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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的盛宴

敬業的風車

蔡同偉
爽朗的清風
施展烹飪本領
為秋的宴會
呈上美食的豐盛
把石榴燕得裂嘴
把高梁烤得紫紅
將玉米燉得金燦燦
將柿子燜得黃橙橙
烀出谷子的馨香
炸出大豆的笑聲
炒出辣椒的火爆
煎出魚塘的沸騰
煮出斑瀾的風景
煲出豐碩的年成
鄉親趕赴秋的盛宴
臉上綻開喜悅笑容……

中秋貼
商西恆
爬上腳手架
南方的陽光依舊猛烈
身體依舊像暴曬的豆莢
不斷炸裂出，豆子似的汗珠
雙手，依舊舞動滄桑
不遠處，一隻隻車輛
嗚嗚叫著，你追我趕的
是生活的忙碌
抽出意志的扳手
我要一圈圈鉚緊鬆動的苦和累
撐起一片晴空
便是中秋

劉豐歌
童年，我對農具中塊頭最大的風車頂
禮膜拜。
我佩服風車不僅因它結構的複雜、體
態的魁偉，還因它居然能把院壩裡一堆堆的
小麥、稻子、黃豆等糧食中混雜的塵土、雜
草、秕谷、石子，分得清清楚楚。它只需要
吹出一股股不疾不徐的風，就能把塵土、雜
草、秕谷從它的出風口吹出去，讓糧食、石
子從它身上不同的出料口流出來，分類清
楚，絕不含糊。
而風車是沒有眼睛的，沒有眼睛的風
車竟能做到心明如鏡，分辨出糧食與其它雜
質的區別。在信息極不發達的年代，風車在
我兒時的心目中，算是一件科技含量最高的
農具了。
我們村子的風車平時就放在教室外面
的街沿上，每次下課後我們總喜歡學著村人
的樣子，用手轉動風車的搖把，聽風車淺唱
低吟的依呀聲，看風葉急速旋轉的身影。特
別是夏天，我們把風車當成乘涼的大風扇，
一人轉動搖把，幾個人擠到出風口享受風車
送來的清涼。風車就成了我們這些孩子爭搶
的工具。當然，村人和老師一般是不讓我們
動風車的，村人說孩子玩風車會肚子痛，老
師則說夏天對著風車口吹容易感冒。村人的
話我們始終持懷疑態度；老師的話我們也將
信將疑，雖然他懂醫，能給人治病。因為吹

過風車送來的涼風我們覺得渾身舒坦，身上
也不流汗了，暫時逃脫了院壩驕陽似火的
曬，教室裡蒸籠似的熱。肚子痛和感冒的自
然有，我們卻不願相信是風車吹的。我們堅
信是村裡大人騙我們這些小孩子，他們愛惜
風車，怕我們把風車弄壞修起來費事，才故
意這樣說的。老師礙于村人情面，怕落個對
學生管教不嚴的名聲，所以不讓我們動風
車。于是，我們經常趁老師和村人不備，偷
偷跑過去使勁轉動風車的搖把，抓緊時間涼
快一會兒，當發現老師走出教室或有村人過
來時，立馬四處躲避。
村人怕我們這些孩子把風車弄壞應該
是有道理的，因為做一架風車的確不是件容
易的事。我親眼見過村裡的木匠做風車，他
將採來的木料用尺子量，用墨線彈，用鉛筆
畫，然後用斧子削去木料的皮，鋸成長的、
短的、厚的、薄的木條和木板，再用刨子刨
光，鑿子鑿眼，沙紙打磨，每天忙個不停。
我們每天下課後都愛圍在木匠身邊看他有條
不紊地一會兒拿塊木板瞇著眼瞄，一會兒放
在木凳上用刨子刨。而這時木匠也不時讓我
們給他打下手，讓把尺子遞給他，把刨子拿
給他。他一句話出口，我們幾個孩子都會爭
著去搶，為的想在木匠面前表現一下，得到
他的表揚。誰若搶到的機會多，他便不時表
揚一句，說這娃兒懂事呢！受表揚的孩子心
裡便樂滋滋的，像吃了水果糖。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在木匠師傅的
敲敲打打中，一架嶄新的風車便巍然屹立在
院壩的中央。這時木匠會點燃一鍋旱煙，圍

