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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杏樹
李培竹

         歲月無情
         淒風寒雨肆虐
         你亭蓋如雲的蔥濃
         日漸消瘦，色變
         卻以奪目的金黃
         演繹一幀靚麗的畫卷
         銀杏樹
         你有父親的品質
         舉手，能托起一片天
         腳踩一方土
         不計富饒貧瘠
         挺直的軀幹
         塑造出堅韌不拔的風骨
         縱使迎來最嚴酷的時節
         也會用盡殘力
         如油枯的燈花炸閃
         留一抹耀眼的精彩
         凝視一枚落葉
         就像看父親蒼老的臉
         能讀出幾多歡樂艱辛

月光
商長江

         夜的深處
         幽香滿懷
         水面好像神秘女巫
         那鑲滿碎銀
         一直亮閃閃的裙子
         淡藍夢的底層
         遍佈潔白思想的碎片
         魚都四散開去
         未來的雛形
         以及生活的零部件
         而時間金子一樣寶貴
         似乎早已被人
         遺忘在別夢依依的
         江岸上 擎萬里雲天
         荷花漸漸傾國傾城
          妖嬈蝴蝶直把北方作江南
         魚群一樣時隱時現著
         那有些破缺的日子
         漸漸成夢成空
         蕩漾是在風過之後
         月光銀子般
         徐徐將那妖嬈
         淡藍夜
         那黝黯部分照亮

小鎮文學青年
江育彬

小鎮生活，田園鄉野炊煙，小橋流水
人家，現世安穩，靜謐宜居。同時，也意味
著小地方小氣候，信息閉塞，空間敗落。

小鎮青年很多，但文學青年就那麼幾
個，有意無意間很容易產生交集。大家走的
路大抵相同——小時候喜歡看連環畫等課外
書，對語文的興趣明顯大于其他科目，作文
經常被當做範文。稍大，參加徵文獲獎，投
稿發表文章。再大一點，開始結識文友、參
加文學社、印刷文學刊物，不亦樂乎。

回 想 起 來 ， 真 正 寫 作 開 始 于 中 學 時
代，那時候大量閱讀，大量練筆，海綿一樣
汲取養分。當時正值花季，青春激盪，胸中
似有千言萬語，迫不及待想訴諸筆端。手寫
時代的創作，說起來很有些儀式感，買來稿
紙和碳素墨水，用鋼筆一筆一劃書寫，真真
正正的爬格子。吭哧吭哧寫好稿子，裝進信
封，貼好郵票，投進郵筒然後靜候佳音。後

來問起，大家的寫作方式差別不大，皆是滿
腔熱情，樂此不疲。

校園裡的文學愛好者，組織文學社、
印刷作品、請名家開講座、給報社電台投
稿，忙得不亦樂乎。他們是小鎮文學青年的
最初群像。

中學圖書館，也是信函傳達室，如果
是掛號信或者匯款單，負責人會把名字寫在
小黑板上，讓主人親自領取。

出現在小黑板上面的名字，有時候是
寫小小說的吳兄，有時候是寫散文的小萍，
有時候是寫詩歌的小鄭。偶爾也可以看到我
的名字。大家算是一個圈子裡的人，有時也
會相互交流一番。

到了網絡時代，創作和發表有了更多
的途徑和渠道。大家開始是寫博客，後來是
開公眾號，似乎喜歡文學的人還是那麼多。
出現在本地報紙副刊的那些作者，有的逐漸
產生或深或淺的交集，若有作品結集出版也
不忘贈送一本。

文學終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成年之
後，生活重心開始向工作、家庭轉移。有的
人放下筆桿，融入生活，漸行漸遠，只有少
部分堅持創作，還有極少數的兩三個寫出門
道，成為真正的作家。

那一段與文字繾綣的時光，留在遙遠
的青春歲月。

寫 小 小 說 的 吳 兄 ， 後 來 做 了 一 名 樂
手，混跡于各種民間劇團，偶爾在潮樂演出
中看到他的身影。某次廟會上碰到準備上香
的小萍，寒暄了幾句。眼前的她只是一個平
凡的中年婦女，曾經的她可是寫得一手好散

文的。寫詩的小鄭，毫無動靜，估計也偃旗
息鼓了。多才多藝的方小姐，出版了一本小
說後就很少動筆，平時寄情昆曲，鶯啼婉
轉，比寫作有趣多了。多面手劉兄，二十幾
年來本地報紙的副刊常客，近年來作品也逐
年減少。

