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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茶香之約
倪伏笙

 大雪，寒冷的節氣

天地純粹而乾淨

穿過紅塵的喧囂

讓腳步慢下來

讓心靜下來

以茶的芬芳邀約

在清溪之畔

進行一場美和雅的聚會

 

一壺茶浸

來自山野中的佳茗

吐納著人間煙火氣息

在滾熱的沸水中醒茶

在葉芽的舞蹈中賞茶

在驛動的遐思中品茶

來自天南地北的瑞草

溫暖著寒冷的冬日

 

裊裊的茶香中

且聽風吟水舞

在舒展的葉片中

青山綠水脈絡清晰

這個時光只為茶

自然與從容

苦澀與甘甜

奉獻與分享

生命中的美好

瀰漫在冬日的茶香中

香甜的秋天
孫克艷

如果用味道來形容秋天，那就是「香

甜」。

依然焦灼的烈日在秋季裡，彰顯著最

後的熱情，催熟著所有青澀的果實。空氣中

散發出濃烈的果香，濃郁芬芳，那絲絲縷縷

的馨香衝進人的鼻腔，提醒人們即將到來

的豐收。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那香甜的氣

息，或輕或濃，便是收穫的號角。

秋天的風，它是有色彩的，被它親吻

過的植物，很多都從青翠的綠色，變成濃烈

的金色和灼熱的赤紅，那厚重的色彩，鋪天

蓋地地渲染了遼闊的大地，使人強烈地感受

到沉甸甸的收穫即將到來。閉了眼，一幅接

一幅豐收的畫面在腦海中翻轉:沉重得猶如

歎息一般的紅高粱壓彎了稈，像一面面豐收

的旗幟;黃澄澄的谷穗隨風搖曳，翻起迷人

的金色波浪，飽滿的穗條上散發出成熟而謙

遜的氣息;肥碩的玉米飲了秋風這盞酒，笑

得露出了金燦燦的牙齒;路邊的山棗樹上，

鮮紅的棗兒顆顆渾圓飽滿，散逸出隱隱的香

甜，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吸引著孩子們的目

光……

果園裡，掛在枝頭的紅蘋果像女孩紅

樸樸的臉蛋，紅彤彤的柿子像燈籠一樣招

人，黃燦燦的梨像一個個可愛的葫蘆娃……

不同的果園裡，飄蕩著不同的果香，連周邊

的空氣裡也瀰漫著香甜，讓人心生愉悅，連

毛孔也舒展開來。

就連不起眼的野草也跟著香起來，甜

起來，它們像是積蓄了一年的力量，想為繽

紛的秋天獻出綿薄之力，為濃重的秋天再加

一筆，為豐裕的秋天添加一分別樣的馨香。

于是，打豬草的孩子身上，鐮刀上，竹筐

裡，全都散發著野草的芳香和清甜。

田間地頭，纏繞在莊稼稈上的馬泡成

熟了，像一個個耀眼的金球;青色的羊奶瓜

像一串串翡翠;紫色的野葡萄密密麻麻地竄

成一團，像黑色的眼睛……每一種野果，都

有其各自獨特的滋味，在唇齒間和喉嚨裡瀰

漫消散，並在腦海中留下烙印。

溜進田野裡的半大孩子們，在一條田

溝裡點燃起野草，將採摘下的一把黃豆幾根

玉米，和帶著泥土的紅薯，埋藏在火堆下炙

烤，不大一會兒，就聞到了豆香，接著是玉

米辟里啪啦的爆裂聲，再接著是紅薯鑽進鼻

腔的甘甜……依次在空氣中，泛起清晰而特

有的味道，並混雜在一起，交織成一曲醇厚

的豐收曲。就著一望無垠的田野，和廣袤的

蒼穹，孩子們口中的食物，似乎特別香，特

別甜蜜。

……觸目所及，豐厚的大地上，所承

載著不計其數的生命，似乎都想在金秋裡，

在一年的輪迴結束前，在收穫的季節裡，

將生命的要義濃縮成一個最美好的味道:香

甜。而所有的種子，在被埋進土壤後，也都

懷揣著這個夢想，為了這美好的味道，飽經

風霜，不畏雨雪。

如此，香甜的秋天，便是一個時令的

結束，也是新生的起始。

特殊的家訪
林春嬌

家訪是家校之間的連心梁，每一次
家訪都是老師與孩子，老師與家長之間的
心靈會話。看似小小的家訪讓學生們感受
到老師的溫情，讓家長感受到老師的溫
暖，更讓每一名教育工作者可以近距離接
觸孩子，瞭解孩子背後的成長歷程。教育
工作者通過家訪號准「脈象」，「對症下
藥」，從而做到因材施教，教有成效。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這句話
時常在我腦海中出現，感謝那次深刻的家
訪，讓我這個平凡的教育工作者收穫一份
特別的體會。小晶是屬於典型外來工子
女，父母均是江西人，在學校附近的物流
公司打工，靠著微薄的薪水養育著兩個小
孩。這個乖巧的孩子在校從不讓老師操
心，出于對她的放心，這位學生的家訪留

