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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啟華

老頑童

憶盧武敏先生二、三事
菲 律 賓 菲 華 商 聯 總 會

（商總）名譽理事長盧武敏
先生罹患新冠肺炎不幸離世
的消息傳出後，和許多認識
盧先生的人一樣，我也感到
十分意外。盧先生雖已年屆

八六，但行走起來十分穩健，說話聲依然洪
亮，他特有的「盧氏幽默」總會讓每每與他
相遇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愛且快樂。想
到一向身體硬朗的盧先生就這麼走了，我的
心裡自然很難過，當他那愈來愈可愛的形
象，和貫有的爽朗笑聲在腦海裡一再浮現的
時候，與他相識相交了十幾年的我說說他的
故事，我想應當是對他最好的悼念。

和盧先生相識，緣于2003年6月我們率
領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成規模派出的漢語教
學志願者——「福建師範大學首批赴菲漢語
教學志願者」來菲任教。該項目正是在盧先
生擔任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任內，和母校福
建師範大學為振興日趨式微的菲律賓華文教
育而合作開展的。據當時具體負責項目實施
的商總文教主任曾鐵鋒先生回憶說，項目啟
動之際中國尚處在「非典（SARS）」的陰
霾之下，又這一涉及兩國的國際合作項目沒
有先例可循，漢語教學志願者來菲後如何取
得合法居留、工作許可等諸多問題提交給盧
先生時，盧先生堅定地說，為了華文教育，
這個重擔商總願意承擔，所有問題我們大家
一起想辦法解決！可以說沒有盧先生果敢的
決斷和敢為天下先的擔當，「福建師範大學
首批赴菲漢語教學志願者」項目是不可能實
施的。

在志願者尚未抵菲時，盧先生對志願
者的重視、關心和愛護就已溫暖著我們了：
按當時菲政府的防疫要求，赴菲漢語教學志
願者來菲後，必須自行隔離14天確定沒有染
病後，才能到任教學校工作。盧先生特意要
求商總屬下務必選擇安全、舒適、有檔次的
大酒店供志願者們住宿和隔離。于是6月7日
淩晨我們一行19人甫抵馬尼拉機場後，就直
接入住黎薩公園廣場附近的四星級巴比倫大
酒店，該酒店是當時靠近中國城檔次最高的
酒店之一，志願者小老師們第一次入住如此
高檔酒店時激動的樣子，至今還歷歷在目。

和盧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隔離解禁當
天、商總為我們舉行的歡迎大會上。盧先生
上臺致辭時風趣地說，今天我很緊張，因為
在座的都是華文老師，我的普通話說得不標
準，怕你們笑話。一句話就把大家逗樂了。
盧先生是土生土長的菲律賓第二代華人，中
學畢業于菲律賓中正學院，他有很好的華文
基礎，普通話因為長期未使用變得生疏，但
他的閩南話說的十分好。玩笑過後，盧先生
隨即臉色嚴肅地告訴大家說，不過你們放
心，從明天起，我就會好好學習普通話的。
盧先生真的說到做到，此後他每天都向商總
能操普通話的秘書學習幾句普通話，每逢接
待賓客需要用普通話致辭時，他總會事前請
教秘書發言稿中不太熟悉的字詞的發言。幾
年下來，盧先生的普通話越說越好，每次我
們見面時，盧先生依然喜歡開玩笑說，我的
普通話說得不好。我們也一定會稱讚他，您
的普通話進步很大！

第二批赴菲漢語教學志願者來菲任教

不久，在商總舉辦的漢語教學志願者座談會
間，聽說有志願者剛好是那天生日，盧先生
馬上掏錢請人去買了一個大生日蛋糕送上祝
福，還親自為每一位志願者切送蛋糕。看著
盧先生被美麗的志願者小老師們環繞著，有
商總同仁開玩笑地對盧先生說，您應該選一
位漂亮的姑娘留下做兒媳婦。盧先生笑說，
可惜我兒子都結婚了。不過，如果今後志願
者在菲律賓嫁人，我一定當誼父（菲律賓的
習俗，女孩出嫁時誼父是貴賓，通常要給新
人送上大紅包）。盧先生沒有食言，後來一
位曾在南部小城任教的志願者嫁給當地華青
時，時任菲華最高領導社團理事長的盧先生
特意蒞臨婚禮，在當地引起轟動，也傳為美
談。