小鎮文學青年，代表著一種顯而易見
的狹窄格局，一種瑣碎庸常的生活狀態，更
準確地說，代表著一種樸素但又難以實現的
文學理想。

電影《立春》，講的就是小鎮青年王
彩玲文藝理想幻滅的故事。

「春天來的時候，總覺得會發生點什
麼，但是到頭來，什麼都沒發生，然後就覺
得自己錯過了點什麼。」

小鎮文學青年何嘗不是這樣。
你有天賦，你有才能，你在小範圍之

內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這一切，最終都要化
作柴米油鹽。所謂文學夢，對大多數人來說
不過是一段時間的衝動。很多人的天賦和才
能，並不足以單憑文字就能撐起生活重擔
的。

但是，熱愛，終究是擋不住的。小鎮
文學青年對文學的熱愛，不一定是為了名
利，可以是一種更為純粹的內在精神文化需
要，也可以是一種關于愛好和夢想的生命體
驗。

有時候在本地報紙副刊看到從前同行
者的某個名字，不禁會心一笑。有些熱愛，
可能會淡化，但不會消失。

那些曾經的小鎮文學青年，就像芳草
地的花朵，綻放過，燦爛過。

做人應如桂花
曾艷蘭

昨晚下了一夜的雨，清晨，窗戶一打
開，一股清涼的晨風吹進來，清香馥郁的氣
息也隨之撲鼻而來，充盈了整個屋子。真香
啊！我急切的探頭向外張望，尋找香味的源
頭，卻不得而知。

   吃過早餐，下樓經過一棵樹，那香味
更濃了。我抬頭，一看，這樹上開了許多的
花，細細的，小小的，很容易被人忽視。香
味原來就是它們散發出來的。我深深地吸了
一口，哇，好香啊！這是什麼樹，開的花雖
細小不好看，香味卻這麼好聞。說真的，我
還是第一次聞到這香味。

我剛搬來時，看到這樓下道路的兩旁全
都種滿了樹，我對樹是文盲，不認識樹種。
如今，我走在路上，看到這些樹上，青綠又
茂密的樹葉裡全都開滿了這種不起眼的花。
我見前面不遠的一棵樹下，有個老人在采樹

上的花。我走過去問她，采這花是用來做什
麼的？她說用來做桂花酒。哦，我突然明白
了，原來這就是桂花。

我散步到公園，公園裡也隨處可以聞到
桂花的裊裊清香。漫步街頭，去超市，去學
校，外出辦事，經過街道，走過廣場，也見
處處桂花綻放，清香馥郁。這時我才知道，
在永州這個城市，公園裡、庭院中、馬路
邊、街道旁，只要有公共綠地，總是隨處可
見桂花樹的身影。而在這金秋時節，桂花掛
滿樹梢，走在哪，哪都能聞到桂花的清香氣
味。 

我走到一棵桂花樹下，仔細端詳起桂花
來。那一朵朵米粒大小的桂花金黃金黃的，
每朵小花綻開四個小花瓣，花朵玲瓏精緻，
彼此緊緊依偎，一簇連著一簇，密密麻麻，
你擠著我，我擠著你，若隱若現。微風吹
拂，花葉搖曳，芳香四溢，讓人心曠神怡。

吃過晚飯，工作了一天的人們都喜歡
聚集在樓下的桂花樹下聊天，還有一些人在
公園裡，在縷縷幽香中翩翩起舞。大家見面

了，都會欣喜地跟對方點頭打聲招呼，說：
「桂花好香啊！」，對方也笑嘻嘻地回應：
「是啊，好香的桂花！好喜歡！」還有些帶
著孩子的大人聚一起，聊著桂花香，約好周
未，一起采桂花，做桂花食品吃。

桂花釀的酒，芳香可口；桂花做的糕
點，清爽宜人；桂花泡的茶，提神醒目；桂
花在生活中，能派上好多用場呢。桂花是香
味最濃的。有人戲稱，順風香十里。這是真
的。在鄉下，你能憑桂花，找到一處村落，
一處人家呢。

「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
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
花，小小的不起眼，它不以明亮炫目的光澤
和艷嬌媚的顏色取悅于人，雖沒有其它花的
鮮艷，但是它能帶給人們美好的心情，愉悅
的生活，可口的食物，清香的空氣，讓人歡
喜，讓人沉醉。

我們做人，也應像桂花一樣，不能只顧
追求外表，鮮艷的衣著和美麗的容顏，更要
注重內在的品格之美。

吳世民家屬捐
松茂同鄉會福利金

旅菲石獅松茂同鄉會訊：本會執行副
理事長吳世民鄉賢，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十月
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逝世於崇
仰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

吳執行副理事長世民鄉賢生前熱心社
會公益事業，關心本會會務。其哲嗣幼承庭
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拾萬
元獻捐本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張响應丁母憂
旅菲石獅港邊同鄉會訊：本會副監事

