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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鳥的憂鬱
王金明

 
                風雨如磐如晦
                勞動的人穿越鐵幕
                像淋濕的鳥群
                培育了那麼多年
                我收穫果實
                卻已經無意品嚐
 
                慾望掛在枝頭
                是一盞不能採摘的燈
                蚯蚓鬆土，飛蛾撲火
                小河告別故鄉
                而我在燈下讀書
 
                讓我懷疑的不是真理
                而是夜鳥的憂鬱
                一棵沉思的夜來香
                如何感染了月光
                而微微顫慄
 
                星星也不能採摘
                但它早已無悔地
                掛滿了蒼穹

古浮民間傳說
洪少霖

中國福建石獅古浮，村落區域內有
一個「心」形樹林島嶼，名為：大山嶼，
又名藏龍島。其上有小白鷺、大白鷺、蒼
鷺、池鷺、牛背鷺、巖鷺、褐翅鴉鵑、棕
背伯勞等近百種鳥類，包含國家二級保護
野生動物等。

古浮境內有「泉州海洋職業學院」，
其目前正在建設「海洋文化展覽館」、
「海權紅館」，以填補高校領域內此方面
空白。從而，將進一步讓國人增加、明確
海權意識，推動中國海洋強國建設，教育
學生認識海洋、建設海洋、發展海洋！

古浮灣為鹹水、淡水交匯處，其紫
菜極富盛名，其育苗技術全國首創。早在
1963年，國家水產部便在古浮投資創建紫
菜養殖場，並獲得國家科技獎。現今，在
當地養殖紫菜、花蛤者有100戶左右。

古浮人口以蔡氏百姓居多，共有兩個
支系。其一為：南宋理學家蔡元定派下，
其後裔于明.嘉靖年間（1522-1566）由建陽
莒口鄉遷入；其二為：宋進士、大理寺評
事蔡弼聰第十一代裔孫蔡隱齋後裔，隱齋
善堪輿（風水學），其生六子，六子分居
各地，其中四子蔡福生、五子蔡生奴，由
祥芝赤湖山兜遷居古浮；後有其孫蔡史觀
同樣移居古浮。其子孫輩以當地山兜、古
浮、蓮板、後湖、赤湖、前厝、梧林共7個
自然村居多。除了梧林地處較遠外，其它6
村落土地相連，面積廣闊。其後人現今至

少已繁衍數萬人之多！
古浮蔡氏歷年名人不斷呈現，其中

有蔡祖累（音），在船運比較吃香的年
代，擁有貨運船數艘。其徒弟曾任泉州港
務局、省交通廳領導。有一回，祖累去找
他徒弟，門衛不讓進去，後其徒弟得知他
的到來，便親自出身迎接，攜手而進，後
坐于虎皮之上。日本投降後，有官兵前往
西沙群島，不知水路，從而以公文派調祖
累協助。祖累憑借「干庚」（羅盤，指南
針）、「針簿」（海圖），就直接帶路到
了西沙群島。後政府獎勵他一個獎章，上
有刻字「海軍顧問」。其後人有「炳雄」
等，現居香港等地。

明代時期，有蔡祖鄱，擁有多艘貨
船，非當年其他人持有的較差的帆船。他
與蔡敬湖總督結拜。常走台灣、浙江、山

東青島、江蘇等航線，曾運布前往福州，
也曾送白糖遠去，載棉花而回。有一回，
他的貨船被搶了，從而向蔡敬湖借了軍
艦，平了南日島上的倭寇。自此，南日島
再無倭患。

古浮蔡氏居菲律賓人口較多，他們組
織成立了菲律賓石獅同鄉會，曾擔任理事
長。另有居美國、越南 、馬來西亞、緬
甸仰光、澳門、台灣等地族人。有族譜記
載：自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古浮各
角落便有數十人遷居台灣；其中前往澳門
者，大都為1982年隨運輸船前往廣東後過
去。是年，他們大都向港務局申請一張海
員證，在3至5年時間裡去了澳門100多人，
後有39人被特赦，擁有了澳門永久定居
權。至1992年，有家屬前往定居。目前，
古浮人定居澳門人口有200餘人。

