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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風辭
隴耕

         往依山傍海的地方
         去尋你
         從原野上、小樹邊
         古巷深處
         招呼迎面拂來的秋風

         秋風，伴著澹澹秋雲
         不偏不倚
         撫過你憐惜的一切
         思念也蕩入無垠天空

         風吹過的地方
         生命愈加明亮
         你的笑容，話語
         在黑夜裡打開了新的方向

         心之所向，手捧溫暖
         邂逅在澹澹秋風
         相知在漫漫雨中
         讀你在春夏秋冬

被書寫進生活的人工湖
胡慶軍

我居住的城市裡有一個水面很大的人工湖.

景色不是十分秀美，也說不上壯觀，但每天依舊有很

多人來這個人工湖的湖畔閒逛，有外地人，也有當地人。

在清晨或者黃昏，只要有時間，我都喜歡來湖邊坐一

坐。

這是一個人工開挖的湖，水面面積不大，除了那些一

年比一年茂盛的樹木和一年比一年多起來的沿著湖畔建造

的長椅，還沒有什麼來龍去脈讓我們去找尋。

四季在湖畔按部就班，從我搬來這個城市，這個人

工湖就已經存在很多年了，聽一些老人說，這人工湖一直

存在了好多年的了，連長輩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有它的存

在，它的美是原始天然的，就像一塊天生麗質的璞玉，自

內而外散發出奇光異彩，也和忙碌、嘈雜的城市四季形成

了最鮮明的對

比。

一 到 冬

天,湖裡便會結

上厚厚的一層

冰，這總讓我

想起古時候臥

冰求鯉的故事來。冬天的湖邊雖不像夏天那般熱鬧，卻也

別有一番趣味，厚厚的冰遠遠看上去像是給整個湖上面覆

上了一層被子，甚至有膽大的孩子竟敢在湖邊厚厚的冰面

上走一走，小孩子總是不知道怕的，他們貪戀刺激冒險的

快樂。大人們一旦看見總會大聲呵斥，直到將他們叫上岸

來。

當春天的風剛剛刮起，湖面的冰便開始消融，有時

就一夜間，隨著天空飄下來一陣柔和的春雨，湖面便不再

平靜，遷徙的候鳥在湖面上游，它們一定也不客氣滴享受

著純淨的湖水。清晨，最早來湖邊溜躂的人們可能會在湖

邊的鬆動的土壤上留下一絲足跡。我有時想，面對這片湖

水，是不是有人會想起海子的春暖花開。天氣暖和起來，

湖邊有時有一兩個老人垂釣，那魚漂在湖面一浮一沉，老

人會瞇著雙眼，安靜地在陽光下把對生活的享受覆蓋在水

面上。來這個城市很多年了，在所有的風景中，彷彿只有

這個人工湖每天都佔據我的心，當年挖掘它的那些人或許

也早已經離開了這裡，但它一直在，一年一年泛起漣漪。

站在湖邊，看一隻飛燕箭一般撲下，從水面掀走一條小

蟲，也彷彿和去年的畫面一樣。

原先，這人工湖屬於城市的邊緣地帶，這些年，隨著

城市輪廓的變大，這裡早已經成為這座城市的副中心。在

這片被我書寫進生活的水面，有湧動的血脈，記錄我及我

的城市變遷的繁華歷史，也見證時代穩步進程，還裝載很

多人人的生活記憶。

我沒事的時候喜歡去湖邊坐坐，無論春夏秋冬。我深

知生活的不易，城市到處都是高大的建築，到處都是疾馳

的車輛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城市的發展，總是如同星夜一

樣，讓人無法預知。即使如此，人們所希冀的理想生活，

也終將會一一實現。

晨曦或者暮色裡，風低低吹著水面，多像吹著某個弱

小而又隨風起伏的命運。這個人工湖就是這個是城市的眼

睛吧，生活是流動的界面，日子也是流動的，無數的曾經

的郊區成為城區的一部分，無數空地被建成現代的文明，

