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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角的花兒
林嘉

          在牆角的某個地方
          卑微地生長，
          倔強地向上
          是爭相鬥艷的微笑
          照亮了那顆嫣然的硃砂痣
          一瞬間，
          映在紅豆的身上

          淡淡的花香，
          潛入山茶花的胸膛
          黑夜的幻想，
          芬芳了整個天堂
          雨傘下的人兒，
          在誰的身旁
          在夕陽的燈光下，
          凸顯一絲昏黃
          是我的方向，
          嚮往的地方

          一直在這片
          屬於牆角的花兒
          溫暖了四季的寒窗，
          照亮我前行的夢想

正值春暖花開的季節，2019年3月，我
從蘇州碾轉到了江陰市，懷著對「曠世游
聖」徐霞客的敬仰，晉謁了心儀已久的徐霞
客故居。

1587年，徐霞客出生于江蘇江陰市馬
鎮南暘歧一個沒落的士紳家庭，因患腿疾
死于1641年。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號霞
客，是我國明朝末年傑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學
家，故居在江陰市馬鎮南岐村。

江陰市的馬鎮，據導遊說在宋朝時，

是京城與地方郵遞交接處和往返
馬 匹 的 歇 息 地 ， 當 地 還 有 座 馬
公 橋 ， 鎮 的 名 字 也 因 此 而 來 。
2007年，馬鎮被更名為「徐霞客
鎮」。

南岐村是一個水網密佈的江南水鄉，
從前人們形容這裡有三百六十個水塘，河道
從橫，出行靠船。村口有一條勝水河，河
上還建有一座上下共二十四級台階的石板
橋，名為「勝水橋」。「勝水」是說每當雨
季來臨時，南岐村從不會被大水淹沒。

徐 霞 客 故 居 ， 是 一 座 典 型 的 江 南 明
式農家小院。院門朝南，現有三進、兩廂
房，房屋結構具有明代進士宅第建築的鮮明
特色。故居頭進的門廳上掛有著名作家陸定
一題寫的「徐霞客故居」匾額，屏風上刻
有北大侯仁之教授撰寫的《徐霞客生平簡
介》。二進是轎廳，陳列展覽徐霞客的生平
偉業、旅行線路圖和他對巖溶地貌、水道地
理等論述及圖片。櫃內擺放著各種巖溶標本
和現代專家撰寫的論文及其資料。三進為正
廳，四周壁上掛展了現代名人的字畫。書房
內展出了四十多幅「徐霞客到過的地方」的
風光照片。

在正廳東南角的院牆內，有顆400多年
歷史的羅漢松，據說是徐霞客少年時代親手
移栽。 原本是棵盆景，徐母為鼓勵兒子寄
情山水，獻身于科學事業，啟發兒子將它移
栽在庭院中。有了大地母親的滋養，有了
風霜雨雪的洗練，這棵盆松竟長到六七米
高。「人挪活」常來鼓勵人們要通過不斷改

變自己的生存環境、尋找自己的位置來實現
自身的價值。松樹種在窄小的花盆里長不成
材的，人也同樣不能禁錮自己手腳，需要走
出去，走出去天地就闊了，你可以自由地翱
翔;地厚，你就有了足夠的能量。

 幼年時期，徐霞客家境還算殷實，
他曾祖父田產就擁有田地12597畝，在當時
的江陰農村，算是一個響噹噹的大戶人家
了。

青年時期的徐霞客，對科舉考試不感
興趣，曾經參加過一次縣衙門舉辦的「童子
試」，但沒有考取。徐霞客的父親也沒逼他
繼續參加科舉考試，而是放任徐霞客博覽
群書。19歲那年，徐霞客的父親病逝；22歲
時，徐霞客生平第一次離開家鄉出遊。

1607年的初秋，徐霞客跟隨其叔岳，
從家門口的勝水河乘船，前往鄰近的無錫
惠山、黿頭渚遊覽。又從黿頭渚坐船穿越
太湖，遊覽了蘇州的洞庭東西山。這次出
遊，徐霞客被家鄉外的風光徹底折服了，從
此他下定決心，要用腳步去丈量河山。

在 徐 霞 客 他 二 十 二 歲 至 四 十 八 歲 的
三十六期間，徐霞客足跡遍佈浙江、福
建、安徽黃山、河南嵩山、山西五台山和恆
山、陝西華山等地。一路上他把自己的觀
察，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下來，但保存下來的
日誌僅僅只有一卷本。

《徐霞客遊記》的開篇之作就是「游
天台山日記」。天台山，位于浙江省天台
縣境內，主峰華頂山海拔1098米，這篇日記
的寫作時間為1613年的5月19日。398年後的