到了最後。一天放學，在小晶的帶領下，
完成了本學期最後一次家訪。一條蜿蜒的
小路，坑坑窪窪，就像開啟了一場艱難的
旅行，可是對于小晶卻是那麼熟悉，只
聽她不停地叮囑著我：「林老師，您小
心，前面左拐有一個大坑，右拐有一條小
溝。」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庭？竟讓一個孩
子對生活中的「囧途」瞭如指掌，伴隨著
小晶異于常人的表現，我不免產生疑惑。

一路向前，終于披荊斬棘，來到了
小晶的住處。那老舊的磚房只有一層，孤
獨地立在小村莊中，小晶有些不好意思地
說："林老師，這就是我們居住的地方，
雖然離學校遠，但是房租便宜。"邁步走進
飽經風霜的磚頭房，內心不免有些傷感，
然而磚房空間雖小，但是裡面的東西擺放
得整整齊齊，規範有序，迎面撲來一陣書
香味，在那個破舊的牆角，有一個莊嚴的
書架，擺滿了各類圖書，書架旁一面榮譽
牆貼滿了幾十張榮譽證書。緊接著她媽媽

氣喘吁吁地從外面買東西回來了，熱情得
忘記喘氣，一進門就激動地和老師交談起
來，言語中透露不一樣的涵養。「林老
師，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家小晶家境
清貧，雖然成績還不錯，但是成長之路還
那麼長，唯有不斷努力，才能有不一樣的
將來，請您多多關心指教。」我們聊了很
多，最後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她後面說的那
句話。

我是老師，在這次家訪中我卻變成
了受益匪淺的學生，一個家庭就是最好的
課堂，課堂中的條件優劣並不能決定學生
的學習成長，正如小晶同學，一個逆境中
成長的優秀學生，一個「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的學生，她從不驕傲于優秀的成
績，她從不畏縮于生活的不易，她不是班
級最聰明的，卻是最勤奮的，學習態度最
端正，課堂上主動回答老師問題，不懂的
問題主動向科任老師請教，所以她的成績
一直位居前茅，也印證了天道酬勤，正如

愛迪生所說：成功是一分的天才，加上百
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當我告別時，就像一
個頓悟的學生一樣，腦海中清明如水，家
訪收穫滿滿，家訪成就教育，家訪築夢明
天。回來的路上，我思緒萬千，奔走在家
訪的路上，苦尋覓著教書育人的真諦。我
深知，教育的路還很長很長，但路上的收
穫永無止境，沒有終點的「最好」，只有
不斷努力的「更好」。

用沉默

跟一條河流對話
文楠

河水靜止的時候

風聲會召喚自然的音符

風聲沉默了

濤聲依然叩問水流的幽深

濤聲平息後

魚兒還會攪動水流的迴響

當一切歸于平靜

你可以嘗試用沉默跟一條河流對話

懷抱一份深情

沿著水草的指引深入河流的內心

每一粒細砂都有自己的位置

每一份存在都是母性的包容

保持一種敬畏

以神靈的名義平等對待每一次波動

一次淹沒是一次期待的回歸

一次溺亡是一次全面的重生

當心靈因沉默而純淨

河流會用柔軟撫平歲月的滄桑

無限期的沉默

是這條河流最深刻的真實

訃  告

王雲本
逝世於九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DULCE ABAD SANTOS  阿巴山道
示大街殯儀館
出殯於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

呂世偉
(晉江科任）

逝世於九月廿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

侯德勝
(石獅錦尚楊厝村）

逝世於九月廿六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出殯於九月廿八日上午七時

郭戴嘉玲(石獅前坑）
逝世於九月廿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月一日下午三時

呂世偉逝世
和記訊：僑商呂世偉老先生（原籍晉江

科任）亦即僑商呂銘健，銘裕，寧眉，寧恩

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二○年九月二十五

日逝世於崇仁醫院。

享壽積閏九十有二高齡，老成凋謝，軫

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

擇訂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

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侯德勝先生逝世
菲華溪仔婆聯合總商會訊：驚悉本會副

會長侯德勝先生(原籍石獅市錦尚楊厝村)，慟

於二O二O年九月廿六日（星期六）上午十時

十三分，逝世於家鄉本宅，享年五十六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於公曆九月廿八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

殯。

本會聞耗,深表沉痛哀悼與追思,經唁函慰

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黃天圖逝世
菲華利未素惹防火會訊：本會指導員

（曾任理事長）黃天圖先生（南安市文斗

鄉），不幸於二０二０年月廿五日上午八

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

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由於疫情期間，飾終

事宜從簡，擇訂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

午一時三十分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王雲本逝世
菲華消防隊員聯合總會＃16016訊：本會