然而這個人工湖卻一直保留著，滋潤了我的四季。

站在湖邊，抬頭可以看見藍天與白雲，側耳可以聽得

見聲聲鳥語。即使你行走在馬路邊上、城市角落，也可以

忽然就想起這片水的清澈和清澈旁邊的綠色。城市建設者

保護和培育了這片風景，讓我可以隨時想起曾經的故事。

歷史與未來交織。有時面對這片水，我會雙手合十，

虔誠許願，讓一切回歸內心、回歸一種本真的寧靜生活，

回歸不遠離都市繁華但生活的溫度卻成色十足。

湖岸的靜謐與都市的繁華也形成呼應，產生對比，互

相映照，互相依偎，訴說了別樣的況味。一個人工湖以一

種歷史情懷、一種未來趨勢、一種城市脈絡的姿態與我的

每一種生活方式緊密相連，共同繪就寧靜與繁華交融的動

人畫面。

累了的時候，面對喧鬧之中的寧靜，我獨自站在湖

邊，只想靜靜地待一會兒。

話說瓊戲
陳仁紅

月光朗朗，晚風從窗前輕輕拂過，送來了二胡委婉的弦音，

偶爾還伴著清亮的短笛聲，我曉得，那片城中村又在唱「瓊戲」

了。

此時，我正在書桌前讀周振鶴的《餘事若覺》。這部作品從

歷史、宗教、語言學等視角，對學術與文化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思

考。其中《從方言認同、民族語言認同到共通語認同》一章，列

舉了史上幾個因語言消亡導致民族消亡的實例，令我震撼不已。

不知為何，我竟然聯想到了窗外的那台瓊戲。

瓊戲起于海南瓊山，由來已久，但具體源于何時卻有多方

說辭。既有「土著說」和「外來說」，又有「模仿說」和「宗教

說」。總之，幾百年來，在只能聽戲怡情的貧瘠歲月裡，瓊戲，

那悠揚舒展的海南方言唱腔，已深深地扎根在一代代「海南土

著」的心底，長久地溫暖了這座曾經蒼涼的海島。

其實，對瓊戲的情感，來自于我在劇院裡長大的緣故。高高

的院牆內，我們的家屬房圍劇院而居。到了晚上，家屬院對外的

側門關閉，家屬們只能從劇院正門的檢票通道進出。孩子們肯定

樂意，整個劇院就成了我們的娛樂園。我們在寬闊的觀眾廳裡玩

過家家，竄到二樓的放映廳裡捉迷藏，或是跑上劇台的大銀幕後

玩跳繩。那些年，我們劇院除了放映電影，還有到三亞來慰問部

隊官兵的文工團演出，再就是來自海南各市縣的瓊戲團了。

而瓊戲團巡演來到三亞，這也是我家的重要事情。「老家

人」已經叮囑了父親，有戲來，得給大傢伙報信、訂戲票、租

車，這都是父親的事。因此，瓊戲到，父親也就最忙，我家裡

也就最熱鬧。老家人總是早早就先來我家候戲，大傢伙喜氣洋
洋，說戲、談戲、聊戲，甚至有人突然就用海南話來上一段「瓊
腔」。我愣頭愣腦地聽，聽不懂，但也挺樂呵。我跑到後台看演
員的化妝和著裝的準備進程，又跑回家裡給老家人通報後台的進
展情況，不亦樂乎。很是喜歡瓊戲裡的梅香角兒。梅香出場，常
常飛轉小手帕，踮著小碎步，那優美玲瓏的身段，那輕盈靈動的
眼神，那清脆嬌滴的唱腔，最是迷人。所以，瓊戲團抵達三亞的
日子，也是我的快樂時光。

已記不清楚，瓊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退出老家人的戲台的。
是從家家戶戶裝上有線電視開始？還是網絡的普及興起之後？總
感覺，隨著我的成長，在老家人的生活裡，瓊戲已漸行漸遠。

有一段時期，瓊戲真的就退出了一檔演出，只有「走村竄
巷」去唱念做打，無論風雨，沒了掌聲，也失了喝彩。更遺憾的
是，許許多多的「小海南」，早已聽不懂自己的方言，何況是瓊
戲。曾經何時，傳統文化熱潮又在中華大地上興起，海口處處又
唱起了瓊戲。我常常在海口的夜裡遇上了「鑼鼓吹打」，聽到了
旦角兒高亢的「瓊腔」。每次從新聞裡讀到了「送瓊戲下鄉」的
報道，我就會想起父親為老家人能進城看戲，而忙前忙後的美好
光景。

周振鶴在《餘事若覺》裡闡述：語言是文化的核心，語言的
變遷意味著文化的變遷。方言不只是應用于一方土地，還能豐富
共通語的色彩。是啊，海南方言是中華龐大語系裡的一種，不應
在吸收外來文化裡褪色。瓊戲作為海南省的地方大戲，更不能被

