照耀聖潔的路程
對每一寸光陰移動
對每一抹月色魅影
對每一片星際閃爍
感悟似乎超越了靈性，有神來往
那些陳舊迂腐枯萎在寒冬
嶄新珵亮草綠如茵即將隨春風臨近
陽光釋放溫暖和熾熱適時預報季節
月光揮灑上弦下弦清澈

星光黑夜裡閃爍明亮
它們每分每秒，都在推陳出新
以快節奏迎送萬物
生長的，茂盛的，
衰落的與死亡的
今天，我仍在繼續生長
而且越長越茂盛，越長越接近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定律
無關結果如何去求證，
我都要
向著蒼天對光讚美歌唱，應為它
唱讚歌，這時用我生命去唱
比嗓子唱要動聽，
用我肉身去修為
勞其筋骨靜其心，比信徒
匍匐前行要虔誠

萬般年味總關情
單昌學

「舊歷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村鎮
上不必說，就在天空中也顯出將到新年的
氣象來。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
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灶的爆竹；
近處燃放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
沒有息，空氣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
香。」學生時代讀魯迅先生的《祝福》，
對小說開頭的這段文字並沒有什麼感覺，
而今再讀，一下子就嗅到了其中的年味。

所以說，對于所謂的年味，只有上
了年紀的人才會在乎，才會耿耿于懷的。
與從前比較，才會有「年味淡了」或「年
味沒了」的感慨。人生剛起步的小孩子，
他連「從前」的概念也沒有，心中怎會有
「年味意識」呢？

年味，其實就是清苦歲月裡留在回
憶中的過年味道，是簡單生活條件下的產
物。常年沒有肉吃，過年時可以吃，甚至
大塊地吃；平時很少品嚐到糖果，過年就
有香甜的米花糖和炸果讓你口齒留香；從
春到冬都沒有像樣的穿戴，過年時說不定
就能添上一件新衣。簡陋的門板上都貼上
大紅的春聯，家家戶戶放響了慶祝的鞭
炮，大人小孩的臉上都寫滿喜悅……

我曾改了《外婆的澎湖灣》的歌詞，
在「全民K歌」裡唱出「兒時的年味」：
辭舊迎新又一年，想起了從前。那時年味
多麼濃，家家戶戶笑開顏。媽媽擺好的飯
桌上，餃子特別香；坐在爸爸的單車上，
走親訪友把集趕。見到長輩磕個頭，討幾
塊壓歲錢。雪地潔白陽光照耀，喜慶的紅

春聯。一個鞭炮是笑語一串，多少歡樂時
光，看著春晚全家守歲寒夜不漫長。盼
新年，盼新年，盼望著過新年，帶著簡
單的新春夢想，花燈、旱船、果糖、新衣
裳……無牽無掛不憂傷。 

因為有憧憬，有期待，年節才顯得不
同往日，才會在人們的心頭閃亮。當我們
念叨年味時，我們其實是在懷舊，是對在
歲月中流逝的那些美好的追念。幼時不知
年滋味，待到「鬢已星星也」，萬般年味
總關情。

如今的鄉村，在平常的日子裡，青
壯年大都分佈在全國各地打工，有的在外
地有了固定的工作單位和家庭。見識了外
面的世界，經歷了世事的風霜，再回到老
家，村裡的那些熟悉的面孔要麼老了，要
麼遠去了，而新增的那些面孔又跟自己的
往日記憶無關。曾經的田野、院落也大多
沒有了昔日模樣。

此時此刻，免不了會生發「時光一去
不能回，往事只能回味」之歎。而節日的
宴席，只是一種心情的表達，桌上的那些
飯菜雖然豐盛，但已對桌邊人構不成多少
口腹上的誘惑。