銀杏遐思
黃小梅

我對銀杏的執念，源自于「杏林始祖」——董俸的故事。得
知福建省三明市尤溪縣中仙鄉的古銀杏林，是福建省最大的古銀
杏群，便魂牽夢縈，以求一睹為快。

中仙鄉面積368平方公里，西南與德化毗鄰，東南與永泰接
壤，是三個縣的交匯處，在2019年，名列福建省十大最美縣城排
行榜第二名。車在龍門場停靠時，我仰頭一望，只見四周層巒疊
翠，山峰上雲霧繚繞，星星點點的古木屋，訴說著這裡是深山人
家的家園，古樸幽靜，如世外桃源，又或許有著美麗的傳說。

進入山門，沿著小山坡而上，山坡的兩邊散落著不多的木
質民房，一些當地的農人，零星地擺著小攤，叫賣著他們的土
特產。山坡的三叉路口處，便是村裡的「銀杏樹王」所在地了。
只見灰褐色並有細縱裂紋的粗壯樹幹上，纏繞著一條銀白色的鐵
鏈，鐵鏈上掛著幾個嶄新的鎖，樹的長枝上紮著許多祈願的紅布
條，想必是寄托著人們的美好心願吧。「銀杏樹王」有著唯美的
「銀杏仙子」的傳說，相傳，南宋理宗（1224-1264）年間，國庫
緊缺，于是煉銀冶鑄官銀，當時，南劍州的冶鑄錢司官員發現，
尤溪中仙鄉的銀礦眾多，理宗皇帝于是派親王女婿「郡馬」前往
偵察，「郡馬」攜家眷順著「尤德古道」一路勘察，確定後密報
朝庭，理宗皇帝于是派兵協助，並在進山口處建一大門，命名
「龍門場」，後因奸臣當道，理宗輕信，「郡馬」蒙冤受斬，郡
主獲救于洞中，眾親信們于是留在那裡開荒種地，繁衍生息，遠
離朝庭。郡主受觀音菩薩點化修行，觀音菩薩扯落的佛珠，受天
地日月之精華，以及郡主思夫之淚的澆灌，終于長成參天大樹，
結出的果兒在王母娘娘壽誕時，得娘娘喜愛尤加，稱之為「佛
指」，因此地是盛產銀礦之地，並命名「銀杏」，特封郡主為
「銀杏仙子」。「銀杏樹王」承載著「銀杏仙子」對「郡馬」的
所有心思和一片癡情，如今，正在向人們傳說著他們淒美的愛情
故事。

醫家有「杏林春暖」之語，蓋源于董俸。董俸出生于福州長
樂古槐龍田村，醫術高明，他治病不取錢財，只要重病者得以治
癒後，在山中栽杏樹5棵，輕病者得愈，栽杏樹1棵，于是，數年

之後，他的後山中有杏萬株，郁然成林，所得果實，所需者可用
谷子自行交換，所得之谷，董俸又將它賑濟貧民，供給行旅，留
下了「杏林春暖」的千古佳話。董俸與譙郡的華佗、南陽的張仲
景，並稱「福安三神醫」。

銀杏，又名白果，屬於落葉大喬木，枝條斜展，葉在長枝
上螺旋狀互生，短枝上簇生，葉片扁平，扇形，頂端常二裂，二
叉葉脈，葉柄細長，葉色初為黃綠色，夏季深綠色，入秋後變黃
綠色，雌雄異株，花期五月，果核球形，味甘、苦、平、澀，主
治引疳解酒、溫肺益氣、定喘嗽、縮小便、止白濁，降痰等。銀
杏對氣候及土壤適應能力強，唯鹽鹼土、粘重土及低窪處不宜栽
植，因外皮含漿質，有惡臭，作行道林時，以雄株為宜。樹冠呈
較規則的圓錐形，老樹則為廣卵形，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

