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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精
山立

        汴菊盛放的日子
        被歲月洗得絢爛
        我習慣了
        習慣賞菊那一刻
        一縷縷的幽古情思

        瓦藍的天空下
        菊不言，也不嘻
        只是搖拽姿容
        湛黃如月，潔白如雪
        那來自東籬之下的
        千年詠唱
        早已沁入耳鼓

        今天的太陽和昨天的不一樣
        誰如此神往
        攬入懷中的，不光是我的鍾情
        還有，故國山河的目光
        穿越時空的神話

笛聲
綠人

      就那樣 幾個泉眼
      能流盡誰的心曲 思念和愛意？
      潺潺 或者汩汩 或者淙淙
      還有叮叮咚咚
      絲絲縷縷或者縷縷絲絲
      都這樣銷魂 有磁力
      激盪山谷 潤澤田野 纏綿水域
      彷彿沉寂了幾個世紀
      又重新 煥發了生機
      我被吸進去了 不自主的一滴
      身不由己的陶醉
      任意 東西南北去

      滴他個 花開暖春 或好個天涼秋
      再或者 高山流水 二泉映月

誤償生烏藥
李勤安

朋友給我帶來煮熟的烏藥，說大補。
打開塑料袋看一眼中藥汁顏色的湯湯水水，
兒時偷嘗一口生烏藥的往事不由得浮現眼
前。

四十多年前某個秋日的一天，和幾個
夥伴玩了大半個下午打算回家吃個饃，路過
賀老三的院子發現地上曬著一些中藥丸大
小，顏色發黑的東西，猜測可能是啥吃的就
有偷嘗的衝動。請莫怪我嘴饞，那時食物奇
缺，肚子老是空空蕩蕩的，吃飽飯絕對是大
夥兒的中國夢！

打量四下無人，衝動變行動，撿起一
顆輕輕咬開，只見白生生的果肉飽含汁液很
酥嫩的樣子，沒來得及吃第二口苦味瞬間溢
滿口腔，不由得「呸呸」地吐出。既不能吃
順勢扔掉，火速離開是非之地，免得主人發
現挨罵甚或追打。

跑 到 安 全 地 帶 感 覺 舌 頭 過 電 般 地 發
麻，臉頰也有些兒僵硬，清清亮亮的口水如
跑冒滴漏的水龍頭不時往下流，袖頭擦得能
擰出水還止不住。不知哪來的智慧，十多歲
的我溜回家舀了瓢水漱口，企圖把殘留在嘴
裡的毒素稀釋。漱了無數遍口不見好，怕大
人回來呵斥，躲到村外的麥秸背後。

太陽漸漸西沉，起風了，田間小路有
大人們收工的腳步和說話聲，不久，村裡飄
起淡淡的炊煙。許是身上的水分不多了，口
水流得不再恣意汪洋，伸伸舌頭還是不太聽
使喚像長在別人身上。

天徹底黑了，有大人喊娃娃回家吃飯
的聲音。我不敢回家，注意力集中在嘴裡一
點兒都不覺餓。老藏著不是個事，家裡人會
四處尋找，找到了鐵定挨罵遭打。估摸著家
裡人吃罷飯，起身活動一下身子往回走。昏
黃的燈光成功地掩護我的異樣，老娘老娘問
我吃飯不。我搖搖手上了炕，面朝土牆捲曲
成弓。嘴角還在流口水，不知道會不會一直
流下去知道死去？挨一時算一時吧。瘋玩後

的筋疲力盡和不停流口水的擔驚受怕，上炕
不久就迷糊過去。

一覺醒來，天已透亮。起身想起昨天
的事，舌頭在口腔裡轉動幾下，奇跡出現
了！舌頭不再麻木；口腔壁已經消腫，一切
恢復正常。好了，睡一覺竟然好了！

後來，我知道那種黑乎乎的東西叫烏
藥，也叫附子，入藥時見不得生水。鄉上一
位駐隊幹部讓房東的婦女給自己熬藥，那位
婦女不懂生水煎熬，駐隊幹部中毒而亡。還
知道，當地有冬天煮一鍋烏藥進補的習俗。
煮食嚴禁生水，裡面放一根干玉米棒子，煮
的玉米棒子開花，烏藥就輸了，每天一小
碗。吃到開春，一定會面色紅潤，精神煥
發。

