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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的記號                  
 李慶高

       秋天的第十四個夜晚
       我彷彿看見了一盞古老的燈
       在黑暗中照亮我一生的命運
       愛情，你這心靈中的修辭
       帶毒的箭鏃

       知道嗎？為了那一聲低語
       我仰望了一個又一個季節
       為了見到你，
       我在夢中打馬下山
       在你的名字裡日夜兼程

       你是我刻在火中的記號
       停在胸口的帆船， 我已走遍
       千山萬水， 一身疲憊
       兩手空空， 除了夢想和詩歌
       一無所有， 我要借助你的芳香
       辨認過去和未來的方向

一隻螞蟻
爬過午後的陽光

周天紅

           屋上炊煙
           屋簷鳥鳴
           一隻螞蟻爬過午後的陽光
           天晴抑或下雨
           天空有蝶兒翻飛
           那只紅蜻蜓飛過玉米林
 
           西山雲朵
           東嶺山歌
           有人從遠方走入村子的虛空
           趕羊人已經老了
           鬍子裡有歲月的灰塵
           有時間的殘花
 
           一隻螞蟻叼著食物
           在陽光下走過屋瓦的影子
           在呼喚夥伴或伴侶
           也許一個村子能容納的
           只有陽光和螞蟻
           而一口井卻裝下整個天空