長張响應賢昆玉，亦即本會副秘書長俊超鄉

賢令祖慈，張府施太夫人諡秀琴（石獅港邊

村），不幸於二○二○年十月廿六日仙逝於

港邊村本宅。

享年九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望節哀

順變。

饒標山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饒標山令德配，饒府

許太夫人諡秀珍（祖籍泉州惠安洛陽橋嶼
頭村）於二○二○年十月廿七日凌晨二時
四十七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
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靈體已於是
日七時火化，疫情期間，喪事從簡，不設靈
堂。

菲律賓華校管理人員網上研習班圓滿結業
百分九十五學員結業超半數榮獲優秀稱號

華教中心訊：中華海外聯誼會主辦，
福建省海外聯誼會、泉州師範學院承辦，本
中心、福建省海外華文教育發展中心協辦的
「2020年菲律賓華校校長（管理人員）網上
研習班」于10月24日下午舉行雲端結業式，
此次研習活動圓滿結束。來自菲律賓全國
43所華校的60位校長、主任積極參加了為期
十二天的研習活動。

結業式由泉州師範學院繼續教育處副處
長、繼續教育學院副院長王宏主持。首先，
泉州師範學院繼續教育學院黨總支書記陳建
寧宣讀結業名單。參加培訓的學員中有57位
達到了標準，獲得了結業證書。

緊接著，福建省海外聯誼會文化教育
處四級調研員黃杏珠宣讀優秀學員名單，共
有29位學員獲此殊榮。他們是：蔡蕊沓（中
西）、許文成（中西）、林美雲（馬尼剌愛
國）、蔡藝術（僑中總校）、曾穎（僑中總
校）、陳巧巧（僑中總校）、謝鴻毓（僑中
分校）、王一仁（僑中分校）、吳聖順（近
南）、馬儷玲（中正）、蔡莉莎（育仁）、
許麗玲（嘉南）、黃思華（晨光）、周海燕
（光啟）、吳熾烽（光啟）、王小芳（光
啟）、許普華（能仁）、郭巧棉（計順菲
華）、林雨聯（計順基督）、李蘇斐（七色
光）、施玲玲（碧瑤愛國）、林淑貞（丹轆
新民）、蘇志能（紅奚禮示立人）、蔡秋景
（描東岸及時）、李紫玲（宿務中華）、楊
琇瑩（宿務育賢）、王燕燕（朗嗎倪地博
愛）、郭杏汾（亞虞山培青）、莊榮箴（高
侖那達中華）。

本中心副主席楊美美在致辭中代表本中
心向參加研習的12位講師和60位學員表示無
比的感佩，並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楊副主席表揚菲律賓華校校長在疫情期
間勇敢地挑起重擔，不但堅持處理學校的管
理事務，而且親自上陣，踏入課堂，現在又
精神抖擻地參加學習，精神可敬可佩。她讚

揚此次研習班內容充實，開闊了校
長們的眼界，給大家送來了一頓教
育理論與管理實踐相結合的豐盛餐
宴。楊副主席感謝祖籍國的有關單
位領導、工作人員一直以來對菲律
賓華文教育的關懷、支持、呵護，
菲律賓華文教育工作者將永遠銘刻
在心，並以此作為勇往直前的力
量。

高侖那達中華校長莊榮箴代表
學員發表研習感言。莊校長感歎祖
籍國有那麼多優秀的名校，遺憾以
前沒能去參觀考察一番，希望疫情
過後能夠親眼目睹。他盛讚講師們
的實例介紹生動有趣、有見地、有
理想、滿載自信，學員們如饑似渴
地吸收著創意、理念、經驗，學習
生活幸福快樂，令人享受到滿滿的
獲得感。

泉州師範學院外事辦公室主
任許琦紅致結業辭。許琦紅主任代
表泉州師範學院向學員們表示衷心
的祝賀，感謝中國海外聯誼會和福
建省海外聯誼會對該院的信任與支
持，感謝福建省海外華文教育發展
中心的合作，感謝全體學員在百忙
之中仍然堅持不懈地完成十二天的
課程。許主任特別感謝本中心二十
幾年來與泉州師範學院在菲律賓華
裔學生學中文夏令營、外派教師
項目、菲律賓本土師資培訓項目等
展開積極的合作。疫情期間還堅持
合作開展師資網上培訓班和此次校
長管理人員網上研習班。相互支持，相互成
就，默契的合作鑄就了深厚的情誼。她說，
海外華文教育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
秋」的事業，華校的管理者是這項事業的引
領者、進行者、推動者，泉州師範學院將繼

續為大家提供服務。
結業式結束以後，泉州師範學院請學

員們填寫「2020年菲律賓華校校長（管理人
員）網上研習班滿意度調查表」和「2020年
菲律賓華校校長（管理人員）網上研習班評

教調查表」調查問卷，以便將來做出改進。

圖片說明：
（上圖）結業式發言人，左起：陳建

寧、黃杏珠、楊美美、莊榮箴、許琦紅。
（下圖）泉州師範學院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