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tober 29 2020 Thurs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年十月廿九日（星期四）

投稿郵箱:

一條馳向家鄉的路
石足

     沒有人看見我，
     在陽光和煦的清晨，
     伴著香煙繚繞的煙霧，
     在房間裡，踱著雜亂的步。
     也沒有人看見我，
     對著牆上掛著的地圖，
     一遍遍地捋順著，
     熟悉的，家鄉的路。
     更沒有人看見我，
     用手遲緩沉重的比量著，
     地圖上我與家鄉的長度，
     而眼角，卻早已濕潤的一幕。
     就在昨夜，
     我夢到了久盼的長假，
     回家小住，還清晰地夢到了，
     老家門前那幾棵開花的杏樹。

     為了生活，
     平日不停地奮力拚搏，
     竟也沒能免去假期的忙碌，
     所以，所以也就再一次的，
     不能和回家的計劃，同步。
     地圖上蜿蜒曲折的公路啊，
     為何？為何走著走著，
     總是偏離了回家取直的角度？
     穿山、越嶺、跨河、馳原，
     哪一條，才是回家最快的高速？
     擦乾模糊的淚眼，
     再次掃視咫尺的地圖，
     重新定位兩點的坐標，
     突然，突然發現一條，
      一條馳向家鄉，筆直的路……

飄零的楓葉
崔偉成

        深秋的楓葉
        如隨風飄舞的紅綢帶
        似熊熊烈火
        它用生命和熱情
        點亮整個秋色
        染紅整個秋天
        漫步楓林中
        片片葉子紛紛飄落
        令人感受這大自然的杰作
        感慨這最悲傷的植物
        一片一片悄然的落入土壤
        一點一點默默地將自己埋葬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
江辰宇

秋天是一段漫長而又短暫的旅程，從立秋開始，到霜降結束，
經歷著好幾個月漫長的時間；可當霜降來臨，我們卻總感覺，彷彿
剛進入秋天不久，便很快又跨步進了冬季。

霜降，是秋天之旅的最後一個小站，《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
云：「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為霜矣。」農曆九月中旬，天氣漸

漸寒冷，露水開始凝結
成霜。這時，漫天的黃
葉簌簌而落，本來繁華
的枝頭已經刪繁就簡，
大多只剩下光禿禿的一
片。地上的草木搖落，
枯草殘葉結上了厚厚的
白霜，陸游曾賦詩「枯
草 霜 花 白 ， 寒 窗 月 新
影」。秋姑娘向我們依

依不捨地揮著手，在凜冽的寒風中漸行漸遠……
經霜的楓葉愈發紅艷，似是一團團火焰，動情地燃燒著最後

的秋天，讓人不禁吟誦晚唐詩人杜牧的《山行》：「遠上寒山石徑
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霜降
時節，杜牧登上寒山觀賞楓葉，興致勃發寫下《山行》一詩，字裡
行間都藏著詩人對這個季節的偏愛。

霜降來臨的時候，大多的景色是蕭條的，萬物都蒙上了一層
微涼。「九月降霜寒草衰，三秋落木塞鴻來。」花草衰敗，樹葉
飄落，詩句中透著一股寒意。「氣當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
寒。」霜降之時，空氣清爽，但月亮卻比中秋更為寒冷。月亮哪有
溫度呢？不過是詩人感到了寒冷罷了。

劉長卿在《九日登李明府北樓》曾寫道：「霜降鴻聲切，秋深
客思迷。無勞白衣酒，陶令自相攜。」鴻聲悲切，深秋甚是思鄉，
不需友人來送酒，自己攜酒，自飲自醉，詩人的遊子之思濃烈，悲
苦寂寥之感幽幽襲來。

「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水回深澗，落葉歸山，人也歸
巢。

于秋末的午後沖泡一杯香茗，擺上一本喜愛的書籍靜坐，看窗
外西風，品書中風情。屋外寒風蕭蕭，我心自是淡雅而寧靜。

一半在月色
一半在心海

張麗英
一 、生命的光陰

 大地的花朵，有著無限的光線，一朵
小花，紅色，黃色，它們的光，一線一線地
連向太空，彷彿宇宙的大，是為了花朵光線
的自由。

 有時候，靜靜地在光陰的線中，捕捉
希望。一抬頭，看見了滿天的雲，在無盡的
天邊，自由。

夢的思緒鋪展，勞動人的月夜，遞送
背影和眼眸。

 光明接到了土地的色彩，沃野千秋。
 樹木拔節，小草看到高度。
 于是，光陰的夢裡，燈光的故事，溫

暖了許多的人。許多年裡，許多年後，誰的
深情依稀停留。

 分別許多年後的人，不曾淡了，忘
了。

 萬分之一的相逢，一片秋天的葉子，
恰好落向一個人的心頭。

飛走了，又落了下來。一個人和一片
葉子，經歷彼此的一生。

二、一半在月色，一半在心海
讀 你 ， 在 月 光 中 寫 詩 ， 記 憶 的 門 虛

掩，似曾相識，一半在月色，一半在心海。
有一種無可替代，在寧靜的秋天，涼

風穿過那片荷花塘。淨白，蒼涼，彷彿我前
世的靈魂。

多少次夢中呼喚，醒來時依然靜默一

場；多少次數著星光，夢中，你依然在他鄉
漂泊。究竟你是我的誰，誰是夢的故鄉，
前生和今生，錯過的風景，是不是也和我一
樣，內心的迷茫像黑夜裡細雨，淒美，清
涼，心傷。