何以消夏？
唯有詩書！

胡文霞
夏來入伏，酷暑難擋，何以消夏，人

曰：空調。每當夏日，空調暢銷，各大商場

超市裡消夏的老太太老爺爺人滿為患。但今

年夏天特殊，疫情餘波未了，雨水不斷，雖

則不熱，燥熱、煩悶、無處可去，成為眾多

居家朋友的苦惱。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曾經賦詩《消暑》：

何以消煩暑，端坐一院中，眼前無長物，窗

下有清風，散熱由心靜，涼生為室空，此時

身自保，難更與人同。詩人告訴我們消暑的

辦法就是——心靜自然涼。

「養心莫如靜心，靜心莫如讀書」。

夏日，或雨或晴，烹一壺清茶，捧一卷詩

書，放一曲古琴，給自己營造一片清雅悠閒

的天地，沉浸在清幽典雅的書香裡，暢遊古

今中外，拜訪聖人雅士，與名人對話，與美

景相遇，與心靈對白，不知不覺中，心靈的

煩躁寂寥消失殆盡。 睡前，床頭，品讀納

蘭詩詞。「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

常。」吟詠一番，不僅被這絕世奇才的文采

征服，更為詞中的典故而著迷。一個後世才

子寫一個前世才女，同樣的都是詞壇明星，

同樣的才情稟賦，李清照和丈夫堵茶讀書的

快樂在夫妻二人看來只是閨房樂事，可誰知

道來日不期。納蘭借此思念故妻，一樂一

哀，道是尋常卻斷腸。「願得一人心，白首

不相離」，美好的願望總會出現「十年生死

兩茫茫」的悲劇，如今，當你還在為日常夫

妻小事心煩氣躁，何不領取今而現在，包容

對方，關愛對方，執子之手，相愛到老。品

讀古詩詞，品味箇中滋味，浸染一身詩情，

醞釀一份賢淑。

雨天，陽台，品讀蘇軾詩詞。「莫聽

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

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多麼豪

放的蘇軾，「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是何

等的豁達樂觀，任憑風吹雨打，我自笑傲江

湖。人生起起落落，波瀾壯闊，日常晴雨不

定，壓力山大，何不學蘇學士把挫折當作一

場歷練，把風雨當作一種享受呢？雨裡聽

荷，「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點碎荷聲」，

雨外聞荷，「亭亭淨植，香遠溢清」，雨後

觀荷，「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

紅」，荷中消夏，「不與桃李爭春風，七月

流火送清涼」。夏日的荷塘美景直入眼簾，

一陣清涼愜意湧上心頭。品讀古詩詞，足不

出戶，得一世豪情，賞一塘清荷，攬一季美

景，獲一夏清涼。

    烈日，書房，撫琴吟詩。一套桐木古

琴桌凳，一張杉木古琴，一杯清茶相伴，靜

心，凝神，指落，古韻揚起。「綠樹濃蔭夏

日長，樓台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

滿架薔薇一院香。」低沉質樸的琴音清遠靜

謐，吟詠之間，心生意境---綠蔭濃密，清風

徐來，薔薇飄香，餘味無窮。吟詠古詩詞，

怡情養性，心靜悠然。

   培根說：「讀書足以怡情，怡情也，

最見獨處幽居之時。」夏日品讀詩書，足以

怡情消暑也。

尊師重教傳佳話
劉貴鋒

尊師重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古人有「天地為大，

親師為尊」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訓誡，又說「國將興，

心貴師而重傅」，老師在人們心中的位置可見一斑。在教師節來

臨之際，我們不妨再重溫一下漫漫歷史長河中那些尊師重教的佳

話。

《宋史‧楊時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楊時見程頤于

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

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楊時是北宋著名的哲學家、文學

家，八歲能詩，九歲可賦，十五歲攻讀經史，四十歲時早已才

名滿天下。在和好友游酢造訪老師程頤時，不料恰逢老師打坐養

神。于是，在茫茫大雪中，他肅立門外，絲毫不為冷凍所動，直

待老師醒轉後方向其請教問題。「程門立雪」的故事成為尊師重

道的千古美談。

在兩漢二十四帝中，漢明帝劉莊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皇帝，

也是一位尊師重教的皇帝。劉莊做太子時，桓榮是他的老師，

後來他繼位作了皇帝「猶尊桓榮以師禮」。《後漢書‧桓榮丁鴻

列傳》中詳細地記載了事情的經過，「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

見親重」，而且常常跑到老師家裡，「令榮坐東面，設幾仗」，

就像當年聽老師講課一樣，聆聽老師的指教。老師每次生病，又

「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甚至「幸其家問起

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良久乃去。

後來，桓榮去世後，漢明帝不顧百官阻撓，脫去龍袍，換上

喪服，親自「臨喪送葬，賜塚塋于首山之陽」，並對老師的子女

作了妥善安排。漢明帝貴為九五之尊，猶尊師若此，讀來不禁令

人淚目！

繪畫大師齊白石曾贈給梅蘭芳一幅《雪中送炭圖》，並題

詩：「記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貴動公卿。如今淪落長安市，

幸有梅郎識姓名」，這首詩包含著戲劇大師梅蘭芳尊師重教的故

事。一日宴會，齊老因穿著樸素受到冷落，躊躇之際，恰逢梅蘭

芳在眾人簇擁下緩步而入。梅蘭芳見狀，快步來到齊老面前，一

躬到地，恭恭敬敬地叫了一聲「老師」，然後攙扶齊老在前排坐

下，自己則坐在下首，噓寒問暖，敬菜敬酒，直至席終。原來，

梅蘭芳曾向齊老請教過草蟲、游魚、蝦米的畫法，故以弟子居

之。

魯迅先生亦是尊師重教的典範，他認為「天才可貴，培養天

才的泥土更可貴」。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師從章太炎學習文字

學。後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于北京，魯迅多次去探監，在t他的日

記中記載的就有七次之多。

章太炎逝世後，魯迅又撰文《關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和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懷念老師。魯迅對老師籐野

也是念念不忘，將老師送給他的照片掛在牆壁上以示感念，並以

《籐野先生》為題寫了紀念恩師的文章。

重溫尊師佳話，傳承重教精神，還「師道」以尊嚴和生命，

那麼師道之傳也久矣！人之無惑也易矣！

晨光中學「三合一」慶祝活動隆重展開
晨光中學訊：九月是本校的一個重要月

份，今年九月廿六日為本校七十週年大慶、
廿八日又是紀念至先師孔子誕辰的教師節、
而十月一日是也我國四大重要節之一—中秋
節，因此本校於廿五日（星期五）下午一時
舉辦了一場「三合一」慶祝活動。因疫情關
係，本校事先向描籠涯申請允許證，並保證
會按政府規定的安全措施—戴口罩及面罩、
保持一米長的社交距離進行活動。兩個小時
的活動，既簡單又隆重，雖然全校教職員只
能坐在指定的桌椅上，不能隨意走動，但仍
能感受到慶典的歡樂氣氛。

十一點，在中文部的帶領下，全校中英
文老師到學校孔子花園向至聖先師孔子前進
行尊孔儀式，獻花並鞠三鞠躬。

十二點半，學校招待全體教職員飯盒午
餐。描籠涯主席在也監視場地的佈置後，送
了一隻烤乳豬、和家長也親自送來了炒麵和
碗糕來助興。到了一點，活動開始了，首先
由註冊處黃麗兒主任帶領開始禱告,接下黃
校長思華博士致詞。表示在疫情的影響下，
本原計劃籌備好的七十週校慶系列慶典活動
只能暫時取消，並以另一種方式展現。新常
態翻轉了教育模式，線上課面臨的最大阻礙
及困擾—網路的不穩定、教師線上教學的挑
戰、家長的不諒解、學生的不配合等問題，
造成了大家的身心困擾及壓力。因此學校在
董事會的支持下，與以往一樣，照常在九月

底舉辦活動，讓老師們感受到在新常態的逼
迫下，除上課模式，一切是還是一樣的。這
校董會及學校對老師平時所付出的辛勞的一
種體貼及感謝。

兩個小時的活動裡，除了摸彩，學生還
預錄了一些節目表演及祝福的話語播放給大
家看。除此，還舉行了小小的頒獎典禮，頒
發上學年風兩無阻、任勞任怨、從不缺席的
老師們全勤獎、以及忠心耿耿地服務學校五
年、十年、十五年、廿年、廿五年、三十年
及三十五年的老師們服務獎。最高潮的時刻
是，頒發了全力協助學校通過由基督教校院
聯合會評監委員會做出的評監要求，榮獲一
級評鑑證書的老師們感謝狀。