中仙鄉之行，終于滿足了我對銀杏的一腔情懷，也對銀杏有
了進一步的瞭解，滿地盡帶黃金甲的銀杏，似一道金光大道，路
在腳下，願美好的一切，在金光大道上無限延伸……

冬天的陽光
夏天

冬天來了，陽光溫柔起來。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拒絕，暖暖的時光。
鄉村在這個季節裡，也是別樣風景。
綠油油的麥子，還有枯荷敗葉，都會有陽光庇護，不再羞羞

答答。
柵欄外，誰家的羊兒懶洋洋地躺在山坡之上，吃草的心情已

被冬陽勾引而去。
找不到家的狗狗似乎來了許多，它們分不清東與西；冬天的

陽光也不問南和北，只是光芒依然。
田野想放棄所有，泥土之上，總會傳來不一樣的聲音。
村頭的老人們，放不下所有的記憶，依然七嘴八舌，談天說

地。
只有陽光，給予他們最好的回報。
冬天的陽光，冬天的村莊。
我對陽光表白，我對村莊表白……你們才是我終生的依靠。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
聯合日報今年繼續舉辦
「聖誕濟老運動」

與「聖誕慈善捐款」義舉活動
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訊：四十多年來，菲律濱華僑

善舉總會與聯合日報承華社擴大熱心讀者們與社會善士
的支持和信托，在每年最後一個月聯合舉辦「聖誕濟老運
動」、「聖誕慈善捐款」等兩項慈善活動，風雨無阻至今
已有四十八年的光蔭，年年在熱心讀者大眾的鼓舞下，辦
得聞名於華社，得到社會上人士的肯定與好評！

庚子年全球不幸慘遭「新冠肺炎」惡疫漫沒，菲律
濱也遭遇到百年歷史上的悽慘病疫之不幸，今仍在隔離管
制疫期。但是，神聖的聖誕鐘聲漸漸臨至，雖然說聖誕快
樂的祝賀呼聲普及，但是貧苦的呼聲更高，需要幫助的人
更多，世間永遠是苦人多，日前眾多熱心的讀者們舊事重
提，慈善義舉工作不能停的鼓勵聲多。菲律濱華僑善舉
總會在永遠名譽董事長兼行政總理李逢梧博士，董事長
盧祖蔭等諸領導與聯日報高層經商討下，義舉利民的工
作不可斷，惻隱之心人人皆有，等待我們伸出暖手的貧
苦大眾呼聲更高！菲律濱華僑善舉總會聖誕濟老運動捐
款：李逢梧博士₱25,000，李凱旋₱25,000，呉榮祥博士
₱25,000，盧祖蔭先生₱25,000，許鍾鑫先生₱25,000，李
賢冊先生₱25,000，施顯祖紀念基金會₱25,000，謝銘洲先
生₱10,000，吳維新先生₱10,000，蔡永培先生₱10,000，
莊江蘇先生₱10,000，李長城先生₱10,000，戴顯祖先生
₱10,000，戴國興博士₱10,000，許文忠先生₱10,000，
蔡南文先生₱10,000，曾國鵬先生₱10,000，黃拔來先生
₱10,000，謝國仁先生₱10,000，施學捷先生₱10,000，
許偉順先生₱10,000，黃共衛先生₱10,000，楊雅濓先生
₱10,000，李漢民先生₱10,000，黃光權先生₱10,000，
蔡宗展先生₱10,000，李祖添先生₱10,000，林國友先生
₱10,000，李賢潤先生₱10,000，許金鑛先生₱10,000，
洪海萍博士₱10,000，蘇建榮先生₱10,000，李煒欽博士
₱10,000，朱文想先生₱10,000，吳光級先生₱10,000，
李天欣先生₱10,000，李少欽先生₱10,000，魏約珥先生
₱10,000，洪連燈先生₱10,000，許自然先生₱10,000，
吳良溪先生₱10,000，許海港先生₱10,000，王海真先生
₱10,000  ，林榮禧先生₱10,000，陳德順先生₱10,000，
侯世錬先生₱10,000，陳德雄先生₱10,000。TOTAL 合計: 
₱575,000.00。

近南學校校友會捐
學校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近南學校
校友會在永遠名譽理事長許培錫的領導下捐助30萬元。