第二批赴菲漢語教學志願者圓滿完成
任務回國時，由于表現出色，每位志願者都
收到了許多禮物，致使他們的行李嚴重超
重。盧先生聞訊後，指派商總秘書與為志願
者免費提供機票的菲律賓航空公司協調，為
每位志願者爭取到增加5公斤行李重量。當
志願者到機場後，還放心不下的盧先生以菲
航董事之尊親自在值機櫃檯坐鎮，直到所有
志願者都辦理好行李交託手續後，才回到貴
賓室休息。當志願者們開始登機時，盧先生
在登機口與他們一一握手話別，那溫馨的別
離場景，讓每位志願者永銘于心。 

卸任商總理事長後，盧先生幾乎每天
都會到商總「上班」。我曾經問為何每天還
來「上班」，他說，我愛商總，商總也是我
的家。是啊，在商總服務了許多年，到商總
上班已經成為了盧先生的生活習慣了。看著
已經不是商總「領導人」的盧先生依然受到
同仁和工友們的尊重和喜愛，看著他和大家
喝著同樣的即溶咖啡，嬉笑取樂、談笑生風
的樣子，你很難把他和菲華大僑領的高大形
象聯繫在一起，盧先生的超然和豁達可見一
斑。

盧先生對母校中正學院亦有深厚的感
情，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母校中正學院是菲
律賓最好的華校，作為土生土長的第二代華
人，我能夠說華語，都是母校的功勞。他也
曾經開玩笑地對我說，許多中正校友都說自
己如何愛母校，我不會說這種話。但是我的
子女和孫輩都在中正學院讀書，如果到處標
榜自己愛母校，卻不將自己的子孫送到母校
就讀，算什麼愛呢？盧先生用堅持將兒孫送
到母校就讀、讓兒孫延續中華文化的行動來
詮釋自己對母校的愛，讓我肅然起敬。令人
欣慰的是，他的長子現在也在母校校友總會
服務，相信他定會將由父親那裡傳承下來的
愛校之情發揚光大。

據說盧先生擁有的船隊比菲律賓國家
的海軍大，因此被尊稱為「菲律賓船王」。
盧先生還是菲律賓海上警衛隊預備役的將
軍，也有不少人稱他為「盧將軍」。退休後
的盧先生沒有公務纏身，輕鬆下來，看起來
也年輕也了許多，我經常稱讚他越來越年
輕，他總是很開心。幾年前他特意請內人擔
任院長的紅溪禮示大學孔子學院的志願者小
老師們到著名的大雅台高地高爾夫俱樂部遊
覽。那天盧先生穿著寬鬆的休閒裝，背著長
焦相機，儼然是一名專業攝影師，記錄下了
許多小老師們快樂的倩影。他的幽默、風趣

也深深地吸引了小粉絲們，大家親切
地叫他「盧老爺子」，他也總是大聲
地答應著。

最後一次見到盧先生，是在2019
年底陳著遠先生公司的尾牙宴上。他
對我們說「聽說你們兒子要從美國回
來過聖誕，到時一定要通知我，我要
請 他 吃 飯 。 他 想 吃 什 麼 ， 我 都 帶 他
去！」我們終不好意思攪擾他，可誰
曾想，這會成為一個深切的遺憾。

