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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歌 
王田喜

 

      一朵花
      晝夜兼程
      急切地打開自己
      幸福的樣子，被凍在
      雨雪交加的肆虐中
      顯得更加凸出。淡定
      那搖搖欲墜的枝頭上
      微不足道的一點紅
      肯定肩負了
      重大使命

清平樂.紫薇
劉映輝

         雲舒雲卷，
         自若流光轉。
          牆角紫薇花色淺，
         新碧羅裙招展。      
         蜂繞蝶縈枝移，
         折來夏日芳姿。
         把賞案頭清供，
         花影人面相宜。

忍出名垂青史
馬建安

「 忍」在中國的成語中，就似一個受

氣的小媳婦，諸如：忍氣吞聲、忍辱負重，

難得有點骨氣的才能忍無可忍。至於「忍俊

不禁」，那也不過是看別人演出後的態度。

教人者，總是說「退一步海闊天空」，那是

屈辱沒落到你頭上的站著說話不腰痛。當

然，在中國歷史上，能忍者還是大有人在，

而一「忍」名垂青史的要數越王勾踐和三國

時期的司馬懿。

在很多時候，忍是非常必要的，作為

反面的典型，與司馬懿同時代的劉備就太悲

催了。劉備原本有一手很不錯的牌，卻因一

時衝動，不惜撕毀諸葛亮隆中對中的戰略方

針，剛愎自用地執意要為結義兄弟關羽報

仇。最後，不僅間接斷送了另一個結義兄弟

張飛的性命，更是在被陸遜火燒連營元氣大

傷後，悔恨交加地病逝在白帝城。

其 實 ， 忍 也 是 多 種 多 樣 的 ， 勾 踐 的

「忍」是在苟且偷生的無奈中忍辱負重。在

做人質的兩年時間裡，他給闔閭看過墳，給

夫差餵過馬、脫過鞋，服侍上廁所。夫差遊

獵時，跪伏在馬下讓其踩著上馬。夫差生病

時，勾踐不僅每天都去看望，甚至還當面嘗

他的糞便以判病情。這些屈辱的經歷，絕對

比為他獨享的「臥薪嘗膽」還悲催。只是，

在這隱忍的背後，是勾踐發憤圖強精心積累

復國資本的開端。有一則格言說：忍讓，第

一次叫氣質，第二次是寬容，第三次就變成

軟弱。竟管，勾踐給夫差為奴的整個時間都

是以軟弱示人，但卻收穫了最後的輝煌。

司馬懿的「忍」則是大智若愚，在無

數次用瞞天過海方式作踐自己後主動出擊。

這裡不得不說，曹操不愧為一個識人者，他

對司馬懿早有預言：「司馬懿鷹視狼顧，不

可付與兵權，久必為國家大患。」只是，諸

葛亮為完成先帝匡復漢室的遠大抱負動搖了

曹家訓誡，在不得已中讓司馬懿借此上了

位。

在褒劉貶曹的歷史中，司馬懿一直是

近乎神的諸葛亮反面的陪襯，但極具諷刺意

味的是，最後改寫歷史的卻是司馬家族。

司馬懿初與諸葛亮交戰中，兩番用計

失算，他卻能大度地承認：「孔明智在吾

先。」顯然，一個敢于承認失敗的對手是多

麼令人不寒而慄，難怪諸葛亮感歎道：「彼

深知我也。」甚至坦言，「平生所患者，獨

司馬懿一人而已。」

有好事者拿司馬懿與諸葛亮的智謀作

了一番比較，結論是司馬懿技高一籌，歷史

其實是最好的註腳。司馬懿不僅能在虎視眈

眈的曹氏家族的圍剿中全身而退，更將借蜀

抑曹的太極演繹到極致。《三國演義》中的

《空城計》，司馬懿完全是一個小丑形象，

且不說小說家帶著違背歷史的個人色彩，若

真是歷史的再現，就更能凸顯遠見卓識的司

馬懿對「兔死狗烹」歷史教訓的深刻解讀。

蜀國看似曹魏政權的惡夢，實則司馬懿存在

的保證。忍耐是痛苦的，但它有一個甜美的

果實。這則格言無疑是給司馬懿量身定做

的。

說 到 蘇 沃 洛 夫 ， 國 人 知 道 的 肯 定 不

多。而蘇沃洛夫的「忍」，在現在人看來也

完全是自討苦吃。出生貴族的蘇沃洛夫是俄

國軍事統帥，傑出的軍事理論家，本可通過

家族地位平步青雲的他，卻是腳踏實地地從

底層的士兵起步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1748年末，蘇沃洛夫被編入護衛沙皇的警衛