有了這次輕微的中毒，以後見到像食
物的東西再也不敢輕易下口。

也許童年留下的陰影，朋友送的熟烏
藥沒有推銷出去，扔了可惜，只得吃掉。略
苦、乾麵的烏藥入口還有會不會吃出病來的
念頭……

銅錢草
賴運勝

銅錢草，顧名思義，長得與古代的銅
錢形狀頗為相像，從而得其名。

銅錢草，又名金錢草，中華天胡荽，
屬傘形科天胡荽屬植物。在我國南方各地均
有生長，其大多在河溝邊及陰濕的路旁與草
地上。正如唐代醫藥學家孫思邈《千金方》
裡所撰寫的：「一種小草，生近水渠中濕
處，狀類胡荽，名天胡荽。」

銅錢草，是一種平凡普通的小草。既
能水生也能土長，用其一根根細細的莖兒，
結節長著毛茸小芽，卻撐起一葉葉圓圓的、
綠綠的小銅錢兒，有淺綠的、有嫩綠的，碧
綠的，也有黛綠的，且葉葉精巧玲瓏，昂首
佇立，伸展恣意，錯落有致，人見人愛，煞
是討人喜歡。

銅錢草，是一種淡泊雅潔的小草。雖
然名字帶有銅錢二字，難免會讓人誤解它的
身上沾著銅臭味，其實，只不過是其葉子圓
圓的，非常可愛，像古代的銅錢，寓意團團
圓圓，好運連連，所以人們才把它叫做「銅
錢草」，「銅錢」二字，寓意自然也就非凡
了：家有銅錢，滾滾財源，因此，被人們廣
泛認為是財富的象徵。

銅錢草，是一種謙遜低調的小草。從
不爭大自然的奼紫嫣紅，不爭花草世界的熱
熱鬧鬧，只在河溝邊及陰濕的路旁草地裡，
為大地的溪窪、路旁和房頭屋角都染上一小
片的綠色地毯，綻放出花蕾期的草綠色，開
放後白色的小花，詮釋自己的生命價值，綻

放自己的芳華。
銅錢草，是一種青春永駐的小草。它

的綠是純潔得不沾染一點兒塵土，從每一縷
根須到每莖葉片，都是那樣赤裸裸的嫩綠，
一種安然飄逸，恩澤天地的綠；一種層層疊
疊，千變萬化的綠；一種韻律緊湊，湍流潺
動的綠；一種普天匝地，人見人愛的綠。所
以，人們都說，其清綠的色彩，是自然之
色，生命之色，歡樂之色，希望之色。

銅錢草，是一種有藥用價值的小草。
雖然出身貧賤，毫不奢華，卻以其寬廣的胸
懷，全身的厚德，全心的大愛，滿身的芳
華，毫無保留的奉獻給天地人間。銅錢草可
全草入藥，鎮痛、清熱、利濕，治腹痛、小
便不利、濕疹等。

銅錢草，是一種生命力極強的小草。
它從不佔地，總是選擇空、野、荒、水處，
甚至是各地的邊角、空隙的閒土和溪邊的水
窪裡，悄悄地發芽，默默地生長。

悄悄地開花，靜靜地結果，又寂靜地
播下新的種子。

同 時 ， 銅 錢 草 種 繁 殖 力 極 強 ， 生 長
猛，成型快，適應強，可水生，也可旱長，
在強光下與弱光中均能生存和成長。所以，
也是一種入侵性強的一個物種，並有可能對
一些自然物種的多樣性構成一定的威脅。