秋已至，菱角香
龍紅平
我週末逛菜市場，見路口一輛三輪貨車旁圍著好多人，湊近
一看，車上裝著堆如小山的灰紫色菱角，青綠色老菱角則被擱在旁
邊，用一個白色的塑料袋隔開。有顧客邊挑邊問：「這菱角甜不甜
呀，吃起來不會澀口吧？」「大姐，放心吃吧，若不好吃，便不要
錢。」賣貨人回答著。人群擁擠著，大家各自往袋裡挑裝著菱角。
菱角與蓮子、蓮藕俗稱「荷塘三寶」。這「三寶」都有滋陰
潤燥等功效，因此也被稱為「秋三寶」。蓮子、蓮藕早是菜市場的
「主角」，而臨近中秋，才是菱角最嫩時。細長的菱角籐上，擠擠
挨挨地掛著一串大大小小的菱角，就好像水裡的落花生。「春孕
夏繁泥裡成，黃花浮水俏天生。出波紫皂崢嶸角，胸滿瑩瑩冰雪
情。」用拇指輕輕剝開菱角的中部，向兩邊去掉殼，便露出白玉無
瑕的菱米。直接生食，微甜爽脆，可與水果媲美。菱角是水裡長出
來的果實，稱呼「水果」名副其實，而那掛在樹上黃澄澄的梨子，
紅彤彤的蘋果，火紅的石榴可是冠名了的水果，不知菱角有何感
想？
菱角可蒸、可煮、可炒，亦可做羹、做粥等。菱角清炒脆甜爽
口，出鍋時撒上蔥段，白綠相間，瞬間溢出幸福的芬芳；若搭配肉

著風車左轉轉，右轉轉，不時拿起錘子再輕
輕敲打幾下榫卯處，搖幾下風輪的搖把，調
教到自己滿意為止。
風車因製作複雜，村民愛惜自然是很
正常的事。
每到收穫季節，是村人最忙碌的時
候，也是風車大顯身手的時候。一堆一堆的
麥子、稻子、豆子，在村人和風車的密切配
合下，在風車的不停轉動中，吹走了塵土，
淘汰了雜草、秕谷和石子，只將乾乾淨淨的
糧食留給村民，為下一步的精細加工提供方
便。
風車的神奇之處，還在于它自己能製
造風，它的風與天氣無關，與季節無關，只
要村人需要，隨時保障，取之不盡，用之不
竭。當後來我到北方生活，看到北方農民幾
乎都是利用自然風揚場清理麥粒中的雜草和
塵土時，更為故鄉農村有風車這樣的農具感
到驕傲和自豪。
風車在工作中，總是那樣兢兢業業，
一絲不苟，秉公辦事，不循私情。吹出的風
分寸把握得恰到好處，如和煦的春風，不
急、不燥，帶著草木的清香。它絕不會時而
太瘋狂，時而太柔弱，它知道如果風太大，
就會將糧食也當秕谷吹走；風太弱，則塵
土、秕谷、雜草、石子又會混在糧食中吹不
出去，達不到清潔的目的。
農閒季節，風車則靜靜地待在街沿或
牆角，像一頭安靜的老黃牛，沐浴著溫暖的
陽光，反芻著自己的心事，聆聽著季節的足
音，回味著曾經的過往。