隊。某一天，剛從練兵場回來的蘇沃洛夫被

連長叫去醫院輪換值班。這是一項誰也不想

幹的工作，蘇沃洛夫雖剛值了一周，但他仍

欣然前往，一度被戰友不屑地說成「傻」。

這竟然還不算完，蘇沃洛夫之後連續值班八

個星期，一年總計長達四個月。

這事過後，蘇沃洛夫向上級提交了一

份建議，也讓上級從中瞭解到他的恪盡職守

的工作態度和部隊管理的出色才能。這為蘇

沃洛夫日後成為萬軍統帥埋下伏筆，也才因

此寫下濃墨重彩的指揮六十多次戰役屢戰屢

勝的歷史輝煌。事事小聰明，不如一事大聰

明。蘇沃洛夫自然沒聽說過這則現在才出現

的格言，但他卻用行動給它作了最好的詮

釋。都說「忍字頭上一把刀」，且這「刀」

還是把雙刃劍，用好了可以蒙蔽對手，用不

好也能適得其反傷及其身。如沒有原則底線

的隱忍，有時也會助長壞人的囂張氣焰，將

自己逼到絕路，前段時間爆出的校園霸凌案

件就是最典型的詮釋。

縱觀歷史上的成功者卻能將其巧妙地

攫為己有，對當今的國人來說，是否有一定

的借鑒作用？

面對日漸嚴峻的就業形勢，那些走出

大學校園金字塔的天之驕子們，能否客觀地

認清現實，「忍」過眼前遠離曾經夢想的殘

酷，似乎是每一顆新星誕生前必經的劫數。

忍到不能忍時，還是請相信格言說的：你的

時間在哪裡，你的成就便在哪裡。

虎邱二題
黃志專

（1）為荷而語
六、七月，虎邱鎮長潭生態農業公園

數十畝的荷花競相開放，我聞聲而動，為
荷前去賞……

——題記
一處荷田，引爆了夏日。荷花，荷

葉 ， 遊 人 ， 車 輛 ， 花 傘 …… 一 併 活 躍 起
來，熱烈起來，釋放日子的悠閒，奔騰生
活的愜意，脹滿幸福的指數。

不問俗事，只管品賞。
一睹田田荷葉，朵朵荷花，除了想起

一句詩：「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
還想起一句話：出淤泥而不染。

讚譽，大同小異，從古至今，從未間
斷。嚮往，欽慕，崇拜，無不是聖潔、清
廉。在塵世，已是形象的化身。

偏愛往往可以左右認知的狹隘，如對
荷花的看法。其實，一池成功的荷花，其
背後都有淤泥滋養的功勞。

與淤泥比，沒有可比性，不可相提並
論，不可同日而語。

淤泥裡，蘊含大量的豐富的有機肥，
本質早已肥化了，何以橫加斥責？

而，荷花則是一株植物，一生都在汲
取。為了成長，為了華麗，力排眾議，走
自己的路，一直站立。雖然有功，卻同樣
不可人為地標榜拔高。

一分為二，是言辭出發的準繩。
荷，需要淤泥。
但，淤泥不一定要為荷而「刷白」淤

泥污黑的內核。內核既定，誰來植入，都
不會排斥。包容大度，淤泥的情懷，如大
地一樣博大。

（2）望漈瀑布
陽光麗日，溫熱了一壺心水，融入洪

恩巖的景點。
徜徉，成立行走的一種狀態。
漫步山間林下小徑，清新涼意一直

撲面而來，而來的還有水聲伴奏。一絲絲
的，一縷縷的，一陣陣的，或嘩啦啦，或
淅瀝瀝，或滴答答……

這是山間的音樂？這是碧野的韻味？

漸走漸往，轟轟然的雄渾，細吱吱
的清脆，稀拉拉的幽怨，將一壁千仞的山
崖推進瞳孔。一襲白衣仙子，就在這懸崖
間飄然屹立。不——她在舞動，邁著輕盈
的舞步，揮著潔白的長袖，一道道曲線，
一縷縷飛影，就落在山崖上，掉進了石窟
中，響起悠揚的旋律，飄揚開去，迴響而
來。飄揚與迴響，成了生命的永恆。