銅錢草！你無私的除了奢求一口清水
和一撮泥土之外，不需要任何一點誘人的肥
料及養份，卻給人一個驚艷的景致，一片綠
的清爽。

銅錢草！你那一抹抹青青的翠綠，那
一絲絲清淺的幽香，就像一曲曲隨口哼唱的
鄉村歌謠，雲彩般的閒舒，和風般的輕柔，

細雨般的潔淨。
銅錢草!你雖沒有薰衣草的優美典雅，

沒有花蘭的清香高雅，卻有它細小的根莖撐
起銅的錢般葉兒，細嫩佇立，相依相畏，相
親相愛，密匝蔥鬱，鋪成了一幅綠的畫廊，
給人于綠的希望、安逸與清涼。

啊，銅錢草！你從來就不以大地的兒
女自詡，卻一生一世，不為金，也不為銅，
就只要默默地做一叢叢人見人愛的綠色植
物，而你的真正內涵：不單單是因為如銅錢
的形像而浪得虛名，也不是能隱忍、堅韌、
淡泊、淡定、堅毅而得芳名，而是如你的花
語：福祿壽喜、頑強堅韌那樣，有與金銅般
的純潔燦爛的心靈才舉世聞名，才成了象徵
人們的共同祈求願景：富貴與團圓。

你，銅錢草，美化，芳馥，點綴大地
和人間，給大地和人間以常青與希望，淡泊
與純潔，舒暢與安逸，清涼與溫馨。可謂是
心無銅銹綠，傘有荷色青。風骨憑人問，出
水一葉擎。

你的名字，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無
論是沃土，或是瘦地，還是清水，無論是野
外，還是室內，都能紮下根來，展現你永駐
的青春之色——綠色：綠得純美，四季常
青；綠得秀美，安逸恬靜；綠得寧靜，深沉
怡人；綠得浪漫，心曠神怡；綠得可人，一
往深情。

你的身心，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只
有大地和人們才懂得你的愛戀，溫暖你的身
心，散發你的自然、歡樂、生命氣息。

你的形象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你的青春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你的生命是屬於大地和人類的。

許維新捐
烈山五姓總會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
顧問許維新宗長平素為人急公好義，一心
為公，菩薩心腸，關懷宗族，輸財出力，
無私奉獻。今逢其令德配許施珊璞宗嫂逝
世七週年，為紀念其生前相夫教子，勤儉
持家，和睦敦鄰，樂善好施之美德，特別
捐獻本會教育基金菲幣十萬元，以此嘉惠
更多莘莘族親努力向上，本會對許維新宗
長此種愛護宗族之義舉，表示萬分感謝。
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維新捐
梧坑鄉會教育金和福利金

旅菲晉江梧坑同鄉會訊：本會永遠
名譽理事長許維新鄉賢平素熱心助人，
關懷鄉親，向來熱心鄉會，為鄉會的發展
做出了莫大的貢獻。今逢其令德配許施珊
璞鄉嫂逝世七週年，為紀念其生前相夫教
子，勤儉持家，和睦敦鄰，樂善好施之美
德，特別捐獻本會教育基金菲幣十萬元，
以其令郎許有利之名設立“許有利教育基
金”，以此鼓勵後輩子侄關懷鄉會，熱心
公益。同時又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五萬元，
此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蔡志河捐菲華乒協
菲華乒乓協會訊：本會會長蔡志河

先生、蘇美美女士賢伉儷令次郎健民君與
僑商王步榮先生、王施禮莉女士賢伉儷令
媛應琳小姐於二○二○年十月十日（星期
六）假座菲律濱靈惠基督教會舉行結婚典
禮，因疫情關係，不便宴客。蔡志河會長
酷愛體育，鍾情乒乓球運動，對提倡乒乓
球運動不遺餘力，本身又是乒乓球好手，
長年以來不間斷鍛練和本會球友互相切
磋，又對本會極其支持，今欣逢令郎授室
之喜，特捐本會拾萬元，充作本會活動資
金，仁風可欽，謹藉報端，特予申謝。

羅山中學校友會
召開視頻會議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 
本會訂於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八
時，召開第十二屆第十一次視頻月會，討
論有關新屆就職事項，敬請校友們拔出寶
貴的時間，事先下载好Google meeting软
件，以便准时参與月會，會議ID將發於微
信群裏。本次會議是本屆理事會最后一個
月會，期盼有更多的校友參與會議，共同
為本會的未來會務工作出謀獻策！

中正學院初中線上結業典禮後記

菲律濱中正學院訊：本校於2020年10
月17日在本校臉書網頁舉辦了初中部結業典
禮。

結業典禮由葉啟明副校長致開場辭。葉
副校長說學校是求知識的搖籃，也是學生們
的第二個家。他說這些年來結業生們在校領
導和教職員的眼前由一群活潑可愛，下課時
喜歡在走廊和操場上跑跳的小孩子，長成了
充滿知識、舉止文雅的青少年。