類，它不吸油卻能吸附上肉的香味，還保持著清甜口感，有減肥健
美作用；老菱角水煮或蒸，味道清新，且含澱粉、蛋白質、低脂肪
及多種維生素、礦物質，營養價值可與堅果媲美。
菱角按顏色分，有綠菱、紅菱、紫菱、黑菱等。若按菱角上
「角」的數量來分，有兩個、三個、四個的，我們常吃的則是兩角
的。兒時，老爸從菜市場買回的菱角用鮮荷葉包裹著，外面繫上白
色細繩，用手拎著，人還沒進門就大聲喊道：「今天買菱角了，小
饞貓們快出來！」我們姊妹幾個應聲而出，迫不及待打開被菱角扎
破的荷葉，只見菱角抱成一團，二個角的居多，個小飽滿，俗稱野
菱角。待煮好的菱角端上桌，從滾燙變為溫熱時，我們圍坐桌旁，
奶奶拿來砧板和刀，開始剁菱角，成熟的菱角剁開後，菱米不易出
來，用牙咬，角邊總有菱角藏躲，奶奶于是給每個人一根乾淨的竹
籤，挑出菱米，一丁點一小口挑著吃，吃得很慢也很細心，香糯甜
遊走于唇齒間。當然嘴上手上也總會被弄成黑糊糊的，我們相互打
趣，笑著鬧著跑開。如今回憶起來，那麼遙遠卻依然親切。
今日又見菱角，想起童年，心裡湧動著無盡的歡樂與溫馨。
手上提著菱角，耳畔忽響起了陣陣童謠聲，「小小船兒兩頭尖，水
裡生長不露臉」「一根草，塘邊饒，水上開白花，水下結元寶」
「翻翻翻菱角，一翻翻一大簸蘿，我吃米，你吃殼，菱角殼子扎你
腳！」

中正學院線上大學畢業典禮後記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2020年8月30日，本
校在臉書的網頁上為本年度畢業的大學生舉
辦一場線上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由葉啟明副校長致開場辭。
他先恭賀畢業的學生以及家長們，祝賀學生
們在疫情當下仍然完成了他們的學業並取得
了好成績。他說身為畢業生的他們，承載著
眾人的寄望，將來無論是在本國或是外地發
展，有母校數年來為他們提供的優質教育，
無需畏懼。
他激勵學生在將來的人生道路上，不管
遇到任何困難或挫敗，都不要輕言放棄，只
要有堅定的毅力和信心，必定能戰勝難關，
取得成功。
此外，葉副校長也不忘提醒畢業生怎
樣才是一個真正的“中正人”，中正人要永
遠記得中正的校訓“禮、義、廉、恥”。最
後，他再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母校的教誨和期
望，要為社會、為大眾謀福利，做一個對國
家有貢獻的人。
大學部顧問黃思華博士向校長介紹應屆
畢業生。共有一百五十七位學生獲得了會計
專業、會計技術專業、企業行政管理專業，
主修工商管理系、主修工商營銷管理系、創
業專業、餐旅管理專業、資訊科技專業、教
育專業主修中國文學及主修華文師範教育等
學位。
研究所的二十二位畢業生也獲得了工商
管理碩士、教育碩士，主修教育管理與監督
及主修英語教學等系的學位。
隨後，曾煥賢校長宣告准予各系畢業生
畢業。