懂我，唯日月，懂我，清輝經由我心
扉。

時間超度了所有，所有是有非有。

三、一寸一寸的愛
凋零的花瓣因為有了你的牽念重新鮮

艷，枯萎的枝丫因為有了你的目光而生機再
來，你的一寸一寸的愛，是我一寸一寸的未
來。

 我想，我要不要一個人在月光下，一
言不發，愛上沉默，只因為，有一個人在千
里之外，寫著「一寸一寸溫暖你」的良善。

今夜我在這裡望月，你是否依然在燈
光下，想著溫暖一個異鄉的女子，她過得並
不好，她的夢想需要一個熱愛文字的人，和
她並肩。

有些孤單，常被落日吸收，化作天邊
如火的殘陽。

有一種愛，需要在時空裡醞釀，承受
不可承受的憂傷。

你的溫暖只能是一種力量，這已經足
夠了。一個人，在一間室裡，品味窗外細
雨，朦朧，迷離，憂傷，遠山愈發沉重。

有一種小小的溫暖，經過我日漸蒼老
的滄桑。

我決心，越走越遠，直到有一天，抬
頭時，正好與你撞個滿懷。

四 、  醉飲清輝
一個女子抱緊輕柔的水，在山林間恪

守清澈如許的光陰，不喜不悲。輕柔是她的
姿態，永恆的纏綿是她無怨無悔的愛戀。

無論走多遠，都心繫故鄉，故鄉的土
豆開著紫色的花朵，花香充溢著水的故園，
女子纖細的情意開著紫色的花，在秋季結出
故鄉的土豆，深埋在土裡。

遠方的山林蝴蝶紛飛，千絲萬縷的情
意開出鮮艷的花色，香滿山林。女子的花裙
子點亮了山林的夏季，跟著蝴蝶裝點美麗的
世界。

也許卓文君來過，也許還有石評梅，
或者蕭紅，她們都是不一樣的女子，曾因為
文字而改寫人生。

從一段路走來，內心渴望一杯淡酒滋
味，醉飲山間清泉，月下清輝。

五、在詩中相遇
讀你的散文詩，彷彿讀到春天，燕語

呢喃，一株春草，在心間泛起綠海的浪濤，
我站在沙灘上，遙望。

 你凝眸的目光，穿過了無數個黑夜，
為我送來黎明，我的窗外，太陽在縷縷炊煙
中燃燒起一腔熱血，你的愛，我收到。

我們都在用心關心天邊的雲，家鄉的
雨，一朵花，讓我們欣喜地擁抱生活，我們
都很笨，癡癡地愛著寫詩。

 你的家鄉有茶，我的家鄉有雪，你家
鄉的山就像大地的血脈，我家鄉的山就像大
地的脊樑，南方和北方，兩顆心的距離，穿
越了漫漫歲月，在詩中相遇。

 我讀你的詩，就讀到了我自己，可愛
的、純淨的，不染風塵。于是，我終于可以
知道，安安靜靜地守著一朵花，也就守住了
這個多變的世界，這樣真好，有淚可流，有
感動可抒懷。

楊健全捐立人董事會
紅奚禮示市立人中學董事會訊：本會

楊顧問健全先生令萱堂楊府陳秀蓮太夫人，
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八時半在
本寺陳淑霜醫療中心逝世，享壽九十有三高
齡，慈竹折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哀榮
備至。

楊顧問健全先生熱心社會教育事業，
基先人風範，在守制期間，不忘本會教育事
業，特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教育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表謝忱！

莊杰乞家屬捐石鼓廟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大王公

董事會訊：本婦女會組織主任莊劉美玲女士
令尊翁莊杰乞老先生，不幸於二○二○年十
月五日逝世，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秉承庭訓，雖守制期，仍不忘公
益，特獻捐菲幣二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莊杰乞家屬捐青陽震福
菲律濱青陽震福聯誼會訊：本會常務顧

問杰乞宗老先生（副理事長偉念和康樂主任
幸福令尊）不幸於二○二○年十月五日逝世
於崇仁醫院，老成凋謝，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杰乞老宗長生前熱心公益，關心本會，
其哲嗣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
特獻捐菲幣三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
申謝忱。

楊俊嘉捐三王府董事會
紅奚禮示市朱邢李三王府董事會訊：本

會楊顧問俊佳先生令先祖慈楊府陳秀蓮太夫
人，不幸於二○二○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八時
半在紅市陳淑霖醫療中心逝世，享壽九十有
三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深。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楊顧問俊嘉先生熱心社會慈善事業，其
秉承先人風範，在守制期間，不忘本會慈善
事業，特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慈善用途，敬
領之餘，特藉報端，以表謝忱！