市場的潮流衝上灘涂去擱淺。讓下一代的孩子們更多地瞭解本土

文化，讓瓊戲在海南重唱輝煌，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黃春安家屬
捐菲華作協

菲律濱華文作家協會訊：本會顧問黃
春安先生不幸于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逝
世，大雅雲亡，同深哀悼。黃顧問生前熱愛
文學創作，參加海內外創作比賽，屢獲殊
榮，實至名歸。其關心華社團體推動文學創
造活動，躬身力行，令人感佩。者番黃顧問
大去，其家屬繼承先人遺願，于守制期間捐
款菲幣伍萬披索予本會，作為推廣本地華文
文學創作基金，仁風義舉，令人欽式，特藉
報端報道，並致謝意。

鄭泉生逝世
旅菲晉江龍泉同鄉會訊：本會常務委

員鄭泉生鄉賢（即本會理事鄭文默鄉賢令
尊），不幸於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農曆
庚子年十二月初四）凌晨零時廿二分，逝世
於家鄉深滬鎮運伙坑前村本宅，享壽六十

齡，英年早逝，軫悼同深。擇訂於一月十八
日（星期一，農曆庚子年十二月初六）上午
十一時出殯。

本會聞耗，均深感哀痛和惋惜！已致電
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並派員襄理後事，以
盡鄉誼。

吳國忠喪偶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家常務顧問，亦即讓德樹里爻分會永遠名譽
理事長國忠宗長令德配吳府施美珍夫人（晉
江磁灶）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凌
晨十二時零三分仙逝於SURIGAO MEDICAL 
CENTER，享壽八十有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ALDONZA FUNERAL 
HOME，SURIGAO CITY。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經已致電洎電函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

吳志雄丁母憂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

家會員子雄先生令萱堂吳府陳美明老太夫人
（深滬南春），不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四
日未時仙逝於家鄉內寢，享壽積閏八十有二
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其故
里本宅，擇訂元月十八日出殯安葬於深滬老
山陵園之原。

本總會聞耗，經已致電慰唁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會顧
問、即本總會北棉蘭佬分會名譽理事長志雄
宗長、家慶燦宗長賢昆玉令萱堂，吳府陳孺
人美明宗老伯母，慟於新曆二○二一年元月
十四日，農曆歲次庚子年十二月初三日未
時，壽終正寢，於晉江市深滬鎮南春堡內
宅，享壽積閏八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族
人同悲。現設靈於其故里宅第，擇訂元月
十八日，農曆十一月初六日上午舉殯安葬於
深滬老山陵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而盡宗誼，以表哀思。

蔡永德逝世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青年聯誼會訊：

本會副監事長，青年會名譽副會長蔡志向鄉
賢，亦即志鎮鄉賢令尊蔡永德伯父，不幸於
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週六）凌晨二時逝
世，享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現設靈於土格加勞市ORTIZ MEMORIAL 
CHAPLE INC-TUGUEGARAO殯儀館，擇訂於
元月二十日（週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土格加勞華僑義山。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
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濱祥芝鎮同鄉總會，菲律濱祥芝鎮
總商會訊：本會副會長蔡志向鄉賢，亦即志
鎮鄉賢令尊蔡永德老先生，不幸於二○二一
年元月十六日（週六）凌晨二時逝世，享壽
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
靈於土格加勞市ORTIZ MEMORIAL CHAPLE 
INC-TUGUEGARAO殯儀館，擇訂於元月二十
日（週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土格加勞
華僑義山。

菲中電視台CHINATOWN TV週日播放精彩節目
黃溪連大使指示中國駐菲大使館領事部加速護照更新

菲律濱唯一華語電視台---《菲中新聞
台》播放時間：每星期一至星期五（EVERY 
MONDAY   TO FRIDAY）,上午8:30 am 至 
9:00 am，也可以任何時間（24小時）通過
手機，社交網站（YOUTUBE, FACEBOOK, 
TWITTER）收看（包括新舊新聞）。

《菲中電視台》本週日（1月17日）播放
節目預告如下：

一. 超強颱風連續橫掃呂宋島南部等一
帶地區，給各當地帶來重大災難。華社救災
基金本著人溺己溺的惻隱之心，向受災民眾
捐贈賑濟品。

表達華社對菲律賓兄弟的關愛之情，緩
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二. 菲律賓中正學院校友總會採取ZOOM
視頻會議平臺于12月17日晚上召開第五十屆
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三. 菲華商聯總會于12月26日下午，邀請
名醫陳雅文醫學博士（Dr. Philip Tan-Gatue）
為商總對華社開放視頻講座主講人，講解中
國傳統醫學和推介中醫藥。