2011年，5月19日正式被確認為「中國旅遊
日」，這也是為了紀念徐霞客而設立的節
日。

公元1636年，51歲的徐霞客再度出遊，
他這次遊歷的地方有浙江、江蘇、湖廣、雲
貴等地，四年時間內，他先後寫下了二百多
萬字的日記；然而，遺憾的是後世保存下
來的只有60餘萬字，也就是現今人們看到的
《徐霞客遊記》的全本，丟失了二百多萬字
的內容。

徐霞客之所有能夠取得這麼大成就，
與他身邊兩個女人的鼓勵和支持分不開
的。徐霞客的母親王孺人，是一位思想激進
的家庭婦女。她理解兒子的心情和遠大志
向，並積極支持丈夫和兒子放棄科舉、外出
周遊的壯舉，自己在家紡紗織布，主動承擔
養家餬口的重任。明末江南已經有資本主義
萌芽，當時徐家已有好幾架紡紗織布機。徐
霞客二十二歲出遊時，徐母製作遠遊冠送兒
子上路。八十高齡還陪兒子去荊溪、句容遊
歷。徐霞客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王孺
人的教育和鼓勵。

勝水橋是霞客出遊啟航和歸途船隻的
停泊之處。

 徐霞客新婚不久，嬌妻許氏和賢慧
的母親王孺人，就在這勝水橋畔為霞客壯
行。婚後不久，徐霞客便「始泛舟太湖，登
眺東西洞庭兩山，訪靈威丈人遺跡」。 霞
客就在這勝水橋畔，頭戴遠遊冠，毅然告別
了慈母嬌妻，乘舟遠行，暢遊神州。勝水橋
畔，灑下了多少相思的淚水。

「曠世游聖」的徐霞客
朱先貴

跟蹤一隻蝸牛
陸鋒

雨後，窗台上有一隻蝸牛在慢慢爬。我剛完成一本長篇小說
的寫作，頗有閒暇，便泡了一壺茶饒有興致看著它一點一寸地前
進。

這應該是一隻成年蝸牛，殼泛黃，蒙了一層淡淡的黑色，感
覺十分堅硬。它爬得十分緩慢，我慢悠悠喝完一壺茶，它也不過
前進了寸許。我就這樣喝著茶，眼神跟蹤著它——傍晚時，它竟
已經爬到了窗玻璃的最上端。

那只雖然慢，但不斷在向上爬的蝸牛讓我想起了一個學生，
我一直親切地叫他「小蝸牛」。

他與蝸牛的共同點是慢，寫字慢、讀課文慢、思維反應慢，
連走路都慢。一年級時，我對他束手無策，心裡巴不得他頑皮一
次，我也好趁機訓斥他幾句。只是他性子極靜，每日都是乖乖巧
巧的模樣，從不調皮搗蛋。

他媽媽非常焦慮，時常與我說：「老師，他這總是跟不上也
不行啊。他不好好學你就罰他，你對他凶一些。」

我歎了口氣，說：「你的心情我很理解，說實話，我的內心
也非常著急。只是，我想我們都需要明白，並不是每個孩子都是
一朵花，有的孩子是一棵樹。花，到了時節就開了。樹，是需要

一段時間生長的。」這聽起來有點像自我安慰，卻是我內心最真
實的想法。我想：他需要時間，需要我們給他時間去適應、去成
長。

每一堂課，他認認真真地聽。
每一個字，他認認真真地寫。
每一天，他都在認認真真地學習。
後來，我買了一本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送給了她媽

媽。我在扉頁寫：育兒，是一門慢藝術。養育孩子就好像種地一
樣，種地不能拔苗助長，每個有自己的成長週期，我們不應該催
促、逼迫。催促和逼迫，很大可能會毀掉一個孩子的成長根基。

不知是我的勸誡起了作用，還是慈母心態佔了上風，他媽媽
總算是斂住了內心的焦慮情緒，耐心地等待小蝸牛的「花期」。

如今，一晃幾年過去了。小蝸牛成績優異，性子依然安靜、
乖巧。若有人提起他一年級時不及格的糗事，他也是不急不躁地
說一句：「就慢慢學嘛，總能學會的。」

是呀，就慢慢學嘛，總能學會的。
兒童心理學之父皮亞杰有一個理論：人對于時間知覺只有在

大腦的推理能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出現。他曾說過8歲以前的孩
子幾乎沒法對時間做很好的估算，因此他極力反對過早逼孩子去
認識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都應該停下來等一等。
我在書房耗了一下午的時光，跟蹤了一隻蝸牛。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港開幕 蔡聰妙擔任論主壇演講嘉賓
<上接第17版>