接著，葉副校長向大家介紹大會的特
邀演講嘉賓何佳兒醫生（ Dr. Beverly Chua
Ho），何醫生是菲政府衛生部長的特別助
理。在過去的幾個月，她經常在在電視上代
表衛生署發表宣佈或報告有關新冠疫情的事
項。
何佳兒醫生是本校的傑出校友，於2001
年畢業於本校中學部。何醫生在美國、中
國、泰國、比利時以及歐洲其他國家受過嚴
格的特訓，是一位擁有豐富醫學經驗的醫
生。
本國政府高度重視何醫生的醫學造詣，
在新冠疫情爆發後，賦予了何醫生重要的抗
疫職責。
代表畢業生致辭的是郭亞倩（ Clara B.
Guo）, 她是 1+2+1 方案所培養出來的學生，
以Cum Laude榮譽畢業，獲得教育系學士學
位，主修中學中文系。
郭亞倩在她的演講裡提到美國的哲學家
John Dewey說過的一句話：“教育賦予我們
生命”。她感謝母校的栽培，在母校學習的
這段日子，是她最美好的記憶，永生難忘。
她也發誓要成為一位認真負責任的老師，讓
母校以她為榮。
本年度共有二十名畢業生榮獲學校頒發
的“忠校獎”。
這獎項是發給在本校幼兒園就讀到大學
畢業的學生。獲獎的學生如下：蔡金旺、楊
依玲、王玫玫、許華焜、林安慈、陳俊成、
陳嬡仁、許自明、李金推、施晴怡、楊敦
宏、王貞雲、王天財、王瑩華、林瓊真、許
有境、李逢鑫、曾樺豐、洪明賢、郭亞倩。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
開始發放粵籍教師獎勵金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本會對傳承中華文化工作非常
重視，對推動華文教育從為後人。
本會之公益教育基金會每年撥款頒發全菲粵籍華文教師
獎勵金，退休教師慰問金，對作育英才的勞苦教師，給予鼓
勵，對退休教師給予慰問，聊表尊師重教的一番小小心意，
同時鼓勵和表揚其勞苦的風范。
教師獎勵金及慰問金登記申請己於日前截止，並由本會
審核完絲。
茲因目前新冠疫情影響，頒發儀式取消，祈請有關教師
於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攜帶ID移玉本總會辦事處領取獎勵
金/慰問金。
本會地址：911 TOMAS MAPUA ST., STA, CRUZ,
MANILA。辦公時間：星期一，三，五上午。查詢電話：
87117188.一。茲將受獎之教師及其執教學校之名稱公佈如
下：一、菲律濱中正學院：方永輝，陳真真，曾詠晴。二、
菲律濱靈惠學院：黎寶蓮，蔡天送，黃寶玉，陳文華。三、

最後由校友總會的會長陳建衛校友致
辭，歡迎眾畢業生加入校友會。

菲律濱僑中學院總校：鄧循今，曾穎。四、計順市基督學
院：李文蘅。五、嘉南中學：林心影。六、馬尼剌愛國中
學：林美雲，宋寶玉。七、天主教崇德學校：李如好，陳卿
卿，孔國嬿，柯美琪，陳瓊珠，王金鍊。八、寶寶樂園學
校：陳詠欣。九、菲律濱巴西中華書院：許婉玲，黃美蓉。
十、乘願佛教紀念學院：李金玲。十一、納卯中華中學：甄
玫瑰，鄺玉珍，雷啟絲，甄玫琪，雷啟蓮。
退休教師：伍杏月，蔡慧謀，劉英玉，劉英蘭，劉英
鳳，余衛強，林瑪莉，林岫璜，黃美雲，李雪玲，翁薏薏，
翁薇薇，麥月瓊，麥月嬋，張遇仙，張遇香，張遇長，黃雪
霏，李玉珠，李菊馨，余惠娥，鄺惠玲，鄺國豪，陳碧貞，
葉羅莎，朱美鑾。

許氏宗親總會續辦紀念
許友章友吉大專獎學金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為鼓勵族生，勤奮向學，
力求上進，決定繼續舉辦二○一九年至二○二○年度，由名
譽理事長文德宗長特別設立為紀念故理事長友章、友吉宗長

擔任本次畢業典禮的司儀是本校會計系
主任兼註册部副主任許根吉老師。

大專獎學金。
凡肄業或畢業於全菲各大專學院，學業成績榮獲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DEANS
LIST或參加政府會考名列首十名者，申請日期由即日起開始
（假日或週日不辦公），辦公時間接受申請。
本會將採取新時期新做法，接受傳真和郵件，也可親自
至本會會所1146 NARRA ST. TONDO MANILA 2ND FLOOR申
請報名。
請事先與本會秘書處的ROBERTO聯繫，將所需文件或資
料傳真或EMAIL至本會。頒發日期將擇日再通知。
本會會所電話：8252-0791、8252-0786，傳真：82527829。
本會郵箱地址：info@phil-kho.org。

旅菲英林同鄉會就職改期
旅菲英林同鄉會訊：因本國疫情持續嚴峻，同時處於疫
情期間隔離措施的特殊時期，本會第四十三連四十四屆理監
事原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假英林總會五樓大禮堂舉行就
職移交印信儀式暫時取消，就職日期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