又一個春節臨近，城市裡的節日氣
氛看似一天天濃了起來。那日，在一家大
型購物中心附近的廣場上，見到許多年輕
的父母領著孩子，在商家佈置的花束、拱
門、卡通兔子造型前拍照、嬉戲，我想：
等這些孩子長大後，眼前的一幕會不會融
入他們關于年味的記憶呢？

小小石竹花
閆夢

 記得多年前，我和家人去我們內丘
西部山裡玩兒，登上鶴度嶺，在一塊平坦
之地上的茵茵碧草中，發現了一種野花，
小巧、嬌艷，還有細緻的鋸齒邊，有的花
瓣上還勾勒著另一種色彩的邊兒，很是好
看。一時間，似夢似幻——這莫非是誰
遺落的假花？還是蝴蝶悄然落下？揉揉眼
睛，蹲下身，一陣清香撲鼻而來，不由驚
歎，好美的花呀！在這人跡罕至的野嶺之
上，它默默綻放一抹小清新，驅散了我們
的困頓。

鶴度嶺山峰險峻，溝壑深邃，有案板
山，擀面杖峰，景色絕美；明長城遺址透
著歷史的厚重感；一群羊從山那邊悠閒歸
來；西邊的雲霞色彩絢麗——觸眼皆是風
景！但那小小的花朵，更叫我念念不忘。

忽然有一日，在我們學校的花圃中，
發現了一種小花兒，走近些，問候每一朵
小花，呀！這不就是當年我在鶴度嶺見
過的小花嗎？「一自幽山別，相逢此寺
中」。初見時驚艷，再見時驚喜，似乎是
新交，但卻是故知。我用識花君搜出了它
的名字——石竹，輕輕喚它一聲，石竹花
笑了，瞬間向我傳遞了一種溫暖和信任。

我再次端詳這小花，花瓣像華麗的絲
絨布，細膩，滑溜，柔軟，粗糙的手，不
忍撫摸……遠遠望去，像是在暄軟的地毯
上，繡了一朵一朵的小花。石竹花的花型
也很美，古詩中「巧類匣刀裁」，讚的就
是它的花型美——圓潤精巧，像巧手裁剪
而成。

「野蝶難爭白，庭榴暗讓紅。」——
這是石竹花的色彩之美！它的色彩，美在

搭配和諧，艷而不妖！粉色花瓣上勾勒一
圈銀白，更顯出花兒的嬌嫩；大紅的花瓣
上浸染了墨黑，更濃郁，更美艷，花蕊卻
是亮白的，花邊的那一圈紅，格外鮮亮，
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淡紫的花瓣兒
上，偏又點綴了嫣紅，婀娜出一份神秘
來。世間萬物都有它存在的意義，比如這
石竹花，別看它小，可它一點都不羸弱；
它的家族龐大，有三百多品種呢；它色彩
繁多，各美其美；它清新可人，似乎是上
帝遺留在人間的小精靈！這小小的花朵
呀，搖曳出一種輕盈生動的美。這石竹花
啊，雖然小，卻矜持自重，不卑不亢，全
力地展示著自身的美。

石竹花的適應力極強，高溫嚴寒都
奈何不了它，施不施肥都不要緊，踩踏也
不怕。它只管迎風生長，此謝彼開，一年
中有二百多天都是花期，被稱為「開花的
機器」。古詩就這樣讚頌：誰憐芳最久，
春露到秋風。是啊，它從春天一直開到霜
冷露寒，開出了一份地老天荒的情義。它
一直開，一直開，一點也不會辜負你的期
待，毅然開出潑辣，開出燦爛，開出執
著，把渺小匯聚成了偉大！

石竹花，不僅有欣賞價值，而且它還
能淨化空氣，從根、莖到花都具有藥用價
值——清熱解毒、降血壓、調經活血等。
這樣的小花，還有一個美麗的傳說，有一
個母親為了給兒子治病，走遍了山野去尋
找草藥，感動了花仙，花仙把母親滴在路
上的鮮血變成了這種能治病的花兒……這
個傳說，讓石竹花散發著母愛的光芒，難
怪它的花語是：純潔的愛、母親的愛等。