「盧老爺子」，我們熱愛您。願
您在天堂依然風趣快樂。

唐華

懷念好友
四十年前岷市舉行中文

書展覽兩岸三地都有許多出
版商和書店參展菲國眾多熱
愛中華文化的青年人參與了
展覽工作其中一名是施騰輝
兄。

書展後未賣出的書籍交
由蔡綠樹等人創立的新世紀圖書館代售。當
時讀書的風氣甚盛山頂洲府愛書華人都湧到
圖書館選讀喜愛的好書。

不多久騰輝兄入主圖書館業務擴展除
了讓讀者安坐館裏讀書也代愛書人士代訂購
中港書刊雜誌。

當時的新世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是愛書者的精神糧庫。

騰輝兄不善言笑我見他第一次喜悅滿
臉是他結婚那天他娶了吾許族淑女為妻那天
得施氏族長為他倆證婚我和諸位親朋戚友見
證了這段良緣。

騰輝兄固執于善良及正義稟然八九學
運初期極力支持青年學生反腐反貪當時我們
每秒鐘都在關心事態發展由始至終反對以武
力對付熱血青年。

當學運後期由反腐敗轉變為暴力反政
府學運領袖變成西方反華棋子我們都有一個

共識運動變了質。
騰輝兄熱愛祖國是不糊塗的他的愛國

情操是高尚的明辨是非的!
騰輝兄自己熱愛讀書熱愛中華文化也

把獨子栽培成讀書高手十二、三歲已讀遍金
庸小說及許多古典名著。

騰輝兄把獨子視為至寶。悉心培養由
幼稚園至大學階段每學期皆取得全級第一
名。

 二十年前我們一群在菲華報刊學習寫
作的文友籌組「專欄作家協會」騰輝兄是熱
心的發起人之一；菲華人士推動兩岸和平統
一騰輝兄也全力以赴盡心盡力。

多年來騰輝兄參與商報編輯工作團結
著一群勤于耕耘的文友給商報內容更添光
彩。認識他的文友都說騰輝兄不但有學識更
是懂得尊重文友的好編輯。

 一位為華社工作的佐辦嘆息說:我們失
去了一個好老師。

我問他何解他說:許多社團稿件常出現
錯漏常是施先生幫忙修飾的。

你或者會問我:祇見騰輝兄一次喜悅滿
臉嗎？當然不是廿三年前我們共聚香江那時
當英國旗徐徐落下五星紅旗高高昇起又見到
他笑了!

《秋夜感歎》
～竊用宋代詩人張耒佳句

「微雲淡月夜朦朧」
入詩作軲轆體七律～

微雲淡月夜朦朧，怎奈瘟神八面攻。古國君臣療有序；花旗總統騙難通。

瞞天過海謀連任，報喜藏凶搧陋風。萬眾何辜遭苟妄，河山半壁陷泥中！

綠島權奸竟善終，微雲淡月夜朦朧！君臨百姓稱梟霸；膝跪倭奴變狗熊！

口是心非人面獸；唇糖腹劍糞坑蟲。閻王閣下須公正，判罪長眠萬刺叢！

日寇魔頭方趕盡，殘兵敗將隨來躪。微雲淡月夜朦朧，苦雨淒風民悸震。

本土分權未感恩，奸徒倡裂勤挑釁。神州大統豈容搔，解放王師宜速進！

僑居世外賞丹楓，故國音容網絡通。炎夏清秋心敞亮，微雲淡月夜朦朧。

英明領袖加拿大；半吊昏君佔白宮。疫禍時分知冷暖，天堂地獄不言中！

年輪替代臨庚子，送往迎來人類史。惡鷲沉淪快到頭；神龍煥發剛開始。

微雲淡月夜朦朧；病毒新冠情激詭。武漢安然美境危，他消我壯新觀止！

鼎足三分俄美中，和平霸道各西東。商機廣益登科弟，貿易單邊掉窟窿！

苦口婆心人邈踰，微雲淡月夜朦朧。由來騙術難譁眾，頌我天朝素譽隆！

落拓天涯拖浪蹟，修齡異地觀瘟疫。週身傲骨對賢愚；兩袖清風經順逆。

日暮神怡逸趣生；秋高氣爽詩情釋。微雲淡月夜朦朧，兀自他鄉當寄客！

平心不作世之雄，讚譽中山倡大同。五帝三皇培俊彥，千年百代數孫翁。

無良後繼終麋滅，奮志紅旗始富隆。忝竊沾光華夏裔，微雲淡月夜朦朧！

胡文霞

神遊天竺山
登天竺山  

人間七月暑來到，天
竺山上清風蕩；腳蹬雲梯賞
奇景，手攀雲崖睹風光，奇
峰峭壁崢嶸顯，雲海煙霧仙
境徉；我輩不是蓬蒿人，也

效李白深山訪。
沉重抑鬱的一周過去了，週末，我還

沒有從那件刺痛內心的事情中緩過來。老
公的朋友邀請我們去商洛天竺山遊玩。我
也想去大自然舒緩心中的塊壘，帶上孩子
便出發了。

中午時分，我們來到了天竺山景區門
口，吃過午餐，我們就開始上山。尚未爬
山，山門口的鍍金大字——秦嶺最美是商
洛——天竺山便吸引了我。抬頭仰望，層
巒疊嶂，奇峰異石突兀而出，倚天而立，
懸崖峭壁從天而降。聽說此山海拔高度
2079米，山上風景秀麗，四季迥異，是秦
嶺中一道天然美景。

由于時間不多加上帶小孩，我們決定
坐索道。索道只能到達半山腰，隨後的路
必須步行。坐上索道，我們很快就在半空
中漫遊了。

往下看，已身處高空，陡峭的山峰
就在我們腳下，依稀能看見蜿蜒而上的小
路。望上看，奇峰異石矗立眼前，驚悚萬
分。我們飛天一般穿越溝壑叢林。古人曾
感歎「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我想如果
他們穿越到我們這個時代來，一定會被我
們這些「異類 」所折服。