方案主任（前任消防隊員總隊長）王雲本先

生不幸于二0二0年九月廿四日十二時仙逝，

享年積閏六十有五。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停柩于DULCE ABAD SANTOS  阿巴山道示大

街殯儀館，于九月廿四日下午四時荼毗。擇

訂九月廿七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節哀

順變，善自珍重，並襄理飾終事宜。

郭文章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郭文章令德配，郭府戴

太夫人諡嘉玲（原籍石獅前坑）亦即僑商郭

旭昇，旭源，旭東賢昆仲令先慈，於二○二

○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七分壽終

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四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擇訂於十月一日（星期

四）下午三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北京懷柔：從世婦會舉辦地邁向「國際會都」
　　新華社北京9月26日電 燕山腳下，懷河
岸邊，在位於北京市懷柔區的第四次世界婦
女大會紀念公園裡，如鏡的湖面倒映著青
山，水上佇立的婦女雕像婉約柔美。岸邊，
松柏茂密，蒼勁挺拔。
　　「這片樹林就是著名的‘世界婦女友誼
林’。」負責公園管理的懷柔區園林綠化局
工程師劉躍鵬說，25年前，參加聯合國第四
次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的各國代
表齊聚懷河邊，共同種下了這片樹林。25年
後，樹林鬱鬱蔥蔥，生機盎然，成為世界各
國婦女友誼的象徵。
　　1995年8月30日至9月8日，聯合國第四次
世界婦女大會非政府組織論壇在北京懷柔舉
行。當懷柔接到這項任務時，距離大會開幕
已僅剩153天。
　　原懷柔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現年78歲的
丁學濟是當時論壇安保工作的負責人。他回
憶說，一個6萬多人口的「小城」承辦一場3
萬多人參會的會議，確實創造了奇跡。
　　「有人粗算過，按常規計算，153天的

工作大大推動了懷柔的基本建設。」丁學濟
說，為做好籌備工作，懷柔上下一心，在有
限時間裡順利完成籌備會場、整治環境、開
展文明教育等任務，獲得了國際社會高度評
價。
　　「世婦會的舉辦讓懷柔名揚世界，更讓
旅遊會展的觀念、頑強拼搏的精神深入人
心。」丁學濟說。
　　為什么是懷柔？翻閱懷柔縣誌，早在
1984年12月，中共懷柔縣第五次代表大會就
提出了「加強縣城建設，努力把懷柔建成北
京的旅遊會議中心」的目標。
　　在成功舉辦世婦會非政府組織論壇後，
懷柔乘勢而上，不斷推出促進會議會展業發
展的政策，並成功承辦東亞商務論壇等國際
活動，知名度進一步提升。
　　2010年，時代再度拋出「橄欖枝」。當
年4月2日，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在雁棲湖
地區實施北京雁棲湖生態發展示範區項目，
將其建設成為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國際
一流水平、具備接待大型國際會議和開展高

端商務會展活動的綜合性國際會都。
　　機不可失。懷柔區繼續加快市政建設、
環境整治、交通水電和旅遊升級步伐，全力
投入會都建設。
       2014年9月，雁棲湖國際會都建成並具備
接待條件。
　　環雁棲島而行，周圍連綿的山脈宛如手
掌，托起雁棲島這顆明珠。在綠林掩隱的雁
棲島，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可同時容納
上千人舉行會議和用餐，而周邊便捷的交通
設施，拉近懷柔與北京市區和首都機場的距
離……數年間，「京北小鎮」逐漸蛻變為
「國際會都」。
　　近年來，懷柔迎來了一系列國際性重要
會議及活動：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一帶一路」國際合
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2019年創新經濟論
壇……
　　雁棲湖示範區管委會大型活動處處長李
彩艷介紹，從2014年APEC會議至2019年底，
雁棲湖國際會都共承辦不同規模的會議會展

活動13720場次、接待167萬人次。同時，北
京國際電影節、長城馬拉松賽等一些品牌活
動也落戶於此。
　　「國際辦會經驗和生態環境是會都高起
點發展的基礎。」
       李彩艷介紹，歷經多年發展，以雁棲湖
國際會都為核心的會議會展產業從無到有、
從有到強，不僅成為北京會議會展產業發展
的新引擎，更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國際交往
功能。
　　「未來，雁棲湖國際會都還將圍繞‘服
務國家頂層國際交往、可舉辦全流程主場外
交活動的核心承載區’的功能定位，科學有
序擴容提升，提高接待服務水平。同時，還
將依據懷柔區以科學城為統領的‘1+3’融
合發展新格局，加大與科技、影視等產業的
融合，進一步推動產業多元發展。」李彩艷
說。
　　從世婦會上的驚艷亮相，到如今在國際
舞台上「頻頻現身」，懷柔這顆「京郊明
珠」正張開雙臂，笑迎八方賓客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