從這小小的石竹花裡，我觸到了一種
堅硬的溫柔，覓得了一個絕佳的視角——
可望見一份塵世間平凡的美好！小小的石
竹花，讓我謙卑的心，生滿了敬仰！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
訂期舉行新春聯歡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暨青年聯誼會訊:在玉兔迎春，楊眉
兔氣，金兔呈祥迎新年的氣氛下，本鄉會定于2023年2月18
日（星期六）假座王彬街大連酒店二樓舉行鄉僑2023年新春
聯歡晚會暨本鄉會鄉賢子女學業優秀1.2.3名者獎學金頒發儀
式。由吳故秉民明暉伉儷文教紀念基金會。蔡故文春秀戀伉
儷文教紀念基金會。蔡故嘉瑤烏拿伉儷文教紀念基金會頒
發。會上也有紅包，抽獎等活動，同時備有音響設備供鄉僑
們高歌獻唱。希請各位鄉親大家攜眷並相互轉告前來參加，
報名接龍以便于安排是盼！

      獎學金報名聯繫人:蔡芳偉 09175512385
      劉鵬飛 09275881222

致公黨總部參加
致公黨東棉省支部慶典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欣逢致公黨東棉省支部
擇訂於二○二三年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吉時假座鄢市
金樓（LIMKETKAI LUXES HOTEL）舉行第十一連十二屆理
監事就職典禮，深表慶賀，為共襄盛舉，增進聯絡感情，加
深聯誼，本總部特組慶賀團出席參加觀禮。

慶賀團由本總部名譽主席施梓雲大哥任名譽團長，主
席姚金鎮大哥任團長，常務副主席吳啟發大哥任副團長，團
員有副主席林志謙、劉建群、洪祖江、蔡永沛、邱文力等大
哥、副監事長陳祥龍、蔡金棟、王思洋、黃天涯、王金龍等
大哥，秘書長黃太陽大哥、總務主任陳文革大哥、理事張長
閱、蔡志偉、吳炳輝、曾金龍、蔡志群、洪亦駿、許冠英、
施祥坤、譚國強等大哥、陳蓉蓉、莊培璇、莊培鈴等義姐、
李麗英、張寶鳳等義嫂一行廿八人於二月十一日（星期六）
上午八時五十分從馬尼拉乘搭菲航PR2521前往鄢市，回程二
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六時乘搭菲航PR2526班機返岷，屆
時洪門昆仲歡聚一堂，定有一番盛況，並預祝東棉省支部慶
典圓滿成功，洪運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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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二三年二月五日(星期日)中午
十一時,假座加佬富華麗海鮮酒家舉行癸卯年鄉僑新春聯歡
會，是日備有豐富的彩金抽獎及卡拉OK助興，屆時敬希全體
鄉僑攜眷踴躍參加。共襄盛會，同慶新春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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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志欽為令郎授室
喜捐商獅會

馬尼拉描仁瑞拉商人國際獅子會訊: 本會聯合會長王志
欽獅兄，王洪婉瑜女士賢伉儷令長郎俊雄君與僑商洪溢賢先
生，洪施敏敏女士賢伉儷令幼媛巧玲小姐，于二零二三年一
月十四日下午三時假座聖邁克爾大天使教堂舉行隆重的結
婚典禮，郎才女貌，佳偶天成，美滿良緣。是晚，七時假座
環球城香格里拉大酒店敬備喜筵招待親朋戚友，志欽獅兄交
友廣闊，此次欣逢喜氣，特于慨捐本會五萬元，充作福利金
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佩，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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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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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戴宗親總會召會
菲律濱宋戴宗親總會訊：本總會謹訂於二○二三年二月

九日（星期四）下午六時在本會所七樓議事廳召開第七十九
連八十屆理事會第八次理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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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