鯤鵬展翅一振需摶扶搖方能上三千
里，而我們不費吹灰之力就能飛登高峰，
越高山，跨深淵，涉險境，在他們眼中，
我們要屬神仙了。

   大約20分鐘，我們來到半山腰，這
裡已是古木深深，涼氣襲人，有詩云：
「森林古木覆苔陰，四顧蒼山一徑深，六
月長廊不知暑，飛泉終日響潮音。」登山
的路曲曲折折，時而平緩，時而陡峭，盤
旋而上。

  據說天竺山有天竺峰、秀女峰、摘
星峰等12奇峰，峰峰奇異；有黑龍洞、朝
陽洞、穿心洞等24洞，洞洞深幽；有三里
峽、七里峽石峽線天，壁立萬仞；有閻王
碥、刀背梁奇險無比，風光無限；有兩
三百萬年前形成的冰臼群和第四紀冰川地
質奇觀。那些奇峰異景的名稱我們無暇顧
及，但巍然聳立在眼前，親眼目睹，你才
會真正的記憶猶新。

沿途步行，山勢越來越高，前面是千
仞峭壁，右邊是萬丈懸崖，人工棧道靠著
懸崖峭壁蜿蜒而上。

越往上越奇險。我們繞著巨大的擎天
峰拾級而上，台階幾乎都是90度了，回望
走過的路，驚險萬分，腳下萬丈深淵，讓
人足底直生寒氣。

峭壁上的青松虯枝盤曲，精神抖擻，

神采奕奕，青翠的松枝上掛著碩大的松
果，估計大的都有一斤多重，真是奇松異
果啊！

有人說夏季的天竺山最美的風景是雲
海。

放眼望去，前方雲霧縈繞，稍遠一
點，雲海茫茫。遠處乳白的雲海猶如無邊
的畫布，眼前的奇形怪狀的青松點綴其
中，似幻似真，如夢如煙，彷彿一幅天然
自成的絕美水墨丹青。此時，登山的疲
倦早已消失殆盡，心中的塊壘也煙消雲
散了，有的是一種輕鬆愉悅，一份安閑靜
謐，一懷驚喜快樂。

繞著奇峰峭壁，我們身登青雲梯，
走走停停之中，來到了玄天洞，此洞橫穿
天竺峰，乃天竺峰之腹。走進洞內，一股
清涼撲面而來，米黃的石壁滲透了絲絲清
泉。據說此洞一年四季有清泉滋潤，冬暖
夏涼，仔細一聽，偶爾有叮咚清脆之聲，
也有嘀嘀圓潤之音，用手一摸，原本看似
乾燥的石壁濕濕的，仔細一看，石壁上花
紋縱橫交錯，好像遠古時期的青松化石。
洞內還雕刻著八仙像，為洞府增添了幾分
仙氣。走了很長一段，終于看到光線，走
出洞口，恍如隔世，洞外又別有一番天
地。

此時我們已經腳踩天竺峰了，回望來
路，盤旋蜿蜒的棧道彷彿一條巨蟒匍匐在
我們腳下，眼前是萬丈深淵，旁邊峭壁奇
松崢嶸，棧道兩旁松枝如傘蓋，鋪就一道
綠蔭。

站在懸崖峭壁邊的棧道上，很難想像
曾經的天險竟然被你攻克，清風吹來，髮
絲舞動，似乎已經飄飄欲仙了。「最美的
風光在頂峰」，造化鍾神秀，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神奇了這片土地，讓人著迷，而人
類的巧奪天工更是化險為夷，讓人流連。
「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
窺谷忘反」。

 一會，我們終于來到最高處，「會當
臨絕頂，一覽眾山小」。山頂青松高大挺
拔，林間別墅佇立，清一色松木構造，自
然清純，彷彿天上人間。據說住這裡，可
以觀天竺山最美的日出，賞秦嶺最美的雲
海。靜坐山頂，古木蒼蒼，寧靜清幽，雲
霧縈繞，仙樂飄揚，讓人不忍離去。

下山時，我們則從天竺峰的脊背面
下。這裡有一條其險無比的棧道迂迴在頂
峰之尖，棧道只能通到觀景台，觀景台處
剛好懸在半空，恰有「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的崔嵬之險。下山棧道比先前的平緩
些，清新的自然、涼爽的微風、奇美的青
松，依舊讓人心曠神怡。

下到山腳，回望天竺山，心中多了一
份讚歎和感激，感謝這一路的清新秀美，
感謝這一山的神奇壯觀，「不畏浮雲遮望
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心已釋然，無憂
無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