由於受疫情影響，使到國外嘉賓無法親
身到現場參與，因此所有香港以外的嘉賓，
都以線上形式參與論壇討論。其他論壇演講
嘉賓有香港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博士；泰國
安美德集團主席邱威功；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藍凌志；施耐德電氣董事長、行
政總裁兼亞洲總裁趙國華；中國交通建設集
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王彤宙；和渣打
集團行政總裁溫拓思。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在主論壇上發表特別致辭。

 “一帶一路”實行下的國際合作提供史
無前例的機會，讓受新型冠狀病毒打擊的全
球經濟體實現可持續共融復甦和發展，但長
遠而言是否成功且能夠克服當前的社會經濟
困局取決於能否衷誠、高效地對等合作。在
該場“可持續及共融發展驅動全球復甦”主
論壇上，蔡聰妙大使和多位傑出的商界領袖
會分享他們對可持續協作，共同努力和共享

成果的願景，以突破疫情後的環境並打出一
片更公平，更平等的新天地。

蔡聰妙大使在提到許多正在“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進行的合作項目，因疫情而不
得不被停止。但也有些國家卻努力尋求突
破，他以菲律賓為例說：“一帶一路”已與
杜特爾特政府的“大建特建”計劃深入融
合，並取得了實際成果，中國公司致力做出
重要貢獻。由於菲律賓工業結構的不斷改
善，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進入菲律賓基礎設
施市場。

“2020年上半年，即使面對疫情的嚴
峻挑戰，但經歷中國大使館，菲律賓政府和
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中國企業承包工程項目
基本上没有停止，並依然按照中方的承諾，
繼續進行。中方願繼續與菲律賓保持有效的
溝通與合作，克服合作項目面臨的一切困難
和障礙。希望在菲律賓啟動並實施更多的項
目，以使當地人民盡快受益。

當前，中菲政府重點合作項目總體進展
順利，為菲律賓經濟復甦做出了巨大貢獻。
中國逐步按照菲律賓政府和業主的要求，在
疫情的嚴格預防和控制下，逐步有效地恢復
了工作和生產。”

蔡聰妙大使說：”在疫情爆發後，中國
政府已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來控制疫情的蔓
延，並向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中國
為抗擊這一疫情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取得
了良好的成果。

同時中國並沒有忘記菲律賓。中國本
著守望相助，同舟共濟的精神，向菲律賓及
時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與幫助，不斷從中國
送來大量的醫療物資，全部免費贈送。還有
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不辭辛勞來幫助菲律
賓，在疫情處於水深火熱之際，為菲律賓帶
來急需的援助和物資。”

他還說：”在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
路”的倡议後，菲律賓首先響應，率先在海

外成立第一個菲律賓絲綢之路國際商會，致
力推動菲中合作共贏，為菲律賓經濟及菲律
賓企業走向區域合作提供助力，加強沿線國
家和地區經貿，文化，人員等多方面交流，
為各領域帶來廣泛合作機會，擔當起菲律賓
與“一帶一路”之間的橋樑作用。

另一方面，在日前開幕的第十七屆中
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
會，習近平表示中方願同東盟一道建設中國-
東盟信息港，推動數字互聯互通，打造“數
字絲綢之路”。受此啟發，我們菲律賓絲綢
之路國際商會，也將把“數字絲綢之路”列
入其中，與時俱進，深化數字經濟，與全球
進行雲端合作，建立更全面的“絲綢之路”
合作關係。

在全球經濟復甦過程中，中國扮演著越
來越重要的角色。我們歡迎中國投資，我們
應該努力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以促進與中
國的互惠互利。”