對著初中英文部269位結業生和初中中文
部的238位結業生，葉副校長表示祝賀，並引
用中國谚语“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來勉勵
結業生，無論做什麼事，都要努力付出，才
會有所收穫。他說：「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
事。想要得到好的成果，就必須付出同等的
努力。」

結業生一一亮相後，本年度初中英文部
和初中中文部最優異的學生隨即登場。

 初中英文部最優異的學生有六位： 陳
宛兒 (Patricia Angelica P. Tan)， 楊菁華 (Bienne 
Reese Y. Yu)，陳信璋 (Airen Y. Chen @Sinchang 
Chen)，陳佩瑩 (Sophia Janelle T. Chua)，吳
華陽 (Jermaine Dwayne C. Go)，施愛仁 (Aira 
Danielle S. Tin). 

 陳宛兒 代表英文部結業生致辭。她回
憶當她初到本校讀書時只有三歲，正如葉副
校長在開場白所說的，這十二年來中正學院
成了她第二個家。

正當同學們在忙著籌備結業典禮和慶祝

舞會時，就在三月，爆發的新冠肺炎開始肆
虐全球，菲律濱也未能倖免，一切的籌備工
作被迫取消。她坦言當時大家感到很難過，
因為不知道疫情何時才會結束，大家也不知
何時能再見面，來不及互道珍重就這麼離別
了，叫人如何不難過。雖然可以透過視頻相
見聊天，但比起在校園裡、在教室裡大家可
以一起讀書、一起面對面談天，談談大家最
關心的事，如將來上高中選擇的學科，以及
新的學習模式等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她接著又說因為疫情而居家的這些日
子，給了她以及同學們更多時間去思考人生
未來的方向。

之前在學校每天忙著課業，沒時間和家
人好好相處，沒時間和朋友開懷暢言，如今
疫情反而給了大家更多時間互相了解。她說
雖然大家因為疫情不能見面，但也要常常聯
繫，保持同窗之誼。

對她來說，現在也是好好檢視身邊事物
的好時機。之前事事以自己為中心，現在會
開始認真看待身旁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疫
情下他人面臨或經歷了什麼是個未知數，因
此必須以仁者之心，善持他人。 

在感謝所有教導過他們老師的同時，
陳宛兒引用了古希臘哲學家阿里斯多得說過
的一句名言：有知識的教育卻沒有心靈的教
育，等於沒有教育。

 中文初中部十年级结業成绩最優異學生
有: 張嬌煬，陳信璋，莊思穎，陳宛兒，施愛

仁，李怡欣。
張嬌煬代表中文部結業生致辭。她滿懷

深情地說：
今天能代表全體結業生在網上致謝，內

心可說是五味雜陳，既有說不出的喜悅、也
有無法形容的感傷。

感謝學校，您是我們學習的搖籃，提供
我們優美的學習環境，完善和新穎的設備，
使我們的學習事半功倍，一日千里。感謝師
長，在那一千四百多個日子裏，無私奉獻，
灌輸我們知識和技能，教導我們處世為人，
為我們鋪好將來走向成功殿堂的道路。感謝
朝夕相處，互相切磋的同學們，因為有彼此
的支持與幫助，我們艱苦的求學生涯，才充
滿了歡聲笑語，對未來的人生更充滿希望。

未來的路途也許是崎嶇不平，也許是
一片迷茫，但秉持著母校中正學院賜予我們
的堅靱不拔，努力不懈的精神，定能無所畏
懼，勇往直前，抵達成功的彼岸。

今日的離別不代表永久的分離，離別只
是一種追求的起點。在夕陽落下的地方，咱
們揮手說再會；在朝陽升起的平線，咱們再
驚喜的重聚。

末了，她代表全體結業生送上祝福，期
望疫情早日結束，母校永遠卓立南方，傲視
群校；師長身體健康，事事順心順意。

 結業典禮視頻是由註册主任施燕妮老師
籌備，  許金鳳老師協理. 配音司儀是鄭惠升
及蔡招治兩位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