聆聽，是這時的選擇。但，目光依
然駐留其上。那婀娜的舞姿，那潔白的身
軀，那閃電的眼神……都是濕濕的，都是
鮮鮮的，都是亮亮的。

是憂傷的流露，還是聖潔的表白？
 「日照萬卷畫，一雨千淚崖」。奔

騰，懸掛；堅守，永恆。
哪怕乾旱，水流變小，也依然執著，

馬不停蹄，為著前方，為著心中的前沿陣
地，噴薄而出……

信念注入的，就是人生的鈣質。

菲律濱車器商同業公會
舉行視頻召會

菲律濱車器商同業公會訊: 茲訂於七月

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七時，疫情期間，月

會通過視頻ZOOM召開第三十五、三十六屆

第七次理事會會議，討論重要事宜。

屆時務希全體各名譽、正副理事、理事

撥冗參加，以利會務順利推展。

忠義堂總堂續辦
優秀生獎勵學金

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為鼓勵吾總堂

昆仲內子孫，努力求學，敦品前列，續辦二

○一九年至二○二○年度，凡就讀於全菲各

學校，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中英文優

秀生首，二，三名者，均可在接受之內，本

總堂在六月廿五日開始接受報名，截止日期

七月卅一日止。總堂每日辦公時間早上九時

至下午六時，逾期不再受理，敬請職堂員

家長留意，優秀生報名者請來總堂領取表

格，和交成績影印單，地址：4TH FLOOR 

917 ONGPIN ST聯絡電話：0275077829 0915-

5060999。領獎日期另行通知。

曾春木捐
御輦同鄉會

旅菲御輦同鄉會訊：本會曾常務顧問春

木令萱堂曾府李秀錐太夫人不幸於二○二○

年六月廿六日上午壽終內寢，享壽積閏九十

有七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飾終令典極具哀榮。

曾常務顧問事親至孝，秉承庭訓熱心公

益，關心本鄉會，並尊奉樂善好施之美德，

守制期間，猶不忘鄉會之發展，獻捐本會福

利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敬

領之馀，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文凱喪偶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顧問李文凱鄉賢令德配李府陳麗錦夫人

（原籍晉江巿龍湖鎮新內坑村），亦即本會

李青運主任全映鄉賢暨鄉僑全演、全樂、清

鏝、清雙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零二零年

七月十日下午二時零一分壽終於馬利謹那

VALLEY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

六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馬

利謹那LOYOLA MEMORIAL CHAPEL AND 

CREMATORIUM殯儀館DIAMOND一號靈堂。

擇訂於七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殯，荼

毗於羅育拉殯儀館火化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因疫情期間，大岷現仍處於一般性防

疫隔離階段，本會尚無法進行相關之獻花祭

奠等禮儀。屆時，希各位理監事同仁可於自

身健康狀況允許之下，撥冗出席參加越七月

十七日上午之送殯執紼行列，共表哀思，而

盡鄉誼為荷！

李全映，全樂丁母憂
晉 江 南 僑 中 學 菲 律 濱 校 友 會 訊 ： 本

會理事李全映，李全樂學長令萱堂，李府

陳麗錦夫人，不幸於二○二○年七月十日

下午二時○一分壽終於馬利謹那VALLAY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有六高齡。

慈竹風凄，蓮花化生，。現停柩於馬利謹那

羅育那LOYOLA MEMORIAL CHAPEL AND 

CREMATORIUM殯儀館DIAMONO一號靈堂。

訂七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出殯火化

於羅育那火化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並襄理

飾終事宜。

李紫鮭逝世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 :本會李紫鮭委員(原

籍南安彭口村)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

期五)下午二時整逝世於崇仰醫院,享年七十有

二高齡。哲人其萎,悲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擇日火化。

本會聞耗,深表哀悼，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集美學校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前秘書