校友會彙集著懷念童年在母校求學生涯、熱愛母校的

校友們；他們飲水思源，回饋母校，關懷師長，贊助在校
求學經濟困難的學生。此番又為慰勞金大力支持及響應，
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謹籍報端表示誠懇的謝意。

菲律賓洪門聯合總會捐
近南學校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在現任理
事長許天恩領導下菲律賓洪門聯合總會捐助20萬。近南學校
6位退休老師謹籍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施志雄董事長捐
近南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董事會現
任董事長施志雄先生捐20萬元。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謹籍
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蔡友鐵先生捐
近南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竹林協義
總團永遠榮譽理事長蔡友鐵先生捐助20萬。近南學校6位退
休老師謹籍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曾鐵峰先生捐
近南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董事會榮
譽董事長曾鐵峰先生捐助10萬，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謹籍
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佘明汀先生捐
近南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董事會榮
譽董事長佘明汀先生捐助10萬。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謹籍
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已故李康希先生家屬捐
近南退休老師慰勞金

本市訊：為了表揚近南學校6位退休老師把她們一生半
百的青春歲月獻給學校，把畢生精力投注在教育；數十年
如一日，堅守崗位，盡自己的本份，默默耕耘，以教育為
己任，尤其是在我們菲律賓社會師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
不計薪俸微薄，默默留校服務多年，精神可嘉；在為這些
老師特別籌備慰勞金或稱終身愛校服務金，得到近南董事
會已故永遠榮譽董事長李康希先生家屬捐助10元。近南學校
6位退休老師謹籍報端表示衷心謝忱。

福建省僑辦舉行中華文化大賽海外預選賽
華教中心承辦本國賽事歡迎各校積極參賽

華教中心訊：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華僑大學
將舉辦「文化中國‧2020海外華裔青少年中華文化大賽」線
上海外預選賽，委託本中心承辦菲律賓賽區預選賽。本中
心即日開始接受各校報名。

為了提高海外華裔青少年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的興
趣，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海外交流協會自2012年起
連續六年主辦「海外華裔青少年中華文化大賽」，本中心
一直負責承辦該項競賽的菲律賓賽區活動，全國各華校積
極組織本校中學生參賽。在歷屆大賽全球總決賽中，本國
代表隊屢屢斬獲佳績。

本次預選賽的參賽對像為年齡12至22週歲，熱愛中華
文化、對中華文化有一定學習基礎，具有一定才藝表演能
力的海外華裔青少年。參賽者必須使用手機從谷歌應用商
店（Android系統）下載「中華文化大賽APP」，或者蘋果應
用商店（IOS系統）下載「中華文化大賽APK」，註冊登陸
後可在線上進行參賽報名、模擬練習、測試展示、成績查
看、證書下載等操作。

預選賽內容分為中華文化知識測試和才藝展示兩個部
分。中華文化知識測試內容以《中國地理》《中國文化》
《中國歷史》為主，測試題型分三種：判斷題、單項選
擇題、多項選擇題。參賽者可登陸http://www.hwjyw.com/
textbook/jcxz.shtml下載「三常知識學習資料」，可登陸http://
www.hwjyw.com/indexbak_2019.html下載「海外華裔青少年中
華文化大賽複習題」。才藝展示分演講、朗誦、舞蹈、唱
歌、樂器、武術等六個類別，參賽者從中選擇不多于三類
的才藝表演，表演內容必須表現中華文化元素，才藝展示
時間限3分鐘以內，多類才藝必須剪輯成一個視頻。參賽者
自行錄製視頻，壓縮後上傳至平台。

預選賽的報名截止日期為2020年12月30日，請各華校
抓緊組織學生報名參加，並安排老師協助學生下載安裝軟
件，註冊登陸平台。中華文化知識測試日期為2021年1月9
日，全國參賽者同步進行測試，採取隨機組卷形式。參賽
者必須在60分鐘內完成80道試題，平台自動進行成績評定，
中華文化知識測試占總分值80分。本中心將組織評委對上傳
的才藝展示視頻進行成績評定，才藝展示占總分值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