楊健全捐
紅市菲華商會

紅奚禮示市菲華商會訊：本市名商楊健
全先生令先慈楊府陳秀蓮太夫人，不幸於二
○二○年八月十七日上午八時半逝世於本市
陳淑霖醫療中心，享壽九十有三高齡，花亭
月冷，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

楊健全先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其秉
承先人風範，在守制期間，不忘本會公益事
業，特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似此仁風義舉，特藉報端，以表謝忱！

吳世民家屬捐
石獅僑中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獅市華僑中學校友會訊：本會顧

問吳世民學長（石獅市松茂）不幸於二○二
○年十月十六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壽終於崇
仰醫院，享壽七十有四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
極盡哀榮。

其哲嗣吳星煒孝思純篤，幼秉承先人
庭訓，樂善好施之美德，熱心社會公益，守
制期間，仍不忘公益慈善，特獻捐菲幣伍仟
元，充作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
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菲許氏宗親總會續辦獎勵族師
希全體族師踴躍前來報名申請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一向提倡尊師重教，每
年舉辦獎勵華文教職員（包括許姓媳婦），今年雖遭逢百
年一遇的疫情，但仍照常舉辦。懇請全體族師於即日起至
十一月中旬止，前來本會會所報名申請。

申请条件：凡吾族宗親或媳婦本年度任教於華文學校
（如任職於兩間學校，只能選其一），將所任職之學校ID
證明、住址和個人照片，繳交給本會，本會將擇日給予獎
勵。

申請日期由即日起至十一月十六日止（假日或週日不
辦公），辦公時間接受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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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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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2-
7829

本會郵箱地址：info@phil-kho.org

菲律濱鳳山寺喜慶
 觀音菩薩寶誕千秋

菲律濱鳳山寺董事會訊：公元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農曆九月十九日）（星期三）欣逢佛祖救苦救難、慈航
道人觀世音菩薩聖誕千秋，由於新冠疫情尚在流行，為眾
善信身體健康安全，遵守防疫措施。是日本寺恭設香壇供
奉清茶酒，六齋五味，壽蛋壽麵，饌盤果帛，壽桃粿合，
供四方善信蒞壇拈香膜拜，叩答神恩，祈求國泰民安，風
調雨順，五穀豐登，身體健康。上午十時舉行祝壽儀式，
由香主楊洪翠萍、董事長潘振興、南安理事長侯斌鴻率領
二、三龜香主與善信們，依序分作數批，保持距離，虔誠
向觀音菩薩拜壽，祈禱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結束，以保黎民
百姓過正常生活。

莊子故里安徽省蒙城縣 被命名為中國寓言之鄉
       菲律濱華文閃小說學會訊：「中
國寓言之鄉」授牌儀式于2020年10
月22日在中國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
圖書館舉行，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余途宣讀命名蒙城
縣為「中國寓言之鄉」的決定，孫
建江會長授牌。少軍、程思良、馬
築生、劉嵐、陳效東、薛賢榮、謝
樂軍、王路、胡麗娜、張永欽、林
亞莉、童蘭閔等中國寓言作家、專
家 、 學 者 應 邀 出 席 了 授 牌 儀 式 。
毫州市文聯領導、蒙城縣縣委、人
大、政協、宣傳部、文聯領導及當
地寓言作家、文學愛好者等各界人
士參加活動，共同見證了蒙城文化
史上的新紀元。
          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為蒙城縣
創辦「中國寓言之鄉」提供了專業
指導，多次派專家前往蒙城考察指
導工作。創辦「中國寓言之鄉」的
過程也是普及中國傳統文化，加強
基層文化建設，傳播優秀寓言文化
傳統，讓學術社團更好地服務社會
的重要舉措。蒙城縣被命名「中國
寓言之鄉」將為當地創造良好的人文發展機遇，搭建更廣闊的
發展平台，架起對外交流和溝通的橋樑，更有力地推進蒙城經
濟社會的科學發展、跨越發展。蒙城縣人大常委會主任郭飆在
授牌儀式上表示：「此次蒙城獲得『中國寓言之鄉』的稱號，
這個榮譽對我們更多的是一種激勵。我們只有創作出更多優秀
的作品，才不愧這個稱號。」他們表示將繼續把寓言推廣到城
鄉的各個方面，讓寓言之鄉處處有寓言。
       授牌活動結束以後，當地文藝愛好者還表演了寓言誦讀、
寓言劇等文藝節目。

       

據瞭解，該地不僅大力推介寓言，對閃小說也是傾力支持，先
後舉辦過六個莊子杯中國寓言閃小說大賽、莊子道杯中國年度
閃小說大賽以及多個閃小說筆會研討會。本會會長、菲華知名
詩人王勇均曾應邀擔任以上大賽終評委，並積極鼓勵菲華文友
參與征獎活動。

圖片說明：(上)，「中國寓言之鄉」授牌儀式主席台之
影。(中)，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會長孫建江會長為蒙城縣「中
國寓言之鄉」授牌。(下)，出席「中國寓言之鄉」授牌儀式的
領導、寓言作家、專家、學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