2019-2020學年度學生會會長雷安娜校
友，特地在這個時候回校，藉著節日感謝每
一位老師的辛苦，她表示她之所以能夠在菲
律濱四大名校上大學，這一切都老師平時的
耐心及用心的教導。今天她帶來了一份小小
的禮物給每一位教職員，略表她對老師們的
感謝再感謝的心意。

最後，中文部周台鶯主任及高中部英仙
爹戈主任分別以中、英文致謝詞。在學前教
育發展部王菁菁主任作結束禱告後，學校贈
送每一教職員防疫品一份、中秋月餅、餅乾
禮品及紅包一份等。之後，一天的活動，也
劃上了圓滿的句點。

在此，本校也此感謝校董會名譽董事

長黃禎潭博士、葉芳楓先生，董事長張堯雄
先生、執行副董事長高武宗先生、董事呂麗
容女士、李紫靖先生、雷安娜校友＇仙範

市仙沓露西亞描籠涯BELCHES主席、家長
ROWENA DE GUZMAN博士等人的慷慨捐
助，才能這次的活動順利舉行。

菲華文壇傳奇人物
《李榮美》

蔡天津
九月二十四日李榮美專欄所發表《中國一定強》的

文章，真的震撼人心，令人熱血奔騰，拍案叫絕，大快人

心。也讓筆者深深感動，覺得英雄所見略同，內心興起相

見恨晚之感覺。李榮美文友那種不畏強權，勇於直言的精

神和作風更加令人佩服，也值得我們效法。還有一點，自

今年三月因疫情封城開始，為安全起見，他就足不出戶，

然而他對寫作的熱忱並沒有受到影響，專欄每天一篇文章

從未間斷，而且內容包羅萬象，相當豐富，從國際到本

地的時局分析，社會動態，經濟分析，天南地北，無所不

談，稱得上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以他的年齡思路還能

如此敏銳，真是難能可貴，令人羨慕。

中國一定強文章中他指出美國近期一連串的訪臺，

嚴重的違反中美友誼關係，以及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聯合的公告中國只有一個，這是眼睜睜的是實，不容狡

辯。美國這種動作，狼子野心，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但是最不應該的是有些人為了私利，滿腦子都是臺獨，為

了達成空夢，竟然甘願被人利用，做人傀儡，當人走狗，

而忽視兩岸人民百姓都是中國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急，而去抱美國人的大腿，認賊作父，這種作法實非明智

之舉。臺灣本屬福建的一個縣，清朝中期才升為一個省，

甲午之戰敗給日本，才把臺灣割據給日本，一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才還給中國。如今中國強盛，

全國統一，勢在必行。偉大的習近平主席曾經發表過：統

一大計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中國政府，慈悲為懷，心存仁厚，希望能夠以和為

貴，和平統一，對兩岸人民都有益處，但是臺灣如果再一

直執迷不悟，自甘墮落，受人利用而不自覺，中國別無選

擇，只能武力統一，可能不須半天時間，就能做到，但是

本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善念，中國政府對臺灣人非常誠

懇，也特別寬待，早期臺灣人到大陸做生意，優惠特別

多，許多臺灣人都賺了大錢，滿載而歸，真希望臺灣能夠

痛改前非，迷途知返，以中華民族的利益為前題，造成雙

贏的局面，千萬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挽回的局

面而後悔莫及。

今 日 的 中 國 ， 今 非 昔 比 ， 己 不 再 是 吳 下 阿 蒙 ，

一九００年八國聯軍，在中國奸淫擄掠，欺壓淩辱我們，

最 終 簽 訂 喪 權 辱 國 的 《 辛 醜 條 約 》 十 億 兩 白 銀 賠 款 。

一九三一年無恥矮蔻發動九一八事變，喪心病狂毫無人性

的殺害中國人，大肆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產。一九四九年

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當時中國

被外國人搶得一乾二淨，一貧如洗，要從零開始，談何容

易，但是憑著中國人意志堅強，刻苦耐勞，勤勤懇懇，腳

踏實地，上下一心，夜以繼日，埋頭苦幹，在短短的七十

年內，創下天方夜譚的奇蹟，建立了今天偉大的中國，奠

定了崇高的國際地位，贏得至高無上的榮譽和尊嚴，成為

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最強國，造成美國坐立難安，用盡方

法，想打壓中國，希望臺灣當局不要忘記八國聯軍美國也

是其中之一，國仇家恨，還歷歷在目，千萬不要受人擺

佈，中國人應該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對抗外敵，為全國

統一而努力，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能夠成為世界第

一強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