李榮美文教基金會贊助
菲華校聯、菲華日報共同主辦

全菲中學生第一屆網絡現場作文大賽
菲華校聯訊：為豐富華校中學生文化生活，提升中學

生使用華文寫作的能力，由李榮美文教基金會贊助，菲華
日報和菲華校聯共同舉辦全菲中學生第一屆網絡作文大賽

將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日舉行。本次活動的報名工作已

經開始啟動。現將本次比賽活動的簡章附錄如下：一，宗

旨：豐富華校中學生文化生活，提升中學生使用華文寫作

的能力。二、報名時間：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

零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截止。三、報名辦法：填寫報名表

並傳給校聯郵箱，郵箱地址： haolian1993@gmail.com。

四、比賽時間：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六）上

午八點三十至十一點零五分。五、比賽辦法：上午八點半

進入zoom 視頻比賽現場，監考官開始確認參賽學生情況，

上午八點五十分監考官宣佈作文題目後，學生即可開始現

場作文，所有參賽學生都必須自己用電腦打字，字數700字

以上，體裁不限。比賽期間，參賽學生應全程打開視頻，

以便監考官監督比賽狀況。不得抄襲或轉載他人文章，一

經發現將取消成績、收回獎金並給與批評教育。十一點截

止時間到，學生可有五分鐘時間將文檔發到校聯指定郵

箱：haolian1993@gmail.com。超過五分鐘未發送，即按棄權

處理。

六、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華社德高望重的作家進行
評審工作。

七、獎勵辦法：本次比賽共評出：一等獎五名，每名
一萬披索，二等獎十名，每名五千披索；三等獎十名，每
名三千披索。每位獲獎者除獲得獎金之外還將獲得贊助人

李榮美先生專欄文集兩冊和免費訂閱菲華日報半年。得獎
學生的指導老師每人獲得一千披索獎勵。

八、本簡章未盡妥善之處，主辦單位有權隨時修改之
。                                 

菲晉江梧坑鄉會訂於十二月中旬
開始頒發優秀生獎學金和助學金

旅菲晉江梧坑同鄉會訊：本會為鼓勵鄉僑之子女，勤
奮向學，力求上進，及培養優良之品德起見，本年度仍照
常繼續舉辦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之申請經已結束，本會決定於十二月十五日
開始頒發本年度之獎助學金。

茲將本年度之優秀生芳名列下：
許玉仁，SACRED HEART ACADEMY OF STA. MIRIA，

小五，英文第三名、許美麗，FRANCISCAN MONTESSORI 
SCHOOL，小三，英文第一名、許玉淑，SACRED HEART 
ACADEMY OF STA. MIRIA，中二，英文第三名、許燕
裕，聖公會中學，中三，英文第二名、許燕裕，聖公會中
學，中三，中文第三名、許自鑫，聖公會中學，中二，中
文第三名、許芷綺，中正學院，中三，英文第三名、許芷
綺，中正學院，中三，中文第三名、許宏駿，中正學院，
中六，英文第三名、許文文，SAINT IGNATIUS LOYOLA 
ACADEMY，中三，英文第三名、許玉娟，UST，大一，第
三名、許玉娟，UST，大二，第三名、許良賢，UST，大
六，第三名。

請 各 位 家 長 與 學 生 與 本 會 聯 繫 ， 本 會 地 址 ： 1 1 2 7 
NARRA ST. TONDO MANILA。许维发09173502999。

本會獎助學金仍是由本會熱心鄉賢樂捐之教育基金獻
捐，茲將芳名列下：

紀念許書願教育基金、紀念許志塘教育基金、紀念
許耀宗教育基金、紀念許自梯蔡敬治教育基金、紀念許鴻

飛教育基金、紀念許自鎖教育基金、紀念許施珊璞教育基
金、紀念許志慨教育基金、紀念許棟樑教育基金、紀念許
經鈸教育基金、紀念許志爐教育基金、紀念許清泉教育基
金、紀念許書松施甘治教育基金、紀念許經坦教育基金、
紀念許習志教育基金、紀念許謀清教育基金、紀念許自泰
教育基金、紀念許志荐教育基金、紀念許書炮陳銀玲教育
基金、紀念許孫道教育基金、紀念許文惠教育基金、紀念
許書讚蔡麗英教育基金、紀念許自盾顏守治教育基金、紀
念許杏杯教育基金、紀念許經克教育基金、紀念許勝利教
育基金、許經偉賢昆仲教育基金、許鍾鑫蘇珮瑜賢伉儷教
育基金、許鴻濱教育基金、許正義經國賢昆仲教育基金、
許劍萍劍雄賢昆仲教育基金、許金星賢昆仲教育基金、許
書謀陳麗娥賢伉儷教育基金、許自萍自銘美麗賢昆玉教育
基金、許維新教育基金、許文忠蔡秀潤賢伉儷教育基金、
許世明賢昆仲教育基金、許友博林莉莎賢伉儷教育基金、
許志超李佩珠賢伉儷教育基金、許晉華侯逸蘭賢伉儷教育
基金、許加榮許秀權賢伉儷教育基金、許福星陳莉莉賢伉
儷教育基金。許劍萍黃麗絲賢伉儷教育基金、許自強王慧
智賢伉儷教育基金、許偉文邱瑩瑩賢伉儷教育基金、許謀
偉謀博賢昆仲教育基金、許有利教育基金。

萬年寺滴水坊
 古早味菜脯轉食輪

菲律賓佛光山持續推動「蔬食A計劃」，減緩地球暖
化、解決糧食危機。

萬年寺滴水坊不斷研發新菜單，吸引大眾對素食的喜
愛與刻版印象的改觀。近期推出古早味菜脯創意料理，以
滿足信眾在素食口味上多元的選擇。許多人品嚐後都十分
的讚嘆，能從菜脯料理中回憶故鄉的味道，紛紛表示從中
吃出了溫馨與幸福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