長李紫鮭校友，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星

期五)下午二時整逝世於崇仰醫院,享年七十有

二高齡。哲人其萎,悲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

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擇日出殯火化

於聖國聖樂堂。

施議程喪偶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

會施永遠榮譽會長議程鄉彥尊夫人，亦即本

會施執行副理事長文港鄉賢暨鄉僑建華、天

涯、明傑、霜妮、雪妮賢昆玉令慈施府許

碧珠夫人（原籍晉江巿龍湖鎮石廈村厝后

份），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三時

零三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哀

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樓下一０二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擇訂於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上

午七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紀念墓園

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持函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因疫情期間，大岷現仍處於一般性防

疫隔離階段，本會尚無法進行相關之獻花祭

奠等禮儀。屆時，希各位理監事同仁可於自

身健康狀況允許之下，撥冗出席參加越七月

十六日上午之送殯執紼行列，共表哀思，而

盡鄉誼為荷！

計順市菲華商會訊：本會施西文書主任

文港先生令慈，施府許碧珠夫人，不幸於二

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三時零三分壽終於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婺

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一０二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擇訂於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

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計順市菲華中學董事會訊：本會施董事

文港先生令慈，施府許碧珠夫人，不幸於二

零二零年七月十日下午三時零三分壽終於紅

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寶婺

星沉，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

大街聖國殯儀館樓下一０二室（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擇訂於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干岷里拉

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蔡文憑丁母憂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常務理

事蔡文憑鄉賢令萱堂，蔡府李秀珍太夫人，

不幸於二0二0年七月十日凌晨子時仙逝於家

鄉永寧本宅，享壽七十有五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 現停靈於家鄉永寧小街新村

本宅，擇定於七月十三日出殯。

本總會聞耗，經己函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鄉

誼。

李華沙夫君逝世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訊：本會婦女組副

主任李華沙令夫君蔡清祥先生（祖籍石獅市

玉湖），不幸於二○二○年七月九日上午八

時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壽六十有八。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遝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擇訂

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

痛哀悼和深切慰問，勉其節哀順變。並致送

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林阿民丁憂
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訊：本會副會長林

阿民先生令尊林水牛老伯，不幸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時二十分，壽終正寢於

澳門，享壽七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出殯日期另定。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因尚處防疫非常時期，又雲山迢隔，不

便舉行祭禮。謹奉輓幛和花圈，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菲律濱陳埭鎮同鄉總會暨商會籌委會

訊：本兩會鄉賢林阿民、建華、月芳、月

清、月瓊賢昆玉令尊林水牛老伯，不幸於二

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時二十分，壽終

正寢於澳門，享壽七十有九高齡，哲人其

萎，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定。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因尚處防疫非常時期，又雲山迢隔，不

便舉行祭禮。謹奉輓幛和花圈，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陳埭鎮各學校菲律濱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副理事長林阿民學長令尊林水牛老伯，

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時二十

分，壽終正寢於澳門，享壽七十有九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日期另定。

本會聞耗，已致電慰唁，勉其節哀順

變。因尚處防疫非常時期，又雲山迢隔，不

便舉行祭禮。謹奉輓幛和花圈，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莊文彬逝世
旅菲晉江錦埔同鄉會訊:本會常務顧問

文彬宗老先生，即副理事長金盾，副監事長

金杯賢昆仲令尊，慟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九

日上午 十一時四十六分，歲次庚子年五月

十九日午時，壽終於馬加智醫療中心(Makati 

Center)，生於一九五二年，歲次壬辰年八

月二十六日吉時，享壽七十 高齡。哲人其

萎，哀悼同深，現設靈於達義市傳統教堂

( CHAPEL 1，GARDEN WING. CHAPEL OF 

HERITAGE PARK ,TAGNIG CITY.)靈堂。擇訂

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安葬於傳統

紀念墓園。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免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錦繡莊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名

譽理事文彬宗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七

月九日上午 十一時四十六分，逝世於馬加

智醫療中心(Makati Medical Center),享壽七十

有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現停柩於達

義市傳統教堂( CHAPEL 1，GARDEN WING. 

CHAPEL OF HERITAGE PARK ,TAGNIG 

CITY.)靈堂。擇訂七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八

時出殯,安葬於傳統紀念墓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