四．12月21日晚，聖公會中學校友會透
過 ZOOM視頻會議平臺舉行2020年聖誕聯歡
會。

 
五．泉州市助醫公益協會于12月23日在

泉州大酒店隆重舉行成立暨第一屆第一次大

會。
六．11月18日，菲律濱中國商會洪及

祥會長等領導應邀出席菲律濱國家調查局
（NBI）慶祝成立84週年活動。

七．移民局在菲華商聯總會建議下就外
僑常年報到做出重要政策調整，中國駐菲大
使館領事部在黃溪連大使的指示下加速護照
更新！

八. 中正學院眾校友在抗疫中熠熠生
輝。

儘管新冠疫情帶來了許多限制，但菲華
社會人士仍克服所有挑戰和逆境，而中正校
友正是此中的先驅者。

九. 12月18日上午，菲華商聯總會向岷市
第三區市議員Apple Nieto贈送一批藥品，供對
方向其選區民眾提供義診施藥服務。

十. 總統反貪腐委員會委員楊光照律師
于12月22日上午蒞訪商總，探討反貪腐和廉
政等議題。

十一. 慈濟帕洛大愛村于2013年「海燕」
風暴過後建成。大愛村從無到有，都是志
工、村民的心血。發展到今天，村民們已可
自給自足，並且已經有能力回饋慈濟。

十二. 1月8 日上午，菲律賓福建總商會
援捐馬尼拉警察總局防疫物資，支持奮戰在
一線的警員。

十三. 華社救災基金于12月23日上午向菲

國警馬尼拉警區11號警站和Antigong Maynila 
Mismo贈送物資。

十四. 計順市百戶家庭年終遭火災，慈
濟基金會志工及時援助送關懷，于1月5日早
上在庫利亞特中學分發救援品。

十五.  12月18日下午，菲華商聯總會邀
請華為菲律賓副總裁郭智先生和市場促銷總
監易成成女士向華社講解該公司成功背景以
及新技術和未來計劃。

十六. 菲律濱安海公會暨商會于12月29日
下午使用Zoom視頻會議平臺召開第五十九連
六十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

十七. 本集為大家介紹剛剛于第33屆Aliw 
Awards中獲得最佳女主持人的Issa Litton。她
是本地現場活動行業中最受歡迎的主持人之
一。

十八. 是否想學習一些簡便易行，而且
省錢又省時間的生活技巧？通過調整日常生
活中的小事情，它可以使您的生活更加方
便！這一集將為大家介紹一些最實用的生活
技巧！

本台聯繫電話：
09228943681  EMAIL:  china towntv .

ibc13@gmai l . com.台長施玉娥（LOLITA  
CHING），副台長製作人莊琳琳（LOUELLA   
CHING），節目主持人葉天慧（LIZBETH 
YAP）。

菲華作協、南瀛吟社
合辦《春聯創作比賽》

獲獎者名單公佈
菲律濱華文作家協會、菲律濱南瀛吟

社合訊：菲華作協與南瀛吟社合辦《春聯創
作比賽》，自公佈參賽規則以來，獲得華社
愛好傳統楹聯的各界人士參加，經本會彙集
所有創作作品後，呈請張奕仁（弄潮兒）、
莊紫棟（莊農夫）、陳挺（亞君）、施榮煥
（少峰）及張為舜（一民）五位先生擔任評
審，于本月九日下午二時卅分通過ZOOM 會
議室舉行頒獎儀式，同時舉行心得交流會，
取得圓滿成功。

茲將獲獎文友芳名公佈如下：
1. 一等獎：莊阿津、陳清達
2. 二等獎：許秀枝、卓顯業
3. 三等獎：楊逸萍、王承天、施宣涼
4. 優勝獎：陳錦鑫、王宏忠、修竹、許

婉瑜、王勇偉、楚語、李國芬、張建謙、洪
鵬飛

5. 入圍獎：陳一心、蔡富華

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
訂期召開ZOOM視頻會議

菲律賓洪門近南學校校董會訊：本會訂
于元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吉時半，假座
ZOOM視頻會議室召開第六十三、六十四屆
第十次常務董事常月會議，討論會務開展及
其他重要議題。屆時恭請洪門聯合總會名譽
理事長和正副理事長光臨指導，敬希本會全
體常務董事撥冗準時出席參加。


